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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会计师专业能力认证项目考试大纲要点 

——《经营分析》 

 

第一章  经营分析概论 

第一节  经营分析的价值与内涵 

一、经营分析的价值 

二、经营分析的内涵 

三、经营分析的特点 

第二节  经营分析的目标和类型 

一、经营分析的目标 

（一）为经营决策提供信息依据 

（二）为实时监控提供指标依据 

（三）为业绩评价提供客观依据 

二、经营分析的内容 

（一）宏观环境分析内容 

1.政治法律环境（Political Factors） 

2.经济环境（Economic Factors） 

3.社会文化环境 （Sociocultural Factors） 

4.技术环境（Technological Factors）  

（二）中观行业分析内容 

1.行业基本特征分析 

2.行业竞争特征分析 

3.行业经济周期特征分析 

4.行业要素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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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行业重要性分析 

（三）微观企业竞争战略分析 

三、经营分析的类型 

（一）责任中心的类型及划分依据 

（二）经营分析的类型划分 

1.成本中心经营分析 

2.收入中心经营分析 

3.利润中心经营分析 

4.投资中心经营分析 

第三节  经营分析的标准和框架 

一、经营分析的原则 

（一）共性与个性相结合 

（二）动态与静态相结合 

（三）财务与非财务相结合 

（四）定量与定性相结合 

（五）成本与效益相比较 

二、经营分析的标准 

（一）经验标准 

（二）历史标准 

（三）行业标准 

（四）预测标准 

三、经营分析的框架 

（一）经营环境分析 

（二）数据质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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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指标分析 

（四）经营前景分析 

四、经营分析的步骤 

（一）计量经营成果   

（二）寻找不利偏差 

（三）分析偏差原因 

（四）提出管理建议 

第二章  经营分析的依据基础（上） 

第一节  战略管理 

二、战略实施流程 

（一）事前预算管理 

（二）事中经营分析 

（三）事后绩效考核与激励 

五、战略分析工具 

（三）微观竞争战略分析的方法 

1.SWOT分析 

2.波士顿矩阵分析 

第二节  预算管理 

一、预算管理价值 

（一）全面预算体系 

三、预算管理方法 

（一）预算编制方法 

（二）预算控制的方法 

1.预算授权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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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预算审核控制 

3.预算例会控制 

4.预算报告控制 

5.预算调整控制 

第三节  绩效管理 

一、绩效管理组织 

二、绩效管理的程序 

三、绩效管理工具方法 

（一）关键业绩指标法 

2.关键业绩指标法的程序 

（二）平衡记分卡法 

1.平衡计分卡的内容 

（三）经济增加值（EVA）法 

1.EVA的内涵及计算 

第三章  经营分析依据基础（下） 

第二节  资产负债表结构与内容 

二、资产负债表的内容 

（一）资产类项目 

1.流动资产 

2.非流动资产 

（二）负债类项目 

1.流动负债 

2.非流动负债 

（三）股东权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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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资产负债表的作用 

（一）揭示经济资源总量及其分布形态 

（二）反映企业资金来源及其构成情况 

（三）获取企业资产流动性水平信息 

（四）提供分析企业偿债能力的信息 

第三节  利润表结构与内容 

二、利润表的内容 

（一）营业利润 

（二）利润总额 

（三）净利润 

（四）其他综合收益和综合收益总额 

（五）每股收益 

三、利润表的作用 

（一）揭示企业经营成果 

（二）反映企业盈利能力 

（三）有助于分析企业偿债能力 

（四）有助于企业进行科学经营管理 

（五）有助于考核评价经营者的经营业绩 

第四节  现金流量表结构与内容 

二、现金流量表的内容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四）现金流量表与利润表的综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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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金流量表的作用 

（一）提供了企业资金来源与运用的信息 

（二）提供了企业现金增减变动原因的信息 

（三）提供了分析企业总体财务状况的信息 

（四）提供了分析企业盈利质量的信息 

第五节  股东权益变动表结构与内容 

二、股东权益变动表的内容 

三、股东权益变动表的作用 

（一）揭示了所有者权益变动的原因 

（二）反映了股东权益内部结构的变动 

（三）提供了判断企业真实业绩的信息 

第四章  经营分析的基本方法 

第一节  水平分析法 

一、水平分析法的定义 

（一）与本企业的历史数据相比较 

（二）与本企业的预测目标比较 

（三）与同行业数据相比较 

二、水平分析法的原理 

三、水平分析法的应用 

第二节  结构分析法 

一、结构分析法的定义 

二、结构分析法的原理 

三、结构分析法的应用 

（一）总体基础的唯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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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析角度的多维性 

（三）项目数据的可比性 

第三节  趋势分析法 

一、趋势分析法的定义 

二、趋势分析法的原理 

二、趋势分析法的应用 

第四节  比率分析法 

一、比率分析法的定义 

二、比率分析法的原理 

三、比率分析法的应用 

第五节  因素分析法 

一、因素分析法的定义 

二、因素分析法的原理 

（一）连环替代法 

（二）差额计算法 

三、因素分析法的应用 

应用连环替代法时必须注意以下四点： 

（1）因果关系 

（2）“变”与“不变” 

（3）先后有序 

（4）环环相扣 

第六节  综合分析法 

一、综合分析法的定义 

二、综合分析法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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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综合分析法的应用 

第五章  成本中心的经营分析 

第一节  成本差异分析 

三、成本费用指标的计算与分析 

（一）营业成本降低率 

（二）期间费用降低率 

（三）营业收入成本率 

（四）成本费用利润率 

第二节  营运效率的分析 

三、存货营运效率分析 

（一）存货占用分析 

1.存货占总资产比重分析 

2.存货与销售收入增长速度比较分析 

3.存货可销情况分析 

1.库存可销天数 

2.存货未来持有天数 

（二）存货结构分析 

（三）存货周转率分析 

（四）存货库龄分析 

（五）存货跌价准备分析 

四、固定资产营运效率分析  

（一）固定资产成新率分析 

（二）固定资产产值利用率分析 

（三）固定资产周转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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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营运资金分析 

一、应付账款周转率的计算与分析 

二、应付账款账龄分析 

三、现金转化周期 

四、类金融模式 

第六章  收入中心经营分析 

第一节  收入中心的分析思路 

第二节  收入规模与速度分析 

一、直接影响因素分析——销售价格和销售量分析 

二、间接影响因素分析——产品、区域和渠道分析 

1.产品分析 

2.区域分析 

3.渠道分析 

第三节  收入效率与质量分析 

一、收入效率分析 

（一）毛利率分析 

1.产品生产成本总额分析 

2.产品单位成本分析 

3.成本项目分析 

（二）收入费用率分析 

1.费用的增长超过收入的增长 

2.费用的减少慢于收入的减少 

3.收入费用率低于行业内其他企业 

（三）人工效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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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入质量分析 

（1）收入的成长性和波动性 

（2）收入的现金保障性 

（3）收入结构 

第七章  利润中心经营分析 

第一节  管理利润表分析 

一、管理利润表分析价值 

（一）反映对象和服务主题不同 

（二）涵盖内容和计算口径不同 

（三）地位和科目设置不同 

二、管理利润表分析编制原理 

（一）在传统利润表基础上进行改造 

（二）营业收入的深度解析 

（二）营业成本与毛利的深度解析 

（三）期间费用深度解析 

1.费用构成分析 

（1）按照资源消耗属性分类 

（2）按照消耗资源的目的分类 

2.费用的成本性态分析 

3.专项费用分析 

（四）经营利润深度分析 

三、管理利润表分析实际应用 

第八章  投资中心经营分析 

第一节  公司价值三维框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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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价值三维平衡框架 

二、盈利分析 

（一）收入利润率 

1.毛利率 

2.销售净利率 

（二）投入产出率 

1.总资产报酬率 

2.净资产收益率 

三、增长分析 

（一）股东权益增长率计算与分析 

1. 股东权益增长率内涵和计算 

2. 股东权益增长率分析 

（二）资产增长率计算与分析 

1. 资产增长率内涵和计算 

2. 资产增长率分析 

（三）销售增长率的计算与分析 

1. 销售增长率的内涵和计算 

2. 销售增长率分析 

（四）利润增长率计算与分析 

1. 利润增长率内涵和计算 

2. 利润增长率分析 

四、风险分析 

（一）短期偿债能力比率的计算与分析 

1.营运资金的计算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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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流动比率的计算与分析 

3.速动比率的计算与分析 

4.现金比率的计算与分析 

5.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和现金比率之间的关系 

（二）财务风险与长期偿债能力分析 

1.利息保障倍数的计算与分析 

2.资产负债率的计算与分析 

3.所有者权益比率的计算与分析 

4.产权比率的计算与分析 

第二节  杜邦分析法 

一、杜邦分析法的原理 

二、杜邦分析法的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