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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会计在我国企业管理中的应用研究 

周 易 

天津工业大学  天津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不断提升，市场经济变化也在日益改善，促进我国很多企业在发展中迎来新的

发展趋向和转机，导致国外很多国家经济对我国市场经济产生诸多竞争和实际压力。为了我国企业在市场

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改善企业管理制度，强化企业内部管理能力，并在实际发展中起到关键作用。由于

管理会计对财务管理、市场运行、企业投资等起到重要引导效果，将其成为我国企业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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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social economy, market economic changes are also 
improving day by day, promoting many Chinese enterprises to usher in new development trends and turning points 
in their development, leading to a lot of competition and actual pressure from the economy of many foreign 
countries on my country's market economy. In order for Chinese enterprises to occupy a favorable position in the 
market competition, improve the enterprise management system, strengthen the internal management capabilities of 
the enterprise, and play a key role in actual development. Since management accounting has an important guiding 
effect on financial management, market operation, and corporate investment, i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condition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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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管理会计在我国企业应用存在的问题 
1.1 学习晚，基础薄弱 
管理会计在现实应用中是一项新型科目，根据

实际情况分析，没有对该项专业理解深层含义，无

法展开实际应用。由于我国很多企业都处于小规模

状态，大多数在记账中都是通过人工进行记录，处

于落伍现象。针对管理会计在操作内容和应用过程

中不具有专业化，没能准确掌握相应技巧，不利于

在应用过程中体现出有效作用。因此，管理会计在

工作中自身素质不强，没能实现快速完善，目标定

位不准确，导致企业在实际发展中很难实现全面发

展[1]。 
1.2 管理会计制度不完善 
现如今，我国大多数企业对管理会计的真实发

展趋向没有做到全面性，无法正确认识到自身价值，

也没有对企业管理人员做到充分关注。因为我国社

会经济正处于会发展状态，企业内部制度都能产生

实时变化，很难建立完整的管理会计制度。 
1.3 缺少经济管理专业人员 
管理会计应用真实效果在企业发展中无法保证

起到相应作用，这在实际中主要因会计人员综合素

质和专业知识自身产生影响。现如今，我国会计人

数不断增加，但是很多管理人员在工作中很难具备

专业知识，管理技能不够充分，尤其是在中小型企

业内部管理中，会计财务部分人员自身专业能力不

够充分，和相关部门工作情况相差很大，严重缺少

高效且全面综合人才。但是企业在运营过程中，企

业在管理会计方面很少进行关注，投资成本也会逐

渐减少，规划设计和活动出现率降低，导致高层管

理人员对会计专业知识不完善，从而出现企业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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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层无法意识到管理会计在企业中的重要性，不

利于管理会计在企业管理方面发挥真实作用。 
1.4 系统不全面，应用效果差 
现如今，我国管理会计在企业运行中自身会计

管理知识只是处于表面情况，大多数都是引荐国外

企业管理会计相关内容进行认识和学习，在未经过

专业翻译信息的情况下便开始应用，未对我国市场

经济情况进行研究结合，没有充分选择合适的企业

管理会计制度和措施。尽管管理会计在国外可以加

大应用，但是国外企业和我国企业在实际运营中显

现出巨大不同。因此，企业在运营过程中不要单纯

依靠国外管理会计模式和制度，毕竟在我国企业应

用中不具有完善性，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实行完善，

对管理会计做到深层分析和研究，科学制定针对性

管理制度，才能保证企业在发展中获取有利帮助。 
1.5 国际市场不稳定，会计管理不具有适应性 
由于国际市场经济形势和规模逐渐扩大和改

善，很多国家在政治上也会受到影响，制定持续调

整不能起到稳定效果。将企业以往信息和后期经济

运营效益相互比对，相关问题都会对管理会计具有

可行性，无法将管理会计具体方案做到依靠，导致

管理会计在发展中都会产生很大问题[2]。 
2 管理会计在我国企业管理的应用措施 
2.1 管理会计理论和企业发展相互一致 
企业在通常运行过程中都会引用会计管理的专

业知识，不能完全依靠国际或者是国外相关经济理

论，必须按照自身实际情况进行分析，促进管理会

计相关知识与当前企业实际情况相互结合。科学利

用该项操作方式，才能确定企业自身经济发展目标。

将管理会计作为经济发展基础，显现出合适的管理

会计制度。现如今，社会在发展过程中，企业必须

对管理会计出现的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并且与国家

表面相互融入。因此，我国在实施管理会计工作过

程中，合理按照相应规定，将制度准确落实到各个

施工层面进行实践。但是根据当前社会发展情况分

析，企业内部管理人员必须进行完善，尤其是在团

队基础上，积极招聘综合型人才，体现管理人员在

操作中具有专业技能和实践经验，更好在实际过程

中研发相应成果。 
2.2 落实企业内部管理人员 
虽然管理会计在我国大多数企业都需要应用，

但是在实际过程中该项工作都处于初始阶段，没有

对各方面工作进行落实和完善。针对该项情况其主

要在于企业相关人员，尤其是对管理人员，相关人

员在管理会计上没有正确意识该项工作的重要性，

无法发挥管理会计的重要应用价值，不能做到全面

使用。为了解决相依问题，加大管理会计的推广和

宣传力度，正确了解管理会计工作的重要性，积极

对相关人员进行全面学习和培训，真实改善工作态

度，避免在工作中出现相关问题。 
2.3 完整的管理会计体系 
我国管理会计在实际中不能盲目按照国家理论

进行工作，应当按照自身特点进行工作，显现出独

特的企业管理会计体系。因此，我国社会企业内部

会存在诸多工作，适当按照自身特点科学制定合适

目标导向，促进企业管理会计具有我国发展特点。

再者，为了管理会计在企业中起到重要效果，需要

在社会层面和经济发展巨大背景下，将企业发展条

件和管理会计知识理论相互结合，从而响应国家发

展目标，科学创建一套完整的中国特色管理会计制

度[3]。 
2.4 明确管理会计人才重点 
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通过领域、发展形势、生

产状况等都会产生很大不同，在此情况下必须对管

理会计人才进行严格培训，加大重视相互之前的不

同影响，针对企业各个层面发展阶段进行分析，精

确掌握人员培养的重点要领，将其做成细致化进行

区分，保障管理会计人员业绩和价值稳定上升情况

下，强化培训质量，促进企业自身在市场经济上占

据有效竞争力，有效显现出快速上升趋势。 
2.5 营造良好企业管理氛围 
管理会计在我国正处于初始发展状态，因市场

环境的不同无法 U 起到重要效果，导致企业中上层

管理人员没有感受到它的影响力度。为了提升管理

会计真实应用价值，发挥自身关键优势，改善我国

市场管理相关环境。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一方面，

快速处理市场管理问题，科学应用现代管理方法和

制度对企业进行管控，为企业选择最佳发展环境；

另一方面，创建完整的管理会计应用制度，与当前

社会发展相互进退。管理会计不仅预测企业状况，

还会对企业外部信息进行总结和处理，为企业发展

提供有利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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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总结 
随着我国企业对管理会计不断认识和了解，促

进中小型企业已经意识到管理会计的重要性，加大

招聘专业人员，解决管理问题。因此，为了管理会

计快速发展，必须解决我国管理会计的内部障碍，

建立相关法律法规，依靠各种企业发展实际情况进

行分析，优化管理会计应用方法，制度合适的管理

会计体系，从而在企业发展中起到关键作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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