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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会计准则是对以往会计准则的优化与完善,为了确保新会计准则在各个企业内得到有效实
施,必须要确保各个企业加大对新会计准则的学习,了解新旧会计准则之间存在的差异与变化。电力施工
企业与居民日常生活有着紧密联系,在新会计准则实施之后,需要进一步完善电力施工企业的财务管理
情况,落实电力施工企业的长久发展需求。本文以电力施工企业为研究对象,分析在新会计准则实施之后
对电力施工企业财务管理的影响,并且提出新会计准则实施之后的电力施工企业财务优化管理措施,希
望能够有效推进电力施工企业的转型,为电力施工企业的稳定发展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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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New Accounting Standards on Financial Management of Electric Power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Rong Li
State Grid Yinchuan Power Supply Company
[Abstract] The new accounting standards is the optimiz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the previous accounting
standards. In order to ensure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accounting standards in each enterprise, it
is necessary to ensure that each enterprise increases the learning of the new accounting standards and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s and changes between the old and new accounting standards. Electric power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aily life of residents.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accounting
standards,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improve the financial management of electric power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and implement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needs of electric power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This paper takes
electric power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alyzes the impact on the financial management
of electric power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new accounting standards, and proposes
the financial optimization management measures of electric power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new accounting standards, hoping to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electric
power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and provide support for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electric power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Key words] new accounting standards for enterprises; electric power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financial
management; perfect measures
引言

的控制,结合实际情况建立完善的管理机制,有效规避财务管理

电力施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为

中存在的风险与漏洞,降低企业的成本支出,为电力施工企业高

了确保企业有更高的竞争力,必须要结合实际情况落实新会计

效发展提供支持。

准则的实施,确保企业财务管理的高效性。新会计准则实施之后,

1 电力施工企业财务管理受到的新会计准则影响

对电力施工企业的财务管理带来了一定的影响,相关工作人员

1.1影响收入和费用的核算

需要结合财务要求进行相应的报表整理,定期开展对财务工作

新会计准则时实施之后,对电力施工企业的影响非常大,而

人员的培训,进一步落实新会计准则的实施,减少企业受到的阻

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收入与费用核算方面。在以往的电力施工

碍。在新会计准则实施之后,需要电力施工企业加大对财务管理

企业会计核算工作中,电力施工企业需要根据工程项目完成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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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进行比例的分析,然后进行收入与费用核算,根据合同要求
满足与核算之间的关系分析,在实际的核算过程中,主要以合

2 基于新会计准则的电力施工企业财务管理应对
要点

同标注的情况进行探讨,随后进入到工程结算以及应收款项

2.1壮大整个财务管理队伍

的科目中。税收也存在着较大的影响,按照百分比完成情况进

在电力施工企业的财务管理中的提升,确保工作人员能够

行税收的计算,电力工程项目成本投入的确定以及净利润和

适应当前的财务管理要求,推进企业经济效益的增长。当前人才

毛利润的分析也非常关键,在主观效果的影响下,电力施工企

管理是电力施工企业财务管理的薄弱环节,因此需要对财务管

业经营会因新会计准则实施受到较大的影响。在新会计准则

理工作人员进行技能培训,保障工作人员能力与素养达到规定

实施之后,对费用以及收入核算等都有了较大的调整,电力施

要求。第一,针对当前的财务管理要求进行分析,对财务管理人

工企业需要直接转接到工程项目的施工成本中,并且做好专

员分批次的进行技能培训,结合新会计准则以及旧会计准则之

项税收筹划工作。根据税收内容进行分析,确保工程项目结算

间的差异进行分析,在培训过程中需要让财务管理工作人员明

与财务性质之间的结合。

确新旧会计准则之间的差异与变化,落实合理的财务管理要求,

1.2提高会计信息披露的透明度

保障工作人员能力与水平的提升,在实际的工作过程中结合新

新会计准则实施之后,对电力施工企业的合同管理以及合

会计准则要求,实现工作人员经验的积累,更好的适应当前新会

同资产等提出了非常明确的规定,也对负债减值有了更加详细

计准则要求,提升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素养。第二,在财务管理

的说明。资产减值是新会计准则实施中的关键内容,资产的账面

工作中保障工作人员有更高的热情,在整个财务管理工作中坚

价值和可回收金额比较低,在资产过程中不仅包含了特殊的内

持实施绩效考核机制,并且将对工作人员的考核结果与薪资奖

容规定,还有了单项资产以及资产组,尤其是资产组方面,针对

励结合,在物质上满足工作人员的激励,同时给予适当的精神奖

电力施工企业独立产生的现金流量以及资产组情况进行减值测

励,对工作表现优秀的人予以表彰,完善自身工作内容,在财务

试。因此,在新会计准则实施之后,用户需要按照需求得到更好

管理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与价值,保障工作积极性的增长。

的满足,对于工程项目监管也有了积极的作用与影响。新会计准

2.2加强资产管控力度,合理利用信息化系统

则实施之后,大幅度提升了电力施工企业的信息披露透明度,加

在新会计准则实施中,电力施工企业管理人员需要加大资

大了与合作伙伴的范围,改进了以往的交易模式。会计信息披露

产管理力度,摒弃以往传统型的管理观念,结合固定资产管理要

是新会计准则实施中的关键内容,需要电力施工企业加大对财

求,每一位管理人员都必须要了解电力施工企业的发展特点,结

务管理的重视。

合当前的经济体制作出针对性的财务管理改革,建立完善的绩

1.3克服会计方法的不确定性

效评价机制,确保绩效考核具备较强的公平性与公正性。另外,

在新会计准则实施之后,对电力施工企业的会计信息真实

在固定资产管理方面需要建立较为明确的财务管理指标,保障

性和可靠性提出了较高要求,并且需要根据会计工作情况落实

各个部门均能够满足资产管理信息的规范性与完整性。固定资

合理的工作依据,坚决杜绝在会计工作中存在的伪造交易或者

产在电力施工企业财务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对固定资

虚假交易。电力施工企业在管理过程中结合新会计准则要求,

产的合理管控,能够满足对电力施工企业内的资产,查清有效解

认识到公共价值管理的重要性,在施工过程中结合自身的资产

决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优化资产结构。新会

情况以及减值情况等进行精准计算,有效规避在电力施工企业

计准则实施之后,需要明确新会计准则的基本需求,满足内部管

财务管理中发生的私下减值以及以确定减值回转情况规避。现

理机制的优化与完善,对资产管理进行约束与调整,加大对资产

阶段,正处于电力施工企业的新会计准则实施过渡期,企业在工

管理的事前分析与预测,满足市中管理的延伸,做好管理过程的

作过程中容易出现不确定影响,这也是新会计准则给电力施工

监控,更有效的满足电力施工企业的发展需求。固定资产管理在

企业带来的影响。

电力施工企业管理中任务重管理内容复杂,如果仅仅依靠工作

1.4改善会计标准实施

人员的手动操作将难以满足数据的精确性和真实性,因此需要

新会计准则实施之后,对电力施工企业的会计管理实施有

实现信息化技术与网络化技术的融合,利用ERP系统满足资产管

了更加严格的标准,这一情况主要体现在积极层面。当前社会经

理的高效性,准确把控资产的应用状况。另外,还可以在竣工结

济快速发展,电力施工企业存在的不确定性不断提升,对于企业

算阶段利用SAP系统,降低结算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进一步实

而言新会计准则的实施有效实现了企业运营以及金融衍生工具

现资产管理目标。

等的管控。通过新会计管理实施,体现了电力施工企业会计管理

2.3树立正确的财务管理理念,营造良好实施环境

过程中的客观性、真实性和有效性。利用新会计准则,改善了会

在新会计准则实施之后,需要确保电力施工企业财务管理

计管理模式,让新会计准则在电力施工企业中有了较好的实施

人员树立正确的财务管理观念,有效推进电力施工企业财务管

环境,同时也改变了以往的管理模式,让会计制度和环境改善受

理的高效性。施工企业管理人员需要结合新会计准则要求加大

到积极影响,对于电力施工企业塑造良好的形象以及推进企业

对内容的解读,制定合理的财务管理目标,并且确保新会计准则

发展有重要支持。

与电力施工企业的发展战略相吻合,形成有机融合机制,确保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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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目标在各项因素的影响之下能够实现转换与确定。第一,在电

费用情况以及运营资金使用情况。建立施工企业的财务管理部

力施工企业管理过程中,财务管理人员需要加大对以往传统型

门,需要根据企业自身的运营情况进行详细分析,合理计算出资

管理观念的革新,明确新会计准则对当前财务管理的重要性,实

金使用情况以及工程项目的开支情况,制定合理的管控计划,确

现业财融合更有效的落实针对性的管理办法,不断提升自身管

保成本费用与收入有效配比,促进达到工程项目的毛利率目标。

理能力。第二,在管理过程中,需要加大对新会计准则实施的宣

除此之外,在管理过程中需要加大对预算管理机制的建立,结合

传,电力施工企业管理人员需要定期进行相关管理机制的学习,

电力施工企业的管理状况,确保预算管理制度的有效实施,让预

明确新会计准则要求,根据实际情况加大对管理制度的更新,定

算管理最大程度的提升工程项目管理效果,推进企业的经济效

期开展工作人员培训,保障更多企业员工认识到新会计准则实

益增长。

施的重要性,并且满足新会计准则实施之后的财务管理转型。
2.4加强合同的规范管理

2.7内部控制系统理论和实践之间进行转化的想法和技术
内部管理系统可以有效实现电力施工企业风险的控制,促

在新会计准则实施之后,为了确保电力施工企业有更好的

进企业达到管理目标。近些年来内部控制方式主要采用的是传

发展,需要制定完善的管理合同,电力施工企业在与客户进行相

统权力制约或者岗位分配。在传统的管理过程中,针对情况进行

关合同的签订,在战略布局以及客户需求方面加大变化,确保工

岗位建设、满足人员的分配以及管理体制要求。通过这些工作

程项目合同具备较强的合理性。根据电力施工企业的利润识别

满足管理的进行,现如今企业发生较大的变化,也面临着全球经

点进行探讨,同时,结合客户需求以及合同条款等发生的变化情

济一体化的管理模式,让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以往的内部控制系

况,也需引起高度关注,落实新会计准则在当前的电力施工企

统已无法满足现阶段的要求,造成了管理信息化建设增加,也让

业中有更好的应用。在电力建设项目中施工,企业需要结合自

管理内容变得更加复杂。结合这些问题,需要改变现有的方法,

身收入情况等进行分析,结合新会计准则要求,加大合同签订

满足内部控制管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融合,更好的推进企业管

情况的审查,利用合同审批以及新会计准则的条款满足在合同

理的高效性。

规定范围之内保障双方履行合约,加大进度管理,满足价格的商

3 结束语

定,促进合同管理内容更加规范,让电力施工企业的经济效益得

总而言之,在新会计准则实施之后,对电力施工企业的财务
管理带来了机遇与挑战。为了达到财务管理水平提升,必须要结

到保障。
2.5资金归集管理

合新会计准则要求实现对财务管理体系的优化调整,结合当前

第一,资金账户归集。在电力施工企业管理中,需要按照管

新会计准则实施要求,需要积极解决在电力施工企业财务管理

理要求进行统一开户,组建相应的资金池,并且账户管理需要坚

中面临的难题,更好的落实财务管理的转型。因此,电力施工企

持制度化与规范化,在保障合理执行的前提之下,满足对收支账

业的财务管理人员需要定期开展培训与考核,保障工作人员有

目的严格管理,在银行中建立相应的渠道满足收款账户需求,也

较高的能力与素养,组建良好的工作环境,认识到财务管理的重

可以实现对所有账户的同一管理,严格限制在银行内的开户数

要性,建立清晰的管理目标,加大信息化管理机制以及管理系统

量。第二,收支监管。电力施工企业在管理过程中,需要加大对

的应用,进一步提升财务管理水平,为电力施工企业的长久发展

收支情况以及资金使用情况的控制,更好的掌握工程项目的资

奠定基础。

金流情况,加大管理力度,比如在一些特殊的收款账户中,电力
客户将电费转账到特殊账户中时,增加不同部门的资金使用情
况以及分配审计,保障资金的合理利用。另外,在管理过程中还
需有效规避资金超支情况,减少资金应用的不合理现象。在财务
管理工作中,现金支付属于不安全行为存在的风险性较大,而且
也难以获取资金的有效监管,因此在资金管理过程中需要利用
转账促进转账效率提升,保障资金利用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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