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首席财务官：平衡速度与精度

过去几十年，中国已经从一个不受跨国公司重视的市场发展成
为它们最重要的市场之一。中国快速涌现的中产阶级带动了产
品及服务的需求，使得世界第二大消费市场的消费支出得以不
断增长。
但是中国的发展速度并非没有挑战--尤其是对于负责分析、报
告和评估业务机会的本土首席财务官们（CFO）。这些挑战并
不能仅仅通过数字计算就得出明确的决定。
史宾沙公司最近邀请了一些大型跨国公司的中国区CFO举行了
一次早餐讨论。内容包括了在中国经商、向总部汇报的独特挑
战，以及对财务知识和技能以外的技能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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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的意义
在如今，要找到一本不赞同变革的惊人速度的商业出版物简直是
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在中国，速度有着全新的意义，尤其是
谈论到数字化渠道的时候。中国的企业和消费者比世界其他国家
更趋向于对数字化科技的体验。数字化体验经验丰富的消费者更
愿意追求新鲜事物，而要想迎合消费者的这种需求的企业就必须
采用创新性的方法，直达目标，在消费者需要的时间和地点传递
价值--通常都是通过他们的移动设备。
比如，一个零售业的CFO讲述了世界杯期间举行的一次营销活动。
营销活动中，消费者可以记下球员们穿着的服装，然后用电脑或
者手机下订单，第二天就可以收到商品。这是针对中国消费者的
典型营销活动：因为许许多多的中国消费者都使用数字设备，对
可达性和速度都有着极高的期望。因此，企业需要通过多种渠道
接触消费者，要想消费者之所想。如果一个公司不能做出响应，
其它的公司就会进入并占领市场。
对数字体验的这种关注引发了一种实验型文化，尤其在辨别市场
机会时更是如此。CFO说实际上机会一直都在出现，挑战在于追
逐哪些机会。CFO在这一点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他们帮助区分最
有前途行动的优先顺序，并就与价格、生产及市场渠道相关的事
件给出建议。但与世界其它地区不同的是，不能一直依靠数据来
评估这些机会。在中国，如果你在等待数据，那么一切就太晚了。

CFO如何在中国取得成功
当然，任何称职的CFO都需要精通数字。在中国的CFO还需要精通
财务控制、合规及报告--这些都是对总部具有重要意义的领域。
CFO还需要对他的业务及业务运营环境有深刻的理解。一名CFO说
道：“我发觉自己在宏观事务上投入的精力越来越多……围绕业
务模式的现实战略事件、如何引领潮流以及如何利用金融市场发
展的机遇。”
在中国做CFO颇具挑战，这是因为他们需要支持快速决策，有时还
缺乏必要的数据。对于通过训练而趋向善于分析及有条理的CFO来
讲，更大的挑战可能在于做投资决定时，他们需要如何来思考。
这是一个巨大的、几乎违反直觉的变化。CFO在中国需用一种特别
的“无效力”感来获得安慰。在此过程中，决策不再是一门精确
科学,而能够即时做出决定成了主流。据一个消费品行业的CFO介
绍，速度主导的环境已经改变了游戏规则，以至于通常“我们所
做的决定非常简单：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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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因等待所有数据到位而造成的进度追赶游戏，许多中国
的CFO转向于信息的数字化经营，以确定市场趋势并帮助制定决
策--或通过网站、或通过各种社交媒体渠道。有时会遇到非结构
性数据，因此挑战在于弄清楚如何理解这一数据。CFO们也可以
自己收集信息，他们融入市场，亲身探索销售的进行--观察畅销
和滞销的差异。这种信息不可能用一个饼形图进行表述。但是，
CFO们说道，与消费者进行对话交谈，可以了解到比上月份销售
数据更加详细的业务发展方向。

在中国的CFO
如果您想在中国成为一名CFO：
积累基本技能
包括分析与沟通技巧、商业智慧以及全
球化业务思维的“核心能力”正在变得
越来越重要。

灵活适应

向总部解释缘由
中国的CFO们可能已经越来越适应在没有完整数据的情况下做出
快速决定，而对于总部管理层来说情况却并非如此。因此，公司
的总部与公司的中国业务可能脱节。这些跨国公司的总部通常在
千里之外，要么在美国，要么在欧洲。总部决策的观点同成熟市
场相一致，并且会将这一观点转加给其它市场。比如，CFO们说
道，许多总部的人们不理解电子商务和数字化在中国的巨大影
响。一名与会的CFO说道：“我们的挑战之一是向总部解释中国
正在发生一场革命。他们认为自己了解这一情况，但这场革命之
速度、影响远超他们的想象。”
但是这种脱节也为中国的CFO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因为沟通能力
强的CFO能够搭建沟通的桥梁。即使不是在本地做出决定，CFO
及中国团队也可以通过描述一个有吸引力的市场来影响总部的这
些决定，并帮助总部理解在中国取得成功的必需条件。

展望未来
随着中国市场的发展，本地金融领导层的地位将愈加重要。与会
者们说道，中国的中层金融人才应整合他们的职业专知、商业头
脑以及出色的沟通技巧，如今这一点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中国
的CFO们及其团队必须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如今的商业数据并非
始终来源于传统渠道。为保持效率，CFO们需要在评价和处理来
源于传统渠道的持续出现的信息时保持开放和灵活……而这种灵
活包括乐于吸收关于业务的新知识。
在未来十年里，中国很可能将成为许多跨国公司的最重要的市
场。当这一场景成为现实，中国的财务部门主管们将成为一个公
司最重要的财务职位之一，财务金融界最耀眼的人才将投向中
国，这种情况将很快成为现实。最终，各个公司将需要在国内培
养全能型的财务金融领导人才，而培养这种领导人才早已是更成
熟市场的重要任务。与此同时，当今中国的CFO们在平衡金融严
谨程度与快速决策方面的能力越来越强，随着其他国家追赶中国
的同时，中国的CFO们可能需要给这些国家的同事们作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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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时准备在奔忙之中做决定。做出决
定，然后进行调整。你可能需要临时拼
凑出一个决定。

保持好奇心
走出办公室，进入市场，了解销售的情
况。尽管你看到的是定性的信息，但这
些信息仍然十分重要，可以为你提供有
价值的思路，支持决策制定。

重视网络的力量
网络和其他数字渠道生成的是实时的信
息，但是这些信息通常是非结构性的，
有时还会自相矛盾。但是，能够辨析这
些数据的财务主管能够为业务提供实在
的价值。

与总部充分沟通
总部的领导通常很难把握中国市场的实
时信息。帮助他们理解中国业务的驱动
模式以及区别于其他市场的不同之处。

拥抱压力
一方面，你需要金融领域的流程和专业
知识，而另一方面你需要通过有限的信
息做出快速决定。使压力成为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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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史宾沙

Johannesburg

史宾沙深知领导层的重要性。世界各地的组织信任我们，我们帮助他们做出对企业产
生持久影响的高层领导决策。从大型跨国公司到新兴企业，再到非营利机构等优秀的
客户通过我们的高管寻聘及管理层与领导力咨询服务帮助他们建立并加强高绩效团
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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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私人机构，成立于1956年。通过横跨30个国家的55个办事处及50个专家团队的
协作努力，我们专注于提供知识、见解和结果。各类组织的管理机构和领导层与史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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