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

Economics

第 5 卷◆第 1 期◆版本 1.0◆2022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59 /（中图刊号）：270GL018

论会计管理体制的创新及其现实选择
蔡娟
内蒙古化工职业学院 管理工程系
DOI:10.12238/ej.v5i1.846
[摘 要] 本文主要是结合当下会计管理体制的不足以及发展现状为主要内容作为分析依据,从会计管
理体制的缺陷和创新模式应用的效果进行深入分析,其目的在于促进企业会计管理制度与时俱进,并且
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会计管理制度,将新技术优势转换为辅助分析、支持决策的最佳管理工具,宏观角度
下促进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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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Innovation of Accounting Management System and Its Realistic Ch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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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s mainl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current accounting
management system and its development status, and makes an in-depth analysis from the defects of the
accounting management system and the effect of the application of innovative models. Its purpose is to promote
the enterprise accounting management system to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and to develop an accounting
managemen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urn new technological advantages into the best management
tools to assist analysis and support decision-making, and promote the sustained, high-speed and st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from a macro perspective.
[Key words] management and accounting system; innovation
引言

断借鉴一些优秀企业的管理实践,才能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高速发展以及

够有效推动企业的良好发展。

营分析,会计业务模式转向财务共享。
在培养管理会计人才队伍方面,一

1 我国现有会计管理体制的
缺陷

是要加强对工作人员金融科技方面的培

在进一步完善和创新,会计职能也对应
着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现代会计重

1.1从业会计人员的整体素质有待

质和能力；二是要建立业财融合的运作机

视对企业的服务和管理,而一反传统重

加强。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迈向社会主

制,通过管理会计人员和业务部门人员的

视监督与反映的做法。在社会经济高速

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会计工作作为经

双向流动,强化管理会计工作人员经营分

运转的大背景下,我国要想成为世界第

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需要不断健

析的能力；三是要提高会计人员的工作专

一大经济体系就必须要有世界一流的企

全和完善。财政部起草的《会计改革与

业度,利用财务共享方式提炼出重要数据,

业群做支撑。而世界一流的企业群必须

发展“十四五”规划纲要》(下称《纲要》)

进行战略分析和管理决策。

要靠一流的管理会计进行操作运转。基

中不仅总结了十三五我们获得的优秀成

于新经济形势下的发展和要求,如何适

绩,还展望并提出了十四五时期会计行

现行国家会计职业管理体制的绩效监督

应全球多元化发展需求跻身于一线、进

业需要关注的点,为新时期会计行业指

机制还仍然存在许多突出问题,会计人

一步推动会计管理制度的完善和发展？

明了道路。
《纲要》中提到“拓展高端会

员的的职业岗位工作责任制不明确,甚

便成为了我国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关

计人才培养范围,加强高端会计人才梯

至其作为业务者和执法者的地位不为国

注点。但是当前企业在会计管理体制的

队建设”
。数字化转型时代会计工作人员

际社会所广泛认可,会计工作中对于手

不断应用实践中也出现了或多或少的问

面临的环境发生诸多变化：会计信息提

续费的交接不规范等,企业仍把专职会

题,在这种情况下,及时解决问题,并不

取转向数据挖掘,会计工作重心转向经

计人员直接视为企业法人代表的企业私

会计信息的革新,会计管理制度模式也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训,持续提升管理会计工作人员的科技素

1.2会计监管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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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财产,从而随意指挥,会计工作基本

统计学问,他主要是通过会计处理和整

监督和管理手段。而在1990年同济医院

失去了企业执法者的独立性。
《纲要》提

合各种不同类别的会计数字以及各种数

创立了法人负责制下自主经营、自负盈

出,要“形成对内提升单位管理水平和风

字间的逻辑关系等,来准确反应各种经

[3]
亏经营模式, 但缺乏监管机制便于

险管控能力、对外服务财政管理和宏观

济活动现象的。现代计算机、网络技术、

1995年全面整顿,首先从医院选拔合适

经济治理的会计职能双向拓展新格局。”

会计管理企业技术都主要是基于会计处

人员,重新任命总经理(法人代表),作为

以往,管理会计作为会计工作的一个分

理各种数据、信息的计算技术,构成了现

医院代表全权负责公司经营管理及行政

支,主要是辅以管理者进行最优决策,从

代管理企业会计的基本技术理论体系,

管理；其次从医院财务处抽调一批具有

[1]

它能够促进会计信息失真问题得到很好

一定工作能力的专业会计骨干派往公司,

的解决,抑制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

全面负责财务核算工作。这种委派会计

而提高经营效益。

在《纲要》的指引下,管理会计工作

2 会计管理体制的创新模式分析

的做法就是同济医院最早借鉴西方会计

和风险管控能力,更要着眼于宏观经济

要想对会计管理制度进行创新,我们

委派制的模式,对所属产业公司实行的

管理和社会持续发展的需要。一是在现

应当取中国传统会计管理体系之精髓,弃

财务监管。上述举措比我国正式提出试

在必须认真贯彻审视、不断完善全国会

之糟粕,并根据当下中国的会计管理体系

行会计委派制还要早3年。总之,委派会

计代理行业相关市场法规执法相关准入

发展状况,来提出和实施更加完整的现代

计制作为同济医院对外投资监管的一种

监督管理制度,净化改善会计行业执法

会计管理制度。但是,不断创新也将会进

特殊有效的手段,还需在以后的工作实践

相关市场法律环境,改善提升会计行业

一步出现在此流程中存在的问题。于是我

中不断引进学习国内外先进的投资监管

执法相关工作服务质量；二是不断完善

们就应当遵循以下几个大方向的准则,从

方式,并结合医院实际加以改进和完善,

会计企业独立公司内部风险治理工作,

而将这个流程实现的更加顺畅。首先我们

为医院的全面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该制

建立起公司内部自身的会计风险综合控

便要在不断创新管理体制中必须严格关

度模式下不仅能够全面、公正地客观反映

制和监督管理制度,同时还要继续建立

照是否符合我国国情,走出一条中国独具

我国企业生产经营者的资产受托权和落

不断完善独立企业公司内部董事监督管

特色的企业会计财务管理制度；其次便是

实情况,防止会计信息的严重失真,并在

理制度,必须继续加强全国企业公司自

在继续进行企业会计财务管理制度的改

此模式基础上,有效地遏制国有资产的

身内部会计行业风险综合控制和监督管

革创新中,要切实充分考虑每个企业经营

严重流失,维护国家所有者合法权益。

理制度；三是必须继续加强全国会计行

者的自身利益；最后在企业进行体制创

但是随着我们国家市场经济的不断

业行政监管部门人才队伍培养体系强化

新时,企业自身也需要必须建立一套比

发展变化,这种管理模式的一些弊端也

建设,提高全国会计行业监管人才工作

较完善的会计赏罚规定制度,以便于确

逐渐显露出来,例如这种会计制度建设

效率。四是继续加强会计企业内部诚信

保所有者提供的企业会计信息具有一定

会直接导致会计有很大的独立性,由此

教育,建立良好的诚信企业管理机制。

真实性,并适时增减相关管理部门,减少

一来,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企业会计管理

不必要的成本支出,从而保证各个部门

职能的充分发挥,而且也正是因为它的

更大化的发挥其自身价值。

独立性,导致企业会计人员有的很多时

将不再局限于提升企业的微观管理水平

1.3会计管理体系应依托数字化转
型。
《纲要》提出积极推动会计工作数字

会计财务管理体制的改革创新过程

候不会考虑整个企业的经济利益,最终

业管理数字化平台”,“逐步建立跨平台、

是一个十分巨大和复杂的发展过程,实

导致这种会计制度形同虚设,起不到任

[2]
结构化的会计数据库”
。 从目前企业发

践来看是它具有一定的繁琐性。从理论

何实质性的规范作用。

展形势来看,会计管理工作仍然存在一

上面来看,我们也不能生搬硬套他国的

2.2财务总监制。财务总监制是西方

系列问题,例如多数企业管理会计系统

一些创新管理制度,虽然我们已经掌握

国家现代化私营企业普遍通行的管理制

尚未形成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不仅使

一些国外创新制度的经验,但是各国实

度,董事会通常会派遣一个财务总监进

得企业管理效率低下,而且各项业务系

际国情仍参差不同。因此我国在结合一

入到所经营的企业中并参与企业的日常

统的孤立导致企业不能全面地掌握相关

系列问题后,总结出一些关于会计管理

经营,但是只是通过监督和约束一个企

数据,对企业战略制定的参考作用大打

体制创新的模式。

业及其经营者的发挥作用,实质上是不

化转型的主要任务之一应该是“改造行

折扣。从纲要中可以看出会计数字平台

2.1会计委派制。早在1998年国家有

干预的。在西方我国实行财务总监国有

将是一个可实现跨越各孤立系统、实现

关部委便提出了会计委派制,主要是政

制度最早是在1994年深圳政府率先正式

综合查询分析的全局性系统,既能节约

府机关或企业的上级主管部门对其下属

实行在部分西方国有企业部门推广,是

成本,又能提高效率。

的分支机构或公司委派会计人员,授权

以根据国家在企业国有资产管理中的财

会计在本质上也就是一个用来反映

监督管理所派单位的会计行为和经营活

务控制主导地位直接向国有企业部门派

和管理控制各种经济管理活动的会计信

动。截止目前来看,会计委派制已成为我

往履行财务监督管理职责上的人员。目

息处理系统,是一种关于“数据分类”的

国社会经济领域里经常使用的一种会计

[4]
前在西方全国都相继推广施用 ,且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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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束语

国财务总监制度有悖于西方,财务总监

验的基础上,结合国情逐步摸索并推广,

根据国家授权对国有企业财务管理计划

甚至不行就撤；第三,稽查特派员不介入

随着近年我国经济增速持续放缓,

工作拥有最终参与权和最终执行权,企

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活动,他们不是企业

现阶段国内市场正处于我国经济社会转

业一般也不会再次聘请财务总会计师。

家,对他们的选拔与任命,除了考核一般

型调整的重要时期,多数企业都积极努

我国企业主体经营者一般有着完全脱离

业务知识之外,更应偏重于政治思想品

力寻求通过管理制度能力的不断创新与

于西方财务总监国有制度法律限制所不

德和对人民事业的忠诚；第四,随着内部

提升以实现适应国内市场需求量的转

被赋予的完全国有财产。

关系的理顺、外部市场机制的完善,它的

变。管理会计作为企业管理工具,整合了

财务总监实质上是代表着所有者的

作用会逐渐减弱；第五,稽查特派员制并

管理企业经营战略、财务及经营业务等

利益,只有所有者利益得以维护那么职

不是我国国有企业所独有的现象,法国

各个方面,帮助企业规划与监督管理企

工利益才能最终得到维护。建立财务总

在西方国家中由于更强调计划指导,因

业各级的日常经济管理活动,它在管理

监委派制度,一方面体现所有者的意志,

而其国有企业的比重相对其他发达国家

企业的各种经济活动中一直发挥着重要

能有效解决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下产生

而言要高,法国就对国有企业派出了国

的指导作用,管理会计在新时代迅速得

的所有者主体缺位和经营者道德风险问

家监督官；第六,对稽查特派员制的分析

到发展。但是,由于我国会计管理制度研

题；另一方面也可以财务总监为代表做

基本上适用于财务总监制。

究起步较晚,应用过程中不断的突破并

好监督把关,进而强化所有权对经营权

3 会计管理体制的现实选择

解决问题,目前也仍然是处于发展探索

的财务约束,可见财务总监制度属于财

综上三种创新制度模式我们不难发

阶段。随着新技术和新一代业务管理模

务监督范畴。过去不少国有企业存在盲

现其各有利弊,而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大

式的不断出现,会计管理制度企业需要

目扩张、滥收乱支等财务收支管理失控

数据、云计算、财务机器人等已经应用到

积极探索国际新趋势,努力实现自身的

问题。所以经过一系列的实践后,一些企

各个行业,不断改变着财务行业的发展。

技术创新和应用发展,以实现自身应有

业中建立财务总监委派制度,从时间、数

任何一种制度的选择都离不开文化的作

的社会效率和经济效益。这篇文章简要

量上对经营活动进行全面监督,它弥补

用,财务部相关文件的发布让中国特色管

论述了我国会计管理制度的技术创新与

了财务总监制的不足,避免内部审计的

理会计体系进一步完善,对中国新经济转

应用发展,希望能够有效帮助我国企业

“自己监督自己”的缺陷,实现外部监督

型提高质量增加新成效。中国会计管理制

更好地应用管理会计制度,实现自身价

内部化的双保险操作,消除外部监督不

度发展要从传统会计管理制度中汲取养

值的进一步突破。

到位的问题。

分,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出来。如今大数据、

注释：

2.3稽查特派员制。稽查特派员又称

云计算的应运而生,例如目前我国杭州全

作总会计师制度下的稽查特派员制。同

面推广使用增值税电子发票,大大提高了

样是在21世纪初,对国有大中型企业派

人民生活的便利性。但是还有很多地区

出财务总监与稽查特派员的工作业已开

没有普及,造成了电子发票的不通用甚

始实施。其目的当然是解决内部人控制

至是企业发展的滞后性,而面对这样的

④卢思绮,饶艳超.加强管理会计体系建设

问题,以期降低代理成本。理论上说,实

态势,政府和企业的相互推动才能更好

助力改革与发展[N].中国会计报,2021-7-16(2).

行稽查特派员制度是实行政企分开的重

的节约社会资源,提高企业运行效率。

①杨林霞,刘晓辉.《中小企业财务管理创新研
究与改革》[J].吉林人民出版社,2019:313-314.
③陈安民.《现代医院核心管理》[M].人民
卫生出版社,2015:1569-1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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