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培养懂经营的管理者 
                        ——中高层财务思维与财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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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Module1:搭建财务思维 

1. 读懂财务报表-打工不糊涂，学会从阅读财务报表-读懂企业背后的商 
业模式 

2. 通过财务分析用财务眼光看待经营问题/ 从宏观视角看待组织内部的 
业绩 

Module2:基于价值链分析的战略成本与科学降本增效 
1. 到底什么是成本管理？成本的分类？ 

2. 价值链分析 

3. 科学降本增效 

 
一堂脚踏实地的财务打底及系统财务思维训练课程 



目 录 

财务思维基本功 

从经营视角读懂财务的数字/语言 

搭建完整财务思维-指导经营实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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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于价值链分析的战略成本管理科学降本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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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思维基本功 







从财务角度看管理 

 管理就是如何提高创造客户价值及  、  、  三方共赢的效率，目标 
直指利润和现金流 

 

 最终的回报是员工成长、企业发展、股东对财务回报速度满意 
 

 管理是内功，抓的是企业效率；经营是外功，抓的是企业效益，不仅效益好并且 
效率高的企业才能做大 

财务管理的本质是通过一系列可以量化的数据来对企业进行双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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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经营视角读懂财务数字和语言 



用途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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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评价企业经营业绩 

投资者和经营者进行决策提 
供有用信息 

国家宏观调控和管理提供必 
要信息 

为什么需要财务报表？ 

学懂学会之后才能知道自身的业务是如何影响到公司的财务状况的 



企业有几类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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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谁看？股东、债权人、监管机构 
✓有什么用？了解公司整体经营业绩 
____________ 
 
✓给谁看？税务机关 
✓有什么用？核算税收 
_____________ 
 
✓给谁看？公司管理人员 
✓有什么用？指导经营管理决策 



财务会计报表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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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  务  报  表 

资产负债表 损益表 现金流量表 

资产 
负债 

所有者权益 

收入 
成本费用 

利润 

现金流入 
现金流出 



现金流量表 

资产负债 
表 

利润表 

非财人士 

• 最简单 
• 最容易理 
解 

• 最复杂 
• 最难被理解 

• 最重要 
•最易于非财 
务专业人力理 
解-   

非财人士的报表应该怎么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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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金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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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量表-收付实现制（自然法则） 

功能： 

提供企业在某一特定期间内有 

关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三个月内

变现）的流入和流出的信息 关

系： 

现金流入量-现金流出量=当期 

现金持有量的变动 

项目 金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融资活动现金流入 

融资活动现金流出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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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三种现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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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量表干货总结 

  -说明可以养活自己，反映企业目前造血机能； 

  >  ，说明企业处在快速发展期-蓝筹股， 

扩大投资，扩大生产规模，为了未来产生更多经营活动现金流 

  >  ，说明企业处在成熟期，叫自由现金 

流时期，但要注意不能过大，否则股东会抱怨。通过还贷、还利息、分红、 

回购股票及继续扩大投资寻找市场新契机，寻求新的更长期成长路径。 

  说明企业高额分红、回购股票 

企业运营的终极目标是拥有自由现金流 

16 



现金流量表的解读要点 

 
 是血液 

 是空气 

 是企业的 

 最重要-现金为王 

 拥有良好的现金流是一家公司保持活力，“想干什 
么就干什么”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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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量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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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2017年度 科目 2017年度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64,421,479,343.02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
净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7,075,145.10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542,162,210.47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142,092,337.55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67,369,462,511.8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20,645,214.60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4,875,768,504.16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6,000,000.00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5,489,606,122.48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支付的各项税费 23,065,648,503.05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940,296,363.54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6,000,000.00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5,216,426,427.68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153,036,084.13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还利息支付的现金 8,905,177,880.80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8,905,177,880.80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16,450.0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899,177,880.80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
净额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72,948.86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1,430,672.95 四（2）、其他原因对现金的影响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1,447,122.95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2,133,285,937.59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支付的现金 

 
1,125,017,192.45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62,794,794,812.99 

投资支付的现金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74,928,080,750.58 



思考：外包的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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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资产负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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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会计恒等式 

• 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 

 
• 利润=收入-费用（广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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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权责发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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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结构 

权利和义务永远是相等的 23 



资产负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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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上市公司资产负债表（单位：人民币元） 

科目 2017/3/31   科目 2017/3/31   

货币资金 252,879,519.98  短期借款 110,219,627.69  

应收票据 156,899,654.58  应付票据  260,187,948.41  

应收账款 1,022,651,531.12   应付账款 398,136,613.81  

预付款项 341,764,381.78   预收款项 276,659,352.58  

其他应收款 44,205,819.77   应付职工薪酬 9,316,594.32  

应收关联公司款    应交税费 104,346,058.70 

应收利息    应付利息  304,791.67 

存货 430,126,257.06   其他应付款 12,483,705.56  

其中消耗性生物资产    应付关联公司款 
  

其他流动资产 52,692,748.04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资产合计 2,301,219,912.33   流动负债合计 1,171,654,692.74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长期借款 331,010,000.00  

固定资产 586,184,221.75  
 递延所得税负债   

在建工程 772,928,848.04  其他非流动负债  34,630,000.00  

工程物资 6,441,895.68   非流动负债合计 365,640,000.00  

固定资产清理    负债合计 1,537,294,692.74  

生产性生物资产    实收资本（或股本） 1,971,129,886.00  

油气资产    资本公积 91,765,639.92  

无形资产 837,973,372.93   盈余公积 107,011,316.94  

商誉 4,031,797.03   未分配利润 688,508,735.13  

长期待摊费用 903,255.74   少数股东权益 190,961,789.55  

递延所得税资产 25,930,637.68   外币报表折算价差   

其他非流动资产 51,758,282.75   非正常经营项目收益调整   

非流动资产合计 2,286,152,312.36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3,050,077,531.95  

资产总计 4,587,372,224.69  负债和所有者（或股东权益）合计  4,587,372,224.69 



资产负债表的解读要点 

 
 是存量报表, 是记录, 是照片 

 企业的 

 是风险防控报表 

 月底、季底、年底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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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 式 ① ② ③ ④ ⑤ 

投 资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注册资本 1000 700 500 300 100 

负债（10%） / 300 500 700 900 

利 润 200 170 150 130 110 

 

资本金利润率 
 

20% 

到底什么是杠杆-负债的杠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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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案例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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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损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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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表-权责发生制 

收入 

 
成本 

 

 

费用 

 
利润 



利润表解读关键 

 又称损益表 
 

 损益表是流量报表 
 

 损益表是企业的   

 

 损益表只表达营运结果，并不是企业实际现场活动的体现，如何补充不足？ 
 

 为什么业务的销售数字和财务记载的销货收入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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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三大报表之间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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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益表 2018.1.1-12.31 

资产负债表 资产负债表 

2017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
日 

现金流量表 2018.1.1-12.31 

财务报表的结构 

资产负债表 
2020年12月31日 

损益表 2020.1.1-12.31 

现金流量表 2020.1.1-12.31 

资产负债表 
2020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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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完整财务思维-财务报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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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邦财务分析R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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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思维金字塔-4种能力 

营运能力 

发展能力 

 
 

偿债能力 

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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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行业的财务分析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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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成本管理与科学降本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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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的构成-M1复习 

成本 

期间费用 

生产成本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制造费用 

直接人工 

成本通常按经济用途分为生产成本和非生产成本两类，生产成本也称作制造 
成本，非生产成本又称作期间费用。 
 

直接材料 

财务费用 



成本分类 

A. 固定成本：不随业务量增减而发生变动的成本，如 

员工的岗位固定工资、固定资产折旧、房租等。特 

点：固定成本总额在一定业务量范围内保持稳定。 

B. 变动成本：随业务量增减而发生变动的成本，如直 

接材料、计件工资、动力费、运输费用、销售佣金 

等。特点：变动成本总额与业务量成正比例关系， 

单位变动成本保持稳定。 

成本按其与业务量的关系可分为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两大类： 

业务量 Q 

变动成本Q C v 

总成 
本Cc 

固定成本Cf 

总成本y=固定成本总额+变动成本总额 

=固定成本+（单位变动成本*业务量）=Cf+ Q Cv 



边际贡献 

(1)当提供的品种边际贡献刚好等于所发生 
的固定成本总额时，企业只能保本（P点为 
保本点），即做到不盈不亏。 
(2)当提供的品种边际贡献小于所发生的固 
定成本总额时，企业就要发生亏损。 
(3)当提供的品种边际贡献大于所发生的固 
定成本总额时，企业将会盈利。 
 

因此，品种边际贡献的实质所反映的就是产 
品为企业盈利所能作出的贡献大小，只有当 
产品销售达到一定的数量后(保利点），所 
得品种边际贡献才有可能弥补所发生的固定 
成本总额，为企业盈利作贡献。 



两种利润表 

普通利润表 边际贡献利润表 

销售收入 销售收入 

- 成本 - 变动成本 

= 毛利润 变动生产成本 

- 销售费用 变动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变动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 = 边际贡献 

= 净利润 - 固定成本 

固定生产成本 

固定销售费用 

固定管理费用 

= 净利润 



案例 



战略成本管理： 

战略成本管理就是用战略的眼光从成本的发生源头识别成本动因，运用成本数 

据和信息，对  进行成本管理和分析，以利于企业竞争优势的 

形成和核心竞争力的创造。 

 不是成本越低越好，而是以  为原则，即成本的发生是否获得 

了更大的产品增值。 

 对供应商和下游顾客的战略和经营信息做细致的搜集、整理、分级管理，定 

位重点产品和重点客户，细分需求，提供合适的产品。 

 从产品设计、原材料供应、生产到最终产品销售的全过程分析，通过分析， 

寻找在每一环节可以降低成本和产品增值的措施。 



价值链 Value Chain 



价值链就是从价值角度所反映的作业链 



生命周期成本管理理念 



案例分析 



降本增效5个调优 

调 优 资 产 

调 优 客 户 

调 优 产
品 

调 优 组 织 

调 优 流 程 



价值链分析是企业从事战略成本管理的逻辑起点,同时体现 

了战略成本管理的核心理念： 

 

成本管理不是针对“成本”的管理,而是从战略角度针对 

  的管理; 

不是针对成本结果的管理,而是针对  的管理。 

重新思考卓越企业的内涵，这是企业保持持续竞争优势的核心问题 

总结-企业成本管理 



研讨： 

1.所在企业的增值与非增值作业 

2. 针对非增值作业要如何做？ 



投入产出法——开展价值工程 

• 成本越低越好？？？ 

 
• 以  思想为指导，每多投入一块钱，应该有相应 
的回报，客户能够接受，用成本利润率进行考量 

 
• 该花的钱一分也不少，不该花的钱一分也不多，从客户角度做到 
“最高性价比” 

 
• TCE尤其是针对客户能感知体验到的部分给予足够的投入 



思考：关于人力成本的黄金不等式 



全课程总结 

你为什么而来，要带什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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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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