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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财务数智化发展的探讨 

熊 丹 

广东金融学院  广东广州 

【摘要】当前，我国已步入数字经济时代，为了在数字化、智能化的时代浪潮中持续获得竞争力，企

业不得不进行数智化的转型，而财务作为企业的“数据中心库”，毫无疑问成为企业数智化发展的引领者。

本文主要从数智化的内涵出发，对企业财务数智化的驱动力和必要性，以及面临的挑战进行分析，并提出

促进企业财务数智化发展的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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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my country has entered the era of digital economy. In order to continue to gain 
competitiveness in the wave of digitalization and intelligence, enterprises have to carry out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and finance, as the "data center library" of enterprises, has no Doubt has become the leader of the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This paper mainly starts from the connotation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analyzes the driving force and necessity of enterprise financial digital intelligence, as well as the 
challenges it faces, 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 financial digital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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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智化的内涵 
随着蓬勃发展的科学技术与财务工作的融合，

全球企业在财务领域不断迎来创新和突破。借助于

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发展，企业先后实现了财务 1.0
的会计电算化和财务 2.0 的财务信息化。而今，随

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大数据、人工智能、算法

的发展，全球经济组织正在逐步迈入财务 3.0 的财

务数智化新时代。那么，到底什么是“数智化”呢？

它与“信息化”的区别是什么呢？ 
财务信息化是建立在会计电算化基础之上发展

起来的企业级信息技术应用阶段。企业通构建管理

信息系统将采购、生产、销售、财务等不同的职能

部门紧密联系起来，利用 ERP 系统的数据共享平台

和业务处理流程的集成，实现业财的一体化模式。

同时，财务管理的范围也进一步拓宽，由传统的财

务会计至资金管理、预算管理、成本控制、销售预

测等领域的融合。 
财务数智化，顾名思义，其实就是“财务数字

化+智能化”。财务数字化是顺应数字经济发展引申

出的区别于财务信息化的概念，前者注重解决基础

设施的问题，而数字化更强调业务变成数字。所谓

数字经济是指由数据（IoT、传感器、大数据）+ 算
力（云计算、边缘计算）+算法（流程模型、人工智

能）定义的数据生产和处理经济活动的新经济环境
[1]。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增强了财务业务的处理和

管理工作的智能化程度，由此财务业界将数字化进

一步拓展为“数智化”。 
2 企业财务数智化的驱动力和必要性 
2.1 财务数智化的驱动力 
（1）政策的推动引导企业迈入数智化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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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设置专

篇“加快数字化发展 建设数字中国”，提出“迎接

数字时代,激活数据要素潜能，推进网络强国建设,
加快建设数字经济、数字社会”。规划纲要倡导信

息技术企业充分发挥海量数据的优势，丰富数字技

术的应用场景，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财务在企业管理中担任着信息加工的最核心职能，

天生就是企业“数据”最丰富的领域，因此，财务

数智化转型是众多企业整体数智化转型的先行者，

其创新发展会反向推动企业业务的数智化创新。 
（2）经济环境的复杂促使企业数智化转型 
从人类社会发展史来看，不同时代共同的特征

是人类总是在不断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实现经济发展

的质的飞跃，而在这一过程中生产力变革是决定因

素。农业经济时代主要的生产要素是土地，到了工

业经济时代变成了资本，而在当今数字经济时代，

数据毫无疑问成为了新的生产要素。为了获得和释

放“数据”这一全新的生产力，企业需要创新商业

模式个管理模式，才能适应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时

代步伐。 
此外，在全国乃至全球的疫情冲击下，许多企

业的业务活动不得不借助于数字化工具来展开，众

多企业加速了数字化项目的建设和上线，并提升了

数智化转型在企业的战略高度。或通过与其他企业

合作探索新的商业模式，或凭借领军资源建设企业

自身的数字化生态圈，带动其所在行业产业生态变

革。财务是企业管理信息的集聚地，自然要顺应这

样的发展趋势，探索数智化的管理体系重构或升级。 
（3）数字技术的发展支持企业数智化创新 
当前，数字化浪潮滚滚而来，人工智能、大数

据、区块链、云计算、移动互联网、5G 与物联网等

驱动技术不断发展，与此同时，操作系统、算法、

传感器等关键领域也不断取得新的突破，国家也投

入大量的财力人力助力于通用处理器、云计算系统

和软件核心技术一体化研发。随着数据获取方式的

多样化和实时化，数据与算法结合的相关技术也蓬

勃发展，如“互联网+流量驱动”、“大数据+数据

驱动”、“人工智能+算法驱动”、“区块链+可信

驱动”、“5G+效率驱动”等数字技术将在企业数

智化转型中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持。 
2.2 财务数智化的必要性 

财务是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各项数据的“信息

处理中心”。借助于会计电算化和财务信息化，基

础的核算工作已完全能由计算机技术来完成，而如

何实现预算、成本、绩效、管理报告等领域的管理

突破，又能兼顾企业管理理念和数据基础，为企业

的战略目标实现提供决策信息支持是亟待解决的一

大问题。财务数智化的发展可以借助于数字化技术

和人工智能帮助企业完善管理会计体系的建设，探

索实现财务信息辅助战略决策的有效路径和突破

口。“业财融合”的关键就是要落实到财务需要掌

握企业经营活动过程中的各种精细数据。运用数智

化的手段，财务可以实现对企业内数据的有效整合

和大数据的深度挖掘，从而充分发挥出信息实时披

露和支持决策的职能，满足高层管理者的迫切需求，

将“业财融合”真正落实到位。 
当前的经济环境给企业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

挑战，一方面是数字化的波涛汹涌，另一面是全球

新冠疫情的冲击，促使着企业积极寻求数智化转型

的道路，而财务数智化转型是企业整体数字化战略

中的关键一环。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是企业发展

的核心生产要素，科技赋予了企业业务发展的新模

式。作为企业管理的核心部门之一，财务也必须转

变传统的”信息处理者“的观念，应尝试将自身视

为企业的”业务合作伙伴“，为企业的战略制定及

业务发展提供更多决策支持[2]，才能适应数字时代

的发展潮流。 
此外，实施财务财务数智化，可以有效地减少

成本把控成本。财务数智化是利用数字化手段进行

数据的实时更新和传递，借助于这些数据的分析可

以对企业的业务处理流程和员工配置水平有一个清

晰的整体认识，进而可以进行管理模式和管理方法

的更新,重构出一套效率更高的业务流程，从长远来

看，也可以对于企业战略决策的实施和完善起到重

要作用。  
3 企业财务数智化面临的挑战 
3.1 云会计平台和技术不成熟，安全性和稳定

性无法保障 
财务数智化的实现需要借助于云计算、网络技

术等搭建的云会计平台。当前，我国关于云计算平

台的研发还处于探索阶段。在技术层面上，云会计

平台也会受到网络带宽和负载等因素的影响，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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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还在不断完善过程中，需要进一步配置故障检

测、风险预警等功能来保证平台的稳定使用。同时，

涉及到网络的开放性，企业就不得不担心财务会计

数据的保密性问题。因此，企业需要一套基于云计

算的以管理会计为核心的 ERP 软件集成，即能提供

预测、分析、决策功能的综合云会计软件，且稳定

安全，从而极大助推财务数智化进程[3]。 
3.2 管理人员转变财务管理理念比较困难 
时代在在迭代发展，财务管理理念也需顺应时

代发展潮流不断升级。作为企业的管理者，其职责

就是把企业的战略规划通过多部门的团结协作予以

实现，而财务部门与其他各部门联系十分紧密，更

须格外重视。在数字经济时代，财务已不能仅仅作

为企业的某一个职能部门单独考虑，管理者需充分

意识到作为”数据“中心，财务管理在整个企业的

地位是独特而重要的，应上升为企业战略层面的重

视程度，要倡导财务部积极融合数字化技术和现代

化企业管理理念制定精准有效的新财务制度。 
3.3 财务人员适应数智化的能力和意识淡薄 
据财政部公布的一组数据，目前在我国财务行

业中，只有 10%的人有中级会计师资格证。由此可

见，当前的财务体系中基础人员饱和而高精尖人才

匮乏，这是源于之前企业的会计从业门槛相对较低。

然而，现阶段我们已步入了数字经济时代，财务共

享平台的建设和使用、”业财融合“的趋势以及数

智技术与财务行业的融合，都对财务人员的能力提

出了要求。部分财务人员没有意识到未来企业真正

需要的是”业务+财务+技术“的复合型财务人才，

不注重学习新知识新技术，缺乏专业的业务知识，

终将会被时代所淘汰[1]。 
4 促进企业财务数智化发展的建议 
4.1 思考财务数智化建设的内涵——顶层设计 
财务数智化是融合各种数字技术，将企业各经

营管理环节的数据进行分析并共享在财务平台，且

逐步从“财务共享”转型“智能运营”的过程[4]。

因此，财务数智化建设是覆盖财务管理全流程的智

能化，可从三方面来理解：一是搭建业务与财务融

合的财务共享平台；二是基于商业智能构建智能管

理会计平台；三是构建基于人工智能的智能财务平

台。借助于财务数智化，其最终目的是让财务部门

成为企业战略的执行者和引导者,从财务数据上为

企业发展提供参考建议。 
4.2 明确财务数智化体系的服务内容——框架

构建 
财务数智化是基于新的商业模式产生的新财务

管理模式，除了对企业内部生产力要素，人、财、

物、信息的配置实时记录进行分析管理外，还需将

企业外部的供应商、客户、税务局等纳入财务管理

的范畴，在内外紧密连接的基础上实现“智能运营”

的本质，形成业务流、资金流、物流、信息流等同

步合一。具体来看，应涵盖财务会计、管理会计、

成本费用控制、财资、企业绩效、税务、档案、共

享、数据、智能服务等企业完整的财务服务内容。 
4.3 细化财务数智化服务的活动方案——决策

制定 
基于财务数智化的每个具体财务服务内容，针

对性地应用新技术和智能技术制定实施方案。如财

务会计部分利用数字化技术充分实现基础核算业务

的全自动化和报告生成的高度自动化；管理会计领

域要注重承接企业战略目标，实现全面预算管理、

成本管理、经营产品管理、绩效管理等活动的全流

程管理会计报告；财资版块从、中、后台三个层面

重构财资管理服务，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税

务方面构建财税子平台实现电子专票管理、税务核

算与申报、税务分析与规划等核心活动的一站式税

务服务与管控平台；数据服务重视数据标准化、结

构化差等问题，通过建立“中央财务仓”，实现异

构系统账务数据标准化等；智能服务则是在前面项

财务服务基础上，聚焦大数据中心、作业自动化和

智能化，寻求财务人员在企业中的“价值”[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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