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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管理

摘要  本文从华润集团管理体系的变革过程入手，考

察了管理控制系统中各元素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元素对

管理控制系统实施效果的影响。基于案例分析，本文提

出四个推论 ：（1）正式战略规划流程为战略地图和平衡

计分卡创造了应用环境，使企业更易于使用战略地图和平

衡计分卡 ；（2）战略地图与正式战略规划流程结合使用

有助于构建战略目标和预算目标的逻辑关系，加强预算

与战略之间的相关性 ；（3）在多元化企业的管理控制系统

中，战略地图和平衡计分卡更有助于专业化业务单元实

施战略，财务指标体系更有助于多元化业务单元实施战

略；（4）在管理控制系统中加入基于财务指标的战略边界，

有助于企业在战略实施前确定战略选择的范围。

关键词  正式战略规划流程；战略地图；平衡计分卡；

管理控制系统

引言

近年来，为了适应日益复杂的内外部环境，顺应企

业发展的内在需求，实现企业目标，战略问题愈发受

到实务界人士的关注。财政部于 2017 年 9 月 29 日发布

了 22 项管理会计应用指引，其中包括《管理会计应用

指引第 100 号——战略管理》和《管理会计应用指引

第 101 号——战略地图》，前者倡导企业进行战略规划，

后者倡导企业应用战略地图明确战略目标及绩效指标之

间的因果联系，辅助战略实施，促进企业加强战略管理，

提高战略管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斯坦纳曾经从当前决策的未来性、过程、宗旨、结

构四个方面界定了正式战略规划的概念，认为正式的战

略规划可以加强公司的管理流程。[1] 在 20 世纪 70 年代，

正式的战略规划在欧洲和美国的公司中流行起来。随后，

战略性企业规划的职能经历了繁荣与衰退的交替发展。[2]

在平衡计分卡的概念提出后，K apla n 等拓展了平衡计分

卡框架，提出战略中心型组织五项原则，①即企业应当

形成正式的战略管理流程，其中包含正式的战略规划流

程 ；[3] 且以往研究表明，企业的战略制定和活动实施倾

向结构化和正式化。[4] 然而，战略规划流程作为管理控

制机制之一，目前鲜有研究将其视作管理控制系统的一

个元素，考察与其他控制机制的联系。那么，企业应以

怎样的流程开展战略规划？如何引入战略地图梳理绩效

指标因果联系？战略规划流程和包含绩效指标因果联系

的战略地图之间存在什么关系？它们又如何影响企业的

管理控制活动？

鉴于此，本文采用案例研究和扎根理论的方法，将

华润集团作为典型企业，聚焦于该集团管理体系的变革

过程，考察管理控制系统中各元素之间的关系，以及这

些元素对管理控制系统实施效果的影响。本文的发现有

助于研究者理解管理控制系统中各元素的联系与其可能

产生的管控成效，能够为实务界人士就企业如何引入战

略管理会计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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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回顾与理论基础

1. 管理控制系统

A n t h o n y 将管理控制定义为“在实现组织目标的过

程中，管理者确保高效并有效地取得、使用资源的程序”

和“管理者影响组织中的其他成员以落实组织战略的过

程”。[5] 文献中出现了多种对管理控制系统的定义，其中

一些概念之间存在交叉，而另一些则差异巨大。[6-8] 以

往研究也提出了几种管理控制系统的分析框架，S i m o n s

提出控制杠杆框架，将管理控制系统分为四大控制杠杆：

信念控制、交互控制、边界控制和诊断控制 ；[7]O t ley 也

曾提出绩效管理框架。[9] 在之后的研究中，Te s s i e r 等将

Si mons 的控制杠杆框架修改成包含运营绩效系统、战略

绩效系统、商业行为边界和战略边界的控制杠杆框架；[10]

绩效管理框架亦由 Fer rei ra 等开发成为拓展的绩效管理

框架。[11]

张先治等对国外 A 类期刊关于管理控制的研究进

行了系统梳理，发现管理控制与战略、环境及不同性

质组织的管理控制研究占据该主题的主要地位，其中关

于管理控制与战略的研究占总主题的 19.31%。[12] 根据

O t l e y 的回顾，近年来研究者开始讨论管理控制系统各

个部分之间的联系。[13]M a l m i 等提出，预算管理系统或

战略地图和平衡计分卡都可以被视作某种管理控制系统

（Ma nagement Cont rol Sys t em，MCS） 。[14] 而 Mercha nt 

等认为，多个控制机制组合形成的体系也应被视为一个

管理控制系统。[6] 基于此，M a l m i 等提出管理控制系统

可以被看作一个“工具包（P a c k a g e）”，其中包含多种控

制机制，提议后续研究应进一步探讨管理控制系统工具

包中各元素之间的关联。[14] 然而，目前鲜有研究将战略

规划流程视作管理控制系统的一个元素，并考察其与其

他控制机制的联系。

2. 战略管理理论

K a p l a n 等研究了 12 家公司的绩效考核模式并进行

总结，命名了“平衡计分卡”，识别出四个绩效考核维度，

分别为财务、顾客、内部运营与学习成长。该模式要求

企业在每个层面分别设定战略目标，并恰当地引入非财

务指标，最终形成一个综合的战略绩效评价体系。[15] 此

后，Kaplan 等将战略地图引入平衡计分卡框架，描述如

何绘制战略地图，把两者结合运用于企业战略制定。[16]

然而，平衡计分卡的设计本应使管理者将注意力集中在

关键的绩效指标上。[17] 但是一些研究发现，管理者普

遍倾向于忽视领先指标和非财务指标，[18] 有违平衡计分

卡的设计初衷。进一步研究发现，战略地图及其内含的

绩效指标因果链条能够引导管理者的注意力，对其判断

产生积极影响。[19-21] 根据 B i r n b e r g 等的研究发现，管

理会计信息会影响其使用者如何在思想上描绘自己所

在的组织，进而影响如何在思想上描绘组织内存在的

各类因果关系，[22] 也就是以往文献中所说的“心智模型

（Mental Model）”，[23] 即管理者理解业务环境的心智模型

越准确，越有助于提高管理者的决策绩效。[24] 而绩效指

标因果联系，有助于管理者形成准确的心智模型  。[25]

基于以往 关于战略地图和平衡 计分 卡的研 究，

K a p l a n 等 [26] 进一步拓展了平衡计分卡框架，提出描述

企业战略管理循环的闭环式战略管理体系，②认为该体

系中的战略规划阶段又可以依次分为制定战略目标、设

计衡量指标、设定目标值、制定行动方案和编制预算五

个步骤。在以往文献中，战略规划流程一直受到学者广

泛关注。[27-29] 战略规划作为一种审慎的、规则性的方法，

可以用于指导一个组织（或其他实体）的决策和行动，[1,29]

斯坦纳曾经从当前决策的未来性、过程、宗旨、结构等

四个方面定义了正式战略规划的概念，认为企业应当系

统且较为正式地确立其意图、目标、政策和战略，并对

此制定详细规划，最终实现企业目标。[1]Ruther ford 也曾

提出“正式的改变”是一种有意识的设计过程，通常通

过引入一套新的规则或由个人和团队的行动带来变化，[30]

而非正式的改变更偏向于一种默认的形式。[31] 因此，本

文基于先前文献的研究结果认为，当企业指出其战略规

划流程是一套详尽的管理办法，并有一套明确的规则支

撑，而不仅是以口头形式或惯例存在于企业中时，该企

业就形成了正式的战略规划流程。图 1 展示了战略边界、

战略规划、（正式）战略规划流程、战略地图的关系。

综上所述，四维度的平衡计分卡、战略地图及战略

规划流程都是平衡计分卡框架下的内容，平衡计分卡包

括了四个不同层面的绩效指标，战略地图则为具有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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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的战略目标关系图，而战略规划是闭环管理系统中

的重要过程。已有研究表明，包含绩效指标因果联系的

战略地图与平衡计分卡之间存在互补关系，这与 M a l m i

等管理控制系统工具包的观点吻合——管理控制系统工

具包中元素之间的关联值得关注。[14] 然而，平衡计分卡、

战略地图、战略规划流程等都是管理控制系统工具包中

的重要元素，闭环战略管理体系所包含的战略规划流程与

战略地图和平衡计分卡之间的关系尚未被充分讨论。

3. 华润集团的相关研究

以往文献已经关注华润集团的管理实践。汤谷良等

研究指出，华润集团的 6S 管理体系实现了多项管理内

容的整合、过程控制与结果控制的整合、内部产权关系

和管理关系的整合、代理成本控制与信息成本控制的整

合，以及集团总部的战略决策力、资源控制力、各下属

利润中心的战略执行力、资源使用效率的整合。[32] 李娟

娟发现，华润集团基于平衡计分卡的绩效评价体系之所

以取得成功，是因为与 6S 管理体系中的其他部分形成了

一个集成化管理体系，彼此相互协调、一体联动。[33] 黄

玥等认为，6S 管理体系涵盖了计划、控制、激励等多方

面内容，整合了财务、审计、人事等重要职能，从而避免

了无法协调配合的现象，促进管理合力的形成。[34] 邬成

忠从华润集团 5C 价值型管理体系出发，以集团下属的

华润微电子企业为背景，进一步分析了其财务管理模式

在价值创造中的重要性。[35] 上述文献表明，华润管理体

系的整合很可能影响了该体系的有效性。因此，从管理

控制系统工具包的视角出发，将有助于理解华润集团管

理控制系统中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联系。

二、研究设计

1.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了探索型单案例研究方法，其原因如下 :

首先，本文基于 Malmi 等管理控制系统工具包的视角分

析管理控制系统中各元素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元素对

管理控制系统实施效果的影响。而探索型案例研究通常

会超越已有的理论体系，运用新的视角来分析社会经济

现象 ；[36] 其次，本文从华润集团管理体系的变革过程入

手，针对管控机制和管控成效提出了四个推论。而探索

型案例研究侧重于提出假设 , 其任务是寻找（新）理论

或是为新理论的形成作铺垫 ；[36] 再次，考虑到本文关注

的主要研究问题，单案例有助于深入揭示案例所对应经

济现象的背景 , 以保证案例研究的可信度。[36]

2. 样本选择

为了探讨本文提出的问题，作者选取华润集团管理

体系变革过程作为案例进行分析。选择原因如下：

（1） 典型性。华润集团是一家多元化大型企业集团，

由国务院国资委直接监管。2003 年起，华润集团先后

引入了 6S 管理体系、战略地图和平衡计分卡、5C 价值

型财务管理体系等管控机制。在长达十几年的管理体系

变革中，该集团逐渐形成了正式的战略规划流程，一直

以来企业规模持续增长，财务绩效保持稳定。华润集团

管理体系的变革过程符合本文的研究主题，为本文的研

究问题提供了背景与条件。

（2）可复制性。华润集团经历了若干次管理体系变

革后已经形成正式的战略规划流程，即有一套详尽的管

理办法及明确的规则支撑，其管理体系为企业的良好发

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而大部分企业的战略规划流程是以

口头形式或惯例存在的，华润集团的管理体系变革过程

能够为其他企业提供借鉴与参考，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

上可以推广。

（3）数据资料丰富性。华润集团与本文作者所在院

系有长期合作关系，联系机会较多，方便进行调研访谈，

可以收集充足的数据资料来支撑案例研究。

3. 数据资料收集

本文作者采用了现场观察、半结构化访谈和二手资

料等方式获取案例资料，以确保数据资料的全面性和准

确性，主要收集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

（1）前期准备阶段。作者通过长期跟踪华润集团管

理体系的变革过程，从而确定华润集团作为本文的研究

样本。进行多次讨论后，确定研究问题，并且据此查阅

相关文献资料，制定详细的企业访谈提纲并不断修改完

善。在进行正式调研访谈之前，选择了华润集团总部及

华润河北医药有限公司（廊坊、沧州）的高层管理者和

普通员工作为主要访谈对象，其原因如下：第一，华润

集团总部的高层管理者对集团管理体系变革有全局性了

解，能够从宏观角度分析管理体系变革的真实诉求与运

行后果。第二，华润河北医药有限公司具有典型性。“6S

管理体系”和“5C 价值型财务管理体系”被并称为华润

的“管理之道”，是该集团一套成体系的管理办法，适用

于集团内部所有企业，尤其在华润河北医药有限公司的

运用较成功，并且该公司正在构建实施平衡计分卡体系，

有助于深入了解管理体系的变革过程。

（2）实地调研阶段。本文的一手资料获取方式主要

包括关键人物访谈、进入企业观察等，二手资料来源于

华润集团内部文档资料，如统计年鉴、商业计划书、会

议纪要等。本文从 2015 年 9 月到 2016 年 3 月，共对华

润集团进行过六次正式调研，具体情况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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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华润集团调研情况统计

调研时间 持续时间 调研内容 访谈对象

2015 年 9 月 19 日 2 天
参加集团战略研讨会

参观集团公司
获取企业文档资料

无

2015 年 10 月 25 日 1 天 关键人物访谈
财务部总经理

运营部高级经理

2015 年 12 月 20 日 2 天
参加商业计划汇报会

关键人物访谈

财务部总经理
运营部高级经理

人力资源部副总经理
人力资源高级经理

员工 10 人

2016 年 1月 28 日 3 天
参观华润廊坊医药有限公司

关键人物访谈
获取企业文档资料

项目部负责人
业务部负责人
财务部负责人

运营信息部负责人
大包商

员工 5 人

2016 年 2 月 26 日 2 天
参观华润沧州医药有限公司

关键人物访谈
获取企业文档资料

项目部负责人
业务部负责人
财务部负责人

运营信息部负责人
员工 5 人

2016 年 3 月 9 日 1 天
关键人物访谈

获取企业文档资料
财务部总经理

（3）补充调研阶段。六次正式调研结束后，对获取

的一手、二手资料整理分析，筛选出符合本文研究主题

的数据资料。进一步研究分析发现需要补充、完善的部

分，作者通过电话或邮件形式向企业进行索取与求证。

4. 数据分析方法

为了确保数据资料分析的可靠性与推论的严谨性和

可信度，本文运用扎根理论的方法对获得的原始信息资

料进行分析。根据 S t r a u s s 等为代表的程序化扎根理论

的数据处理方法，本文的编码过程依次包括开放式编码

（Open Coding）、主轴式编码（Axial Coding）和选择式

编码（Select ive Cod ing） 。[37] 本文在编码过程中严格遵

循扎根理论范畴归纳的步骤，对已获得的访谈资料进行

概念化和范畴化，对存在争议的概念和范畴向案例企业

求证，并结合相关文献进行修订和删减，避免编码者的

主观意见对编码结果造成影响。

三、案例描述

1. 案例企业背景信息

华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集团”）是

一个拥有 7 大战略业务单元、超过 20 家一级利润中心

的多元化大型企业集团，是我国最早开展对外贸易的窗

口企业，经营范围包括消费品、医药、电力、燃气、地产、

水泥、金融等。除金融版块外，华润集团的大部分企业

均在香港地区上市。虽然集团总部在中国香港，但主要

版块都集中于中国内地。该集团由国务院国资委直接监

管，被列为国有重点骨干企业，并荣获“业绩优秀企业”

的称号，同时在《财富》杂志公布的全球 500 强排名中

位列第 86 名。

2. 6S 管理体系

6S 管理体系是华润集团的核心管理体系，是一个

由六套系统性管理办法形成的管理模式。为了应对多元

化带来的挑战，华润集团于 1998 年引入 6S 管理体系，

后来为了倡导 6S 的战略化导向，淡化预算管理、强化

战略评价，2003 年对其进行了修改。与早期版本的 6S

管理体系相比，新版的 6S 管理体系强调战略导向，结

合审计、评价与战略。该体系的变化标志着华润集团将

管理控制系统的定位从财务管控模式转变为战略管控模

式。财务管控模式关注财务结果，战略管控模式则聚焦

于战略，抓住战略主线，在关注财务结果的基础上兼顾

综合竞争优势。华润集团早期版本的 6S 管理体系和新

版本的 6S 管理体系的基本内容如表 2 所示。

表2  早期版本和新版本的6S管理体系基本内容
早期版本的6S管理体系

（2003年以前）
新版本的6S管理体系

（2003年以后）
利润中心编码体系 战略规划体系

预算体系
全面预算体系（2003-2007）/
商业计划体系（2007 年以后）

管理报表体系 管理报告体系

评价体系 战略评价体系

审计体系 战略审计体系

经理人考核体系 经理人评价体系

3. 战略地图与平衡计分卡

2003 年，华润集团开始在 S B U 和利润中心推广平

衡计分卡，并分为图（战略地图）、卡（计分卡）、表（管

理报表）三种形式应用，以补充 6S 管理体系。平衡计

分卡在 6S 管理体系中的应用如表 3 所示。

表3  平衡计分卡在6S管理体系中的应用

6S管理体系 平衡计分卡应用

战略规划体系
能够独立制定、执行并衡量战略的 SBU 或利润中心，都可以根据自
身的竞争战略编制并实施独立的战略地图和计分卡

全面预算体系 /
商业计划体系

在利润中心实施全面预算管理，通过年度预算将战略地图和计分卡
中所要实现的中长期财务和非财务目标值分解为年度、季度和月度指
标，并最终分配到利润中心各个部门的管理者与员工

管理报告体系
管理报告对战略地图和计分卡进行追踪、回顾，以使集团总部和利
润中心及时地监测战略目标与行动计划的执行情况

战略评价体系
利润中心的绩效评价指标来源于战略地图，并使用计分卡，根据财务、
客户、内部流程、学习与成长四个维度 KPI 指标的完成情况来评价利
润中心的战略绩效

战略审计体系
集团和各利润中心可以通过审计来保证战略地图、计分卡和管理报
表数据的真实性，检查预算完成情况

经理人评价体系
基于平衡计分卡体系设定经理人的绩效评价标准。经济增加值（EVA）
和资源的有效利用是绩效评价的核心，评价结果与其薪酬激励关联

4. 5C 价值型财务管理体系

2008 年全球经济衰退之后，华润集团的管理层逐

渐意识到，之前的投资决策过于关注业务战略，没有充

分考虑财务资源的约束。于是，2009 年引入 5C 价值型

财务管理体系，和 6S 管理体系被并称为华润集团的“管

理之道”，是华润集团另一套成体系的管理办法。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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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文件，5C 价值型财务管理体系以资本、资金、资产

管理为主线，分为以下五个核心模块：资本结构（Capital 

S t r u c t u r e）、现金创造（C a s h G e n e r a t i o n）、现金管理

（Ca sh Ma nageme nt）、资金筹集（Capi t a l R a i s i ng）、资

产配置（Capital Al locat ion）。

四、案例分析

M a l m i 等认为，管理控制系统可以看作一个“工具

包”，包括预算管理系统、战略地图、平衡计分卡等多

种控制机制。[14] 本文从管理体系变革入手，试图梳理华

润集团若干管理控制机制（6S 管理体系、战略地图和平

衡计分卡、5C 财务管理体系）之间的联系及其管控成效。

1. 管理会计变革过程

由案例资料可知，新版 6S 管理体系中的 6 个子系

统构成了闭环的战略管理体系，正式包含战略规划、战

略实施、战略控制和战略评价的功能。进一步观察可以

发现，战略规划体系中正式包含了战略目标、衡量指标、

目标值三个要素。华润集团于 2003 年将突出预算管理

的早期版本 6S 管理体系更新为聚焦于战略管理的新版

本。同年又引入了战略地图和平衡计分卡，用以补充原

有的 6S 管理体系。自 2007 年起，6S 管理体系中的全

面预算体系被更新为商业计划体系，华润集团有意识地

淡化预算，使之与行动方案成为商业计划体系的一部分。

两年后，集团又将 5C 财务管理体系加入其管理会计体

系，依靠财务指标实施管控。图 2 展示了 2003-2009

年华润集团管理会计体系的变革过程。纵观华润集团的

管理会计体系变革过程可以发现，每一项正式规则的引

入均具有明显的先后顺序。鉴于此，华润集团管理会计

体系中每一项正式变化之间的关系有待进一步讨论。

2. 数据编码与分析

（1）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为一级编码，本文作者梳理了访谈记录、

内部报告、内部刊物等原始案例证据，将这些质性资料

逐句贴标签，反复整理分析并形成条目，再进行初步聚

类并概念化，最终形成了44 个子范畴。

（2）主轴式编码

主轴式编码为二级编码，尽管在开放式编码中已经

提炼出若干范畴，但各范畴之间的关系尚不明晰。本文

根据扎根理论处理程序考察子范畴之间的关联，根据这

些关联将子范畴聚类形成 11 个主范畴。为了节省篇幅，

下面列举  3 个主范畴归纳规则作为举证 ：

主范畴举例 1 ：案例证据显示，华润集团的管理者

希望通过战略管理提升企业竞争力，更好地适应竞争环

境。例如，集团需要在商业计划中制定竞争策略，希望

在战略绩效评价中引入行业标杆。这些需求催生了新的

管理办法，因此与上述发现有关的子范畴被归入“市场

竞争”的范畴。

主范畴举例 2 ：案例证据显示，华润集团在正式的

管理规则中明确要求，在战略目标的基础上确立绩效指

标、目标值、行动方案和预算。而正式战略规划是指企

业系统地、正式地确立意图、目标、政策和战略，并制

定详细计划加以实施，从而实现组织目标的过程。[1] 因

此，与上述发现有关的子范畴被归入“正式战略规划流

程”的范畴。

主范畴举例 3 ：为管理者搜索战略机遇、圈定战

略范围是战略边界管控的重要特征。[10] 案例证据显示，

5C 价值型财务管理体系为投资决策提供支持，有助于

管理者合理筛选投资方案，使资本得到合理配置。与上

述发现有关的子范畴被归入“战略的合理选择”的范畴。

（3）选择式编码

选择式编码为三级编码，本文从主范畴中提炼能够

反映案例研究主题、主要内容、诠释案例资料故事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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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基于案例资料的三层级编码
一级编码 二级编码 三级编码

Aa1. 应对竞争

Aa. 市场竞争

A. 背景条件

Aa2. 战略目标反映竞争力

Aa3. 提高竞争力的需求

Ab1. 管理的复杂性

Ab. 非财务指标需求

Ab2. 非财务指标针对关键战略主题

Ab3. 财务与非财务指标结合

Ab4. 综合各类指标

Ab5. 非财务指标应用

Ac1. 资源约束

Ac. 财务资源稀缺性Ac2. 资产价格高

Ac3. 应对资源约束

Ba1. 战略导向

Ba. 正式战略规划流程

B. 管理控制

Ba2. 战略分解为预算

Ba3. 商业计划基于战略

Ba4. 目标、指标、目标值依次排列

Bb1. 绩效指标因果联系

Bb. 战略地图和平衡计分卡
应用

Bb2. 高管参与平衡计分卡

Bb3. 平衡计分卡的推广

Bb4. 平衡计分卡结合战略和具体工作

Bb5. 战略地图绘制

Bb6. 平衡计分卡完善绩效评价

Bb7. 平衡计分卡融入体系

Bc1. 资本结构约束

Bc. 基于财务指标的战略边界Bc2. 资本成本底线

Bc3. 财务约束

Bd1. 预算和战略密切相连

Bd. 预算与战略的结合Bd2. 战略落实到预算

Bd3. 避免预算与战略脱节

Be1. 战略地图应用范围

Be.子系统间适配

Be2. 优势互补

Be3.5C 应用范围

Be4. 平衡计分卡思想的渗透

Be5. 平衡计分卡支撑战略管理系统

Ca1. 优化资产配置

Ca. 战略的合理选择

C. 管控成效

Ca2. 支持投资决策

Ca3. 并购方案筛选

Cb1. 弥补现状与战略的差距

Cb. 战略的有效实施
Cb2. 达成共识

Cb3. 调动员工积极性

Cb4. 保障战略执行

Cc1. 财务绩效反映战略实施

Cc. 企业价值提升
Cc2. 基业长青

Cc3. 并购绩效

Cc4. 关注价值创造

注 ：一级编码用 Aa1、Ba1…进行标注，二级编码用 Aa、Ba…进行标注，下同；生成的 3 个维
度用 A、B、C 表示

3 个核心范畴。首先，根据 Anthony 对管理控制的定义，[5]

将“正式战略规划流程”“战略地图和平衡计分卡应

用”“基于财务指标的战略边界”“预算与战略的结合”“子

系统间适配”五个主范畴归入核心范畴，并概括为“管

理控制”。其次，本文将一些不直接反映管理控制活动

本身，而是反映对管理控制活动造成影响的范畴归入

“背景条件”范畴，具体包括“市场竞争”“财务资源稀

缺性”和“非财务指标需求”。最后，另有一些范畴反

映管控机制对企业的影响被归入“管控成效”范畴，具

体包括“战略的合理选择”“战略的有效实施”和“企

业价值提升”。基于案例资料的三层级编码体系如表 4

所示。

3. 基于案例的推论

（1）背景条件

在背景条件范畴下，原始条目的典型引用语举例如

表 5 所示。

表5  “背景条件”范畴下的原始条目示例

原始条目示例 一级编码 二级编码

制定商业计划需要从深入分析行业发展趋势、
研究竞争对手的竞争能力和竞争策略、理清自
身的基本情况入手…… 

Aa1. 应对竞争

Aa. 市场竞争
战略目标体现了业绩目标和市场竞争能力…… Aa2. 战略目标反映竞争力

引入来自行业标杆和竞争对手的外部标准，以
战略评价体系引导业务单元市场竞争力的提升

Aa3. 提高竞争力的需求

…… …… ……

注 ：原始条目示例为从案例获得的原始信息资料。由于篇幅限制，本文仅列示了部分原始条目，
下同

案例证据显示，华润集团的管理者希望通过战略管

理提升企业竞争力，更好地适应竞争环境。2003 年之

前华润集团使用的 6S 管理体系注重预算管理，这种体

系主要依赖于结果导向的财务指标。自 2003 年起，集

团将战略纳入 6S 管理体系的考察范围，开始采用包含

战略规划、战略评价和和战略审计的新版 6S 管理体系，

应对多元化带来的管控复杂性增加。H o q u e 在研究中指

出，当面对多变的业务环境，管控复杂程度增加，企业

会逐步提高对非财务指标的依赖以应对业务环境不确定

性。[38] 随着业务的战略扩张，企业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投

资满足其扩张需求，根据访谈资料显示，2008 年金融

危机后，市场经济下滑而资产价格攀升，华润集团的财

务资源相对有限，无法为每一个业务单元都提供充足的

资金，因此需要在战略方向上做出取舍。

（2）管理控制系统元素

本文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结合扎根理论的方法，

将案例企业管理控制系统构成元素识别为三种——正式

战略规划流程、平衡计分卡与战略地图、预算。实际上，

正式战略规划流程和预算都属于华润集团 6S 管理体系

的一部分，其中战略规划流程主要体现在 6S 战略规划

体系中，预算则属于 6S 商业计划体系的内容。而平衡

计分卡和战略地图在 S B U 和利润中心推广，作为 6S 管

理体系的补充。表 6 展示了管理控制范畴下原始条目的

典型引用语举例。

结合背景条件的分析可知，华润集团开始逐渐提高

对非财务指标的依赖，以应对多变的业务环境和管控复

杂性的增加。虽然非财务绩效指标可以有效帮助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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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企业业务环境的变化，确定和评价企业目标的进

展情况，并确认绩效的实现，但其中存在许多领先性指

标，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对企业利润产生可观测的影

响。[17] 因此，对非财务指标的依赖会促使企业关注长期

规划，促使其倾向将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变得正式化和结

构化，[4] 最终将战略规划整合到正式的管理会计体系中。

表6  “管理控制”范畴下的原始条目示例

原始条目示例 一级编码 二级编码

（6S）要融合华润的管理思想……要强化战略导
向与战略主线，强化各个体系的互动关系和整体
一致性

Ba1. 战略导向

Ba. 正式战略
规划流程

战略目标排在最前面，是长期的，战略目标分解
成预算，预算是一年的。预算以绩效指标为基础，
指标一般有营业收入、利润、净资产收益率，设
定指标，组成预算。具体到每一项指标，才有目
标值。为了实现目标值，制定工作计划

Ba2. 战略分解为预算

战略分解后，由医药集团财务部和运营部共同
发起商业计划书编制

Ba3. 商业计划基于战略

实施战略的第一步是将平衡计分卡每一个
方面的战略方向细化为一个或几个具体目标

（Objective）……然后确定能够反映这些行动措
施有效实行的关键性指标（KPI），为这些指标设
置目标值（Target）……

Ba4. 目标、指标、
目标值依次排列

…… …… ……

案例证据显示，在引入战略地图和平衡计分卡时，

华润集团的战略规划体系已经正式包括战略目标、衡量

指标和目标值三个要素，即该企业的战略规划流程是一

套详尽的管理办法，并有一套明确的规则支撑。其中，

战略地图提供了带有因果链条的战略目标体系，提供了

衡量这些战略目标的绩效指标 ；在平衡计分卡中，绩效

指标被设定目标值并作为绩效评价的基础。为了实施战

略，华润集团会将整体战略分解，使每个业务单元和职

能部门都拥有自己需要负责的战略目标。据华润集团管

理者所述，“商业逻辑与管理原则支撑（战略）分解”，

而平衡计分卡包含了四维度的绩效指标，这些绩效指标

之间存在因果联系，将各层指标间的因果关系标注出来

后，由此形成战略地图。[39] 战略地图反映了学习成长层

面的战略目标如何影响内部流程层面的战略目标，内部

流程层面的战略目标如何影响客户层面的战略目标，客

户层面战略目标如何影响财务层面的战略目标。正是这

种因果联系满足了华润集团对“商业逻辑”的要求。企

业管理需要使用非财务指标，而大部分非财务指标需要

较长的时间才能显示出对企业价值创造的影响。在短期

内，这些非财务指标对企业的影响很难被财务指标捕捉

到。因此，若企业引入战略地图和平衡计分卡后，仅以

口头形式或惯例存在，没有一套详尽、明确的规则支撑，

便难以顺利推行下去。

当企业采用了正式的战略规划流程后，非财务指标

将反映特定的战略目标，而这些战略目标进而支持由财

务指标反映的财务层面战略目标  。[17] 这种关系有助于

管理者更好地理解非财务指标和财务指标之间的因果联

系，而理解绩效指标因果联系是绘制战略地图的基础。[39]

鉴于此，正式的战略规划流程为战略地图和平衡计分卡

的使用提供了便利，创造了应用环境，当企业在正式进

行战略规划时，更易于使用战略地图和平衡计分卡。据

此本文提出如下推论 ：

推论 1 ：正式战略规划流程为战略地图和平衡计分

卡创造了应用环境，使企业更易于使用战略地图和平衡

计分卡

案例证据表明，引入新版 6S 管理体系后，华润集

团各个业务单元的预算逐渐成为了商业计划书的一部

分。预算需要基于商业计划编制，而商业计划基于企业

战略制定。战略地图和平衡计分卡显示了战略目标之间

的因果联系和绩效指标之间的因果联系，以及绩效指标

和战略目标之间的对应关系。战略地图和平衡计分卡有

助于管理者基于战略为企业内的各种职能设定恰当的目

标值。华润医药人力资源部受访者曾这样评价战略地图

和平衡计分卡的影响 ：“系统施行平衡计分卡之前，领

导者对绩效考核指标间的因果逻辑关系比较模糊。一般

做了平衡计分卡的企业，年度考核目标与长期战略是有

因果联系的。华润医药绩效目标营业收入要增长 60%，

会逐年分解到每个年度，分定量、定性两类目标。定量

目标因果关系更直接。”

正式的战略规划流程在管理规则上将战略作为预

算编制的基础。而战略地图和平衡计分卡包含了绩效指

标因果联系，[39] 绩效指标因果联系又包含绩效指标（预

算目标）与战略的因果联系，以及企业内不同职能的绩

效指标（预算目标）之间的因果联系。[39,40] 以往研究显示，

战略地图提供的绩效指标因果联系能够提高管理者心智

模型的准确性，从而提高决策绩效。[25] 因此，在正式的

战略规划流程下使用战略地图，能够使管理者更准确地

确定企业主预算和各职能预算，以反映企业的战略目标。

基于上述理论逻辑，本文提出如下推论 ：

推论 2 ：战略地图与正式战略规划流程结合使用有

助于构建战略目标和预算目标的逻辑关系，加强预算与

战略之间的相关性

综上所述，在面临竞争、财务资源稀缺及对非财务

指标的依赖时，案例企业通过正式战略规划流程、战略

地图等管理控制系统元素彼此协调配合，有效缓解了发

展过程中的瓶颈与障碍。据此，基于已有文献并结合扎

根理论分析和已有推论，本文总结了管理控制系统元素

之间的作用机制概况，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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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管理控制系统实施效果

在管控成效范畴下，原始条目的典型引用语举例如

表 7 所示。

表7  “管控成效”范畴下的原始条目示例

原始条目示例 一级编码 二级编码

对与集团发展战略匹配度低且协同效应小的非核
心资产，及现有财务资源及组织能力难以支持的
资产，提出处置、缓建或择机退出建议

Ca1. 优化资产配置

Ca. 战略的
合理选择

（5C）连接财务战略与业务战略，发挥财务在重
大投资决策和资产管理中的管控和支持作用

Ca2. 支持投资决策

并购或新设项目时， 设置公司资本结构需综合考
虑： 行业、标杆、盈利能力等

Ca3. 并购方案筛选

…… …… ……

华润集团是一个拥有 7 大战略业务单元、超过 20

家一级利润中心的多元化大型企业集团。图 4 以华润医

药为例展示了华润集团内部的管理层级。其中，华润医

药集团是多元化业务单元，而华润医药商业集团有限公

司、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等是专业化业务单元，华润

河北医药等区域公司也被视为专业化业务单元。由于它

们所处的管理层级不同，导致其战略规划也处于不同层

级，华润医药集团作为多元化业务单元需要依据其业务

板块制定整体战略，华润医药商业集团则需要根据自身

的业务制定本公司的竞争战略和职能战略。

2003 年，华润集团开始引入战略地图和平衡计分

卡作为其管理工具。至 2017 年，华润集团旗下东阿阿

胶和华润河北医药等专业化业务单元已经开始运用。然

而在集团层面，华润集团并没有开发涵盖集团整体战略

目标和评价指标的战略地图和平衡计分卡。针对这一现

象，华润医药财务管理部受访者这样解释 ：“战略目标

具有很强的专业性，这就意味着战略地图应该在一个很

小的范围内运用，在华润医药集团和华润集团层面，目

前还没有一个整体的战略地图。”

不同业务单元的战略目标存在差异，因此用来衡量

战略目标的绩效指标及对应的目标值也不尽相同。因此

对比两个及以上业务单元的平衡计分卡，可以识别出两

者的共性指标和个性指标。然而对于多元化程度较高的

集团来说，由于其下属各个业务单元之间战略目标存在

较大差异，这些业务单元的平衡计分卡会有较多个性指

标。非财务指标更多地反映了业务单元自身的业务特点，

而在相似的财务报告的要求下，业务单元之间财务指标

的共性比非财务指标更高。以往研究显示，管理者的注

意力是有限的，他们会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共性指标上，

而并未足够重视非财务指标。[18] 因此，战略地图和平衡

计分卡更能够帮助专业化业务单元实施战略，而对于多

元化程度较高的业务单元，特别是高层级的多元化业务

单元，使用财务指标体系或许能够达到更好的管控成效。

以上述理论逻辑为依托，本文提出如下推论 ：

推论 3 ：在多元化企业的管理控制系统中，使用战

略地图和平衡计分卡更有助于专业化业务单元实施战略，

使用财务指标体系更有助于多元化业务单元实施战略

华润集团内部资料显示，2008 年金融危机后，相

对于资本价格，华润集团能够获取的财务资源较以往更

加有限，实施战略会消耗包括财务资源在内的企业资源。

因此，华润集团需要新的管理工具以筛选战略。为了满

足这种需求，华润集团引入了 5C 价值型财务管理体系，

该体系中的“资本结构”和“资本配置”提供了筛选机制，

两者分别通过行业标杆的财务杠杆率和商业标杆投资收

益率，决定哪些投资提案能够获得财务资源，以及能够

获得多少财务资源 ；“现金创造”被用来在投资后评价

和管理项目的现金创造能力；“现金管理”和“资金筹集”

则是为了促进财务资源的使用效率。华润医药财务管理

部受访者这样解释引入 5C 财务管理体系的原因 ：“我们

不仅要把握业务单元的战略方向，而且需要结合价值管

理的迫切性，开启管理专业化的尝试，以应对资源约束

时代的业务发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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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给定企业总体战略目标的前提下，战略地图和平

衡计分卡能够促进企业实施战略。然而，它们并不能帮

助回答“企业应该或不应该选择实施什么战略”。在这

种情况下，企业需要新的管理工具以补充战略地图和平

衡计分卡。战略边界控制能够为企业搜索战略机遇的活

动划定范围。[7,10] 具体地说，财务指标可以为企业的投

资活动划定边界，防止管理者做出低效率投资决策。基

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推论 ：

推论 4 ：在管理控制系统中加入基于财务指标的战

略边界，有助于企业在战略实施前确定战略选择的范围

综上所述，华润集团通过引入 6S 管理模式，形成了

正式的战略规划流程，继而又形成指标体系，体系中的

指标被划分为不同层面（财务、客户、内部流程、学习与

成长），不同层面的指标或同一层面的不同指标之间都存

在着因果联系，这种联系的典型表现形式即为战略地图。

战略地图和平衡计分卡与正式战略规划流程的匹配加强

了预算与企业战略的相关性，将战略目标转化为具体的

行动方案和预算，通过完成预算目标可以最终实现战略

目标。然而由于业务战略的专业化程度高，战略地图和

平衡计分卡更加适用于集团企业的专业化业务单元 ；对

于管理层级较高、业务多元化的单元，财务指标体系或

许比战略地图和平衡计分卡更为适用。为了解决在发展

过程中受到的条件和资源制约，华润集团引入 5C 管理体

系作为 6S 管理体系的补充，基于财务指标设定战略边界，

辅助管理者进行战略选择，配置稀缺的财务资源。图 5

为本文扎根理论分析框架图，展示了正式战略规划流程、

战略地图和平衡计分卡、预算、5C 价值型财务管理体系

等控制机制之间的关系及其产生的管控成效。

五、研究结论与讨论

1. 研究结论

本文以华润集团为研究对象，基于管理控制系统

工具包的视角，梳理并分析了该集团引入 6S 管理体系、

战略地图和平衡计分卡、5C 财务管理体系等控制机制

的管理会计变革过程，以推论的方式对控制机制之间的

关系及产生的管控成效提供了解释。

通过扎根理论的方法，本文形成了三个核心范畴并

由此提出四个推论 ：（1）正式战略规划流程为战略地图

和平衡计分卡创造了应用环境，使企业更易于使用战略

地图和平衡计分卡。（2）战略地图与正式战略规划流程

结合使用有助于构建战略目标和预算目标的逻辑关系，

加强预算与战略之间的相关性。（3）在多元化企业的管

理控制系统中，使用战略地图和平衡计分卡更有助于专

业化业务单元实施战略 ；使用财务指标体系更有助于多

元化业务单元实施战略。（4）在管理控制系统中加入基

于财务指标的战略边界，有助于企业在战略实施前确定

战略选择的范围。

2. 理论贡献

本文的理论贡献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以往研究

大多以整合的视角讨论 6S 管理体系、平衡计分卡、5C

价值型财务管理体系对集团管控的影响，区别于先前文

献，本文以 Mal m i 等 [14] 的管理控制系统工具包为视角，

从华润集团管理体系的变革过程入手，考察了管理控制

系统中各元素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元素对管理控制系

统实施效果的影响。其次，自正式战略规划被作为学术

概念提出以来，学者们对其产生的影响进行了若干讨论，

但鲜有研究考察正式战略规划流程对战略绩效评价体

系应用产生的影响。本文发现案例企业构建的正式战

略规划流程为战略地图和平衡计分卡的应用提供了重要

基础，为该流程对企业组织的影响提供了新线索，也为

实施战略地图和平衡计分卡的关键成功因素补充了新证

据。最后，本文拓展了关于平衡计分卡的研究。以往研

究考察了平衡计分卡对管理者判断和决策绩效的影响，

但尚未充分讨论其在真实企业中的应用范围，本文基于

案例证据考察了平衡计分卡在多元化企业内部不同层级

的应用情况，丰富了研究者对平衡计分卡适用性的理解。

3. 实践启示

本文的发现能够为实务界人士就企业如何引入战略

管理会计提供参考，对企业的管控实践具有重要启示 ：

（1）企业应当重视战略地图与平衡计分卡的应用环境。

在实践中，管理会计变革总会遭受阻碍，我国很多企业

曾试图构建平衡计分卡体系，但往往无法达到其使用效

果，最后以失败告终。因此，在建立战略地图和平衡计

分卡前应考虑其应用环境，确保其可行性与合法性，在

87-97Nankai Business Review  Vol. 23, 2020, No. 3, pp



96

战略管理
适宜的条件下构建平衡计分卡体系。（2）企业内部应当

形成正式的战略规划流程，即采取一套详尽的管理办

法，利用明确的规则支撑企业管控过程，帮助管理者通

过制定规则体系固化战略管理流程，从而促进其他战略

管理工具的应用。（3）针对不同种类的业务单元，企业

应当谨慎选择财务指标体系或非财务指标体系促进战略

实施，并建议企业在管理控制系统中加入战略边界，以

确定战略选择的范围和编制预算的底线。

4.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文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1）探索性案例研究

虽然能够在案例证据的基础上提出推论，并基于理论

论述这些推论的合理性，但无法提供证据支持案例发

现的普遍性和必然性。后续研究可以针对企业战略规划

和预算行为进行更加丰富的实证研究。（2）本文指出战

略规划流程与预算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但尚未充分讨

论战略规划流程对预算参与、预算松弛等预算行为的影

响。后续研究可以进一步考察企业战略规划流程的设

计对预算行为的影响，提供更为丰富的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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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包括：高层领导的推动，将战略转化为可操作的表述，组织围

绕战略进行协同，把战略变为每个员工的日常工作，持续引入

战略到管理流程。

② 该体系包含六个阶段：制定战略，规划战略，分解战略，规划

运营，监督和学习，检验和调整战略。

Strategic Planning, Strategic Maps and the Implemen-
tation of the MCS: A Case Study of China Resources 
Group

 An Na1, Li Hezun2, Liu Junyon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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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s; 2.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Beijing 
University of Post and Telecommunication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anagement control system, 

this paper reviews and analyzes the management accounting change 

of the China Resources Group, based on the introduction of 6S man-

agement system, strategic maps, balanced scorecards, and 5C finan-

cial management system. We further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se control mechanisms and the impact of these mechanisms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anagement control system. By introducing a 

new version of 6S management system, China Resources Group began 

to adopt a formal strategic planning process.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strategic maps and the balanced scorecard, the concept of “budget” has 

been weaken, and becomes part of the business plan system in the new 

6S management system. In the management practice, 6S management 

system helps China Resources Group implement the strategy. The 

China Resources Group also established the strategic objectives, eval-

uation indicators, target values, and action plans in order to establis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udget and strategy. In order to cope with the 

constraints of financial resources, China Resources Group introduced 

5C value management system to assist the selection of investment strat-

egies to allocate scarce financial resources more effectively.

We propose four inferences based on our qualitative analysis: (1) For-

mal strategic planning processes enable the companies to adopt of 

strategic maps easier. (2) The combination of strategic maps and formal 

strategic planning processes enable the companies to strengthe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udgeting and strategy. (3) In the management 

control system of diversified enterprises, the use of strategic maps and 

balanced scorecards can help to implement the strategy of specialized 

business unit implementation; the use of financial indicator system is 

more conducive to the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of diversified business 

units. (4) Strategic boundaries based on financial indicators can help 

companies determine the scope of strategic options before the imple-

mentation of the strategy.

Key Words  Formal Strategic Planning Process; Strategy Map; Bal-

anced Scorecard; Management Contro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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