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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智化会计人才市场需求与高校培养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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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智化会计时代下高校会计人才供给、会计人员职业均面临新的挑战，当前我国会计人才培养出现

供需不匹配、与市场需求低耦合的困境，为摆脱困境本文对需求侧侧市场岗位缺口、胜任能力、进阶能力等进行

数据调研和研究分析，对供给侧高校培养现状、师资结构、资源情况等进行剖析，并提出了优化课程培养体系、

优化师资结构、共享教学资源和丰富实践体系等建议，为数智化会计人才培养和十四五时期会计队伍建设和质量

提高提供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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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era of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accounting, the supply of accounting tal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the profession of accounting personnel are all facing new challenges. At present, the training of accounting talents in my 
country is in the dilemma of mismatch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and low coupling with market demand. Conduct data 
research and research and analysis on competencies and advanced capabilities,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tea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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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会计数智化人才培养现状 
会计作为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产物，其

发展趋势、特征均受社会经济经济活动影响，可以说

经济环境是孕育会计发展的土壤，是影响会计发展的

决定性因素，而信息化是经济发展的最具象表现特征，

会计的信息化及数智化水平直接映射当前会计发展的

水平，高校会计教育历经了几十年的变革发展，也取

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与此同时我国会计教育也存在诸

多问题，一方面传统的教育模式已无法满足企业对人

才多样性需求，另一方面目前市场对“数智型、复合

型、管理型”会计人才的需求存在较大缺口，而基础

核算型会计人才却出现产能过剩的现状，我国高校会

计教育人才培养模式一定程度上脱离了时代发展的需

求，适应不了会计人才供应与大数据时代的全面深度

融合背景。 
2 会计人才市场需求侧分析 
2.1 岗位需求情况分析 
不同地域会计数智化水平与当地经济发达程度、

市场活跃度呈正向关系，一发达地区的会计岗位需求

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市场需求的趋势及方向，本次研

究选取一线城市、准一线城市及欠发达等三类地域规

模以上企业（500 人以上）在线上招聘平台的岗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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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样本，得到以下结论：一线城市基础性核算岗位的

需求占比低于新一线城市和欠发达地区 10.5%和

15.7%，结合当前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在管理工具在企

业财务领域的应用，基础核算类岗位的市场需求量在

一线城市内逐渐萎缩，且该萎缩趋势已经蔓延至新一

线城市及部分欠发达地区规模以上企业，与之取而代

之的是管理类岗位的需求提升，一线城市对于财务分

析、预算管理、风险管理等管理类岗位的需求占比高

出新一线城市和欠发达地区 10.2%和 15.8%。 
2.2 岗位胜任能力分析 
本次研究分别对不同层级会计岗位在招聘平台上

岗位需求的任职条件进行统计，每个层级分别选取 200
个样本，分析不同职位所需求的条件及能力。得到以

下结论，首先，四个层级中大部分企业均对相关从业

经验、数据分析能力有一定要求；其次，对会计人员

的综合素质及品质要求逐步提高，表现在沟通协调、

组织决策、抗压力方面；再次，信息化软件应用和企

业流程管理的能力对于不同层级的会计岗位均有不同

程度的要求；最后会计类相关证书特别是注册会计师

资格证书及会计职称类证书对于会计人员竞争力提升

意义重大。 
2.3 会计人员进阶能力要求分析 
本次通过向各层级会计人员发放调查问卷的方

式，统计分析会计人员进阶所需的能力素质，本次实

际发放调查问卷 30 份，实际回收 30 份，受调查人群

中 3 名为财务总监、12 名为财务经理、另外 15 名为财

务主管，得到的结论如下：大多数受调查群体认为会

计在成长进阶过程中均除不断提升的业务能力和专业

知识外，良好的数据分析、业财交互能力、沟通协调

能力贯穿于会计人员整个成长周期所必备的能力，另

外，在中、高阶层会计岗位当中，对于团队管理、组

织决策能力显得尤为突出。 
2.4 会计人员本科教育内容与实际工作契合度分

析 
通过向财务经理以上层级会计管理人员发放调查

问卷的方式统计分析会计岗位实际工作与本科阶段受

教育内容的契合程度（打分制），得出以下结论。首

先，会计本科教育阶段基础核算类职责、涉税职责、

审计风控职责与受教育内容匹配度相对较高，资源统

筹、预算投资、业财融合、财务系统化相应工作职责

与受教育内容匹配度较低；其次，层级越高的会计职

责其与本科受教育内容的相符度越低。综上所述，随

着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在会计领域逐渐渗透和数智

化会计管理模式的兴起，基础、可替代性核算岗位的

需求量日渐萎缩，对于管理类会计岗位需求量逐渐增

加。 
3 会计人才供给分析 
目前本科院校会计人才的教育及培养方案的制定

仍以核算领域为侧重，部分高校也在通过创新教学方

式、引入实践课程、打造实践基地、提升校企合作等

方式，会计人才的培养与市场需求的耦合度仍然欠缺，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培养目标与市场定位脱节。十三五期间诸多本科

高校都在尝试进行会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改革，但

是经济环境不断变化、会计工作呈现出信息化、共享

化、无纸化、无纸化等特点，众多高校在进行培养方

案的设计时一方面很难把握经济变化，一方面也缺乏

市场的充分调研，导致高校会计人才培养方案及目标

与市场脱节情况突出。 
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滞后。数智化时代会计核算

及财务管理呈现与新技术、互联网深度融合的特征，

而大多数本科院校由于初涉“数智化会计”及“管理

型会计”等理念，目前还没有形成较为完善和健全的

课程体系，在教学方法上也欠缺信息化和时代特征案

例的手段运营，本次研究向江西某高校会计专业本科

大四学生发放调查问卷（样本量 60 个），了解其对本

科阶段课程设置存在的问题的认知，大多数在校学生

认为当前会计课程及培养体系缺乏应用型和创新型。 
师资知识及队伍结构优化升级缓慢。教育知识输

出的质量好坏受教育主体即教师的影响极大，在当前

经济形势下，市场对于复合型、应用型会计人才的需

求量增加，而高校师资队伍中仍以纯会计理论知识为

背景的教师为绝对主导，在校教师一方面缺少企业实

战经验，另一方面学校基于既有资源等因素原因无法

为教师提供实践和提升的平台，在师资队伍引入环节，

大部分本科院校仍然学历及科研成果作为唯一的标

准，未与市场需求进行有效衔接。 
4 数智化会计人才培养路径 
基于以上研究数智化时代会计人才培养应从以下

几个方面进行优化： 
4.1 课程体系的优化 
基于会计人才的需求及当前高校培养体系的研究

分析，从会计职业素质、相关理论知识、会计专业知

识、管理会计知识、数智化会计知识、执业及管理技

能等五个方面进行设计和优化，具体课程设计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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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序号 市场需求 人才技能培养 对应课程体系 

1 综合能力（沟通、领导力、抗压力

等）较强的“综合型”会计人才 执业管理技能 演讲与口才、团队管理、商务礼仪、压力管理、情绪管理、领导力培

养、时间管理、员工关系管理 

2 适应数智化时代具有计算机背景

的“复合型”会计人才 数智化会计知识 大数据挖掘、财务 office 技能提升、财务建模、人工智能运用、财务

ERP 运用、信息化审计及内控、数据库管理运用、python&Vba 运用 

3 懂得管理、筹划和运营的“管理型”

会计人才 管理会计知识 财务分析、税务筹划、价值评估、企业绩效评价与控制、项目投资管

理、工程固定资产管理、内部控制管理 

4 财务会计知识过硬的“专业型”会

计人才 会计专业知识 基础会计、财务会计、成本管理会计、财务管理、审计学、税务会计、

会计制度、金融会计、中小企业会计 

5 知识储备丰富、与业务深度结合的

“融合型”会计人才 相关理论知识 经济学、金融学、行政管理学、统计学、税法、市场营销、风险管理、

国际贸易 

 
与目前主流运行的课程体系相较，主要变化点有

几项：（1）适度减少通识类课程，增加与数智化时代

匹配的信息化会计课程；（2）适度增加执业及管理技

能相关课程，迎合当前企业对于综合性会计人才的需

求；（3）增加管理会计课程，适应会计人员由核算向

管理的转型。 
4.2 师资队伍及结构优化 
师资队伍作为数智化会计人才的培养主体，是实

现会计教育质量提升和数智化转型的重要保障，高校

师资队伍优化应从“内部转型、外部引入”出发，内

部层面教师应积极参与互联网等学术会议及企业调

研，外部应调整高校人才引入策略，积极引进不同学

科背景的复合型教师人才，推动高校会计师资团队的

多样化建设。 
4.3 教学资源的优化 
高校会计教育与市场需求脱节的部分原因在于教

学资源匮乏，高校应以资源共享为切入，丰富教学资

源的多样性，当前各院校教学资源处于高度分散的状

态，未形成统一和完善的体系，不利于有效的管理，

强化优质会计课程资源、科研资源的共享平台的搭建，

有助于教学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复合型会计人才的培养

锻造. 
5 结语 
综上所述，数智化、人工智能在会计领域的的持

续渗透为会计人才带来较大的机遇，同时也给高校复

合型会计人才的培养带来了挑战，高校应顺应数智化

时代的发展和需求，丰富课程培养体系、优化师资结

构、提升教学资源、强化实践体系等，增强高校会计

学子向数智型、管理型、复合型转变，提升其职业胜

任能力及与市场需求的匹配度，为企业和社会培养更

多高层次的适用性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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