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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信息时代下的财务会计工作创新可以合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从而实现财务会计工作的信息
化,使财务会计工作的价值功能得到有效发挥,基于此,本文概述了财务会计工作,阐述了信息时代下的财
务会计工作特征,对信息时代下的财务会计工作创新策略进行了探讨分析,旨在促进企事业单位的可持
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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