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管理会计师专业能力认证项目考试大纲 

—《管理会计与信息技术应用》 

 

第一章 信息技术助力管理会计快速发展 

第一节 管理会计的形成与发展 

一、了解管理会计各发展阶段的形成过程及基本特征。 

第二节 信息技术在管理会计发展中的作用 

一、了解信息技术在管理会计发展中的作用。 

第三节 加快信息技术在管理会计中的应用的措施  

一、了解我们国家信息技术在管理会计中的应用现状 

二、了解加快信息技术在管理会计中的应用的措施。 

第四节 管理会计前景展望  

一、了解管理会计的发展趋势。 

第二章 成本性态分析及变动成本法与 Excel 数据分析工具应

用 

第一节 成本的概念与分类  

一、成本的概念 

了解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对于成本理解的异同 

二、成本的一般分类 

了解成本的一般分类。包括依据经济用途分类、依据计量单

位分类、依据形成时间分类、依据是否可控分类、依据与决策的

相关性分类，以及依据与现金支出关系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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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本的性态分类 

（一）掌握成本性态的概念及其分类 

（二）掌握固定成本、变动成本各自的典型特征 

（三）给定某一项成本能快速识别出是哪一类成本。包括约

束性固定成本、约束性变动成本、酌量性固定成本和酌量性变动

成本。 

第二节 混合成本及成本性态分解与 Excel 数据分析工具应用 

一、混合成本的分类 

（一）掌握混合成本的分类及其特征。 

（二）给定某一项混合成本能快速识别出是哪一类混合成

本。包括半变动成本、半固定成本、延期变动成本及曲线型混合

成本。 

二、混合成本的分解 

（一）掌握混合成本分解的常用方法。包括，技术测定法、

高低点法、散布图法、回归分析法、账户分析法及合同确认法。 

（二）熟悉每一种混合成本分解方法的优缺点。 

（三）会用 Excel软件提供的 INTERCEPT函数、SLOPE函数

及散点图进行混合成本分解。 

第三节 变动成本法 

一、变动成本法的概念 

掌握变动成本法的概念 

二、变动成本法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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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变动成本法的特点 

三、 采用变动成本法的意义与作用 

了解变动成本法的意义及作用 

四、变动成本法与完全成本法的区别 

（一）掌握变动成本法与完全成本法的区别 

（二）给定变动成本法下的利润能够推导出完全成本法的利

润，反之也行。 

第三章 量本利分析与 Excel 数据分析工具应用 

第一节 量本利分析的概念及其必要性 

一、量本利分析的概念 

掌握量本利分析的基本概念 

二、量本利分析的必要性 

了解量本利分析的必要性 

第二节 量本利分析基本模型与基本假设 

一、量本利分析基本模型 

掌握量本利分析基本模型 

二、量本利分析基本假设 

理解量本利分析的基本假设。包括成本性态分析相关假

设、销售价格不变假设、产销平衡假设、产销品种结构稳定

假设。 

第三节 盈亏平衡分析与 Excel 数据分析工具应用 

一、盈亏平衡点及相关概念 



 - 4 - 

掌握盈亏平衡点及相关概念。相关概念包括边际贡献总

额与单位边际贡献、利润总额与息税前利润。 

二、盈亏平衡点计算模型 

掌握盈亏平衡点计算模型 

三、盈亏临界图 

（一）能识别四种常见的盈亏临界图。包括传统式盈亏临界

图、贡献毛益式盈亏临界图、利量式盈亏临界图，以及单位

式盈亏临界图。 

（二）会用 Excel软件制作上述常见的四种盈亏临界图。 

四、单品种盈亏平衡点的计算 

会用公式法及 Excel 软件提供的“单变量求解”工具计

算单品种盈亏平衡点。 

五、 多品种盈亏平衡点的计算 

掌握常见的多品种盈亏平衡点计算方法及其适用场景。

包括加权平均法、顺序法、分算法、联合单位法及主要产品

法 

六、 相关因素变动对盈亏平衡点的影响 

理解敏感性分析的含义 

会用 Excel提供的“模拟运算表”功能进行敏感性分析。

包括固定成本变动对盈亏平衡点的影响、销售单价变动对盈

亏平衡点的影响、单位变动成本变动对盈亏平衡点的影响、

品种结构变动对盈亏平衡点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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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实现目标利润措施分析与 Excel 数据分析工具应用 

一、实现目标利润的单一措施分析 

会用公式法及 Excel 软件提供的“单变量求解”工具进

行实现目标利润的单一措施分析。 

二、相关因素变动对目标利润的影响 

会用 Excel 提供的“模拟运算表”功能进行相关因素变

动对目标利润的影响分析。此处的相关因素包括固定成本、

销售单价，以及单位变动成本。 

第五节 复杂量本利分析与 Excel 数据分析工具应用 

一、非线性量本利分析 

（一）会用 Excel提供的“单变量求解”工具及“规划求解”

工具求解非线性本量利下的盈亏平衡点销售量及销售额。 

（二）掌握 Excel提供的“单变量求解”工具及“规划求解”

工具的作用，及这两个工具之间的异同。 

二、不确定性条件下的量本利分析 

（一）理解联合概率、期望值等统计学概念。 

（二）会计算不确定条件下的盈亏平衡点销量及预期利润。 

第六节 量本利分析的实务应用 

一、盈亏临界点作业率 

（一）掌握盈亏临界点作业率的计算公式。 

（二）掌握盈亏临界点作业率对企业经营风险评价的意义。 

二、安全边际量与安全边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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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掌握安全边际量与安全边际率的计算公式。 

（二）掌握安全边际量及安全边际率对企业经营风险评价的

意义。 

三、盈亏临界点作业率与安全边际率的关系 

掌握盈亏临界点作业率与安全边际率的关系。 

第四章 预算管理及责任会计与企业管理信息化 

第一节 全面预算管理系统及系统项目实施 

一、全面预算管理系统概述 

（一）了解全面预算管理系统相关概念。包括全面预算管理

与全面预算管理系统。 

（二）了解全面预算管理系统信息化应用现状。 

二、全面预算管理系统项目实施 

（一）了解全面预算管理系统项目实施工作。全面预算管理

系统项目实施可分为全面预算管理系统实施准备阶段、全面

预算管理系统调研阶段、全面预算管理系统方案设计阶段、

全面预算管理系统的实施阶段、全面预算管理系统的测试阶

段，以及全面预算管理系统正式上线阶段。 

（二）了解全面预算管理中常见的问题。 

第二节 责任会计及责任考核与软件实现  

一、责任会计概述 

（一）了解责任会计的含义。 

（二）了解责任会计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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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掌握责任会计的核算原则。包括责任主体结合原则、

目标一致原则、可控性原则、激励原则，以及反馈原则。 

二、责任中心 

（一）了解责任中心的含义及特征。 

（二）了解责任中心的分类并熟悉各类责任中心的典型特征。

给定责任单位能够迅速判断出属于哪一类责任中心。 

（三）了解成本中心、利润中心、投资中心三者之间的关系。 

三、责任中心业绩考核在系统软件中的应用 

会将各类责任中心的考核指标在系统软件中实施，并将

预算数与实际数进行对比分析。 

第五章 经营预测与 Excel数据分析工具应用 

第一节 经营预测的概念及其重要性 

一、经营预测的概念 

掌握经营预测的概念 

二、经营预测的重要性 

理解经营预测对于企业经营管理的重要性。 

第二节 经营预测的基本程序与常用方法 

一、经营预测的基本程序 

了解经营预测的基本程序。 

二、经营预测的常用方法 

了解经营预测的常用方法。包括定性分析法和定量分析

法两大类。定性分析法包括调查分析法、判断分析法，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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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法包括趋势分析法和因果分析法。 

第三节 利用 Excel 数据分析工具进行销售预测 

一、销售预测的意义 

了解销售预测的意义。 

二、销售预测案例 

会借助 Excel提供的函数、图表等工具运用算数平均法、

移动平均法、指数平滑法、回归分析法进行销售预测。 

三、各种预测方法适用场景及优缺点对比 

掌握上述各销售预测方法的适用场景及优劣势对比。 

第四节 利用 Excel 数据分析工具进行成本预测 

一、成本预测的意义 

了解成本预测的意义。 

二、成本预测案例 

会借助 Excel 提供的函数、图表等工具运用倒挤法、基

数法、因素变动预测法、回归分析法进行成本预测。 

三、各种预测方法适用场景及优缺点对比 

掌握上述各成本预测方法的适用场景及优劣势对比。 

第五节 利用 Excel 数据分析工具进行利润预测 

一、利润预测的意义 

了解利润预测的意义。 

二、利润预测案例 

会运用直接预测法、比例法、经营杠杆预测法进行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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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 

三、各种预测方法适用场景及优劣势对比 

掌握上述各利润预测方法的适用场景及优劣势对比。 

第六节 利用 Excel 数据分析工具进行资金需求量预测 

一、资金需求量预测的意义 

了解利润预测的意义。 

二、资金需求量预测方法实务应用案例 

会借助 Excel 提供的函数、图表等工具运用销售百分比

法、资金习性预测法、报表平衡预测法进行资金需求量预测。 

三、各种预测方法适用场景及优劣势对比 

掌握上述各资金需求量预测方法的适用场景及优劣势对

比。 

第六章 经营决策与 Excel数据分析工具应用 

第一节 经营决策的种类及一般程序 

一、经营决策的种类 

了解经营决策的种类。包括按项目的时间跨度分为短期

决策和长期决策，按决策条件的肯定程度分为确定型决策、

风险型决策和不确定型决策。 

二、经营决策的一般程序 

了解经营决策的一般程序。 

第二节 经营决策的相关概念及常用方法 

一、经营决策的相关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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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掌握经营决策的相关概念。包括决策相关成本、决策

无关成本、沉没成本、付现成本、历史成本、重置成本、机

会成本、差量成本、边际成本、专属成本、联合成本、可避

免成本、不可避免成本等。 

（二）给定某一项成本，能快速判断出属于上述一类或哪几

类成本，并识别出它们与具体的方案选择是否相关。 

二、经营决策常用方法 

（一）掌握经营决策的常用方法。包括边际贡献分析法、差

量分析法、成本无差别点分析法、线性规划法，以及概率分

析法。 

（二）了解各种决策方法的适用场景以及如何做方案选择。 

（三）会用 Excel软件提供的 “单变量求解”、“规划求解”

等工具辅助经营决策。 

第三节 利用 Excel 数据分析工具进行产品品种决策 

一、生产哪种新产品 

会用边际贡献分析法、差量分析法做出生产哪种新产品

的决策。 

二、亏损产品决策 

掌握亏损产品决策的分析思路与方法。 

三、半成品或联产品是否进一步加工决策 

（一）区分联合成本和附加加工成本对半成品或联产品是否

进一步加工决策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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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掌握半成品或联产品是否进一步加工决策的分析思路

与方法。方法包括边际贡献分析法和差量分析法。 

第四节 利用 Excel 数据分析工具进行产品定价决策 

一、以成本为基础的定价决策 

掌握以成本为基础的定价决策的常用方法。包括成本加

成定价法、损益平衡法、边际成本定价法，以及针对非标准

产品等价的固定价格合同、成本加成合同、成本加固定费用

合同、奖励合同。 

二、以需求为基础的定价决策 

（一）了解价格弹性的概念，以及价格弹性系数的计算公式。 

（二）掌握以需求为基础的定价决策的常用方法。包括弹性

定价法、根据需求函数制定产品价格，以及反向定价法。 

（三）会用 Excel 软件提供的“规划求解”工具确定收入最

大化目标下的产品定价。 

第五节 利用 Excel 数据分析工具进行生产组织决策 

一、最优生产批量决策 

（一）了解生产准备成本、储存成本的概念及各自涵盖的内

容。 

（二）会用 Excel 软件提供的“规划求解”工具确定最优生

产批量。 

二、生产任务分配决策 

（一）掌握相对成本表的编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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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会利用相对成本表进行生产任务分配决策。 

第六节 利用 Excel 数据分析工具进行投资决策 

一、产品盈亏潜能分析 

（一）了解蒙特卡罗模拟的含义。 

（二）会借助 Excel 提供的函数编写公式，运用蒙特卡罗模

拟进行产品盈亏潜能分析。 

二、设备更新决策 

（一）掌握投资分析的思路。 

（二）给定场景能计算出各投资年度的现金流。 

（三）理解投资分析常见的五个指标的含义。包括静态投资

回收期、折现投资回收期、净现值、盈利能力指数、内部收

益率。 

（四）会用 Excel 软件提供的函数计算上述五个投资分析指

标。 

（五）掌握上述五个投资分析指标的适用场景及各自的优缺

点。 

（六）会用上述五个投资分析指标做出投资决策判断。 

第七章 财务危机及财务预警分析与企业管理信息化 

第一节 企业财务危机概述  

一、财务危机的概念 

了解财务危机的概念。 

二、财务危机产生的原因及形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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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财务危机产生的原因及形成过程。 

三、财务危机的特征 

了解财务危机的特征。 

四、财务危机的征兆和表现形式 

了解财务危机的征兆及表现形式。 

第二节 利用信息技术进行财务预警分析 

一、财务预警的内涵及分类 

（一）了解财务预警的内涵及分类。 

（二）掌握单变量分析和多变量分析模型及相关财务指标的

计算。 

二、财务预警的功能 

了解财务预警的功能。 

三、企业财务预警的程序 

（一）掌握企业财务预警的程序。 

（二）理解并能区分景气警兆和动向警兆。 

四、利用信息技术建立财务预警分析体系 

了解利用信息技术建立财务预警分析体系的方法和步骤。 

第八章 业绩考核及评价与企业管理信息化  

第一节 业绩考核与评价系统 

一、业绩考核与评价系统的概述 

（一）了解业绩考核与评价系统的概念 

（二）了解业绩考核与评价系统构成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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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了解业绩评价与业绩管理的组成部分 

了解业绩管理系统的五个组成部分。包括绩效目标制定、

绩效实施、绩效评价、绩效分析以及绩效目标的迭代。 

三、业绩评价与公司经营活动 

（一）了解公司经营活动和财务报表之间的关系 

（二）了解公司财务报表和公司业绩评价之间的关系 

第二节 以企业为主体的业绩考核与评价 

一、基于利润的业绩考核与评价指标  

掌握基于利润的业绩考核与评价指标。包括营业利润率、

成本费用利润率、投资回报率、净资产收益率，以及资产报

酬率 

二、基于净资产收益率的业绩考核与评价体系 

（一）了解基于净资产收益率的业绩考核与评价体系 

（二）掌握杜邦分析体系，能够运用杜邦分析体系对企业经

营业绩进行分析 

第三节 以责任中心为主体的业绩考核与评价 

一、责任会计建立 

（一）了解责任会计的含义和内容 

（二）了解责任会计的核算原则 

二、责任中心 

（一）了解责任中心的特征 

（二）了解责任中心的分类以及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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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内部转移价格 

（一）了解内部转移价格的含义、用途及原则 

（二）掌握内部转移价格的类型、各自的优缺点及适用场景。 

四、共同成本的分配 

了解共同成本分配方法。包括分批成本法、分步成本法，

以及作业成本法等。 

五、 内部结算方式、责任成本结转 

内部结算方式及责任成本结转方式 

六、 责任预算、责任报告与业绩考核 

（一）责任预算、责任报告的编制方式 

（二）了解责任考核与责任报告的关系及业绩考核的种类 

第四节 基于 EVA 的业绩考核与评价 

一、EVA的基本理念 

了解 EVA的基本理念 

二、EVA的基本模型 

了解 EVA的基本模型 

三、EVA与会计利润的区别 

了解 EVA与会计利润的区别 

四、EVA的调整 

了解 EVA的调整方法及相关调整项目 

五、 EVA的应用 

了解 EVA应用过程中的注意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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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基于平衡计分卡的业绩考核与评价 

一、平衡计分卡的基本框架  

了解平衡计分卡的概念及其四个维度。 

二、使用平衡计分卡 

（一）了解平衡计分卡应用的常规步骤 

（二）结合案例的实际环境，掌握平衡计分卡的使用 

第六节 利用信息技术进行公司财务业绩评价 

一、公司财务业绩评价指标  

（一）掌握进行公司财务业绩评价指标的主要方面 

（二）能够结合案例建立财务业绩评价指标的框架，并选择

合理的评价方法 

二、公司财务业绩评价指标的设计 

掌握公司财务业绩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三、利用信息技术进行公司财务业绩评价 

（一）了解现阶段来说对财务业绩评价指标的信息化建设主

要有三种方式优缺点。 

（二）能够通过专业的财务软件来进行财务绩效指标的建立

和评价结果呈现。 

第七节 利用信息技术进行公司综合业绩评价 

一、公司综合业绩评价指标 

了解公司综合业绩评价指标体系设计时应遵循的三个原

则。包括整体性、激励性，以及结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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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综合业绩评价指标的设计 

（一）了解公司综合业绩评价体系建立的过程。 

（二）能够结合实际情况设计公司综合业绩评价指标的框架，

并选择合理的评价方法 

三、利用信息技术进行公司综合业绩评价 

（一）了解平衡记分卡软件的应用情况 

（二）了解基于平衡记分卡的企业绩效评价软件系统的数据

处理逻辑，能够运用专业的软件来进行平衡记分卡指标的建

立和评价结果呈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