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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

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标准起草单位：北京首冠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北京财贸职业学院、浙

江金融职业学院、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浙江商业职

业技术学院、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山西省财政税务

专科学校、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河南经贸职业学院、重庆财经职业学院、安

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江西财经职业学院、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陕西财经

职业技术学院、四川商务职业学院、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海南经贸职业技术

学院、济南职业学院、日照职业技术学院、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辽宁经济职

业技术学院、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中国中煤能源集团

有限公司、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大账房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广播电

视总台、中国国家电力科学研究院、中船重工713所、华润置地（苏州）实业有

限公司、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杜海霞、肖汉峰、王忠孝、杨则文、程淮中、李传双、

王茜、黄丽萍、段全虎、刘正兵、王景香、程继爽、董萍萍、刘彧、张艺博、周

阅、丁增稳、苏毅、陈倩媚、李启明、刘能良、王伯平、凌守兴、刘晓静、林晓

梅、任翔燕、徐栋、宋建涛、张会丽、孙义、黄菊英、李增欣、阚振芳、龚亚军、

姚晨、王弓益、赵金鹏、严伟滔。

http://www.jscjxy.cn/2014/0711/c36a22614/p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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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本标准的知识产权归属于北京首冠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未经北京

首冠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同意，不得印刷、销售。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大数据财务分析职业技能等级对应的工作领域、工作任务及职

业技能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大数据财务分析职业技能培训、考核与评价，相关用人单位的

人员聘用、培训与考核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

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全国人大常委会

《企业会计准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会计基础工作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会计档案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国家档案局

《企业会计信息化工作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管理会计基本指引》及相关应用指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企业财务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GB/T 19581-2004 会计核算软件数据接口

GB/T 12991.1-2008 数据库语言SQL 第1部分：框架

GB/T 19024-2008 实现财务和经济效益的指南

GB/T 24589-2010 会计核算软件数据接口（共四部分）

GB/T 32180-2015 企业资源计划软件数据接口（共六部分）

GB/T 35274-2017 大数据服务安全能力要求

GB/T 35295-2017 大数据术语

GB/T 35589-2017 大数据技术参考模型

GB/T 37721-2019 大数据分析系统功能要求

GB/T 37722-2019 大数据存储与处理系统功能要求

GB/T 37973-2019 大数据安全管理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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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35295-2017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大数据 big data

具有体量巨大、来源多样、生成极快且多变等特征，并且难以用传统数据体

系结构有效处理的包含大量数据集的数据。

注：国际上，大数据的4个特征普遍不加修饰地直接用volume、variety、velocity

和 variability 予以表述，并分别赋予了它们在大数据语境下的定义。

a) 体量 volume：构成大数据的数据集的规模。

b) 多样性 variety：数据可能来自多个数据仓库、数据领域或多种数据类

型。

c) 速度 velocity：单位时间的数据流量。

d) 多变性 variability：大数据其他特征，即体量、速度和多样性等特征

都处于多变状态。

[GB/T 35295-2017，定义02.01.01]

3.2 数据 data

信息的可再解释的形式化表示，以适用于通信、解释或处理。

注：可以通过人工或自动手段处理数据。

[GB/T 5271.1-2000，定义01.01.02]

3.3 元数据 metadata

关于数据或数据元素的数据（可能包括其数据描述），以及关于数据拥有权、

存取路径、访问权和数据易变性的数据。

[GB/T 5271.17-2010，定义17.06.05]

3.4 结构化数据 structured data

一种数据表示形式，按此种形式，由数据元素汇集而成的每个记录的结构都

是一致的，并且可以使用关系模型予以有效描述。

[GB/T 35295-2017，定义02.02.13]

3.5 非结构化数据 unstructured data

不具有预定义模型或未以预定义方式组织的数据。

[GB/T 35295-2017，定义02.01.25]

3.6 大数据生存周期模型 lifecycle model for bi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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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描述大数据的“数据—信息—知识—价值”生存周期和指导大数据相

关活动的模型；这些活动主要以收集、准备、分析和行动等阶段覆盖。

几个阶段的主要活动如下：

a) 收集阶段：采集原始数据并按原始数据形式存储；

b) 准备阶段：将原始数据转化为干净的、有组织的信息；

c) 分析阶段：利用有组织的信息产生合成的知识；

d) 行动阶段：运用合成的知识为组织生成价值。

[GB/T 35295-2017，定义02.01.26]

3.7 数据处理 data processing

数据操作的系统执行。

注：术语“数据处理”不能用作“信息处理”的同义词。

[GB/T 5271.1-2000，定义01.01.06]

3.8数据管理 data management

在数据处理系统中，提供对数据的访问，执行或监视数据的存储，以及控制

输入输出操作等功能。

[GB/T 5271.1-2000，定义 01.08.02]

3.9 关系数据库 relational database

数据按关系模型来组织的数据库。

[GB/T 5271.17-2010，定义17.04.05]

3.10 查询语言 query language

一种供用户对数据库中的数据进行检索并可能加以修改的数据操纵语言。

例：结构化查询语言（SQL）

[GB/T 5271.17-2010，定义17.07.09]

3.11 分析 analytics

根据信息合成知识的过程。

[GB/T 35295-2017，定义02.01.48]

3.12财务分析 financial analytics

以会计核算资料及其他相关资料为依据，采用一系列专门的分析技术和方法，

对企业等经济组织过去和现在有关筹资活动、投资活动、经营活动、分配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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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偿债能力和发展能力状况等进行分析与评价的经济管理活

动。它是为企业的投资者、债权人、经营者及其他关心企业的组织或个人了解企

业过去、评价企业现状、预测企业未来做出正确决策提供准确的信息或依据的一

项业务工作。

3.13 大数据财务分析 big data financial analytics

对组织内外部规模巨大的财务相关数据（除财务数据和结构化数据之外，也

包括大量的非财务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进行收集、准备、分析、行动的一套专

门技术和方法，是会计学科和信息学科跨界融合的产物。

4 适用院校专业

4.1 参照原版专业目录

中等职业学校：会计、会计电算化、金融事务、统计事务、计算机应用、软

件与信息服务等专业。

高等职业学校：会计、财务管理、审计、资产评估与管理、会计信息管理、

财政、税务、金融管理、国际金融、信用管理、信息统计与分析、统计与会计核

算、经济信息管理、工商企业管理、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物流金融管理、计算

机应用技术、计算机信息管理、软件与信息服务、大数据技术与应用等专业。

应用型本科学校：会计学、财务管理、审计学、资产评估、财务会计教育、

财政学、税收学、金融学、金融数学、计算金融、信用管理、统计学、应用统计

学、经济统计学、工商管理、信息资源管理、管理科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信息与计算科学、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大数据管理与应用、数据计算及应用

等。

4.2 参照新版职业教育专业目录

中等职业学校：会计事务、纳税事务、金融事务、统计事务、电子商务、计

算机应用、大数据技术应用、软件与信息服务等专业。

高等职业学校：大数据与财务管理、大数据与会计、大数据与审计、会计信

息管理、财税大数据应用、资产评估与管理、金融服务与管理、金融科技应用、

信用管理、财富管理、国际金融、农村金融、统计与大数据分析、统计与会计核

算、市场调查与统计分析、工商企业管理、电子商务、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计

算机应用技术、软件技术、大数据技术等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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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型本科学校：会计学、财务管理、审计学、资产评估、财务会计教育、

财政学、税收学、金融学、金融数学、计算金融、信用管理、统计学、应用统计

学、经济统计学、工商管理、信息资源管理、管理科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信息与计算科学、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大数据管理与应用、数据计算及应用

等。

高等职业教育本科学校：大数据与财务管理、大数据与会计、大数据与审计、

财税大数据应用、金融管理、金融科技应用、信用管理、企业数字化管理、电子

商务、大数据工程技术、计算机应用工程。

5 面向职业岗位（群）

大数据财务分析主要面向企业、专业服务机构、财务及业务基层运营及经营

管理岗位人员，主要负责报表生成、需求分析、信息收集、数据整理、报表分析、

经营分析、业务财务、财务规划、预算绩效、决策支持、战略分析、风险管理、

数据策略等岗位的工作。

6 职业技能要求

6.1 职业技能等级划分

大数据财务分析职业技能等级分为三个等级：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

依次递进，高级别涵盖低级别职业技能要求。

【大数据财务分析】（初级）：初步掌握大数据思维，具备运用基础数据技

能在财务及相关业务工作中从事数据初始准备、数据收集整理、数据处理工具选

择、可视化设计、财务应用场景辨识及财务报表比率指标计算与分析的能力，并

具备大数据及财务基本职业操守。

【大数据财务分析】（中级）：掌握大数据思维，具备在工作中提出财务与

业务数据需求，并运用相关专业工具进行数据准备、清理与处理、建模与分析以

及可视化呈现的能力，具备运用大数据平台工具完成经营分析的能力，能够进行

财务及运营业务数据的预测。

【大数据财务分析】（高级）：熟练运用大数据思维，具备运用数据分析工

具与方法融合财务专业技能进行企业战略分析、经营决策、投融资决策、经营及

财务风险预警的能力，能通过运用经典模型进行数据挖掘与预测，为经营管理层

提供决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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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职业技能等级要求描述

表 1 大数据财务分析职业技能等级要求（初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大数据技

术应用

1.1 数据类型识

别

1.1.1 了解大数据特征。

1.1.2 能够根据业务及财务需求，识别数据结

构类型。

1.1.3 能够根据业务及财务需求，选择数据分

析方法。

1.1.4 熟悉《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相

关法规，具备防止数据泄漏、维护数据安全的

意识 。

1.2 大数据思

维构建

1.2.1 基于定量思维，完成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1.2.2 基于相关性思维，分析与建立数据间的

内在联系。

1.2.3 基于分类思维，识别和聚焦问题，实现

数据的精细化管理。

1.2.4 了解统计数据的关联分析方法。

1.3 大数据工

具应用

1.3.1 掌握大数据技术工具的基本架构及逻

辑。

1.3.2 掌握大数据处理的业务流程

1.3.3 能够依据业务需求，对目标数据进行采

集、并保证采集数据的准确性、完整性和真实

性等。

1.3.4 能够依据业务需求，对数据进行分析与

处理，并保证分析的合理性与逻辑性等。

2.数据收集

2.1 宏观环境信

息收集

2.1.1 能辨析宏观环境信息（政治、经济、文

化、技术）的主要来源渠道。

2.1.2 能基于信息收集目标，选择适当的信息

采集渠道。

2.1.3 利用大数据采集技术工具完成宏观环境

相关信息的采集。

2.1.4 能够在大数据财务分析平台上完成宏观

环境信息的分类整理及汇总。

2.2 行业信息

收集

2.2.1 能辨析行业环境信息的主要来源渠道。

2.2.2 能基于信息收集目标，选择适当的信息

采集渠道（行业研报等）。

2.2.3 利用大数据采集技术工具完成行业环境

信息的采集。

2.2.4 能够在大数据财务分析平台上完成行业

信息的分类整理及汇总。

2.3 企业内部信 2.3.1 能辨别企业内部相关信息系统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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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收集 2.3.2 能构建企业内部系统间的逻辑联系。

2.3.3 能够收集并获取企业内部业务系统数

据。

2.3.4 能够独立完成企业内部系统数据的导

入、导出等工作。

3.数据处理

3.1 数据清洗

3.1.1 具备数据清洗理论基础，理解数据清洗

的目的。

3.1.2 能够识别元数据中异常数据，发现数据

中存在的问题。

3.1.3 能够利用数据清洗的基本方法剔除异常

数据。

3.1.4 能够利用去重、去空、缺值补充等方法

进行数据清洗。

3.2 数据格式

转换

3.2.1 掌握基本数据类型及特征。

3.2.2 掌握数据格式转换工作流程

3.2.3 掌握大数据财务分析系统中数据格式转

换的操作方法。

3.2.4 能够发现并识别需要进行格式转换的财

务及业务数据，并将数据准确转换成目标格

式。

3.3 数据加工

处理

3.3.1 掌握数据加工的操作方法。

3.3.2 能在大数据财务分析平台上，对财务及

业务数据基于不同维度进行分类整理。

3.3.3 掌握数据聚合的基本内容及操作方法，

能够进行数据聚合加工。

3.3.4 掌握数据筛选的操作方法，能够根据分

析内容进行数据筛选。

3.4 数据存储

3.4.1 了解数据存储的基本概念。

3.4.2 了解关系型数据库及非关系型数据库。

3.4.3 掌握各类数据文件存储格式，并能使用

相关技术将数据保存成不同类型文件。

3.4.4 能够将清理、加工的中间数据存储到目

标数据库或数据表。

4.数据建模

及可视化

4.1 数据建模

4.1.1 掌握财务数据建模的基本流程。

4.1.2 能够确定事实表与维度表的内容及关联

关系。

4.1.3 能够确定财务与业务相关的分析维度及

指标。

4.1.4 能够在大数据财务分析平台上完成财务

数据关系建模。

4.2 数据可视

化图形设计

4.2.1 了解数据可视化工具平台。

4.2.2 掌握数据可视化的操作方法。

4.2.3 能够根据财务分析指标确定数据分析的

图形类别,初步识别指标的变化趋势及异常波



9

动。

4.2.4 完成财务报表层面分析指标的图形绘

制。

4.3 可视化报表

设计

4.3.1 了解可视化报表设计原则。

4.3.2 掌握可视化仪表板设计布局操作,能够

将可视化图形进行整体布局排列。

4.3.3 能够利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分析财务及业

务数据。

4.3.4 能够使用数据可视化技术工具完成简单

财务分析报告的制作。

5.大数据财

务报表分析

5.1 盈利能力分

析

5.1.1 能够选定盈利能力分析指标，包括资产

运营效率与收益率等指标。

5.1.2 能够与同行企业（标杆企业）进行盈利

能力对比分析、趋势分析。

5.1.3 能够对盈利能力进行简单预测分析。

5.1.4 能够完成财务报表层面盈利能力分析的

可视化报告。

5.2 财务风险控

制能力分析

5.2.1 能够选定财务风险控制能力分析指标。

5.2.2 能够与同行企业（标杆企业）进行财务

风险控制能力对比分析、趋势分析。

5.2.3 能够对财务风险控制能力进行简单预测

分析。

5.2.4 能够完成财务报表层面财务风险控制能

力分析的可视化报告。

5.3 发展能力分

析

5.3.1 能够选定发展能力分析指标。

5.3.2 能够与同行企业（标杆企业）进行发展

能力对比分析、趋势分析。

5.3.3 能够对发展能力进行简单预测分析。

5.3.4 能够完成财务报表层面发展能力分析的

可视化报告。

表 2 大数据财务分析职业技能等级要求（中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数据准备

与处理

1.1 关系型数据

库的应用

1.1.1 理解关系型数据库的数据关系及概念。

1.1.2 掌握数据库的基本概念及架构，并能够

将采集到的数据存储到关系型数据库。

1.1.3 掌握标准 SQL 语句的编写规则。

1.1.4 完成数据库的数据存取。

1.2 非关系型数

据库的应用

1.2.1 理解非关系型数据库的数据关系及概

念。

1.2.2 掌握非关系型数据库的基本概念及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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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并能够将采集到的数据存储到非关系型数

据库。

1.2.3 掌握非关系型数据库语句编写规范。

1.2.4 完成非关系型数据库的数据存取。

1.3 算法模型选

择

1.3.1 了解大数据财务分析常用的算法模型，

包括：移动平均法、回归分析法、决策树、聚

类分析、支持向量机等。

1.3.2 能够基于分析目标，确定分析的算法模

型。

1.3.3 能够利用大数据财务分析平台，进行算

法模型训练。

1.3.4 能够基于选定模型，完成简单的财务分

析预测。

2企业财务

能力分析与

预测

2.1 盈利能力分

析

2.1.1 基于大数据财务分析平台，分析外部环

境对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

2.1.2 基于大数据财务分析平台，利用净资产

收益率、毛利率、成本费用率、资产周转率等

指标，对盈利能力进行多维度分析 。

2.1.3 识别盈利能力指标异常波动，并进行动

因分析。

2.1.4 利用大数据等技术工具，对盈利能力进

行前景预测分析。

2.1.5 完成盈利能力的可视化分析报告。

2.2 财务风险控

制能力分析

2.2.1 基于大数据财务分析平台，分析外部环

境对企业财务风险控制能力的影响。

2.2.2 基于大数据财务分析平台，利用流动比

率、现金利息保障倍数、资产负债率、财务杠

杆系数等指标，对财务风险控制能力进行多维

度分析。

2.2.3 识别财务风险控制能力指标异常波动，

并进行动因分析。

2.2.4 利用大数据等技术工具，对财务风险控

制能力进行前景预测分析。

2.2.5 完成财务风险控制能力的可视化分析报

告。

2.3 发展能力分

析

2.3.1 基于大数据财务分析平台，分析外部环

境对企业发展能力的影响。

2.3.2 基于大数据财务分析平台，利用主营业

务增长率、净利润增长率等指标，对发展能力

进行多维度分析。

2.3.3 能够识别发展能力指标异常波动，并进

行动因分析。

2.3.4 能够利用大数据等技术工具，对发展能

力进行前景预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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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完成发展能力的可视化分析报告。

3.产品运营

大数据分析

3.1 产品运营数

据收集

3.1.1 能够利用大数据等技术工具，进行产品

运营数据收集，包括政策法规、客户、渠道数

据等。

3.1.2 能够利用大数据等技术工具，对产品运

营数据按照品种、销售额、客户、渠道等维度

进行分类整理。

3.1.3 能够利用大数据财务分析平台，对分类

后的产品运营数据进行数据清洗

3.1.4 能够利用大数据财务分析平台，对清洗

后的产品运营数据进行数据整理。

3.2 产品运营

数据分析

3.2.1 基于大数据财务分析平台，按照品种、

销售额、渠道、回款方式等产品运营指标进行

多维度分析。

3.2.2 能够识别产品运营指标异常波动，并进

行动因分析。

3.2.3 能够根据指标波动成因给出相关运营改

进建议。

3.2.4 能够利用大数据技术工具进行数据挖掘

预测，对产品运营指标进行预测分析。

3.3 产品运营

分析可视化设

计

3.3.1 能够利用大数据财务分析平台，根据产

品运营分析指标进行数据建模。

3.3.2 能够选择合适图形实现产品运营分析指

标等数据可视化。

3.3.3 能够将产品运营分析指标图形进行设计

布局。

3.3.4 完成产品运营分析整体可视化报告。

4.供应链大

数据分析

4.1 供应链数

据收集

4.1.1 能够利用大数据工具进行供应链数据收

集与整理，包括政策法规 、渠道数据等。

4.1.2 能够利用大数据等技术工具，按照原材

料品种、供应商、渠道等维度进行数据分类整

理。

4.1.3 能够利用大数据财务分析平台，对分类

后的供应链数据进行数据清洗。

4.1.4 能够利用大数据财务分析平台，对供应

链相关指标进行逻辑关系的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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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供应链数

据分析

4.2.1 基于大数据财务分析平台，按照生产规

模、采购成本、生产成本、原材料库存水平等

供应链相关指标进行多维度分析。

4.2.2 能够识别供应链相关指标异常波动，并

进行动因分析。

4.2.3 能够根据指标波动成因给出相关供应链

改进建议。

4.2.4 能够利用大数据技术工具进行数据挖掘

预测，对供应链相关指标进行预测分析。

4.3 供应链分

析可视化设计

4.3.1 能够利用大数据财务分析平台，根据供

应链相关分析指标进行数据建模。

4.3.2 能够选择合适图形进行供应链相关指标

数据的可视化。

4.3.3 能够将供应链分析指标图形进行设计布

局。

4.3.4 完成产品供应链分析整体可视化报告。

5.投资大数

据分析

5.1 投资数据

收集

5.1.1 能够利用大数据工具进行投资数据收集

与整理，包括政策法规 、被投资企业数据等。

5.1.2 能够利用大数据工具，按照被投资企业、

投资规模、投资方式等维度进行数据分类。

5.1.3 能够利用大数据财务分析平台，对分类

后的投资数据进行数据清洗

5.1.3 能够利用大数据财务分析平台，完成对

投资相关指标进行逻辑关系的数据整理。

5.2 投资数据

分析

5.2.1 基于大数据财务分析平台，进行投资相

关指标多维度分析。

5.2.2 能够识别投资相关指标异常波动，并进

行动因分析。

5.2.3 能够根据指标波动成因给出相关投资改

进建议。

5.2.4 能够利用大数据技术工具进行投资数据

挖掘预测，对投资相关指标进行预测分析。

5.3 投资分析

可视化设计

5.3.1 能够利用大数据财务分析平台，根据投

资相关分析指标进行数据建模。

5.3.2 能够选择合适图形进行投资相关指标数

据的可视化。

5.3.3 能够将投资分析指标图形进行设计布

局。

5.3.4 完成投资分析整体可视化报告。

6.运营支持

模块分析

6.1 运营支持模

块数据收集

6.1.1 能够利用大数据工具进行管理费用等运

营支持模块指标相关数据收集。

6.1.2 能够利用大数据工具，按照运营支持的

相关维度进行数据分类。

6.1.3 能够利用大数据财务分析平台，对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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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运营支持数据进行数据清洗。

6.1.4 能够利用大数据财务分析平台，对管理

费用等运营支持模块指标进行逻辑关系的数

据整理。

6.2 运营支持模

块指标分析

6.2.1 基于大数据财务分析平台，进行管理费

用等运营支持模块指标多维度分析。

6.2.2 能够识别管理费用等运营支持模块指标

异常波动，并进行动因分析。

6.2.3 能够根据指标波动成因给出相关改进建

议。

6.2.4 能够利用大数据技术工具进行数据挖掘

预测，对管理费用等运营支持模块指标进行预

测分析。

6.3 运营支持模

块分析可视化

设计

6.3.1 能够利用大数据财务分析平台，根据管

理费用等运营支持模块指标进行数据建模。

6.3.2 能够选择合适图形进行管理费用等运营

支持模块指标数据的可视化。

6.3.3 能够将管理费用等运营支持模块指标图

形进行设计布局

6.3.4 完成运营支持模块分析整体可视化报

告。

表 3 大数据财务分析职业技能等级要求（高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 大数据决策

工具选择

1.1 大数据挖掘

与预测

1.1.1 掌握大数据挖掘与预测常用的算法

1.1.2 理解 A/B 测试的基本概念，能够利用大

数据财务分析平台，进行数据 A/B 测试。

1.1.3 理解决策树的基本概念，能够利用大数

据财务分析平台，进行决策树相关预测。

1.1.4 理解 k均值聚类算法的基本概念，能够

利用大数据财务分析平台，进行 k均值聚类算

法相关分析。

1.2 管理决策工

具选择

1.2.1 建立资金时间价值和风险价值观念。

1.2.2 理解并掌握成本习性分析、变动成本

法、本量利分析、贡献毛益法、差量分析、成

本无差异分析等基本决策方法。

1.2.3 掌握将结构化数据进行分析的方法；

1.2.4 掌握非结构化数据进行分析的基本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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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大数据决策

工具操作

1.3.1 理解大数据财务分析平台算法逻辑。

1.3.2 掌握大数据处理技术中，挖掘预测的基

本流程。

1.3.3 掌握通过数据集建立模型和训练模型

的方法，能够选定适当的算法模型进行挖掘预

测。

1.3.4 能够利用大数据财务分析平台，选择并

应用适当的管理决策工具给出决策建议。

2.企业战略分

析

2.1 战略数据采

集与整理

2.1.1 能够根据分析需求确定战略信息收集

目标。

2.1.2 能够基于战略数据收集目标，选定信息

渠道。

2.1.3 能够利用大数据技术工具完成战略相

关信息的采集。

2.1.4 能够完成战略相关数据的信息分类整

理与校验。

2.2 战略数据分

析

2.2.1 能够选择适当的方法及工具，完成竞争

战略分析。

2.2.2 能够选择适当的方法及工具，完成收入

模式分析。

2.2.3 能够选择适当的方法及工具，完成宏观

政策影响分析。

2.2.4 能够选择适当的方法及工具，完成战略

策略分析。

2.3 战略数据建

模与可视化设

计

2.3.1 能够根据战略相关数据集进行模型选

择。

2.3.2 能够训练战略数据模型，并进行战略预

测。

2.3.3 能够利用大数据工具完成产业链可视

化分析

2.3.4 能够根据战略数据和相关模型，完成商

业模式可视化分析。

3.大数据销售

决策

3.1 定价决策

3.1.1 能够利用大数据技术工具，收集与定价

决策相关的宏观环境、行业环境以及企业内部

信息。

3.1.2 能够基于大数据财务分析平台，分析影

响定价决策的现实因素与潜在因素。

3.1.3 能够选择适当的模型进行定价决策。

3.1.4 拟合定价决策模型，形成决策方案。

3.2 销售规模决

策

3.2.1 能够利用大数据技术工具，收集与销售

规模决策相关的宏观环境、行业环境以及企业

内部信息。

3.2.2 能够基于大数据财务分析平台，分析影

响销售规模决策的现实因素与潜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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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能够选择适当的模型进行销售规模决

策。

3.2.4 拟合销售规模决策模型，形成决策方

案。

3.3 特殊订单决

策

3.3.1 能够利用大数据技术工具，收集与特殊

订单决策相关的宏观环境、行业环境以及企业

内部信息。

3.3.2 能够基于大数据财务分析平台，分析影

响特殊订单决策的现实因素与潜在因素。

3.3.3 能够选择适当的模型进行特殊订单决

策。

3.3.4 拟合特殊订单决策模型，形成决策方

案。

3.4 信用政策决

策

3.4.1 能够利用大数据技术工具，收集与信用

政策决策相关的宏观环境、行业环境以及企业

内部信息。

3.4.2 能够基于大数据财务分析平台，分析影

响信用政策决策的现实因素与潜在因素。

3.4.3 能够选择适当的模型进行信用政策决

策。

3.4.4 拟合信用政策决策模型，形成决策方

案。

4.大数据生产

决策

4.1 生产品种决

策

4.1.1 能够利用大数据技术工具，收集与生产

品种决策相关的宏观环境、行业环境以及企业

内部信息。

4.1.2 能够基于大数据财务分析平台，分析影

响生产品种决策的现实因素与潜在因素。

4.1.3 能够选择适当的模型进行生产品种决

策。

4.1.4 拟合生产品种决策模型，形成决策方

案。

4.2 生产规模决

策

4.2.1 能够利用大数据技术工具，收集与生产

规模决策相关的宏观环境、行业环境以及企业

内部信息。

4.2.2 能够基于大数据财务分析平台，分析影

响生产规模决策的现实因素与潜在因素。

4.2.3 能够选择适当的模型进行生产规模决

策。

4.2.4 拟合生产规模决策模型，形成决策方

案。

4.3 零部件自制

或外购决策

4.3.1 能够利用大数据技术工具，收集与零部

件自制或外购决策相关的宏观环境、行业环境

以及企业内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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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能够基于大数据财务分析平台，分析影

响零部件自制或外购决策的现实因素与潜在

因素。

4.3.3 能够选择适当的模型进行零部件自制

或外购决策。

4.3.4 拟合零部件自制或外购决策模型，形成

决策方案。

4.4 半成品、联

产品深加工决

策

4.4.1 能够利用大数据技术工具，收集与半成

品、联产品深加工决策相关的宏观环境、行业

环境以及企业内部信息。

4.4.2 能够基于大数据财务分析平台，分析影

响半成品、联产品深加工决策的现实因素与潜

在因素。

4.4.3 能够选择适当的模型进行半成品、联产

品深加工决策。

4.4.4 拟合半成品、联产品深加工决策模型，

形成决策方案。

5.大数据采购

决策

5.1 采购品种决

策

5.1.1 能够利用大数据技术工具，收集与采购

品种决策相关的宏观环境、行业环境以及企业

内部信息。

5.1.2 能够基于大数据财务分析平台，分析影

响采购品种决策的现实因素与潜在因素。

5.1.3 能够选择适当的模型进行采购品种决

策。

5.1.4 拟合采购品种决策模型，形成决策方

案。

5.2 存货最佳采

购批量决策

5.2.1 能够利用大数据技术工具，收集与采购

批量决策相关的宏观环境、行业环境以及企业

内部信息。

5.2.2 能够基于大数据财务分析平台，分析影

响采购批量决策的现实因素与潜在因素。

5.2.3 能够选择适当的模型进行存货最佳采

购批量决策。

5.2.4 拟合采购批量决策模型，形成决策方

案。

5.3 仓库自建/

租用决策

5.3.1 能够利用大数据技术工具，收集与仓库

（自建/租用）决策相关的宏观环境、行业环

境以及企业内部信息。

5.3.2 能够基于大数据财务分析平台，分析影

响仓库（自建/租用）决策的现实因素与潜在

因素。

5.3.3 能够选择适当的模型进行仓库（自建/

租用）决策。

5.3.4 拟合仓库（自建/租用）决策模型，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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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决策方案。

5.4 付款决策

5.4.1 能够利用大数据技术工具，收集与付款

决策相关的宏观环境、行业环境以及企业内部

信息。

5.4.2 能够基于大数据财务分析平台，分析影

响付款决策的现实因素与潜在因素。

5.4.3 能够选择适当的模型进行付款决策。

5.4.4 拟合付款决策模型，形成决策方案。

6.大数据投融

资决策

6.1 项目投资决

策

6.1.1 能够利用大数据技术工具，收集与项目

投资决策相关的宏观环境、行业环境以及企业

内部信息。

6.1.2 能够基于大数据财务分析平台，分析影

响项目投资决策的现实因素与潜在因素。

6.1.3 能够选择适当的模型进行项目投资决

策。

6.1.4 拟合项目投资决策模型，形成决策方

案。

6.2 融资规模决

策

6.2.1 能够利用大数据技术工具，收集与融资

规模决策相关的宏观环境、行业环境以及企业

内部信息。

6.2.2 能够基于大数据财务分析平台，分析影

响融资规模决策的现实因素与潜在因素。

6.2.3 能够选择适当的模型进行融资规模决

策。

6.2.4 拟合融资规模决策模型，形成决策方

案。

6.3 融资方式决

策

6.3.1 能够利用大数据技术工具，收集与决策

相关的宏观环境、行业环境以及企业内部信

息。

6.3.2 能够基于大数据财务分析平台，分析影

响融资方式决策的现实因素与潜在因素。

6.3.3 能够选择适当的模型进行融资方式决

策。

6.3.4 拟合融资方式决策模型，形成决策方

案。

7.大数据风险

预警

7.1 大数据经营

风险预警

7.1.1 能够利用大数据技术工具，收集与经营

风险相关的宏观环境、行业环境以及企业内部

信息。

7.1.2 能够基于大数据财务分析平台，分析影

响经营风险的现实因素与潜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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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能够选择适当的模型进行大数据经营

风险预警。

7.1.4 拟合经营风险模型，形成预警机制。

7.2 大数据财务

风险预警

7.2.1 能够利用大数据技术工具，收集与财务

风险相关的宏观环境、行业环境以及企业内部

信息。

7.2.2 能够基于大数据财务分析平台，分析影

响财务风险的现实因素与潜在因素。

7.2.3 能够选择适当的模型进行大数据财务

风险预警。

7.2.4 拟合财务风险模型，形成预警机制。

7.3 大数据复合

风险预警

7.3.1 能够利用大数据技术工具，收集与企业

整体风险相关的宏观环境、行业环境以及企业

内部信息。

7.3.2 能够基于大数据财务分析平台，分析影

响复合风险的现实因素与潜在因素。

7.3.3 能够选择适当的模型进行大数据复合

风险预警。

7.3.4 拟合复合风险模型，形成预警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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