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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nagement accounting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whole enterprise financial 
management system, which is related to the operation level of the enterprise and affects the income 
of the enterprise. In traditional enterprise management, management accounting and financial 
accounting are divided into two parts, and their working efficiency is relatively lo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T,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management accounting and financial accounting 
will help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ensure the quality of work, and 
promote the efficient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the integration of 
management accounting and financial accounting from the IT perspective, and put forward personal 
opinions. 

1．引言 

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均属于会计学的分支，管理会计主要是通过制定计划和经济指标、

增加收入、控制支出、评估结果等方式来协助本组织做好财务分析工作，提升企业效益，促

进企业发展；财务会计侧重于对财务活动的控制，主要是记录财务资金的收支动向，核算企

业资产。在企业管理中，将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一分为二，必然需要耗费额外的成本，降低

财会管理效率。基于 IT 视角下促进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的有机融合方能创新企业财会管理模

式，有效提高财会管理水平。本文将简单论述 IT 视角下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的融合优势，并

从完善企业财会管理制度，加强会计预算管理，培养高素质会计队伍，建立财会数据共享机

制等四个方面来浅谈 IT 视角下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的融合方案。 

2.IT 视角下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的融合优势 

从微观视角来分析，IT 视角下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的融合优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

一，有丰厚的理论基础支撑。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同属于会计学的分支，皆来源于企业内部

运营发展信息与资料。一般来讲，管理会计能够辅助决策人员制定正确的发展规划与东西，

财务会计可以准确核算企业内部资金状况，判断财务资金的流向，为优化资金配置提高参考

信息 [1]。而且，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同服务于企业经济发展，加强企业内部资金管理，增加

企业财富，离不开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的扶持与合作。在传统企业管理中，管理会计与财务

会计一分为二，互不相干，虽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却要耗费额外的人力、物力与财力成本。

基于 IT 视角，促进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的有机融合，不仅可以节约成本，而且有助于整合两

者的优势，提高企业财务资金管理效果。第二，先进的技术基础支撑。基于 IT 视角下，财会

行业引入了云计算技术、大数据技术与 IT 技术，使企业财会管理技术得到了良好地发展。在

这些技术优势支持下，促进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的有机融合能够获取更多利润。第三，人才

资源基础支撑。在 IT 视角下，大多数企业非常重视会计人员的职业培养工作，会通过各种有

效地培训来引导会计人员了解新技术，激发他们的创新能力，不断提高他们的职业素养，从

而为本企业的发展奠定优厚的人才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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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IT 视角下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的融合方案 

（一）完善企业财会管理制度 
基于 IT 视角下促进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的有机融合，企业组织首先要注重构建完善的财

会管理制度，明确制度规范，并将制度规范作为财会管理工作的基础 [2]。其次，企业组织要

注意规范开展制度梳理和后评价工作，强化制度管理效果，定期梳理机制，按照现代企业财

会管理工作需求赋予会计人员相应的职权。与此同时，在建立制度后评价机制的过程中，要

注意明确制度后评价的对象、标准和流程，大力推进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的融合，确保财会

管理水平能够得到有效提升。再次，企业组织应重视创新财务资金管理手段，从财务资金运

动的角度来理解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的融合关系，就目前而言，财务资金管理属于一种综合

性管理模式，具有全方位的特点，能够实现资金信息共享，降低存贷款与各种费用的高度，

确保资金周转的正常运行，全面提升资金使用价值。另一方面，要借助 IT 技术构建良好的资

金循环系统，提升资金循环效率，控制好财务活动成本，不断优化财务结构和资金结构，不

断提高企业财会管理效果 [3]。需要注意的是，在财会管理工作执行过程中，财会人员应注意

针对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的融合状况识别的工作事项，制定具体财务计划，并考虑通过有效

利用财务信息资源以实现财会管理目标。此外，要运用 IT 技术细化具体财务计划的内容，从

而将财务风险降至可以接受的水平。一般来讲，财务计划应该比总体审计策略更加详细，内

容须包括获取准确而有价值的财务信息以将财务风险降至可接受的水平。从微观视角来讲，

财务人员对财务预算报表计划记录的内容应反映两项内容：第一，要反映计划实施的风险评

估程序的性质、时间和范围；第二，要针对评估的各类重大交易、账户余额和列报的认定层

次重大错报风险计划实施的进一步审计程序的性质、时间和范围。 
（二）加强会计预算管理 
从微观层次来看，企业会计预算管理工作是对企业经济活动的的安排与规范，能够保证

各部门的协调配合以及企业的顺利运转。在 21 世纪，企业要想得到长远发展，仅仅制定出科

学战略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保证战略的有效实施，才能将美好愿景变为现实。企业会计预

算管理能够有效度量企业目标的完成情况，明确企业发展的近况以及存在的问题，为各部门

的具体工作目标及改进方案指明方向，为企业的整个经营规划提供更加科学合理的指导，有

利于促进企业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实现。而且，实施会计预算管理能够对各部门工作进行

明确分工，促进各部门在清晰的发展规划中各司其职，有效防止部门之间出现矛盾。科学的

会计预算管理工作能够指导各部门在清晰的层次下传递预算信息，进而协调企业资源的合理

配置，有利于企业在发展问题上的沟通和协调，提高企业运作效率。与此同时，企业会计预

算管理是企业内部控制的重要内容，为实现企业目标而服务，有利于控制企业风险指数。企

业预算管理过程实际上也是企业对自身所处环境与企业发展情况的一个衡量的过程，企业能

够在这个过程中积极对风险进行识别、预测与评估，进而采取措施对风险进行防范。另外，

会计预算管理工作还为企业各部门业绩的考核提供了参考依据。企业可以根据相关数据对各

部门的工作情况进行考察和分析，总结出不足之处积极进行整改，使得自身工作不断取得进

步。根据会计预算管理对于各部门的工作情况采取奖惩措施，还能够激励部门及企业不断发

展，从而调动起各部门工作的积极性。 
在 IT 视角下，提升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的融合效果，必须重视加强会计预算管理，充分

借助 IT 技术，努力提高会计预算管理的全面性，不断创新会计管理模式。在管理会计与财务

会计的整个融合过程中，企业组织应调动全员积极参与融合活动，从编制预算、执行控制、

财会管理考核、绩效评估和具体奖惩等各个环节强化预算管理全流程，并从经营预算、企业

全资本预算、企业筹资预算、企业投资预算和财务预算等五项工作中提升会计预算的全面性

效果。其次，企业组织应重视运用 IT 技术构建财务信息系统。在 21 世纪，财务信息系统是

辨别、记录、汇总和传递本组织各种交易信息的系统。而且，IT 视角下的财务信息系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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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其他系统，它的变化范围可以从某些组织的手工做账，即纸质版信息系统到另一些较为复

杂的电子系统。尽管，它们的形式不同，但是，所有财务信息系统的构建都是以财务预算和

财务交易事项为基础，同时具备记录财务活动流程的功能。再次，企业组织应注重不断创新

和完善会计管理结构更加完整。从整体视角来看，当代企业会计管理结构可分为横向结构与

纵向结构，而会计预算管理体系贯穿于整个会计管理结构中。简而言之，横向结构主要是指

企业各部门的业务内容和会计预算管理环节都是彼此紧密联系的，如果某一部门未能实现预

算目标，就影响整个预算工作效果，延缓目标执行期。纵向结构则是指财务预算编制、预算

工作执行与控制、预算绩效考核与奖惩工作是一个完整的结构体系。另一方面，财会人员应

根据企业实际发展情况量化会计预算内容，控制好各种财务活动过程，设计与企业战略目标

一致的财务投资方案。一般情况下，设计投资方案是财务资金预算的基础，在此过程中，财

务人员要全面收集数据信息和相关资料，科学预算投资项目的增量现金流，避免出现超预算

现象。需要注意的是，对于投资项目未来收益流的预测是全面预算的重要环节，决定项目价

值高低的最主要因素是从项目中获取的净现金流量。 
（三）培养高素质会计队伍 
基于 IT 视角下，企业组织须重视做好会计人员的在职培训工作，全面提高他们的职业素

养，为本组织培养一支高素质会计队伍 [4]。企业首先要做好培训组织与实施工作，利用科学

的流程指导开展培训活动，全面进行培训需求分析，以此确定培训目标，设计培训计划，然

后，按照计划予以组织实施。需要注意的是，培训中的组织与实施活动须包括现场布置管理、

学员签到纪律管理、课程导入管理、培训师跟踪管理和培训课程结业管理等五项内容。其中，

课程导入管理的作用至关重要，该环节是会计人员培训教学的开端，良好的导入方式有助于

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目前，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的融合课程导入方

式有以下五种： 
1、随意交谈法。培训师可以利用课程开始前几分钟与受训学员进行随意交谈，让学员们

在不知不觉中进入新课。这种方法过渡自然，能把学员从无心注意引向有心注意，加深他们

对新课的印象，有助于培养他们的语言交际能力和业务处理能力。 
2、温故知新法。这种联旧引新、不落俗套的自然导入法能够有效激发受训学员的学习兴

趣，使他们集中注意力于新内容。 
3、看图提示法。该方法是一种利用教学挂图、自制图片或者简笔画，借助投影仪或者其

他多媒体技术等现代教学手段来吸引受训学员的注意力，然后，围绕图片提出一系列的问题，

激发他们的求知欲，从而引入新课程的导入法。通常，展示图片和提问的方式要根据课程内

容和培训师的意图而定，由浅入深，突出重点。 
4、创设问题法。创设问题情境是激发受训学员思维的一种有效方法，问题也会产生悬念，

这样导入课程适当增加了趣味与活力，进而引起学员的求知欲。 
5、多媒体导入法。目前，可利用的电化教学手段已经非常丰富，培训师在导入课程时可

以有选择地使用多媒体技术，借助声音、颜色和动感画面增强培训教学活动的趣味性和吸引

力。 
培训师在使用上述五种课程导入方法时，要注意合理的过渡，努力激发受训学员的学习

情感，每一次导入须秉承合时、合情、合理原则。而且，培训师事先要熟悉 IT 技术以及该技

术视角下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的融合内容，把握好培训教材中的转折点，了解受训学员的个

性和需求，充分利用现代化培训手段为本组织培养高素质会计队伍。 
其次，在培训活动中，企业应根据管理会计工作与现代企业财务会计管理的融合要求，

构建科学的培训课程体系，促进培训课程体系的开发设计与培训目标的一致性，组建完善的

课程模型。从微观视角来看，培训课程体系的常用模型有两种，分别是 ISD 模型和 DACUM
模型，其中，ISD 模型是教学系统化设计模型，该模型以传播会计管理相关理论知识、学习

理论和教学理论为基础，运用系统理论的观点与相关知识，分析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融合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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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作中的常见问题，并从中探索最佳解决方案。DACUM 模型是通过 IT 技术分析和会计职

务分析来确定会计管理工作所要求的各种综合能力及相应专项技能的系统方法，运用

DACUM 模型开展会计人员在职培训工作，必须重视细化会计人员的专业技能，努力提高他

们的综合素养。与此同时，企业组织应重视加强会计人员对 IT 技术的了解，引导全体会计人

员熟练运用该技术做好本职工作。 
（四）建立财会数据共享机制 
实现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的有机融合，提升企业财会管理效果，企业应着重建立财会数

据共享机制，促进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的信息数据流通，从而提高管理效率，节约人力成本。

其次，要运用财会数据共享机制促进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的原始资料融合，对所有数据资料

进行收集与加工，进而整合出最有价值的数据资源。另一方面，要在融合的基础上明确工作

人员的职责，做到权、责分开，对会计管理目标进行有效分解，层层落实，使得全体会计人

员都能很好地完成工作任务，实现企业利益的最大化。与此同时，企业还要对财会部门工作

进行有效的监督，保证会计管理工作的真正落实。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基于 IT 视角，促进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的有机融合，企业组织应重视运用 IT
技术构建完善的财会管理制度与财务信息系统；不断提高会计预算管理的全面性，大力创新

会计管理模式；根据企业实际发展情况量化会计预算内容，控制好各种财务活动过程，设计

与企业战略目标一致的财务投资方案；做好会计人员的在职培训工作，为本企业培养高素质

会计队伍；建立财会数据共享机制，全面提高企业财会管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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