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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企业组织变革与财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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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技术的发展促进了经济、政治、社会等宏观领域的发展，微观企业组织也深受其影响，作为企业

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财务管理，将在新技术的潮流中发生根本性的变革。新技术虚拟化、场景化、网络化、

集成化、链接化、实时化、动态化的特征，将使企业的组织结构从以实体为基础的组织形态向以信息为基础的

组织形态进行转变，进而使财务管理的主体、客体、目标、体制、对象、价值创造方式和信息发生相应转变。

本文深刻分析了企业组织在新技术环境下的巨大变革和财务管理的根本变化，为财务管理的重新定位提供了

相应的经验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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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智移云物”和区块链等为基础的新技术，对世界

经济、政治、社会等宏观领域带来了革命性变化，微观的

企业组织也深受其影响（丰成军和姚能伟，2015），作为企

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财务管理，在这种企业组织的变

革中也必然带来洗心革面的根本变化。

一、新技术的基本特征

从根本上说，新技术的基本特征就是信息化。信息化

以现代通信、网络、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

技术为基础，对所反映和研究的自然世界和人类活动的各

种要素、各种形态及其结构和变化进行充分的揭示、分类

汇总至信息平台，并满足特定人群、特定组织的行为需要。

它不仅可以使得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认知力得到大大提

升，也使得人们和组织的行为方式得到大大改进，行为效

率得到大大提高，这必然带来人类社会的极大进步。整体

来说，新技术具有以下特征：

（一）虚拟化

虚拟化最早产生于计算机科学，计算机中的虚拟化

（Virtualization）是一种资源管理技术，将计算机的各种实

体资源，包括服务器、网络、内存及存储等进行抽象、转换

后予以再现，进而可以破解实体结构之间的不可切割性障

碍，使用户以更好的方式应用这些资源。从人类社会的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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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来看，虚拟化是与客观世界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我们可

以把客观世界称为实体的世界。自人类诞生以后一直在孜

孜不倦地探索客观世界，也就是要认知实体的世界，实体

的世界反映到人们的大脑中形成场景，人类运用各种信息

载体（其中最基本也是最主要的就是文字），将所认知到的

场景进行传播，就形成了信息。可以看出，一方面是实体

的世界，另一方面是以信息所反映的世界，这一世界用信

息的方式予以呈现，虽然反映的是实体的世界，但已经不

是实体世界本身，所以就称之为虚拟的世界。实体的世界

被信息化了，也就被虚拟化了。任何实体世界的物质都是

处在一定的时空中的，这种时空的差异性使得人们不可能

在同一时间去感知整个世界所有物质的存在状态和变化

情况。但是在虚拟化的信息世界，人们可以通过信息的传

播在同一个时间了解不同空间的实体世界的状况，所以虚

拟化打破了人们在认知上的空间和时间的障碍。值得说明

的是，自人类诞生之日起，人们就需要认知客观世界，进

而产生信息并进行传播。信息社会早已有之但不是信息化

社会，信息化社会是以新技术为基础的，现代信息技术对

信息社会的最大推动莫过于构筑起了网络化和数字化的

活动环境（蔡立新和崔也光，2007）。可以说虚拟化是通过

信息化来实现的，两者不可分割，或者说是一个问题的两

个方面。

（二）场景化

所谓场景就是客观世界的事物在人们大脑中的反映状

态。一方面，场景是以客观世界的事物为背景的，或者说

是以实体世界为背景的，离开了客观世界的事物，场景就

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另一方面，场景不是客观世界的事物

本身，而是这种事物在人们大脑中的反映。人的大脑对客

观事物的反映很难完全一致，这不仅由于在一定的时空下

人们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也在于事物总是处在不断的变

化之中。正因为这样，人的大脑对客观事物反映的这种不

一致才形成了场景的概念。在人类交往中，人们就是要将

自身对客观事物的这种场景感知及其自身的认识传导给他

人，由此形成了信息及其传播。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这

种感知的场景越真实，传播的质量和效率就越高，对他人

的影响力就越大。人之于动物有别关键是创造了文字，通

过文字对人们感知的场景进行信息传播，是人类历史的重

大进步，早期的象形文字更是对客观事物的形象生动的场

景描述，比如月亮的“月”就具有月的特征。尽管如此，用

文字语言再现和传播场景仍然存在根本的缺陷，人们一直

在探索能否找到一种技术更好地再现客观事物的外貌和内

核、再现客观事物的变化过程。以新技术为基础的信息化

社会就能超越以前的一切社会形态，对客观事物进行更为

真实的场景反映。物联网技术、虚拟现实技术是实现实体

世界的场景再现的最新技术，这些技术能够对模拟的客观

事物由计算机生成实时动态的三维立体逼真图像，并能反

映动态的变化过程。

（三）网络化

从技术上说，网络的本意是指把互联网体系整合成一

台巨大的超级计算机，以使计算资源、存储资源、数据资

源、信息资源、知识资源等实现全面共享。网络可以是小

规模的，也可以是大规模的，可以是局域的，也可以是全

域的。其根本特征并不是它的规模和域面，而是资源的互

联互通和共享以消除资源孤岛，并最终实现共赢。网络是

一种新技术，而网络化则是利用这种新技术，包括通信技

术和计算机技术，把分布在不同物理空间的计算机及各类

电子终端设备互联互通，按照事先约定的网络协议相互联

通，以实现协议各方都可以共享软件、硬件和数据资源。

以通信技术和计算机技术所形成的网络在人类政治、

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方方面面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至少

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人类社会进入网络化社会的基本

场景：一是任何一个在具体空间和特定时点的个人和组

织都可以把自身所感受的实体世界的某一场景，通过网络

传播给其他的人，也可以通过网络将其他人在具体空间和

特定时间所感受的实体世界的某一场景传播给自身。这就

意味着任何一个人或组织无需亲力亲为就能够获得实体

世界的全部场景状态，既能实现对实体世界的全部场景的

感知，也能适时选择对实体世界的某一场景的感知。这不

是因为实体世界已经连成一起，而是由于网络化把实体世

界在人们大脑中所形成的场景用信息收集和传输的方式

传送给了某一具体空间和特定时间的个人和组织。二是每

一个个人和组织都可以结合自身的需要形成自身的局域

网络，通过运用这个局域网络上的各种资源实现自身的目

标。网络化的世界通过网络把世界连接起来，同时也让每

一个个人和组织按照自身的需要形成特有的局域网络。所

以网络化的世界既是一体化的，也是可以局域化的，一体

化是局域化的前提，局域化是一体化的实现形式。每一个

个人和组织在使用信息网络时都有自身特定的需要，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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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局域化的网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局域化的网络

才是被真正使用的网络。局域化的网络资源的使用包含两

个方面：一是作为网络资源获取者的个人或组织将根据自

身的需要从网络中获取相关有用资源。二是作为网络资源

的传送者将根据其他个人和组织的需要输出相关有用资

源。这种资源首先是信息资源，其次是以信息资源为载体

最终获得实体资源。如果不首先获得实体资源的信息，实

体资源的最终获得可能是一个难以实现的事情。局域网中

的个人和组织既是网络资源的获取者，也是网络资源的提

供者，当无数相关的个人和组织相互提供或者获取网络资

源时必然形成相互交织的各种局域网。尽管如此，就某一

个个人和组织而言，所形成的局域网一定是满足其自身特

定目的而形成的。

（四）集成化

一般而言，集成 (integration)是将一些分散、独立的事

物或者要素运用某些方式集中在一起，形成有机联系以构

成一个有机整体的过程。信息系统的集成化涉及三个方面

的技术特征，分别是网络的一体化、软件（或者语言）的一

体化和信息的集中化。前两者属于软硬件范畴，不在此讨

论，作为新技术条件下的信息体系的主要特征就是信息的

集中化。

信息集中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如何将分散在

不同空间和不同时间的各种不同性质的信息汇集到信息平

台之中，形成信息库或者数据库。这是一个由分散到集中

的过程。从技术层面看，数据库是按照某种数据结构集中

起来并存放在存储器中的数据集合。数据库的这种特征要

求分散在不同空间、不同时间的各种不同性质的信息进行

规范化、标准化、通用化、系统化，只有这样来自各种渠道

的信息才能够归入到数据库中。二是如何将信息库或者数

据库中的信息或数据按照某种结构（信息结构或数据结构）

进行存储。目前可以将数据信息细分为结构性、非结构性

以及半结构性数据，其目的是为了便于信息或数据的存储、

处理和使用（涂奉军，2019）。由一般的信息（数据）库向大

数据库，再到云平台的转变，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信息

或者数据存储方式的变革。三是如何将集中并结构化了的

信息或数据根据用户的需要进行处理和传输。不同客户所

需要的信息或数据是不相同的，同一客户的不同决策事项

所需要的信息或数据也是不相同的，同一客户的同一事项

在不同时间的决策所需要的信息或数据还是不相同的。通

过对人工智能的运用，对数据和信息进行分析就能满足这

些特定的需要。信息集成化是一个贯穿信息的收集、存储、

处理和输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如何使信息能够更好

地满足使用者的需要就成为了其出发点和落脚点。

（五）链接化

在计算机领域中，链接是指在电子计算机程序的各模

块之间传递参数和控制命令，并使它们能够组成一个可执

行的整体。链接也可以称为超级链接，即从一个网页指向

一个目标的链接关系。这里的目标可以是另一个网页，也

可以是相同网页上的不同位置，或者图片、电子邮件地址、

文件、应用程序等。在互联网上之所以能够形成局域网内

以及局域网间的链接关系，都是由于网上各要素或者各局

域网之间存在内在的相互关系。这种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

方面：

1.链接关系是为了实现某一特定目标组合而成的。任

何链接都是有目的的，或者是政治的或者是经济的，或者

是社会的或者是个人的。目的的多样性使得网络的链接呈

现出多样性，目的的变化性必然会改变链接的内容和链接

的方式而形成新的链接结构。

2.链接关系是一种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关系当然是建

立在网上各要素或者局域网独立存在的基础上的，没有

这种独立性就不会产生合作。合作的基础除了有共同目的

外，还必须是这些要素或局域网之间存在互补关系、存在

一致行动的必要，如果相互之间不存在互补关系和一致行

动的必要，链接也是无法实现的。

3.链接关系是建立在分享的基础之上的。有了共同的

目标和互补关系及一致行动的意愿仍然不够，最终需要通

过网络实现共享的各要素、各局域网分享链接后能够带来

的利益。分享利益必须重视利益分配的均衡性，任何分配

的均衡性都是以一定的标准为基础的，所有链接要素和局

域网都必须就分配标准达成一致。当分配的标准存在分歧

时，就必须相继进行调整，这是一个动态博弈的均衡过程，

唯其如此，链接才能持续。

值得说明的是，链接化是互联网时代一种普遍的现象

和趋势，链接的形式有：纵向链接（如企业的供应链关系

链接）和横向链接（如跨部门的协同行动和不同行业的融

合的链接）；网络链接，是一种纵横交错的链接形式，如在

企业供应链体系中还形成不同行业的深度融合的链接；星

系链接，如同浩瀚的“星空体系”，无数“行星”围绕“恒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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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转，无数“卫星”围绕“行星”运转。任何一种链接形式都

呈现出了上述三种链接关系的特征。

就链接的本质而言，一方面是虚拟世界信息资源的链

接。新技术所形成的信息网络体系使这种链接变得更为简

捷、更为迅速、更为广大、更为整体，可以超越实体世界的

空间阻隔和时间限制（伦蕊，2018）。信息不再仅仅是指音

讯、消息、通讯等系统传输和处理的对象，或者说人类社

会传播的内容，而是一种有用的资源、一种有价值的资产。

另一方面是实体世界资源的链接。仅仅只是在信息层面进

行链接是不够的，更需要把信息所反映的实体世界的资源

按照特定目的进行链接，使实体世界的有限资源进行合理

有效的配置。

（六）实时化

从新技术的视角说，实时化是指信息系统在外界事物

（实体世界）产生和变化时，就能够即时地做出反应，生成

和接受信息，并同步进行处理，处理的结果又能在规定的

时间之内满足系统的特定需要，最终确保系统协调一致运

行。即时响应和高可靠性是实时化的最根本特征。传统的

信息收集、传播、处理和使用受技术手段的限制，很难实

现实时化，往往是外界事物（实体世界）产生和变化后，一

定的时间内才能收集、传播、处理和使用相关的信息，具

有明显的滞后性。新技术对人们获取和使用信息所获得的

根本性突破就是能够即时获取和使用事物（实体世界）变

化的信息。新技术为此提供了真实情境再现或者全面写真

的可能，在传输、处理和使用信息的过程中也能保证信息

的内容不会发生偏差，因此具有高可靠性。

以新技术为基础形成的信息体系能够对不同空间地域

和时间维度的个人和组织都进行即时响应，使他们之间在

信息的获取和使用的实时性上不会存在明显的时间差异。

同时，实时化也能使个人和组织不会由于他们的权力的大

小、位置的高低和领域的差异而在获取和使用信息上存在

时间差异。当获取信息的时间差异被越来越缩小，甚至完

全处于同等的即时响应时，也许人类社会中人与人、组织

与组织、人与组织之间的关系将被全面改变，以致要进行

重新定义。

归结起来，实时化要求社会中所有的人和组织都能够

在技术上即时提供和使用信息；实时化也要求在信息获取

和使用上，人人都享有信息即时响应的平等的社会权利。

（七）动态化

哲学上的动态性指事物作为一个运动着的有机体，其

稳定状态是相对的，而运动状态则是绝对的，也就是说事

物处于永不停息的运动之中。事物不仅作为一个功能实体

而存在，而且作为一种运动形式而存在，表现为事物内部

的联系及其变化以及事物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事物的功能

是时间的函数，因为不论是事物的状态和功能，还是环境

的状态或联系的状态都是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信息系

统一方面要具备反映这种事物变化过程的功能，另一方面

要根据用户的需要传输事物变化的全过程的信息。如果说

实时化着眼的是信息获取、处理和使用的时间与信息产生

的时间的无限逼近，强调同时性，它与信息的滞后性是相

对应的，那么，信息系统动态化着眼的是要取得事物变化

的全过程的信息，强调过程性、持续性，它与信息的结果

性是相对应的。正如写真一样，早期的写真是静态的，而

任何一种静态都是一种结果。后来出现了动态写真，表现

为一个连续变化的过程。

新技术条件下信息系统的动态性包含了三个方面的

特征：一是信息系统能够持续地获得实体世界发展变化的

全过程信息，并能将这种变化可靠、真实、生动地再现出

来。二是信息系统能够将实体世界发展变化的全过程信息

进行动态的记录和储存。没有这种动态的记录和存储技术

就很难再现实体世界发展变化的过程，也就不可能进一步

传输到信息使用者的手中。三是信息系统能够实时地将实

体世界发展变化的全过程信息生动逼真地传输到信息使

用者的手中。在这一传输过程中必须能够响应使用者的需

要，既能够实时传输，也能够不断重复传输，最终就是要

能够实现信息使用者持续不断和反复不断地获得实体世

界发展变化的全过程信息。可见，新技术条件下信息系统

的动态化是三位一体的，对客体世界发展变化的全过程信

息进行动态反映，并进行动态记录和存储，最终实现动态

的传输。

新技术七个方面的特征有着内在的逻辑：虚拟化是信

息得以存在的基础；网络化是信息得以传输的前提；场景

化使传输的信息能够更加可靠、真实、生动；集成化能提

高已有信息的共享程度、使用效率、针对性和有用性；链

接化将相关信息连接起来以满足特定使用者的需要；实时

化使所提供的信息能够及时地满足特定使用者的需要；而

动态化则为特定的使用者提供全程化的、可持续的信息。

只有这样，新技术条件下的信息体系既可以获得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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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的、完整的信息，也可以提供个性化的、特定需要的

信息。

总之，新技术条件下所形成的信息体系具有整合和共

享的特征。所谓整合就是能够实现实体世界与虚拟世界的

整合；实现网络一体化与信息孤岛的整合；实现场景化与

客观事物的整合；实现集中与分散的整合；实现分工与协

同的整合（链接就是一种协同）；实现实时与事后的整合；

实现过程与结果的整合。如此等等无不说明新技术条件下

所形成的信息体系就是要将实体世界的时空差异和事物的

属性差异通过信息化实现整合，在整合的基础上进一步实

现共享，共享信息体系的所有信息资源，共享客体世界的

所有资源，最终使得资源的利用达到最大的效率和效用，

以提高整个人类社会的价值创造力和社会福祉。

二、新技术与组织变革

在新技术条件下，传统的以实体为基础的组织形态必

然向以信息为基础的组织形态进行转变。一方面，组织的

实体形态仍然存在，并以相互独立的形式进行组织交往，

产生组织的联系；另一方面，组织的信息形态使得组织的

边界被打破，组织与组织之间的交往模式及其所形成的关

系也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我们可以用实体组织与信息组

织两个概念对此做出明确的界定，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组织虚拟化

新技术对组织所带来的最重要的影响之一就是组织虚

拟化。传统意义上的组织都是建立在实体基础上的，任何

一个组织都有自身的实体的组织架构，实体的人、财、物

等资源，还有实体的组织行为过程和行为结果。这种实体

的组织也必然有存在的具体空间和具体时间，当我们对一

个实体组织进行描述和定义时都离不开这些实体的因素，

具有看得见和摸得着的实体存在感。以信息为基础的组织

是虚拟化的，这种虚拟化表现在一个实体组织中的所有实

体要素都以信息的形式而存在，信息是人们对实体组织所

感知的场景的一种描述和表达，它既源于实体组织，但又

不是实体组织本身，这就是虚拟性。

仅仅以市场经济最具特色的市场组织而言，人们都可

以在现实的世界中看到各种各样的有形市场，如北京新发

地的农产品市场，义乌的小商品市场，每一个人都可以感

觉到实体市场的存在，正因为这样，过去人们对市场的定

义就是商品交易的场所，这一定义就是实体组织在人们大

脑中的场景反映结果。自有市场以来，没有人会怀疑这一

定义的真实性和科学性。在市场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人们

的直觉所感觉到的实体市场经历了杂货铺、百货大楼、超

市、shopping mall、奥特莱斯等的历史变迁，似乎这种变迁

的根本动因就是要在一个实体的市场中通过空间的扩大和

时间的延长，让更多需要商品的人和提供商品的人在这一

市场中完成实物商品的交易。但问题在于我们根本就无法

制造一个巨大的物理空间，让全世界所有的商品和需要商

品的人进入这一市场空间进行交易；也无法在任何时间都

开放这一市场空间让每一个人进行交易，实体市场的发展

受到了根本的掣肘。其实，表面上看市场是商品交换的场

所，但实质上市场是信息集中和互换的场所。在市场的商

品交易中，人们交易的最大困难是提供商品的人不知道谁

需要商品，而需要商品的人不知道谁能提供商品，如果双

方都能知道这一信息，就可以直接进行交易，而无需通过

建设一个有形的市场来完成交易。

但是伴随着新技术为基础的信息化社会的到来，实体

市场的物理空间限制和时间制约问题的解决产生了根本的

转机。电子商务平台的出现使得全世界所提供的商品的信

息和所需要商品的信息全部集中到这一平台，这一平台所

集中的这两类信息的触角延伸到哪里，市场就扩张到哪里。

由于信息的收集、储存和传播无物理空间限制和时间选择

限制，实体市场的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每个人随时随地都可以通过电商平台提供供应商品和购买

商品的信息，个性化的需要和整体化的整合完美地结合在

一起。这里仅仅信息的提供和需要的结合（也称为线上市

场）就能达成这一目标，而实体市场可以不必存在（也称为

线下市场），实体的物流体系也可以基本维持现状。从这个

意义出发，我们不得不定义市场的本质就是信息集中和互

换的场所。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信息组织（或者虚拟组织）与实

体组织的最大不同就是可以不受物理空间和时间差异的限

制，这恰恰是实体组织在行为过程中遇到的根本难题。

（二）组织平台化

凭借新技术为基础形成的虚拟化和网络化的信息体

系，使得在单个的、独立的实体组织之上形成了线上的组

织，它是协同的、集中的、整合的、可超越空间距离和时间

差异的信息组织（虚拟组织），这种组织称为平台或平台组

织。比如，阿里巴巴本身是一个上市公司，是实体组织，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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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所构造的平台却可以使无数的生产者和消费者、

物流服务者和被服务者等都可以进入这一平台进行运作。

这就是线上的组织，也就是平台组织。在现代新技术条件

下任何一个组织都既可以是实体的组织，也可以是在信息

化后所形成的平台组织。平台组织的根本特征就是要运用

现代技术构造一个庞大的网络信息平台，但支撑这一网络

信息平台的运行及其内容的仍然是线下的实体组织：一是

进行平台组织建设和运营的实体组织；二是参与平台运行

并通过平台开展自身活动的实体组织。前者是平台组织的

建设者、管理者，后者是平台组织的参与者、使用者。随着

“大智移云物”和区块链技术的使用和普及，仅仅就经济的

微观组织企业而言，在供应链、生产过程、营销领域已经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企业可以同时为全球消费者

以自动化智能化的方式提供多种服务，可以在很短的时间

内处理数量巨大的交易，可以用成千上万个词语标签对消

费者进行画像，更令人咋舌的是可以在几小时之内应对市

场需求上百倍的暴涨。

与实体组织相比较，平台组织（也即信息组织、虚拟组

织）的特征是：一是无边界化。平台组织不仅能实现实体

组织内部信息的自由流动，更重要的是能实现组织外部所

有关联组织之间的信息的自由流动。只要实体组织进入平

台组织，任何一个实体组织都可以凭借平台获得相关的信

息，而任何一个实体组织也必须为平台提供自身相关的信

息，各个实体组织的信息在信息网络平台上进行收集、集

中、处理、传输。单一的、独立的实体组织的存在都是有空

间距离和时间差异的，但平台组织通过信息网络进行信息

交换就会使实体组织不受空间距离和时间差异的限制。随

着实体组织不断地进入平台组织，既向作为平台的信息网

络提供信息，又从中获取信息，这是一个无限的过程。这

种无限的过程不仅使得平台无边界，而且也使得实体组织

的获取和使用信息无边界。二是虚拟化。平台组织是依靠

信息网络来构建并进行运营的，而平台组织本身的资源是

信息资源或者说是大数据。正是由于平台建设的实体组织

为进入网络平台的所有组织提供了信息资源，而获得相应

的利益，这样信息资源就成为了平台组织的资产，它是一

种虚拟的资产，却能够为组织带来利益。三是去中心化。

平台组织只是为所有进入的组织提供信息互换和交易的行

为平台，任何进入到平台的组织之间都是平等的交易伙伴，

它们以平等的身份进入，又以平等的身份获得信息，并以

这些信息为基础进行平等的交易。它们根据自身进入平台

组织的目的与关联组织之间各自互换信息、进行交易，没

有哪一个进入平台的组织会成为中心，即便是平台组织能

够为所有进入平台的组织提供信息，也是通过信息网络进

行的，它本身也不会成为整个平台的中心。去中心化不是

不需要中心，而是由信息网络上的组织自由选择中心、自

由决定中心，中心组织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存、

相互依赖的关系，是利益共享的关系。四是整合化。平台组

织的基本功能就是对分散的组织、分散的资源、分散的信

息进行整合，这种整合之所以能够得以实现，是以信息网

络为技术手段、以信息的无差别化为基础、以信息的可传

播为动能、以信息的可存储为载体、以信息的可组合可匹

配为实现方式、以整合各方的共同意愿为目的的。实际上，

从组织形成的初始动因看，任何组织都具有平台的特征，

如公司组织就是为了实现价值最大化，将政府提供的环境

要素、所有者提供的物资要素、经营者提供的决策要素和

员工提供的执行要素进行整合的平台。正因为这样，所有

的组织都是平台，所有的平台都是为了整合。但问题在于，

实体组织因其自身目标的特定性，以及与此相关的要素资

源的对应性，使得其整合能力自然受限。唯独以新技术为

基础所构造的信息网络平台，因其所收集、储存、处理和

传播的信息的无差别化，使这种组织平台的整合能力达到

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可以设想，我们可以把全世界所有的

信息资源都装入这个平台，也可以让这个平台的信息为全

世界所有的组织所使用，这就是信息网络平台作为组织的

整合功能的显著特征。正是这种结果，才需要所有的实体

组织进入平台组织，但仅仅这样还是不够的；所有的实体

组织之所以愿意进入平台组织，是因为效率提升所带来的

利益能够为其分享，由此出发，利益共享成为了平台组织

设立的前提条件。

（三）组织扁平化

以新技术为基础形成的网络信息平台不仅产生了实

体组织与平台组织（信息组织和虚拟组织）的差别，而且

也会带来实体组织内部的组织结构及其运行模式的深刻变

化，这种变化的根本特征就是组织扁平化。互联网时代企

业组织结构具有网络化、扁平化、柔性化的趋势（孟韬等，

2019）。组织扁平化的本来含义是指通过减少管理层次、压

缩职能机构、裁减人员，从而使企业的决策层和执行层之

间的层级尽可能减少，将组织更多的决策权下放至组织的

新技术、企业组织变革与财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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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层，它是区别于传统的金字塔状的科层组织模式的。

随着组织的规模不断扩大，为了进行管理和控制所采取的

传统办法就是增加管理层级，而扁平化则要求减少组织层

级、增加管理幅度。当管理层次减少、管理幅度增加时，金

字塔状的组织就被“压缩”成扁平状的组织。之所以能够

实现这样一种组织转变，是由于网络化和数字化的运营环

境可以消除地理、距离和时间的界限，大大减少交易环节，

显著降低交易成本（蔡立新和崔也光，2007）。尤其是区块

链技术的发展，使得管理活动呈现出无管理权限设置、无

金字塔层级和无中心节点的特征（曾雪云等，2017）。

从虚拟的信息体系视角看，实体组织一方面表现为为

了履行某种特定的功能而形成的一种组织实体，另一方面

也可以认为是一个信息体系。这一信息体系将整个组织体

系的最底层或者作业层面所发生的内外部信息，按照信息

收集、分类、归纳、加工、汇总、输出的流程，提供给组织

内部需要相关信息的主体，使其能够根据这些信息进行预

测、决策、执行、控制、考核、评价等活动。在信息技术不

太发达的条件下，传统的组织必然依靠组织层级进行信息

的收集和处理，当组织的规模越大，组织履行的功能越多

和越复杂时，组织必然要通过增加层级来进行上述信息活

动。伴随着新技术的出现，组织内的信息的收集和处理不

再依靠人工或者组织的层级来完成，而是通过在实体组织

内部建立以新技术为基础的信息网络体系来完成。

通过建立这一信息网络体系使得上述信息活动的完成

呈现出了以下特征：一是信息的收集、分类、归纳、加工、

汇总和输出完全可以通过以新技术为基础形成的信息网络

体系自动完成。它既可以将组织体系中最底层或者作业层

面所发生的内外部信息进行处理，直接传达到各个信息使

用的主体，从而使得组织的中间层级大部分可以被去掉；

它也可以按照组织内各信息使用主体的要求，运用大数据

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直接为预测、决策、执行、控制、考核、

评价提供有用信息，从而使得组织中为管理活动提供信息

的专职部门可以被去掉，这正是扁平化的重要特征。二是

以新技术为基础所形成的信息网络体系能够提供真实可靠

的场景化信息。传统的组织所提供的信息并不能直接反映

组织内的所有成员行为的真实场景，大多用文字和数字的

方式进行描述，具有相对的抽象性。但以新技术为基础的

信息网络体系的形成，使得无论组织中的成员所进行的活

动处在哪一时空，也无论组织中的成员所进行的活动有多

么复杂，从组织的最高决策层到组织的每一个层级和每一

个环节都可以按照事先约定的权限获得场景化信息，从而

使得组织内部由于分层分环节管理而导致的信息不对称问

题得以解决。三是以新技术为基础所形成的信息网络体系

能够提供实时的、动态的信息。传统组织提供的信息往往

具有滞后性和结果性，而以新技术为基础提供的信息可以

实现实时响应和动态反映。这意味着组织内的每个信息使

用主体不仅能够获得真实可靠的场景化信息，而且能够获

得每一时点上的信息和全过程的信息，全过程的每一时点

的场景化信息的集合就形成了全景信息，全面地支撑组织

内的每个信息使用主体进行管理和开展业务活动。当每一

个信息使用主体都能获得这种全景信息时，组织完全可以

去中心化、去组织化。所以组织的扁平化不仅仅只是在形

式上缩小了层级，减少了部门，更重要的是组织内的每一

个主体都可以根据自身获得的信息进行自主决策，开展各

项业务活动。

（四）组织权变化

权变的含义就是指灵活应对随时变化的情况。权变理

论认为 ，在组织管理中要依据环境和条件的变化 ，随机应

变采用适当的管理方法。在组织中不仅管理要适用变化了

的环境和条件，更为重要的是组织本身也必须要使用变化

了的环境和条件。传统的组织的科层结构和部门职能结构

最大缺陷是组织结构的固化和运行机制的僵化，其结果必

然导致组织没有适应环境和条件变化的能力，使组织的运

行效率极其低下，组织的目标不能实现，最终导致组织的

消亡。一个组织具不具备自组织能力，关键在于能否适应

环境和条件的变化，能否适应这一变化又取决于是否能够

可靠、及时、动态、全面地掌握环境和条件变化的信息，新

技术所形成的信息网络体系为组织的权变化提供了根本

的前提。

组织的权变化或者自适用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

是实体组织必须按照服务对象变化的需要，实时调整组织

的结构和运行机制。二是实体组织中的每一个部门和每一

个成员都必须响应服务对象需要的变化，并根据这种变化

进行调整。传统上，实体组织是会按照服务对象需要的变

化，对组织的结构和运行机制进行实时调整，但是，由于

实体组织内部科层结构和职能部门结构特别是岗位的固化

性，导致实体组织的灵活应对能力难以实现。所以从根本

上来说，一个组织的自组织和自适应能力关键取决于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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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每个成员是否能够及时响应服务对象需要的变化。

为此，就必须把外部服务对象的需要依照组织内部的分工

链条进行传递。更为彻底的变革是，在组织内部按照外部

服务对象需求的变化实时调整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从而

实现组织权变化。这就要求组织的内设机构不能固化，响

应服务对象需求的变化随时组合、随时调整。这就是权变

式的组织。

权变式的组织有两个特征：第一，组织内的每一个单

元都是为响应外部服务对象需要而实时组建并运行的，当

外部的服务对象的需要发生变化时又随时调整。第二，组

织内的每一个单元都有着自身清晰的利益边界，它既可以

直接响应组织外部服务对象的需要，也可以响应组织内部

需要服务的对象的诉求。组织内组建的每一个利益单元既

可以从组织内获取资源，也可以从组织外获取资源，这样

单一的实体组织的边界就被打破，从而实现组织无边界，

组织成为了一种资源聚集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公司内部

的成员之间、公司内部成员与外部成员之间都可以进行自

由组合，公司内部的资源和外部的资源也可以进行自由组

合，以满足实现公司目标的需要。这样公司就实现了自组

织、自驱动、自增值、自调整（自迭代）。

之所以传统的实体组织出现了权变化的特征，根本上

是以新技术为基础所形成的信息化的各种特征所致，在实

体组织内外部的信息网络虚拟化、场景化、网络化、链接

化、集成化、实时化和动态化的条件下，组织中的成员都可

以进行自组织、自运行、自管理。一旦组织权变化，就可以

发现只要组织内所建立的组织单元能够响应服务对象的需

要，整个实体组织就能响应服务对象的需要；只要组织内

所建立的组织单元能够利用组织内外的成员和各种资源，

整个实体组织就必然成为开放的平台；只要组织内所建立

的组织单元都有自身的利益，且利益边界得到明晰的界定，

组织内的每一个单元及其成员的积极性就能得到最大限度

的发挥。

三、组织变革与企业财务管理变迁

传统的财务管理是建立在实体企业基础上的，其财务

管理的目标、财务管理的主体和客体、财务管理的体制、

财务管理的内容和财务管理的方式都是在这一基础上形成

的。本质上说，实体企业的财务管理都以其所要履行的生

产经营职能为基础，这种财务管理以价值最大化为目标，

通过为实体企业的生产经营进行筹资和投资，进行合理的

资源配置，以保证生产经营活动有序有效进行。这种实体

企业中的财务管理主要特征是：第一，财务管理的目标就

是为了实现价值最大化，具体经历了股东价值最大化、企

业价值最大化、利益相关者价值最大化的变迁。无论哪一

种价值最大化都是与特定的主体（或特定的群落）相联系

的，更为重要的是，强调的是特定主体的价值最大化。第

二，财务管理的主体表现为单一性，这种单一性首先表现

为企业自身是财务管理的主体，在企业内部，又可以分为

出资者财务、经营者财务、财务经理财务和员工财务，每

一个主体都按照自己的权力义务行使财务管理的职能。由

于分工，企业内部也有专门行使财务管理职能的主体，主

要是主管财务的副总或总会计师、财务总监、首席财务官

和财务部门。第三，财务管理的客体也仅限于企业自身以

及企业内部的各个业务环节和各个职能部门与岗位，每一

个财务管理的客体都存在于单一企业之内，财务管理是为

单一企业自身服务的。第四，财务管理体制主要是在企业

内部处理和调整集权与分权的关系，可以分为集权的财务

管理体制、分权的财务管理体制以及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

财务管理体制。第五，财务管理的内容主要是实体企业自

身的资金运动及其财务关系。资金运动是紧紧围绕企业的

生产经营活动展开的，在组织资金运动过程中必然涉及到

处理各种财务关系。第六，财务管理的方式主要是以企业

内部的分工为基础，为实现价值最大化目标合理有效地进

行资金的配置。财务管理不仅要为各个主体配置好资源，

还需要调动各个主体的积极性以提高生产经营效率，降低

成本费用，不断提高收益水平。为此必须要对其进行业绩

评价和考核，评价和考核主要采取财务指标为主的评价方

式。但并非所有行为结果都能体现为财务指标所反映的财

务成果，所以考核往往不容易体现部门和岗位的真实业绩。

明晰地界定企业内不同部门和岗位的业绩边界，就成为了

传统企业要解决的根本问题。

以新技术为基础的信息化所带来的组织变革，直接影

响了企业的组织结构及其运行机制，进而导致财务管理的

变革，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财务管理主体由单一主体向协同主体转变

站在企业的视角看，传统的实体企业的财务管理主体

就是企业自身，是单一主体。即便是企业内部的股东、经

营者、财务部门以及岗位所进行的分层财务管理也是以单

新技术、企业组织变革与财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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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的权责利边界，或者以法人财产权为基础的，离开

了这一单一实体企业，它们就失去了进行财务管理的基础

（谢志华和杨超，2019）。单一企业的权责利边界或者法人

财产权既是企业行权的基础，也是企业行权的边界，企业

及其财务管理的主体都不可以越过这一边界进行管理。但

是伴随着新技术所带来的组织的虚拟化、网络化、链接化、

集成化，实体组织之间的边界日益模糊，组织与组织的协

同性变得越来越重要，实体组织之间的权责利边界也被突

破，组织之间既共享资源，又分享利益。其结果带来财务

管理的主体在两个层面发生深刻的改变：一是在虚拟的平

台层面，任何一个实体企业可以通过建立网络平台形成平

台组织，在网络平台上，所有与此相关联的企业和消费者

都可以进入这一网络平台，进行各种市场交易活动。为了

让进入平台的企业和消费者能够共享平台，共享资源，平

台组织的设立者就必须要设计相关的规则，特别是利益分

享的方式，使得平台组织中的各利益相关方愿意参与平台。

二是平台组织中的各相关参与方也要与平台组织的设立者

及其关联方共同确定平台组织中的交易规则、运行方式和

运行机制，只有达成共识，平台组织才能有效运转。这里决

定性的因素是参与平台运作的各主体要达成共同的意愿，

从这个需要出发，财务管理的主体就不仅仅是单一主体而

是多主体的协同，从而形成了协同主体的这一特征。

实体企业不仅可以通过建立网络平台开展线上业务，

也可以以实体业务为基础进行线下的业务。伴随着分工的

精细化和以新技术为基础所形成的信息化，实体企业与实

体企业之间的价值创造关系形成了价值链、价值网络和价

值星系的价值关系（谢志华和敖小波，2018）。为了协同链

上和网上所有实体企业的行为，仅仅依靠单一实体企业的

财务管理是无法实现的，而是必然要求链上、网上、星系

的所有企业的财务管理行为的联动，形成多主体协同，从

而成为协同主体。

（二）财务管理客体由企业内部向企业外部扩展转变

传统实体企业的财务管理是以企业为边界的，强调财

务管理客体的企业属性。伴随着新技术所带来的组织的虚

拟化、网络化、链接化、集成化，平台组织得以形成。平台

组织的设立者不仅要把自身的线下实体企业作为财务管理

的客体，也必须把平台组织上所有的参与企业、消费者以

及其他交易相关方作为财务管理的客体。这一方面在于平

台组织的设立者负有对整个平台管理和监督的责任，财务

管理通过资金管理，对平台上各方资金的监控，能够有效

促进平台组织上各方按照交易规则、运行方式和运行机制

开展交易活动，具有不可替代性。另一方面在于平台组织

一旦设立，在平台上的各参与方会通过平台的集中效应产

生整合收益。

整合收益包括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平台组织上的各参

与方通过协同所产生的整合收益。比如在平台上通过信息

的集中和交换，可以加快交易的速度，提高交易的透明度，

从而节约交易费用；通过平台组织上各参与方资源的共享，

可以减少资源的闲置浪费，发挥资源的最大效应。在这种

情形下，平台组织的设立者需要通过其财务管理更好地实

现平台上各方信息和资源的集中与互换，对信息收集使用、

资源配置和收益分配的管理要以整个平台上的所有参与方

为对象。第二种是平台组织的设立者通过平台所实现的信

息整合、资源整合和利益整合效应为自身带来整合收益。

财务管理的对象是资金运动所体现的财务关系，通过平台

组织的设立，平台上各参与方在交易的过程中都会有大量

资金处在支付结算的过程中。更一般而言，会有大量的资

源处在交易的过程中，各方在交易过程中往往会产生时间

差，平台企业的设立者可以利用这一时间差所形成的资金

或者资源的沉淀为自身带来整合收益；平台企业的设立者

也可以通过对物流、资金流、人流，还有信息流等各种要素

的最佳组配或者融合获得整合收益。由于财务信息具有全

面、连续、完整和系统的特征，再加上资金的无差别化，平

台组织设立者的财务管理在进行这种整合上有着独特的优

势。第三种是平台企业的设立者通过对各方行为的监管获

得维持运行秩序的收益。作为平台企业的设立者既需要提

供公共平台并维持平台交易秩序，也应该获得相应的收入，

平台企业的财务管理在其中可以发挥着信息真实性、及时

性、可靠性的管理，平台运行效率的分析和评价，平台参

与企业的信用评价和控制等作用。所有上述方面都意味着

平台组织设立者的财务管理的客体不能仅仅局限于自身，

而是整个平台上所有参与各方。

为了实现链上、网上和星系的价值创造最大化，协调

参与各方的利益关系，实现价值共创和共享，也必须要把

财务管理的客体扩展到链上、网上和星系中的所有各方。

一方面，平台参与者通过组织平台能实现参与者之间的资

源流通和信息交换。新技术的发展可以加速组织平台中各

方的跨领域交流，打破企业的管理边界，促使各参与者的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12 13

财务管理实现由企业内部向企业外部的转变。另一方面，

平台的细分有利于平台的专业化运营。因为组织平台不仅

能够整合各领域的资源和信息，也能根据产业特征、需求

特征等将平台的参与者（包括生产者和消费者）进行分类，

细分为各类分平台。从总平台到不同类别的各个分平台，

组织平台的参与企业能够更加准确地定位现有客户和潜在

客户，针对客户的特定性，提供相应的产品和服务。各分

平台内部和各分平台之间可以通过现代技术实现实时的交

流和沟通，提升组织平台间的信息透明度。这不仅能促进

参与者之间的跨界合作，也会加剧企业之间的竞争，以及

加强对参与者的监督力度，为各参与方的财务管理实现从

内向外的转变提供可能性和可行性。

（三）财务管理目标由价值最大化向价值共享化转变

工业化对社会所带来的特征是分工，以新技术为基础

所形成的信息化对社会所带来的巨大变化是共享，两者之

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没有分工就没有共享的基础，而分工

不能实现共享就很难实现协同合作，实现整合收益。共享

经济是指为了获取一定的报酬，将自身资源的使用权暂时

让渡的一种经济模式，它是通过新技术所形成的线上信息

网络平台来实现的。共享经济就是要使人们以更低的代价

享有社会资源，使资源的付出者和享有者都能获得经济红

利。实体企业通过搭建线上的平台组织，以及为了进行自

身的实体生产经营活动而形成与链上、网上和星系上各类

企业和用户的交易关系，无非是为了实现资源的共享，进

而实现利益分享。

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分工成为了工业化的最基本特征，

通过分工的专业化，不仅可以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还

可以提高产品的质量（谢志华，2015）。在一个实体的生产

经营企业，不仅经历了生产经营的分工，也经历了管理的

分工，企业内部分工无处不在，专业岗位不断形成。以新

技术为基础所形成的信息化社会为分工基础上的协同提供

了技术前提，企业和社会不仅要得到分工的效率，而且也

要获得协同的效率。前者是为了提升每一个个体的专业效

率，从而增加每一个个体的价值；后者是为了提升个体之

间的协同效率，也就是要在每个个体的专业效率最大化的

基础上，使相互之间的协同效率也最大化。协同效率最大

化后所形成的价值，也称为整合收益，必须在所有参与协

同的各主体之间进行分配。

传统以生产经营活动为基础的实体企业，或追求股东

价值最大化，或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都是以单一实体企

业为基础而形成的。网络化平台组织本身并不进行生产经

营活动，而是依靠高度技术化的网络平台为所有进入平台

的企业和消费者提供相应的信息资源，其目的就是集中和

交换他们之间的相关信息，从而形成所有进入平台的企业

和消费者之间的协同效应，取得整合收益。除此之外，实体

企业为了开展其实体的生产经营活动，也要与外部的相关

企业形成链上、网上和星系的交易关系，实现生产经营活

动的外部协同，取得整合收益。要实现这两种因协同而取

得的整合收益，前提和关键是所有参与协同的各方都能够

合理分享整合收益。财务管理目标所关注的就不仅仅只是

价值创造的最大化，而是收益分配的共享性和均衡性。财

务管理通过平台组织以及链上、网上和星系的交易体系的

价值共生，实现整合收益，并必须要切实保证收益的均衡

共享，两者不可偏废。

事实上，在公司制企业已经隐含了这一基本的原理。

公司的价值创造是由政府提供的环境要素、所有者提供的

物质要素、经营者提供的决策要素和员工提供的执行要素

四者协同而成的，工业化的早期由于股东所提供的物质要

素最为稀缺，股东所分享的价值确实较多，但从分配的角

度看，这也不是表现为最大化，不过是市场物以稀为贵规

律的体现，这是一种分配的结果。分配就是分享，而不是

价值创造本身，分配必然按照各参与者认可的分配标准进

行，目的就是要达成收益分配的均衡性。从实体企业的角

度看，价值创造就是上述四个主体所提供的四个要素协同

作用的结果，任何一个要素提供的主体要想分享更多的价

值，就必须要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为前提，而实现企业价值

最大化就需要彼此的协同合作。所以，四个主体提供的四

种要素在公司平台上的协同合作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以

此为基础进行分配，实现各要素提供主体的利益分享的均

衡化，这就意味着均衡分享并不只是一个现在才有的命题，

而是一个历史至今都必须遵循的命题。

（四）财务管理体制由单一实体企业内部集权分权的

关系协调向对外平等合作、对内形成模拟法人的自组织

转变

财务管理主体为了实现财务管理的目标，必须要对财

务管理客体进行管控，这通常涉及到财务管理体制。整体

上说，财务管理体制分为集权体制、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

体制以及分权的体制。一般而言少有纯粹的集权体制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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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体制，这样财务管理体制就涉及到集权与分权的程度。

新技术使得平台组织得以产生，实体企业与外部各关联方

形成了链上、网上和星系的交易关系；在实体企业内部，

以新技术为基础的信息化也使得企业内部组织层级扁平

化，组织单元自组织化和权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下，财务

管理体制必然发生相应的变革。

无论在企业内部实行集权还是分权的财务管理体制，

实际上是以企业内部的科层结构为基础的，集权或者分

权的大小最终都必须保证整个企业组织协同动作，实现

组织内部各个层级、各个部门、各个岗位乃至各个作业彼

此密切配合、高效协作，最终实现企业的目标。按照科斯

的理论，企业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要替代市场，通过一种科

层组织结构避免市场讨价还价所带来的费用。可见，企业

替代市场而降低交易费用，是通过行政的科层结构得以

实现的，而这种科层结构恰恰是与企业内部的集权与分

权相一致的。由于有了这种科层结构，市场的讨价还价的

过程及其形成的费用就可以避免。但长期的企业实践表

明，伴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通过企业内部的科层结构进

行组织协同的效率越来越低，协同成本越来越高，甚至超

过了市场讨价还价所形成的交易费用。在这种条件下，不

仅企业与外部相关各方关系的协调是通过市场讨价还价

方式进行的，而且在企业内部也开始模拟市场，出现了市

场内外部都市场化，并且企业内部市场化与外部市场逐

步融合的趋势。

在新技术所形成的信息化的背景下，这一过程进一步

加速和拓展。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在实体企业所设

立的平台组织上，任何企业和消费者都可以通过这一平台

进行信息互换，完成市场交易行为，企业与企业、企业与

消费者之间都是一种平等的市场交易关系。二是随着信息

网络的不断扩大，参与到平台上的企业和消费者的边界无

限延伸，与实体企业在链上、网上和星系上进行协同的企

业和用户的边界也无限扩展，所以它们之间所建立的等价

交换的市场边界也无限拓展，由此形成的财务关系也是无

限延展的。三是在实体企业内部，由于企业内部的信息网

络与外部的信息网络的不断融合，使得企业的信息系统能

更准确地捕捉客户的需求（邱惟明和李东，2011），信息网

络所提供的信息能够实时化、动态化和场景化，能使企业

内部的各责任主体实现自组织、自生产经营，对外部环境

的反映更加敏捷。

更进一步地，实体企业内部所形成的各责任主体在响

应市场需求变化的过程中，不仅可以利用实体企业内部的

各种资源，也可以与实体企业外部的资源进行有效组配，

实体企业的组织边界被打破，它直接与外部市场的所有资

源进行有效链接。其结果是，实体企业与外部的供应商和

用户实现了跨界融合（丰成军等，2016）；实体企业内部各

责任主体与企业内外部的市场需求及其变化融合在一起，

并能够充分利用企业内外部的各种资源，实时进行组织调

整和开展自身的生产经营活动，从而形成自组织、自行为。

正因为这样，企业内部各责任主体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建立

在科层结构下的等级关系，而是模拟市场条件下的平等交

易关系；不是固定不变的组织结构关系，而是权变的自组

织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下，实体组织内部的以科层结构为

基础的财务体制的集权与分权关系也被打破，企业内部通

过自组织、自行为而形成的各责任主体之间的关系就是一

种平等的交易定价和交易结算关系。财务管理体制就是要

确保这种关系的平等性。

（五）财务管理的对象由单一实体企业的资金运动及其

财务关系向相关企业和消费者的价值共生和价值关系转变

传统的单一实体企业强调通过自身的生产经营活动实

现自身的价值最大化，这是以社会分工为前提的。伴随着

以新技术为基础的信息化社会的到来，社会为了更好地利

用分工的成果，为了尽可能充分地利用社会资源，必然通

过协同的方式实现价值共生，也就是共同创造价值。正如

前面所述，这种价值共生包含了三种形态：第一种形态是

通过实体企业所设立的平台组织提供的信息体系，使得市

场交易各方产生协同效应，实现共生价值。每一个信息网

络化的平台组织的设立都是基于市场交易各方存在着相互

依存的供求关系，如果将这种供求关系得以有效的链接，

就会产生协同效应从而实现共生价值。第二种形态是实体

企业通过链上、网上和星系与各类企业和用户形成链接关

系，实现市场交易各方的协调一致创造和实现共生价值。

新技术条件下，每一个实体企业可以以信息为基础，及时、

动态、精准地了解与单一实体企业相关的链上、网上和星

系中的各类相关企业和用户的信息，并通过与它们的协同

整合，形成为满足某一特定市场需要的生产经营活动的生

态链、生态网络和生态星系，它们共同创造和实现价值，由

此就形成了共生价值。第三种形态是实体企业内部各责任

主体通过模拟市场直接与内外部市场的需求相链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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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变的自组织；通过企业内部自组织之间的相互协同以及

与企业外部的资源共享，从而产生协同效应，实现共生价

值。以新技术为基础所形成的企业内外部信息体系，可以

为自组织生产经营活动的预测与规划、执行与控制、考核

与评价提供依据，也可以为自组织实现内外部资源的有效

融合提供前提。

既然上述三种价值创造和实现都源于分工基础上的协

同整合，传统的基于对单一企业的资金运动及其关系的财

务管理就不再适应，而是要转变到对协同整合各方的价值

共生及其价值关系的管理上。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

财务管理必须以所有参与方的整体作为价值共生的对象。

首先，必须要发现各方业务和资源协同整合所能满足的市

场需要，只有找到这种市场需要才能有价值共生的前提；

其次，必须要找到满足这种市场需要的各方的业务和资源

的相关关系，只有找到这种相关关系，各方业务和资源组

合在一起才有了实现价值的可能；再次，必须将满足这种

市场需要的所有各方的业务和资源按照成本低、收入高、

效率大的价值最大化的原则进行配置，实现所有各方的业

务和资源的最优组合，从而创造和实现共生价值。其二，财

务管理必须将所有参与方整体作为价值共享的对象，以实

现相互之间价值关系的有效协调。价值关系的协调根本上

是涉及到共生价值的分配问题。既然共生价值是由各参与

方的业务和资源的协同整合而形成的，所有各参与方都必

须要分享这一价值。财务管理不仅要能够准确地确认这一

分享价值，更为重要的是要确定分享这一价值的分配方案。

其关键就是要实现共生价值分配的均衡性。

（六）财务管理的价值创造方式由单一企业的大规模

标准化的价值创造方式向关联企业协同的个性化、多样化、

多变化的价值创造方式转变

只要有人存在就有个性化需求。个人的个性化需要有

两种形态：一种是自然的个性化需要，比如不同的人身体

形状不同，就决定了服装的形状的不同，每个人的脚型不

一样就决定了鞋子的尺寸和式样的不同；另一种是社会的

个性化需要，这种个性化的需要会随着每个人的环境变化

而变化，具有不确定性。在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下，定制

是以个体或者家庭满足自身的需要为基础的，每一个个体

和家庭的生产行为都是为自身量身定制的，本身就是一种

定制行为。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个性化不再是自给自足的

事情，而是为了满足他人的个性化需要而进行的一种普遍

的生产经营行为。只有满足他人需要的经济才能够实现价

值，只有通过以较低的成本满足他人更多的需要才能实现

价值最大化。

个性化经历了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在自给自足农业

经济时代，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生产者就

是消费者，所以生产就是根据自己的需要而进行。到了工

业化时代，为了降低成本，采取了大规模的标准化的生产

形式，从形式上看是与个性化背道而驰的，但是，标准化

的大规模生产仍然要满足消费者整体的共同个性需要，如

鞋的生产商之所以生产出各种号码的鞋，就是因为不同消

费者的脚尺寸不同，这就是个性化，只不过这里的个性化

是共同的个性化。之所以难以满足每个消费者个性的特殊

化，是由于生产者发现得不偿失，如果这样就必将放弃生

产，结果消费者就得不到穿鞋的机会。

随着信息化社会的到来，特别是“大智移云物”和区

块链等新技术的整体出现，消费者的个性化需要得以实

现的技术前提形成。在个性化定制的条件下，其定制成本

能够被不断地降低，并能够带来更大的产出效率，从而

使得整个经济的价值创造更大化。离开了这一经济前提，

我们恐怕仍然只能生活在大规模标准化生产的社会状况

下。今后，企业不仅要满足消费者个性化的需要，而且必

须在此基础上，必须满足消费者多样化、多变化的个性化

需要。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财务管理的价值创造方式必然

由单一企业的大规模标准化的价值创造方式向关联企业协

同的个性化、多样化、多变化的价值创造方式转变。这意

味着财务管理必须要实现三个方面的转型：一是要通过平

台组织所形成的网络体系按照个性化、多样化、多变化的

消费需要将与此有关的供应体系进行组配，使得所有的供

给者所提供的产品能够满足任何一个个性化、多样化、多

变化的消费者的消费需要。在这个过程中财务管理必须要

发现个性化、多样化、多变化的消费者能够带来的价值，

也需要通过供给体系结构的不断调整响应消费者的这种需

要，特别要通过供给侧的协同整合使得供应成本最低化，

供应效率最大化。二是要按照个性化、多样化、多变化的消

费需要对整个供给侧进行有效的业务和资源组配，通过生

产和服务活动，及时提供消费者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如

果说前一种情形是通过已有的产品和服务满足消费者的需

要，那么，在这里则是根据消费者的特殊需要通过在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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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组织生产和服务活动以提供新的产品和服务，这具有量

身定制的特征。财务管理在业务和资源的有效组配过程中

必须要使其成本最低，效率最高，并使得消费者的满足效

应最大，从而获取的收益最大。三是要通过对供给侧进行

有效的业务和资源组配设计和制造出消费者新的需求，这

就是所谓生产创造消费。如果说前两种转型是被动满足个

性需要，那么这一种转型则是主动创造个性需要。财务管

理必须要预期消费者的个性需求，并为满足这种个性需求

低成本高效率地进行资源配置。

总之，传统的单一实体企业的价值创造是大规模的、

标准化的、内部化的、分散化的，而新技术条件下的价值

创造是供给侧整体协同整合的，并只有在供给侧协同整合

的基础上，才能使个性化、多样化、多变化的价值创造方

式得以实现。

（七）财务管理的信息由单一实体企业的单纯的财务信

息向企业内部信息与外部信息、财务信息与业务信息融合

转变

进行财务管理必须要进行相关信息的收集、加工、整

理和传递，可以说财务管理的过程就是信息管理的过程。

但是传统的财务管理信息体系是以单一的实体企业为主体

而形成的，具有两个特征：一是以单一的实体企业为主体

构造信息体系，二是以财务活动为主线构造信息体系。在

这种情况下财务信息对财务管理的支撑作用受到了很大的

限制。财务管理的信息体系的构造，必须要在以下方面进

行根本的变革：

1.必须要实现企业内外部信息的全面整合。实体企

业本身从事财务管理活动就需要内外部信息的支撑。在

以新技术为基础的信息化条件下，实体企业可以设立平

台组织形成信息化网络；实体企业也需要通过链上、网

上和星系与外部关联方协同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在这个

过程中必然要形成相应的信息体系；实体企业内部形成

自组织机制，在企业内部的每一个自组织既需要获得内

部的信息，更需要获得外部的信息。所以在财务管理的

信息体系构造中就必然要把内外部信息全面地融合在一

起，这种信息融合不仅是全面的，而且是动态的、场景化

的和实时的，它们通过企业自身构造的一体化的网络体

系进行收集、加工、整理和传递，以满足各主体的财务管

理需要。

2.必须要实现业务信息与财务信息的全面整合。传统

的以财务活动信息为基础所形成的财务信息体系是一个封

闭的体系，由于没有与业务信息有机地融合在一块，导致

业财信息分割，也导致业务活动与财务活动之间不能有机

地协同。在个体经营者的场合，业务信息与财务信息是合

二为一的，原因在于当个体经营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时

候，他不仅要确定生产业务活动是否满足需求者的要求，

同时也需要确认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是否能够收支相抵，

取得盈利，这两个方面是须臾不可分离的，个体经营者不

会进行不赚钱的生产经营业务，也不会放弃能赚钱的生产

经营业务活动。在这个过程中，业务信息和财务信息完美

地结合在一起。伴随着财务与业务的分工，也导致了业务

信息与财务信息的分离，业务部门只知道业务活动的开展

情况并不知道业务活动是否盈利，财务部门知道整个企业

是否盈利，但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业务或者作业导致企业盈

利，业财开始分割，这种分割本质上是由信息分离而形成

的。这一点与在个体经营者的场合极不相同，个体经营者

集业务信息和财务信息于一体，而在企业内部伴随财务与

业务分工，这两种信息就不能集中于同一个主体，而这两

者的融合才能判断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是否有效和有多大

的效率。正因为这样，在业务和财务分工的基础上关键是

要实现两者信息的整合并为两者共同使用，也就是说，实

践中普遍所说的业财融合是指信息体系的融合。尽管在目

前许多企业都在构建财务共享中心，实现财务信息的一体

化（谢志华等，2018），但是仍然不能很好地解决企业内外

部信息的业财融合问题，只有将业务信息和财务信息有机

地融合，才能实现企业信息体系的一体化，也才能实现企

业内外部信息的一体化。伴随以新技术为基础形成的信息

体系，不仅可以将企业内外部的信息实现整合，而且能够

将财务信息与业务信息进行整合，通过将作为结果的财务

信息追索至作为原因的业务信息；将作为整体的财务信息

追索至作为细节的业务信息；将作为成果的财务信息追索

至作为过程的业务信息，如此等等才能实现业财信息的大

融合，形成一个完整的信息网络。只有这样的信息体系才

能支撑新技术条件下财务管理变革的需要。

综合上述不难看出，新技术会带来组织的变革，特别

是对企业组织带来巨大的变革，而组织的变革会带来财

务管理的根本变化，正是这些变化需要我们研究财务管

理的重新定位，以及由此带来的财务管理理论和方法的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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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Technologies, Business Organization Changes 
and Financial Management

XIE Zhi-hua，  LI Sha，  SHEN Yan-bo

Abstract：The development  of  new technologies  has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macroeconomic fields such as the economy， politics and society. Business organizations have also 
been affected deeply. Financial management， which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business management， 
will occur radical changes in the trend of new technologi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ew technology， 
such as virtualization， scenario， networking， integration， chaining， real-time and dynamic， 
will transform the organization structure of an enterprise from an entity-based organization to 
an information-based organization， and then bring about corresponding changes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including subject， object， target， system， pattern of value creation and information.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new technologies， this article profoundly analyzes the tremendous 
changes in business organizations and the financial management， which provide corresponding 
experience and inspiration for the reorientation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Key words： new technologies； business organization； financial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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