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

Economics

第 4 卷◆第 4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59 /（中图刊号）：270GL018

企业财务标准化管理的必要性与实施
赵铭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DOI:10.12238/ej.v4i4.755
[摘 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给企业带来了发展的机遇,也带来了巨大挑战。财务管理对企业的发
展十分关键,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质量越高,越有利于提高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力。因此,企业必须要重
视财务管理工作,将财务管理工作纳入内部控制体系的中心控制环节,特别是要进一步推动财务管理工
作的标准化进程。本文从企业财务共享建设过程遇到相关问题,从推动财务管理标准化的必要性与具体
的财务标准化管理的实施措施入手,对相关的标准化管理措施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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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has brought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and huge
challenges to enterprises. Financial management is critical to the development of an enterprise. The higher the
quality of the financial management of an enterprise, the more conducive to improving th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enterprise in the market. Therefore, enterprises must pay attention to financial management work,
incorporate financial management work into the central control link of the internal control system, and in
particular, further promote the standardization process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work. This article starts with the
relevant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the process of corporate financial sharing construction, starts with the necessity
of promoting financial management standardization and specific financial standardization management
implementation measures, and discusses related standardization management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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