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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将如何转变 
CFO的角色
更加智能的自动化技术已开始接手机械式任务，人工智
能和分析技术已一同得以部署运用，财务主管将在指导
企业经营策略中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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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流程自动化（RPA）、智能流程自动化（IPA）以及人工智能（AI）等多项技术，加上各种
分析方法和工具，可以帮助CFO朝着此方向不断前行，最终令整个财务职能发生转变。根据普华
永道的《2019年财务效率基准报告》，61%的财务主管认为不断进步的技术会让财务职能变得更
有效。1

事实上，CFO在引领整个组织更大范围的数字化转型中发挥独一无二的重要作用。他们深入洞察
所有业务单元及其之间如何相互影响，帮助组织内所有领域的领导在财务数据方面知其然更知其

所以然，并最终促使整个企业作出更明智的经营决策。

CFO如何领导这种变化需要符合逻辑顺序。首先是基础自动化工具，它被用于处理诸如报告和对
账等例行的可预测流程（以提升效率和降低成本），也用于改进某职能部门的绩效（以提高准确

度和速度）。在重复性任务实现标准化和自动化之后，财务部门可以开始运用更高级的工具（例

如人工智能和分析技术）解读数据，还能依据各种因素更准确地预测即将发生的情况，并且针对

不同情境制定计划。换言之，CFO将从描述性分析入手，踏上更准确的诊断性、预测性和规范性
分析之路（参见下一页附图）。

1 普华永道《2019年财务效率基准报告》。

概要

首席财务官（CFO）必须应对形形色色的挑战，各行各业皆是如此，挑战包
括缓慢的增长速度、不停涌现的竞争对手、不断发展的员工队伍、持续变化
的商业模式、爆炸性增长的数据、更为复杂的监管要求以及不能放松的削减
成本要求。在这种环境下，CFO不再只是所在组织的财务管理者，承担着确
保财务报告准确完整的职责。如今，他们还需要充分利用贯穿组织的数据，
发挥更具战略意义的作用，帮助其他领导清楚了解组织在任何特定时刻所处
的位置，还能清晰看到组织在下一周、下个月甚至下一年能够且应当达到的
位置。

https://www.pwc.com/us/en/services/consulting/finance/finance-effectiveness-benchmark-stud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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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由此直线式发展，财务职能部门可获得动力，将这些解决方法应用于企业的其他部门。例如，

总部位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的杜克能源公司（Duke Energy）的首席财务官Steve Young表
示：“我们从财务领域着手，现在由几项软件机器人技术执行银行对账、账户核对以及财务报表

编制等工作。它们可以快速完成大量此类任务。所以我有底气说，‘你看，我们财务部就是这么

操作的。你们部门也得开始推行。’”2

鉴于所处不同行业和组织内数字化技术的成熟程度，每一位CFO的工作方法各有不同。然而，如
果您能专注于五大优先事项，就更可能取得成功：

• 针对目标成果和收益制定明确要求

• 一线员工直接参与解决方案的设计和实施

• 确定人员、流程和绩效之间的关注重点

• 针对数据和人工智能落实合适的治理结构

• 让员工做好准备

2 Minaya，E.和Shumsky，T.，2019年5月13日，“自动化技术如何改变杜克能源的工作方式”，《华尔街日报》。

附图：财务职能数字化之路

回顾过去

描述性分析

描述、总结和分析历史资
料（发生了什么？）

• 传统数据来源

• 标准统计方法

• 观察到的客户行为

• 非传统数据来源，例
如社群聆听和网络爬虫 
抓取

• 关于现有和未来客户
价值的前瞻性看法

• 情绪分析得分

• 图表分析和自然语言
处理，以发现隐藏关系和
主题

• 双目标模型

• 行为经济学

• 实时产品和服务建议
（图表分析、对数据湖的
实体分析，以推断现有客
户需求）

• 快 速 评 估 多 种 “ 假
设”场景

• 优化决策和举措

确定趋势和结果的原因 
（为什么会发生？）

基于以往资料预测未来结
果（可能发生什么？）

推荐“正确”或最佳举措
或决策（应该采取什么措
施？）

规范性分析

预测性分析

诊断性分析

展望未来

数据和分析的复杂性正不断提高

提
升
业
务
价
值

https://www.wsj.com/articles/how-automation-is-changing-the-workplace-at-duke-energy-11557799260?mod=searchresults&page=1&pos=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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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许多CFO而言，在何处实施自动化和人工智能计划将与整个企业更广大的数字化转型目
标密切关联。普华永道最新“数字IQ”调研表明，3 这些目标可以划分为四个类别，虽然会令复杂

程度升高，却也有可能释放更多的价值：

• 效率—以更快的速度和更低的成本执行现有流程

• 有效性—改善现有流程的执行效果（例如，达到更高精确度）

• 扩张能力—承担新任务或进入新市场

• 突破性—寻找新方法来创造价值，比如说经营模式创新

机器人流程自动化就非常适合前面两个目标，它通过自动执行耗时的财务功能来大力提升效

率和有效性。例如，一家全球再保险公司的子公司采用了两套机器人程序，用以提高一些日

常财务流程的速度和准确性：其中一套将经纪人报表转化为便于自动处理的数据格式，另一

套则为整合流程中的质量检查提供支持。

为了应对更为复杂的目标（如进行扩张或处理干扰），组织需要使用更先进的工具，如人工

智能和机器学习。这些工具将协助组织作出更好决策和发现新的市场机会。例如，微软就在

与全球经销商的业务往来中设法降低风险并确保符合美国的《反海外腐败法》（FCPA）。4 由

此产生的分析解决方案能够在销售交易的整个过程中执行实时合规审查。通过采用机器人流

程自动化、智能流程自动化、机器学习、人工智能和数据可视化，公司能够确定各笔销售交

易中的趋势、模式、关系和异常现象，从而标示出潜在腐败风险。而工作人员就可以审查由

分析解决方案标示的交易并采取措施，包括在最终敲定之前取消存在潜在风险的交易。

针对目标成果和收益制定明确
要求 

1

3 普华永道2018年“数字IQ”调研：“数字化世界的‘无借口’获胜之道”。

4 普华永道个案研究：“以职业道德与诚信为重：微软如何利用数据分析工具防范腐败”。

https://digital.pwc.com/DIQ2018
https://www.pwc.com/us/en/library/case-studies/ethics-and-integrity-as-the-priority-how-microsoft-uses-data-analytics-to-fight-corrup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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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更多

以职业道德与诚信为重：微软如何利用数据分析工具防范腐败

普华永道《2019年财务效率基准报告》

与此相似，金融机构也逐渐借助人工智能抗击洗钱活动和其他金融犯罪。其中一个案例是，

监管机构指示一家国际银行审查过去数年内约2,000万宗商业客户交易。该银行携手人工智
能软件开发者分析交易、确定模式并标示出异常行为，然后职员再进行进一步的仔细调查。

https://www.pwc.com/us/en/library/case-studies/ethics-and-integrity-as-the-priority-how-microsoft-uses-data-analytics-to-fight-corruption.html
https://www.pwc.com/us/en/services/consulting/finance/finance-effectiveness-benchmark-study.html


7  |  普华永道 人工智能将如何转变CFO的角色

从文化角度看，CFO需要理解自动化和分析工具看起来似乎会对许多员工带来破坏性的威胁。在
实施阶段，组织需要给予这些新工具准确的定位，即它们可以执行更有意义、更具价值的工作，

而非取代人类员工。在许多情况下，组织可以向员工提供培训、工具、自主权、激励措施和适当

的治理结构，使其参与解决方案的设计和实施，由此克服阻力并赢得员工的支持。

花旗集团提供了一个员工领导创新的良好典范。作为其更广泛战略举措的一部分，这家全球性金

融服务公司让一部分金融工作人员亲自参与开发和部署成套数字工具。这套数字工具利用了机器

人流程自动化、数据可视化和自然语言处理（NLP，便于人工智能系统理解人类语言模式并促成
人机通信的一种方法）。它允许员工自动处理所有任务，从简单的财务报告到生成关于财务业绩

的管理评论等各种复杂活动。

与此同时，保险公司也开始挖掘精算师与数据科学家结合的潜力，并建立预测分析模型以推动各

个领域的改进，包括人寿保险计划承保和定价、风险和资本管理、投保人签约以及准备金（为支

付已经或预计会根据保单申请理赔的投保人而提存的基金）。5 这些举措充分利用了精算师一贯以

来对于保险行业的深入洞察，同时赋予他们能力，以使数据和分析发挥更大作用。

一线员工直接参与解决方案的
设计和实施

2

阅读更多

OrgDNA：释放公司潜能之匙

开启人工智能威力的三个治理因素

5 普华永道，2018年3月，《寿险公司如何实现精算与数字科学技术的融合？》。

https://www.strategyand.pwc.com/gx/en/insights/orgdna-profiler-graphic.html
https://www.digitalpulse.pwc.com.au/AI-governance-considerations/
https://www.pwc.com/us/en/insurance/publications/assets/pwc-life-actuaries-data-scientists-rol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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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本身不是目的。CFO应将自动化视为现代财务职能转型的一部分加以运用，借此平衡在人
员（升级技能和开创新的职业发展道路，以改善雇主对财务功能的价值定位）、流程（使财务职

能更加有效）和绩效（生成公司的基础财务结果）之间的关注重点。这方面显然有着巨大的进步

空间：普华永道两年前开展的财务效率基准调研显示，60%的受访全球性组织仍然借助Excel电
子表格了解其年终财务状况。

医疗设备制造商波士顿科学(Boston Scientific)的企业税务团队直面这一挑战。耗费大量时间的人
工任务曾给该公司团队带来沉重负担，导致员工在繁忙时期频繁加班。除了支付加班费，公司还

发现难以留住顶尖的税务人才。因此，公司税务团队主管将自动化视作帮助团队摆脱各种重复性

工作的机会，起初只在少数几个流程中测试自动处理的可能性，接着在成功的基础上又将自动化

推广至其他流程。他们使用的自动化软件将人工任务所需时间减少了85%，并且为企业税务和财
务部门的员工创造了更好的工作生活平衡。不仅如此，该公司机器人流程自动化卓越中心的成立

更是有助于确保税务团队主管进一步扩大自动化规模，且能够让公司将税务团队的成功复制到其

他领域。6

阅读更多

普华永道个案研究：波士顿科学运用机器人流程自动化提升效率和工作满意度

寿险公司如何实现精算与数字科学技术的融合？

6 普华永道个案研究：“波士顿科学运用机器人流程自动化提升效率和工作满意度”。

确定人员、流程和绩效之间的
关注重点

3

https://www.pwc.com/us/en/library/case-studies/boston-scientific-boosts-efficiency-with-rpa.html
https://www.pwc.com/us/en/insurance/publications/assets/pwc-life-actuaries-data-scientists-role.pdf
https://www.pwc.com/us/en/library/case-studies/boston-scientific-boosts-efficiency-with-rp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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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是自动化举措的燃料，没有数据，一切将无法运行。普华永道《2019年财务效率基准报告》
显示，表现最佳的财务职能部门将75%的时间花在数据分析上。7 您的目标应当是打造合适的治理

结构，允许财务部门从正确来源提取数据，确保数据准确且纯净，并且在正确的时间将其提供给

正确的人员（这样做可以导向更好的决策时）。同时，切勿忽视外部的非结构化数据，因为您可

以将它与内部数据结合起来，为企业提供战略指导以减少风险并确保合规性，例如，用于模拟“

假定”情况和提供预测分析的经济数据。

如果想要帮助企业领导者使用数据，则通常需要运用可视化、控制面板和其他工具等新方法来呈

现数据。这可能意味着您需要提供动态的自助式控制面板，允许企业用户制作自定义比较视图和

链接更多的详细数据，从而为特定的数据集提供必要的背景信息。治理还要求限制对数据的访

问，目的是防止敏感信息落入不需要它的人员手中。

更笼统地说，治理适用于更广泛的人工智能概念和模型本身。鉴于人工智能已经开始影响企业的

所有部门（包括市场和人力资源在内），公司需要提供模型治理结构。已有多家公司因为部署了

可以复制数据中隐匿偏差的人工智能工具而备受关注，这些数据或难以控制或容易产生欺骗效

果。负责任的人工智能的一部分任务即是确保端到端的治理，从定义组织的人工智能策略，到对

人工智能及其训练所用的数据的培训、测试、部署和监控。

阅读更多

负责任的人工智能 (AI) 实用指南

负责任使用人工智能的五条标准

7 普华永道《2019年财务效率基准报告》。 

4
针对数据和人工智能落实合适
的治理结构

https://www.pwc.com/gx/en/issues/data-and-analytics/artificial-intelligence/what-is-responsible-ai/responsible-ai-practical-guide.pdf
https://www.strategy-business.com/blog/Five-Standards-for-Responsible-AI-Use
https://www.pwc.com/us/en/services/consulting/finance/finance-effectiveness-benchmark-stud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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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CFO没有具备适当能力的员工，即使拥有最厉害的技术，也不能取得成效。原因何在？
因为技术自身绝非解决之道。以适当的培训和持续改进机制支持员工采纳技术，才能产生不

同结果。结构化培训和技能升级计划能够为一线员工提供所需的技能，帮助他们适应在任务

和流程逐步自动化的财务部门的工作需求。

尽管事务级别的员工不太可能变成数据专家，还是应当尽可能彻底挖掘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技

能。这是因为对流程和任务的实际完成方式拥有真实的深度认知，可以帮助他们成为使用自

动化工具的财务团队和技术团队之间的有用接口。不仅如此，这些员工通常能为从何处开始

工作提供宝贵的建议。一家德国公司制定了一套名为“打造自己的机器人”的计划，由非技

术性的财务人员找出能够实现自动处理以提高效率的具体流程。换言之，这些员工不会编写

机器人程序，但是他们会指出能让机器人更有用的方法。

这并不是说您应当认为您的成员缺少技术能力。我们调查了一家客户的财务团队成员，以便更

清楚了解他们的技能组合，并且惊喜地发现该公司有20%的财务人员拥有一定的编程经验。

一些财务机构可能还需要转变员工文化。过去，财务部门会奖励坚持机械式重复流程和避免

风险的行为。财务部门历来注重历史数据的确定性和准确性。您想要鼓励的变化应当能帮助

您的团队培养出更具探索性、更积极主动的思维方式，而这种变化最好通过调整自己的观念

来实现。

让员工做好准备
5

阅读更多

现在就让员工为明天做好准备

普华永道第22期全球CEO调研行业趋势系列：《2019年人才发展趋势》

https://www.pwc.com/gx/en/services/people-organisation/publications/preparing-for-tomorrows-workforce-today.html
https://www.pwc.com/gx/en/ceo-agenda/ceosurvey/2019/themes/talent-trend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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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当CFO开始推行重复性流程自动化时，财务职能将变得更加高效和有效，并
带来更快的速度、更高的准确性和更低的成本。不仅如此，随着CFO开始运
用诸如人工智能之类的先进工具，他们开始从描述性工作转向预测性和规范
性工作，协助财务部门预测变化并成为组织内真正的商业情报来源。这些工
具不会取代工作人员，而是增强他们的能力。

对CFO来说，关于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的唯一问题在于如何跨出第一步。如今，技术的实施早
已不同以往，其发生的速度更快，并且首先注重现实世界的试点和实验，而非规划和思考。

在全面考虑上述要点之后，CFO的最后一步便是启动一些举措：借助简明易懂的工具（如机
器人流程自动化）识别出涉及自动化的用例，进而推出更宏大的人工智能计划并且逐渐建立

相关经验。只有这样，您才能开始打造和装备一支真正的现代化财务团队，赋予其立足当下

又无惧未来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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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建斌
普华永道中国TMT行业主管合伙人
+86 (21) 2323 3362
gao.jianbin@cn.pwc.com

联系人

Bob Woods
普华永道美国合伙人 
+1-206-398-3341 
robert.f.woods@pwc.com

Bob Woods是普华永道美国在技术、媒体和电信领域的财务转型引领者。
他擅长为公有和私有的高科技、软件、云技术和互联网企业的CFO、COO
和CIO提供咨询和风险服务。他在跨财务、运营、技术、人力、客户支持和
基础设施部门的业务和数字化转型方面拥有丰富经验，特别是在商业模式向

软件即服务（SaaS）和云服务转变的过程中，这些转型对整体财务职能和
CFO角色的影响。

Gori von Hirschhausen
普华永道德国合伙人 
+49-89-5790-6698 
gori.von.hirschhausen@pwc.com

Gori von Hirschhausen是普华永道CFO智库“未来金融动议”（Future of 
Finance）的领导者，也是欧洲财务咨询负责人。在近20年的管理咨询生涯
中，他为众多全球性企业的转型提供支持。他在全球各地客户研讨会、CFO 
大会、学术机构和大学担任主要发言人，享誉盛名且备受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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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华永道美国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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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普华永道全球和美国公司的人工智能主管合伙人，Anand致力于将机器
学习、深度学习、自然语言处理、模拟和强化学习等创新人工智能方法引入

实际客户问题，以强化和增强员工的决策能力。他为金融服务、保险、医

疗、汽车和科技公司的客户提供咨询服务。

Brian Furness
普华永道英国合伙人 
+44-0-77409-23515 
brian.j.furness@uk.pwc.com

Brian Furness是普华永道全球财务咨询业务的领导者，涉及所有行业领域。
他为CFO及其财务团队提供各种主题的咨询服务，包括经营模式设计、财务
部门技术和自动化、如何构建高效且有效的财务团队、合规性、流程再设计/
标准化、培养财务团队人才、内部和外部报告以及财务控制。

他经常在各种会议和CFO大会发言，也是普华永道《财务效率基准报告》的
合著者。

Florian Puppe
普华永道德国经理 
+49-160-530-3724 
florian.puppe@pwc.com

Florian Puppe是管理咨询顾问，在后台转型和数字金融领域拥有深厚背景。
他是普华永道“未来金融动议”（Future of Finance）的成员，也是欧洲财务
创新实验室的领导者。

普华永道的下列同事也参与编写了这份报告： 
Michael Baccala、Hamish Clark、Michael Graham、Kevin 
Kroen、Abhishek Mitra、Austin Morris 及 Stephen Pillsb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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