
更好、更快地制定财务决策



CFO 需要一种整合多

种数据资源和 KPI 的
统一的视图，并将之置

于策略目标的背景下。

更好、更快地制定财务决策

在各种规模的企业中，首席财务官 (CFO) 都是战略与执行之间的重要纽带。在制订企业的战略愿景时，CFO 

对于首席执行官 (CEO) 来说，有如一位值得信赖的顾问；在确保这一愿景能够使各种业务活动盈利时，CFO 亦发挥着

关键的作用。

作为掌管盈亏的首席财务员，CFO 担负着管理收益、创造发展机遇、评估和最小化风险、缩减成本，以及监管合规性

工作（特别是在当前的规章制度环境下）的重任。财务部门负责确定关键标准、执行问题分析以及监管报表功能，在

管理企业绩效方面占据主导地位。

财务主管每天都要制定各种关乎企业成败的重要决策。这些决策必须及时制定，其依据是从整个组织内收集的可靠数

据 — 即根据资源、现金流、预算及预算差额、库存等相关标准中获得的信息。

为了有效地开展工作，CFO 需要一种整合有来自多种数据源和关键绩效指标 (KPI) 数据的统一视图，并将之置于战略

目标和财务规划的背景下。运用这些信息，CFO 便可以应对当前情况，让公司保持正常运作并符合业务目标。只有在

正确定位、实施并整合 IT 资源之后，CFO 才会获得更好地制定决策所需的信息可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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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O 为何需要信息可视性？

在瞬息万变的复杂（通常在全球范围内）市场中竞争时，中小型企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而且，在

这种不断变化的竞争局势之下，监控并最大化日常业务活动与预算及计划流程之间，以及在更高层面上与企业战略及 

KPI 之间的契合程度，这些都是 CFO 的工作。



推动财务进步 | 第 2 页

财务决策者需要花费

大量的时间，从浩如

烟海的不相关且不连

贯的数据中急切地查

找所需信息。

这种契合的保持，有助于财务部门执行从日常事务到高级分析与绩效管理等各项工作。如果实际效果不符合目标，

CFO 就必须迅速采取纠正措施，无论这样做会使业务经受轻微调整，还是会督促组织对业务流程进行重大变更。

财务官还必须能在错综复杂的法规和行业标准当中引导企业前行。合规性工作在转移资源、法律债务和声誉方面对企

业至关重要，所以其与报表和业务流程的契合程度必须达到更高的要求。

为了让运营结果符合预期目标，CFO 必须访问大量的信息，其中包括成本、收入、资产、投资、资源、法规等等。毋

庸置疑的是，大多数中小型企业都拥有大量数据 — 而且在以惊人的速度不断产生。然而，财务决策者需要花费大量的

时间，从浩如烟海的不相关且不连贯的数据中急切地查找所需信息。

精心制定的标准可以衡量企业各个方面的绩效，并能将它们与整体业务绩效挂钩 — 更快、更好地制定决策的信息正

是来源于此。如果企业的实际开支悄然超出了预算开支，CFO 可以将这一差额追溯到某一个部门，并进而采取正确

的行动。

IT 系统可以提供相对简单的标准度量仪表板，如实际和预算开支。然而，IT 之所以能为 CFO 提供帮助，真正原因在

于它可以整合来自企业内部不同领域以及企业外部（市场和经济环境）的关键数据，而且始终能够针对计划提供全面

的背景化绩效视图。在使用软件解决方案实现信息可视性后，中小型企业的 CFO 便可以按需访问那些支持策略业务活

动与企业目标相契合的关键标准了。

在业务一线上，IT 可以为 CFO 提供所需的工具，帮助他们分析业务流程、识别和消除瓶颈、更有效地利用资源以及

缩减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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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部门如何创建精确可行的全方位视图？

中小型企业常常会感受到有限资源的限制，然而，当组织中的每位成员都在最大限度提高绩效和生产率时，

这种压力也可以产生收益。对 IT 领域做出明智的投资并制定相应的计划，可以让业务效率翻番，还能帮助财务部

门为 CFO 和其他企业管理者实现信息可视性。随着决策者们可用信息的数量、质量和时效性的提高，决策制定的速度

将愈加迅速，为企业带来的收益也愈加可观。



构建未来框架的第一

步是对企业的当前状

况进行密分析。

CFO 的信息可视性由一个由政策、最佳业务实践以及技术构成的框架提供支持。构建未来框架的第一步是对企业的当

前状况进行周密分析。其关键是要确定 CFO 所需的信息，然后将对这种信息的访问构建到框架当中。

要了解企业现状，最好的方法就是将财务管理者的洞察力与可通过现有技术获取的信息相结合。分析您的业务流程，

要特别注意它们与企业目标的契合程度。确定是否建立了可跟踪这种契合程度的关键标准。检查企业当前用于响应市

场环境和客户需求的信息类型，并考虑其他种类的信息是否有助于更有效地作出响应。识别那些由需要通过 IT 自动进

行的人工流程造成的瓶颈。

拥有企业现状的清晰视图之后，CFO 便可以启动那些可促进业务发展的计划与预算流程了。计划流程全部都与契合相关：

契合预算与企业目标；制定个人、部门和整个企业的 KPI，并确保它们能帮助顺利实现企业目标；以及调整资源以满足

流程和计划。可以通过软件来支持包括关键标准制定在内的计划流程，进而帮助 CFO 监控这些 KPI 并保持契合状态。

由于这些有效的标准均与目标相关，因此其分析、规划和制定过程可以创建一种统一的业务活动视图。定期报告和审

查是保持日常业务正常运作的基础。IT 系统提供了一种实时监控整个组织的 KPI 的方法，将战略与日常决策和活动联

系起来。可以帮助企业实现以下目标：增加对股东和监管机构的透明度；增强各级组织的责任感；清楚地了解各方面

的工作状态。

IT 系统所提升的信息可视性，不仅能支持 CFO 在当前制定出可引导企业取得更大成功的决策，还有助于为未来构建更

加优秀的财务系统。预测收入与实际收入间的差距，或预计库存周转与实际库存周转间的差距，促成了制定短期内保持

企业正常运作的决策，随后又促进了对预算、预测和报表系统的长期投资。IT 提供的信息可视性的优势逐渐递增，原

因是此类信息可以让系统变得更为有效。

推动财务进步 | 第 3 页



推动财务进步 | 第 4 页

财务部门如何实施全方位视图以更好、更快地制定决策？

实现组织财务状况的全方位视图具有很大的优势。这必须依靠 IT 的支持来建立可收集和呈现相关信息的系统。但在 IT 

部门开展工作之前，CFO 必须评估组织的各种活动，并创建可简化 IT 部门工作的业务结构。

为了更好、更快地制定决策，请通过以下三个步骤帮助企业创建精确可行的组织全方位视图并快速启动流程：

第一步 — 开发通用方针及标准框架

R 开发一种可以将企业的各种活动和政策与企业目标（财政责任）相契合的路线图。

R 实施一种战略来跟踪和监控以下方面：资金如何注入和流出组织；组织对于稀缺资源（资金、人员、

资产、工厂、设备等）的利用程度；以及组织对于行业标准和法规合规问题的有效遵守程度。

R 确定各种成本及风险，从而可以追求具有最大利润的优先事务或机遇。

第二步 — 评估当前事态 

R 为相应的业务部门制定实现企业愿景所需的战略步骤。

R 评估当前的风险与机遇，以从可用资源（人员、工厂、设备等）中获得最大收益。

R 针对各种业务活动及其与内部相关人员（运营、销售、财务）和外部相关人员（供应商、潜在客户、

客户）相互依存的关系创建一种整体视图。

第三步 — 执行计划并做出相应调整

R 通过 IT 系统跟踪并分析财务活动，以便从投资、人员、资产、资源和交易当中获得最大收益。

R 运用 IT 基础架构和系统增强财政责任感，从而使企业可以满足行业标准及法规合规性。

R 采用仪表板和报告工具，跟踪企业在执行业务计划及依据 KPI 和基准响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

时，对于活动、事务和投资的执行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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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IT 部门展开工作之

前 CFO 必须评估组织

的各种活动并创建可

简化 IT 部门工作的业

务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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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总结

软件并不能告诉您如何赢得竞争，但是却可以确定哪些产品和服务具有最大的利润率，谁是生产效率最高的员工，或

者投资如何影响盈亏底线。了解这些信息将有助于制定正确的决策，比如是否要调整企业愿景、留住和提拔哪些员工，

或如何处理好影响组织发展的投资与成本问题。

精确及时的数据剔除了决策制定过程中的猜测成分。

Wayne Thompson 在民营和公共领域拥有超过 16 年的 IT 经验，并且在机遇分析、上市执行计划和软件评估等方

面具有丰富的专业技术。他曾为欧洲和北美的首席管理层人员举行最佳实践研讨会，并为全球 1000 强企业及政府机构

协商软件许可协议。Thompson 在产品开发和营销战略方面为新型企业和领先的 IT 供应商提供咨询，并在业务流程分

析和软件采购方面为用户提供建议。

Neil Stolovitsky 在与最终用户、顾问和供应商组织的合作方面拥有超过 8 年的 IT 经验，并且在业务开发、软件筛

选和渠道战略方面具有丰富的专业技术。Stolovitsky 已面向全球范围内的读者出版了多篇白皮书和文章，其范围涵盖

了服务业的企业资源规划 (ERP)、项目组合管理、专业服务自动化、IT 监管和新产品开发等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