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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以大数据为核心的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互联互通互享的新趋势给医院财务管理带来深
远影响,医院的财务管理面临着新的挑战。文章以大数据为背景,分析了当前医院财务管理现状,据此提
出了大数据背景下医院财务管理的发展对策,以期促进医院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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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of Hospital Financial Manage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ig Data
JinTao
Taihe Hospital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ith big data as the core, the new trend of
interconnection and sharing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hospital financial management. And the hospital financial
management is facing new challenges.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big dat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hospital financial management, and puts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countermeasures of hospital
financial manage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ig data,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hos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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