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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财务管理推动企业财务管理工作科学发展研究 

王建华 

天津商业大学  天津 

【摘要】随着我国的不断发展与建设，现如今企业作为推动国家进步的重要支柱，它的运营和市场规

模等方面都和市场与社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整体上分析，无论什么类型的企业在开展业务活动或者

建设与管理的时候都离不开资金支持，这也凸显出企业财务管理工作的重要性。但目前有很多企业并没有

意识到财务管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他们大多都讲经济效益放到第一位，这种偏见会间接性导致财务管理

工作疏忽然后造成财务风险因素加大和资金流失严重等不良现象。因此，如何才能针对于财务管理工作提

高其科学发展这已然成为相关企业领导和管理人员所要重视的任务。本文先阐述了加强财务管理推动企业

财务管理工作科学发展的意义，然后又对加强财务管理推动企业财务管理工作科学发展的建议展开讨论，

并提出了个人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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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our country, nowadays, as an important 
pillar of promoting the progress of the country, enterprises have an inseparable relationship with the market and 
society in terms of their operations and market scale. From the overall analysis, no matter what type of enterprise is 
in business activities or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it is inseparable from financial support, which also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corporate financial management. However, many companies currently do not realize 
the importance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Most of them put economic efficiency first. This kind of prejudice will 
indirectly lead to negligence in financial management and then increase financial risk factors and loss of funds. 
Serious and other undesirable phenomena. Therefore, how to improve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work has become a task that relevant business leaders and manager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is 
article first expounds the significance of strengthening financial management to promote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of corporate financial management, and then discusses suggestions on strengthening financial management to 
promote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of corporate financial management, and puts forward personal opin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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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已经进入了关键时

期，中外市场的融会给国内企业带来了很多机遇同

时也有很大的挑战。所以作为企业中的核心部分，

财务管理部门必须通过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和加强

监管力度来为企业提供更强有力的内部动力，当风

险降低以后才能提高市场竞争力，然后促进经济效

益最大化，并让企业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 
1 加强财务管理推动企业财务管理工作科学发

展的意义 
财务管理指的是企业中围绕着资金展开的业务

活动，会处理内部的各方面财务管理，有着很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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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性。目前市场发展速度非常快，很多企业面对

此背景已经着手改革创新，所以对财务管理工作也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内部的各方面制度体系要积

极创新和完善，只有效益保障才能提升员工的福利

待遇并促进其工作积极性，然后形成一种良性循环，

激发出企业的动力不断前进。提高企业内部财务管

理的质量和水平，让经济效益得到全面提高，如此

企业才能在一个稳定的环境下发展，就算市场波动

较大他们也有能力去应对，不会被其它竞争对手排

挤。根据调查发现，无论国企还是中小型企业，其

内部都会设立专门且独立的财务部门且安排工作过

人员，部分有眼光的企业领导会非常重视财务管理，

这都能看出企业中财务管理的重要性，而且对它的

科学发展展开分析和推进是有意义的[1]。 
2 对加强财务管理推动企业财务管理工作科学

发展的建议 
2.1 健全财务管理制度 
企业开展的财务管理工作要想实现全面科学

化，有必要对财务部门进行改革创新，优化其中的

各员工职能，使他们都能正视自身工作然后各司其

职做好本职工作。去也上级领导要重视起来，财务

部门需要明确企业中各经济活动的全部内容，上报

给领导以后并受到管理和监控，这样可降低贪污和

资金流失等不良现象发生，而且也能清晰明了的看

出企业中的各方面收入和支出水平。基于此，企业

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创设监管制度，可对此借鉴国内

外成功企业，要求所有的财务管理和工作人员参与

进来，都提出自己的意见，在健全财务监管制度以

后，财务部门和相关人员就需要按照企业制定的标

准展开工作，如此才能有效提高工作的质量效率。

在此其中企业中的领导要明确自己对财务部门的管

控，对他们开展的业务和工作都有依据，财务管理

人员日常工作中会接触所有活动，他们就是要把收

入和支出明细记录，生成财务报表分析财务风险和

盈利率，所以这些工作人员必须了解企业的所有情

况，这才能有效推动自身工作并给领导提供准确精

准信息，为决策提供理论依据，也可降低风险和加

强资金利用效率[2]。 
2.2 加大财务审查力度 
多数企业开展的财务管理工作很混乱，主要是

这项工作包含内容繁杂，操作性强，需要工作人员

通力配合和投入足够的精力，但因为涉及到的都是

金钱，难免会有部分工作者受到利欲熏心做出不利

于企业的事情，包括挪用公款、虚报账单等等。对

此，企业有必要加强财务管理的监管力度，为资金

安全使用和财务安全运营做出有力保障。可以建立

监管审计部门，属于独立，除了直接领导以外不受

任何管辖牵制，基本的任务之一就是日常调查财务

管理部门的运营还有他们所提出的财务报表是否存

在问题，比方说当财务部门上报财务报表以后，监

管审查工作者根据账单追踪每一笔资金走向，如果

在此过程发现问题，就深入追究，落实后按照企业

要求惩处财务管理人员，这样不仅可以形成约束，

还能提高财务部门工作的整体质量和效率。企业开

发新项目的是时候，财务部门中的审计人员会跟随

他们到现场做资料，可以将这些工作人员的表现和

业绩作为考核标准列入年终奖评比中，这在很大程

度上可提高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也能让财务工作者

认真对待。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当中，财务人员

有必要进行成本控制，让企业的盈利明晰，财务部

门将经济运行情况严格管控，把握好盈利率调查，

这能为企业后期的发展运行打下良好铺垫[3]。 
2.3 对财务管理人员展开培训 
人才是支撑企业发展建设的动力，财务管理工

作人员的个人素养和能力越强，他们投入工作以后

才能提高财务运作水平。所以，企业应当从招聘和

培训两个方面着手，致力于建设高素质人才队伍。

招聘的时候适当提高门槛，除了之前对学历、专业、

考核成绩的审查之外，要加入他们的个人道德素养

和职业品质等方面调查与考核，只有通过的人员才

可允许入职。或者是日常的培训工作，这可定期开

展，比方说每年举行人才培训，为期一个月，在此

阶段中财务管理人员需要积极投入学习，企业要提

供激励措施，让他们有动力去学习，把他们在学习

中的考核成绩列入年终奖评比上，培训结束对成绩

高且表现好的员工也应当予以奖励，这样才能推动

财务管理人员的不断学习，提高自身综合能力素养

的同时也是间接性推动企业财务管理工作水平的可

行路径。 
2.4 积极引进先进设施设备 
目前计算机信息技术已经普及，无论是人们的

生活还是各行业的运营都离不开它，尤其是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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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管理工作，通过计算机信息技术能实现自动智

能化，各方面数据的搜集和计算都能在网络平台上

进行，由此可见信息技术的引入有必要。但企业也

应当对财务管理人员的计算机操作能力加以培训，

然后及时更新软硬件设备，助力财务管理部门各项

工作[4]。 
3 总结 
综上所述，加强企业的财务管理功能是保障企

业自身经济效益和推进可持续发展的前提，结合目

前多数企业财务管理工作存在的不足之处，有必要

深入探索结合各方面实际情况展开改革和创新，加

强对财务工作的管理与控制，使其在不同程度上得

到保证，如此一来企业的经济效益便会得到稳定提

升，他们也能科学的利用资金推动工作与项目的顺

利进行，这是实现市场竞争力提升和可持续发展的

必然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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