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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代社会正处于飞速发展的过程当中,无论是经济环境还是政治环境、文化环境都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而且这些变动还处在动态性的发展过程当中,企业自身的发展面对较为巨大的机遇和挑战。
在此期间,会计工作也逐渐发挥出了更加明显的影响作用,必须要进一步提升会计的工作质量水平,才能
够真正意义上为企业良好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如今处于新时期的发展背景下,想要有效强化会计的工作
质量,需要重视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之间的良好融合,以期能够为企业的健康发展带来更加充足的动力。
在本文当中将主要阐述二者之间的异同,并探究其相互融合的策略,旨在为相关行业的从业人员提供一
定的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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