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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代表了90多个国家中逾
1,100位财务专业人士的观点。

关于本研究
       这份全球报告是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ACCA）和毕马威三项联合研究的第三份成果，
旨在评估财务部门的企业绩效管理（EPM）能力正如何通过合适的人才、流程和技术，为
企业提供富有见地的盈利水平和成本分析。

       本报告所用数据源于一项调查，该调查于2016年1月13日至2016年1月26日期间进行，
共收集了全球90多个国家中逾1100位财务专业人士的观点。参与调查的人员来自不同规模
的企业，其中60%的企业年营业额达1亿美元以上、且员工总数超过100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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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有效的盈利能力和成本分析是重大商业决策的核心，企业根据不同的业务属性（也称业务维
度），通过成本分配来分析绩效（成本、收益和利润）。此类分析不仅可以清楚发现真正的价值驱
动因素，还能在恰当的时候为管理层提供正确信息，由此做出明智的业务决策——例如，是否要停
产某种现有产品、投资新的资产、开发新渠道或市场，等等。借助这种洞察力，企业将提高预测的
准确率，利用可获取的新增数据来验证其经营情况改变（如某个主要客户的流失，或是销售渠道组
合的变化）对于预期盈利水平的影响。

       财务部门已经明白这种洞见的力量，并将其上升到对业务的挑战，但是此项研究表明，企业还
有从成熟性、动态性和深度等各个方面改进其盈利能力与成本分析的空间，以确保分析能够有效、
持续地进行。

       这项研究表明，可以从三个关键领域，提高目前的盈利能力和成本分析。

成本和盈利能力的关键业务决策，主要集中在提供的产品和服务、
客户、渠道、以及区域，从而提高透明度和行动能力。

在客户和渠道维度上的改善，是真正能够提升财务绩效的机会。

最有效的盈利能力和成本分析的方法和模型，是专注、明确、端对
端的。

不要忽视利益相关者的参与，跨部门协作和治理，它们能产生重要
作用。

数据模型需要同时协调业务和财务的需求，双方都对定义与提供有效数
据模型负有责任。

为保持与业务需求的相关性，对模型的审查应当纳入年度规划，或由一
个特定的事件启动审查。

有效、可持续的跨维度分析通常可由专业的软件工具辅助进行。

过于频繁地更新数据往往浪费力气，无益于提升决策有效性，关键仍在
于数据结构是否合理。

盈利能力与成本分析的卓越中心，可以为进一步提高输出质量和运作效
率提供组织能力，帮助克服人才、流程和工具上的障碍。

一个有效交付结构的成功，建立在卓越中心、本地财务部门与业务部门
紧密合作的基础上。

一种有效的方法是业务部门负责而财务部门治理——业务部门对数据、
维度和洞见负责，财务部门确保其在整个组织的完整性和一致性。

增强洞见的
质量与深度

1.

设计与建立
效率模型

2.

优化组织模型3.

引言  

       多数大型企业都通过一系列内部部门管理并支持多种渠道，向多元化的客户组合销售着非常广泛的产品，并提供各
种相关服务。按照这些维度了解实际成本和盈利水平，对于做出明智决策、有效管控企业绩效至关重要。

     离开了盈利水平和成本分析，管理将变得毫无头绪。我们最近合作的一家客户完成了这项分析，结果表明，其20%的
分支机构贡献了高达60%的利润，而有20%的客户没有带来任何利润。

     大多数企业都已意识到了这一业务挑战，因而在传统的成本和利润中心报告体系以外，建立了与关键业务维度相一
致、更为细致的盈利水平及成本分析。此类分析不仅能够支持企业的战略投资和合理化决策，还可持续不断地优化成本与
收益。然而，很多企业采用的方法和分析过程仍过于简单，从而影响到了财务部门对企业决策的支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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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洞见的质量与深度1
设计与建立
效率模型

2. 优化组织模型3.增强洞见
的质量与
深度

1.

Q. 在你所在的组织中，盈利能力分析是基于以下哪些维度的？

52%

地区

合同 供应商 产品或服务

66%

公司

32%

客户

45%

13% 72%29%

渠道

企业

流程

产品

顾客

渠道

典型企业决策流程
       围绕成本和盈利能力的关键业务决策基本上都在集中关
注：应当提供什么样的产品和服务，将产品和服务卖给谁，
以及如何、在哪里开展有效的销售与服务。客户和渠道的盈
利水平分析须透明、具可行性，从而形成提高财务绩效的机
遇。为了实现最大成效，盈利能力和成本分析应采用专注、
清晰、端对端的方法与模式。

       重要的是，不要忽视利益相关者的参与，以及跨部门协
作和治理，这些能对预期结果的实现产生重要作用。

       半数的受访者指出，单项业务的技术成本并不透明，而
就运营、渠道以及支持其运营模式的设施等方面来看，能够
清晰了解成本的企业甚至不足50%。在许多部门中，这些问
题是引发成本基础含混不清的主要原因。具备“了解这些成
本并改变这些成本”能力的企业在竞争中占据着显著优势
——本次调查也印证了这一结论：39%的受访者表示，成本
分配的接受方并不知道如何来改变成本结构。

接近85%的受访者认为成本与盈利

能力分析应当分不同的维度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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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差距
Nathan Doran | Senior Manager, KPMG Financial Management

       目前，企业正积极以端到端的方式、根据客户、产品和服务来组织自身运作，不过财务问责制往往仍严格地
按照成本中心、利润中心、部门或销售线来制定。因此，行动和成本需要基于需求、决策和设计，沿着价值链进
行跨部门分配，而不是全部计入某个单独的组织单元当中。部门之间通过协作来推动财务业绩，这一点非常关
键。财务问责制应当反映决策者在整个企业的影响力，并支持部门之间的协作——但目前这方面还有一定差距。

       成本中心论和利润中心论虽然仍未过时，但是和绩效管理的相关性越来越小，而且企业有多种选择方式来保
持责任体系与管理目标的一致性。紧跟经营管理方向，针对产品、服务、流程和客户部署端到端的财务问责制，
可以消除组织界限，专注财务业绩。企业内部计费和成本分配还非常有利于协调财务问责制与财务影响力，准确
审视净利润。此外，不但关注总成本目标，同时考虑关键绩效指标（KPI）和单位成本目标，可以在需求创造方
和内部服务供应方之间的作出准确权衡。

了解你的客户，理解客户对企业的价值
Oliver Haywood | Senior Manager, KPMG Customer & Growth

        在消费者的时代，我发现很多组织仍然以产品为中心，显然很难改变这种心态。从产品的角度分析绩
效很重要，但是如果你不能将分析与客户基础协调一致，你能够明智地制定产品配置或投资增长的决策吗？
从客户的角度分析财务绩效的能力非常关键——然而我们的调查显示，只有38%（成本）和45%（利润）的
受访组织如此。

理解和影响成本分配的能力使组织具有显著的竞争优势，然而诸多问题
使很多部门的成本变得不透明。

51%受访者表示，企业在技术成本方面缺乏透明度。

48%受访者表示，在支撑运营模型的运营成本、渠道成本和设施成本
等方面有较好的透明度。

39%受访者表示，不理解成本分配到的部门如何影响这些被分配的成
本，这再次印证了前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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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与建立效率模型2
1. 设计与建立

效率模型
2. 优化组织模型3.

Q. 您的企业是采用何种方式进行成本分析记录的呢？

Q. 贵企业有购买成本和盈利能力分析的相关应用软件吗？

电子记账 不记账 不清楚手工/临时分类账

14%45%20%

有，但成效一般。

4%

有，但成效不佳，
最终仍使用Excel

没有 不清楚

18%

有，且效果卓越。

8%6%31% 56%

       数据模型是盈利能力和成本分析的基础。 数据模型需要
同时协调业务和财务的需求，双方都对定义与提供有效数据
模型负有责任。可以说，定义数据模型要求是业务和财务之
间的联合计划。 企业的目标和目标应该作为驱动所需水平的
细节和复杂性的基础。 应当商定根据适当的价值驱动因素将
收入和成本分配到维度的一致方法。 对于接受的方法，业务
利益相关者必须同意分配所基于的成本池，资源，活动，产
品或服务，客户，维度和驱动因素。

       为保持与业务需求的相关性，对模型的审查应当纳入年
度规划，或由一个特定的事件启动审查十分必要。不过，调
查结果表明，近40％的企业每个月都会进行一次详细分析。
过于频繁刷新分析模式可能会破坏价值，原因在于，数据资
源会把关注点从洞察力分析和决策支持转向数据整合，而且
分析过程将更关注环比变化，而非关键的战略信息。

        研究显示，使用手工/临时分类账（31%的受访者）和
手工Excel表格等手工流程来整合、分析数据，削弱了企业
财务部门有效交付盈利水平和成本分析报告的能力。近一半
（45％）受访者表示，其所在企业尚未购买相关应用软件，
这说明电子表格的应用仍较广泛。

       相比对盈利能力和成本分析进行全面更新，企业应当采
用的更恰当方法是：经常寻找关键的驱动因素或者指标，由
此实现预期的绩效改进（通过价值驱动因素分析来明确），
并且每月通过这些关键绩效指标跟踪企业绩效。有效、可持
续的跨维度分析通常可由专业的软件工具辅助进行。过于频
繁地更新数据往往浪费力气，无益于提升决策有效性，关键
仍在于数据结构是否合理。  

企业绩效管理
John O’Mahony  | Head of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KPMG UK

我们认为存在一系列关键原则，是大多数组织在分配成本/收入以推动价值的组织时，需要思考的：

-这样的分配可以推动怎样的更优决策？

-它会推动正确的行为吗？

-是否有执行此分配的强制性需求（如法定或监管）？

-基准成本是否从源头上进行了有效管理，或者我是否可以信任收入在记账时的数字？

-分配基础是否与成本的消费基础以某种方式联系在一起？

-用于推导分配的记录基础是否可靠？

-分配的基础是实用的还是明显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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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组织模型3
增强洞见
的质量与
深度

1. DESIGN AND 
BUILD A MODEL 

2. 优化组织模型3.

一个有效交付结构的成功，建立在卓越中心、本地财务部门与业务部门
紧密合作的基础上。

一种有效的方法是业务部门负责而财务部门治理——业务部门对数据、维
度和洞见负责，财务部门确保其在整个组织的完整性和一致性。

Q. 对于贵公司而言，盈利能力和成本分析主要由以下哪一团队负责完成？

非本地业
务单元/团
队

1%

其他卓越中心

15%

共享服务中心 外包服务
提供商

运营部门

16%50% 1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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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在你所在的组织中，你认为哪些因素对实现成本的有效分配构成主要障碍？

利益相关方

运营数据

成本

技术

外部数据 财务数据

人才与文化流程

27% 18% 12%

54% 65%35%34%

24%

        盈利能力与成本分析的卓越中心，可以为进一步提高输出质
量和运作效率提供组织能力，帮助克服人才、流程和工具上的障
碍。

        将核心业务活动的盈利能力与成本分析转移到卓越中心，提
供了三个关键的机会：

1、优化流程
2、增加业务部门的控制力
3、建立更有效的财务—业务合作伙伴关系

       利用卓越中心，企业可以在整体范围内实现通用流程
的优化、加强控制力，并且充分利用各项专业知识和技术
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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