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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管理会计越来越热的今天,同时随着人工智能的越发成熟,所以高职院校对管理会计人才的
培养也迫在眉睫,会计工作将迎来重点变更。本文从对管理会计的重视不足、人才培养定位偏离和师资
队伍薄弱等方面阐明了新高职院校管理会计人才培养的现状,并提出了几点优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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