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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s " strategy provides a good opportunity for Chinese enterprises to 

go abroad. However, opportunities often coexist with risks. As enterprises move toward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they 

will also be exposed to a more complex and volatile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face higher operating risks. Management 

accounting can provide information support for the operating decision-making of enterprises and help them avoid 

operating risks. In the contex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s " strategy, management 

accounting will play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opportunities and problems fac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management accounting in China. We should seize the opportunities brought by the implementation of 

"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s " strategy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management accounting both in theory and 

practice. Finally, this article gives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problems of management 

account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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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带一路” 战略的实施为我国企业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提供了良好的机遇。然而机遇往往与风险并存，企业

在走向国际舞台的同时也会置身于更加复杂多变的经营环境中，面临着更高的经营风险。在复杂多变的海外环

境中，管理会计可以为企业的经营决策提供信息支持，规避经营风险。因此，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背景

下管理会计将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从“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背景出发，分别对我国管理会计发

展面临的机遇以及存在的问题展开了探讨。我国管理会计应当抓住“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带来的发展机遇，推

进管理会计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最后本文针对管理会计在“一带一路”发展背景下存在的问题给出了相应的对

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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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是由习近平主席在 2013

年访问中亚与东南亚期间首次提出。其中“一带”是

指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一路”是指建设“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倡议所涉及国家

众多，铺设了我国与太平洋、印度洋沿岸国家之间的

贸易带。该倡议自提出以来便得到沿线相应国家的积

极回应以及国际上的高度关注。可以说这是我国在 21

世纪提出的最为关键的一项国际战略。“一带一路”

倡议的提出是为了促进高效的资源配置、经济要素的

有序自由流动，推动沿线国家更为积极的合作，从而

使得各个国家进一步发展成为文化包容、政治互信、

互惠互利的合作伙伴。在此背景下，我国企业与相应

国家间的贸易往来和投资合作日益密切，越来越多的

企业选择“走出去”，这毫无疑问对我国经济发展起

到了促进作用。这也为我国企业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

有的机遇，而机遇与挑战并存，企业在抓住机遇的同

时也要积极创新应对挑战。“一带一路”背景下，由于

各国文化差异、政策风险等诸多原因，选择走出国门

的企业将会不可避免的面临更加复杂的经营环境和

更高的经营风险。管理会计作为企业创造价值的重要

工具，在企业的经营决策等各个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不

容忽视。在企业走向国际舞台的同时，新的时代背景

也对企业管理会计的应用与创新做出了新的要求。因

此在“一带一路”不断推行的大趋势下，我们要抓住

机遇对管理会计进行创新发展，以便帮助我国企业在

走向世界舞台的同时拥有更强的竞争力。 

2.一带一路为企业管理会计发展带来的机遇 

2.1.“一带一路”背景下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
为管理会计发展提供契机 

“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后的 2014年 10月 27日，

我国财政部印发《关于全面推进管理会计体系建设的

指导意见》。该意见强调了全面推进管理会计体系建

设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并提出了“建立与我国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管理会计体系”的主要目标。

在 2016 年 6 月发布了《管理会计基本指引》，在管理

会计指引体系中起统领作用。同年十月份又发布了

《会计改革与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纲要对推进

管理会计广泛应用做出了明确指示，要求加强管理会

计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从而使得我国管理会计发展在

国际管理会计界的影响力和地位得到不断地提高。之

后又于 2017 年推出多项《管理会计应用指引》。可见

随着“一带一路”政策的实施，我国相关部门越来越

重视管理会计的发展，这一系列的政策指引无疑为管

理会计的创新发展指明了道路，使得管理会计在我国

的发展进程得到极大的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在推

动我国企业投资决策、风险管理以及成本预算等方面

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正是我国管理会计得到进一步发

展的契机。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背景下，管理

会计将会发挥更加重要的经济作用。我国企业在相关

政策指引下，通过对管理会计工具的恰当使用提高自

身的管理水平与经济效益，从而促进经济更好发展。 

2.2.“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为管理会计发展
提供了开阔的发展平台 

“一带一路”本身建设的重点内容便是加强沿线

国家的投资贸易合作，通过各国间的友好合作来实现

投资贸易的便利化，从而在区域内创造出良好的营商

环境，各国互惠互利，合作共赢。一方面，“一带一路”

的建设为管理会计人才交流提供契机。在这个背景下，

我国企业在走出国门的同时势必会加强与国外企业

间的交流与合作，这便为企业间的管理会计人才交流

与培养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不同国家地区间的企业可

以进行管理会计人才培养的交流与借鉴，从而加快我

国管理会计人才的培养进程，也有利于培养出一批具

有国际视野的管理会计人才，共同推动管理会计实践

的应用发展。而管理会计实践的应用与发展必将推动

我国管理会计理论研究的创新与进步，为中国特色管

理会计理论体系的建成贡献力量。另一方面，为不同

国家间经营管理模式的相互借鉴提供了平台。”一带

一路“沿线经过六十多个国家，各个国家不同的政治

经济文化等发展水平导致各国管理会计理念以及发

展水平的不同。管理会计在实际应用时应当本着为企

业创造价值的目标，结合企业本身的特点来进行个性

化的设计。相应的不同国家企业的经营管理制度方面

自然也存在差异。对此我国企业在与沿线国家进行交

流合作的同时也应当积极的学习借鉴其经营管理模

式，以此来完善自身经营管理中存在的不足。管理会

计与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活动息息相关，可见”一带

一路“的建设为此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在此契机下，

我国管理会计可以吸收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结合中国

国情，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会计理论体系。 

当然，机遇与风险并存。随着“一带一路”建设

的推进，我国企业迎来国际化发展契机的同时也会遇

到相应的风险。比如不同国家间的体制政策风险、因

为社会以及法律等影响导致的管理风险，这些都会影

响到企业的经营决策。管理会计的主要职能便包括帮

助企业提高其内部的经营管理水平从而为企业创造

价值提高其经济利益。为了应对“一带一路”背景下

企业外部经营环境改变所带来的经营风险，管理会计

的创新与发展刻不容缓。 

3.“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企业管理会计发展

存在的问题 

3.1.我国管理会计发展概述 

我国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引入了管理会计，

在之后的几十年内，学者们纷纷对其展开了研究，国

内企业也对管理会计在实践中的应用展开了探索。并

且管理会计在理论探索和实务发展方面都取得了一

定的成果。温素彬（2020）选取了 2000-2019 年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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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会计期刊和国内《会计研究》作为研究对象，用

可视化分析的方法对国内外管理会计的研究进行了

分析，分析得出我国学术界有关管理会计研究的侧重

点集中在公司治理、内部控制、平衡计分卡、经济增

加值、作业成本法、管理控制系统等这几个方面。随

着经济发展政策的变化，我国管理会计研究在研究主

题与方法方面趋于宽口径多元化方向发展，也越来越

得到学者们的重视。 

管理会计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向企业内管理者及

时提供决策有用信息，从而帮助企业做出更好的经营

决策。具体来说管理会计可以为企业的成本计算与管

理、预算和绩效考核等方面提供决策信息，从而帮助

企业做出更好的经营决策，实现企业的价值增长。在

企业应用方面，由于管理会计本身的职能特点，可以

说管理会计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当今“一带一

路”战略实施的的背景下，企业的经营管理仅靠财务

会计已经得不到满足。为了应对更加复杂多变的外部

经营环境，在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管理会计的创新发展已经刻不容缓。在机遇与风险并

存的发展背景下，我国管理会计要顺应时代发展潮流，

积极创新，在与国外交流借鉴经验的过程中形成符合

中国国情的管理会计理论体系。企业也应当根据自身

的实际情况，紧跟时代步伐将管理会计运用到企业的

日常经营管理中来，从而使得企业更好的参与到国际

竞争中去。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海尔集团改变了

自身的价值创造、流程管理以及服务理念。不再将财

务部门视作简单的交易处理者，更是让其在企业的风

险管控和预绩效支持方面发挥作用。海尔更是建立起

基于“业财税”深度一体化的智能财务共享平台，通

过财务共享平台的建设和智能化的技术运用实现了

“业财税”三方面的有机结合。长时间以来企业的业

务流程、会计核算以及管理流程缺乏有效的手段连接

在一起，而海尔集团通过财务共享中心将之连接在一

起，使得管理会计在企业经营决策中发挥出应有的作

用。 

3.2.“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管理会计发展遇
到的阻碍 

3.2.1.管理会计的理论体系与实践结合不够
紧密 

我国财政部自 2013 年以来颁布一系列指引政策

来推动中国管理会计体系的构建，可以说是对管理会

计体系的构建给予了足够多的关注。目前来看，我国

现阶段管理会计理论体系的构建还不够完善。部分学

者对此展开探讨。周国光（2017）从管理会计发展涉

及的相关理论问题和管理会计学构成内容两方面对

此展开了研究。他认为管理会计则是在利用财务会计

提供相关财务会计信息的基础上，通过必要的整理、

归纳、加工与充实，向单位内部管理层次提供对决策

与控制有用的财务成本信息。也有学者试图从不同的

角度对管理会计的理论体系进行创新与构建。丁胜红

和吴应宇（2019）创造性的提出了人本成本法，试图

从人本经济发展观的角度来构建出管理会计理论体

系。总之，从理论研究上来看，这方面的研究还有所

欠缺，学者们也未达成一致意见。“一带一路”背景

下，管理会计在企业中的应用变得更加重要，亟需一

套完整成熟的理论体系来指导管理会计在实践中的

应用。经过近些年的发展，我国管理会计在体系构建

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我国财政部会计司副司

长舒惠好在 2018 年由中国会计学会管理会计专业委

员会举办的学术年会上指出，当前我国目前我国已经

基本建成由理论、指引、人才、信息化和咨询服务组

成的管理会计体系。管理会计理论体系在应用到实践

中时，应当注意结合不同企业自身的业务特点以及自

身的战略定位和独特的经营管理模式。但是从实践来

看，管理会计的理论体系在具体指导企业管理会计运

行方面仍存在问题，需要进一步与实践结合才能更好

的指导企业发展进步。综合来看，我国管理会计理论

体系的构建还需要各方面力量的共同推进，将理论应

用到企业实践中来才能帮助企业实现战略目标，促进

经济发展社会进步。 

3.2.2.管理会计信息化程度尚未与“一带一路”
战略实施进程相匹配 

《指导意见》指出，信息化是管理会计体系建设

的重要支撑，单位应该将管理会计信息化纳入单位信

息化规划。管理会计信息化可以突破传统管理会计在

时间空间上的限制，获得企业在生产经营各个环节的

数据并且对此进行及时的传送与分析，提高企业的经

营决策水平，最终达到提升企业价值的目的。管理会

计的信息化可以做到整合企业各个模块的资源，以此

来推动企业管理会计不同环节的高效运作。在“一带

一路”战略实施以及互联网经济和相应的竞争全球化

背景下，企业管理会计信息化显得尤为重要。当前阶

段，我国企业管理会计信息化的程度还有待加强，可

以说管理会计信息化在我国正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管

理会计服务于企业的内部管理决策，管理会计的创新

也要围绕企业的自身成长和价值创造。而在当前互联

网经济的背景下，我国企业管理会计要想创新发展就

要加强信息化程度。很多企业尚未意识到管理会计发

展中信息化建设和财务共享应用的重要性，这不利于

企业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建立起自己独特的竞争优

势，甚至一定程度上会阻碍到我国管理会计信息化的

发展。而只有管理会计信息化得到发展，我国管理会

计才能更好的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助力我国企业在

日益激烈的国际化竞争中取得优势。目前看来我国企

业的管理会计信息化程度仍有较大发展空间，只有少

数企业可以实现数字化，还有企业内部各个管理会计

模块也没有完全联系起来，造成财务信息与实际情况

不相符合的结果。在理论研究方面，学者们也纷纷对

管理会计信息化展开探讨。目前学者们对管理会计信

息化的研究集中在其体系设计、应用以及与大数据等

相结合方面，有待进一步研究。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volume 543

741



3.2.3.企业在经营管理中对管理会计缺乏足
够的重视 

“一带一路”的建设为我国企业的国际化提供了

良好的机遇，但是企业在国际化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

由于外部复杂的经营环境所导致的经营风险，为了降

低这种经营风险，管理会计在企业日常经营活动中的

作用理应得到足够的重视。但由于一系列原因，我国

相当一部分企业对管理会计的应用仍缺乏足够的重

视。一方面，企业的管理者没能正确的认识到传统的

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之间的差别，往往只重视财务会

计而忽视管理会计应当发挥的作用。长久以来不利于

企业管理者掌握和了解企业自身的经营状况，也不利

于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做出科学合理的决策。另一方面，

“一带一路”背景下，为了应对复杂多变的经营环境，

管理会计应当帮助企业进行决策前的信息处理数据

分析预测工作，从而帮助企业更好的识别发展机遇应

对经营风险。然而相对于西方国家我国管理会计理论

实践起步都较晚，大多数企业由于尚未对管理会计在

企业中的应用价值形成正确的认知，仍处在传统的财

务会计阶段，还未建立起专门的管理会计职能部门。

企业在经营管理中对管理会计的重视性不足不利于

企业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大背景下抓住机遇走出国

门，也不利于我国管理会计的创新发展。 

3.2.4.高素质管理会计人才仍有很大缺口 

“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背景下，企业走出国门

的同时对管理会计人才素质的要求也相应提高。管理

会计人才专业素质的高低可以说很大程度上影响着

企业的经营决策环节。一方面，新的时代背景对应着

新的要求。当前，企业的管理会计人员不仅应当熟练

掌握应用财务方面的知识技能，还需要掌握经济学、

法律、外语以及计算机等方面的技能。只有这样，企

业的管理会计人员才可以为企业经营管理决策提供

有用的数据分析和决策参考。而当前很多企业的管理

会计人员由于本身知识技能的欠缺，并不能通过自身

的工作很好的为企业价值创造做出贡献，这不利于我

国管理会计的发展进步。当前“互联网+”背景下，企

业管理信息化的推动以及财务共享中心的构建更是

需要专业的人才为之提供专业服务，我国在这一方面

的人才仍有很大缺口。另一方面，从管理会计人才培

养环节来看，我国高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由于专业课

程设置和教师企业经历缺乏等原因，学生的知识技能

往往局限于书本专业知识，很难将所学理论应用到之

后的实践中去。这对不利于高素质管理会计专业人才

的培养。企业在管理会计人才的后续培训以及继续教

育方面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当前我国很多企业对管理

会计应用存在着思想上的滞后性，没有形成自己的管

理会计人才培训体系，这不利于“一带一路”背景下

企业的跨国合作与交流。 

 

4.“一带一路”背景下推动我国管理会计发展

的对策及建议 

4.1.进一步推动管理会计理论体系与实践相
结合 

自 2013 年“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以及之后财政

部陆续颁布的一系列政策以来，我国管理会计理论体

系的建立相较之前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从理

论研究和在我国企业具体实践中看来，仍需进一步完

善，并且需要采取措施来加强其与企业实践的联系程

度。使得管理会计理论体系能够真正起到指引实践并

且达到为企业创造价值的目标。一方面，政府应该采

取措施大力支持相关的科研工作，激励学者们踊跃创

新，充分利用好“一带一路”这个平台，借鉴国外管

理会计研究理论来对我国的理论展开新的探索与思

考。从而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管理会计理论体系。企业、

学术研究人员充分利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我国

同世界其他国家的交流，借助丰富的管理会计理论和

实务研究内 容，完善我国的管理会计理论体系； 另

一方面，管理会计理论体系完善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

更好的指导管理会计在企业中的应用实践。管理会计

在企业中的应用要结合大的时代背景，充分了解由于

国家政策等所导致的外部经营环境变化，让管理会计

成为帮助企业科学进行经营决策的工具。企业在实际

应用中还应对传统的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做出正确

的划分。并且根据企业自身所处的行业、地区以及自

身独特的经营管理特点来创新性的将管理会计理论

体系与实践结合起来。 

4.2.抓住“一带一路”平台机遇，加快实现我
国管理会计信息化进程 

2015年我国财政部发布《关于全面推进管理会计

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该意见鼓励我国大型企业和

企业集团的单位建立财务共享服务中心。“一带一路”

战略的实施以及互联网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为我国管

理会计信息化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熊磊（2015）

认为财务共享可以视作企业会计信息化建设的重要

组成部分，可以帮助企业实现财务数据在各个环节的

共享。可以说财务共享中心的建立可以促进我国管理

会计信息化建设的发展。因此我们应该顺应“一带一

路”发展趋势，鼓励我国企业建立财务共享中心，推

动管理会计信息化的进程。在企业构建财务共享中心

的基础上，借助大数据等技术，让管理会计在企业的

整个生产经营过程中发挥作用，推动我国管理会计的

创新发展。这也有利于“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企业

更好的参与到国际竞争中去。2016 年财政部在《管理

会计基本指引》中明确要求企业进行业务与财务的融

合发展。“一带一路”以及“互联网+”的背景下，

企业的业务与财务的有机融合有利于管理会计更好

的为企业经营决策提供参考，使得信息数据共享在企

业内部得以实现。因此，“一带一路”背景下企业还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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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注意业务与财务二者的有机融合。当然，随着企业

内部信息数据流通的增加，信息安全也应该成为企业

的关注对象，企业也应当投入一定的精力来维护信息

安全。  

4.3.提高企业在日常经营中对管理会计的重
视程度 

管理会计在企业经营决策中所起的作用毋庸置

疑，但目前来看企业内部对管理会计仍然缺乏足够的

关注和重视。为了应对“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为企业

带来的更加复杂多变的经营环境，企业应当在日常生

产经营中给予管理会计足够的重视。在管理会计岗位

设置上与财务会计进行区分，保证管理会计在企业业

务运作中的地位。从而让员工也认识到管理会计的重

要性，激励他们完成传统财务会计人员向新时代管理

会计人员的转变。只有这样才能推动管理会计的发展，

提高我国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另一方面，“一带

一路”战略的实施为我国管理会计发展提高良好的平

台，我国企业与沿线国家间的经济贸易往来也日趋密

切。这种背景下若向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管理会

计的应用必须得到足够的重视。这也要求企业的管理

会计人员认识到提升自我专业素质的重要性，专注于

自身管理会计专业能力的提升，积极主动的参与到我

国管理会计的发展中来。 

4.4.培养高素质管理会计人才，助力“一带一
路”建设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对我国管理会计人才的

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应该顺应“一带一

路”建设的潮流加快培养出一批国际化的具有较高综

合素质的管理会计人才。范英杰（2019）提出高校可

以通过国际融合式教育以及改革课程内容和教学方

式来培养出服务于“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国际化会

计人才。一方面，国内高校应当在课程设置中对管理

会计这门学科给予足够高的重视程度。并且注重理论

学习与管理会计应用实践的教学，具体可以通过与企

业对接，建立起合作关系实现双赢。此外高校会计专

业还要注意培养掌握多门知识的复合型会计人才。只

有这样才能培养出一批适应“一带一路”背景的具备

管理会计职业素养的优秀管理会计人才。另一方面，

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企业应当恰当处理好管理会计与

财务会计的关系，给予管理会计岗位明确的职责划分，

而不是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企业要做好对管理会计

人才的技能培训工作，采取恰当的激励措施来充分调

动企业管理会计人员的学习积极性。可以借助“一带

一路”战略所带来的机遇，给优秀员工参与海外培训

的机会，从而更好的实现管理会计人才国际化，提升

他们的综合素质。企业还应当注重会计员工的继续教

育工作，会计作为一门与经济发展情况息息相关的学

科，相应的会计人员应该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通过

企业会计人员的再教育使之适应“一带一路”发展的

大趋势，从而提高企业自身的管理会计应用水平。最

后，“一带一路”背景下管理会计人员本身也要注重

自身专业技能水平的提高，不能将自身的知识技能局

限于传统的财务会计。管理会计人员要努力提升自己

的格局，学习与会计学科相关的一系列知识技能如计

算机、法律等。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中，还要积

极主动了解合作国家的经济文化以及法律税收方面

的差异，从而帮助企业走向国际舞台的时候更好的规

避经营风险。 

5.结论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为我国企业的国际化发

展和管理会计的发展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企业

在走出国门的同时不可避免的要应对与机遇并存的

风险。为了更好的抓住机遇规避风险，企业应当重视

管理会计在企业经营活动中的应用。“一带一路”战

略实施以来，随着相关政策的出台以及各方的努力，

我国管理会计理论体系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实

践应用方面也取得了相应的成果。相信不久的将来，

我国管理会计发展水平必将得到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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