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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林经济管理专业财务分析能力培养的
教学改革
李茜
（山西农业大学，山西 太谷，０３０８０１ ）
［摘 要］根据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发展和社会对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学生财务分析能力的要求，研
究农林经济管理专业财务分析能力培养的教学方式方法；明确农林经济管理专业财务分析能力
培养的教学策略；构建“财务分析情境—财务分析岗位和财务分析任务—财务分析方法”财务分
析能力培养的教学模式。 对于有效实施农林经济管理专业财务分析能力培养的教学体系具有重
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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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分析能力是指搜集各种财务信息，了解

80

学习科学的财务分析研究方法，提高财务分析综

评价单位的财务状况及其经营成果， 并预测未来，
提供决策依据的能力。农林经济管理专业财务分
析能力培养是根据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培养总要
求，以提高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学生财务分析能力

合运用知识的能力。教师应制定以学生为本的农
林经济管理专业财务分析能力培养的教学策略；
采用合理的农林经济管理专业财务分析能力培养
的教学模式，逐步培养学生财务分析主动求知、乐

为目的，在侧重“财务中心论”专业培养要求基础

于探究财务分析方法的兴趣，不断提高农林经济

上体现，是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培养学生实践能力
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农林经济管理专业财务分
析能力培养的教学方式方法，对于有效实施财务
分析能力培养的教学体系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管理专业学生的财务分析能力。

一、财务分析能力培养的教学方式方法

二、财务分析能力培养的教学策略

农林经济管理专业财务分析能力培养的教学
策略是以学生就业为目的，围绕实际的财务岗位

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作为农业经济和农业企业
管理相结合的本科专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林

技能，根据农林经济管理专业财务分析能力培养
的教学目标所制定的培养方针和方法。该策略宗
旨是满足社会产业发展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根

经济管理专业的生存与发展取决于其培养的人才
是否能满足社会的需求 ［ １ ］ 。提高学生财务分析能

据财务分析业务具有工作环节多、系统性强、科技
含量高、理论与实践紧密相结合的特点，结合农林

力的教学目标是“培养既具有良好财务专业知识，
又具有较强动手能力、服务意识和管理技巧的应
用型人才，使其能够在经济发展、城乡建设和社会
生活中运用财务专业知识提供专业服务，解决实

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考虑财务工作岗位
对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人才的知识结构和能力要
求，农林经济管理专业财务分析能力培养的教学
策略应突出财务分析基础理论知识应用和实践能

［２］
际问题”
。其宗旨是通过农林经济管理专业财务
分析能力培养的教学过程，增强探究和创新意识，

力的培养。
财务分析基础理论知识应用和实践能力的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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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需要在教师指导下学生自主进行，将财务分析
理论、财务分析职业岗位和财务分析工作任务紧
密结合，融为一体。以学生为主体、活动为主线、教

养的方针和方法，设计出适合提高学生财务分析
能力的财务分析情境。教师根据相关课程的财务
分析理论，提出财务分析情境的基本内容。（１）财

师引导为辅助的系列化的培养。农林经济管理专
业财务分析能力培养的方针和方法见图 １ 所示。
其内容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１）教师根据市场
对财务分析人才的需求，精心设计财务分析情境。
（２）增强学生参与岗位和完成任务的兴趣。财务分
析情境有助于提高学生应用能力，引导学生积极

务核算情境，即“记账—算账—报账”情境；
（２）规
划情境，利用财务核算与会计管理原理为公司经
营决策提供依据，协助总经理制定公司战略，并主
持公司财务战略规划的制定；
（３）控制情境，建立
科学、系统符合企业实际情况的财务核算体系和
财务监控体系，进行有效的内部控制；（４）组织财务

参与岗位和完成任务。根据岗位分解任务。（３）根
据布置任务要求，明确教学方法，设计具体任务实

活动情境，制定公司资金运营计划、监督资金管理
报告和预、决算；（５）投资决策情境，对公司投资活

施方案。学生通过分组讨论，设计探究的方案，选
择科学的方法，老师及时给予小组指导或个别指
导。（４）在情境——
—岗位和任务——
—方法实施过程

动所需要的资金筹措方式进行成本计算，并提供
最为经济的酬资方式；（６）投资风险评估情境，对重
大投资项目和经营活动的风险评估、指导、跟踪和

中，充分让学生和教师积极参加到财务职业岗位
和财务分析工作任务中，探究新知。

财务风险控制；（７）绩效评价情境，为企业的生产经
营、业务发展及对外投资等事项提供财务方面的
分析和决策依据；（８）审核情境，审核财务报表，提

农林经济管理专业财务分析能力培养目标

交财务管理工作报告。教师设计的财务分析情境
是为学生投身到财务分析岗位，胜任财务分析工
作和任务服务的。

设计财务分析情境

（二） 设置财务分析岗位和布置财务分析任务

为保障学生能在财务分析情境中，有效地直
接参与财务分析过程， 根据课程教学进度设置出
的财务分析岗位为：财务管理岗位、成本会计岗
位、出纳岗位、稽核岗位、资本和基金核算岗位、收
入、支出、债权债务核算岗位、工资、成本费用、财

设置财务分析岗位

布置财务分析任务

运用财务分析方法
图 １ 农林经济管理专业财务分析能力培养的方针和方法

三、财务分析能力培养的教学模式

根据农林经济管理专业财务分析能力培养的
方针和方法，构建“财务分析情境—财务分析岗位
和财务分析任务—财务分析方法”的农林经济管
理财务分析能力培养的教学模式。在
“财务分析情
境—财务分析岗位和财务分析任务—财务分析方
法”教学模式实施过程中，学生是学习的主人，教
师就应该关注学生的发展；给学生一个时间，让他
们自己去安排；给学生一个空间，让他们自己去探
索；给学生一个机会，让他们自己去抓住；给学生
一个权力，让他们自己去选择 ［ ３ ］。
（一）设计财务分析情境[ 4 ]

教师根据农林经济管理专业财务分析能力培

务成果核算岗位、财产物资的收发、增减核算岗
位、总账岗位、对外财务会计报告编制岗位和会计
电算化岗位。
设置财务分析岗位是布置财务分析任务的基
础。根据岗位应具备的能力，分解成若干个任务进
行针对训练， 在教师的指导下， 运用所学的财务专
业知识和技能， 以完成一定财务分析工作任务为
目标。学生通过对各项任务的逐一训练和掌握，从
而具备或形成该岗位所需的实践能力任务。
（１）在财务管理岗位上，教师将财务管理岗位
的财务分析能力分解成 ２ 个基本技能任务：组织财
务活动任务和处理财务关系任务。组织财务活动
还可拆分为更具体的 ４ 个分析操作单元： 筹资分
析、投资分析、营运分析和分配分析。
（２）在成本会计岗位上，教师将成本会计岗位
的财务分析能力分解成 ２ 个基本技能任务：成本
信息整理和成本核算技术； 成本核算技术还可拆
分为更具体的 ４ 个分析操作单元： 品种法、分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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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分步法和辅助生产费用分配法。
（３）在出纳岗位上，教师将出纳岗位的财务分
析能力分解成 ２ 个基本技能任务：收付款凭证和

第二，财务信息评价方法，学生利用财务会计
报告及其他有关资料，
通过对比分析、
比率分析、
环
比替换分析和趋势分析等专门分析方法的应用，对

日记账。
（４）在稽核岗位上，教师将稽核岗位的财务分
析能力分解成 ３ 个基本技能任务：帐务稽核、业务
稽核和财务稽核。
（５）在资本和基金核算岗位上，教师将资本和
基金核算岗位的财务分析能力分解成 ３ 个基本技

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等进行比较分析和评价。
第三，财务信息管理管理方法，包括财务预
测、财务决策、财务计划、财务控制和财务检查等。

能：资本和基金的记账、
报账和算账。
（６）在收入、支出、债权债务核算岗位上，教师

务分析任务—财务分析方法”的农林经济管理专
业财务分析能力培养的教学模式中，可采取与课

将收入、支出、债权债务核算岗位的财务分析能力
分解成 ３ 个基本技能：收入、支出、债权债务的记
账、报账和算账。

程相关内容同步进行的课程实验和课程讨论途
径；也可采取与毕业论文设计同步进行的毕业设
计途径。

（７）在工资、成本费用、财务成果核算岗位上，
教师将工资、成本费用、财务成果核算岗位的财务
分析能力分解成 ３ 个基本技能：工资、成本费用、

这一模式的实施，有利于学生在感兴趣的财
务分析活动中全面提高财务分析能力，是培养学

财务成果的记账、
报账和算账。
（８）在财产物资的收发、增减核算岗位上，教
师将财产物资的收发、增减核算岗位的财务分析
能力分解成 ３ 个基本技能：财产物资的收发、增减
核算的记账、报账和算账。

四、财务分析能力培养的教学模式实施

在实施“财务分析情境—财务分析岗位和财

生主动探究、团结合作、勇于创新精神的重要途
径。在学生财务分析能力培养教学模式安排中，
“财务分析岗位一财务分析任务”是一个很好的活
动，它赋予学生动手机会，为学生创造了一次很好
的锻炼机会；学生之间也能够得到了很好的互动
交流；促使学生在财务分析知识与能力方面都有

（９）在总账岗位上，教师将总账核算岗位的财
务分析能力分解成 ２ 个基本技能：总账的记账和
报账。
（１０）在对外财务会计报告编制岗位上，教师

不同程度的提高。这一过程的实施，对放手让学生

将对外财务会计报告编制岗位的财务分析能力分
解成 ３ 个基本技能：现金流量编制、损益表编制和
资产负债表编制。
（１１）在会计电算化岗位上，教师将会计电算

驳别人的观点，可以公正客观地自评、互评和反
馈。同时，教师的心态也是开放的，教师要敢于让
学生充分展示他们的智慧。通过对学生所问问题
的假设性回答以及随之而来的认同、质疑或否认

化岗位的财务分析能力分解成 ５ 个基本技能任
务：软件操作、审核记账、电算维护、电算审查和数
据分析。

等探究活动，学生的思维被激活，各任务单元内在
的主题价值得以彰显。

去问，培养学生探索未知的兴趣、习惯和能力具有
很大的帮助。学生的心态是开放的，倡导他们无拘
无束地提问、表达自己的见解，可以理直气壮地反

（三）运用财务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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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完整的财务会计报告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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