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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听他怎么说： 

一位对前景极为悲观的企业家 

•   电梯和玻璃幕墙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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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速下降与行业集中 

   - 技术含量低的行业普遍过剩 

   - 技术含量高、新模式快速增长 

   - 大量企业主动或被动退出市场、整合或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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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工业化走向数字化、最后走向智能化（应用） 

 
- 大、智、移、云、物、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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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成长空间与竞争的转变 
 
从企业与企业、供应链与供应链、生态系统与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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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这两家公司应该采取什么策略？你看好哪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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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执行的关键： 

如何让创新成为每一位员工的工作方式？ 

如何让每一位员工主动提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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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算管理为什么产生？ 

        预算管理的作用是什么？ 

让我们进入经营驾驶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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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您了解集团的经营目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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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分解是实现目标的有效管理方法 

讨论：为什么要做目标分解？ 

            目标分解的作用是什么？ 

              分解到工业公司的具体目标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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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想得到什么，就考核什么； 

我们考核什么，就得到什么； 

考核必须要有目标，预算就是制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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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听成功企业家- 海尔张瑞敏与华为任正非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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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组讨论： 

   预算管理的终极目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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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预算管理作用 

配置资源 承接战略 

绩效考核 

落地 

运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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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系统创造价值的方式 

是让所有人关心成本、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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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预算管理体系的基础框架 

激励 
考核 

预算 
分析 

 预算 
调整 

预算 
执行 

预算 
编制 

组织 
保证 

全面 
预算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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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决策机构 
  

董事会 

预算日常牵头机构 
  

预算执行机构 
  

预算监控机构 
  

预算考评机构 
  

财务部 

各责任中心 

财务部 

审计部 

人力资源部 

财务部 

预算管理委员会 

预算组织体系 

                                                    
                                                                             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协会 

 

9



第 19  页 

目录页 
 
 

Contents Page 
 

目录页 
第一讲  全面预算基础知识 

第二讲  预算编制 

第三讲  预算执行与监控 

第四讲  预算考核 

第五讲  全面预算管理的要点及误区 

 

 

 

             

 

 

 

 

 

 
 

 

 
 

第二讲  预算编制 

 
 

第 20  页 

第二讲  商业课程的设计 
     2、商业讲师市场规范 

第二讲  商业课程的设计 
     2、商业讲师市场规范 

  战略与组织结构设计 

是预算管理的两大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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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单位的分类与含义 

责任单位按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分为五种类型： 

利润中心、收入中心、成本中心、费用中心 

对各责任中心考核的内容： 

      1、利润中心考核：利润  

      2、收入中心考核：收入与费用分开考核 

      3、成本中心考核：成本和相关活动耗费 

      4、费用中心考核：费用和相关活动耗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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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讲  商业课程的设计 
     2、商业讲师市场规范 

      传统组织架构 

请画责任线和权力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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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开关电源制造公司： 

从金融危机深陷困境 

到香港联交所上市 

中国开关电源市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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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困境 
 

金融危机业务下滑，人才流失 

高度集权职能中心制，如研发、制造中心 

部门协调困难：经常拖延交货，以至日本、德国大客户中止订单。   

   销售说是因为生产慢、生产推说采购原材料晚、采购说财务未   

   付款，相互之间踢皮球 

新产品、新工艺导入、对内的各项申请、审批流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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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困境 
 

库存大，浪费大 

绩效管理严重脱离公司实际，沦为形式 

员工未发挥主动性与潜力：新产品、新工艺、新客户 、成本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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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 售 

  财 务 

总经办 

研 发 
事业部架构 
• 产品导向 
• 职能导向 

    行政、 
人力资源部 

利   弊 

采 购 

生产   
（工艺、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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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细分学员企业的预算组织架构 

 及责任中心定位（利润/收入/成本/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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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商业讲师市场规范 

           内部定价方法： 

          - 市场基础定价法 

          - 成本基础定价法 

          - 售价倒推目标成本法 

          - 交易协调定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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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讲  商业课程的设计 第二讲  商业课程的设计 

买断式：成本加成法 

  卖方：供应仓储 卖方：泡菜生产部 营销部 

标准成本（元/吨） 2500 5500 

加成系数 5% 5%   

内部交易价格 ？ ？ 

买方 泡菜生产部 营销部 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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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经营目标是编制年度预算的起点 
 
• 销售额目标 
• 利润目标 
• 其他非财关键业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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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算目标制定的原则 
 

 自上而下 还是 自下而上？ 

 目标的大小与难易跟什么有关？目标是合理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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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量预算与零基预算 

 

    某公司行政部门2015年发生业务招待费10万元，会议费20万元，2016

营业收入预算较2015年实际增长20%，行政部门应如何做2016年业务招

待费及会议费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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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营业收入/成本如何做零基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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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讲  商业课程的设计 
     2、商业讲师市场规范 

 小组讨论：部门职责与预算编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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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公司销售预算（单位：元） 
                               201*年 

                        １季度         ２季度      ３季度         ４季度                年   
预计销售量       5000         15000            20000            10000                

50000 
预计单价            × ¥ 20       × ¥ 20        × ¥ 20        × ¥ 20             × ¥ 
20 
预计销售额        ¥100000       ¥300000        ¥400000        ¥200000          

¥1000000 预计现金收入表（单位：元） 

201*年12月31日 
应收账款                             40000                                                                40000 
一季度销售额                     70000      30000                                              100000 
二季度销售额                                   210000      90000                              300000 
三季度销售额                                                    280000       120000          400000 
四季度销售额                                                                       140000          140000 
现金收入合计                   110000    240000     370000       260000          980000 

注：每季度销售额 中70%在当季收到现金，其余30%在下季度收回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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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ABC公司生产预算 
       201*年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全   年 

 
预计销售量(表 1)      5000      15000      20000      10000    50000 

 
+:期末产成品存货量  + 3000     + 4000     + 2000     + 2000    +2000 
 
产成品需要量合计      8000      19000     22000      12000    52000 
 
-:期初产成品存货量  - 1500     - 3000     - 4000     - 2000  - 1500 
 
生产量（件）          6500      1600      18000      10000    50500 
 
  说明:  期末产成品存货量按下季销售量的20%储备,年初期末产成品存货量              
为1500件 
  销货成本=期初产成品存货成本 + 本期生产成本 - 期末产成品存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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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全   年 
生产量                                                 6500           16000        18000        10000           50500  
直接材料单耗（公斤）                     ×      4           ×    4         ×    4        ×    4            ×   4 
总耗用量（公斤）                              26000           64000         72000         40000        202000 
加：期末直接材料存货（公斤）       -   6400        -   7200        -  4000       -  5500         -  5500 
总需用量（公斤）                               32400          71200         76000         45500        207500 
减：期初直接材料存货（公斤 ）       -   5000        -   6400       -   7200       -  4000         -  5000 
直接材料采购量（公斤）                    27400           64800         68800         41500         202500 
直接材料单价（元）                           ×    0.5       ×    0.5      ×    0.5      ×    0.5         ×  0.5 

直接材料采购金额（元）                   ¥ 13700       ¥ 32400      ¥ 34400      ¥ 20750     ¥ 101250 

       

       说明:   期末直接材料存货按下季生产量的40%储备, 期初直接材料存货量为5000公斤, 直接材料单

耗为4元, 直接材料单价为0.5元. 

ABC公司直接材料预算 

      201*年 
表2 

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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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前一年）年12月31日                                   
应付账款                           9500                                                                                      9500 

 
一季度购料额                    8220           5480                                                                 13700 

 
二季度购料额                                      19440          12960                                            32400 

 
三季度购料额                                                           20640           13760                      34400 

 
四季度购料额                                                                                 12450                     12450 

 
合计现金支出                 ¥17720        ¥24920         ¥33600          ¥26210                ¥102450  

 
注：材料款当季度付６０％，下季度付４０％。 

         

（表3附表）                  预计现金支出表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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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公司直接人工预算 

      201*年             
                          (金额单位:元)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全    年 
生产量（表2）                                  6500      16000       18000      10000          50500 

 
单位产品直接人工工时（小时）   × 0.8      × 0.8         × 0.8       × 0.8          × 0.8 

 
直接人工工时合计（小时）             5200      12800       14400        8000          40400 

 
单位工资                                           ×  ¥ 5      ×  ¥ 5       × ¥ 5       ×  ¥ 5          × ¥ 5 

 
直接人工耗费总额                         ¥ 26000    ¥ 64000   ¥ 72000    ¥ 10000      ¥202000 

 

        说明: 每生产一件产品需要0.8小时 , 每小时工资率为5元. 

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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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本项目                   金额费用                                分配率计算 

变
动
制
造
费
用        

固
定
制
造
费
用 

 间接人工费用                     20800                          变动费用分配率 
间接材料费用                     30000                          =变动制造费用合计/标准总工时 
维      护      费                     13000                          =80800/4040 
水      电      费                     17000                          2元/小时 

 
合               计                      80800 

 
折      旧      费                     25000                          固定费用分配率 
维      护      费                     21000                           =固定制造费用合计/标准总工时 
管      理      费                     15000                           =101000/40400 
保      险      费                     40000                           =2.5元/小时 

 
合               计                    101000 

ABC公司制造费用预算         201*年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全    年 
预计直接人工工时（小时）                  5200       12800        14400           8000            40400  
变动制造费用分配率（元/小时）               2               2                2                2                     2 
预计变动制造费用（元）                    10400        25600        28800         16000            80800 
预计固定制造费用（元）                    13000        32000        36000         20000          101000 
预计制造费用（元）                            23400        57600        64800         36000          181800 
减：           折旧（元）                           6250          6250          6250           6250            25000 
现金支出的制造费用（元）                17150        51350        58550         29750          156800 

表5 

表4 

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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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讲  商业课程的设计 
     2、商业讲师市场规范 表13： 营业费用预算（分区域、分部门） 

 

项目 1月 2月 。。。 12月 合计 增长% 

固定销售人力成本 16.2  6.5    6.2  194.8  

固定销售房屋成本 4.1  1.6    1.4  48.7  

固定销售资产折旧 1.0  0.4    0.3  12.2  

自建专卖店摊销费用 6.5  2.6    6.5  78.3  

佣金 15.2  6.1    0.0  182.4  

差旅费 1.8  0.7    0.0  21.5  

业务招待费 5.4  2.2    2.5  65.1  

激励费用 1.5  0.6    0.8  17.7  

日常办公费用 2.0  0.8    0.7  24.3  

培训费用 4.4  1.8    1.7  52.8  

广告费用 9.9  4.0    3.7  118.6  

营业费用合计 68.0  68.0  68.0  816.0  

营业费用现金支付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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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管理费用预算（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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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 财务费用预算 

项     目 1月 2月 。。。 11月 12月 合计 增长率% 

利息支出               

利息收入               

手续费及其他               

财务费用合计               

财务费用支付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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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商业讲师市场规范   预算利润表 

项目 预算数 上年实际数 同比增长% 

 一、营业收入 71.46  64.96 10.0% 
  减：营业成本 53.85  49.45 8.9% 
         营业税金及附加 0.34  0.31 8.9% 
         销售费用 11.82  10.85 8.9% 
         管理费用 2.66  2.44 8.9% 
         财务费用 -0.90  -0.83 8.9% 
         资产减值损失  0.53  0.49 8.9% 
  加：投资收益 0.03 0.03 0.0% 
 二、营业利润 3.19  2.28 40.0% 
  加：营业外收入 0.5 0.44 13.6% 
  减：营业外支出 0.04 0.04 0.0% 
 三、利润总额 3.65  2.68 36.2% 
  减：所得税费用 0.63  0.47 34.0% 

 四、净利润 3.02  2.21 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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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能部门绩效考核体系 

1. 销售额达成率 

2. 净利润达成率 

3. 行政费用控制率 

4.人力成本控制率 

 

 

 

 

 
 
 

  行次 期初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留存资金（月初）           1 20.0  20.0  20.2  20.1  20.1  20.7  21.4  22.2  22.6  22.9  23.2  23.9  24.1  

销售回款           2   5.8  6.0  5.9  6.2  6.1  6.3  6.0  6.1  6.0  5.8  5.7  6.2  

借款           3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资金流入合计     4=1+2+3   6.0  6.2  6.1  6.4  6.3  6.5  6.2  6.3  6.2  6.0  5.9  6.4  

资金流出                           

原材料采购支付小计           5   3.8  4.2  4.1  4.0  3.9  3.8  3.8  3.9  3.7  3.7  4.0  3.9  

直接人工支付小计           6   0.4  0.4  0.4  0.4  0.4  0.4  0.4  0.4  0.4  0.4  0.4  0.4  

制造费用支付小计           7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营业费用           8   1.1  1.2  1.1  0.9  0.8  1.0  1.1  1.2  1.3  0.8  0.8  0.9  

管理费用           9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税金          1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财务费用          11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资金支出合计  12=Σ (5:11) 0.0  5.8  6.3  6.1  5.8  5.6  5.7  5.8  6.0  5.9  5.4  5.7  5.7  

留存资金（月末）    13= 4-12 20.0  20.2  20.1  20.1  20.7  21.4  22.2  22.6  22.9  23.2  23.9  24.1  24.8  

资金安全储备(3个月)          14   17.1  17.1  17.1  17.1  17.1  17.1  17.1  17.1  17.1  17.1  17.1  17.1  

留存资金 -安全储备   15=13-14   3.1  3.0  3.0  3.6  4.3  5.1  5.5  5.8  6.1  6.8  7.0  7.7  

 资金预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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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预算内容 

一、分产品、分区域营业收入明细（营收额、回款、客户、服务满意度等） 

二、分产品、分区域 营业成本明细（支付金额计划） 

三、材料采购计划表（采购数量、采购金额、支付金额计划） 

四、销售费用明细（分区域、分部门、支付金额计划） 

五、管理费用明细（具体到管理部门明细、支付金额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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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讨：预算内容 

  六、财务费用明细、支付金额计划 

  七、营业税金及附加 

  八、固定资产购置预算（分区域、分部门、支付金额计划） 

  九、营业外收支明细 

  十、现金流预算表（分12月） 

  十一、融资计划（具体到银行、金额） 

   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反复沟通，关键指标达到要求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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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计入原则 - 公共费用分摊原则：谁受益、谁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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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费用分摊 

公平公正？ 

 

   

-  作业成本法：按活动、时间、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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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话的内容- 成本分摊 
 

          间接部门的平均人时成本 
             40000/685 
                         =58.39 

          ₓ 
                      受益时间 
                           250 
     
                      = 14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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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讲  预算执行与监控 
 
 

                                                    
                                                                             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协会 

 

26



第 53  页 

第二讲  商业课程的设计 
     2、商业讲师市场规范 

第二讲  商业课程的设计 
     2、商业讲师市场规范 

有效的 

预算环境 

有效中长期 
战略规划 

公开公平公正的 
预算文化 

科学的绩效 
考核体系 

高层的推动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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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授权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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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 
人力资源部 

目前企业授权 

现  状 

- 中央集权，信任感缺失、总部成审批中心 
- 部门墙、各自为政、协调难 
- 审批点多，速度慢、成本大 
- 流程遵从，而不是流程责任制 
- 一线主动性、创新能力受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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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授权 

风险控制 

 四道防线 

流程管理、数据透明 

业务主管是内控风险的第一责任人 

内控及风险监管的行业部门 

内部审计是司法部队、冷威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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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控制与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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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事项 金额 部门 

主管 

财务 

主管 

财务 

总监 

子公司 

总经理 

总经理 董事长 

工程款及货
款支付 

100万元以下 审核1 审核2  审批3 审核4 审批5 

100万元以上 审核1 审核2  审批3 审核4 审核5 审批6 

招待费 预算内 审核1 审核2   审批4 

预算外 审核1 审核2  审批3 审核4 审批5 

差旅费 3000元以下 审核1 审核2 审批4 

3000元—1万元 审核1 审核2  审批3 审核4 审批5 

1万元以上 审核1 审核2  审批3 审核4 审核5 审核6 

宣传广告费 预算内 审核1 审核2  审批3 审核4 审批5 

计划外 审核1 审核2  审批3 审核4 审核5 审批6 

 超预算额度审批控制、 预算外审批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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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预算总额（万） 预算总额（万） 预算总额（万） 

营业收入预算 50000 45000 55000 
一、管理费用       
      管理人员人力成本 4000     
      职场成本 200     
      资产折旧 30     
      电话费 、差旅费 16     
  会议费 20     
  业务招待费 14     
  业务宣传费 20     
  印刷费 10     
  车辆使用费 30     
二、销售费用 8940     
      固定销售人力成本 5000     
      固定销售职场分摊成本 180     
      固定销售资产折旧 20     
      销售渠道佣金、促销费用 3200     
      内部激励费用 300     
      日常办公费用 20     
      培训费用 30     
      差旅费、业务招待费 40     
      广告费用 150     

预算费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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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  算  调  整 

- 计划没有变化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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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由于市场环境、经营条件、政策法
规发生重大变化，导致预算执行结
果产生重大偏差。（市场环境导致
人工、材料波动。） 
 

董事会调整公司发展战
略，重新制定公司经营
计划。。 

企业内部发生重大人
事变更。 

发生不可抗力。 

一、 

三 

四 

预算调整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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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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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价分析 
 

某高速公路收费项目预算车流量为1000万辆，平均每辆收费60

元，营收6亿，实际执行结果为车流量900万辆，平均收费55元

，营收4.95亿，请计算车流量与平均收费单价对营收的影响数。 

第 64  页 

职能部门绩效考核体系 

阿米巴业绩会议 
每日/每周/每月 
   PDCA循环 

Do 实行 Plan计划 

 

Check 
检查 

Action 
行动 

过程评价 
循环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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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分析 

战略分析  

项目分析与改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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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竞争/外包 

改善项目汇总 

序号 改善项目 目的/目标 改善措施 责任人 完成时限 

1 
降低电单耗至150

度/吨成品 
降低生产 
成本 

解决盖板与腔体
露白问题，毛胚

模具修改 
李阳 5月31日 

2 
降低絮凝剂单耗至

0.12千克/吨 
降低生产 
成本 

自动凝结设备 
改进 

马军 5月31日 

3 
丰富促销方式，继
续提升智能产品占

比 

智能产品占比
稳步提升 

加强社区店促销
活动次数与方式 

何可 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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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各部门管理会计报表 
 

 公司如何提高销售净利润率3个百分点？ 

     - 各部门降本增效落地方案 

        

 

  

     小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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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业绩总结 

经营差异分析 

经营业绩评价 改善课题整理 

下月经营计划 
  PDCA 
持续改善 
 

经营业绩分析会内容 

讨论：假设您有半小时发言时间，如何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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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讨论：预算分析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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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讲  预算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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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绩效考核未达成预期效果的因素分析 
 

奖金池与大锅饭 

基层员工不参与 

年终奖还是过程奖 

过程指标还是利润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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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资本与人力资本分配比例 
 

- 确定货币资本与人力资本分配比例：拉车人与坐车人分配比例 

  华为：劳动所得（包括TUP/工资/奖金/福利等收入）与资本投入所得

（指虚拟受限股收入）比例为3：1，让拉车的人永远比坐车的人拿得多，  

  那么车就会越跑越快，这样华为的发展就有了“永动机” 

 

 利益的开放度和激活个体的程度是成正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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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奖金池与奖励独立分享： 

从哪一级利润中心直接分享利润 

 

- 生产事业部与车间、销售部门与小组 

- 考虑员工积极性、内部定价博弈、公司整体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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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考核指标 
 

前方考核指标：定量指标（收入、成本、利润、现金流） 

                          BSC持续经营指标（战略、质量、效率、客户满意度等） 

后方考核指标：虚拟销售、虚拟利润、内部满意度 

前方拉动后方，后方支持前方，后方分享前方利润 

前方对后方问责、考核内部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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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讨论： 

制定年度预算激励方案 

各部门KPI 考核体系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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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预算管理的本质： 

- 承接战略、不对等分配资源 

- 定目标、绩效考核落地 

- 过程控制、提高执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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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预算管理的误区： 

- 组织没有细分，吃大锅饭 

- 员工没参与、预算执行力差 

- 没有预算授权 

- 没有预算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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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预算管理的工作要点： 

 

战略、组织细分是基础 

目标分解到位 

预算责权利统一 

预算过程监控、加强预算执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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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及应用 提问与答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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