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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和谐耦合模式与对策

【摘要】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的和谐耦合是现代会计发展的必然趋势，“会计信息合成+会计持续创新”是财务会计

和管理会计和谐耦合的主题。因此，界定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和谐耦合的概念模型、构建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和谐耦合模

式并提出相关对策，对于推进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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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世纪 50年代开始，会计分为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

两大分支，其中：财务会计主要工作是记账、算账、报账；管理

会计主要功能是预测、决策、控制和评价（彭韶兵、郑伟宏，

2014）。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的分离极大地促进了财务会计

与管理会计的专业化和高级化发展。然而，随着社会经济和

创新的纵深发展，企业迫切要求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和谐耦

合发展。

一、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和谐耦合的紧迫性

1. 激烈的市场竞争迫切要求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耦合

发展——信息有效“合成”。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竞争

日益激烈，这要求企业快速捕捉发展机遇并对可能的机会做

出快速而科学的决策。企业所做出的每一项重要决策，既需

要财务会计提供历史的财务信息作为决策基础，也需要管理

会计提供对未来的预测，继而进行科学决策。这迫切要求财

务会计和管理会计和谐耦合发展，以实现二者信息的有效合

成，实时为企业快速、科学地做出决策提供有用的“合成”会

计信息。

2. 企业多元化发展迫切要求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和谐

耦合发展——有效规避风险。在激烈的市场竞争条件下，企

业为避免风险或产业结构转移，往往会选择多元化发展战

略。企业的多元化发展不仅需要财务会计提供历史性财务状

况、经营业绩以生产经营客观状况的信息；还需要管理会计

对内部各经营单元进行考核、评价，对外部市场进行预测、决

策，做好战略规划，借助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信息有效识别

风险，继而采取措施规避风险。这迫切要求财务会计与管理

会计在方法、技术、信息与资料等方面全面共享与耦合，以有

效规避企业的财务风险和经营风险（王治、张传明，2013）。

3. 人力资源成本的攀升迫切要求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

耦合发展——降低会计人员成本。受经济发展和人口红利下

降的双重驱动，企业人力资源成本不断攀升，这迫切要求财

务会计与管理会计和谐耦合。一是可以降低会计人力资源成

本，二是二者耦合发展有利于提高会计人员的工作效率与效

果，从而提高会计参与企业管理的能力（鞠强，2006）。

二、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和谐耦合的概念模型

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和谐耦合就是以和谐管理理论和

会计理论为基础，运用和则、谐则，实现企业“会计信息合成+

会计持续创新”的目标。其概念模型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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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和谐耦合概念模型

财
务
会
计
与
管
理
会
计
和
谐
耦
合
概
念

创新激励机制
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和谐耦合：和谐耦合主题
“会计信息合成+会计持续创新”

会计理论创新发展
会计技术创新与综合运用

激
励
艺
术
性

作
用
机
理
：

会
计
持
续
创
新
科
学
性

作
用
机
理
：谐

则

和
则

会计
理论

和谐
管理
理论

财
务
会
计
与
管
理
会
计
发
展

□改革探索



2016.34 财会月刊·29·□

（一）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和谐耦合的主题

在会计理论和和谐管理理论的指导下，财务会计与管理

会计的发展要综合考虑和则、谐则因素影响，统筹企业发展

对会计信息和管理的要求，把“会计信息合成+会计持续创

新”确认为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和谐耦合的主题，即财务会

计与管理会计和谐耦合的目标。

1. 会计信息合成。会计信息合成是指有效整合财务会计

信息与管理会计信息，为企业管理和决策提供财务和非财

务、历史与未来的合成式会计信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

下，单一的财务会计信息不能满足企业预测和决策的需要，

而离开财务会计提供的会计信息，管理会计则失去了预测和

决策的客观基础，使得评价、预测与决策的准确度大打折扣。

所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需要将财务会计信息与管理会

计信息有效合成，以满足企业做决策时对会计信息的需求。

2. 会计持续创新。会计信息合成、会计信息有用均需要

会计理论和会计技术的持续创新作保障。随着社会经济的发

展，新生事物不断涌现，任何涉及价值运用的新生事物，都需

要纳入会计核算与会计管理系统。这要求会计理论和会计技

术必须要与时俱进、持续创新，只有这样才能保障会计信息

真实有用。

3.“会计信息合成+会计持续创新”。“会计信息合成+会

计持续创新”是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和谐耦合的主题，是动

态的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发展目标，是一种逐步逼近会计信

息和会计管理极致的优化思想，是会计信息精确思想的升

华。随着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研究的逐渐深入，会计信息有

用合成度会呈现会计理论与会计技术创新相结合、从科学性

转向科学性与艺术性的和谐耦合的现象，并不断促进会计创

新发展。

（二）和则——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和”定义为人及人群的观念、行为在组织中的合意嵌

入（程艳，2011）。人是会计核算与管理的主体，人的主观能动

性的发挥是保障会计信息有用和开展会计创新活动的源泉。

因此，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和谐耦合概念模型把“和则”定义

为：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即最大限度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以实现会计信息有用和会计的持续创新。

（三）谐则——“会计理论创新”和“会计技术创新与综合

运用”

“谐”指各种要素在组织中的“合理投入”（程艳，2011）。

会计理论和技术的创新是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和谐耦合的

前提，会计技术方法的综合运用是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技术

方法的集成。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概念模型把“谐则”定义

为“会计理论创新”和“会计技术创新与综合运用”，旨在通过

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的理论和技术方法的创新扬长避短，实

现会计多种技术方法的集成，以达到理论先进、方法科学、效

率提高、信息有用和信息有效合成的目的。

（四）和谐耦合：“科学性与艺术性有机融合”

“和则”强调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中人的主观能动性的

充分发挥，体现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发展的艺术性；“谐则”

强调会计理论与方法的创新和综合运用，体现财务会计与管

理会计的科学性。“和谐耦合”是“和则”“谐则”的有机统一，

是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的科学性和艺术性的融合。

三、构建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和谐耦合模式

（一）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和谐耦合的思路

20世纪 50年代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分离，各自形成了

独特的理论体系和科学的技术方法，在各自的领域运用独特

的方式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结合会计工作实际，在和谐管

理理论指导下，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通过理论和技术创新以

及多种会计方法的综合运用，需要重新设计会计凭证、建立

交易或事项的财务或非财务的信息目录数据库以及数据库

管理系统（王梅琴，2010）。对数据库资料进行整理和运用，一

是要开展财务会计工作，提供财务会计报告和财务分析报

告，二是要开展管理会计工作，进行预测、决策、评价等，提供

管理会计报告。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交易或事项的有关数据

通过数据库、财务软件的处理实现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数据

的融合与共享，继而实现“会计信息合成+会计持续创新”的

和谐耦合目标。

（二）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和谐耦合的主体

财务会计人员是财务会计信息的生产者，管理会计人员

是管理会计报告的提供者。所以，财务会计人员、管理会计人

员理所当然是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和谐耦合的主体。此外，

企业管理者既是会计部门的管理者，也是会计信息的使用

者，所以企业管理者是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和谐耦合的重要

主体。

（三）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和谐耦合模式

按照“会计信息合成+会计持续创新”的和谐主题，在“和

则”、“谐则”和“耦合原则”的指导下，通过会计理论创新、会

计技术方法的创新和综合运用，重设会计凭证格式：一是在

原有凭证格式基础上，增加信息代码或类别码识别栏，通过

代码识别，满足财务会计核算和管理会计预决策与评价对信

息的需求；二是增加备用信息栏，以记录管理会计所需的非

货币信息。构建会计信息目录数据库、会计信息源库以及数

据库管理系统，实现交易或事项的原始信息源在财务会计与

管理会计之间充分共享，进而实现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的和

谐耦合，具体的和谐耦合模式见图2。

四、推进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和谐耦合的对策

1. 树立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和谐耦合的会计观。树立正

确的会计观是实现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和谐耦合的前提。目

前，我国多数企业会计的职能还停留在对企业交易或事项的

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层面，在一定程度上忽视或弱化了会

计的管理职能（张瑞君，2008）。所以，企业管理层必须树立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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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会计观，充分发挥会计的管理职能，将会计作为企业经

营管理的得力助手，有力推进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的和谐耦

合发展。

2. 建立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和谐耦合的现代企业会计

制度。建立现代企业会计制度是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和谐耦

合的制度保障。当前，我国企业依据会计准则已建立了较完

备的财务会计制度，使财务会计工作有章可循，但企业管理

会计制度普遍比较欠缺。因此，现代企业应建立财务会计与

管理会计并重的现代会计制度，进一步完善管理会计工作流

程，明确管理会计职责与权限，使企业管理会计能够依据工

作需要来调用资源，选择合适的方法和模型，为企业经营决

策提供及时、可靠的信息和科学、合理的决策方案等。

3. 实现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信息源数据资料共享。会计

信息源数据共享是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和谐耦合的重要途

径。然而，现有企业的会计信息源数据主要是满足了财务会

计核算的需求，但不能满足管理会计对会计信息源数据的需

求。因此，企业必须对会计凭证的记录形式、记录内容、会计

凭证信息输入与输出方式、信息编码等进行重新设计，使会

计凭证记录的信息资料既包括财务信息，也包括非财务信

息；既满足财务会计核算的需求，也符合管理会计对基础数

据的要求。

4. 推进会计信息化建设。会计信息化是财务会计与管理

会计和谐耦合的技术前提。企业应加快会计信息化建设，建

立财务与非财务原始信息源数据库和数据库管理系统，实现

对会计信息源数据的有效共享，以满足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

对会计信息的及时性要求，满足财务会计核算和管理会计预

测、决策、控制、评价等工作对会计信息的需要。

5. 加强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和谐耦合的会计人才队伍

建设。高素质的会计人才是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和谐耦合的

必要条件。在“重财务会计轻管理会计”的时代，企业对会计

人才的要求是熟悉财务会计规章制度和具有娴熟的财务会

计操作技能，对会计人才的管理能力要求相对较少，导致多

数会计人员参与企业预测、决策时存在管理会计技术和能力

方面的欠缺。所以，要实现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的和谐耦合，

企业必须通过内部培养、外部引进等渠道不断培养或挖掘复

合型高素质会计人才，努力打造一支精英会计队伍，为企业

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的和谐耦合奠定人才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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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和谐耦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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