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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rival of the era of "Dazhiyiyun" has greatly changed the daily work contents and 

ways of accounting practitioners.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cultivation 

of accounting majors in application-oriented undergraduate colleges, find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ltivation of accounting professionals under the environment where new technologies and 

methods are gradually widely applied, and discuss the transforma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the 

cultivation mode of application-oriented undergraduate accounting professio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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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大智移云”时代的到来，使财会从业人员的日常工作内容与方式等发生了极大的改

变。本文旨在分析应用型本科院校财会专业的培养现状，发现财会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在新技

术新方法逐渐广泛应用的环境下存在的问题，对应用型本科财会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型与

优化进行探讨。  

1．引言 

随着大数据、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在各个行业的广泛应用，“大智

移云”的概念自2013年在全国互联网大会上应运而出，传统的财会工作模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财会行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财会实务界对财会人才的需求有了明显的变化，如何培养

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应用型综合型财会专业人才成为应用型本科院校亟需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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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智移云时代市场对财会专业人才能力需求变化 

广泛得到应用的电子发票及会计档案、快速发展的财务共享中心及业财一体化软件系统、

及2017年面世的财务机器人等，体现出“大智移云”时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成果，也推动了会计

的变革。财会工作中大量重复性强的传统基础核算类工作将逐渐被人工智能完成，社会对基

层核算类岗位的需求将逐渐减少，只掌握基础核算工作技能的从业人员将面临着被淘汰的风

险，市场对财会专业人才所需能力有了新的需求。 

人工智能在财务工作中的逐步应用，使得从事基础性核算类工作的基层财会人员将逐渐

被替代。通过对用人单位的相关调查及招聘网站上企业财会岗位招聘要求的统计可以看到，

企业对中高级财务人才、懂会计的管理决策者的需求增多，要求财会人员能够完成数据分析，

形成分析报告，参与支持公司财务管理、预算管理、财务决策等管理型工作。既懂会计又懂

管理、营销、工程业务、信息技术的人才越来越受到企业的欢迎，“业财融合”是未来的大趋

势。同时，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也是很多企业在招聘人才时重点关注的。总体来

看在具有扎实的财会专业知识的基础上，富有管理知识、企业风险防控能力、掌握计算机及

信息技术、具有创新能力是新时代市场对财会从业人员提出的新要求。 

3．应用型本科财会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现状及问题分析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回顾可以发现，近几年，以“大数据”、“大智移云”、“互联网+”以及“云

计算”下本科财会人才培养为主题的研究逐渐增多，这表明越来越多的财会专业人才的培养基

地——本科院校已经意识到，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等新兴技术广泛应

用的新时代，传统财会工作模式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传统的财会人才培养模式已经与财会行业

的快速发展不相适应，财会人才的转型、财会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创新迫在眉睫。 

高校在财会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创新方面开始了积极的探索，如优化课程体系、开

展校企合作等，但有一部分高校教师由于参与企业财会实务工作的机会较少、参与深度不够

等，对“大智移云”背景下的财会人才培养问题的认识还不够深入，相关的研究仍处于摸索阶

段，因而将研究成果应用于人才教育培养实践的过程之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解决。 

3.1  培养模式相对统一，缺乏灵活性 

通过对应用型本科院校官网公布的财会类专业的教学计划、培养方案进行分析，可以发

现多数院校都是按照《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颁布）》制定一套较为系统的培

养方案，以及与之配套的教学计划，将学生在校四年的课程事先规划好，通常教学计划一旦

制定完成，经院校教务处等主管部分审核通过后，不得随意变更。将课程统筹规划可以充分

利用师资资源，避免重复开设内容相近的课程，使教学活动能够更有序的开展。不足之处就

是不能及时更新适应经济环境的快速变化及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 

3.2  现代化的财会专业教育设施建设投入不足 

部分本科院校的领导对财会行业及财会工作的理解仍然停留在传统的基础核算型工作内

容的阶段，认为财会专业的学习只要有基本的计算机支持即可，导致对财会专业教学内容及

所需教学基础设施的建设认识不足，跟不上人才培养的时代需求变化，财会专业教学软件、

教学系统的购置不受重视，相应的经费投入严重不足。缺少现代化的虚拟仿真及实操平台必

然会导致教学尤其是实践教学的效果大打折扣。 

3.3  课程设置不合理 

如前所述，科技的进步使社会对财会从业人员的专业技能和综合能力要求越来越高，通

过调查发现很多院校的相关课程教学内容的更新、教学计划的修订相对滞后，还是延续传统

的诸如基础会计、中级财务会计、高级财务会计、财务管理等财会类课程的设置，在实务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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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得到了应用的新兴技术如财务机器人、财务共享、大数据等相关知识未能及时的进入学

生在校学习的课程体系当中。另外，社会对管理型财会人才需求日益增加，管理类课程设置

没有随着市场及社会需求的变化以及社会经济发展趋势及时进行调整和增加，这就不可避免

的导致学生在校所学与就业所用存在了一定程度的脱节，培养出来的学生缺乏适应能力和创

新性等弊端就会在人才培养中逐渐显现出来。 

3.4  教学内容安排不合理 

在教学内容安排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同一教学内容在多个课程中涉及，学时存在浪费。

在对某应用型高校财会专业课程教学内容进行分析时就发现如“报表的编制与分析”在基础会

计、中级财务会计、财务管理、财务分析等课程中均不少于2学时，“投资决策及可行性分析”

在财务管理、管理会计、项目评价与管理、财务管理模拟实验等课程中均不少于3学时，“资

金的时间价值”在财务管理、管理会计、项目评价与管理、财务管理等课程中均不少于4学时，

绩效评价在人力资源管理、管理会计、项目评价与管理等课程中均不少于3学时。教学内容在

不同课程中重复教授会占用有限的学时，使实践类、与实务发展相适应的教学内容得不到充

足的学时安排。另一个主要问题是应用型教学的实践性体现不足，理论教学内容多，多为传

统的会计核算内容，缺少与“大智移云”背景下的财会实际工作流程环节相适应的内容。此外，

以中级财务会计课程为例，课程内容往往是包含了会计各个要素的确认、计量及报告，并不

体现实务中各财会岗位的分工等等，不利于学生毕业后尽快适应实际工作。 

4．应用型本科财会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优化 

针对部分应用型本科院校财会专业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问题，结合新时代对财会专业人才

的需求变化，建议在以下几个方面对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优化。 

4.1  完善教学计划课程体系，增强灵活性 

考虑到目前多数院校在每一届学生入学前就需要制定好教学计划并遵照执行，不得随意

变更开设课程的情况，一方面，可以在教学计划制定时设置诸如“财会学科前沿”、“财会热点”

等教学内容可以随学科发展而不断改变的课程。另一方面，对于公共选修和专业选修课的设

置可以给予较大的自由度，并适时适度引入内容较新的慕课，以便于最新的计算机信息技术、

财务共享、人工智能等内容可以及时的纳入到学生学习的知识体系中。 

4.2  加大投入，建设适应时代需求的财会教学平台 

如前所述，“大智移云”时代社会对基础核算会计的需求将逐渐减少，而对高级会计人才

的需求日益增加，仅仅沿袭传统教学方法向学生传授课本上的以财务会计基础核算为主要内

容的做法势必不能培养出符合企业需求的人才。应用型本科院校应充分认识到时代发展对财

会人才提出的新要求，加大对财会专业教学设施的建设力度，引入现代化的教学软件、网络

教学平台。目前，我国已有多家致力于推动教育教学改革培养新时代财会专业人才的专业教

学软件，如厦门网中网软件有限公司开发的财会类课程实训教学平台和综合实习平台等、新

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用友教学版财务软件、财会类课程实践教学系统和分行业的专业综合

实践教学平台等、浙江衡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财务信息化云平台等……这些都较好的反映

了新时代下的财会实务工作。开设有财会类专业的应用型本科院校应结合教学需求和培养目

标购入相关教学软件或教学平台，力争形成仿真式的模拟情景实践教学体系，以改善教学条

件。 

4.3  合理设置专业课程 

随着财务共享、云会计、财务智能机器人等的应用，企业对从事基础性重复性的核算工

作的财会人员的需求逐渐减少，对具备财务分析、预测、管理决策等能力能为管理者的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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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和企业发展提供服务的财会人才需求增加。因此，财会人员由核算型向管理支持型进行

转型刻不容缓，与此相适应，应用型本科院校对财会人才的培养也要做相应调整，在设置专

业课程时要统筹安排，保证学生财务会计的原理和知识进行充分学习的基础上，增加经营管

理的相关课程如企业战略管理、组织行为学、生产运作与管理、内部控制、风险管理等，增

加信息技术相关课程如数据库技术、数据挖掘与管理等。 

4.4  优化课程教学内容 

针对同一知识点在不同课程中均有讲授的情况，建议对现有课程讲授内容进行梳理，形

成专业课程群，将各课程中重复出现的内容统筹安排，适当删减，节省一定的学时，利于任

课教师在保证将基础的传统教学内容讲授给学生的前提下，引入快速发展的实务界相关内容。 

针对“重理论，轻实践”的情况，一方面增多教学中实践内容比例，另一方面优化实践教

学的内容，不仅是手工做账、在财务软件中录入记账凭证等基本操作，应结合实务中会计岗

位职责内容合理安排，由浅入深，逐层递进，由基层到中层并向高层财会岗位延伸，形成阶

梯式的贯穿各层次财会岗位角色的实训教学内容与体系，以达到仿真模拟实务工作的目的。 

此外，教育部、会计学会等主办的财会类专业知识及技能大赛也很多，如企业价值创造

实战竞赛、大学生财务决策大赛及沙盘模拟经营大赛等，这些大赛综合性较强，往往是模拟

经营活动，让学生主导各自“企业”的系统经营管理活动，在考察锻炼学生运用知识、团结协

作以及创新能力方面有积极作用，教师可以结合学生实际情况进行选择，组织学生参赛。 

5．结束语 

综上所述，“大智移云”时代企业对财会人才的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应用型本科财会专

业人才的培养面临着新的挑战，高校要在教学计划的制定、教学平台的建设、专业课程的设

置以及教学内容的更新等方面进行完善。此外，由于高校教师多数为毕业后即走上教学岗位，

实务经验较少，对快速发展的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在实际工作的应用情况的了解及相关知

识的掌握相对缺乏，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财会专业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对接的程度。在教

学方法、教师队伍的建设等方面的创新也有待进行积极的探索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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