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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在当今现代化管理理念高速应用发展的时代，全面预算管理作为其中一类管
理理念在企业预算业务领域也被有效应用起来，对于这类管理理念的研究也逐渐
成熟起来。随着行业环境的迅速变化，以往的预算管理模式已经滞后于当前企业
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及环境的不确定性因素，传统预算的基本元素也就无法满足科
学的管理模式。这是概括的情况，而对于杭州航天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的预算管理
体系来说，现有的预算管理模式与公司经营目标的脱节是主要的显现，以致不能
有效地发挥预算管理的控制作用。鉴于此，如何借鉴西方先进的预算管理经验，
结合杭州航天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的实际经营及当前预算管理现状来优化杭州航
天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的预算管理模式，不断增强企业预算决策的高效性、正确性，
具有针对性意义。

理和经营目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讨论。其次，阐述了杭州航天电子技术有限

博

公司概况，分析了公司财务预算执行情况。在此基础上从表现形式、组织机构、

硕

首先，本文综合阐述了全面预算管理研究现状，并在此基础上对全面预算管

构成、考虑因素、标准及流程以及管控等方面对杭州航天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全面

学

预算管理现状进行了阐述，同时对杭州航天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全面预算管理的三

大

个阶段初期编制阶段、中期执行与控制阶段以及后期分析与评价阶段的相关问题
进行了讨论分析。最后，针对杭州航天电子技术有限公司预算管理方面存在的问

门

题，本文提出了全面预算的预算管理模式，从预算管理机构设置、流程编制、预

厦

算控制、考核体系以及管理模式实施等方面提出了杭州航天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全
面预算管理的改进对策。对公司预算模式进行系统改进之后，在明确实施目标的
基础上，确定实施指导理念，并对实施措施的效果进行了分析。并且通过杭州航
天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全面预算管理模式的改进研究，为杭州航天电子技术有限公
司以及电子行业其它企业提供了全面预算管理模式参考和经验借鉴。

关键词：全面预算；全面预算管理；财务管理

Abstract
In today's era of high speed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modern management
concept, the comprehensive budget management as a kind of management concept
has also been effective application in the field of business enterprise budget, for this
type of management research also gradually mature. As the industry environment of
rapid change, the previous budget management mode has been lagging behind the
current enterprise development of the uncertainty of the uncertain factors and
environment factors, the basic elements of the traditional budget will not meet the
scientific management mode. This is general situation, and for the Hangzhou
aerospace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mpany’s budget management system, the existing
budget management mode with the company's business objectives the disconnect is

management control. In view of this, how to draw lessons from the budget of the

and current status of budget

学

Hangzhou aerospace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博

western advanced management experience, combining the actual operation of the

大

management to optimize the Hangzhou aerospace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门

budget management mode, strengthening enterprise budget decision efficiency,
correctness, has specific meaning.

硕

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main, so that can't effectively play a role of budget

厦

First of all,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 expounds the comprehensive budget
management research present situation, and on the basis of the comprehensive budget
management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usiness objectives are studied.
Secondly,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Hangzhou aerospace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profi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mpany's business objectives. On this basis,
from the representation, organization, structure, factor, standard and process and
control of the Hangzhou aerospace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comprehensive

budget management status are expounded, and the three stages of comprehensive

budget management of Hangzhou aerospace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early

establishment, execution and control of phase and the last stage of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analysis of the related problems are discussed. Finally, from the budget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setup, process preparation, budget control, evaluation
system and puts forward the management mode of implementation in the Hangzhou
aerospace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the comprehensive budget management

improvement countermeasures. Budget model for system improvement to the
company, on the basis of clear implementation goal, determine the implementation
guidance idea, and analyzes the effect of implementing measures. And improvement
of Hangzhou aerospace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comprehensive budget

management mode of study, and other sanitary ware industry for Hangzhou aerospace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enterprise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budget

博

Keywords: comprehensive budget; comprehensive budget management; financial

硕

management mode of the reference and experience for reference.

厦

门

大

学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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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
企业全面预算作为一种整体的经营管理，描述的是在预算期内对决策设定目
标，具体是经营预算与财务预算综合内容。其中，经营预算主要包括营销、生产
以及采购等基本经营活动涉及到的资源以及其配置计划，并以预计损益表呈现出
来；财务预算主要包括现金预算跟财务状况预算两部分，强调企业日常运用过程
中涉及到的资金以及资金使用情况。而全面预算管理则可以实现营销、生产、采
购、研发、财务等企业多方面问题的综合处理分析。
全面预算管理是实现企业内部控制、激励以及评价的有效管理方式，尤其是
在企业内部控制管理方面，展现出来的管理能力非常高效。企业预算体系主要用

度来看，预算管理的最高效果应该是以预算替代管理，形成一种有效的管理机制，

博

并充分结合市场实际情况展开管理。但是，预算管理是要充分结合企业内部运作

硕

于考核和监督企业内部的经营绩效情况，维护公司战略目标的实现。从管理的角

机制，与公司治理模式相匹配，才能实现公司的全面有效管理，并不是单纯的由

学

数据表格堆积就能够实现。另外，在战略层次上，全面预算管理体现的是企业内

大

部战略与公司各阶段预算目标的有效结合。为了适应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公司
的管理层只能向管理要效益，不断地调整、完善公司的内部组织形式，提升管理

门

水平，同时，为了提升市场竞争和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公司需要加强的内部管

厦

理，建立一套系统的科学管理方法来适应这一要求。通常我们说的全面预算，是
把目标、编制、分析、控制和考核等所有阶段性工作全部囊括在内的预算。该方
法是上述问题的最优解决途径，以公司的发展远景作为根本，以战略目标为方向，
进行全面预算。首先由财务部门对预期成果展开科学的估算和预算，在价值形式
规划的指导下确定企业以后的营运方向，最终订立财务目标，使财务贯穿于目标
实现的整个过程中，发挥其激励和约束作用，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财务管理。继
而明确企业内部包括市场、生产、采购、研发等各部门之间的责权及利益关系，
依据外部经济环境、技术条件、法制环境等形势变化来实施资源调配、控制及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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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从而对生产及经营进行有效的组织及管理，以完成规模成长、盈利能力提升
等经营目标，帮助企业实现最大价值。
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中国已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国家，在这样的
背景下，我国企业所处的竞争环境将涉及到跨国和跨地区的多行业领域，如何提
升我国企业国际竞争能力已经成为新时期我国企业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2011
年起，世界经济的低迷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企业发展提供了潜在机遇，同时
也带来了更多的竞争压力。全面预算管理将从企业内部控制的角度出发，强化我
国企业竞争力的科学管理方法，促进我国企业走向国际市场。
目前，杭州航天电子技术有限公司通过经营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已经切实加
快产业推动步伐，但是从 2015 年的预算执行情况来看，依然存在预算超标等问
题。说明企业的预算管理方面还存在一定的缺陷。针对这样的问题，本文计划利
用全面预算管理的思想，对杭州航天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的预算管理问题进行了深
入的分析和探讨，力图通过本文的研究找到该公司当前预算管理方面存在的问

硕

题，并且为该公司全面预算管理工作的稳步推行提供借鉴和参考。

博

第二节 研究意义

学

本文以全面预算管理理论为指导，结合国内外重要研究成果，全面分析杭州

航天电子公司全面预算管理存在的问题，最终提出改进措施和建议，完善杭州航

大

天电子公司全面预算管理体系，为促进杭州航天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经营发展展现

门

出较高的现实意义。

（1）可进一步实现杭州航天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战略定位和预算目标的有效

厦

匹配。从企业内部控制方面来讲，杭州航天电子技术有限公司预算管理模式的改
进研究将有效促进控制效率，实现对企业实际运营活动进行整体管控，促进企业
长远战略规划和短期决策的有效结合
（2）有助于杭州航天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经济责任制”的顺利实施。在明
确企业权、责、利的基础上，以全面预算为基础，促进企业内部奖惩机制，提升
员工的责任感和积极性。
（3）可进一步提升杭州航天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在行业中的竞争能力和抵抗
经营风险能力。从风险控制角度来看，杭州航天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对于全面预算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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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模式的应用将实现企业内部风险因素的有效管控，降低企业实际与预算之间
的差额。

第三节 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
一、研究方法
（1）文献综述法
在对国内外关于全面预算管理文献进行综合阐述的基础上，对其中蕴含的相
关实施方法及改进对策内容进行归纳整理，以杭州航天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实际情
况为依托，提炼出适用于本文研究的有用知识，提升论文理论基础。
（2）定量与定性相结合
在杭州航天电子技术有限公司预算管理模式改进研究中，从定性研究的角度
出发，对公司近年来的相关预算资料进行统计整理，并结合定量分析，归纳出完
整、充实的管理数据资料，帮助杭州航天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实现科学有效的全面

硕

预算管理应用。

博

（3）个案研究法
以杭州航天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收集实际数据和资料，对杭

大

以此为依据改进杭州航天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全面预算管理模式。

学

州航天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全面预算编制体系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

门

二、研究内容

本文阐述了全面预算管理的相关概念以及其产生和运用情况，结合国内外研

厦

究综述，说明了全面预算管理目标和经营目标的关系。另外，在杭州航天电子技
术有限公司全面预算管理现状的研究中，介绍了杭州航天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现状
和经营目标，从杭州航天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全面预算的表现方式、组织机构、构
成、考虑因素、标准流程以及管控等方面对杭州航天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全面预算
管理现状进行了阐述，同时，从全面预算管理的初期、中期和后期指出了杭州航
天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当前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了杭州航天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预算管理的改进方法，如预算管理组织机构的设置、预算管理编制流程的改进、
预算控制体系的改进以及预算考核体系的改进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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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为绪论部分，介绍论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
第二章为全面预算管理研究现状和文献综述，介绍全面预算管理的相关概念
和国内外研究综述。
第三章为杭州航天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全面预算管理现状，介绍杭州航天电子
技术有限公司概况，经营目标以及全面预算管理现状，指出其中的问题。
第四章为杭州航天电子技术有限公司预算管理的改进与实施，从预算管理组
织机构、预算编制流程、预算控制体系以及考核体系等方面进行改进；确定实施
目标和实施指导理念，提出实施措施，并对实施效果进行分析。
第五章为杭州航天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全面预算管理的保障措施，从组织保
障、制度保障、思想保障等方面阐述了保障全面预算管理顺利实施的保障措施。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第六章 为结论和展望部分，概括论文内容和研究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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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企业全面预算管理的理论基础
第一节 全面预算管理概述
一、全面预算的概念
预算是对企业未来某一时间段内的收入和支出、资金摄入与投出以及资源分
配情况进行的预测，这一预测是以企业战略目标为背景进行的[1]。美国学者德克
斯塔（De·
Costa）(1976)指出，预算是企业经营活动在金额方面的缩影体现，通
过金额来实现企业未来运营的管理控制。卡普兰德（Copland）
（1974）也对预算
给出了较为具体的定义，他认为预算就是将企业活动以数字化的形式进行表达，
同时体现出具体的表达方式和手段的过程。
全面预算管理在预算的基础上，充分结合预算编制、执行、考核以及奖惩等

理念的一个重要环节，其体现出的系统性和集成性功能特性，在很大程度上保证

博

了企业内部管理控制能力的有效发挥和资源配置的高效运行。

硕

业务环节，开展计划、协调以及控制等管理活动[2]。全面预算管理是现代化管理

学

美国学者 Rober·led 在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全面预算管理就是通过财务数

字对企业整体的财务运作情况、战略目标以及决策执行情况进行量化表达，同时

大

对未来某一时间段进行预测的过程和方法。同时，他还指出企业全面预算管理主

门

要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概念界定：
（1）从企业战略目标的角度出发，全面预算管
理是战略具体化的一种实际表达，也是企业战略在财务方面的缩影。
（2）从全面

厦

预算管理执行的角度来看，执行的目的主要为实现公司现有资源的有效配置，以
达到未来所需的某一目标，这些资源必须是企业现有的，有充分利用价值的，而
且可以充分量化的。
在早期对于全面预算管理概念的研究中，安越咨询公司等机构在本世纪初提
出了比较系统的全面预算管理概念，认为全面预算管理就是在充分考虑企业战略
目标的前提下，分析和预测企业将来经营情况和财务情况的过程，在过程中兼顾
监督管控来实现企业运营状况的不断调整，更加科学准确的帮助企业决策者实现
管理控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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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认为，全面预算管理是对企业运营所需资源的量化，是比较企业各机构
运营效益的重要工具，同时也是企业整体目标规划得以实现的有力保障。通过全
面预算管理，企业可有效实现运营效率的提升。
二、全面预算管理理论的产生及运用
全面预算管理理论成为企业现代化管理追求的先进理念之前，主要经历了产
生期、发展期和成熟期三个时期的运用及发展，其中产生期主要为对于预算和预
算管理产生的描述，发展期主要为预算管理与其他管理理念互相融合进而全面扩
展的阶段，成熟期主要是在企业资源计划等信息化技术快速发展背景下产生的，
也是全面预算管理更为科学全面的时期，具体如下：
（1）产生期：预算管理产生于十九世纪末，当时美国企业为限制支出便把
预算应用到广告费的分配上去，预算管理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3]。
到二十世纪，美国企业整体管理能力在泰勒“科学管理”理论创建的基础上得到

应用实施中。麦金西（1992）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预算管理理论的产生，同时也
[4]

。

博

对预算管理理论和方法进行了较为专业、深入的研究

硕

更高层次的提升，随后《预算与会计法案》的颁布标志着预算进入到企业管理的

（2）发展期：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预算管理凭借较好的协调和控制能力在

学

通用电器、杜邦等大型跨国企业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发展，并迅速扩展到其他大

大

型企业的经营管理中。预算管理在企业中的地位和职能也实现了高效的提升，不
再局限于计划调度业务领域，而是扩展到激励和评价等方向[5]。在这样的背景下，

门

西方会计融合了一些企业内部控制管理理论和方法，形成了数量化财务管理方

厦

式，一方面有效提升了企业决策和组织能力，另一方面促进了预算管理的进一步
发展优化[6]。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随着预算管理的全面发展，一些企业经营者也开始认识
到对企业进行科学化管理的重要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其他科学管理思想
的发展，也推动了其他思想与预算管理的互融[7]。
在众多管理思想与预算管理相融合的发展过程中，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零基
预算则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了预算管理理论的完善。维恩·刘易斯（1952）认为，
预算编制应该创新一种新的管理方法，并且他在论文中描述的想法与后期出现的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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