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金流可视性指数白皮书 – 中国

亚太地区公司和交易银行业务的现金管理机遇

Visa 商务解决方案



在 Visa 商务解决方案于 2015 年初成功推出 Visa 现金流可视

性指数（CFVI）之后，East & Partners Asia（E&P）又负责为 

Visa 进行了第二轮年度指数研究，得出本研究报告。本研究报

告的主要研究结果是关于中国*的。该指数表明该地区十大市

场的众多亚洲公司在实现最大现金可视性和实时支付目标方

面还有一些差距。手工流程的现象仍然很普遍，甚至达到令人

惊讶的程度，譬如，收入排名前百大的中国公司在企业应付账

款/应收账款工作上使用的员工人数平均为 233 人。 

自推出 CFVI 一年多来，全球经济前景并没有好转。能源价格

自2014 年中期起稳步下跌 – 其他许多大宗商品的价格亦是如

此 – 对于大部分国家来说，这充其量也只能算是喜忧参半的

情形。这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收益，迫使成本缩减，并使石油/天

然气和矿产等行业的公司削减投资计划。与此同时，其他行业

的预期总体经济效益和公司收益增长都低于预期。投资者也

紧张不安；去年夏季中国股票市场两度大幅下跌和 2016 年年

初几天再次下跌就证明了这一点。

在这一背景之下，亚洲开发银行预测亚洲今年的 GDP 增长为

5.7%；略低于 2015 年所达到的 5.9% 增长率，基本上反映了 

中国增长率进一步放缓到 6.5% 的预期。这可能会使中国公司

在投资新技术和系统自动化方面会更加谨慎，同时也使提升

现金可视性可带来的好处更具诱惑力。

可以提升公司客户现金管理服务的银行将会大大受益。与此

同时，随着一些全球性银行的退却和搅局的“金融科技”行业

的蓬勃发展，支付市场的竞争正在发生很大的变化。我们注意

到，过去一直主导着亚洲对公银行业务的各大全球性银行还

是行业领先者，但随着该地区的国内银行的不断挑战，前者的

掌握力在不断减弱 – 很像 2008-09 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出现

的情况。例如，2016 年初，巴克莱制订了裁员和关闭亚洲多家

营业网点的计划，而近期出现的雇用方式则表明其他一些银行

也可能步其后尘。

近期有积极意义的发展动态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有史以来所谈判的最雄心勃勃的自由贸易协定之一 – 经过数

年的谈判后于 2016 年 2 月完成。TPP 将在 12 个国家之间促进

贸易：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墨西哥、智力、秘鲁、

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和文莱。

在 TPP 生效后，许多亚洲的公司将可以有地域意义上的更广

的市场准入，同时也增加了其对全面现金可视性的需求。银行

如果能够为其提供简单跨境、跨货币支付平台，帮助公司财资

部门达到其现金管理目标，定能取得很大的长期业务。

Visa 致力于继续承担 B2B 支付和交易市场的思维领先者和解

决方案提供者的角色。首次 CFVI 研究为大家提供了各公司所

面临的问题的深度解析，本次的 CFVI 研究是侧重各银行提供

的交易银行业务解决方案和其在满足公司需求上的有效性。

导言
欢迎了解 2016 年度的深度分析

能为企业客户改善现金管理服务
的银行将获益不浅

2015

2016

* 报告里所指的中国不包括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和中国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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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调查所涉及的十个亚洲国家和地区是澳大利亚、中国、  

中国香港、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马来西亚、新西兰、新加坡

和中国台湾。

现金流与风险管理
仅仅是掌握交易银行业务的基本要素就绝非易事

72.2%
中国的公司在 2016 年

根据其企业资源计划所

报告的现金可视性

6.1% 的中国公司能够报告当日

综合的地区现金流预测

调查结果呈现了一些让人惊讶的现象，即：

• 中国的公司在所报告的现金可视性方面排在该地区的后 

三位，为 72.2%，仅高于马亚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相比之下，

整个地区的公司根据其企业资源计划（ERP）系统所报告的

现金总额可视性为 81.4%，要高于首次的 CFVI（78.3%）。

• 虽然指数导致了现金流报告方面部门的技术转型仍然要落

后于北美和欧洲的公司。超过一半的被调查公司尚未安装

司库管理系统（TMS），而许多投资建立 TMS 的公司则仅仅

在使用其基本功能。

尽管“金融科技”在当今支付领域的搅局，但银行仍然给客户

带来重要的和独特的价值，因为公司使用的银行平均数量与

应付账款／应收账款和 MIS 管理工作所需公司员工人数都还

在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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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公司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把各地区办事处发来的各种现金流分析汇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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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业务
依然欠缺自动化

与世界上许多其他 

大经济体相比，亚洲 

大部分国家的支付 

流程仍然很缓慢。

在中国，公司通常每个月进行

两次支付，每次要用 23.3 个 

小时进行准备，然后银行从 

指令到执行确认还要再用 

20.5 个小时。

每次操作的 
准备时间

23.3个小时

支付操作

每 15.5 天

银行处理时间

20.5个小时

中国的公司平均雇用 233 名

员工来负责应付账款 / 应收 

账款工作，是该地区最高的。 

这相当于每个银行业务关系

部有 29 名员工，这是很高、 

很花钱的比率。 

高比例的人工作业流程导致

中国公司达到该地区最高的

交易检视比例（11.3%）。采用

最佳实践，中国公司将能够 

简化这一流程，因为典型的 

地区性公司只检视 7.2% 的 

交易。银行可以帮助公司客户

提高应付账款效率。

国际支付方面，情况令人 

失望；这是中国公司对供应商

很不满意的方面。抱怨的问题

是成本（费用、息差等），便利

性（24 x 7），以及交易时间 – 

只有 2.5% 的少数公司声称 

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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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

11%

22.6%
8.2%

10%

9.7%

10.3% 12.5%

15.3%

0.4%

提升银行的效率
对公司来说还有严重的痛点

亚洲的公司认为目前所提供的现金管理业务服务；在一些情况下还有不足之处。

让人惊讶的是，有七成（73.3%）的区域性公司

认为，交易的准确性和交易银行业务服务过程

中遇到的较高错误率是排在第一的问题。

公司提到的另一个痛点是错误纠正和漏失交易

再执行的速度，以及银行在具体支付操作时会

要求常常很繁琐的手续和签字。

最想改善不想改善

无具体要求／交易平台操作妥当

其它

提供有效的跨境／跨货币
账单处理能力

简化并区分价格与收费

改善国内市场覆盖度

改善错误侦查及增强表现

理顺账户登录及授权框架／更改程序

更多层级的交易级别的报告／分析

公司在现金管理和支付上的这些痛点， 

大多都导向了在本次调研中被问及的一个 

“直观问题”的结果

“您最想要贵公司的银行改善 
 的项目是什么？”

22.6% 的公司指出
银行在简单的交易
执行上缺少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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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公司通常要等多长时间才能拿到资金？

近六成（58.9%）的公司声称，要等三天时间才能拿到所收到

的资金。这使它们在现金管理过程中失去宝贵的周转时间，

但许多公司觉得除了遵守银行规定之外没有其他选择。

中国的数据表明，只有两成（19.8%）的百强公司可以当天拿到

所收到的资金，而另外八成（80.2%）则必须等三天时间才能对

这些资金提出任何申请。

如每笔交易能获得更多数据，贵公司的受益
程度会有多大？

中国公司对获得更多交易数据持很积极的态度，认为这会受益

很大，中国的受访者在 1-5 分值范围内给出了 1.92 分。

80.2%19.8%

第一天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1.92

1 1

2 2

3 3

4 4

5 5

1.77

中国 市场平均

1 = 受益很大

5 = 没有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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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支付解决方案
公司乐意多花钱以实现实时收款和付款

虽然许多亚洲的公司在现金可视性上仍然存在不足，但公司

的银行账户及其业务关系管理正逐渐变得更为复杂。在很大

程度上，这是为了应对支撑其业务区域性增长的需求和在各

种监管环境下跨币种现金管理的要求。 

• 提高自动化程度，对付款次数频繁的交易会有很大的 

直接好处，在每次操作过程中，用较快的周期处理较少 

的业务量。大部分公司充分意识到了提升现金流能力和 

因能实现实时付款和收款而增加可用现金余额的好处； 

其痛点在于能否执行。调查表明，如果提供此类服务， 

许多亚洲的公司是愿意多花钱的。以中国的公司为例， 

一般要多支付 29.9%，才能实时收到付款，而实时付款 

的平均溢价为 23.3%。 

 • 在所覆盖的十大亚洲国家和地区，购买方（付款人）平均愿

意为实时支付解决方案支付 14.4% 的溢价，而供应商（收

款人）则愿意为实时收到付款而多支付 21.7%。这是很意

外的结果，这进一步说明提供支付服务的供应商可以有所

作为。

“我们曾数次试图对此作出  
 合理解释，但到目前为止 
 都未能如愿。”

   在中国大陆有广泛投资的欧洲制造商

贵公司愿意为实时支付解决方案多付钱？

供应商购买方

在亚太地区的购买方及供应商 

所愿意为实时支付解决方案 

而支付的平均溢价

在中国的购买方及供应商 

所愿意为实时支付解决方案 

而支付的平均溢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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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使用的纸制付款、 
应付账款／应收账款流程与付款条件
支票在一些地区仍在普遍使用

公司还很欢迎可供选择的 Visa 解决方案，因为这些解决方案

使它们能够逐步淘汰过时的流程和报告程序。

• 一个领域是手签的支票1。据称，还在继续使用支票的主要

原因是在一些类型的付款批准时所应用的安全性和复杂 

授权。例如，这就是许多中国的公司所提到的一个原因， 

中国有两成多（22.8%）的交易还在使用支票，占到总支付

金额的 30.8%。

• 中国有很大的商机，在中国有 76.6% 的公司目前正在 

评估自己的应付账款/应收账款流程或准备在未来一年这

样做。有 11.1% 的公司已制订了投资计划，将在未来 24 个

月内改进自己的应付账款和应收账款（AP／AR）流程。

• 在中国的公司仍然有收款方面的问题，因为从出具发票到

收到付款需要用大约两个月的时间（66.9天）。效率在大大

低于该地区 57.3 天的平均水平。

1 在这个实例中的“支票”包括本票、银行／现金支票和其他形式的人工、纸制付款方式

贵公司在应付账款／应收账款流程的效率评估方面处于什么阶段？

19.8%
56.8%

的中国公司目
前正在评估 

的中国公司计划
明年才做评估 

12.3%
的中国公司尚无计划 

11.1%
的中国公司 

2 年以后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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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能够帮助中国公司的银行来说，回报是相当大的：

 

 加强他们的实时支付解决方案

 

 加快支付流程 

 

 提升现金可视性

 

 准确预测跨境现金头寸

调查确认，银行如能提供实时支付解决方案，就能提高手续费

和交易收入；对于应收款来说，则会更多。给公司本身带来的

好处很明显，而且极大。了解上述信息后，对那些一直在寻求

提升现金流可视性解决方案的公司来说，首先应考虑这样一些

相关的问题。 

结论

Visa 有能力帮助各银行及其大公司客户“弥补差距”，使双方在这一流程上都获得可观的业务机会，为建立长期的共赢业务关系

奠定基础。事实证明，Visa 平台解决方案很适合银行的业务，银行没有必要进行涉及范围很广的重新设计。

• 亚洲各公司目前在现金和支付方面的痛点在何处？

• 交易执行的现行基准是什么，应当是什么样的基准？

• 目前公司现金管理行为究竟有多复杂，有多少家银行，有多

少个账户，公司应付账款/应收账款工作花费多少成本？

• 现金可视性的自动化程度，能否做到一目了然？

• 预测现金头寸有困难 – 基准是什么？

• 公司目前的支付交易惯用做法是什么？

• 支付操作的准备执行需要多长时间？

• 对营运资本和获取资金有什么影响？

• 各公司如何在该地区进行贸易融资的？

欲知更多详情，请联络 Visa 公司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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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编制方法
Visa 编制第二轮的 2016 年现金流可视性指数，旨在更好地了解公司在现金流管理、提升现金可视性和选择交易银行业务合作

伙伴及其现金管理解决方案上所面临的挑战。East & Partners Asia 的行业分析师再次负责了这一研究，有针对性评估了亚太

地区不同市场和行业的公司的现金可视性、电子应用、支付和实时支付的实际水平。 

第二轮 Visa 现金流可视性指数的实地调查是 2016 年第一季度进行的。根据 East & Partners 所搜集的数据来源，在亚太地区

十个国家和地区市场收入排名前 1,000 的公司中，总共有 806 家参与了调查，包括了 81 家来自中国前 100 强的企业。所有的企

业都是直接进行调查提问，采用的是结构化调查提问方式。 

市场包括第一轮调查时的六个国家和地区：新加坡、澳大利亚、印度、日本、中国香港和马来西亚。新一轮的调查新增了四个国

家和地区：中国、印度尼西亚、新西兰和中国台湾。

行业分布 在总数中的%

农业、林业、渔业 5.2

矿业和资源 8.6

制造业 19.2

电力、燃气和自来水 1.4

建筑业 8.4

批发 8.6

零售 12.2

住宿、咖啡馆和饭馆 2.6

运输和存储 7.6

媒体和电话公司 1.4

金融和保险（非银行） 4.2

物业和商业服务 11.5

个人和其他服务 9.2

合计 100.0

9.9%

9.9%

9.9%9.9%

10%

10%

10%

10%

10%10%

48.5%49.1%

1.1% 1.2%

受访者依国家和地区分布 受访者依职衔分布

中国台湾 CFO

公司司库

财务主管

其他人员

澳大利亚

中国

中国香港

印度

印度尼西亚

日本

马来西亚

新西兰

新加坡

注：银行刻意被排除在金融和保险行业范围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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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a 公司（纽交所代码：V）是一家全球支付技术公司，通过快速、安全和可靠的电子支付连接着遍布全世界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消费者、

企业、金融机构和政府。我们拥有全球最先进的数据处理网络之一 － VisaNet － 每秒钟可以处理 65,000 多笔交易，同时保护消费者免受 

欺诈，并确保商户得到付款。Visa 不是银行，不直接向消费者发卡，也不向他们授信或设定利率和手续费。但是，Visa 的各种创新却能让金

融机构为消费者提供多种支付选择，包括用于即时支付的借记卡、提前支付的预付费卡或事后支付的信用卡产品等。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

问：usa.visa.com/about-visa、visacorporate.tumblr.com 和 @VisaNews。

East Haymarket Pte Ltd，是亚太地区企业、公司和投行业务市场上居领先地位的专业市场调研公司，在该地区的 11 个国家开展业务，为金融

服务提供者提供多客户和专有市场分析服务。针对该地区对复杂交易、债券、国债、投资和银行业务咨询服务产生爆炸性需求，提供准确的 

量化分析，采用的是 East 独特的“自下而上”研究方法，所依据的则是每年在澳大利亚、中国、中国香港、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

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和泰国进行的数以千计的客户调查。East 的多客户需求研究和咨询工作，使本公司能够与该地区几乎所有的大银行和

北美及欧洲的国际客户进行合作。本公司采用合资形式，把 East & Partners 的研究和分析领域的资产与 Haymarket Media 在《企业司库》 

和《亚洲金融》出版和会议平台的资产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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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本报告内容“按原样”提供，仅为提供信息之用，不得作为运营、营销、法务、技术、税收、财务或其他意见的基础。您应咨询自己的法律顾问，判断 

自身情况适用的法律和法规。Visa 对于您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信息（包括其中的任何错误、遗漏、不准确或过时的内容）、任何假设或您所做的 

任何结论概不负责。

此出版物可能包括技术不准确或印刷错误，更新的信息将会被纳入此出版物的更新版本中。Visa 有权对出版物中的产品和描述进行修改或变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