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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企业技术创新的管理会计

国外研究动态回顾与启示

【摘要】随着企业技术创新的常态化，如何创新管理会计以适应企业环境变化并服务于创新管理的

问题受到学界的关注。以公认的七种著名国外会计学术期刊为主要来源，按照管理会计的内容体系，从

管理控制系统、预算管理、成本控制、业绩评价、责任会计以及会计综合管理六个方面对企业技术创新与

管理会计创新相关的研究成果进行分类和综述，展现了国外学界在该领域最前沿和最具代表性的研究

成果，以期为我国管理会计支持企业技术创新的理论研究和实务操作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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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知识经济背景下，技术创新逐渐成为企业的一

项常规性活动。会计作为企业内部管理的重要组成

部分和中心环节，应该积极主动地参与企业的技术

创新活动，为技术创新提供支持。但会计能否发挥应

用潜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在理论上的创新。本

文分别以“innovation”“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new product development”为检索字段，通过查阅

截至 2015年年底在国外公认的七种著名会计学术

期 刊（Accounting Review、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Accounting,
Organization and Society、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 和 Journal of Management Accounting
Research）上发表的相关研究论文，了解国外在管理

会计与企业技术创新相结合方面的最具代表性的理

论研究与实践成果，把握该领域的研究态势，为我国

研究管理会计如何支持企业技术创新提供借鉴。

通过对所搜集文献的阅读筛选，共获得 15篇
“管理会计与企业技术创新相结合”的文献。按照管

理会计的理论体系，本文从管理控制系统、预算管

理、成本控制、业绩评价、责任会计以及会计综合管

理六个方面对这些文献进行分类（详见表1），发现：

从研究的主题看，以不确定或创新环境下的管理控

制系统为主题的研究最多，占全部研究的40%，没有

搜集到与创新业绩评价相关的文献；从研究的方法

看，多采用经验研究、实证研究方法，有 9 篇，占

60%，其次是案例研究，有4篇，这与管理会计明显的

企业化和行为化特征以及创新活动的复杂性有关。

二、创新与管理控制系统之间关系的研究

传统管理控制系统通常被定义为正式控制系

统。随着企业所面临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加大，非正

式控制，如交互式控制（Simons，1995）、能动控制

（Adler、Borys，1996）等越来越受到学者的关注。

1. 控 制 方 式 的 环 境 适 应 性 。Margaret A.
Abernethy、Peter Brownell（1997）借鉴Perrow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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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技术模型，运用问卷调查和访谈数据，实证研究了

任务特性对会计、行为、人员等不同方式的管理控制

的适应性及其作用效果的影响。结果发现，非会计控

制尤其是人员控制有利于提升组织效率，尤其是在

任务的特性不很适合于使用会计为基础的控制的情

况下；任务的例外数量特性相对于可分析性对控制

的适应性有更为显著的影响，会计、行为等程序化控

制在例外情况频繁的状态下表现出明显的不适应。

这说明在创新活动中，不同的创新项目、创新过程的

不同阶段，其任务特性存在差异，实践中应依据任务

的特性选择适合的控制方式或控制方式的组合。

Tony Davila（2000）认为，产品开发是一个技

术、市场、开发范围均存在不确定性的过程，在这一

过程中，组织的作用是利用拥有的信息消除面临的

不确定性，管理控制系统的信息源子系统可发挥这

一功能，从而发挥其在新产品开发中的支持作用。当

管理控制系统能提供的信息与产品开发面临的不确

定性不匹配时，其他的信息源如实验、非正式沟通等

将替代管理控制系统作为主要的信息源，管理控制

系统在新产品开发过程中的作用减弱。他进一步的

实证研究表明，项目不确定性和产品战略与管理控

制系统设计具有相关性，成本和产品相关信息的使

用效率与项目业绩正相关。这说明管理控制系统通

过信息提供对新产品开发绩效起着正向作用，其作

用大小则取决于管理控制系统的设计，即能提供的

信息与产品开发面临的不确定性的匹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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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国外企业创新管理会计控制的研究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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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ep Bisbe、David Otley（2004）运用对 120家西

班牙中型制造企业CEO的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采

用交互式管理控制系统与公司产品创新及企业业绩

的关系，发现交互式管理控制系统的采用对创新的

促进作用只存在于创新水平低的公司，在创新水平

较高的公司反而对创新有抑制作用；交互式管理控

制系统的采用不会通过创新对业绩产生间接影响，

但创新对业绩的影响会因管理控制系统的采用而变

强。这说明在正式管理控制系统中融入“交互”管理

对企业创新很有必要，但要注意对“交互的度”和“交

互的方式”的控制。

2. 不同控制方式的协同效应。Chenhall、Kallunki
和Silvola（2011）构建了管理控制系统、差异化战略、

创新三者之间关系的路径模型，认为产品差异化战

略与更广泛的创新有关，而这种关联可部分地由三

者之间的路径关系解释（产品差异化战略→管理控

制系统的三个维度——社会网络、组织创新性文化

和正式控制→创新），并进一步运用对俄罗斯企业的

调查数据检验了所建模型。结果表明，差异化战略与

创新、管理控制系统的三个维度均正向相关；组织创

新性文化和正式控制与创新有直接正向关联，社会

网络则通过组织创新性文化与创新间接正向相关。

这表明在创新管理控制中，正式控制和非正式控制

具有协同效应，既要重视正式控制的功能，又要充分

发挥社会网络、组织文化等非正式控制的作用。

Antonio Davila、George Foster 和 Mu Li（2009）
通过对 69个创业早期阶段的公司的问卷调查和访

谈，重点研究了项目里程碑、实际与计划进展比较报

告、开发项目预算、项目选择过程、产品组合路线图、

产品概念测试过程和项目团队组成指南等7个MCS
（管理控制系统）在新产品开发过程中的采用情况，

包括系统被采用的原因、不同原因对系统被采用时

间早晚的影响、系统被采用的原因与产品开发业绩

的关系等。实证结果表明，促使管理者采用这些系统

的外部因素主要是开发过程中与外部的合同签订以

及行为的合法化需要，内部因素包括管理者的知识

背景、干中学、对组织关注的需要、对出现问题的反

应等。但未支持这些促进因素会加快系统被采用时

间的理论假设，系统被采纳的原因与产品开发的及

时性有关。这表明正式管理控制系统的采用有利于

提高创新业绩（至少在及时性方面），在创新管理实

践中，应发挥积极主动因素的作用，尽早引入管理控

制系统，为创新活动提供支持。

Jørgensen、Messner（2009）以能动控制理论为指

导，通过对丹麦一家中型家族制造企业长达16个月

（2014年 9月 ~ 2015年 12月）的访谈、观察以及公司

内部资料获取等，对新产品开发背景下如何利用不

同的控制机制保持效率和灵活性的平衡以及战略变

革如何影响能动控制的运行等问题进行了实地研

究。发现公司控制系统在新产品开发实施早期能够

很好地平衡效率与灵活性的关系，并得到了公司各

部门的认可，但在后期引入新产品模块化开发战略

后，原来的控制系统表现出明显的不适应性，预期的

效率和灵活性难以实现，而员工的修补努力也未能

取得完全满意的效果。他们进一步总结归纳了案例

公司的经验做法，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通过能动的“形式化”进行控制，在第一个

层面通过将一定任务的业绩形式化发挥作用，包括

输出控制（如通过目标成本、预算的控制）、过程控制

和输入控制（如通过步骤或输入的规范说明）；在第

二个层面通过间接的元程序或元结构发挥作用，如

工作轮换制度，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正规的元程序，通

过该程序雇员可以熟悉不同的工作环境，从而能提

高他们对整个工作体系的理解。第二，通过任务的形

式化进行控制，即运用阶段门模型实施控制，其控制

过程通常表现为正式的产品开发流程手册、阶段及

阶段的责任、期望输出、要求的文件等。第三，允许适

当的偏离。手册将开发流程定义为指导原则，从而意

味着这一过程可以被重新组织、优化、调整以适应个

别项目。但手册同时规定，对指导原则的任何偏离必

须记录在该项目的授权建议书上。第四，信任和容忍

失败的企业文化。第五，透明度，即管理者为员工提

供关于“什么是真正重要的”和“目标进展”的必要信

息。第六，保持组织内部、外部的信息通畅。内部信息

通畅主要通过项目经理对项目成本和进展的跟踪以

及将这些信息与工程师和设计人员共享实现，外部

信息通畅主要通过管理委员会在门径管理时检查项

目经理是否具有“大局观”（big picture）来实现。

该研究表明，在创新管理控制中，应综合运用正

式控制和非正式控制以保证效率和创新的平衡，结

合战略适时调整控制系统以更好地发挥控制系统对

创新的支持作用，重视领导对控制系统的引导作用，

以减少员工修补的巨大成本和对创新的不利影响。

上述研究表明：①管理控制系统的采用有助于

改进创新业绩，但究竟何时发挥作用，作用效果如

何，取决于任务特性与管理控制系统设计的匹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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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而任务特性与具体的创新项目、创新活动的不同

阶段相关。因此，对基于流程或创新阶段的管理控制

系统设计进行研究非常必要。②创新活动的管理控

制要求正式控制与“能动”“交互”等非正式控制协

同，两者只有相互作用并有机融合，才能更好地发挥

其服务于创新的效能，但对于两者如何协同、协同方

式以及协同因素，现有的研究非常有限，未能给予充

分解释。因此，对不同的控制方式进行分析、进行管

理控制协同设计、研究协同效应的影响因素等是创

新管理控制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重要课题。③创新管

理控制系统设计是一个动态过程，受企业战略、组织

结构变化、创新方式方法等因素的影响。

三、创新预算管理研究

围绕创新预算管理的研究成果并不多。David
Marginson、Stuart Ogden（2005）对全球通信公司之

一的 Infotain plc公司进行案例研究，发现当经理人

员面临因角色模糊产生的不确定性时，不会将预算

当作压力，而会更积极地致力于实现预算目标，因为

预算提供了结构性和确定性的资源。他们进一步对

这种效果的强度进行了测试，证明角色模糊程度高

的人比角色模糊程度低的人更可能致力于实现预

算，角色模糊对经理致力于预算目标的解释力超过

了如领导风格、上司的厚望和职业社会化等一些公

认的解释变量的解释力，说明预算对角色模糊的矫

正有重要作用。而从事研究开发的技术创新工作者

的角色模糊程度往往较高，需要准确地知道管理者

对他们的期望，由此可以推断预算对于创新活动具

有重要作用。Margaret A. Abernethy、Peter Brownell
（1999）构建了一个关于战略变化、预算方式和业绩

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假设战略变化程度低与诊断

式预算配合及战略变化程度高与交互式预算配合均

会产生较高的绩效，相反的结合则会因不匹配而产

生较差的绩效。他们利用对63家公立医院执行总裁

的问卷调查对模型进行了检验，证明交互式预算的

确能够减少战略变化给绩效带来的破坏效应。

上述研究表明，预算对角色模糊的矫正作用使

得对创新活动进行预算管理非常必要，但要结合项

目特征创新预算管理方式，以充分发挥预算作为沟

通、学习、想法产生机制以及协调战略决策的功能。

四、创新成本管理研究

对创新成本的关注源于二战后美国大量军用技

术在民间的应用。1966年，Howard M. Carlisle在分

析二战后美国大规模高科技项目投入给传统成本会

计系统带来的冲击的基础上，提出了开发成本会计

系统的十项基本原则。20世纪 80年代以来，科技创

新下的新制造环境对传统成本会计产生了极大冲

击，价值链成本、生命周期成本、作业成本、成本改善

等新的成本管理方法和理论得以提出并取得长足发

展。在技术创新成本管理方面，Monden、Hamada
（1991）通过阐述日本汽车制造公司全成本管理制度

的特点，指出目标成本规划和成本改善构成日本汽

车制造企业成本管理的两项重要制度，目标成本规

划主要用于新产品设计和开发阶段成本的缩减，成

本改善则主要用于减少现有产品的制造成本。他们

认为在目标成本实施过程中，管理会计在确定目标

利润、目标成本及成本估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查阅创新成本管理相关文献时，曾有多篇文

章提及Davila和Karjalainen对创新成本管理所做的

贡献。为此，本文进一步搜集了这两位学者的相关研

究成果。Davila等（2004）指出，由于目标成本法的运

用会使产品开发人员的注意力转向成本，从而忽视

技术、产品上市时间、客户需求等更为关键的因素，

况且合理的成本模型难以建立，目标成本法在运用

于新产品开发时具有极大的限制。他们结合企业的

实地调研和相关文献中公布的实地研究报告，提出

了建立平行的成本管理小组、成本模块化设计等一

系列先进的新产品成本管理方法。Karjalainen等（2007）
认为，新产品的研究开发阶段存在诸多不确定性，这

使得传统目标成本法的使用受到挑战，他们通过对

七家跨国公司新产品开发成本管理实践进行归纳总

结，提出了虚拟价格表、评估供应商产品性能、改变

目标成本等新产品开发成本管理方法与措施。

以上研究表明，创新活动的复杂性使得现行成

本管理方法的单独使用受到局限，只有与其他管理

方法结合应用，才能更好地发挥其对企业创新的支

持作用。但已有的研究仅停留在对现有实践的简单

总结上，没有对方法以及方法的协同做进一步的探讨。

五、创新的业绩评价研究

通过对前述七种期刊的检索，未发现与创新业

绩评价相关的研究文献。本文以“performance
measurement”（题目-摘要-关键词）+“innovation”
(题目-摘要-关键词）为条件在 Science Direct网站

上检索，找到有 217个相关记录。其中Vikas Dewan⁃
gan、Manish Godse（2014）在《建立一个全面的企业

创新绩效评价体系》一文中总结了创新绩效评价相

关的研究文献，具体情况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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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 2可知，就创新业绩计量需要采用多维

方法已形成共识，但具体应采用哪些方法，采用何种

指标以及各种指标在计量中的权重如何确定仍存在

较大分歧。未来研究应围绕评价对象确立、业绩评价

指标体系选择、评价模型构建等进行研究。

六、创新的责任会计激励研究

自 20世纪 90年代以来，学者们从经济学、管理

学、社会学、技术学等不同视角对创新激励问题进行

了广泛的探索，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与其他学科

相比，会计学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明显不足，代表性

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Xue Y. F.（2007）对CEO薪酬

政策与新技术获取方式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CEO
薪酬合同设计主要基于会计业绩时，新技术的取得

更有可能选择外购；CEO薪酬合同设计主要基于股

票补偿（尤其是股票期权）时，新技术的取得更有可

能选择自行开发新技术。Holthausen、Larcker和Sloan
（1995）通过建立联立方程，对业务分部CEO的薪酬

结构与分部接下来的创新活动是否有关，以及分部

CEO的薪酬是否被设定为分部面临预期的创新机

会集的函数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基于会计业

绩的长期薪酬占总薪酬的比重与未来的创新活动正

相关，但未支持分部CEO长期薪酬占比与预期的创

新机会集正相关的假设。Dutta S.、Fan Q.（2012）分
析了集权和分权投资决策下的业绩，发现分权决策

较集权决策提高了对经理创新的激励效应。

上述研究表明，会计视角的创新激励研究主要

基于单位或部门负责人的薪酬契约设计对自主创新

的激励，基于责任单位目标设置的研究很少。由于影

响创新动力的因素的复杂性，在激励方式的设计上，

有必要对创新激励进行跨学科的系统综合研究。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作者/时间

Brown、Svenson（1988）

Cooper、Kleinschmidt（1995）

Griffin、Page（1996）
Kerssens- van Dronge、Cook
（1997）

Collins、Smith（1999）

Kuczmarski（2000）
Wong（2001）

Verhaeghe、Kfir（2002）

Godener、Soderquist（2004）

Suomala（2004）
Bremser、Barsky（2004）

Milbergs、Vonortas（2005）

Muller等（2005）

Adams等（2006）

Ojanen、Vuola（2006）

Gama等（2007）
Chiesa、Frattini（2009）
Lazzarotti等（2011）

Cruz-Cázaresa等（2013）

业绩计量方法或指标

输入、处理系统、输出、接受系统和产出

新产品项目的影响和新产品项目的盈利性两个维度
的指标

基于客户的成功、财务成功和技术性能成功

平衡计分卡：财务、客户、流程和学习

在利益相关者战略、过程、资源和文化维度上的滞
后、实时、领先和学习指标

衡量增长的创新绩效指标和创新项目两类指标

基于平衡计分卡的创新计分卡

领导力、资源创新、制度和工具、提供创新、提供开
发、技术转让、技术引进、市场焦点、创新绩效和网络
10个方面的指标

财务业绩、客户满意度、流程管理、创新、战略、技术
管理和知识管理7个方面的指标

在产品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计量方式不同

基于阶段门模型的计量与平衡计分卡相结合

输入、输出、创新、流程四类指标

资源、能力和领导三个维度指标

输入、知识管理、创新战略、组织和文化、组合管理、
项目管理、商业化

列示了几类业绩方法：基于计量视角、计量目的、计
量水平、研发类型、流程阶段

基于平衡计分卡的创新计分卡

财务业绩、市场导向、研发流程效率和创新能力

平衡计分卡

衡量技术创新效率的指标：输入（R&D资本存量和
高技能的员工）和输出（产品创新数量和专利数量）

方法、资料和数据来源

二手材料

SPSS程序；主成分分析法

仿真（调查问卷，n=80）

二手资料、调查、访谈

实践经验

二手资料

实践经验

访谈

二手资料、访谈

案例研究、二手资料

二手资料

二手资料、对创新指标发
展过程的分析

实践经验

调查n=28

二手资料

案例研究、二手资料

调查、二手资料

调查

调查

表 2 创新业绩评价相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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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创新与会计综合管理研究

日本学者 Toshiro Hiromoto（1991）指出，随着

持续创新成为全球竞争的核心，制造企业的关键资

源是具有创意的人，相应地，管理会计应该成为“促

进人们做好需要做的事情的会计”。而要实现这一目

标，管理会计必须是“行为导向”的。由此，他提出了

创新环境下管理会计四个方面的主题：将行为影响

与战略融为一体、市场驱动的管理制度、动态的方法

和团队导向的方法，并进一步总结了日本企业四个

成功案例的具体实施过程与效果，见表3。
Jørgensen、Messner（2010）通过对美国一家研发

密集型企业两个新产品开发项目长达 16个月的调

查，研究了多样化需求和高度不确定环境下会计与

战略制定及实施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相关人员在

解释新产品实践的适当性时，不是或不主要根据会

计信息，而是根据战略制定；在战略的形成过程中，

会计不是唯一的实践影响因素，但当会计被作为一

种实施规则和共同知识时，它将成为一个有力的工

具，推动管理人员前进，而不管环境多么复杂和不确

定。同时，模块化战略决策的个案表明，战略的最终

形成由最高管理层推动，其主要依靠的是管理人员

和工程师的现有知识以及他们进行自我协调的能

力，而不是会计信息。他们认为，上述发现与新产品

开发需求的模糊性和新产品设计决策计算的固有局

限性有关，而会计信息在这样的情况下并不一定不

相关，它可以产生一种共同知识以指导战略制定者

制定战略时注意财务数字的最终重要性。

综上所述，美国和日本企业在决策机制与会计

管理方面存在差异。日本企业进行决策前，通常需要

对问题做周密的调查和深入全面的分析，再依据获

取的精确信息和情报，运用主观决策法基本原理进

行决策。美国企业则不然，在选择决策方法时会走向

两个极端：一是主要依靠管理者个人直觉进行决策，

即所谓的直觉领导；二是通过建立数学模型，运用计

算机求解决策，即所谓的科学决策。另外，在会计功

能定位方面，美国企业强调会计为决策提供信息支

持的作用，对信息的准确性要求较高，相应地，当面

临环境变化而会计信息提供的功能又受到会计理论

的制约时，会计在服务于企业的过程中就会显得“无

能为力”。日本企业则更加强调会计在影响员工行为

方面的作用，特别是管理会计，因此会计能够更为灵

活地服务于企业，并更好地适应环境的变化。

八、结论与启示

基于管理会计内容框架体系，本文从管理控制

系统、预算管理、成本管理、绩效评价、责任会计、会

计综合管理六个方面，梳理并归纳了截至目前国外

顶尖会计学术期刊上发表的企业创新与管理会计相

关的文献，发现从会计视角对创新管理进行研究的

代表性成果少而零散，研究内容多为不确定环境下

的管理控制，研究方法以实证研究为主。已有研究给

案
例
一

案
例
二

案
例
三

案
例
四

背景及面临的问题

在 20 世纪 70 年代，需求
多样化导致产品多样化
和生产过程复杂化，间接
制造成本上升

到了 80 年代末，市场对
产品需求发生了变化，原
成本分配制度阻碍了提
供市场需求的产品

出于战略考虑，拟引进弹
性制造系统，但按照现行
成本制度计算的转换成
本几乎是外购成本的 2
倍，不支持战略转变

各分部的效率均比较高，
但企业整体效率表现不
佳

原因分析

多样化导致所
使用部件的数
量和规格型号
增加

原成本计算方
法 下 的“ 高 盈
利”产品需求萎
缩

传统的全成本
计算制度约束

提高各分部效
率并不一定会
提高企业的整
体效率

战略变化

减少使用部
件的数量和
规格型号

转向生产市
场需求量大
的产品

引进弹性制
造系统

加强企业各
部门之间的
协调与合作

适应战略变化的管理会计创新

使用“基于使用部件数量和标
准化”的成本分配制度

使用“基于销售收入的成本分
配制度”

各产品或部件承担的转换成本
改应计转换成本计算为根据外
部制造商所产生的成本计算

增加提前期和存货周转率业绩
计量指标；制造费用分配标准
由“分部实际处理时间”到“分
部标准处理时间”，再到“实际
经过分部的时间”

实施效果

产品标准化率从1978年上
半年到1979年上半年上升
了3.6%；新产品标准化率
从 1978 年上半年到 1979
年上半年上升了22%，1987
年年底达到68%

促使了设计者致力于新
分配制度下更具“盈利
性”的产品

不仅支持了战略转变，提
高了企业的长期竞争力，
也为员工努力降低成本
指明了方向

存货周转天数由 1985 年
的 102 天减少到 1988 年
的 30 天；提前期由 1984
年的 108 天减少到 1988
年的52天

表 3 日本企业四个成功案例的实施过程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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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学者对该领域的研究带来了以下启示：

1. 加强对企业创新与管理会计创新相关问题

的实地研究。综观管理会计的发展历程，影响重大的

管理会计工具和方法创新无一不是对企业会计实践

进行总结、理论提炼的结果，如标准成本制度、目标

成本管理、作业成本法、经济增加值、平衡计分卡等

方法和工具的出现与发展。加之创新活动自身的复

杂性和形式多样性，对企业创新与管理会计创新相

关的理论研究，必须建立在对企业实践活动长期观

察和调研的基础上，以实地研究为主。

2. 加强对企业创新与管理会计创新的中国本

土化研究。管理会计具有明显的企业行为化和地域

特征，在进行企业技术创新的管理会计创新研究时，

不能简单地引进、吸收和照搬国外的理论和实践研

究成果，必须结合我国国情加以创新，真正发挥理论

对实践的指导作用。目标成本法在日本企业的成功

应用，不仅在于它在成本管理理念和模式方面的创

新，而且还与日本的企业文化相吻合。与美国企业相

比，日本员工更富有集体主义和团队精神，日本企业

更倾向于集团决策机制，而这与目标成本法的实施

需要组建一支多功能的团队，实现目标成本需要全

员的参与等要求相吻合。

3. 加强对基于企业创新的会计控制与非会计

控制的协同研究。前述研究表明，创新活动的管理控

制要求会计与非会计控制的融合。一方面，技术创新

的管理控制仍遵循“目标—战略—行动—人”的基本

管理控制框架，面临为实现战略目标而进行的战略

计划的科学合理分解问题、行动与目标之间的量化

控制关系及绩效考核指标的设置问题等；另一方面，

与企业的其他经济活动相比，创新活动具有高度不

确定性和复杂性，使得对创新的管理控制需要更多

地借用模糊控制和不确定性控制的思想和方法。

4. 加强对管理会计支持企业技术创新的保障

机制研究。前述研究表明，会计能否为企业创新提供

支持，支持效果有多大，不仅与会计管理方法和工具

相关，还取决于企业文化、经营理念、领导体制、决策

机制以及对会计职能的认识等，因此，管理会计对企

业创新支持功能的发挥，离不开相应的企业文化、行

为认知等保障机制。例如，相对于美国企业追求会计

信息的准确性，日本企业对会计的运用更为灵活，因

此日本会计在引导个体行为朝着企业目标实现方面

的作用发挥得更为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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