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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et era, emerg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evelops rapidly, the enterprise environment changes quickly, the financial management mode is constantly updated, and
the financial management department is also planning for transformation. The above mentioned
not only puts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to the professional practice ability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talents, but also puts forward new challenges to the practical education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major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et development, man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ontinuously explore the construction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training
course. They apply the new emerging technologies and make full use of shared resources online to
establish a combination of online training course system. Therefore, they could cultivate financial
management talents with comprehensive and practical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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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互联网时代背景下，新兴信息技术发展迅猛，企业环境瞬息万变，财务管理模式不断更新，财务管理部
门也正规划转型。这不仅对财务管理人才的专业实践能力提出了新要求，也对高校财务管理专业的实践
教育提出了新挑战。众多高校不断探索互联网背景下的财务管理实训课程建设，结合新时代的新兴技术，
充分利用“共享资源”优势，建立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实训课程体系，以期培养综合应用和实践能力较强
的财务人才，打通复合型、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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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互联网时代，信息的爆炸性增长催生了很多与之息息相关的领域，如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
以及区块链技术等，这些技术驱动并支撑了企业的财务管理转型[1]。一方面，强大的互联网信息处理技
术能够推动企业的财务精细化管理，更为精准地判断财务状况，抓住市场需求；另一方面，网络安全技
术的发展推动了信息安全管理平台的建设，有助于满足企业财务安全化、透明化管理的需求。
互联网+的发展不断驱动着企业财务管理的转型升级，也使得企业对综合能力和实践能力较强的财务
管理人才求之若渴。不过，以往的财务管理教学内容较为局限，大多只针对财务专业知识本身，欠缺与
真实复杂的企业业务流程的融合，也缺乏对大量财务信息的挖掘与价值分析。为了培养能够适应互联网
时代的企业财务管理转型人才，高校在财务管理专业的实践教育方面进行了全面探索，比如采取多学科、
全方位的实践能力培养，实训内容涵盖现代企业管理理论、财务管理知识与方法、企业战略思维、数据
处理分析技术等，从而探索了复合型、应用型、创新型人才的培养路径[2]。

2. 高校财务管理专业实训课程的不足之处
2.1. 重视程度不够
现阶段开设财务管理课程的高校众多，根据教育部统计数据，财务管理专业 2017 年全国普通高校毕
业生规模为 100,000 人以上，预计未来的财务专业人才数量将会更加庞大。在互联网大数据时代，企业
的财务信息管理能力至关重要，这就导致了其对低层次财务人员需求逐渐减少，而高素质、复合型实践
人才将越来越受青睐。然而，不少高校财务管理专业以理论教育为主，实训课程占比较小，且使用的案
例比较陈旧，并未根据企业的新兴业务进行调整，从而导致财管专业的毕业生入职后实践能力不足，难
以解决企业财务管理中的复杂问题。

2.2. 课程内容缺乏挑战性
现阶段财务管理专业所开设的实训课程内容相对简单，在实际操作方面往往有详细的操作步骤，学
生只需要按照步骤进行实训训练，实训课程的适用场景的变化选择较为固定，课程内容缺乏深度思考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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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空间；许多实训课程的设计依然停留在表层的财务管理专业理论知识，与现实中企业的财务管理活
动匹配度不高，没能理顺财务管理活动在企业整体经营活动的中的逻辑定位，实训课程的应用性被削弱，
因此有违保证财务管理实训课程的开设初衷[3]。这样的实训课程就难以给学生建立从学校到企业岗位的
桥梁，企业也常会反馈高校财管毕业生“眼高手低”的问题。

2.3. 多学科知识交叉融合不足
目前，财务管理专业所开设的实训课程与互联网+背景下的管理理论、信息技术的融合度较低，大多
还是沿用了传统模式，局限于财务管理小范围的知识，与日益变迁的互联网时代下的财务管理转型需求
有些脱节。由于整个社会环境日益复杂，企业在转型期的财务管理往往需要多学科知识才能解决现实问
题，除了财务管理专业知识技能，企业战略管理能力、数据分析能力也尤为重要。
然而，高校在财务管理专业的实训课中融入大数据分析、财务共享等着实存在很多现实问题。首先，
大多高校中既精通财务又精通新兴技术和管理的复合型师资储备明显不足；其次，实训课程的建设要求
必要的实验室硬件和软件配备，部分高校可能存在经费问题；再则，不同层次的高校学生存在显著的异
质性，接受意愿和接受能力差异显著。

2.4. 考核方式较为单一
实训课程的最终成效离不开对实训内容的客观检验。现阶段财务管理专业实训课程的课程考核评价
主要依赖实训作业的完成度与准确性，创新性所占比重较低，加上很多实训课程有详细的操作步骤，固
定的操作方法、课程内容，学生发挥创造力的空间较为受限。部分实训课程的考核比较生硬，过于依赖
结果考核而忽略过程性考核，难以真实考察学生在实训课程中的协作沟通能力、独立思考能力、运用理
论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等。

3. 建立互联网时代下的财务管理专业实训课程的必要性
3.1. 互联网发展支撑财务管理专业建设革新
互联网的高速发展是企业财务转型的助推剂，同时也为企业的生存发展提供技术土壤。一方面，强
大的互联网信息技术推动企业的财务精细化管理，能够更为精准地判断市场需求、做出更合理的市场决
策；另一方面，企业借助数据信息平台进行数据处理与备份，增加了财务管理透明度，网络安全技术的
发展提供更加安全的信息管理能力，有助于满足企业财务安全管理的需求[4]。这与传统企业财务管理“集
权式”、“分权式”的专注于财务的思路有着较大的不同[5]。高校作为培养未来国家建设栋梁人才的摇
篮，理应厘清现有阶段教学方式、内容的不足，积极改革专业建设，使得人才培养的教学模式能够与互
联网时代的新需求相适应。

3.2. 开放的教育资源支持优质实训课程建设
为了使高校人才培养与社会岗位能够更好地匹配，响应教育部提出的实训实习的课时占专业教学总
课时的比例达到 30%以上的指导意见号召，达到工学结合、知行合一的要求，不少高校正积极探索专业
实训课程设计。例如，产学共融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高校申请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
目，比如，“VBSE 跨专业虚拟仿真综合实训”与 “基于财务的经营管理决策能力训练中心建设”等。
采取跨专业、全仿真的核心理念，兼具对抗性与创新性，提高学生的基础业务能力与综合决策能力[6]。
高校在平台与资源水平等方面异质性较强，需要根据自身条件尝试改革路径，因地制宜。对于平台
较高、师资力量、软件硬件资源较为丰富的高校，应充分利用已有资源，先行探索财务管理专业实训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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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创新方向，不断修正现有教学设计，提升实训效果；另一方面，对于软硬件资源较为缺乏的高校，
可以充分利用互联网背景下丰富的线上教学资源，开展实训课程的混合式教学，利用虚拟仿真实训云平
台、MOOC 教学资源等解决师资力量或配套设施不足的问题。

3.3. 业财融合和财务共享的新趋势
互联网时代下，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不断更新，能替代人工做账、出纳等财务工作的机器人不断
升级，这就意味着低层财务会计核算人员会逐渐被取代，未来企业对财务人员的复合型、创新型的要求
逐渐提高。财政部于 2016 年 6 月发布《管理会计基本指引》，指出“单位应用管理会计，应遵循融合性
原则”，首次提出了“业财融合”概念，财务管理人员需要熟悉企业业务的经营加上财务管理方法，用
财务管理的手段结合业务经验去引导企业经营的不断发展，实现信息流、业务流与财务流的统一。
互联网时代数字经济不断发展，这使得许多企业着手从搭建财务共享平台开始进行数字化转型。财
务共享中使得财务业务数据日渐呈现更加精确化的处理分析，逐渐形成了以共享数据为基础，形成企业
战略、财务、业务相结合的财务管理模式[7]。在财务共享中心财务数据的支持下，企业战略作为财务活
动的决策中心，体现企业以全局化战略思维为核心，引导财务管理部门开展工作，财务管理人员和财务
流程实施基于企业综合战略，也与业务紧密相关；在对财务数据处理专业化、标准化的基础上，对财务
管理工作流程进行整合提升，同时对输出的财务数据进行分析和提炼，寻找出可以提升的环节并加以改
进，通过数据处理技术，找出企业战略发展前景与财务状况更好地相互支撑的提升路径，提高财务数据
的利用价值。
企业要在互联网时代得到更好的发展，必须将财务工作和企业战略结合起来提升，统筹规划，加强
财务数据的分析处理水平，财务共享实训课程的建设势在必行。因此，高校财务管理的实训课程需要根
据未来企业对财务人员的专业技能，充分利用线上共享教育资源，加强业务融合实训，并引入财务共享，
设计具有综合性与前瞻性的实训课程。

4. 基于互联网时代下的财务管理专业实践教育的创新
4.1. 基于“互联网+”大数据背景下的跨专业综合实训
4.1.1. 跨专业综合实训
在现实的企业经济活动中，财务管理领域工作相对复杂，通常会涉及企业的整体经营目标、经营状
态、行业状况等，需要综合利用现代企业管理理论、财务管理知识与方法、企业战略思维与数据处理分
析技术等的学科知识和技能[8]。高校财务管理的实训课程可开展基于“互联网+”大数据背景下的跨专
业综合实训，以财务管理为核心，同时全面融合企业战略、信息系统、市场营销、会计学等。让学生不
仅具备良好的财务管理专业知识与专业能力，也能培养企业管理的系统思维与全局意识。
4.1.2. 虚拟仿真实训云平台
以往高校开设的财务管理专业实训课程，例如沙盘模拟实训，往往都需要特定的实验环境与实验设
施，由教师进行统一的事先准备工作、组织学生参与以及最后的实训复盘总结，教学场地与时间非常有
限，在调动学生的兴趣方面具有一定的困难，实训成果就难以保证[9]。
不过，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云平台等新兴技术的运用，我们可以打造出一个能够实现跨时间、跨
区域连线合作的企业管理综合实训课程云平台，让经管类不同专业方向的学生能够在不同地点通过电脑、
手机体验企业真实场景。针对财务管理专业的学生，在进行相应的理论知识的学习以后，可以设置财务
战略与企业战略、财务数据分析、智能会计等方面的课程，作为理论知识教育之后的实践训练，其它诸
如人力资源管理、营销战略管理等方面的实训课程作为选修课程，学生可以根据自身的学习情况、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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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自行选择。云平台中只提供系统的基本操作与规则问题，不对具体决策方向进行任何提示，也没有固
定的经营套路剧本，留有较大思考与创新的空间，系统将根据大数据计算对经营状况走向与结果进行判
断；在云平台中，财务管理专业学生通过扮演不同的企业部门角色，各司其职，将财务管理的知识运用
到企业管理的各个流程，模拟企业的日常运作，得出最终的经营成果，平台将根据学生在“企业部门”
中的判断、决策表现、任务完成度、协作能力、沟通能力、职业道德等不同方面的表现进行过程与结果
的双考核评价机制，既重视实训的过程性考核，也看重最终的实训成果。
云平台上的所有企业的数据都来自于上市公司数据库的真实数据，相应的商业环境也将仿照当下的
实际经济、政治与文化背景，与现实环境形成互通，并且保持实时更新，更好地激发学生自主探索的兴
趣，不断调动学生发现并解决问题的积极性，除了财务管理相关知识技能以外，也能加深财务管理专业
学生对国家经济政策、企业运营管理的理论知识印象，从而达到理论与实践相互转化的良好生态[10]。云
平台能够保证在足够时长的实验时间内，学生在虚拟仿真的场景里，模拟企业的各项财务管理活动等经
济活动，运用各个学科的理论知识发现并解决各项财务管理问题。
4.1.3. 线上线下教学一体化
学生在虚拟仿真实训云平台进行实训课程能够较好地进行练习，理论知识的良好掌握是前提。考虑
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接收和掌握能力差异，高校可以利用好 MOOC、SPOC 等线上课程资源，做到实训平
台中的实践教育与网络课程中的理论相结合，弥补不同学生在接受专业知识上的时间差，从而以更高的
热情和参与度投入到实训课程当中去。教师应选取与制作难易程度适中的相关课程内容的 MOOC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这需要教师全面深度设计课程，包括实训课程内容、理论课程内容、阶段学习
任务与考核任务的设置，再到学生自主学习、参与实训的监测，最终学习成果的检验等方方面面[11]。同
时，教师应阶段性地收取学生的学习体验与效果反馈，对现有的课程规划设计进行反思，必要的时候随
时调整教学设计，做到以学生为本，以提高教学效果为导向。
4.1.4. 数据处理分析技能与财务知识相结合
在互联网时代，大数据的挖掘与处理是企业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下抢占市场的关键，大量的用户信息
与消费习惯记录有利于企业改进其生产经营策略，提升企业财务管理能力。高校可加强数据处理分析技
能与财务知识相结合的实训课程训练，例如 Python 数据分析与爬虫技术，其语法简单易学，开发体验良
好，可作为财务管理实训课程的工具，提高对企业资金管理和资源配置的效率。

4.2. 校企合作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
融合的若干意见》提供了政策支持：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组织有关企业支持高
校共同开展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有助于打造多主体协同育人的长效机制，是打造新时代复合型、创
新型人才的重要手段[11]。
国家政策与时代背景相结合，在互联网时代，除了以往仅仅是“专业对口”的校企合作以外，高校
财务管理专业还可与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相关岗位等合作，也要加强高校与互联网企业的对接与合作，
在互联网企业开展相应对口岗位的短期实习交流。这样，财务管理专业的学生不仅能够具备财务管理专
业相关知识，也能了解互联网时代的市场、技术现实与发展潜力，具备与互联网时代相匹配的开阔的前
沿视野。高校同时应利用好自身的校友企业资源，邀请优秀校友回校开办讲座，例如职业生业规划、实
际工作与理论知识之间的关系等等。其次，高校可以与校友企业达成长期合作关系，校友企业为学生提
供培养专业人才综合能力的环境，高校给校友企业输送专业人才，从而达到校企之间相互促进、共同发
展的良好生态，实现合作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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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互联网时代下，技术与理念的更新换代推动各个行业不断发展升级，企业想要股东财富最大化，就
需要完备健全、适应时势的财务管理能力，而复合型、应用型、创新型的财务管理人才正是现阶段社会
所紧缺的。互联网背景的新兴技术可赋能高校财务管理专业实训课程建设，革新财务人才的实训培养模
式，以更好地适应互联网时代背景下企业对财务管理人才的综合实践能力需求。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教高司函[2020]6 号)“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财务共享服务示
范课程建设项目”(项目编号：201902296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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