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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共享管理——人员篇

财务共享之人员篇

“我觉得共享中心最大的成本就是人，最大的资源也是人，所以人才真的是非常重要” 

  ——朱朝辉

用学习与收获吸引人才

      朱朝辉所在的共享服务中心是

亚太区的共享服务中心，相比较一

般的共享服务中心，这是她认为吸

引人才的优势之一。在这里，能够

进一步开拓眼界，可以看到多种不

同类型的财务处理方式，与多个国

家和地区的人打交道，个人的知识

可以在非常广阔的范围产生效益，

从某种程度比较吸引人才进来。

       其次是服务中心职能较多，内

部轮岗的机会较多，相较其他共享

服务中心、外资公司、专业财务岗

位能够学习更多内容，对人才也是

一种吸引。

       第三在共享服务中心里专人专

岗，能够有足够的精力深入并更好

地产生工作效果。以税务共享为例，

共享税务类似于在共享中心搭建一

个税务专家的平台，由这些专家来

负责相关区域、相关领域的税务政

策。K 公司亚太区一共有 5 位同事

负责税务共享，人员的素质和效率

都很高。这个税务的服务模式有点

类似外面的税务事务所，事务所里

一个客户经理可能要对很多很多客

户，共享服务中心类似这样的模式，

只是作为长期的专业在企业内部服

务，对企业了解更深，所以对于原

来这些税务机构、咨询机构高强度、

大范围的工作方式，这里相较更集

中，专注，无须重新了解客户，因

为客户主要是企业内部客户。

内部培养

       首先 K 公司内部有交流和学习

的网络，有定期的培训，整个亚太

区的财务人员每年有一次亚太区的

财务会议，这样的目的为了让平时

多以电话、电脑联系的多方，通过

这样的方式每年大家见一次面会有

利于沟通与了解。

陈莲/文

    本次我们走访的是美国某全球知名的卫浴高端品牌企业，该品牌自创建以来已有 140 年的历史，在中国高端市

场也具有很高的占有率，如同其引领潮流的产品一样，其内部管理也一直随着市场和业务的变化而调整优化，有很

多方面值得称道，比如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运作。

    安越特地采访其共享服务中心建设和管理的负责人——亚太区财务总监朱朝辉女士，朱女士是资深的财务人士，

尤其在财务共享服务领域具有非常丰富的理论和实战经验。此前曾先后在马士基、柯达和亚什兰任职，其中在柯达

服务长达 10 年。早在 1998 年，财务共享服务的概念刚被提出，朱朝辉就与当时柯达的同事一起进行了相关的尝试

与探索，做出了很多创新。这段经历给了她很多启发，并让她在之后多年的工作中受益。应朱女士要求，本文隐去

该公司名字，为便于阅读，文中统一以 K公司统称。

选人与吸引人才

       共享中心最大的成本就是人，

最大的资源也是人，在朱朝辉的眼

里，人才是非常重要的。K 公司共

享服务中心的人既来自外部招募，

又来自内部调整与培养，相比较其

他常见的要求以外，朱朝辉有她自

己的特点：

       招募标准：K 公司共享服务中

心内部分工很细，所以朱朝辉首先

在招聘时就会招有具体相关经验的

人，其次具有服务性经验，具有服

务意识的人员为佳，第三优先考虑

著名服务、咨询机构人员。第四，

专人专岗位，这是为了避免精力影

响，不建议其他岗位尤其是管理岗

位的兼任。例如原来是在德勤、普华，

本来就是专业做这个领域的工作，

只不过原来面对的是广大外部客户，

现在是对集团内部的客户。这类人

员接触新政策的渠道较多，与专业

服务商的接触较多，跟税务局关系

较好，开展工作就会比较顺畅。在

这种情况下，聘用这样的人才在共

享服务中心专注于某一项工作，相

比较原来的工作环境就能更全心地

投入，包括从业务单元获取信息也

好，传达政策也好，远比让工厂财

务经理身兼数职要好很多。

      其次 K 公司共享服务中心内部

会做很多跨职能知识分享，每一个

职能里能手级的人物会定期做一些

分享，例如讲座，同时欢迎其他职

能同事旁听。因为外资公司通常分

工很细，这样一方面让员工在分工

很细的公司可以看到其他领域，扩

展视野，另外也让他知道自己对哪

些工作感兴趣，可以去申请一些轮

岗的机会，对未来的职业规划以及

工作方向确定比较有利。

       第三，提供内部转换岗位职能

的机会。对于内部服务的客户可以

通过轮岗最后选择至财务共享中心

工作。继续以税务共享为例，这部

分服务人员有一部分人是从外部招

进来的税务专业，也有同事是从内

部提升上来，通过内部轮岗的方式，

只要有意愿结合自身的努力以及学

习，K 公司愿意给这样的机会，比

如一位工厂的财务经理，他有意愿

朝税务这个专业方向去发展，通过

轮岗发现能够胜任，就非常欢迎他

加入共享服务中心的团队来。

共享服务中心的考核

        关于 K 公司共享服务中心的管

理，总要求是效率提升、加强控制。

成本控制是共享服务中心一个主要

的目标，但是往往短期看不到，长

期来讲企业成本肯定是下降的，其

中当然包括人工成本，尤其是共享

服务中心的人员成本本身就是主要

的成本。对于朱朝辉来说，控制人

力成本的方法是人员人数增长的趋

势与业务增长趋势相同，但人数增

长是低于业务增长的，如果总体业

务增长是 10%，共享服务中心人数

增长不会超过 5%，一直是维持较

低的增长。

      对于共享中心人员的考核必然

涉及到量化，往往有些工作很难量

化。朱朝辉的方式是客观的以系统

里的数据为准，所以要做好系统数

据的合理性和准确性。因为这些数

据一方面作为对员工的考核，一方

面也是共享服务中心对内部客户收

取费用的标准。通过系统给出工作

量的相关报告，每个人员处理的工

作量都有记录。在设计系统标准时，

必须要考虑到每个国家、上下游供

应商的习惯与要求。以发票处理为

例，不同国家处理一张单据的时间

不同，检查项可能不一样，供应商

开票习惯可能不一样，中国常见是

将很多项目统一在一张发票内，国

外可能是一个项目就开一张发票…

…共享服务中心根据这些特点的不

同做一些相应的平衡。对于税务筹

划等岗位是没法简单当下去按业务

量量化的，朱朝辉的建议是可以结

合工作产生的效益等去考量。

        在采访的过程里，朱朝辉一直

都非常谦虚，作为在财务共享服务

中心里持续工作十余年的管理者，

她已具有 2 家著名企业共享服务中

心建立的经验可谓是财务共享方面

的实践专家，她愿意分享有关共享

服务中心方面的内容给到其他在这

过程中踌躇的管理者们，在此向她

表示深深的感谢。

        采访后不久，获悉 K 公司又再

次获得陶朱奖——外包 / 财务共享

服务中心的最佳实践奖，这是外界

对朱朝辉和她的团队过去工作的肯

定，也是 K 公司作为共享标杆参考

之一的见证。伴随 K 公司在中国市

场的拓展，安越相信 K 公司的财务

共享中心能够给公司更大程度的支

持，财务共享作为财务管理转型中

企业的重要举措之一，未来会在规

模化的企业里越来越普及，安越将

继续密切关注财务共享的标杆企业

未来的发展，并进一步总结、分享

共享服务中心的管理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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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客户经理可能要对很多很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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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作为长期的专业在企业内部服

务，对企业了解更深，所以对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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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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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学习与收
获吸引人才

能够进一步开拓眼界，可

以看到多种不同类型的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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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地区的人打交道，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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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朝辉，中欧国际 EMBA，现任 K 公司（中国）投资有

限公司亚太区财务总监，负责其亚太区财务共享中心管理，

提供诸如资金管控、税务合规与筹划、保险、财务报告、

信用控制、应付账款、员工薪资与报销等核心功能。其在

SAP 实施、财务共享服务、公司财务管理领域具有丰富的

实践经验，曾任亚什兰任中国区财务总监，并在早期加入

柯达公司，为全球共享服务亚太区中心服务 10 年，经历其

建立、实施全部过程。

      其次 K 公司共享服务中心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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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人才的优势之一。在这里，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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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吸引。

       第三在共享服务中心里专人专

岗，能够有足够的精力深入并更好

地产生工作效果。以税务共享为例，

共享税务类似于在共享中心搭建一

个税务专家的平台，由这些专家来

负责相关区域、相关领域的税务政

策。K 公司亚太区一共有 5 位同事

负责税务共享，人员的素质和效率

都很高。这个税务的服务模式有点

类似外面的税务事务所，事务所里

一个客户经理可能要对很多很多客

户，共享服务中心类似这样的模式，

只是作为长期的专业在企业内部服

务，对企业了解更深，所以对于原

来这些税务机构、咨询机构高强度、

大范围的工作方式，这里相较更集

中，专注，无须重新了解客户，因

为客户主要是企业内部客户。

内部培养

       首先 K 公司内部有交流和学习

的网络，有定期的培训，整个亚太

区的财务人员每年有一次亚太区的

财务会议，这样的目的为了让平时

多以电话、电脑联系的多方，通过

这样的方式每年大家见一次面会有

利于沟通与了解。

内部培养

服务人员有一部分人是从

外部招进来的税务专业，

也有同事是从内部提升上

来，通过内部轮岗的方式，

只要有意愿结合自身的努

力以及学习，K 公司愿意

给这样的机会

      其次 K 公司共享服务中心内部

会做很多跨职能知识分享，每一个

职能里能手级的人物会定期做一些

分享，例如讲座，同时欢迎其他职

能同事旁听。因为外资公司通常分

工很细，这样一方面让员工在分工

很细的公司可以看到其他领域，扩

展视野，另外也让他知道自己对哪

些工作感兴趣，可以去申请一些轮

岗的机会，对未来的职业规划以及

工作方向确定比较有利。

       第三，提供内部转换岗位职能

的机会。对于内部服务的客户可以

通过轮岗最后选择至财务共享中心

工作。继续以税务共享为例，这部

分服务人员有一部分人是从外部招

进来的税务专业，也有同事是从内

部提升上来，通过内部轮岗的方式，

只要有意愿结合自身的努力以及学

习，K 公司愿意给这样的机会，比

如一位工厂的财务经理，他有意愿

朝税务这个专业方向去发展，通过

轮岗发现能够胜任，就非常欢迎他

加入共享服务中心的团队来。

共享服务中心的考核

        关于 K 公司共享服务中心的管

理，总要求是效率提升、加强控制。

成本控制是共享服务中心一个主要

的目标，但是往往短期看不到，长

期来讲企业成本肯定是下降的，其

中当然包括人工成本，尤其是共享

服务中心的人员成本本身就是主要

的成本。对于朱朝辉来说，控制人

力成本的方法是人员人数增长的趋

势与业务增长趋势相同，但人数增

长是低于业务增长的，如果总体业

务增长是 10%，共享服务中心人数

增长不会超过 5%，一直是维持较

低的增长。

      对于共享中心人员的考核必然

涉及到量化，往往有些工作很难量

化。朱朝辉的方式是客观的以系统

里的数据为准，所以要做好系统数

据的合理性和准确性。因为这些数

据一方面作为对员工的考核，一方

面也是共享服务中心对内部客户收

取费用的标准。通过系统给出工作

量的相关报告，每个人员处理的工

作量都有记录。在设计系统标准时，

必须要考虑到每个国家、上下游供

应商的习惯与要求。以发票处理为

例，不同国家处理一张单据的时间

不同，检查项可能不一样，供应商

开票习惯可能不一样，中国常见是

将很多项目统一在一张发票内，国

外可能是一个项目就开一张发票…

…共享服务中心根据这些特点的不

同做一些相应的平衡。对于税务筹

划等岗位是没法简单当下去按业务

量量化的，朱朝辉的建议是可以结

合工作产生的效益等去考量。

        在采访的过程里，朱朝辉一直

都非常谦虚，作为在财务共享服务

中心里持续工作十余年的管理者，

她已具有 2 家著名企业共享服务中

心建立的经验可谓是财务共享方面

的实践专家，她愿意分享有关共享

服务中心方面的内容给到其他在这

过程中踌躇的管理者们，在此向她

表示深深的感谢。

        采访后不久，获悉 K 公司又再

次获得陶朱奖——外包 / 财务共享

服务中心的最佳实践奖，这是外界

对朱朝辉和她的团队过去工作的肯

定，也是 K 公司作为共享标杆参考

之一的见证。伴随 K 公司在中国市

场的拓展，安越相信 K 公司的财务

共享中心能够给公司更大程度的支

持，财务共享作为财务管理转型中

企业的重要举措之一，未来会在规

模化的企业里越来越普及，安越将

继续密切关注财务共享的标杆企业

未来的发展，并进一步总结、分享

共享服务中心的管理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