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讲：高海友

让目标达成--年度经营计划的制定与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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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营销实战训练导师；共青团中央CCT大学生（青年）就业创业计
划发起人；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特聘讲师；北工大研究生部创业导师；

搜狐一言堂、时代光华《名师在线》高级顾问、特聘讲师；《赢家
大讲堂》高级顾问、特聘讲师；北大纵横、和君咨询等机构名师团
讲师、营销咨询师，课程研发专家。营销实战经验丰富。

课程领域：营销类课程

代表课程：《强势赢销战略管理》 、《销售心理学》、《谈判与沟
通》、《卓越大客户营销》、《年度经营计划》、《狼性团队组建
及打造》

企业咨询：销售增长的系统化打造

高海友老师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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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计划

执行

帕迪咨询  内部培训课件  未经讲师授权严禁用于商业活动



正确看待计划中的任务制定

 任务是怎么来的
 任务来源：

 正确认识：

 正确的思维模式：
 只找方法，不找理由

•信息的不对称是永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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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是怎么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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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考虑合理性，因为那不是你的工作内容

 如果不是你制定任务，就不要管任务为什么是这个数字
，迷信就好 。

 正确的思维模式：只找方法，不找理由；我是不是做到
世界上没人能比我更好的了

重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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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制定的核心要素

• 方向正确
• 逻辑通畅
• 可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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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策略及营销模式

•方向错了，越努力就越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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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模式的核心：赚钱的逻辑
• 思考：营销设计中，什么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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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策略制定

凡客陈年  平原君赵胜的门客毛遂自荐 门客三千

门客三千为庙算

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不听则昏

独自冥想不如百里挑一

在世界最好的一堆方法中挑选最合适的方法

 孙子曰:"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
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
而况于无算乎!" (《计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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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上先胜！
运筹帷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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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w the general 
who wins a battle makes
many calculations in his 
temple where the battle 
is fought. The general 
who loses a battle .

打通逻辑-解决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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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策略制定

凡客陈年  平原君赵胜的门客毛遂自荐 门客三千

 孙子曰:"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
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
而况于无算乎!" (《计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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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如何庙算？
庙算：

•你解决不了问题，你就是最大的问
题（困难粉碎机）

•障碍代表高度不够，问题表示方法
不对，困难说明能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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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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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利模式一带多（未雨绸缪）
• 现在的养着未来的

• 盈利的养着亏损的

• 跑马圈地的养着深耕细作的

• ……

• 太先进的销售模式不适宜做带头先锋

• 用稳健的模式带头，培育着创新模式
（孩子大了才让他当家）

 做一件事情，得到一个结果，积攒多个潜在的可能
 种瓜不能只得瓜（技术成果化商业化、种瓜得种子、客户资源深度开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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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计划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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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想及所得的计划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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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中的常见问题
认知度不足

• 有的企业是以计划为基础安排工作和配置资源

不切合实际，拍脑袋

• 科学性不足

博彩思维

• 太先进的销售模式需要试错，不适宜大规模一次到位的推广。

变通性不足

• 计划没有变化快，变化必在计划中

计划缺少战略纵深

• 复利模式，只赚到钱是不行的，为未来做了多少，现在顺带的，也许就是明年必须的。

执行力因素考虑不足

• 同质化的竞争时代，执行力就是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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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想及所得的计划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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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目标的认知
1. 目标是怎么来的：为使命而存在的目标

2. 目标是干什么用的：旗帜未必终点，一定是方向

3. 个人的目标同团队目标的关系

4. 终极目标--挑战自我极限的目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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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是怎么来的？

任务比例增长

行业情况

经验

预感 政策

信息

信心

生存需要

总体销售额(量)
区域销售额

各产品销售额

各产品区域销售额

市场占有率

销售增长率

营销费用额(率)
市场铺货率

客户平均订单金额

订单转化率  
品牌知名度(忠诚度等)
竞品相关数据(营销政策、销售状况、
产品结构等)

消费者购买心理和行为特点数据调查
统计

产品在市场上的发展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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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想及所得的计划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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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化管理的思维导向
• 只为目标找方法，不为目标找理由

• 一切为目标实现而变、而动、而调整 
• 让每件事情都跟目标有关系

• 搞清楚阻力和问题

• 你不在解决方案当中，你就在问题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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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思维

1. 铁血执行
2. 只为目标找方法，不为自己找理由。
3. 只要阵地，不要伤亡！
4. 奇正同行，道术同行
5. 兼顾未来、重在当前
6. 拿不下问题，你就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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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想及所得的计划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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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计划的制定及调整

计划分解：科学实际、落地具体、逻辑合理

• 谁今天做什么，做到什么程度算合格。

计划没有变化快、变化必须在计划当中，为目标计划的调整和修正
设立条件

• 制定计划的条件发生变化

• 大事件

• 政策变化

• 营销速度超过警戒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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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目标设定
事例（以营销部为例）

营销部****年回款任务表

年度任务额 4800万

季    度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任务金额 400万 1200万 1600万 16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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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目标设定
事例

营销部**年回款任务表
年度任务额 4800万
季    度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任务金额 400万 1200万 1600万 1600万
月    度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任务金额（万） 100 50 250 400 400 400 530 540 530 500 560 540
备注 本任务表为企业针对部门的任务，部门的任务分解由部门制定提交公司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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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目标设定
事例

营销部**年回款任务表
年度任务额 4800万
季    度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任务金额 400万 1200万 1600万 1600万
月    度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任务金额（万） 100 50 250 400 400 400 530 540 530 500 560 540
备注 本任务表为企业针对部门的任务，部门的任务分解由部门制定提交公司备案

预警—预警启动由营销管理部##负责，符合条件时，3天内召开相关会议。
1. 当月度计划完成不足50%时。启动-部门研讨，启动部门责任追踪。
2. 当连续2个月月度计划不足50%时，上级部门领导参与研讨，并进行责任追溯
任务降级—预警启动由营销管理部##负责，符合条件时，3天内召开相关会议
如因不可抗拒因素导致连续3个月或季度计划完成不足50%时，公司高层参与，启动任务降级计划，其他相

关部门负责人参与。并进行责任追溯。
任务升级—预警启动由营销管理部##负责，符合条件时，3天内召开相关会议
当季度任务超额完成一倍或特殊原因单月出现超过1500万回款的情况，计划重新理顺，或进行任务升级。

并按规定进行表彰奖励。 帕迪咨询  内部培训课件  未经讲师授权严禁用于商业活动



31

            年度目标设定
事例

营销部**年回款任务分解表

月度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赵大 22
张三 25
张思 15
李三 25
李四 22

…… ……
总任务 130 80 290 490 480 480 590 590 630 600 660 640
规定：
1. 营销人员过程考核目标：潜在客户群达标（A级不少于30，B级不少于100，C级不少于300，A级客户级别确定权在部

门经理）；每日工作报表填写（公司统一）；每缺少一日罚款2000元，处罚主管经理1000元。
2. 营销人员基础考核指标：营销工具包完整无缺、营销话术通过营销管理部考核、专业考核通过
3. 过程预警（销售管理部负责）：营销管理部每日查看工作情况，每周对所有业务人员统计分析一次，每2周针对预计

无法完成任务的个人进行约谈。对月任务不足60%的员工进行会审，确定是否继续留用。
4. 营销业绩关联指标：未完成任务，绩效薪资调整……，奖金调整……。帕迪咨询  内部培训课件  未经讲师授权严禁用于商业活动



                                                      承诺书-计划落实表
我###，在公司##部门担任##工作，我的工作目标是今年年底前完成任务至###，
我将为我们的目标全力以赴的努力，只为完成目标找方法，不为完不成任务找理
由。

时间节点 阶段任务 结果描述 措施手段 风险预控 监督人

03-31

05-31

07-31

09-31

12-31

            年度目标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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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想及所得的计划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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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血执行（行为模型管理）

思考：
•什么是狼性文化、什么是铁血执行？
•标准不要太高，执行别太人（制度和行为）
•只为目标找方法，不为自己找理由。
•只要阵地，不要伤亡！
•拿不下问题，你就是问题
•员工必须有所顾忌（怕）
•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什么叫高压线

•行为习惯打造：军姿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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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血执行—要素清晰

•钉钉子：关键要素和关键点的管理和控制

• 抓住核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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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执行九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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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保障--终端制胜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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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保障--终端制胜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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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要管理

• 阻力和问题

让每个工作都跟目标有关系
让每一句话都跟主题有关系
时间管理的四个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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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保障--终端制胜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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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管理 

• 管理逻辑： 
• 三层管理

• 物质、制度、文化

• 行为层、思想层、潜意识层

• 管理者，不可把最终的成败建立在
概率之上。

• 必成的逻辑

帕迪咨询  内部培训课件  未经讲师授权严禁用于商业活动



执行保障--终端制胜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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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制胜原则--SRP企业运营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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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势销售

什么是强势销售？

弱势营销前提下，客户为什
么要重复购买或保持合作？

什么是产品？

任正非：

“华为的产品也许不是最好的，但那又怎
么样？什么是核心竞争力？选择我而没有
选择你就是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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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势销售

什么是强势销售？

弱势营销前提下，客户为什
么要重复购买或保持合作？

什么是产品？

强势销售：

1. 目标倒推法-铁血执行
2. 只为目标找方法，不为自己找理由。
3. 只要阵地，不要伤亡！
4. 奇正同行，道术同行
5. 兼顾未来、重在当前
6. 拿不下问题，你就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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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诚度

什么是强势销售？

弱势营销前提下，客户为什
么要重复购买或保持合作？

什么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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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什么是强势销售？

弱势营销前提下，客户为什
么要重复购买或保持合作？

什么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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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保障--终端制胜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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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致胜 

•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善于发现利
用工具、善于制造工具；规律化的必须工
具化；包括制度工具、技术工具。

• 把具有规律性的事和物进行总结，设计相
应的制度进行管理，是有效提高质量和提
升管理效率的手段！----德鲁克

资源利用最大化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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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油，你能削的多块？

比比，谁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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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保障--终端制胜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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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制胜--强势团队打造

• 如何让人才济济？销售人才是人事部门的责任？

• 强势团队的管理
• 哲学共有的心态管理：团队负能量消除（GEM）、强势心态
• 结果化的人员管理：过程性、目标性
• 制度化的人才管理：无制度，失方圆
• 风气化的团队管理：制度无用
• 智慧化的人才管理：太上不知有之……百姓皆为我自然！

• 团队执行力的打造
• 不得不做好是第一步
• 不能不做好是第二步
• 本来就要做好是第三步
• 执行打造体系及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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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制胜--强势团队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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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保障--终端制胜原则
纲要管理

三层管理

强势终端管理

工具致胜

强势团队打造

终端三层析依赖打造

有效实在

帕迪咨询  内部培训课件  未经讲师授权严禁用于商业活动



终端制胜原则– 终端层析依赖打造

• 让客户喜欢，可能就成功了一半。

• 如何让客户喜欢—感性沟通、弱势沟通法

• 仪式感打造

• 情感依赖

胜于感性-好感

• 如何让客户信任你

• 如何成为一个专业的人

• 专业依赖
胜于理性-好用

• 终极技巧

• 如何让客户一辈子离不开你

• 生命依赖
胜于根本-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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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保障--终端制胜原则
纲要管理 

三层管理

强势终端管理 

工具致胜 

强势团队打造

终端3H打造

有效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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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实在 

•活在当前
• 当前有效原则：离钱太远的营销策略无异
于一场博彩思维的赌博。

• 不要离目的太远，“简单之道”有时是最
高技巧。

• 终极实在原则：
• 大工不巧，大巧若拙。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

李克强：基础科研不可“急功近利”：“基础科学研究要抛掉‘短平快
’的考核标准，摘掉‘急功近利’的帽子，建立一种长效科学的评价机
制。”总理说，“一些基础科学研究获得承认往往需要很长时间，但历
史最终会证明其价值！” 新京报特约记者付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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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

• 守拙：
• 结硬寨、打呆仗
• 幕僚几乎汇集全国人才之精华：李鸿章、左宗棠、沈葆
桢、黎庶昌、郭嵩焘、薛福成、李善兰、华衡芳、徐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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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保障--终端制胜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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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绩效管理要素
• 游戏：找到最高人

• 思考：标准是给谁用的？80分原则！

• 量化的前提是复制 
• 复制的前提是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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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绩效管理要素
• 无标准则无规范，无规范则无法管理

• 标准明确，努力的目的是达到标准，不用
大脑。任何一个细节，都有明确的标准，
如何是好的标准。标准之上的用脑。

• 没有规范的企业就是把质量完全依托在个
人身上，企业要想健康长久的发展几乎是
不可能的。

• 观点：让不擅长用脑的人用脑工作，安排
工作人的大脑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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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绩效管理要素

• 行为管理：添柴式管理

• 目标管理：烧水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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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绩效管理要素
• 位置学、合作学

• 位置明确是沟通和合作的前提

• 位置混淆，群体混乱，社会无章

• 任何人都清楚的知道自己在程序中的位置及
责任。不要让员工对于做事情有任何迷惑

• 流程：认知、明确

• 先他：自我弹性范围内的先他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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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绩效管理要素

• 稻盛和夫：哲学数据化

• 数据化是区别现代管理和传统经营的重
要标志

• 能记录的绝不嘴说

• 能数字的绝不大概

• 充分利用现代管理工具（ERP\C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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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绩效管理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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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绩效管理要素

• 没有风险意识的员工的权力必须严格受控。

• 没有风险意识的人员切不可成为企业领导！

• 把风险意识镶嵌如潜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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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绩效管理要素

•习惯管理
•不假思索的动作
•没有理由的行为方式

•文化管理
•发自内心的认同（价值观）
•约束下的自由
•无需提醒的自觉

•养成好习惯是前提
•形成好文化是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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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个体的综合修养提升
心态素养：价值观树立，角度原则

礼仪素养：服饰、行为举止、接待、应对

基础素养
欣赏和赞美

基本话术、QA问答、FABE模式

沟通谈判

专业素养：专业、精、实、快、细

伦理素养：忠、信、仁、礼

核心素养：明则生智

帕迪咨询  内部培训课件  未经讲师授权严禁用于商业活动



明道生慧

• 明则智，明则慧，明则不惑。

• 心明则智、事明则能、明人则和、明势则生

心明则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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