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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会计工作不断发展变革,管理会计成为现代会计的主要发展方向。而企业
的管理会计不仅可以保障企业金融、财务、资源等协调发展,还可以有效地规划企业未来的发展目标。
并且为了更好地激发企业的发展动力,需要牢牢抓住企业资源整合的相关因素,并将其融合于企业发展
的具体环节当中。因此,相关工作人员应通过大数据技术实现企业发展目标。与此同时,管理会计工作人
员能够借助互联网技术形成的分布式数据库,保障企业数据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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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 In the context of the era of big data, accounting work continues to develop and reform, and
management accounting has become the main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modern accounting. The management
accounting of enterprises can not only ensur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 finance, finance and
resources, but also effectively pla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goals of enterprises. In order to better stimulate the
development momentum of enterprises, it is necessary to firmly grasp the relevant factors of enterprise resource
integration and integrate them into the specific links of enterprise development. Therefore, relevant staff should
use big data technology to achieve corporate development goals. At the same time, management accounting staff
can use Internet technology to form a distributed database to ensure the security of corporate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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