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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的科学技术在持续的发展,计算机技术也开始走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在处理各项事
务时,人们都需要利用信息技术展开相关的工作,在经济管理方面,利用信息技术可以不断提升工作的效
率,制定更加高效的管理方案,在过程中能够及时发现经济方面的问题,做到防患于未然,帮助公司实现可
持续的发展。总的来说,利用计算机信息技术展开相关的工作,在过程中结合当下的发展趋势进行工作模
式的改变,将各个领域进行优化整合,从而不断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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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 the optimiz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compute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economic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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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computer technology has
begun to enter people's daily life. When dealing with various affairs, people need to us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carry out related work. In the aspect of economic management, the us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an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work efficiency and make more efficient management plans. In this process, we can
find economic problems in time, prevent problems before they happen, and help the company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enerally speaking, we use compute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carry out related
work, and in this process, combine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trend to change the working mode, optimize and
integrate various fields, so as to continuously create more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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