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

Economics

第 5 卷◆第 4 期◆版本 1.0◆2022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59 /（中图刊号）：270GL018

关于国有企业财务管理的业财融合的思考
贾永双
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呼和浩特分院有限公司
DOI:10.12238/ej.v5i4.1031
[摘 要] 随着外部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国有企业财务管理应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实现转型
和发展,业财融合是财务管理不可逾越的一个环节。在当今新经济形式背景下,国有企业需要有效提升企
业竞争力,提升企业资本保值率。在这个背景下,国有企业应当进行业财融合,提高企业财务与业务的融
合程度,促进国有企业业务部门与财务部门的融合,使不同部门员工通力协作,共同贯彻财务与业务的协
同理念,提升国有企业财务与业务管理水平。基于此,本文围绕国有企业财务管理中的业财融合进行总结
探讨,从意义、存在问题以及融合措施几方面共同探究国有企业财务管理业财融合的可行性与相关措施,
提升国有企业财务管理效率与质量,增强业财部门风险管理意识,为企业创造更大的价值,提高企业综合
实力,进而提升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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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s on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Finance in the Financial Management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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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changes in the external economic environment, the financial management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hould be transformed and developed in the process of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finance is an insurmountable link in financial
management. In the context of today's new economic form, state-owned enterprises need to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enterprises and enhance the capital retention rate of enterprises. In this context,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hould carry out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finance, improve the degree of
integration of enterprise finance and business,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the business departments and financial
departments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enable employees of different departments to work together to
jointly implement the concept of financial and business synergy, and improve the financial and business
management level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summarizes and discusses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finance in the financial management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jointly explores the
feasibility and related measures of financial integration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from the aspects of
significance, existing problems and integration measures, improves the efficiency and quality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enhances the risk management awareness of industry and financial
departments, creates greater value for enterprises, improves the comprehensive strength of enterprises, and thus
enhances the competitiveness of enterprises in the market.
[Key word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finance; financial management transformation
在我国经济实力飞速发展的背景下,国有企业也应当针对

需要针对财务管理进行相应改革,促进国有企业财务管理转型

当前经济环境对企业内部制度进行合理改革,目前许多国企改

与发展,提升财务工作质量。因此国有企业财务工作重点应当与

革都已进入关键时期,为了适应新经济环境下的企业发展,企业

有别于传统财务工作,从传统的财务会计转型为管理会计,以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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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部门员工可以在进行财务相关决策时了解国有企业公司业

价值增量。

务重点,从而提供针对性财务支持。对我国来说,国民经济的发

2.3促进业财风险防范和信息化控制

展离不开国有企业,许多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领域

在业财融合的情况下,风险防控部财务人员可以借助业财

都发挥着主导与支撑作用。为了确保我国国民经济健康增长,

融合信息平台,自动获取相关业务数据和资金状况,业务部门与

国有企业财务管理刻不容缓。在这种情况下,业财融合是最合适

财务部门可以共同合作,建立风险预警机制,针对不同类别的风

的改革方式,但是就目前前景来说,我国业财融合起步较晚,缺

险,建立相应的警示指标,发现存在风险,及时沟通双方信息,消

乏理论研究与实践成果,许多国有企业行业财融合过程中都遭

除信息壁垒,共同提出解决方案,帮助企业制定相应的应对措施,

遇了不同的问题,而业财融合缺乏有效指导也是业财融合工作

有效提高防控风险能力,有效管控企业经营过程中遇到的各种

中所遇到的重要问题之一,这些都使得业财融合的应用效果远

风险。

达不到应有的目标。因此在业财融合进展不畅的情况下,我们应

2.4促进国有企业资源的优化配置

当总结国有企业业财融合应用中所存在的共性问题,进而提出

为了充分促进国有企业资源的优化配置,在实施业财管理

针对性的提升措施,帮助企业财务管理,完成业财融合,提升企

方案的过程中,企业财务管理人员应当综合利用财务账面数据

业经济效益。

和实际业务数据,分析确定企业资源的风险因素,充分了解业务

1 业财融合概述

部门供应链的两面性。国有企业利用产业资本实现企业资源的

业财融合对国有企业来说已经不是一个新的话题,所谓业

合理配置,提高企业资源利用效率,以利用资源价值,为国有企

财融合,是指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将业务活动与财务管理结合起

业的发展奠定基础。

来,将业务过程中的财务管理方法和模式结合起来,使财务人员

3 国有企业财务管理的业财融合存在的问题

能够更有效地参与企业业务,从而共享信息,共同促进企业发

3.1业财融合管理理念薄弱,组织架构不完善

展。同时,国有企业的财务人员可以结合企业的现状和发展,开

我国国有企业在推行业财融合管理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问题,

展具体的资产运转活动,掌握更多的经营信息,更有效的为不同

是许多企业没有对业财融合管理有清晰的认识,许多传统思想

部门提供资金支持和财务指导,业财融合对促进企业更好的优

员工仍然认为财务管理工作是做一些会计核算、报销审批以及

化资源配置具有突出作用。

报表编制等工作,没有清楚的认识到财务与业务之间的关联。这

2 国有企业业财融合的意义

导致财务部门与业务部门的融合度不高,一些财务管理活动很

2.1提升国有企业的财务管理

难被业务部门有效落实,同时一些不合理的财务活动也会影响

财务数据是反映整个企业经营发展最重要的指标之一,也

业务部门的正常工作,双方管理目标的不协同,使得双方在进行

是管理层制定战略的重要依据。然而,由于过去国有企业对产融

管理融合过程中存在许多困难。例如财务管理的工作是要保证

结合缺乏重视,财务数据过于片面和不足。在传统认识中,财务

公司财务数据的准确,创建高质量的财务报告,时刻掌握企业的

管理主要侧重于会计和数据分析,缺乏与其他部门的互动和理

经济活动,为企业活动提供资金支持,而业务部门主要目标是按

解。简单的财务管理很难真正反映企业各部门的实际情况,也无

时完成工作,其次处理业务过程中的各类问题,最后才会考虑到

法在业务发展中取得良好的效果。在将业务集成的概念引入财

业务过程中的资金流动以及相关费用。这使得业务部门与财务

务管理时,业务部门在开展工作时会及时考虑财务问题。财务部

部门很难形成有效协同,双方业财融合管理的观念薄弱,没有完

门在编制报表数据时,还可以结合具体业务情况,建立两者之间

善的组织架构,业财融合管理障碍重重。

的密切关系,使财务数据更加准确,业务流程更加顺畅。此外,

3.2业财融合人才短缺

国有企业实施业财融合也有助于更好地控制企业经营活动中的

目前,国有企业的财务人员大部分是会计财务人员,而企业
管理会计所占的比例很小。此外,大多数财务人员围绕会计、审

问题,提高企业财务管理水平和价值。
2.2有助于促进价值创造

计和其他业务开展日常工作。他们不习惯走在生产经营的最前

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企业的财务与业务发展都离不

沿,没有办法了解和支持生产企业经营业务的发展,因此无法为

开云计算与大数据,这些互联网的先进技术为业财融合提供了

公司业务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同样,目前公司各业务岗位的员

信息沟通的平台。企业要着眼客户价值,围绕客户获取内外部

工几乎都是专业技术人员。除了了解一些商业知识和工作技能

信息,并最终整合、使用和分析信息,最终有助于提高产品质

外,他们几乎不了解其他职位的知识和技能,包括财务管理。有

量和服务增值,最终形成良性循环,创造产业价值。公司内部

些人甚至没有听说过财务管理活动,更不用说了解财务管理活

的业务部门和财务部门通过配合合作、消除信息壁垒以此来提

动了。因此,可以说,业财融合的推进十分缺乏业财融合的人才。

高战略规划、经营决策制定、绩效评价等工作效率,为企业带来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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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结构分析,大多数传统的财务会计人员都不能做到深入业

从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员工参与业财融合的积极性,为业财融合

务流程,促进业务发展。在他们的大部分会计工作时间中,稽核、

的推广带来了一定困难。

制证、出表等基础性财务工作加上财务报告、经济分析报告,

3.5业财合作存在障碍

月度财务快报等工作。同时国企财务人员的岗位相对固定,缺乏

长期以来,国有企业各部门相对独立,职责、权利和义务明

岗位轮换机制,使得财务人员成为固定的思维模式,大多数财务

确,而产融结合则支持企业和财务部门的整合,这与以往的组织

人员主要专注于基础财务会计,对于其他部门的活动不甚了解。

结构相反。各部门对彼此工作的内容和形式知之甚少,在一些具

由于财务活动是在简单处理财务资料、开支、财务报告等

体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一些财务人员进行业务活动的相关统

的基础上进行的,如果缺乏有关企业经营活动的信息,这直接导

计是需要与不同部门进行沟通,获取多方面数据,这无疑为双方

致企业开展业务时有可能无法得到财务部门的支持,一些业务

的工作都提升了工作量,影响正常财务与业务工作的进行。此外,

活动会严重影响企业资金运转,业务部门的员工只对自己的工

一些国有企业矫枉过正,例如要求财务部门在业财融合过程中

作了如指掌,对财务风险一无所知,无法将财务数据融入自己的

确认和验证采购订单。这样,财务部门取代了业务经理的权力,

业务流程,这对国有企业融入生产性财产构成了严重障碍。由此

最终导致内部管理矛盾。

可见人才短缺是业财融合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

4 国有企业财务管理的业财融合的措施

3.3缺乏财务信息交流平台

4.1强化业财融合理念,优化业财管理组织架构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发展,大数据与云计算应用越来越广泛,

首先,在文化层面,国有企业管理者应加强对业财融合理念

国有企业的办公模式也因此发生了巨大变化。对于财务管理来

的宣传和引导,并将其细化为各种财务管理体系、组织结构配

说,信息平台已经成为财务管理中必不可少的工具,也是员工所

置、流程设计、权责分配,统一行业财务目标,共同服务于公司

必须掌握的财务技能之一。信息平台的普及使得国有企业的财

战略目标的实施和价值的创造。

务管理效率大大提升,但是这种提升主要集中于财务与行政部

其次,要优化业务流程,将业务运营系统与财务运营系统进

门,在具体工作过程中,生产与业务部门对信息化平台的应用频

行整合,提高财务运营人员的基础知识,提高财务运营效率。线

率较低,日常工作与信息化接触也较少,使得财务信息平台大多

下需要统一的报告机制,如资金控制、预算管理等决策,需要业

只服务于财务部门人员,其他部门与财务部门进行信息沟通仍

务和财务人员共同商定。同时在组织架构层面,国有企业应组织

然依赖于财务报告。这导致了业务部门与财务部门之间信息沟

成立业财融合管理部门,由各业务部门的财务人员和骨干人员

通存在一定延迟,甚至很有可能因为时间或是传输问题出现文

组成,明确业财融合人员的工作职责,简化不必要的审批流程,

件错误或者丢失,严重影响双方工作。而部分国有企业也并没有

缩短资金支付审批时间,制定绩效考核体系,考察业财融合的实

认识到财务信息交流平台的重要性,出于成本控制,并没有为所

际效果。

有部门配备网络基础设施,同时也未能构建专属信息交流网络,

最后,要参与企业重大经济事项。推动财务工作向业务前端

许多国企直接选择市面普通的财务软件,没有针对自身企业进

延伸,为规划、决策、控制和评价等管理活动提供有用信息。完

行相应调整,使得财务工作人员在应用信息交流平台不能得心

善投资并购等重大经济事项的全过程财务风险评估工作机制,

应手,为业财融合增添了另一层阻碍。

发布工作指引,防范重大投资失误。

3.4考核机制不健全

4.2加强人才培养的力度

目前,国有企业绩效评估的范围和关注度相对狭窄。从评价

首先,国有企业要普及业财融合管理的理论方法,对企业人

的角度来看,主要集中在中高层管理人员,对基本员工的评估只

员进行财务管理方法培训,帮助他们今后参与企业财务管理。第

是一种形式。在促进业财融合的过程中,对一线员工没有任何激

二,国有企业要重点培养财务人才,从传统的财务人才向业务型

励和福利,进行业务评估时也主要针对业务部门,对财务部门的

财务人才转变,促进财务会计向管理型会计的转变。三是国有企

工作绩效缺乏科学合理的评估标准,使得财务部门难以有动力

业要发挥自身优势,引进相应的会计师业务管理人员,加强业务

去推动业财融合。同时从具体的考核指标来看,国有企业业绩考

会计师队伍建设,构建人才梯队。最后,国有企业财务人员要树

核指标的设计相对来说较为单一,不能依据每个部门工作的特

立职业危机意识,思想向财务管理转变,提高认识水平,抓住业

点,设定单独的评价指标与系数,每个部门都按照同样的评估系

余的一切机会,积极充电学习,补充新知识,提炼新方法,提高业

统完成也许考核长此以往,将难以提高员工的积极性。除此之外,

财融合的专业实践水平,为从传统财务管理向综合财务管理的

国有企业的考核机制指标侧重于整体企业与员工工作能力,并

转变作出努力。

没有针对企业之间的工作设定相应的考核机制,每个部门都专

4.3推进一体化信息系统建设

注于完成各自的考核任务,使得部门之间难以形成有效的合作,

信息化是企业提高国有企业财务管理水平的重要手段。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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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数据库是以业务为基础的,而数据是所有财务指标的基础,国

据的处理和分析,揭示现行会计制度和生产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有企业要实现业财融合,就必须建立完善的计算机化平台,以获

以指导各部门合理开展工作,为企业管理决策提供可靠依据。其

取和传输财务数据。企业要整合业财融合模块,统一各模块的数

次,还必须加强业务部门负责人的财务意识,对良好的会计、资

据口径,建立业财融合的完整数据链和反馈机制。

产负债表和财务流程有一定的了解。一方面,要明确经济活动的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大多数信息化服务提供商都可

必要过程,并据此组织生产经营；另一方面,业务部门也应该意

以采用定制模块来满足企业的业务和财务管理需求,而信息平

识到优化生产效率和节约业务成本,并积极与财务部门合作。当

台则可以增加移动终端的实时浏览能力,反馈和处理操作,实现

今国际市场日新月异,国有企业必须认识业财融合的重要性,积

真正的信息共享。推进一体化信息系统建设,可以有效促进企业

极打破业财障碍,更好地推动国有企业的发展。

财务与业务部门之间的信息沟通,提升业财融合工作效率,为企

5 结束语

业创造价值。

综上所述,在新时代背景下,国有企业要实现转型发展,提

4.4完善考核组织结构,完善绩效考核机制

升财务管理水平,就要在企业战略规划指引下,对财务与业务资

企业在完善组织结构的过程中,必须把重点放在日常管理

源进行整合。业财融合对国有企业风险管理、财务分析、资源

的战略层次和结构上。首先针对业财融合工作成立了综合管理

配置等各种财务活动的管理水平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可以有

组,对关键绩效评价指标进行分析、评估和初步筛选。其次,成

效优化企业资源配置。高效科学的财务管理是推动业务合规经

立日常管理小组,成员包括主要部门的首要负责人和负责日常

营、创造最大化盈利的有效手段。只有业务与财务保持相同步

考绩管理的组长。最后,成立由企业负责人、人力资源负责人和

调,才能共同为国有企业创造价值,推动企业稳健、可持续、高

绩效评估专家组成的绩效评估小组,对业财融合绩效进行检查

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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