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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企业市场化改革进程的深入推进,大多数企业的管理生态和水平已经发生了很大转变,但
是,不少企业生产装置的管理依然采用传统的组织机构模式,管理链条长、反应速度缓慢、生产组织响应
速度与市场变化不匹配,致使企业生产力无法得到充分释放,效益最大化未能充分显现；另一方面还存在
激励约束机制与生产力发展不匹配。岗位考核评价机制不健全、自我改进动力不足导致大锅饭、平均
主义现象依然存在,多劳不能多得,老实人吃亏,大大挫伤了真正想干事、能干事员工的积极性,严重制约
了公司效益提升和高质量发展。同时,装置成本核算不够细化。现有成本管控系统时长出现滞后、失真
等情况,生产成本无法得到有效监控和及时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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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depth promotion of the market-oriented reform process of enterprises, the
management ecology and level of most enterprises have changed greatly. However, many enterprises still adopt
the traditional organization mode for the management of production devices, with long management chain,
slow response speed and mismatch between the response speed of production organizations and market changes.
As a result, the productivity of enterprises cannot be fully released, and the benefit maximization cannot be fully
displayed.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is a mismatch between incentive and restraint mechanism and productivity
development. The imperfect post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mechanism and the lack of motivation for
self-improvement still lead to the phenomenon of big pot and equalitarianism. The hard work can't get more,
and honest people suffer losses, which greatly frustrates the enthusiasm of employees who really want to work and
can work, and seriously restricts the improvement of the company's efficiency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t
the same time, the device cost accounting is not detailed enough. The time lag and distortion of the existing cost
control system make the production cost unable to be effectively monitored and adjusted in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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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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 大数据时代；企业管理；管理会计；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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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Enterprise Management Accounting in the Era of Big Data
Qiong Wu
Liaoning Finance and Trade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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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y words] Big Data Era; Enterprise Management; Management Accounting;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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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企业会计工作的转型。其次,企业需

程中,只有通过在采用大数据技术下对

业运营和项目决策中所需的各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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