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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金融科技企业具备初创公司的诸多特质，如高增长、挑
战精神和奋斗拼搏文化，同时也面临着技术和软件开发
快速迭代等难题。

由于行业市场竞争激烈，许多金融科技企业花钱如流
水，需要进行多轮融资。他们既要保证快速创新，又要能
够快速获取市场份额。

因此，金融科技企业必须平衡内外部压力，在推动企业
发展的同时严格遵循各种财务流程和满足各种监管要
求。随着业务加速发展，企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国
际扩张，复杂的后端系统和手动流程很快就会变得不堪
重负。如果不采用新的解决方案，金融科技企业的发展
将极大受限，尤其是新兴金融科技企业 。

虽然金融科技企业承诺为客户提供更轻松、更创新的
金融互动体验，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需要与大型金融
机构合作才能实现。而为了消除跨企业合作的复杂性，
就必须实现财务和会计流程自动化，否则将影响业务效
率，进而影响企业业务绩效和可持续增长。

此外，为了进行国际扩张，金融科技企业还需要建立区
域性分支机构。这不仅会增加成本，还需要招聘当地会
计师。虽然这听起来很简单，却大大增加了业务复 
杂性。

为了支持严格的投资者尽职调查，财务团队还需要提供
日常会计、法定和管理报告，这使得团队工作量迅速增
加。换句话说，金融科技企业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多，越
来越难以敏捷地开展创新和业务运营。

这些公司亟需解决一个问题：何时才是投资可扩展
后端财务管理平台的最佳时机？如果投资太早，由
于业务规模较小且比较简单，企业就可能为尚不需
要的软件支付费用。如果投资太晚，呈指数级增长
的手动文档和流程将大大增加实际业务风险。

为了帮助企业正确选择最佳投资时机，本指南列出
了一些关键考量因素。

拓展新市场
全球可见性和本地合规性对于快速扩张的跨国企
业至关重要。此外，在国际市场上无缝运营的能力
也越来越重要。因此，金融科技企业应做到三点 
1) 确保多个分支机构能够轻松开展业务，可不受地
理位置限制地访问单一信息源；2) 轻点鼠标即可在
新的分支机构中轻松实施会计软件，而无需创建新
的数据库和购买整合工具；3) 投资适当的技术，以
便轻松整合运营与财务工作，消除手动流程，不需
要额外的软件即可提高整个企业的可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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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 Oracle NetSuite，我们提高了效率、
推出了新的金融服务，大幅提升了客
户满意度。” Wei Min Teo, 首席财务官, Tranglo

Page 2© Oracle | Terms of Use and Privacy

希望您能喜欢。
阅读时长：3 分钟

https://www.oracle.com/legal/copyright.html
https://www.oracle.com/legal/privacy/


强大的控制和自动化
金融科技企业虽然同样受到监管法规的制约，但由
于缺乏相应资源，无法与大型金融机构实现同等水
平的高效运营。为了加强审计控制和合规性，这些
企业必须在前端系统与强大的会计平台之间实现更
紧密的集成 。

这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甚至支持关键用户在细粒
度级别上实时访问正确信息。对于业务和财务团队
而言，这种方法远远优于手动方法或半自动电子 
表格。

金融科技企业需要一款既能支持全球标准又能满
足特定国家/地区要求的解决方案，尤其是那些需
要快速、经济高效地实现国际扩张的企业。这些企
业应当部署可支持使用多个会计规则和账簿来处
理多 GAAP 报告所需的映射和调整的系统，从而大
幅提高系统报告的完整性，获得关于所有会计账簿
和分支机构的完整基础交易明细。

降低 TCO，利用可扩展性助力企业发展
金融科技企业正在通过为消费者提供敏捷、优质的
服务来改变这个世界。他们通常以云模式来提供服
务。虽然其后台系统中的入门级产品也可提供这些
服务，但这些解决方案并不具备可扩展性。财务团
队通常需要购买多个小型会计软件包实例来支持多
实体运营，而这需要进行大量手动整合工作，从而
导致效率低下。

随着实体数量不断增长，部署基于统一数据库的平
台不仅 TCO 要远低于其他解决方案，而且还可获得
多租户 “真正云” 模式的自动更新优势。

前沿金融科技企业的可靠选择
Oracle NetSuite 在一个统一平台中实现了财务和会
计流程自动化，可帮助金融科技企业优化运营、持
续开展面向客户的创新、快速响应变化和实现业务
目标。借助 Oracle NetSuite 这一可靠选择，企业可
专注于效率提升，高效管理高速增长的业务和扩展
愿景。

“Oracle NetSuite 与我们一同成长。它给予我们高速扩大规模的能力，从财务数据
混乱的初创公司一步步拓展到新市场并提升知名度。” 
Terry Chan, 财务总监, QFPay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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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风险部署方法
Oracle NetSuite 的无风险实施流程可帮助最具创
新性的金融科技企业大幅缩短价值实现时间。这一
独特的 SuiteSuccess 交互方法基于领先的财务和
会计实践，提供预构建报告、仪表盘、KPI、详细的
工作流和预配置角色等多种功能，有别于传统的  
“实施加速器” 产品。后者通常使用框架进行配置，
无法为企业提供现成可用的功能。

总结
早期的金融科技企业大多使用入门级和基本会计
系统。在这一阶段，创始人和员工的工作重心通常
是建立独特的企业价值主张，以增加收入、扩大市
场份额和改善现金流。而如果不解决系统问题，就
可能产生隐性成本和潜在收入损失。

正如上文所述，尽早投资财务管理软件的好处非常
明显。例如，金融科技企业能够满怀信心地参与融
资，因为知道自己有能力满足更高的业务透明度需
求，并且能够在不同步增加后端成本的情况下支持
业务增长。

在最近的金融科技变革中，Oracle NetSuite 被公认
为金融科技行业的核心金融平台。许多客户大规模
使用该系统并取得了成功。

那么，何时才是投资的最佳时机呢？许多 Oracle 
NetSuite 客户都曾遇到上文提到的挑战，最终选择
了投资 Oracle NetSuite 平台。有趣的是，当事后问
及这些企业是否会做出不同选择时，他们普遍的回
答是， 希望能够比实际上更早地投资 
Oracle NetSuite。

关于 Oracle NetSuite
20 多年来，Oracle NetSuite 始终致力于帮助企业
实现业务增长、扩大规模以及适应变化。Oracle 
NetSuite 云端应用套件更是覆盖了财务/企业资
源计划 (ERP)、HR、专业服务自动化和全渠道商务
等各个方面，在全球 217 个国家和地区拥有超过 
32,000 家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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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电话：400-610-6668 
www.netsuite.cn

澳大利亚 
电话：1800 638 784 
www.netsuite.com.au

新西兰  
电话：+64 9 977 2100

日本  
电话：+81 3 6834 4888 
www.netsuite.co.jp

新加坡 
电话：+65 6263 1300 
www.netsuite.com.sg

中国香港  
电话：+852 3655 1949 
www.netsuite.com.hk

菲律宾  
电话：+632 8295 9022

印度  
电话：+9180 4029 8789 
电话：+9180 4029 8809 
www.netsuite.co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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