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racle 财务云 

现代财务 



技术正在推动财务变革 
对大大小小的企业来说，云计算这一美好的愿景正在逐渐
变成现实。富有远见的财务领导者们认为应用和技术也是
一种服务，这种服务应当安全、可靠、可扩展，可随时通
过任何设备登录使用，同时还能降低成本并尽可能降低集
成带来的复杂性。 

Oracle 利用自身丰富的应用经验简化并优化了财务用户体
验，同时让您能够更加轻松地实时控制和分析业务状况。
新时代新角色，如今的财务部门有望作为关键战略角色参
与企业决策，因此他们需要访问整个企业中的更多信息，
需要具备更高的分析敏锐度，并能够根据实时报告做出更
明智的业务决策。 

现代财务 



应收账款 资产 

应付账款 现金管理 

采购 计划和预算 

总账 报告和分析 
社交 移动 集成 分析 

Oracle 倾力帮助客户优化财务业务流程 
为此，Oracle 提供了一款全面的云解决方案来帮助企业建立自动化、简化的、端到端财务管理流程。 

Oracle 财务套件 



分析 优化 

简化 
您需要的是能够无缝运行并简化现有业务流程的解决方案。 

Oracle 利用直观的用户界面、强大的集成、嵌入式应用智
能，以及支持工作流的协作特性，为所有用户简化了流程
和任务，从而打造了现代化的用户体验。 

 

简化 控制 

简化 



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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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界面简明直观，提供有关常规财务活动的实时信息，
准确指出需要关注的问题，帮助用户按轻重缓急安排日常
活动。 

配置简单，让用户能够专注于战略活动，并深入洞悉内部
和外部业务环境。 

用户可以轻松识别表现不佳的业务线和开支过高的领域，
并通过执行现金流预测来帮助其拓展至新的地理区域或业
务线。 

支持轻松下钻，各页面均可配置，并且可轻松下钻至底层
事务、报告和应用功能，帮助您快速获取更多洞察并解决
问题。 



简化 

” 

简化 | 3 
完全无接触式供应商发票录入。用户可以使用智能文档识
别系统来扫描和识别发票，无需任何用户干预，系统可自
动完成填写、匹配、审批、支付发票并将其过账到总账的
流程。 

这会为您带来以下优势： 

• 实现无纸化办公，从而减少事务处理成本和数据输入错误

• 利用提前付款折扣并避免罚款，从而节省资金

• 避免使用需要自定义集成的昂贵的第三方解决方案

• 支持在整个发票生命周期内访问发票图像，从而加快发
票审批和审计

• 通过自动化工作流尽可能提高工作效率

借助 Oracle 解决方案，我们
每月 60 万份佣金付款的处理
速度达到了原来的 5 倍，创新
能力提高了 50%，系统管理成
本降低了 29%。 

— Australian Finance Group Ltd. 

IT 经理 Andrew McGee 

“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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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如今，在巨大的竞争压力之下，企业需要比以往更加快速、
准确地执行分析和提供结果。Oracle 独特的报告平台将为
您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让您能够做出更加明智的业务
决策。 

多维度账户余额。当您进行交易过账时，您的账户余额将
在生效层次结构中所有可能的汇总点进行汇总，从而确保
用户能够即时访问财务数据并消除对外部数据仓库的需求。 

多维 

可扩展 

实时结果 

Oracle 为我们提供了全面的解决方案，
其集成组件以及卓越的事务和报告功能
可完全满足我们的业务需求。Oracle 云
解决方案还确保我们能够通过经济高效
的扩展来满足业务发展计划的需要，并
提供五年内最低的总拥有成本。 

— Khaleefa Butti Bin Omair Group 
Samir Mayan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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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可通过任何设备快速访问并分析大量数据。财务报表在
董事会上可以信手拈来，并且具备高度交互性。 

借助太阳花报告工具，您可以分析各种业务维度的账户余额，
并以可视化图形的方式，通过面积和颜色轻松呈现趋势。 

Oracle 财务云报告平台提供各种行业领先的工具，让您能
够随时随地通过任何设备实时分析您的数据。 

Oracle 企业资源计划云真正帮助我们实现了业务
现代化。现在，我们可以 360 度无死角地了解组
织全貌，并大幅扩展报告功能，这都归功于 
Oracle 云平台的便捷性、可靠性和可扩展性。 

— The Rancon Group 首席财务官 
Steven Van Houten 

“ 



优化 

优化 

理想的解决方案应完美契合企业的运作模式及员工工作方式。
Oracle 财务云提供针对行业需求量身定制的标准化业务流程。 

共享服务 

Oracle 所提供的共享服务，是在全球化运营中建立标准化的
业务流程，集中和整合功能与系统，并通过无处不在的自动
化减少返工和错误。应付账款和应收账款解决方案中的集中
付款模块支持将多个业务部门的供应商或客户付款业务整合
到一个业务平台，从而降低成本并提高运营效率。 

全球化支持 

Oracle 云应用支持 50 多个国家/地区的 24 种语言。Oracle 

的全球化支持让您能够使用母语来处理和检索数据。数据库
实用工具、错误消息、日期、时间和货币会自动调整到符合
本地语言和区域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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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采购运营跟踪还是销售管理，Oracle 都提供端到端的
自动化，实现了众多业务功能的对接，从而能够帮助您优化
和简化业务流程。 

全面的流程管理 

对于以流程为导向的全球性企业而言，优化全球供应链是一
项重要工作。Oracle 供应链管理云与 Oracle 财务云相集成，
可确保对订单、库存、制造和履行活动进行准确核算。全面
集成的解决方案支持并覆盖生产性物料的需求与供应计划、
预测、采购、生产、库存、收货、发货和发票处理的全流程，
有助企业无缝完成订单到收款、采购到付款、计划到生产等
业务周期。 

电子表格集成 

Oracle 提供跨业务流程的广泛的电子表格集成，让财务人员
能够在自己喜欢的环境中工作。您可以通过电子表格来录入
包括日记账、发票、费用报告、资产数据等数据，并通过电
子表格查询和分析财务数据。 

优化 



优化 

预算消耗比例 预算 

支出 财务保留款 

资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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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定制解决方案 

Oracle 针对您的行业特定需求提供了切实有效的解决方案。 

公共部门、高等教育和研究 

预算控制和保留款会计解决方案支持企业在任何预算层面上
或以任何时间间隔来控制支出。输入事务的操作用户可以轻
松在线查看预算检查的状态和保留的状态。他们可通过直观
的错误消息和警告快速识别和解决异常。预算经理可以在统
一视图中轻松监视预算消耗比例并查看预算、保留款项、支
出、可用资金余额和当前所支持的事务。 Oracle ERP 云成熟、可靠，是一款出

类拔萃的云解决方案。我们迫切希
望体验该解决方案的更多优势，以
更高的敏捷性适应高等教育行业的
迅速变化。 

— 美国博伊西州立大学财务和管理协理副总裁 
Jo Ellen DiNucc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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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通信 

企业需要确保所报告的收入极其准确。Oracle 收入管理云服
务有着强健的自动化、审计和控制功能，符合最新的收入确
认会计准则，从而简化收入核算。 

金融服务 

针对需要创建平均资产负债表以满足监管要求的金融服务行
业，总账支持跟踪日平均和日终余额、报告日均资产负债表，
以及使用标准余额和平均余额创建自定义报表。标准余额和
平均余额均存储在多维数据模型中，该模型自动进行数据同
步，确保您能够快速分析和报告每日、每月、每季度和每年
的平均余额。 

 

7-10 天
1-2 天

当时，Frontera 发展迅猛，正在积极寻求全球扩张，
我们需要公司间结算、多币种支持、全球分析和
服务线等功能，但仍在以手动方式结算。后来我
们采用了 Oracle 项目组合管理云，成功减少了在
结算上的投入。现在，我们可以腾出更多时间来
分析业务状况并围绕数据开展战略对话。统计数
据反映了我们取得的显著成效 — 结算时间从过去
的 7-10 天缩短至现在的 1-2 天。我们完全腾出了一
位人力来为销售运营提供更好的支持。而且，我
们不需要针对新国家/地区的货币和资源专门建立
新的软件实例，因此向新国家/地区的扩张也变得
容易多了。 

— Frontera Consulting 创始合伙人 

Heidi Zee 

结算时间 

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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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服务 

Oracle 财务云与 Oracle 项目组合管理云之间的集成为专业
服务公司等以项目为中心的企业带来了福音。其标准化的项
目成本控制、集成式工时与费用记录、简化的项目合同合规
性管理、收入确认和及时的项目结算都有助于加快项目交付
并提高盈利能力。 

优化 



控制 

对于任何财务解决方案来说，控制都是一项关键要素。您不
仅要控制成本，还要控制财务流程和安全性以管理风险，并
验证内部控制的健全性。Oracle 财务云通过多种方式帮助企
业加强内部控制并强化风险管理。 

安全 

对于任何软件部署来说，控制哪些人能够访问特定功能和数
据至关重要。未经授权的访问可能导致有意无意的欺诈。
Oracle 财务云提供了一个覆盖所有层级（应用层、中间件层
和数据库层）的健全的安全模型。所有既定工作角色通过基
于角色的访问控制和职责分离策略来确保其可以访问相应的
功能和数据。 

控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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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管理 

利用现金管理系统，您可以轻松控制现金余额并准确预测现
金状况。现金管理仪表盘可以明确指出与银行账户余额、缺
失的银行对账单、未达成一致的对账单行和交易、现金预测
等有关的问题。通过查看所有法人实体的 5 天现金预测，您
可以预测短期现金需求并降低流动性风险。此外，您还可以
进行跨行余额转账，即刻解决任何现金缺口。 

资产管理 

Oracle 资产管理系统通过自动化资产管理简化了固定资产会
计处理。您可以利用自动化业务流程来简化资产添加、资产
转移、处置、重新分类、财务调整、减值损失、重估、报废
和旧系统数据转换导入等标准任务。您还可以清点资产清单
并将其加载到电子表格；随后，系统会将此文件的结果与实
际数据进行核对，并给您推荐一些能确保固定资产的准确性
和可控性的必要措施。 

控制 

“通过引入 Oracle 财务云这样的先
进技术，我们不仅提高了盈利能
力，还缩短了业务周期。现在，我
们可以更快地创建资产组合，并能
轻松为运营商提供其需要的数据。
Oracle 财务云让我们的组织变得更
强大。 

— Tower Ventures LLC 首席财务官 
Michael McLaugh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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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款 

对于许多企业来说，对逾期未收款发票的管控能力可能决定
了他们能否实现盈利。通过 Oracle 高级收款应用的各项指标，
您可以在各层级衡量和查看收款活动的绩效。该应用使用行
业标准公式来衡量和计算这些指标的当前和历史绩效。 

风险管理 

要在控制力与敏捷性之间实现适当的平衡，首先要构建基础，
使财务云流程和配置随时应对审计。而当您启用 Oracle 预置
的风险管理云时，这些就成为了现实。为了满足财务报告的
合规性，诸如《萨班斯法案》等全球范围内的类似合规要求，
企业需要耗费大量人力来记录和评估经营活动，Oracle 风险
管理云可以将此简化和自动化。之后，还可以引入高级财务
控制系统来自动识别异常交易，从而帮助您预测意外风险、
加强控制效果。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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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和预算 

事前主动监视和控制支出需要强有力的流程和制度配合。
Oracle 计划预算云与 Oracle 财务云相融合，为您提供了全面
的解决方案，可帮助您实施从计划、预算、到业务处理，到
衡量预算与实际业绩对比的闭环流程。您也可以将现有系统
或第三方系统中的大量预算和计划数据加载到 Oracle 计划预
算云服务中，并在计划预算云或在 Oracle 财务云中随时报告
预算与实际金额的对比。 

ERP 分析 

深入洞察全球财务科目中的直接和间接费用支出，发现整合
和降低成本的机会。Oracle 财务云与 ERP 云中内置的分析云
及支出分析主题相配合，提高了跨财务、运营和采购的透明
性，有助于企业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Oracle 计划预算云服务让我们减
少了对电子表格的依赖，并让关
键决策者能够轻松获得重要信息。
它为我们提供企业方方面面的深
入、全面的数据，让我们能够简
化运营计划流程，而不影响关键
运营指标的可见性。 

— Edgewater Technology, Inc. 首席财务官 
Tim Oak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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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化 

借助财务报告中心，您可以随时随地通过移动设备或桌面系
统登录访问实时的财务业绩。 

所有财务报告均带有嵌入式协作功能，让您能够发起群讨论
报告内容和添加批注，从而提高财务报告审核过程中的团队
协作和沟通。 



移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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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 Oracle BI 移动设计工具，业务用户也能轻松创建交互式
分析应用，而且这些应用可以被任何移动设备所共用。Oracle 

BI 移动设计工具的响应式 Web 引擎可检测设备屏幕大小并自
动调整应用显示，因此同一个应用可以在任何设备上打开使
用。 

在工具中，您可以将应用组件轻松拖放至精确到像素的位置，
从而灵活满足特别的需求。用户可以随时随地在移动设备上
快速筛选、搜索和浏览数据关系。 



移动化 | 3 

利用 Oracle 移动费用报销应用，您可以直接在 iPhone 和 

Android 设备上快速录入和提交费用。 

作为一款全面的解决方案，Oracle 移动费用报销支持收据拍
照、语音快速录入等常用功能，并能根据 GPS 定位提供多种
当地币种和里程跟踪。其他创新功能还包括在拍摄收据照片
时，使用智能手机上的通讯录和日历来选择用餐人员或添加
其他费用。 

此外，管理人员可以审核所有待审批费用，只需手指一划，
就可以快速完成审批。他们也可以下钻到每份报告并查看所
有费用和政策违规情况。 

移动化 



协作 
Oracle 财务云提供高度自动化的、健全的标准业务流程，但
是当出现例外情况并且您需要立刻获得协助时，该怎么办呢？
当您需要快速解决问题时，发送电子邮件是没有效率的。 

Oracle 财务云会在所有业务流程的特定事务或报告中提供嵌
入式协作功能，让您能够便捷地与供应商发票、费用报销、
日记账等业务的审批者加强协作以加快审批流，还能通过桌
面系统或移动设备与财务团队保持实时沟通，以便及时解决
问题，加快财务高效结账。 

利用嵌入式协作，您能轻松地在适当的时间让适当的人员参
与到适当的沟通决策中，从而实时解决例外情况。 

协作 
Oracle 财务云可随时
随地提供实时协作。 

通知 
讨论报表内容或事务，
促进审查过程中的团队
协作。 

共享 
在共享环境中利用强大的
基于 Web 的文档查看和
批注功能来生成和审查关
键内容。 

协作 



集成 
Oracle 财务云可在业务流程之间实现无缝对接。不过，您也
可能需要将它与自己的现有系统相集成或者扩展 Oracle 财务
云功能，以满足自身特别的需求。 

通过调用服务 (WebServices)，您可以通过预定义模板将数据
文件加载到 Oracle 财务云的应用表中，方便您从外部数据源
和第三方应用加载数据。 

Oracle 财 务 云 还 可 以 通 过 功 能 扩 展 来 与  Oracle Cloud 

Marketplace 线上商店中提供的业务应用和专业服务搭配使
用。该商店中提供的所有应用和服务均由专家级 Oracle 合作
伙伴创建，并且经过 Oracle 批准。 

五年前，我们还只是一家年收入 1 亿美元的企业，现在，
我们的年收入已超过 10 亿美元，员工也从 200 人发展
到了 2000 人。以前，我们从未进行过并购，而今年，
我们进行了三起并购。我们正努力走向全球，同时专注
于扩大业务并为未来发展奠定基础。过去，我们的环境
里有 10 到 15 个分散的系统，需要大量的人工操作，要
处理许多不同的供应商关系，并且存在大量的集成点。
我们希望迁移到一个新的环境中，该环境一方面能够满
足我们当前的一切需求，另一方面还能随着未来业务发
展而一同扩展。我们希望更快速地提供管理信息和数据，
而不是通过视图查找来临时拼凑 Excel 报告。这就是我
们选择 Oracle ERP 的关键动因。 

— Pandora Media 副总裁兼财务主管 

Tim Regan 

集成 

“ 

” 



为何要选择 Oracle？ 

全面 现代 成熟 

• 全面、优异的财务功能

• 深度的全球化和行业特定功能

• 与 Oracle 人力资本管理 (HCM) 和
客户关系管理 (CRM) 解决方案全
面集成

• 活跃的云应用市场，包括许多支
持与 Oracle 财务云配合使用的系
统集成商和独立软件供应商

• 现代化用户体验，专注于简化您
的业务流程

• 沉浸式移动体验，让您能够随时
随地访问信息

• 可视化视图和直观分析

• 嵌入式社交协作，支持您在适当
的时间，让适当的人员参与适当
的沟通决策

• 发展势头迅猛，支持诸多行业、语言、
地域及所有企业规模

• 得到新客户、升级老客户以及混合部
署（同时使用云系统和内部部署系统）
企业的广泛采用

• 众多成功的样板客户案例

为何要选择 Ora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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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信息 
要了解有关 Oracle 财务云如何助力现代财务并帮
助您简化业务流程、优化决策、实现协作以及控
制成本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Oracle 财务云或致电 

400-699-8888 联系 Oracle 代表。

获取文档 
Oracle 财务云文档 

交流 
Oracle 应用客户交流社区 

赶快行动 

https://cloud.oracle.com/en_US/financials-cloud?tabID=1383678931035
https://cloud.oracle.com/zh_CN/financials-cloud?tabID=1383678931035
https://cloud.oracle.com/en_US/financials-cloud?tabID=1383678931035
https://cloud.oracle.com/en_US/financials-cloud?tabID=1383678931035
http://ora-fusion-apps.custhelp.com/app/home/https%3A%2F%2Fappsconnect.custhelp.com%3Flang%3Den_US?action=login
http://ora-fusion-apps.custhelp.com/app/home/https%3A%2F%2Fappsconnect.custhelp.com%3Flang%3Den_US?action=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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