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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管理会计征文活动优秀征文名单 

 

优秀征文一档（10 篇） 

征文篇名 作者 单 位 

中国管理会计的理论与实践：过去、现在与未来 胡玉明 暨南大学 

经济新常态下的管理会计发展思路 冯巧根 南京大学 

大数据环境下全面预算系统的构建 闫华红，毕洁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中银香港：探索 RPC管理模型 刘伟良 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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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推进管理会计 促进集团经济转型升级与价值创造——中航工业推进管理

会计体系建设的体会 
顾惠忠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平衡计分卡非财务绩效影响财务绩效的机理研究——基于 ZZ药业的案例 刘俊勇，祝钧萍   中央财经大学 

企业集团应收账款问题分析及解决对策 余鹉 机械科学研究总院（总部） 

低利润时期造船企业降本增效工作初探 许燕霞，王展 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 

作业成本动因选择、合并与评价的系统方法构建 刘学文，欧阳美辰，徐洁 

烟台大学 

上海大学 

齐鲁工业大学 

企业绿色成本分层控制模式研究——以 SM 纸业为例 黎精明 武汉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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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征文二档（20 篇） 

征文篇名 作者 单位 

管理会计的逻辑 杨世忠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平衡计分卡在公益科研事业单位管理中的应用 张利军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 

清单管理嵌入管理会计体系探索 田高良，赵宏祥，李君艳 

西安交通大学 

神华集团榆神能源公司 

西安财经学院 

成本管理的概念扩展与创新实践 冯圆 浙江理工大学 

管理会计——助推企业价值创造的决策支持工具 王淑霞 厦门市财政局 

高校成本中心评价考核问题研究 陈宏博 天津商务职业学院 

基于划小核算单元的财务共享管理体系探索与应用 张毅 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公司 

管理会计在行政事业单位的作用及途径研究 刘繁荣 内蒙古包头市团委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0%20%20%20%20%20%20%20%20%20%20%20/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inst&skey=%e5%a4%a9%e6%b4%a5%e5%95%86%e5%8a%a1%e8%81%8c%e4%b8%9a%e5%ad%a6%e9%99%a2&code=1694401;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0%20%20%20%20%20%20%20%20%20%20%20/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inst&skey=%e5%86%85%e8%92%99%e5%8f%a4%e5%8c%85%e5%a4%b4%e5%b8%82%e5%9b%a2%e5%a7%94&code=0546409;


4 
 

推进管理会计信息化实现企业高效决策——大数据时代管理会计信

息化实施路径设计 
任飞，吴佐 中国航空油料有限责任公司西北公司 

施工企业项目管理层的管理会计报告构建——基于中交二航局案例 乔东方，刘东进，廖书佳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互联网+环境下企业管理会计的实践与变革——广西联通“沃金融”

供应链融资模式的分析与启示 
杨军 中国联通广西分公司 

突破固有思维 转变管理模式 助力企业转型——河北联通的管理会

计实践 
韦秀长，王顺领，姚继国 中国联通河北分公司 

建立以成本控制为核心的预算管理模式 刘乡萍 沪东中华造船（集团）有限公司 

大数据环境下商业银行管理会计体系研究 
刘亚干，王凤玲，陈新跃，

邹燕 
中国工商银行总行 

在公立医院精细化管理中实施管理会计 方霞波 浙江省丽水市中心医院 

企业如何有效导入管理会计系统 汤谷良，栾志乾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基于生命周期成本和作业成本融合的碳成本核算体系研究 韩丹，王磊 陕西师范大学 

管理会计新形势下估时作业成本法的改进探析  李隆捷 浙江财经大学 

http://www.baidu.com/link?url=sWCynp4vJurDv8LNoYd_tHqAgZXqLqVyu3XCAPxhuTFQYkqwMBXywMPXZDR_y8OsCzrtUYn7Xsib8NPvDkzg5vchjZ9YdaIy7-NxqT9qtfeE_DZe8mXvUJ06mMZpUAHShBiRI3jThGrylMykhPP-dq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0%20%20%20%20%20%20%20%20%20%20%20/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inst&skey=%e4%b8%bd%e6%b0%b4%e5%b8%82%e4%b8%ad%e5%bf%83%e5%8c%bb%e9%99%a2&code=0123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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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项产品经济增加值动态管理——基于中国航天三江集团的案例 黄璜 中国航天三江集团公司 

中期财政规划的预算决策行为分析——基于前景理论的考察 马蔡琛，郭小瑞 南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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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征文三档（50 篇） 

征文篇名 作者 单位 

成本领先战略对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影响研究——基于经济危

机前后上市公司经验数据 
韦琳，要世聪，石玉 天津财经大学 

关于连锁经营企业存货资金管理的研究——以厦门海晟连锁

商贸有限公司为例 
任励，孟玮 厦门海晟连锁商贸有限公司 

战略成本管理在互联网金融模式下的应用——以余额宝为例 崔淑芬，孙立恒 
武汉东湖学院 

武汉大学 

管理会计的“中国实践” 张连起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预算透明度问题的再界定:基于中性原则的分析框架 甘家武，龚旻 
武汉大学 

云南财经大学 

谈战略成本管理及其实施策略 范瑞 中国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构建企业发挥管理会计作用内生动力若干问题探讨 朱建林 浙江正信永浩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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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油田管理会计体系的构想 肖国连 中国石化江苏石油勘探局 

矿产资源型上市公司财务绩效评价——基于可持续发展视角 王丹，陈容 攀枝花学院 

嵌入社会责任：企业管理会计发展探索 郑震，罗述权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湖南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的融合研究 孙雅琼 中国移动甘肃分公司 

财富的创造与管理机制解析 李秀辉 浙江海洋经济学院 

被并购企业的市场价值浅析 曹薇铭 北京东方开元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我国分层培养管理会计人才模式研究 虎玲华，陈剑勇，王代琨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 

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食品药品检验所 

以大数据助力管理会计落地 实现供电企业卓越财务管理 王春英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 

信息化助推全面预算管理升级——以南京中北为例 陈纬 南京中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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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管理会计在行政事业单位的运用研究 张超华，宋东葵 
黑龙江省财政厅 

黑龙江省三江建设管理局 

管理无界 会计互联——互联网+时代下管理会计发展方向 王敏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浅谈新常态下管理会计人才培养 罗敏华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福建分公司 

管理会计与会计信息系统理论框架 郑济孝 太原学院、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信息化视角下企业风险计分卡的应用研究 赵团结 湖北省会计学会会计信息化专业委员会 

武汉建工的管理会计信息化视角 万建国，马雪岩，梁宁宁 武汉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绩效管理信息系统 推进管理会计海关实践 戴敏，胡佳 
海关总署 

拱北海关 

海尔：创新基因提升财管价值 谭丽霞，刘钢 海尔集团 

企业集团全面预算管理案例研究——来自上汽集团实践 夏明涛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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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深化单元成本核算 持续推进精益科研生产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 204所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 204所 

徐工的全面预算“魔方” 邵丹蕾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基于管理会计视角的现金流预算管理实践探索——以 HXPGC

公司为例 
胡敏 湖北（华电）西塞山发电有限公司 

“双链互融 管 理并驱”财务体系的研究与应用——国网安徽

电力“三二五”管理会计实践 
李学琴，汪争贤，陈胡嵘，何旭 国网安徽省电力公司 

基于管理会计思维的管理会计案例初探——以陕南三市中心

医院医护劳动价值为例 
刘丹 陕西省商洛市中心医院 

广西 NF银行全面预算管理体系探究 蒋业宏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广西分行 

量化在管理会计中的应用 赵爱萍 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 

环境管理会计的 PDCA循环研究 肖序，熊菲 中南大学 

构建加油站全资产全质量评估模型与对标体系 中国石化浙江石油分公司课题组 中国石化浙江石油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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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管理会计在通信企业经营活动中的作用 许静燕 中国移动杭州分公司 

财务公司模式下企业集团财务风险的综合分析与应对 王建 淮北矿业集团财务公司 

探索建筑业管理会计的实践与应用 王珊珊 新疆宏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估时作业成本法在物流行业的应用探析 吴轶伦，徐进 国药控股分销中心有限公司 

基于因子分析的 A市烟草商业企业物流成本研究 史裕波 山西省烟草公司忻州市公司 

目标成本管理工具在军工企业的应用与思考 孙亮 淮海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商业模式创新背景下应关注的管理会计问题 张学军 湖北医药学院附属人民医院 

基于“业财融合”的一体化管控——中石油湖北销售公司案例 李闻一，王嘉良，陈桢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石油湖北销售分公司 

阿米巴管理会计分析 林晓莉 银联数据服务有限公司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CND&sfield=au&skey=%e5%be%90%e8%bf%9b&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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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预算绩效目标管理的思考 韩国英 天津市财政局 

现代企业“三维价值驱动型”财务管控体系探析 刘建 榆林神华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业财融合助推施工项目精细化管理 赵伯廷，唐旭彬，殷西兰 广西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关键因素法预算管理模式探讨 董麟琼 上海信谊药厂有限公司 

管理会计在医院设备投资中的应用    王东梅，李振洋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管理会计工具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研究 李竹子 大众报业（集团）有限公司 

有色金属原料收购加工保本价差分析 杨凤华，卫凌波 广西华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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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征文四档（100 篇） 

征文篇名 作者 单位 

经济效率与银行特许价值——基于中国上市银行的实证研究 魏琪，傅强 重庆大学 

阿米巴核算模式在企业财务管理的运用及改进 廖敏 中国外运广东有限公司 

高速公路服务区预算管理若干理论问题思考 马德家，孙桂珍 
河北国建高速公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管理会计的使命：决策支持和促进管理精细化 张敦力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基于 PDCA 循环视角的企业管理会计体系构建 杨功金 湖南有色重型机器有限责任公司 

求解管理会计困境：设计信息产品是当务之急 王立彦 北京大学 

企业管理会计运用现状分析及其对策研究 翟洪文 江苏省盐城市财政局 

企业预算管理中四个关系的思考 张兆国，李阳一  
华中科技大学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管理会计应用体系研究 周力 江苏省镇江市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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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管理会计理论体系建设的几个问题 张先治 东北财经大学 

关于管理会计理论与实践的思考 黄洁静 国药控股国大药房上海连锁有限公司 

管理会计：企业管理者期盼的“私人保健医生” 孙斐 德宝实业总公司 

管理会计理论研究的现状与前瞻 祝永甲 青海省海东市平安区交通局 

试谈如何做好预算管理 张琛瑶 厦门海晟连锁商贸有限公司 

优化财务管理，引领企业价值提升 罗冬梅 厦门特房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大力发展管理会计 提高现代企业管理水平 孙作栋 新疆兵团第五师博赛精纺有限责任公司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建设思考 田克全 江西省赣州市崇义县财政局 

试析如何完善部门预算管理 揭兵 四川省宜宾市财政局 

国有企业并购整合优化对策浅析 沙振波，谢振莲 
河北省冶金矿山管理办公室 

河北经贸大学 

关于加强我国国有资产安全管理的探讨 林弈珊 广东省潮州市市场物业管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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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企业全面预算管理要点 张兰兰 河南航天精工制造有限公司 

科研单位应收账款管理模式探索 刘瑛，熊英，俞小卉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研究所 

浅议基于 EVA 的薪酬激励体系的改进 樊静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八研究所 

管理会计的生命力 王晓润，孙斐 德宝实业总公司 

关于构建面向管理会计信息系统框架的思考 孙绪才 中国五矿集团公司 

“一键式”管理会计信息化探析 王世璋，桂江生，阎元 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 

大数据、云计算助推管理会计转型升级 黎云付 中建四局第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路人甲和路人乙对话所引发的思考——给管理会计插上信息化的翅膀 田倩 西安铁路局西安供电段 

财务共享趋势下管理会计人才培养如何转型 张迪 财政部会计资格评价中心 

当前管理会计信息化建设策略研究 张春林，张冠宇，徐方 

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国家税务局 

安阳经济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省安阳市国家税务局 

做好人才培养推进管理会计发展 付磊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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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会计信息化——财务信息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陈虎，孙彦丛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浅析事业单位管理会计体系的建立 安颖 外交部机关及驻外机构服务局 

浅析管理会计人才培养 刘正阳，刘正航 
财政部会计资格评价中心 

青岛大学 

我国管理会计人才培养刍议 李凤，黎庆辉 中建五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浅谈行政事业单位管理会计人才培养的问题及对策 吕珈 湖南省水利厅  

行政事业单位如何实现财务会计向管理会计的转变 余丹娜 湖南省津市市卫生局 

管理会计人才培养困境与对策 王昌锐，姜姗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大数据时代管理会计的机遇、挑战与应对 耿云江，赵晓晓 
东北财经大学 

中国内部控制研究中心 

浅议管理会计与企业信息化建设的融合 谭丽秋，董璐 中国煤炭科工集团重庆研究院有限公司 

管理会计在科学事业单位应用探析 王栋一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大数据时代下管理会计的新格局 王麓淙，柏思萍 广西财经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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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单位加强管理会计信息化建设研究 刘云霞 湖南省长沙市群众艺术馆 

信息化环境下企业管理会计研究 胡红兵 宁波巨化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开滦集团管理会计的实践与探索 张志芳 开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贵州烟草：创新推动预算管理转型升级 张生龙，刘娴 中国烟草总公司贵州省公司 

三江源水土保持生态效益评价研究 秦嘉龙，尹晓英，曾永良 
青海大学 

西南财经大学 

管理会计报告体系构建研究——以 X商业银行为例 曹树涵，陈秀凤，孟佳 中国农业大学 

管理会计在武钢集团的应用 吕杰 武汉钢铁(集团)公司 

徐工：经营魔方破解整合难题 吴江龙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烟草：探索“三算合一”的集团化财务管控模式 
上海烟草（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上海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管理会计人才培养的广西模式 徐捷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 

管理会计中内部转移价格的税收考虑——基于企业集团视角 卢珊 北京市国家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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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价值链分析的管理会计研究——以亚马逊公司为例 赵红英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现代企业管理会计报告体系的构建及其应用研究 李航，樊西为 
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高速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六院管理会计体系建设实践探究 闫成铭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六研究院 

管理会计报告在央企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古继洪，戴国华 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 

会展场馆企业收入成本管理优化策略探析——以 A企业为例 杨英雄 南京商贸旅游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管理对企业运营成本的管控分析 杨杰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呼和浩特办事处 

A保险沈阳分公司费用预算管理的改进研究 韩悦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 

中化招标公司的动态预算管理实践 汪春松，韩雪，郭华 中化国际招标有限责任公司 

汇聚财务信息 提升财务管理效率 黄坚 中远（集团）总公司 

加快发展管理会计咨询服务业的探讨 冯任佳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 

经济新常态下我国企业管理会计的应用与发展 王璟 兰州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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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财务供应链资金管理系统 廖书佳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施工企业基于管理会计的内部控制分析 何燕 中国水利水电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基于电信运营商深度转型的资源配置新体系的构建 沈宏平 中国联通广东东莞联通分公司 

基于 AHP法高校财务风险评价体系研究 卫雅琦，孙文贤，李晶哲 北京建筑大学 

机场融资方式初探 马莹 首都机场集团公司 

企业管理会计应用工具研究 郭永清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 

企业管理会计报表体系设计探讨——以航运企业为例 田超 中远（集团）欧洲有限公司 

运用 COSO 理论加强海关财务内控建设 陈云燕 黄埔海关 

基于利益相关者协同理论的石油石化企业绩效评价研究 张茹清 河北诚业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基于价值链的商业银行管理会计研究 黄燕芳 中国工商银行广西分行 

运用战略成本管理提升医院核心竞争力 谢立娟 浙江省衢州市卫生财会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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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BSC和 KPI的高校绩效预算评价体系构建 刘国斌，冀晶焱 吉林大学 

博弈论在企业内部供应链协同绩效评价中的应用 李晓旭，刘超 
中国中化集团公司 

北京交通大学 

火力发电厂燃煤单价分析模型的构建与应用 徐旭，王树政，方良兵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 

基于 EVA绩效评价方法的虚拟运营商发展策略研究 胡庆平 北京邮电大学 

战略管理会计在企业中的应用探讨 左煜 天津帝士力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房地产企业项目成本管理 张华 兰州倚能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中小商业银行管理会计实践探索 王景斌，李敏 上海银行总行 

论应用管理会计在铁路运输企业中的作用 曾斌，李婷 成都铁路局 

管理会计核心工具体系本土化构建研究——以 EVA本土化应用为例 赵治纲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陕西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 EVA业绩评价探讨 杨二宝 中国石油集团石油管工程技术研究院 

清算风险可度量的银行备付金预测模型探讨——基于正态分布假设的研究 周良伟，王利辉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总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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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成本法企业应用探索 杨丹 世仓物流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异质性涉案企业反倾销应诉“成本-收益”决策模型研究 刘爱东，卜珂 
中南大学 

湖南省会计学会 

基于 PDCA 管理循环的企业预算纠偏机制探讨 石磊 中国电信湖北分公司 

管理会计如何利用成本费用控制为企业创造价值 张丽霞，包敖丹 中国航空油料有限责任公司 

利率市场化背景下作业成本法在商业银行管理中的应用 郑颖 交通银行四川分行 

管理会计如何为企业创造价值 王棣华 东北财经大学 

ERP对管理会计的价值提升作用分析 马津梅 天津农学院  

EVA企业绩效评价应用探析 季胜君 东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基于平衡计分卡方法下企业绩效管理问题探讨 张文倩 四川省审计厅 

浅析预算绩效管理在行政事业单位中的运用 关为平，罗纯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广西壮族自治区司法厅 

浅谈管理会计在农村信用社的应用 张桂文，李昕 
四川省农村信用联合社 

西南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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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企业成本管理研究 王晓燕  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广播电视台 

标准成本在航油公司预算管理中的应用 张文文，周博 中国航空油料有限责任公司 

以全面预算管理带动企业管理水平的提升 张明 齐齐哈尔轨道交通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