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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面预算管理,可以提升国有企业的管理能力与整体运作效能,从而增强国有企业的核心竞争
力。然而,在实施全面预算管理的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因为我国对全面预算管理的探索还
不够深入,国有企业在实施全面预算管理时没有明确全面预算管理的目标。基于此,需要充分认识全面预
算管理制度的优势,全面分析当前我国国有企业实施全面预算管理面临的问题,并根据相关理论探索提
高国有企业全面预算管理质量的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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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prehensive budget management can improve the management ability and overall operation
efficiency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ereby enhancing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ing comprehensive budget managemen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mainly because the exploration of comprehensive budget management in our country is not deep enough, and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do not have a clear goal of comprehensive budget management when implementing
comprehensive budget management. Based on this, it is necessary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advantages of the
comprehensive budget management system, comprehensively analyze the current problems faced by my
country'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implementing comprehensive budget management, and explore effective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comprehensive budget management according to
relevant the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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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预算管理是一个完整的管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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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考虑耗费和开支标准,清除一切不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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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情况,充足融合企业的短期内和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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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依 照 明 确 目 标 开 展 全 面 预 算
管理
发展战略是国有企业的总体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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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执行部门开展表述。

提升全面预算执行的幅度和质量,有益

理的过程中,必须把发展战略作为重要
目标,确保预算管理的重点和实际方向

3.5加强全面预算执行力度与质量

于推动国有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的提升

[1]包国俊.企业的全面预算存在的

与国有企业的实际发展战略相适应,才

国有制企业在执行全方位预算管理

能够确保企业的预算执行情况对国有企

方法中存有一些问题。要加强执行全方

问题及措施分析[J].纳税,2021,(22):165

业战略目标的实现和预算管理的长短期

位预算管理方法和品牌提高。从预算控

-166.

计划发挥其积极作用。只有把发展战略

制和预算调节2个层面,加强事先、事中、

作为全面预算管理时期的重要目标,才

过后的多方位预算控制,有益于完成企

中 存 在 的 问 题 及 对 策 [J]. 全 国 流 通 经

能够更加积极地突出全面预算管理国有

业的整体预算总体目标和发展战略。通

济,2021,(19):84-86.

企业战略目标发挥决定性作用。

过优化预算执行报告制度,将预算管理

[3]单成伟.制造企业全面预算管理

目标分解为每月要实现的目标,细化为

的困境与对策研究[J].纳税,2021,(19):147

具体项目。按照权责利相结合为主要分

-148.

3.4加强建立其他部门参与全面预
算管理的沟通机制

[2]王玉荣.探讨企业全面预算管理

全面预算管理不能仅仅依靠预算管

配原则,将预算目标细化分解后落实到

[4]何文霞.企业全面预算管理的困

理部门的力量,还需要企业其他部门积

具体执行单位,准确反映执行中的偏差

境及对策探讨[J].财富生活,2021,(12):44

极参与其中,并与预算部门进行良好的

等问题,有效实现全面预算管理中成本

-45.

106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