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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万千的全面财务预算
Master financial budg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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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全面财务预算体系简介
Overview of master financial budget system

一、全面财务预算 master financial budget
全面财务预算是根据企业整体目标所编制的， 集经营 operation、 资本 capital
expenditure 及财务状况 ﬁnancial position 等于一体的全面收支计划，即以货币及其他
数量形式反映的有关企业未来一段期间内的全部经营活动的预期结果 monetary and
quantiﬁed business result of planned actions。其概要如图 3-1 所示。

图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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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详细预算 Detailed budget
1. 销售预算 Sales budget
销售预算简单说来是由预计销售量乘以销售价格而来的 sales volume times sales
price。但在实际经济生活中 in practice，需要考虑诸多因素，比如客户批量购买时所
给予的折扣 discount for bulk purchase、直接销售价格与批发商价格 direct sales price
and distributor price、 全球经济环境 global economic environment 与市场需求 market
demands 变化等因素。
2. 生产预算 Production budget
生产预算是根据 sales budget 所预算的 sales volume， 结合期初及预算期末库存
opening balance and expected closing balance of inventory 所计算出来的生产量所需耗
费的原材料 materials、人工 labor 及制造费用 production overhead 的预算。
3.（计划）销售商品成本预算 Cost of goods sold budget
Cost of goods sold budget 需要注意的是 cost of goods sold 不等于 production cost，
因为要考虑预算期销售的上期库存产品，其单位成本可能与预算期生产的单位成本
不一样。而预算期内生产的产品也会有部分留为期末库存，所以在做预算期销售产
品成本时， 应正确考虑 production cost with proper adjustment of opening and closing
stock position。
4. 费用预算 Expense budget
费用预算主要包括 selling and distribution expense 销售费用，marketing expense
市 场 费 用，advertising expense 广 告 费 用，research expense 研 究 费 用，general and
administration expense 管理费用，other miscellaneous expenditures 其他杂项支出。
5. 资本支出预算 Capital expenditure budget
资本性支出的预算是长期资本预算中影响本预算期的一部分 extract from longterm capital budget，需要考虑是否有以下项目 ：
（1）Cash required during the period 本期需要支付的现金。
（2）Asset to be incorporated in the budgeted balance sheet 需要体现在预算资产负
债表上的资产。
（3）Depreciation to be reflected in the both budgeted balance sheet and income
statement 属于预算期折旧需要体现在预算资产负债表及利润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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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预算财务报表 Budge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预算财务报表是整个全面财务预算的综合体现， 包括预算资产负债表 budgeted
balance sheet、预算利润表 budgeted income statement、预算现金流量表 budgeted cash
ﬂow statement（cash budget）。
预算的详细程度和复杂程度 complexity 通常取决于企业的组织结构与产品结构
organization structure and product structure。通常对产品线复杂的集团企业来说，销售
预算可能从单个的产品预算 signal product，汇集到产品线 roll up to product line，再
汇集到品牌 brand，再汇集到事业部 division，最后汇集到整个企业 corporate。
而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对全球经营的公司 global company 来说， 这些预算又可
能是从企业在各个国家的分支机构的预算 country budget，汇集到地区预算 roll up to
regional budget， 再汇集到全球管理总部汇总预算 ﬁnally form the worldwide master
budget 等。
而对那些实行矩阵式管理模式 matrix structure 的大型跨国企业而言， 通常是以
上两种方式同时使用的，会使得预算的编制更为复杂一些。

• The master budgeting 不是简单地由财务人员完成的一个 process，
而是涉及企业所有业务领域对未来期间的业务规划与资源分
配 business planning and resource management for a future period
involving all business areas， 但由于这种规划最终以量化的财务信
息体现 reﬂected as quantitative ﬁnancial information，财务人员因此
可能介入各业务预算环节。
• 在过去，budgeting 是从内而外的，即依据生产能力 capicity 来编制
production budget， 其他预算以生产预算为基础， 称为 productionbased budgeting。而现在，由于市场从卖方市场 sellers’market 转为
买方市场 buyers’ market，因此，企业的预算通常是依据市场的需
求及预计的市场占有率来编制销售预算， 其他预算以销售预算为
基础，称为 market-based budg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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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全面财务预算的作用
The master budget and its function

Functions of the master ﬁnancial budget ：
（1）Planning 规划， 使管理层在制定经营计划时更具有前瞻性 make pro-active
plans。
（2）Communicating business target 明确工作目标， 使各管理层及业务团队都能
对自己的工作目标更为明确。
（3）Resource allocation and coordination 资源分配， 部门协调。 由于各部门业
务团队为了达成自己小范围的 business target，会尽量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可用资源，
而企业在追求整体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 要把 limited resource 分配到最高效的业
务中去。
（4）Authorizing and delegating 授权委托，通过授权与审批的方式对日常活动进
行控制。
Performance evaluation 绩 效 评 估， 正 确 利 用 财 务 预 算， 建 立 绩 效 评 估 体 系
performance evaluation system，并通过预算执行情况对业绩进行评估。要分析偏离预
算的程度和原因 extent and reason of deviation，拟定更正措施 corrective action。

• Budget 是 企 业 长 期 战 略 规 划 下 的 短 期 量 化 目 标 a quantitative
objective for the short run under the overall target of long term strategy。
只有确保每一期的 budget 的实际执行结果 actual outcome 符合总
体预期，企业才有可能实现其中长期战略目标。

第三节

财务预算的编制方法
Budgeting approaches

一、固定预算与弹性预算方法 Fixed budget and flexible budget
1. 固定预算 Fixed budget
固定预算有时也称为静态预算，是指根据预算期内 budget period 正常可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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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固定业务量水平作为唯一基础 based on a certain ﬁxed activity level 来编制预算
的一种方法。 因此 ﬁxed budget 的局限性 limitation 是适应性及可比性较差 lack of
suitability and comparability。 但 ﬁxed budget 仍然可以用于一些特殊情况，比如用固
定预算来为一些间接费用或自主性费用设一个花费的上限 set a ceiling on indirect，
discretionary expenditures ；或者对那些以固定成本为主要成本的服务类业务预算
budget for business service where ﬁxed cost is the main cost。
2. 弹性预算 Flexible budget
这是针对固定预算的缺点而设计的，以业务量、成本和利润之间的依存关系为
依据，以预算期可预见的各种业务量水平为基础 for different levels of activities 编制
的， 能够适应多种预算情况的一种方法。 从某种意义上说，ﬂexible budget 是反映
不同业务量水平的固定预算 ﬁxed budgets set for various levels of activities。Flexible
budget 充分考虑了 cost behavior，即 activity 在一定业务量范围内变化时，不会立刻
引起 ﬁxed cost 线性变化，而只有 variable cost 会随业务量的变化而变化。
弹性预算编制所依据的业务量水平 activity，根据预算主体的实际情况可以是产
量 production level、 销售量 sales level、 直接人工工时 direct labor hours level、 直接
人工工资 direct labor cost level、 机器工时 machine hours level、 材料消耗量 material
consumption level 等。
理论上，ﬂexible budget 适用于编制全面预算的所有与业务量相关的预算，但实
务中 in practice，主要用于编制对业务量敏感的成本预算和费用预算 cost budget and
expense budget which sensitive to activity level。

二、增量预算与零基预算方法 Incremental budgeting and Zero-based budgeting（ZBB）
1. 增量预算法 Incremental budgeting
增量预算法又称调整预算法，是一种常见的预算编制方法，它是以基期预算为
起点 based on current period’s budget， 来编制下一期预算的方法， 这种方法下， 先
以基期营业业务量 operating activities、 目前的业务绩效 performance for the current
activities 为 基 础， 再 调 整 下 一 期 预 计 变 化 adjusted for expected changes in the next
period， 即增量 incremental， 来达成下一期预算。 这种方法的优点是简单， 比如有
的企业就假设下一年的预算为本年预算加上一个特定的百分比， 这种简单易行的
方式适合一些规模较小的公司，或者市场及经营状态成熟稳定但又缺乏预算及预算
执行控制人员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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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umptions of incremental budgeting 增量预算的基础假设 ：
（1）All current activities are worth continuing 原有业务活动都是企业所必需的。
（2）All current cost and expense are efﬁcient 原有各项成本费用开支都是合理有
效的。
（3）Activity，cost and expense of budget period can be adjusted from current budget
预算期的业务活动、成本及费用是现有基础上调整的结果。
这种预算方法的缺点也很明显，比如 ：忽略了成本的性态 cost behavior，目前企
业能力的利用状况 utilization of company capacity ；前期市场及品牌推广活动带来的
本期利益 beneﬁt from previous marketing，branding and promotion activities ；企业目
前存在的需要改进的低效成本 cost inefﬁciency to be improved 等而不利于企业的未来
发展。
2. 零基预算法 Zero-based budgeting（ZBB）
Zero-based budgeting（ZBB） 零基预算， 也称为零底预算， 是指在编制成本费
用预算时， 不考虑以往会计期间所发生的费用项目或费用数额 take no consideration
of historical cost items or cost amount， 而是将所有的预算支出均以零为出发点 from
scratch，一切从实际需要 business needs 开始，逐项审议预算期内的各项费用的内容
及开支标准是否合理 evaluate each of activity on a cost-beneﬁt basis，在综合平衡的基
础上编制费用预算的一种方法。
ZBB 的优点是不受已有费用项目及费用水平的限制， 具有降低费用的积极性，
有助于企业长期的健康发展。 其缺点是工作量大， 编制时间长 heavy workload and
time consuming。

三、作业基础预算 Activity-based budgeting（ABB）
作业基础预算 activity-based budgeting（ABB）， 是由作业成本法 activity-based
costing（ABC） 所衍生而来的， 是以企业价值增值为目的 aiming at business value
adding 的预算管理形式。它是在作业分析和业务流程改进 activity analysis and activity
process improvement 的基础上， 结合企业战略目标和据此预测的作业量 projected
activity level towards business strategic target， 确定企业在每一个部门的作业所生的
成本，并运用该信息在预算中规定每一项作业所允许的资源耗费量 resource used for
each activity、 实施有效控制 effective control、 进行绩效评估和考核 assessment and
measurement of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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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传统的预算方法不同， 作业基础预算在战略 strategy 与预算 budget 之间增加
了作业和流程分析及可能的改进措施，并在改进的基础之上预测作业的工作量及相
应的资源需求 resource needed，通过预算来满足资源供应 resource supply。作业预算
是一个动态过程，其目的是追求持续的改进 pursuing continuous improvement。
Preparing activity-based budget:
（1）Activity budgeting incorporating business strategy and budgeting 将战略与预算
联系起来的作业预算，在这个步骤，需要将战略目标分解为作业层次的目标 strategic
target break down to operational targets， 分 解 过 程 可 能 使 用 到 客 户 调 查 customer
survey、 核 心 竞 争 力 分 析 core competitiveness analysis、 标 杆 分 析 bench-marking
analysis 等方法。
（2）Analyzing budgeted activity 对预算作业进行分析，要区分出增值作业和非增
值作业 identify value-added activity and non value-added activity， 并对作业流程进行
改进 activity process improvement 来减少非增值作业量 eliminate or reduce non valueadded activities，从而提高成本效益 improve cost efﬁciency。
（3）Resource allocating and budgeting， 按照改进后的作业和流程估计未来作业
量，并以此为依据进行资源分配，编制预算。
（4）Adjusting resource needs and resource supply limit to ﬁnalize the budget，调整
资源需求与资源供应限额形成最终作业预算。 由于资源需求与有限的资源供应总是
一对共存的矛盾体，在调整资源分配时，应当考虑按企业战略目标来确定作业的优
先顺序 priority of activities relevant to business strategy。

四、定期预算与滚动预算方法 Periodical budget and continuous（rolling）budget
定期预算与滚动预算是按预算期的时间特征不同来划分的。
1. 定期预算 Periodical budget
定期预算是采纳与会计期间相同的期间为预算期 budget period same as accounting
period 的一种预算编制方法。 其优点是能够使预算期间与会计年度相配合， 便于考
核和评价预算的执行结果。其缺点也相当明显 ：
Lack of ﬂexibility 缺乏灵活性。
Can be out of date during budget implementation 滞后性，在预算执行过程中不
能及时更新反映企业的实际业务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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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ruption 间断性，总是把 on-going business 分隔为不同的区段。
2. 滚动预算 Rolling budget
滚动预算又称为连续预算 continuous budget，是在编制预算时采纳的预算期与会
计年度脱离，随着预算的执行不断延伸补充预算，逐期向后滚动，使预算期永远保
持为一个固定期间的一种预算编制方法 the budget is continuously updated by adding a
further period to reach a full ﬁxed period。滚动预算按其预算编制和滚动时间的单位不
同可归为逐月滚动、 逐季滚动和混合滚动三种方式。 比如以一个年度（1 ～ 12 月 ）
分解为四个季度编制预算并逐季滚动，当第一个季度完成时，分析第一个季度的预
算执行情况，并增加一个季度的预算即下一年 1 ～ 3 月的预算，这样，企业仍然保
持未来一个完整年度内（当年 4 月至次年 3 月）的预算。
Advantages of rolling budget ：
Realistic and achievable ：由于定期的分析与更新，使得更新后的预算更贴近企
业实际情况而具有更高的可靠性和达成的可能性。
Removed the disruption of periodical budget 克服了定期预算的间断性。
Variance feedback to be reﬂected by revising future budget 预算执行期间的执行
情况可以通过定期更新的未来期间预算得到更及时的反馈。
Continuous assessment of the objectives and plans 对企业的目标及计划不断评审，
而不只是年度的一次性工作。
Increase management commitment to the budget 可以让管理层投入更多精力到预
算及预算的执行中，有利于提高企业资源使用效率。
Disadvantages of rolling budget ：
Difﬁculty of planning ahead accurately 很难准确预测往后滚动期的计划， 一定
程度上可能使其流于形式， 在缺乏可靠的业务规划时， 新增加的预算部分可
能只是放在那儿等待更新。
Time consuming 滚动预算工作量大， 耗费人力物力， 有时甚至可能分散管理
层日常运作管理的精力 defocus the management from the business operation。
Meaningless due to a budget prepared in a rush，由于时间或人力资源紧张，预
算可能在仓促中完成而缺乏对业务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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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种 budget approaches 的优缺点并不是绝对的， 企业可以根据自
已的特点选择适合的方法，或采用综合的方法。

第四节

预算的参与
Participation in budget setting

一、强制预算 Imposed budget-Theory X
强 制 预 算 imposed budget， 是 指 由 企 业 高 层 制 定 总 预 算， 并 逐 级 向 下 传 达
communicating 和分解 breaking down 到各责任中心 responsible centers 的预算编制方
法，因此也称为从上到下的预算法 top-down budgeting。对低层的责任人员来说，他
们认为这个 budget 是强加 imposed 给他们的。
从 组 织 行 为 学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的 角 度 来 看，imposed budget 符 合 X 理
论所描述的行为方式， 即假定员工都是懒惰的， 不喜欢工作和承担责任的 people
are lazy，dislike work and any responsibilities。 因此 X 理论的管理风格 management
style 必须依靠权力、规章制度及严密的监督控制 authorization based on direction and
control 才能保证企业目标的实现。
这一管理理论认为预算编制与执行， 也只能从企业高层至低层逐级向下强压
impose 才能完成。

二、参与性预算 Participative budgets-Theory Y
与 imposed budgeting 相反，participative budgeting 则是让预算的执行者参与预算
的编制和预算执行结果评价的过程 participate in budget setting and results assessment
of budget implementation。
Participative budgeting 采纳的是组织学里的 Y 理论， 即认为员工是愿意承担责
任的 willing to take more responsibilities， 并能从企业的成功中获得个人成就感 have
a sense of personal success from business success。这时，员工的努力方向是与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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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方向是一致的， 或者至少可以通过员工激励手段 means of motivation 来使其一
致。坚持这一观点的管理层认为，预算执行经理越多地参与预算 the more individual
managers are allowed to participate， 他们就更能接受企业设定的目标并致力于这些
目 标 的 达 成 the more likely that they will accept the business target and strive actively
towards the attainment of those targets。
Advantages of participative budgeting
Reliable and achievable，因其充分考虑了预算执行者的意见，提高了预算的可
靠性和可达成性。
Individual manager’s target is consistent with business target 促进企业目标与个人
目标的融合。
Help to smooth inter-department communication and coordination 有利于促进部
门的协调与沟通，鼓励各部门为企业的整体目标而协力合作。
Disadvantages of participative budgeting
It may create conﬂict 可能产生利益冲突，如果预算执行结果与经理人员的薪酬
激励 incentive compensation 相关，经理人员很可能为私利 personal beneﬁt 通过
预算参与过程影响预算。
Question of effectiveness of participation，如果经理人员认为其对预算的影响力
有限 little scope of inﬂuence 的话，他们的消极参与 passive participation 可能只
会浪费时间。

三、预算偏差 Budget bias
Budget bias 预算偏差，有时也称为预算冗余，是指在预算的目标设立过程中故
意设置一些缓冲区 room of buffer， 比如故意高估预算成本费用的耗费水平 intended
overstating the level of budgeted expenditures，或者故意低估预算的销售水平 intended
understating the level of budgeted sales。
产生 budget bias 的原因很多，比如 ：
The favorable result will lead to optimization of personal gain for the individual
managers 有利的预算执行结果可使其获得个人收益。
Rewards are based on compare actually with budgeted results，bias can help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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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ﬂuence the outcome。将预算执行结果作为奖励的基础。
Uncertainty of economic environment 在经济环境前景不明朗的情况下，经理人
倾向于保守 conservative 估计。
并不能断言 budget bias 都是不好的，应视如何使用预算而言 depend on how the
budget is used。
如果 budget 是用来激励经理人员以追求最佳绩效 best performance，budget bias
的存在或许是好的， 因为过高的目标可能让经理人员觉得无法达成 not achievable
而放弃努力， 却由于 bias 的存在， 使经理人员可能为一个可达成目标而奋力 strive
towards an achievable target。
如果 budget 是用作经营结果的预测 forecast 并据此做出调整性的决策 adjustment
decision 或其他相关决策的话，bias 的存在则会误导 misleading 决策者做出错误决策。

• Imposed budgeting 和 paticipative budgeting 也各有优缺点，企业可
以结合企业组织特征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选用合适的方式， 或
者综合使用两个方法 a combination of 2 approaches 或在不同的部
门使用不同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