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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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科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厦门商集网络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中国企业财务管理协会财经教育专业委员会、科云学堂（厦门）教育科技

有限公司、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匹克（中国）有限公司、福建火炬电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华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江苏盛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恒亿集团有限公司、江苏会盟企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山东九州信泰信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厦门信守会计师事务所、安徽泽屹财务管理有限公司、山东财经大

学、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武汉市财政学校。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林剑平、王爱国、程淮中、梁伟样、徐俊、高翠莲、杨

则文、曹宝玺、梁煜、赵勇、李和伦、林海山、刘晓东、刘丹丹、金福明、林镇

杰、倪栋强、郭颖、陈文杰、武屹。 

 

声明：本标准的知识产权归属于厦门科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未经厦门科云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同意，不得印刷、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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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企业财务与会计机器人应用职业技能等级对应的工作领域、工

作任务及职业技能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企业财务与会计机器人应用职业技能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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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15 版）（职业代码 2-06-02/03/04） 

《人工智能标准化白皮书》 2018 版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企业财务通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企业会计准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小企业会计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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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记账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实施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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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和定义 

国家、行业标准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工智能简称AI,是研究、开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的理论、方

法、技术及应用系统的一门新的技术科学。AI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它企图

了解智能的实质，并生产出一种新的能以人类智能相似的方式做出反应的智能机

器，该领域的研究包括机器人、语言识别、图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和专家系统

等。 

3.2  机器人流程自动化 Robotic Process Automation 

机器人流程自动化简称 RPA，是指通过使用用户界面层中的技术，模拟并

增强人与计算机的交互过程、执行基于一定规则的可重复任务的软件解决方案。 

3.3  企业财务与会计机器人 Enterprise finance and accounting robot 

企业财务与会计机器人是指人工智能在财务与会计领域的具体应用，企业财

务与会计机器人针对财务与会计的业务内容和流程特点，以自动化替代手工操

作，辅助财务人员完成大量单一、重复、繁琐的基础业务，从而优化财务流程，

提高业务处理效率和质量，减少财务合规风险，使资源分配到更多的增值活动中，

促进财务转型。 

3.4  OCR 技术 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 

OCR 中文叫做光学字符识别。它是指利用光学技术和计算机技术把印在或

写在纸上的文字读取出来，并转换成一种计算机能够接受、人又可以理解的格式。 

3.5  票据处理平台 Bill processing platform 

票据处理平台又称企业财务与会计机器人票据处理平台，是指通过人工智能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0%94%E7%A9%B6/188384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C%80%E5%8F%91/940097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8%A1%E6%8B%9F/769889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B%B6%E4%BC%B8/783426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9%BA%E8%83%BD/6663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E%A1%E7%AE%97%E6%9C%B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BA%E7%B1%BB%E6%99%BA%E8%83%BD/228722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93%E5%AE%B6%E7%B3%BB%E7%BB%9F/26781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93%E5%AE%B6%E7%B3%BB%E7%BB%9F/267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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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读取票据的关键信息，再根据人工智能账务处理工作原理，在票据处理平台

上建立各类业务的自动账务处理模型，从而实现自动账务处理。 

3.6  数据处理平台 Data processing platform 

数据处理平台又称企业财务与会计机器人数据处理平台，是指以接口对接或

数据文件导入等形式来实现数据交互，再根据人工智能账务处理工作原理，在数

据处理平台上建立各类业务的自动账务处理模型，从而实现自动账务处理。 

3.7  智能分析平台 Intelligent analysis platform 

智能分析平台又称人工智能辅助分析平台，是指根据人工智能辅助工作原理

与分析决策需求建立业务、财务、税务的智能分析模型，对业务、财务、税务数

据进行辅助计算、分析、报告等工作并达到数据图表可视化呈现的系统。 

4  适用院校专业 

中等职业学校：会计、会计电算化、市场营销、工商行政管理事务、电子商

务等专业。 

高等职业学校：财务管理、会计、会计信息管理、审计、税务、财政、统计

与会计核算、工商企业管理、市场营销、电子商务等专业。 

应用型本科学校：财务管理、会计学、审计学、税收学、财政学、信息管理

与信息系统、电子商务、工商管理、市场营销等专业。 

5  面向职业岗位（群） 

主要面向企业、财税专业服务机构的财税会计基础工作岗位群、财税会计核

心工作岗位群与财税管理工作岗位群，如会计助理、门店会计、审核会计、主办

会计、财务分析主管、财务经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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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职业技能要求 

6.1  职业技能等级划分 

企业财务与会计机器人应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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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财务与会计机器人应用】（初级）：主要涵盖企业财务与会计机器人

应用原理认知、企业财务与会计机器人 Excel 与 Word 等模版填制及上传、企业

财务与会计机器人费用业务账务处理建模、企业财务与会计机器人往来业务账务

处理建模等工作。 

【企业财务与会计机器人应用】（中级）：主要涵盖企业财务与会计机器人

采购环节账务处理建模、企业财务与会计机器人生产环节账务处理建模、企业财

务与会计机器人销售环节账务处理建模、企业财务与会计机器人期末事项处理等

工作。 

【企业财务与会计机器人应用】（高级）：主要涵盖企业财务与会计机器人

特殊业务账务处理建模、企业财务与会计机器人费用数据分析与控制、企业财务

与会计机器人税务数据分析与风险控制、企业财务与会计机器人财务报表分析与

报告等工作。 

6.2  职业技能等级要求描述 

表 1 企业财务与会计机器人应用职业技能等级要求（初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企业财务

与会计机器

人应用原理

认知 

 

1.1 OCR 技术

认知 

1.1.1 能够了解 OCR 基本概念。                       

1.1.2 能够了解 OCR 识别技术分类，手写体识别、印

刷体识别。                                       

1.1.3 能够了解 OCR 识别技术流程，输入、版面分析、

图像预处理、行列切割、字符识别、后处理识别矫正、

输出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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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1.4 能够了解 OCR 字符识别方法，OCR 开放平台如

百度字符识别 API、基于深度学习下的 CNN 字符识

别。                            

1.1.5 能够了解 OCR 识别技术应用场景，票据识别、

文档识别、证件识别、车牌识别、名片识别等。        

1.1.6 能够了解 OCR 识别技术在账务处理中的应用，

扫描票据、识别票据、查验票据等。 

1.2 机器人流

程自动化认知 

1.2.1 能够了解 RPA 技术基本概念。                      

1.2.2 能够了解 RPA 技术的优势和不足。               

1.2.3 能够了解 RPA 技术的发展演化，前 RPA 时代、

RPA 出现、RPA 的广泛应用、RPA 的未来发展趋势。        

1.2.4 能够了解 RPA 技术的优点应用场景，财务领域、

客户服务、风控内审、人力资源管理等。   

1.3 RPA 在财

务领域的应用

认知 

1.3.1 能够了解 RPA 技术在财务领域中的应用场景类

型。 

1.3.2 能够了解 RPA 技术在企业往来对账场景的应用

原理。 

1.3.3 能够了解 RPA 技术在开具发票场景的应用原

理。 

1.3.4 能够了解 RPA 技术在网银付款场景的应用原

理。 

1.3.5 能够了解 RPA 技术在银行对账场景的应用原

理。 

2.企业财务

与会计机器

人 Excel 与

Word 等模

版填制及上

传 

 

2.1 企业财务

与会计机器人

通用计提、结

转与摊销表填

制 

2.1.1 能根据企业财务数据在企业财务与会计机器人

通用计提表上进行坏账准备、资产减值准备等计提数

据填制。 

2.1.2 能根据企业财务数据在企业财务与会计机器人

通用摊销表上进行房租费、保险费等摊销数据填制。 

2.1.3 能根据企业财务数据在企业财务与会计机器人

通用结转表上进行工会经费、职工福利费、职工教育

经费等结转数据填制。 

2.1.4 能根据企业财务数据在企业财务与会计机器人

通用计提、结转与摊销表上进行其他相关数据填制。 

2.2 企业财务

与会计机器人

汇总计算表填

制 

2.2.1 能从电商系统导出销售明细表或在企业财务与

会计机器人汇总计算表上进行销售明细数据汇总填

制。 

2.2.2 能从收银机系统导出零售收款明细表或在企业

财务与会计机器人汇总计算表上进行零售收款明细

数据汇总填制。 

2.2.3 能在企业财务与会计机器人汇总计算表上进行

其他明细数据汇总填制。 

2.2.4 能对电商平台或收银机系统导出的销售收款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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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据上传给数据处理平台进行自动账务处理。 

2.3 企业财务

与会计机器人

Excel 与 Word

等模版上传 

2.3.1 能对填制完成的 Excel、Word 等通用计提表上

传给数据处理平台进行自动账务处理。 

2.3.2 能对填制完成的 Excel、Word 等通用结转表上

传给数据处理平台进行自动账务处理。 

2.3.3 能对填制完成的 Excel、Word 等通用摊销表上

传给数据处理平台进行自动账务处理。 

2.3.4 能对填制完成的 Excel、Word 等汇总计算表上

传给数据处理平台进行自动账务处理。 

3.企业财务

与会计机器

人费用业务

账务处理建

模 

3.1 差旅费报

销业务建模 

3.1.1 能够理解企业财务与会计机器人进行差旅费报

销业务账务处理原理。 

3.1.2 能够熟悉《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

告》（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 2019 年 39 号文）

关于纳税人购进国内旅客运输服务，其进项税额允许

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的相关规定。 

3.1.3 能在票据处理平台设置差旅费业务的动车票、

行程单、住宿发票和差旅报销单的票据类别。 

3.1.4 能在票据处理平台设置差旅费业务的场景类别

和场景配置。 

3.1.5 能在票据处理平台设置差旅费业务的凭证模版。 

3.1.6 能在票据处理平台设置动车票、行程单的进项

税额取值的自动账务处理模型。 

3.2 办公费报

销业务建模 

3.2.1 能够理解企业财务与会计机器人进行办公费报

销业务账务处理原理。 

3.2.2 能在票据处理平台设置办公费业务的增值税专

用发票、增值税普票和增值税电子普票和通用报销单

的票据类别。 

3.2.3 能在票据处理平台设置办公费业务的场景类别

和场景配置。 

3.2.4 能在票据处理平台设置办公费业务的凭证模版。 

3.3 业务招待

费报销业务建

模 

3.3.1 能够理解企业财务与会计机器人进行业务招待

费报销业务账务处理原理。 

3.3.2 能在票据处理平台设置业务招待费业务的增值

税专用发票、增值税普票、增值税电子普票和通用报

销单的票据类别。 

3.3.3 能在票据处理平台设置业务招待费业务的场景

类别和场景配置。 

3.3.4 能在票据处理平台设置业务招待费业务的凭证

模版。 

3.4 其他费用

报销业务建模 

3.4.1 能够理解企业财务与会计机器人进行培训费、

车辆使用费、低值易耗品等报销业务账务处理原理。 

3.4.2 能在票据处理平台设置培训费、车辆使用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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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低值易耗品等报销业务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增值税普

票、增值税电子普票和通用报销单的票据类别。 

3.4.3 能在票据处理平台设置培训费、车辆使用费、

低值易耗品等报销业务的场景类别和场景配置。 

3.4.4 能在票据处理平台设置培训费、车辆使用费、

低值易耗品等报销业务的凭证模版。 

4.企业财务

与会计机器

人往来业务

账务处理建

模 

4.1 应收款项

业务建模 

4.1.1 能够熟悉《企业会计准则》和《小企业会计准

则》中关于应收款项业务会计核算内容。 

4.1.2 能在票据处理平台上设置企业应收款项的银行

收款回单的票据类别。 

4.1.3 能在票据处理平台上设置企业应收款项的场景

类别和场景配置。 

4.1.4 能在票据处理平台上设置企业应收款项的凭证

模版。 

4.2 应付款项

业务建模 

4.2.1 能够熟悉《企业会计准则》和《小企业会计准

则》中关于应付款项业务的会计核算内容。 

4.2.2 能在票据处理平台上设置企业应付款项的银行

付款回单的票据类别。 

4.2.3 能在票据处理平台上设置企业应付款项的场景

类别和场景配置。 

4.2.4 能在票据处理平台上设置企业应付款项的凭证

模版。 

4.3 其他往来

款业务建模 

4.3.1 能够熟悉其他往来款业务的会计核算内容。 

4.3.2 能在票据处理平台上设置公司出差借款、银行

结息等内部往来业务或银行往来业务所涉及的银行

收款回单和银行付款回单的票据类别。 

4.3.3 能在票据处理平台上设置公司出差借款、银行

结息等内部往来业务或银行往来业务的场景类别和

场景配置。 

4.3.4 能在票据处理平台上设置公司出差借款、银行

结息等内部往来业务或银行往来业务的凭证模版。 

 

表 2 企业财务与会计机器人应用职业技能等级要求（中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企业财务

与会计机器

人采购环节

账务处理建

模 

1.1 采购固定

资产业务建模 

1.1.1 能够掌握固定资产的确认条件、固定资产的取

得账务处理及固定资产的折旧计算方法。 

1.1.2 能够理解企业财务与会计机器人进行固定资产

相关业务账务处理原理。 

1.1.3 能够掌握《财税（2018）54 号》文关于固定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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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产一次性税前扣除的规定。 

1.1.4 能够掌握固定资产业务在票据处理平台建模中

票据类别设置、场景类别设置、场景配置及凭证模版

设置的流程与方法。 

1.1.5 能在固定资产管理系统上增加固定资产项目及

设置折旧年限、折旧方法等参数。 

1.1.6 能在票据处理平台上建立采购固定资产业务的

自动账务处理模型。 

1.1.7 能在数据处理平台上建立计提固定资产折旧业

务的自动账务处理模型。 

1.1.8 能通过固定资产管理系统接口对接数据处理平

台或从固定资产管理系统导出数据上传到数据处理

平台进行自动账务处理。 

1.2 采购货物

业务建模 

1.2.1 能够理解采购货物业务在票据处理平台上建立

自动账务处理模型的原理。 

1.2.2 能够掌握采购货物业务在票据处理平台建模中

票据类别设置、场景类别设置、场景配置及凭证模版

设置的流程与方法。 

1.2.3 能在票据处理平台上建立采购商品业务的自动

账务处理模型。 

1.2.4 能在票据处理平台上建立采购原材料业务的自

动账务处理模型。 

1.2.5 能在票据处理平台上建立采购商品、原材料等

货物入库业务的自动账务处理模型。 

1.3 接受劳务

及服务业务建

模 

1.3.1 能够理解接受劳务及服务业务在票据处理平台

上建立自动账务处理模型的原理。 

1.3.2 能够掌握接受劳务及服务业务在票据处理平台

建模中票据类别设置、场景类别设置、场景配置及凭

证模版设置的流程与方法。 

1.3.3 能在票据处理平台上建立外包工程施工业务的

自动账务处理模型。 

1.3.4 能在票据处理平台上建立外包运费业务的自动

账务处理模型。 

1.3.5 能在票据处理平台上建立外包软件服务业务的

自动账务处理模型。 

2.企业财务

与会计机器

人生产环节

账务处理建

模 

2.1 领用材料

业务建模 

2.1.1 能够理解企业财务与会计机器人进行领用材料

业务相关账务处理原理。 

2.1.2 能够掌握通过进销存系统导出领用材料数据上

传到数据处理平台进行自动账务处理的方法。 

2.1.3 能够掌握通过进销存系统接口对接数据处理平

台进行自动账务处理的方法。 

2.1.4 能够掌握企业财务与会计机器人汇总计算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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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据上传到数据处理平台进行自动账务处理的方法。 

2.1.5 能在数据处理平台上建立领用材料业务的自动

账务处理模型。 

2.1.6 能在数据处理平台上建立发出委托加工物资业

务的自动账务处理模型。 

2.2 制造费用

分配业务建模 

2.2.1 能够掌握制造费用的归集与分配的方法。 

2.2.2 能够理解企业财务与会计机器人进行制造费用

分配业务相关账务处理原理。 

2.2.3 能设置生产管理系统中制造费用分配的参数。 

2.2.4 能在数据处理平台上建立制造费用分配业务的

自动账务处理模型。 

2.2.5 能导出生产管理系统的制造费用分配数据并上

传到数据处理平台进行自动账务处理。 

2.3 产品入库

业务建模 

2.3.1 能够掌握完工产品与在产品成本的分配方法。 

2.3.2 能够理解企业财务与会计机器人进行制造费用

分配业务账务处理原理。 

2.3.3 能设置生产管理系统中完工产品与在产品成本

分配的参数。 

2.3.4 能在数据处理平台上建立完工产品入库业务的

自动账务处理模型。 

2.3.5 能在数据处理平台上建立委托加工物资验收入

库业务的自动账务处理模型。 

3.企业财务

与会计机器

人销售环节

账务处理建

模 

3.1 销售货物

业务建模 

3.1.1 能够理解销售货物业务在票据处理平台或数据

处理平台上建立自动账务处理模型的原理。 

3.1.2 能够掌握销售货物业务在票据处理平台建模中

票据类别设置、场景类别设置、场景配置及凭证模版

设置的流程与方法。 

3.1.3 能在票据处理平台上建立销售商品收入、销售

材料收入业务的自动账务处理模型。 

3.1.4 能在数据处理平台上建立未开票商品确认收入

业务的自动账务处理模型。 

3.1.5 能在数据处理平台上建立结转营业成本业务的

自动账务处理模型。 

3.1.6 能在票据处理平台建立委托代销商品业务的自

动账务处理模型。 

3.2 销售劳务

及服务业务建

模 

3.2.1 能够理解销售劳务及服务业务在票据处理平台

上建立自动账务处理模型的原理。 

3.2.2 能够掌握销售劳务及服务业务在票据处理平台

建模中票据类别设置、场景类别设置、场景配置及凭

证模版设置的流程与方法。 

3.2.3 能在票据处理平台上建立运输服务业务的自动

账务处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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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3.2.4 能在票据识别平台上建立软件服务业务的自动

账务处理模型。 

3.2.5 能在票据处理平台上建立酒店住宿服务业务的

自动账务处理模型。 

3.2.6 能在票据处理平台上建立建筑装修服务业务的

自动账务处理模型。 

3.2.7 能在票据处理平台上建立教育培训服务业务的

自动账务处理模型。 

3.3 让渡资产

使用权业务建

模 

3.3.1 能够理解让渡资产使用权业务在票据处理平台

上建立自动账务处理模型的原理。 

3.3.2 能够掌握让渡资产使用权业务在票据处理平台

建模中票据类别设置、场景类别设置、场景配置及凭

证模版设置的流程与方法。 

3.3.3 能在票据处理平台上建立让渡无形资产使用权

取得收入业务的自动账务处理模型。 

3.3.4 能在票据处理平台上建立出租固定资产取得租

金收入业务的自动账务处理模型。 

3.3.5 能在数据处理平台上建立让渡资产使用权计提

折旧、摊销业务的自动账务处理模型。 

4.企业财务

与会计机器

人期末事项

处理 

4.1 期末业务

建模 

4.1.1 能够熟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企

业所得税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

例》《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企业会计准则》

及企业会计核算规范等相关法律法规。 

4.1.2 能根据企业财务数据在企业财务与会计机器人

通用计提表上进行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

附加、地方教育附加、企业所得税等计提数据填制。 

4.1.3 能在票据处理平台上建立增值税、城市维护建

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企业所得税等计

提业务的自动账务处理模型。 

4.1.4 能在票据处理平台上建立坏账准备、资产减值

准备等计提业务的自动账务处理模型。 

4.1.5 能在票据处理平台上建立工会经费、职工福利

费等结转业务的自动账务处理模型。 

4.1.6 能在票据处理平台上建立房租费、通讯费、物

业费、保险费等费用摊销业务的自动账务处理模型。 

4.2 人工智能

辅助审核 

4.2.1 能够理解审核工作的内涵和相关法律基本内容。 

4.2.2 能够理解原始凭证和记账凭证的审核要素和要

点。 

4.2.3 能够理解原始凭证和记账凭证的审核结果处理

程序和实务运用。 

4.2.4 能够掌握人工智能辅助审核监控点的设置方法，

筛选企业风险业务进行重点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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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4.3 人工智能

辅助结账 

4.3.1 能够理解结账工作程序和前期准备工作。 

4.3.2 能够理解期末结账异常的产生原因及解决方法。 

4.3.3 能够理解反结账、反审核处理程序，并针对错

误项进行更正处理。 

4.3.4 能够理解财务报表自动生成原理和数据逻辑关

系。 

 

表 3 企业财务与会计机器人应用职业技能等级要求（高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企业财务

与会计机器

人特殊业务

账务处理建

模 

1.1 人力资源薪

酬业务建模 

1.1.1 能够熟悉《企业会计准则》（职工薪酬）的会

计核算相关规定。 

1.1.2 能够熟悉《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年第 60号关于个人所得税专

项附加扣除操作办法（试行）的规定 

1.1.3 能在人力资源管理系统设置职工薪酬模版。 

1.1.4 能在人力资源管理系统设置个人所得税代扣代

缴计算模型。 

1.1.5 能够掌握通过人力资源管理系统接口对接数据

处理平台进行自动账务处理的方法。 

1.1.6 能够掌握通过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导出职工薪酬

数据上传到数据处理平台进行自动账务处理的方法。 

1.1.7 能在数据处理平台上建立工资薪金、职工福利

费等业务的自动账务处理模型。 

1.1.8 能在票据处理平台上建立职工教育经费、工会

经费、社会保险费等业务的自动账务处理模型。 

1.2 投资业务建

模 

1.2.1 能够熟悉《企业会计准则》金融工具确认和计

量（财会【2017】7 号）相关规定。 

1.2.2 能够掌握债权投资与其他债权投资的摊余成本

计算。 

1.2.3 能够掌握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计算。 

1.2.4 能在数据处理平台上建立债权投资业务的自动

账务处理模型。 

1.2.5 在数据处理平台上建立其他债权投资业务的自

动账务处理模型。 

1.2.6 能在数据处理平台上建立交易性金融资产业务

的自动账务处理模型。 

1.2.7 能在数据处理平台上建立长期股权投资业务的

自动账务处理模型。 

1.3 筹资业务建 1.3.1 能够熟悉短期借款、长期借款及应付债券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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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模 义。 

1.3.2 能够掌握短期借款、长期借款及应付债券利息

的计算方法。 

1.3.3 能在数据处理平台上建立短期借款业务的自动

账务处理模型。 

1.3.4 能在数据处理平台上建立长期借款业务的自动

账务处理模型。 

1.3.5 能在数据处理平台上建立应付债券业务的自动

账务处理模型。 

2.企业财务

与会计机器

人费用数据

分析与控制 

2.1 费用结构分

析建模 

2.1.1 能够掌握不同费用类别选择恰当的结构模型方

法。 

2.1.2 能在智能分析平台上建立办公费、差旅费、水

电费等费用结构分析模型。 

2.1.3 能在智能分析平台上按部门建立办公费、水电

费等结构分析模型。 

2.1.4 能在智能分析平台上按部门、出差区域或职员

设置差旅费的结构分析模型。 

2.2 费用趋势分

析建模 

2.2.1 能够掌握不同费用类别选择恰当的趋势分析模

型。 

2.2.2 能在智能分析平台上建立办公费、 差旅费、水

电费等费用趋势分析模型。 

2.2.3 能在智能分析平台上按部门设置办公费、水电

费等趋势分析模型。 

2.2.4 能在智能分析平台上按部门、出差区域或职员

设置差旅费的趋势分析模型。 

2.3 人工智能辅

助费用控制 

2.3.1 能够掌握人工智能辅助费用控制的基本原理。 

2.3.2 能够掌握利用费用与销售收入的密切关系来分

析与监控的方法。 

2.3.3 能够掌握利用费用的结构与发展趋势来识别重

点监控项目的方法。 

2.3.4 能够掌握利用费用的趋势分析提前规划合作伙

伴的控制方法。 

3.企业财务

与会计机器

人税务数据

分析与风险

控制 

3.1 流转税数据

分析建模 

3.1.1 能够掌握企业的税负定义。 

3.1.2 能够掌握增值税和消费税的税负计算方法。 

3.1.3 能在智能分析平台上建立增值税的趋势分析模

型。 

3.1.4 能在智能分析平台上建立增值税的税负测算与

分析模型。 

3.1.5 能在智能分析平台上建立消费税的趋势分析模

型。 

3.1.6 能在智能分析平台上建立消费税的税负测算与

分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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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所得税数据

分析建模 

3.2.1 能够掌握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的

税负计算方法。 

3.2.2 能在智能分析平台上建立企业所得税的趋势分

析模型。 

3.2.3 能在智能分析平台上建立企业所得税的税负测

算与分析模型。 

3.2.4 能在智能分析平台上建立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

的趋势分析模型。 

3.2.5 能在智能分析平台上建立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

的税负测算与分析模型。 

3.3 其他税费数

据分析建模 

3.3.1 能够掌握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及土地增值税的

税负计算方法。 

3.3.2 能在智能分析平台上建立房产税的税负测算与

分析模型。 

3.3.3 能在智能分析平台上建立土地使用税的税负测

算与分析模型。 

3.3.4 能在智能分析平台上建立土地增值税的税负测

算与分析模型。 

3.4 人工智能辅

助税务风险控制 

3.4.1 能够掌握利用人工智能辅助纳税评估定量分析

和逻辑推理分析方法，发现潜在的税务风险。 

3.4.2 能够掌握利用增值税的进项税额、销项税额变

动异常的比对分析设置风险监控预警的方法。 

3.4.3 能够掌握利用税收优惠政策设置风险监控预警

的方法。 

3.4.4 能够掌握利用设置税负临界线的风险监控预警

方法。 

4.企业财务

与会计机器

人财务报表

分析与报告 

4.1 财务能力分

析建模 

4.1.1 能够理解财务能力分析企业财务与会计机器人

应用原理。 

4.1.2 能在智能分析平台上建立短期偿债能力、长期

偿债能力等指标分析模型。 

4.1.3 能在智能分析平台上建立应收账款周转率、存

货周转率和流动资产周转率等营运能力指标分析模

型。 

4.1.4 能在智能分析平台上建立销售毛利率、销售净

利率、总资产净利率和净资产收益率等盈利能力指标

分析模型。 

4.1.5 能在智能分析平台上建立销售收入增长率、总

资产增长率、营业利润增长率和资本积累率等发展能

力指标分析模型。 

4.2 杜邦分析体

系建模 

4.2.1 能够掌握杜邦分析法的概念。 

4.2.2 能够掌握杜邦分析体系的核心指标计算方法。 

4.2.3 能在智能分析平台上建立杜邦分析体系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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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指标模型。 

4.2.4 能在智能分析平台上建立杜邦分析体系的分析

图。 

4.3 人工智能辅

助分析报告 

4.3.1 能够理解人工智能辅助分析报告的应用原理。 

4.3.2 能够掌握利用人工智能结合各项财务能力分析

辅助进行财务综合分析的方法。 

4.3.3 能够掌握利用人工智能结合杜邦体系分析辅助

进行因素分析的方法。 

4.3.4 能够掌握利用人工智能辅助进行综合财务评价

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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