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讲：安东

阿米巴经营模式构建实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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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间要求：

1.手机请调整至震动或关机,违反者表演节目

2.上课时不可玩微信和游戏等与上课无关事项,
违者罚30个俯卧撑

3.上课时间离开岗位需举手示意经老师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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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导引
 走进阿米巴

 阿米巴组织建设

 单位时间核算与经营会计

 阿米巴经营模式具体实施(步骤和落地)

 阿米巴经营模式下的考核与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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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世界500强企业排

行榜中,中国企业达到95家,
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国家

截止2011年,中国500强平均寿

命仅为23年,人均营业收入仅

为世界500强同类指标45.6%

2013年按照人均产值/人均利润/净
资产回报率等6项指标看,中国500
强企业不到国际标杆企业的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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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4.0三大主题

智能物流--主要通过互联网/物联网/务联网,整合物流     
                    资源,充分发挥现有物流资源供应方的效率,
                    而需求方,则能够快速获得服务匹配,得到
                    物流支持。 

智能工厂-- 重点研究智能化生产系统及过程,以及网
                     络化分布式生产设施的实现；

智能生产--主要涉及整个企业的生产物流管理、人机
                     互动以及3D技术在工业生产过程中的应
                     用等。 ++

制造

=
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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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改变带给企业什么?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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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基石一项统计调查:

中国企业高层管理者约60%的

时间,中层管理者约80%的时间都化在企业

内部协调工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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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老板期望和实际落实差异大

2. 沟通效果差,绩效不佳

3. 分配不公,影响积极性 
？

帕迪咨询  内部培训课件  未经讲师授权严禁用于商业活动



稻盛创立阿米巴经营模

式,满足全体员工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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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让你当老板

2.让你有高收入买车买房

3. 让你实现你们自己的人生价值

但获得这些需要你有老板思维和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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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管理:

自我驱动:

按效分配:

认知到成果和自己幸福指数相关

想更幸福,必须做出更大实绩

组织绩效转化个人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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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总裁任正非

让听得见炮声的人来自主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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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火车跑的快,

全靠火车头带

动车跑的快,

节节是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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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虫是一种单细胞生物,慢藻类较多的浅水中,以至一般泥土也

可找到,亦可成寄生虫寄生在其他生物里面.由于变形虫身体仅由

一个细胞构成,没有固定的外形,可以任意改变体形,因此得名。

变形虫特点:

 独立存活

 可以复制

 可以变化

 简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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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客户在哪?
部门名称 主要产品

和服务
客户(谁是这些产
品或服务的客户)

内部客户还是
外部客户

酒店清洁部部 清洁服务 客房部 内部

清洁客人
衣服

  住客 外部

资源部门 采购物品
直接出货

客户 外部

采购物品
内部人员
使用

公司各部门 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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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  售

对外合作
部或电商

运营部

运营部
质检

财务/ 
销售

运营质检

销 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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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市场机制引入制造现场
客户决定价格

利润来自于销售部门?

制
造
成
本

制
造
成
本

销售经费

利润

制造部门 销售部门

接
单
金
额

毛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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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市场讯息的传递方式- 订货型生产方式

制
造
成
本

制
造
成
本

销售经费

制造部门 销售部门

接
单
金
额

毛利

利润

销售部门
佣金

利润

生
产
金
额

把市场机制引入制造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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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市场机制引入制造现场
市场变化前 市场变化后 差异金额

接单金额         200万/台         180万/台              -20

接单佣金(10%)          20万/台          18万/台              -2

公司利润          30万/台          30万/台 0

生产金额         150万/台          ??万/台 ??

制造成本         120万/台        120万/台              0 

制造利润          30万/台          ??万/台 ??            

让制造感知到市场的变化

利润的减少提醒制造要求销售部门寻找更好的售价

制造利润的减少提醒制造需降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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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管理？ 什么是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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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 管理

经营&管理的区别

定义

“经营”是指：使
「企业」、朝着其
目的、对企业进行
的继续性的运营。
科学与艺术的结合

管理本质定义：
    - 是指把看到的事情做得
合目的合理、高效。
管理科学定义：
    - 是指计划/组织/领导/指
挥/协调/控制。

涵盖的内
容

经营哲学、理念、
经营原则、商业模
式、盈利模式、新
事业开发、战略、
展开策略 等等

如何确定组织？

如何编制制度、流程？

如何安排人事？

帕迪咨询  内部培训课件  未经讲师授权严禁用于商业活动



经营 管理

经营&管理的区别

经营是方向、方针、策
略，经营决定生死

管理决定效率和利润高低。

经营是主动思考，是
“疏通”

管理是被动思考，是“堵”

经营注重的是思维模式、
原理·原则；

管理注重工具和方法

经营注重培养理念一致
的“人才”，假设前提
是“以人为根本”

管理侧重“控制风险”，假设前提是
“人性本恶”

观

点

比

较

经营是整体思维，是全
局性的

管理是模块思维，是局部性的

经营更关注未来，先看
到

管理注重现在，把看到的做的合目的
/合理/高效、

帕迪咨询  内部培训课件  未经讲师授权严禁用于商业活动



用管理制度抑制恶,用企业文化宣扬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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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米巴成立五个前提

企业内部的信任关系

各部门提供数据的严谨

及时把数字反馈到现场 

检查阿米巴组织是否符合工作特性(流程)

必要的员工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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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集团主席马云：

因为信任,所以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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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信

信人

被信

互信

经营中最基本原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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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及时知道企业盈利？

透过过去经营数据才能找到企

业经营根本问题,及时分析改善

举例:病者投医

帕迪咨询  内部培训课件  未经讲师授权严禁用于商业活动



用数据救活了企业的活力

用数据让我的地位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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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产值/人工成本/FQC D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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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经营的根本

盈利

永续经营

---- 如何掌控？ 

--- 如何保持？

术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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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标有效,治本才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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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道御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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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是人的思想

思– 心上有田,需要耕耘

想– 心中有相,相由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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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盛和夫经营模式
技术员创业

谈判风波: 经营本质的思考

孙悟空的启发: 变成更多的稻盛和夫

单位时间核算制度: 量化价值贡献

发现财务会计的弊端: 经营会计

体现稻盛哲学: 京瓷员工手册

经
营
思
维
和
文
化
形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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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符合企业现实状况的经营哲学

需要符合普世价值观的哲学

行业特色
创始人的     
世界观

稻盛和夫的哲学与实学:

以道御术 - 找对人

以术入手--找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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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思想(文化)武装自己经典团队
追求幸福,
信天国得永生

生存就是苦
轮回,好人好报

打土豪分田地,
实现共产主义

作为人何为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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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盛和夫的术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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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美文化差异—企业的土壤

中国文化特点:       
主流文化基本思想:儒家/道家/墨家/法家

传统文化核心内容: --注重人
情

4.至诚守信  5.和谐人爱.

1.自强不息 2.知行合一 3.中庸之道

企业文化的内涵：--重伦理,轻理性,创新与个性化
不强

1.义以生利,义利合一 2.以和为贵,和气生财

3.重视亲情,轻视规范 4.善思勤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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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美文化差异—企业的土壤

日本文化特点: -- 资源缺乏,企业必须依靠国家       

1.多圆融合性 2.忠诚意识 3.团队精神

4.危机意识

日本企业文化特点：-- 企业是个大家庭,富有集体主义精神

1.终身雇佣的用工制度  2.以人为本的企业价值观

3.民主参与的团队精神 4.内外协調的社会责任感        

5.终身教育的学习型企业 6.重视血缘家族式管理

7.全员关爱的情感激励 8.持续创新的危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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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美文化差异—企业的土壤

美国文化特点: -- 移民之国,杂交优势

1.个人主义与独立性 2.多元性与融合性

3.规范性与责任性

企业文化特点：-- 奉行个人主义,重视理性文化,崇尚创新
1.重视自我价值,突出个人能力

2.重视契约规制,轻视情感关怀

3.重视企业价值观建构,强调以个人奋斗为核心

4.重视冒险与创新,宽容错误与失败

5.重视员工权益,坚持利益分享 

6.重视社会责任,支持社会公益帕迪咨询  内部培训课件  未经讲师授权严禁用于商业活动



适合本国企业管理水平的发展方向

管理和
经营模
式薄弱

加强管理
弱化经营

常见企业

加强经营
弱化管理

管理变革与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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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尔电器

 盈亏全归自己 

 标准利润留归公司

 超额利润留给自主经营体

“三自”自我创新/自我驱动/自我运转

---人单合一自主经营体(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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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航空(JAL)
日本航空公司一度被视作日本战后经济繁荣的骄傲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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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稻盛和夫如何拯救日航

 1. 导入阿米巴经营模式解决了日航的哪些问题?

 2. 请将拯救日航的措施梳理成一个完整的流程

3. 从稻盛和夫拯救日航的过程中,你得到哪些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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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米巴经营模式的预期效果

划分阿米巴单元 独立核算 自主经营

实现经营责任下放

打造企业与员工双赢平台

实现效益的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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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导引
 走进阿米巴 
 阿米巴组织建设

 单位时间核算与经营会计

 阿米巴经营模式具体实施(步骤和落地)

 阿米巴经营模式下的考核与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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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建立阿米巴组织是阿米巴经营的

开始,也是阿米巴经营的完成

--- 稻盛和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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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层制组织

企业常见的组织形态 

扁平制组织

细分化组织

专业性强但信息流传递慢,以领导为中心

信息流传递和执行力好,对领导者要求高

最小经营单元,对客户负责,以客户为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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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阶梯组织架构

董事长

总经理

市场部

总经办

财务部研发部 质量部Xx产品制造
中心

深圳

江西

外协

 江苏

Xxx产品
制造中心

深圳

运营部 人力资源部

管理部

人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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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组织和阿米巴组织

计
划

研
发

销
售

采
购

生
产

上
级

高层决策分解目标至下级

关注上级而不是客户需求
官僚主义

以客户价值流为导向

全员参与

研发
计划

生产

销售

采购

帕迪咨询  内部培训课件  未经讲师授权严禁用于商业活动



公司阿米巴组织架构

董事长

总经理

总经办

财务部 质量部运营部 人力资源部

管理部

人事部

Xx产品市场一部

Xx产品研发一部

Xx产品生产一部

Xx产品市场二部

Xx产品研发二部

Xx产品生产二部

Xx产品市场三部

Xx产品研发三部

Xx产品生产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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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企业组织和阿米巴组织各自优缺点

传统组织 阿米巴组织

基于客户和价值流的整合
传统组织按职能划分: 专业化

事业部制有完整的产供销,但资源分散

阿米巴组织是最小的班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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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组织&阿米巴组织特点
传统组织  阿米巴组织

接受上级指派任务

向公司(老板)绩效

重结果轻过程

各单位的盈利状况模糊

人才的全局观欠缺

组织模块僵化,缺乏灵活性

市场客户需求

向市场客户

重过程分析和改善

核算清楚

通盘考虑

依据市场变化而变化–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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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划分的第一阶段:事业部制

  按产品,按地区,按顾客等来划分

  经营自主权,利润中心

  独立核算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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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米巴组织建立阶段的思路和方法

一级阿米巴

二级阿米巴

生产单元

市场单元

研发单元

产品/营销事业部制

支持服务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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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米巴组织的优点
 全员参与到经营活动中,能激发员工主动精神

考核员工贡献,培养员工目标意识 

高度的透明化经营

组织上下的平行整合

培养经营型人才

进行改善的工具及完整的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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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经理

　

常务副总经理

　 　　 　 　 　 　 　 　

　 　 　 　 　 　 　 　 　 　 　　 　 　　 　

行政部 财务部 运营部 人力资源部 销售部

　 　 　 　 　

行政助理
　 　 　 　

运营总监 人力资源总监 销售总监

会计 出纳
　 　 　 　

　 　 　 　
运营经理 人力资源主管 销售专员

保洁 宿管
　 　

　 　　 　 　 　 　 　 　　 　

运营主管 质检主管 人力资源专员 招聘专员

　 　

运营组长 质检

　

呼叫坐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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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经理

　

常务副总经理

　 　 　 　 　

　 　　 　 　　 　 　　 　 　　 　 　　

电商部 培训部 对外合作部

　 　 　

电商店长 培训经理
对外合作经

理

　 　 　

　 　　 　 　　
培训师

　 　　 　 　　 　 　 　 　 　　 　

平面设计 电商专员 网络咨询师 产品经理 接待 文案策划
对外合作专

员
平面设计

1. 找到内部的客户关系

2. 找到几个可以作为独立运营的部门

3. 找到内部可以作为独立运作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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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组织规划思考点
解决公司目前存在的什么问题

现有组织和流程变动是否最小,风险可控

组织变化需求的经营性人才量足够

变更后组织持续改善效果更好

组织变更后员工激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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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公司目前存在的什么问题

沟通不协调

执行不到位

员工积极性

组织则需要平行整合

组织需要纵向最小化

组织责权利需下放并平等

改善空间小 组织需要全员参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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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领导人的意愿(依据经营思路来) –注塑部

3. 寻找能最大限度激发组织活力的方式

4. 领导人的能力

-不同产品线(电池/电源)

1. 企业内部客户定义(组织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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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米巴组织划分

   职能部门                         经营单位划分依据

      营销部
         按照特点客户群分:青少年   白领阶层    中老年人
         依照产品种类分: 护发类    沐浴类    清洁衣物类
         按营销区域分:  华南区   华东区

   职能部门                          经营单位划分依据

    研发部          依研发产品类别分:  A Series     B sense

    生产部     根据工序分:   原料采购   来料加工   半品组立   成品包装

    职能部门        按照工作性质划分:   人力资源   财务   后勤 

Xxxx化妆品日用公司经营单位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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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变更造成本身业务熟练度和衔接度不畅

流程改变会增加执行人员工作失误和遗漏

变动的事项影响组织的运作效果

现有组织和0流程变动是否最小,风险可控

责权利变动造成领者思想的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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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米巴组织细分遵循的五个原则

 可以独立核算的单位

 能够独立开展业务的单位(买卖关系)

 能够执行公司经营目标

 管理成本不能太高(常见的管理幅度)

 具备经营性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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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变更造成本身业务熟练度和衔接度不畅

流程改变会增加执行人员工作失误和遗漏

变动的事项影响组织的运作效果

组织变化需求的经营性人才量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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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意愿调动起来

执行力度和改善效果明显

变更后组织持续改善更好
组织变更后员工激情提高

薪酬制度改变(依职能还是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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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导引
 走进阿米巴 

 阿米巴组织建设

 单位时间核算与经营会计

 阿米巴经营模式具体实施(步骤和落地)

 阿米巴经营模式下的考核与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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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赋予灵魂的工具系统才能促进哲学和经营理念的贯穿落地
（哲学共有）

通过简单量化数据分析经营问题,实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善!!!

资产、收益及现金流

从战略到战术落地

从战术到战斗落地

构建企业自己的阿米巴量化落地工具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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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会计/管理会计与经营会计的区别

1. 报表中数据来源分析

按照本企业经营
会计制度》进行
个性化整理

企业经
营原始
数据

国家统一《企
业会计准则》
进行整理

外部利益相
关者需要的<
财务会计报表>

企业经营决
策使用的<经
营会计报表>

企业管理决
策使用的《管
理会计报表》

不符合
“经营目的”

的第一次加工

数据被
再次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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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会计/管理会计与经营会计的区别

1. 目的性分析

目的分析 提高经营水平

财务会计 受国家会计法约束.其“财务会计信息”用于为投资
人、债权人、政府等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使用

十分有限

管理会计
起源于欧洲,上世纪50年代成型于美国.是以提高企业
经营效益为目的,通过对“财务会计信息”的二次加
工,为企业内部管理者提供“决策依据”

有一定的推动
作用

经营会计

上世纪70年代成型于:日本 直接以提升“企业效率、
收益性及成长性”为目的,并据此追求财务的安全、
稳定性而创造的一门“经营系统量化决策”的工具,
拥有一套更精确、有效的“企业数据获取系统”及分
析原理

有非常的针对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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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会计与财务管理会计区别
【经营会计】实践的基本逻辑

经 营 会 计

简 单 

反映实
际状况

 
及时性 

易理解,易运
用,易分析

报表是业务活
动的“直白呈
现”

及时掌握“经
营现场”的实
际问题

能力提升的乐
趣

对企业的认可

自我发现问题

主动改善

形成开放、竞
赛的企业氛围

业绩的持续提
升

以全员认同的经营理念为基础 实现高效、赋
予创新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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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会计数据背后的本质

透过简单的《经营会计损益表》，将经营的实际情况，看清、看透、看系统。

经
营
理
念

商品竞争力

业态竞争力

顾客把握竞争力

事业（SBU）竞争力

经营体制竞争力

经营要素竞争力
- 资金、人才、技术、品牌 等

企业文化竞争力

顾客需求的满足

顾客

× ×

×

× × ×

× ×

企业市场竞争力构造模型图

顾客顾客

商品·服务商品·服务商品·服务

生产·营销生产·营销生产·营销

SBU1 SBU2 SBU3

经营体制

业务体制

经营
要素

业务体制竞争力

销售额

变
动
费

科目1

科目2

科目3

……

边界利益

固
定
费

科目4

科目5

科目6

……

……

利润

投入人员数

人·月劳动生产力

《经营会计报表》-简化版（举例）

报表中的
每一个数
据都有特
定内涵

帕迪咨询  内部培训课件  未经讲师授权严禁用于商业活动



《内部交易会计报表》-简化版标准表  （举例）

销售额 费用 收益

      企业中高层能够看明白《财务会计报表》

的人员比例并不高，中基层员工更是少之又少。

因此，种种专业的解释难以让大家达成共识。

为了培养全体员工树立正确的“经营意识”，

【内部交易会计】的构造采用了比【经营会计】

更加通俗易懂的原理：

说明:《内部交易会计报表》即为阿米巴书中所述的《单位时间核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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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摊收支状况---简单的经营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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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时间效益核算制度

定义: 为实现“销售最大化,费用最小化”

这一经营原则,从销售额减去费用

后的“结算余额”除以劳动时间

主要在一个单位时间内阿米巴所创造的效益

帕迪咨询  内部培训课件  未经讲师授权严禁用于商业活动



单位时间效益=(销售额-采购额-费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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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单位时间效益的方法

1. 提高销售额

2. 减少费用支出

3. 提高附加值

4. 缩短劳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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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米巴单位时间效益核算表

   项目 单位  金额 计算公式 其它名称 实际含义

产值 元 7,000,000 总出货 本阿米巴单元总产值

国内出货 元 3,500,000 B 对公司外部的市场销售

公司内销 元 2,500,000 C 对公司内部客户的销售

公司外销 元 1,000,000 D 对公司上道工序的采购

净产值 元 ？？ 生产实绩 本阿米巴单元对产品增值部分

扣除额 元 3,000,000 F 本阿米巴单元内部成本(除人工费)

材料费用 元 1,000,000

外协加工费 元 500,000

其它费用 元 1,500,000

附加价值 元 ?? 销售扣除 本阿米巴单元创造的价值

总时间 小时 4,000 H

单位时间效益 元/时 ？？ 员工投入产出效率

工资总额 元 1,200,000

利润 元 ？？ 效益 本阿米巴为公司产生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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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型阿米巴单位时间效益核算表: 采用代理提成方式

销售额(万元)                                                                   1050                                                               

总收益(万元)按销售额的10%提成                                                                       105       
费用合计(万元)                                                                                                   34

     电话费                                                                                                                                                     4           

     销售手续费                                                                                                                                               3        

     差旅费                                                                                                                                                     6

     广告费                                                                                                                                                    1

     招待费                                                                                                                                                                                        2

     租赁费                                                                                                                                                                                        3

                                                                          。。。。

     分摊费用                                                                                                                                                  3

结算收益(万元)                                                                                                                       ??

总时间(H)                                                                                                                            ??

    正常出勤工时                                                                                                                   800                  

    加班工时                                                                                                                         100

    部门内公共工时                                                                                                                100

当月单位时间效益(元/时)                                                                                                        ?？

工资总额(万元)                                                                                                                      30

利润(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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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时间核算制的出货/采购和库存管理

 出货完成则视为销售,内部可以依据出货单等票据

   等同于现金结算

 购入视为费用发生,而不是使用时才确认费用

 只要是当期采购花费,则计入采购费用,以防过量采购

 上道工序的产品不能视为半成品,而是采购产品,上道

   工序的成本不计入本阿米巴单元成本

 采购费用计入当期费用,原则上不做半成品库存盘点

 现场现物,鼓励干部亲自到现场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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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是经营之本

1.每个阿米巴都是一个利润中心

2.领导者肩负着决定各自阿米巴存亡的使命

3.经营上的差距最终反映到业绩上

4.定价必须符合交易双方的意愿

5.阿米巴上级领导要引导双方达成一致
帕迪咨询  内部培训课件  未经讲师授权严禁用于商业活动



定价法一: 阿米巴模式的售价还原法

市场决定价格,价格决定成本.

成本=售价-利润

含义是：
公司的目标利润是20元,现在商品售价是100元,目标成本就是
80元.如果市场售价降至90元,但目标利润仍是20元,因此必须
加倍努力将目标成本降到70元.这种以营利为目标来设定目标

成本的思想方式,就称之为“利润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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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法二: 阿米巴模式的成本法

阿米巴单元之间如何定价– 从内往外推

售价=利润+成本

含义是：
生产的成本是100元,利润定为成本的20%,即20元,售价就定为120元.
此种思想称之为“成本主义”.这种产品大都属于独占性的商品,
消费者没有选择的余地,要不要随您变,也就是所谓的卖方市场,这种
市场未来将越来越小.
利润=售价-成本的含义是：
商品的售价是100元,现在的成本是90元,那么利润就是10元.售价若
降低至95元,成本仍是90元,或也降低到88元,利润也就跟着降低.利
润取决于市场价的高低.此种思想方式称之为“售价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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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法三: 阿米巴模式的价值分成法

来源于市场,来源于合作项目

帕迪咨询  内部培训课件  未经讲师授权严禁用于商业活动



销售佣金率

参照社会经营
单位收费方法

采购佣金率,成本
下降,佣金提高

费用下降的比例

内部交易规则关注点

1.外部市场定价

2.谁使用,谁担当

1.材料成本下降的费
 用作为采购绩效

2.品质损耗率下降/交
期及时率提升作为
绩效考量

1.销售费用的降低

2.仓库的库存周转率

3.呆滞库存和呆滞料

1.同期费用比例下降

2.同年度预算比下降

3.经营单位自身费用比下降

依项目管理目标值
及完成的难度系数

1.项目进度的验收标准

2.费用的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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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导引
 走进阿米巴 

 阿米巴组织建设

 单位时间核算与经营会计

 阿米巴经营模式具体实施(步骤和落地)

 阿米巴经营模式下的考核与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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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开阿米巴推行的常见误区

1. 重方法论，忽视哲学、理念、原理 --- 道的指引

2. 空谈哲学,理念没有工具无法落地 ---  术的支撑

3. 拿部门做试验,而忽视从高层开始 --- 焦点总被关注

5. 重阿米巴核算体制忽视策略 ---  为经营服务

6. 重数据忽视数据的预防管理 ---现场改善预防

7. 重视“京瓷”,忽视 “企业自己”--- 土壤的作用

8. 照搬“京瓷”哲学及十二条推行阿米巴方法 —同7

4. 直接细分到“CELL阿米巴”予以推行--- 循序渐进

具

体

事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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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改善

(PDCA)
整体
局部

竞争
合作

阿米巴推行成功的三大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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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 找对人,做对事 --- 建立互信

调研(企业班组经营状况/员工意见) –找心声

理念培训(a. 管理层; b. 基层干部) – 大同思想     

户外拓展 (团队建设) —言行一致 

理论培训(a. 管理层; b. 基层干部 ) -- 共同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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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集团主席马云：

因为信任,所以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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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人的思想和行为

需求 行为动机
需求
满足

新的需求

激
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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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 建立和健全数据系统 --- 用统一的数据说话

从财务数据中找出对应管理数据

逐级公开企业的财务数据,让各阿米巴分析改善

阿米巴组织 之间费用核算和转嫁

费用类别和明细统一详实 

经营报表的设计和培训

经营目标制定及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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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 
374,883
5.21%
(AP:4.69%)

Tool &Fixture
28,719
0.4%
(AP:0.13%)

結匯手續費
37,074
0.52%
(AP:0.32%)

Subcontract fee
40,977
0.57%
( AP:0.64%)

Unit: KNT$

DL Loss
13,874
0.19%
(AP:0.05%)

水電費
71,884
1.0%
(AP:1.05%)

IDL Salary
37,928
0.53%
(AP:0.85%)

DL
88,615
1.24%
(AP:0.87%)

Mfg. Cost
463,448
6.45%
(AP:5.56%)

Others
23,926
0.43%
(AP:0.45%)

廠務&折舊
5,832
0.08%
(AP: 1.2%)

Y7: B/I Reduction

Y1: Subcontract 
      fee reduction
Y2: Improve Program Path
Y3: Reduce Spare Part Cost 

Y4: Scrap fixture & tool recycling
Y5: B/I fixture optimization
Y6: Tool exhaustion reduction by unifying

Elect_MFG
45,891
0.73%

Elect_Common
18,668
0. 25%

Y10: 靜電裝備費用降低

Y9: 電話費用降低Y11: O/T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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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费用分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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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XX K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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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费用追踪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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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三嗪单批成本核算表

扩环批号：S151011008批 烷化批号：006批 折百三嗪： 711.48 三嗪产量： 726

成本构成要素 名称 投料数量 实际单耗
2015年二季度指标

（Kg/吨）
预算单价（元/Kg） 目标成本（元/吨） 实际成本 超降额 超降率%

主材

噁酮 565.19 794.4 715.9 24.08 17240.9 19130.8 1889.9 11.0 

丙酮 3390 405.0 355.0 7.75 2750.1 3137.4 387.3 14.1 

氯丙酮 529 743.5 682.4 20.63 14077.5 15338.4 1260.9 9.0 

纯碱 850 1194.7 1079.5 1.29 1395.8 1544.7 148.9 10.7 

100%水合肼 345 484.9 435.2 17.02 7406.0 8251.3 845.3 11.4 

95%乙醇 810 1138.5 1002.7 6.12 6136.8 6967.5 830.8 13.5 

合计 　 　 　 　 　 49006.9 54370.0 5363.2 10.9 

扩环批号：S1511009批 烷化批号：007批 折百三嗪： 774.69 　 三嗪产量： 790.5

成本构成要素 名称 投料数量 实际单耗
2015年二季度指标

（Kg/吨）
预算单价（元/Kg） 目标成本（元/吨） 实际成本 超降额 超降率%

主材

噁酮 545.57 704.2 715.9 24.08 17240.9 16959.9 -280.9 -1.6 

丙酮 3390 372.0 355.0 7.75 2750.1 2881.4 131.3 4.8 

氯丙酮 510 658.3 682.4 20.63 14077.5 13580.9 -496.6 -3.5 

纯碱 850 1097.2 1079.5 1.29 1395.8 1418.6 22.8 1.6 

100%水合肼 315 406.6 435.2 17.02 7406.0 6919.1 -486.9 -6.6 

95%乙醇 810 1045.6 1002.7 6.12 6136.8 6399.0 262.3 4.3 

合计 　 　 　 　 　 49006.9 48158.9 -847.9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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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算最基本要求

定义: 为实现“销售最大化,费用最小化”

这一经营原则,从销售额减去费用

后的“结算余额”除以劳动时间

主要在一个单位时间内阿米巴所创造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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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 阿米巴组织的运行

依据公司运作需求确立阿米巴组织并任命授权

阿米巴经营者的计划和实施方案确定

责任和权力的确定及规范

经营结果检讨的方式和频率

经营结果的奖惩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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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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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基层干部责权利

1. 用人的权力

2. 关于奖惩的权力

3. 物质分配的权力

4. 工作现场决策的权力

5. 一线资源调配权力

6. 部门日常经营管理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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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米巴实施从授权开始
以下哪些是真正的授权?

1. 让员工参加高层的决策会议

5. 让部门经理制定工作计划

3. 员工座谈会上让员工提出改善建议到决策层

4. 生产组长自行安排自己的生产任务和机型

2. 产线员工表现优秀,主管开出奖励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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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经营体的工作流

-- 经营计划

-- 经营分析会

管理闭循环—持续改善

经营体为虚拟事业部,承担公司战略目标和业绩落地的重任,需要构建基于PDCA

闭循环的工作流,使得经营体模式可持续,复制

经营体成立 -- 目标执行

-- 经营体绩效结算

P D

C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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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 阿米巴经营持续改善

经营数据的差异找寻

短期和长期对策的检讨实施 --- 8D / PM / DOE

数据背后的问题阐述

标准化作业和流程的完善— QCC/6Ø/TPM

全员参与改善活动— 金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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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会议

经营会议

指标达成状况分析

临时对策

永久方案

经营结果通报

次月经营计划

重点推进事项

 问题处理

经营结果通报

报表审查和核对

人员和组织表彰

经营成果汇报

组织运行检讨(流程/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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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度经营会议:
类 别   指 标

   目    标
相关说明

  
 备注Goal Actual

经
营
指
标

销售额

材料费用

单位时间效益

制造费用

净利润

管
理
指
标

生产效率

直通率

计划达成率

二.差异分析

一.指标达成状况

三.改善措施和下月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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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x网店经营报告

类   别 关键指标
目 标

差异说明Goal Act
经

营

指

标

销售额 500 400 春节点击率和转化率下降6%
材料费用 250 200 包装费增加5-10%
费  用 100 100 物流费/推广费因新品上市、

春节原因费用上升10%
单位时间效益 1000 1000
净利润 150 100

改善对策:
1.引入申通,解决效率和成本,使费用从5元减到4元
2.新品推广,导入淘金客,降低PPC从10%降到8%
3.挖掘同质材料,竞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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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经营体概况表
                            经  营  体  概  况
   经营体名称   XX产品线经营体   经营体编号        002

    负责人      张 三   经营体成员数         45

  经营体注册日    2013年x月x日

       项   目     客户名称 收入计算公式    数据来源

经营收入

费用

工作时间

单位时间效益

利润

工资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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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才

有德无才

无德无才

有德有才

无德有才

正直

价值观 ??

D5 经营性人才的选择和培养

人会随着时间和环境的变化而改变

始终保持优秀的人格比较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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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米巴负责人基本素质

除了责任感,执行力以外,还需要：

1. 外界环境的感知能力-- 经营性

2. 令人折服的远见和目标意识--自主性

3. 阿米巴团队的感召力--  实现全员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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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招式反复练就是绝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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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改变世界相比,

改变自己更困难

南非前总统逊·纳尔曼德拉

时刻想到改变自己---正确的价值观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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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习惯

改变什么?
源于性格

源于行为

源于观念(思想)

命     运

源于心态(认知)
源于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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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习惯

故事:父子砍柴
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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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观念

我想来想去,比来比去,海尔最成

功的经验,四个字,观念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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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心态

正确
积极
向上
心态
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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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贤们做人的道理

怎样改变和提升

坚持不断的学习

坚持不断反省自己的思想和行为

学以致用,从知到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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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方程式

人生·工作结果 = 思维方式x 热情 x 能力

2700 结果 = 思维方式x  30   x  90

5400 结果 = 思维方式x  90   x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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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导引
 走进阿米巴 

 阿米巴组织建设

 单位时间核算与经营会计

 阿米巴经营模式具体实施(步骤和落地)

 阿米巴经营模式下的考核与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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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米巴单元考核

阿米巴经营不仅考核每个阿米巴的领导人,

而且考核到每个阿米巴人员每小时产生的

附加值.这样就可以真正落实“全员参与”

的方针,就是发挥企业每一位员工的积极性

和潜在的创造力,把企业经营的有声有色
-----稻盛和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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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管理

选对人

留人

励人

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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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名,求利,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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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追求全体员工物质和精神

京瓷公司

两方面幸福的同时,为人类

社会进步发展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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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结果(含经营成果)与员工发展挂钩

 淘汰不是目的,企业谋求发展的同时,也要
致力于员工素质的提升,能力的培养

中坚力量: 进入下一个发展机会(上升空间)

超级明星: 多方向快速提升(轮岗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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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体系一:建立双轨绩效机制

经营目标与管理目标并重

员工收入= 固定工资+ 绩效奖金

从阿米巴经营盈利状况提取一定比例,作

为绩效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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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体系二:体现员工进步的分配模式

 阿米巴单元员工的收入 =阿米巴员工创造

的收益 – 公司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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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体系三:体现自主经营的分配模式

 阿米巴单元员工的收入 =阿米巴单元创造

的收益 – 上交公司的固定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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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体系四:注重精神鼓励与长期激励的模式

特点:

1. 需要强大的文化导向(归属感)

2. 要求员工甚至社会对企业忠诚度高,最好
是终身雇佣制度.(精英留才计划)

3. 需要长期的物质报酬作补充,如晋升,年
功序列制等等(房/车/股份/俱乐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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亏
损

当地最低工资

保
本

月薪

达
标 月薪+费用

提
成

月薪+费用+季奖

分
享

月薪+费用+季奖+大奖

海尔温度计管理绩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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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阿米巴效益和个人收入分配问题

 阿米巴效益是否和个人挂钩

 阿米巴效益是否就是阿米巴经营者个人收入

 阿米巴效益核算后,是否立刻进行个人收入分配

 固定工资列入成本和不列入成本,对收入分配
 有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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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制度制定基本参考原则

3.不同贡献者的差异激励 – 员工70%

1.经营目标制定的原则 –改善30%

2.公司的推行的决心–40%

4.落后组织的人员鞭策和整合– 10%

5.激励制度的分段– 50%-30%-20%

6.股权激励/分红激励/基金提取–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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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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