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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rtact: By means of questionnaire, interview and network, the supply and demand of accounting 
talents in enterprises, accounting graduates and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Liaoning province were 
investigated, the gap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was found out, and six opinions were put forward to 
improve the training model of accounting professional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trengthen the 
competitiveness of accounting college students.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level of college accounting 
personnel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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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问卷、访谈、网络等方式调查辽宁省企业、会计专业毕业生、辽宁省高校会计人

才的供给和需求情况，找出供需差距，提出六点意见改进高校会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增强

会计专业大学生的竞争能力。提升我省高校会计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水平。 

1.引言 

为了提升本科办学质量水平，在2018年6月，教育部下发提升高校本科课程教学质量的通

知，即《关于狠抓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落实的通知》（教高函〔2018〕

8号），提出各高校合理提升课程挑战度，增加本科课程难度，全面建设金课，淘汰水课。以

学习产出为导向，建设金课，提升本科教育质量水平势在必行。本次调研意义在于：提高高

校会计专业教育质量，适应国家提升高校本科教育质量的要求，提升学生的素质和能力；增

强应届会计本科毕业生的实践经验，提升他们的就业竞争力；为辽宁省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

持和人才保障。 

2. 我省会计专业人才市场供给情况 

2.1 办学类型 

2018年12月-2019年1月，通过“阳光高考信息平台” 了解辽宁会计专业人才市场供给情

况。截止2017年，辽宁省共有省级高校116所，开设会计专业的高校有36所。辽宁省开设会计

专业的学校办学类型以大学为主，其次是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学院和独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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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招生人数情况 

36所高校2016年招生人数约2700人左右。其中本科约1400人左右，专科生约1300人左右。

本科生招生比例略高于专科生，在人才市场上，本科生的需求比例也略高于专科生。经验和

工作技巧对于会计行业很重要，所以在企业招聘时，更看重经验，学历其次。所以高学历层

次的人才需求相对较少，实习经验对于应届毕业生更重要。 

2.3 课程设置情况 

通过网络调查，大部分高校开设以下课程：专业基础课程（如管理学、金融学、经济学、

证券投资、市场营销、国际金融等）、专业课（如基础会计学、中级财务会计学、高级财务

会计学、财务管理、会计电算化、税法、审计等）。 

在专业课程设置中，存在一些问题，如虽然高校在顶层设计时开设相关课程，但是教师

在课堂授课中与职业资格证书考试内容不接轨问题，教案十几年如一日问题。教学检查部门

在检查过程中注重形式上的检查，而对内容却没有标准要求。所以导致学生在上课的过程中

积极性不高。教师如何对学业进行考核问题也是一个瓶颈。 

3. 辽宁会计专业人才市场需求情况 

在企业不同成长阶段，会计工作的重要性是不同的，在成熟的企业中，会计工作是非常

重要的。2018年12月-2019年1月，通过网络调查辽宁会计专业人才市场需求情况。调查的需

求情况包括单位名称、职位、学历、职位月薪、经验、岗位能力要求、需求人数、工作地点

等。观察的专业招聘网站包括：东北人才网、沈阳人才网、百度招聘等，每隔7天收集一次辽

宁企业会计及相关岗位招聘信息。共获取有效样本42个，涉及物业、进出口、汽车、高科技、

教育、房地产等15个行业企业。岗位包括：出纳、审计、会计助理、会计、会计主管、注册

税务师、注册会计师、高校教师等多个会计岗位。 

3.1 需求以专科为主，其次是本科。不限制学历的通常是高层次的人才需求，如注册会计师、

高校教师、注册税务师等。 

3.2 需求职位月薪平均工资水平是3656元 

其中会计助理、出纳类基础性会计工作的职位月薪平均工资水平是1350元，会计岗位月

薪平均工资水平是3900元，会计主管、注册会计师类高级会计岗位月薪平均工资水平是5400

元，会计教师类岗位月薪平均工资水平是4800元。平均工作经验年限是1.88年。职位月薪与

岗位类别相关关系显著，说明职位月薪主要受到岗位类别的影响。 

3.3 需求岗位以会计居多，会计助理（出纳）、主管会计、会计教师等岗位的需求其次。 

3.4 会计人才需求数量与各地区GDP水平有关。随着GDP水平的提高，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会计人员的需求数量也变多。 

3.5 会计人员所需的人格特质 

热爱本职工作是出现频次最高的人格词汇，其次是工作认真、分析能力、团队精神、善

于沟通、职业道德、独立性强、细致、高度的责任心、自律、保密意识、诚实、强烈的服务

意识、正直、严谨、原则性强、敬业精神、执行能力、反应敏锐、思维清晰、最后是抗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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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会计人员所需的工作能力 

会计工作岗位所需的能力基本包括掌握会计日常的会计账务处理，税法知识，财务知识，

会计报表编制、合并会计报表，熟悉财会法规。对于出纳岗位则更多地要求应聘者熟练使用

各种财务会计软件。财务报告总结能力、财务报表分析能力、制定财务管理政策、对财务风

险进行有效控制能力是会计人员的高阶能力，会计主管类岗位更多地要求应聘者的分析能力

和总结能力这些高阶能力。对于出纳/助理这类基本的会计工作，对于人格要求和身体状况要

求较多些。这类工作繁琐，日常经手的事务较多。外资企业，要求口语能力水平较高。 

4. 半开放访谈 

2018年12月-2019年1月，团队设计半开放访谈问题。通过亲朋好友各种人际网络关系找

有半年以上企业会计及相关工作经验的会计专业毕业生，发放问卷100多份，收回有效问卷30

份。 

4.1 访谈对象的基本情况 

4.1.1 访谈对象在企业从事会计或相关工作从1年到16年不等，平均工作时间是3.7年。 

4.1.2 访谈对象从事的工作以会计和出纳为主。其次是审计、审计/会计助理、会计主管。 

4.2 访谈结果分析 

4.2.1 大学学习的什么课程对现从事的工作最有用？ 

根据从事的工作岗位不同，对于大学期间学习的什么课程对现在工作有用的看法不一。

从事会计主管工作的人认为中财、高财、财务管理重要。从事会计工作的人认为有用的学习

科目按照提及的次数依次包括基础会计、财务管理、财务会计、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考

试科目。从事出纳工作的人认为有用的学习科目按照提及的次数依次包括基础会计、会计电

算化。从事审计工作的人认为有用的学习科目按照提及的次数依次包括会计学、经济法、税

法。从事审计助理工作的人认为有用的学习科目是审计学。 

4.2.2 除了上课， 60%的人认为实习对现有的工作有帮助，37%的人认为学生干部经历对现

有的工作有帮助，3%的人认为技能大赛对现有的工作有帮助。 

4.2.3 多数学校大部分课程采用平时教师课堂教学，期末考试的形式，考查学生对知识的认知

和记忆能力。 

4.2.4 80%的被访问者认为应该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8%的被访问者认为应该注重分析能力

培养，8%的被访问者认为应该注重人文素质教育，4%的被访问者认为应该把考证科目放进

教学方案中。 

4.2.5 73%的被访问者认为学校应该注重学生对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13%的被访问者认为学

校应该注重学生学习过程的考核，7%的被访问者认为学校在教材选择上应该加强，很多教材

不太实用，理论性太强。教师在上课过程中更应该注重理论联系实际。7%的被访问者认为学

校的考核过程应该更严格。 

5. 对策 

5.1 高中教育阶段应该根据考生人格特质指导学生填报志愿 

每个行业都有特定的品格要求，品格的形成非大学几年就可以培养形成的，如会计人员

的品格要求：控制力、按规则常理办事。控制力不强、大胆、喜欢冒险的人不适合做会计工

作。在学生高考选择专业时，高考学生有必要了解专业的品格特质要求和自己的品格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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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需要有专门的填报指导老师，讲明每个专业的特点和将来从事行

业对人格特质的要求。这样对学生本人负责、对家长的付出成本负责。 

5.2 高校人才培养目标应该动态调整，根据人才培养目标规格，设置课程目标和学业评价体

系 

会计专业就业方向很广：出纳、会计、审计等等，每个方向所需的理论知识和技能是不

同的。比如做会计主管中财、高财、财务管理这些课程很重要，需要学生培养分析问题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从事基础会计工作基础会计、财务会计、财务管理、注册会计师课程、注册

税务师课程很重要。做出纳工作的基础会计、会计电算化课程很重要。做审计工作的会计学、

经济法、税法这些课程很重要。从事审计助理工作的审计学很重要。高校应该根据专业定位

的大方向、办学层次和培养目标，设置合理的课程体系，增强学生的理论知识素养，为学生

就业及职业生涯提升做好准备。 

5.3 加强对学生职业道德的教育和提升人文素质的养成教育 

很多高校在会计专业培养目标上注明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这样填写比较笼统，适合于

我国所有的高等教育专业。培养目标和人才培养规格应该细化，并且根据规格形成学业评价

体系。尤其像会计这样注重能力、人格的专业，不应该单纯地传授专业知识、应该培养学生

可以带得走的能力，受益终身，以更好地适应职场环境。 

5.4 实习课的调整 

缺乏实操经验成为应届毕业生就业的难题，通过课堂培养实践能力很困难，需要在实践

中形成。通过半开放访谈发现，被访问者普遍反映，学校应该增加实习课的比重，并且实习

课的内容也要有重点。很多高校把实践放在理论课都学完后的大四阶段，甚至有的学校采取

3+1的教学方式，大三整个一年都让学生处于实习阶段，这样学生即使发现了自己的不足，很

难重返学校继续学习。所以实习课应该早安排，理论与实践相辅相成，在实践中领悟理论的

含义。 

5.5 师资的选择与培养 

高校教师的水平和业务能力决定教授出来学生的水平和能力。高校在招聘中，多注重学

历、科研能力，而对于教学能力、实践能力是放在其次地位的。大学教师学识厚重，责任心

强，更应该有充足的行业实践经验，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高校应有计划性地让高校教师去企

业实践，真正做到知识与时俱进，能力科学发展。 

5.6 学校的考核制度 

通过访谈发现，有些高校存在学业评价单一，不严格的问题。导致学生学习可以不努力，

毕业后竞争力不强，只能转行或待业。严格和科学的考核制度，严格学生人才培养规格，并

且有精确的检验规格的标准。 

6. 结束语 

本报告对于增强会计专业大学生的竞争能力。提升我省高校会计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水平

具有借鉴意义。同时对于考生来说，通过阅读此调查报告，可以明确自己是否适合学习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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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对于正在学习会计专业的学生来说，通过阅读此调查报告，对于专业市场需求有一定

的认识，可以在今后的学习中有针对性和重点地训练自己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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