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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needs of accounting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perspective, we discussed the 

need of accounting reflect object for what kind of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accounting personnel 

should have and analyzed what kind of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accounting personnel should have 

in the present market demand. Aiming at issues of training mode for accounting personnel, we used 

questionnaire analysis method and analyzed the situation of training for accounting personnel in 

some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Liaoning Province .We came up with the objective of 

accounting training and innovate the reform path such as teaching model so that we could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reform of training mode for accounting personnel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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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会计的职业能力需求角度出发，探讨了会计反映对象对会计人才应具备的职业能力

的需求，分析了市场需求下会计人才应具备的职业能力，针对会计人才培养模式问题，采用

问卷调查分析的方法，分析了辽宁省部分高校会计人才培养情况，提出了会计人才培养目标、

创新教学模式等改革路径，以期为我国高校本科会计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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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会计在企业经营管理、会计信息服务和管理决策中将发挥着越来越大

的作用[1-3]。会计人员是否能够及时、有效地提供会计信息，是对会计人员综合素质的一种

检验，检验会计人员综合素质的唯一标准是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会计人员的满意程度[4-5]。因

此，作为向社会培养和输送会计人才的会计高等本科教育，将再一次面临进一步进行深层次

教学改革的问题[6-8]。如对学生培养目标的定位、课程体系的设计、学生培养的质量、适应

市场需求情况等问题。 

2. 市场需求下会计人才应具备的职业能力 

根据我们对企业的走访了解到，能适应新经济环境的会计人员除需要掌握会计基础知识、管

理学基础、经济学基础知识外，还需要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沟通能力、人际交往能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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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职业判断能力以及解决各种异常问题的能力。目前，企业对不同层次会计人员的职业技能

要求是不同的。 

2.1. 一般会计人员的职业能力需求 

企业一般会计人员应当具备会计核算和账务处理、编制企业财务报表、银行相关业务处理、

日常发票的开具以及纳税申报等具体执行方面的职业能力，对于企业的筹资、投资等经营策

略方面的职业能力要求则较低。其主要原因是一般会计人员主要负责具体办理财务收支业务，

主要完成会计核算的基本职能。 

2.2. 会计主管人员的职业能力需求 

会计主管人员不仅要具备会计核算和账务处理、编制企业财务报表、银行相关业务处理等基

础性的职业能力，还要求具备税务管理与纳税筹划、财务预算、投资管理等企业管理方面的

职业能力。 

2.3. 高级会计人员的职业能力需求 

高级会计人员不仅仅掌管好企业日常财务工作、管理财务部门、控制财务风险,还需要了解企

业经营的全过程，与企业外部的投资者、债权人建立良好的关系，协调企业内部各职能部门

的工作，为企业的短期经营决策、筹资决策以及长期投资决策等重大事项提供相关信息。因

此，高级会计人员必须在财务方面具有优秀的专业技能，具备对企业战略的财务分析能力和

资本运作、长期成本管理等能力。 

由此我们看到，如何根据市场对不同会计人员的职业能力需求来改革当前高校的会计课程体

系，将影响着高校所培养的会计人才职业竞争能力和发展前途。 

3. 辽宁省高校会计人才培养现状调查与分析 

本课题组对辽宁省不同层次的高校14级、15级两届会计本科毕业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共发放

调查问卷248份，收回225份，回收率90.73%；有效问卷205份，有效率91.11%。针对企业发放

了150份调查问卷，收回134份，回收率89.33%；有效问卷121份，有效率90.30%。根据调查结

果具体分析如下： 

3.1. 会计人才培养目标不符合市场需求 

从发放企业收回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26.5%的用人单位选择了综合型人才，23.8%的用人单

位选择了应用型人才，用人单位选择注册会计师的占7.2%。对会计专业毕业生的问卷调查结

果显示，80%以上的学生希望会计专业人才类型为综合型和应用型，仅有2.5%的学生希望成

为注册会计师及创新型人才。因此，会计人才培养目标不能完全适应会计市场环境需求的变

化。 

3.2. 会计职业能力的培养不做重要程度区分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超过50%的学生认为，用人单位对会计工作的基本知识、分析会计信息

与资料、会计实践操作能力和应变能力的要求最高。而高校在人才培养时忽略了综合素质的

培养，对会计职业能力的培养也没有按重要程度予以区分。 

3.3. 会计课程设置没有考虑实用性 

对―已学课程对会计工作重要程度‖的调查结果显示：60%以上的学生认为非常重要的课程是

基础会计、中级财务会计、成本会计、财务管理、管理会计、电算化会计、高级财务会计和

财务分析等课程。在教材的选用上，50%以上同学认为目前我国高校的会计课程教材有相当

一部分内容比较陈旧，缺乏实践性、内容不够接近实际工作，导致刚刚步入工作岗位时所学

与所用有较大的差距。还有一部分同学认为，选用国外的教材，学校的目的是要引进和借鉴

国外原版教材，拉近我们与世界一流大学差距，但其结果是更加偏离中国的现实国情。 

3.4. 缺乏实践能力 

在“应当注重会计人才哪些职业能力的培养”的调查中，普遍反映应着重培养学生会计实践

能力和综合素质；大部分院校已经建立了财务会计模拟实验室、ERP实验室等各种实验室，

但仍然存在不能与社会需求同步更新的问题。在对企业“毕业生实际工作能力”的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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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50%以上的企业认为，毕业生的实践能力较差，实际动手能力不强。由此反映出我们

的会计模拟实验室，没有满足培养出完全胜任企业会计工作职业能力需求。 

3.5. 教学模式缺乏创新 

在“你喜欢什么样的教学模式”的调查中，60%以上的学生喜欢探究式教学、案例教学模式；

比例最低的是传递──接受式的学习模式。可见在新的教学改革中，不但要注重教学课程体系

的安排，还需要重视教学模式的改革与创新，以适应新的经济环境对会计人才职业能力的需

求。 

4. 高校本科会计人才培养改革的建议 

4.1. 缩小会计培养目标与职业能力需求之间的缺口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我国会计改革的不断推进，各类经济组织的经营环境和会计环境

日益复杂，会计职业的服务范围也越来越广泛。会计服务范围的扩大势必引起会计职业能力

需求的变化，需要具有掌握更多职业技能的综合型应用人才，以适应社会经济环境的不断变

革对会计职业能力提出的新要求。 

4.2. 课程体系的设计适应职业能力的需求 

会计课程体系的设计必须服从职业能力的需求，贯彻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创新思想，突破原有

传统会计专业学科的既有思路，适应会计人才参与企业战略制定和实施的职业能力需求。社

会经济环境不是固定的，因此，职业能力需求也不是固定的，只有目标是确定的，即为企业

创造价值，提高会计职业贡献，在会计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中，注重会计职业的通用能力的

训练。 

4.3. 改革教学方式和教学手段 

推行适应当前与未来经济发展和市场需求的新型会计教学模式，不断提高会计教师实践能力，

培养会计教师的社会责任感，改进教师的实践教学水平，建立、健全和完善合理有效的教师

激励与约束考评机制，使会计课程体系的改革效果真正得以实现。 

4.4. 创新教学模式 

创新教学模式是要完善会计人才创新能力培养的内容及要求，针对会计专业的实用性特点，

进行会计基本技能竞赛、会计实务操作职业技能竞赛等；在会计教学过程中，多采用案例教

学、情景教学、模拟训练，以提高学生对所学专业知识的综合应用能力。 

4.5. 搭建多元化教学平台 

加强高校会计院系与企业、政府的交流合作[9-10]，通过为企业提供专业咨询与培训、会计专

业教师在企业或会计师事务所兼职、开展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培训等服务，将企业的高级会计

人员、注册会计师以及政府财政部门、审计部门、税务部门等把握最新政策和实际操作能力

的人员引进校园，形成会计人才培养联盟体，这样，才能实现人才专业培养与职业能力需求

的有效对接。 

5. 结论 

本文运用调查分析的方法，对辽宁省不同层次高校会计专业人才培养情况以及社会对会计专

业人才的职业能力需求进行了分析，提出了高校本科会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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