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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中财务
资源需求及优化配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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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信息化的发展和普及导致企业竞争环境和市场的迅速变化，制造业企业迫切需要对产业链进行数字化改

造和转型，才能获取未来的竞争优势。宁波作为制造业强市，一直重视工业化和数字化的深度融合，财务资源优

化配置是深度融合的关键之举。因此本文以宁波均胜电子为例，分析财务资源优化配置的需求。研究发现财务资

源的优化配置对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进程提供资源和财务支撑，企业可以通过实体资源的充分利用、信息资源的优

化配置和关系资源的整合等路径对财务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从而助力数字化转型战略的推进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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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企业财务资源的内涵

财务资源有广泛的内涵，它由以下几种要素构成：

财务信息资源、用户信息需求、人力资源、关系资源、

计算机自动化设施等 [1]。

我们可以通过对企业财务报表各项指标的深刻解

读，了解到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中财务资源优化配

置的重要性，评价企业的运营状况，从而对企业的战

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2 企业数字化转型中财务资源的重要性

财务资源作为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影响企业数

字化转型中战略决策的制定和选择。通过建立智慧化

的管理体系等来对财务资源进行较好的整合，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减少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面临的风险。张

璐提出企业财务资源整合的主要目的是优化资源配置

和有效调整不同财务资源要素，促进各项资源的有效

合作，使其充分发挥高效的协同性作用，创造更有效

的资源配置模式，进一步提高企业财务能力，为数字

化转型提供财务力量支持，增强企业竞争力 [2]。

3 宁波均胜电子数字化转型中财务资源及配

置研究

3.1 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

宁波均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从 2012年开始推进产

能的自动化、数字化建设。自 2018年起，均胜计划通

过微软的技术手段，统一了全球的 IT架构和商务合同，

2020年均胜电子升级汽车中控产品数字化生产线。目

前，均胜电子凭借着 5000多项技术专利和卓有成效的

数字化建设，于 2019年荣获“数字经济”领军企业称号，

数字化转型成果显著。

3.2 企业数字化转型财务资源配置分析

3.2.1 加快固定资产更新，适应数字化生产需求

在均胜电子数字化转型之初，均胜电子为持续引

进工业系统集成及自动化装备等投入大量的财务资源。

如图 1所示，2012年均胜电子的固定资产占总资产

39%，占比较上年增加 12%。

由此可见，均胜电子的财务资源支出更多倾向于

自动化设备等固定资产的配置。

均胜电子不断对实体资源进行精细化管理、数字

化运营，如图 1所示，2016年均胜电子固定资产比重

大幅降低。为了在持续升级数字化生产线过程中满足

生产发展的需要和扩大产能，均胜电子增加必要的固

定资产，以提高企业生产效率。随着全球整合工作进

程的推进，均胜电子在 2020年年末基本完成了全球资

产的布局，固定支出减少，当年固定资产总额同比减

少 11.5%，占总资产 20.4%。

3.2.2 增加数字化软件配置，加大无形资产投资

均胜电子为了加速数字化转型，从源头开始加大

部署力度，有效结合多方面大数据技术，例如：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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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计算、云计算、非结构化数据处理等，以呈现多层

次的大数据平台，优化信息配置。如图 2所示，2012

年无形资产高达 78374万元，同比增长 1106%，无形

资产规模水平达到质的飞跃。

2016年均胜电子在政府政策的鼓励和满足企业发

展内需的大环境之下，大量引进工业型机器人，创建

自动化生产线。当年，无形资产总量上升到一个新的

高度，达到 233819万元，较上年增长 176%。均胜电

子财务资源配置得到了更深层次的优化。

3.2.3 提升人力资源的数字化水平，优化人才结构

2012年初，均胜电子为扩大生产规模，员工数量

大幅度增加，薪酬同比增长 772%，由此带来营业收入

的增长，同比增长 266%；净利润同比增长 40%。近几

年均胜电子在数字化转型领域加大研究，大量引进工

业机器人、自动化设备等，这一举措使 2020年员工数

量减少 4000多人。在人员优化配置下以及数字化人才

的引进比例不断上升，均胜电子招聘的数字化人才比

例上升到 75%，人员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

3.2.4 产业链关系资源的数字化改造

均胜电子对其产业链的关系资源也进行了数字化

转型。在上游领域，均胜电子与宁波市政府、宁波市

北仑区政府共同出资设立宁波胜芯科技有限公司，通

过与相关领域领先的公司进行合作，打造高端集成电

路产业基地；在下游领域，均胜电子通过与车音网的

合作，搭建了车联网服务运营平台，从而实现了 HMI

领域从用户硬件接口向全方位接口的升级 [3]。同时均胜

电子发挥自身示范效应，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更

新与升级，促使均胜电子在 2015年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5.24%，净利润同比增长 20.37%。此数字化改造使得

均胜电子盈利空间大幅提高，实现双赢。

图 2  均胜电子 2011年 -2020年无形资产变化趋势

图  1 均胜电子 2011年 -2020年固定资产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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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均胜电子财务资源优化配置的路径分析

3.3.1 加大研发投入，升级企业技术

加快数字技术的创新，推进数字技术的原创性研

发和融合性创新，并有效利用现有数字资源，是企业

升级技术的关键之举。均胜电子充分利用大数据、云

计算为未来发展趋势做出有效预测，自行研究和开发

技术并树立品牌以形成企业独有的无形资产。多年来，

均胜电子保持在研发领域的相关投入占营业收入的 6%

左右。2020年在全球疫情之下，均胜电子的研发投入

支出未发生大幅度波动，仍超过 32亿元，占比达 6.7%。

目前，均胜电子在亚洲、欧洲和美洲都建立了核心研

发基地，相关工程技术人员和研发职员数已超过 5300

人，在全球拥有专利 5000多项。

3.3.2 优化人力资源，赋能企业发展

优化配置人力资源需要提高背景知识和专业能力

的要求，以培训、交流、比赛的方式及时更新员工的

知识体系，增加福利待遇，从而建立一个良好的企业

氛围。同时引进多元化优质人才，提高企业的创新活力。

均胜电子在 2021年荣获本年度“员工体验创新奖”，

对内提升员工的满足感、幸福感，以提高敬业度；对

外树立均胜的良好雇主品牌，吸引人才并提升招聘效

率。均胜电子已吸引海内外研发及工程人员超过 5300

名。均胜电子有效利用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作用，开展

校企合作，以定向培养未来数字化发展方向的数字技

术人才，推进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4]。现阶段，

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专业人员已达 9000多人。

3.3.3 寻求多方合作，实现最大效益

均胜电子重视合作伙伴等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树

立企业良好高端形象，吸引利益相关者的注意，无形

中为企业带来营业收入的提高和各方面资源的丰富，

对企业今后数字化进程加速发展提供了动力。2020年

均胜电子与西门子数字化工业软件公司达成战略合作，

又于 4月与微软中国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强强联合。

通过知识管理形成可迭代、可复制的经验能力体系，

从生产关系的源头优化和升级传统制造型企业，实现

数据的行业内外的推广，合力助推数字化转型，发掘

更多信息资源，实现最大效益。

4 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中财务资源优化配

置优化方案

4.1 实体资源的整合

从实体要素中划分，制造型企业实体资源围绕企

业拥有资产和运营过程中占有资源来进行数字化转型

的整合管理。以企业实体资源的划分，建立管理系统

实现企业实体资源的数字化，通过整合管理精细化运

营可以帮助企业全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管理效率，加

快企业转型升级。其次，在社会高速发展的情况下，

数字化平台的创设或借助第三方平台对数据资源的整

合管理在发展过程中就显得尤为重要。

4.2 信息 资源的配置

在数字化转型中，企业应利用有效的信息资源实

现企业管理价值的最大化。依托企业主数据管理是企

业信息资源优化整合的关键。为加强制造型企业数据

标准化建设和实现统一的信息资源配置模式，企业应

当全面利用中央管理系统整合运营企业数据 [5]。在实现

数据标准化建设后，积极部署大数据的应用，推动信

息资源的有效利用。在制造型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中，

构建大数据平台是信息资源配置的最终归属，通过多

层次的部署，建立健全企业有效的信息资源管理，以

全面实现企业管理的价值最大化。

4.3 关系资源的利用

关系资源的充分有效利用能够更大程度地优化企

业人员结构，高效实现数字化转型。在数字化转型中，

利用客户取向、满意度等间接了解企业运营的不足之

处。利用大数据分析，找到顾客的共同需求，以此为

目标提升本企业的产品质量，从而获得顾客的信赖。

同时，人力资源数字化水平的提高也是关系资源利用

的关键。制造型企业数字化水平的提高不仅在于合理

利用实体、信息资源改善技术、管理水平，也在于如

何加强员工数字化知识体系的掌握，及时更新员工的

知识体系 [6]，从而打破企业单一运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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