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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

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标准起草单位：湖南中德安普大数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湖南华菱钢铁股

份有限公司、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五矿有色金属控股有限公司、湖南路桥建

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讯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湖南世纪财富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市商业会计

学会、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湖南科技职业学院、湖南劳动人事职业学院、湖

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湖南财

经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湖南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益

阳职业技术学院、安徽工商职业学院、咸宁职业技术学院、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石家庄财经职业学院、广西财经学院、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无锡

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四川现代职业学院、云南财经职业学院、江西财经职业学院。

本标准起草人：谭秋云、刘志娟、桂兹军、文仕秋、肖骥、杜毅刚、郭立华、

谢志华、刘洋、沈北平、谭文、罗先进、何万能、汪清明、杨智慧、邹德军、朱

开悉、龚光明、舒文存、李春友、李平、田梦飞、袁美、陈东升、涂君。

声明：本标准的知识产权归属于湖南中德安普大数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未

经湖南中德安普大数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同意，不得印刷、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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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业财税融合成本管控职业技能等级对应的工作领域、工作任务

及职业技能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业财税融合成本管控职业技能培训、考核与评价，相关用人单

位的人员聘用、培训与考核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

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

《企业会计准则》

《公司财务通则》

《中等职业学校会计专业教学标准(试行)》

《中等职业学校会计电算化专业教学标准( 试行)》

《高等职业学校财务管理专业教学标准》

《高等职业学校会计专业教学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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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和定义

国家、行业标准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业财税融合 Industry,finance and taxation integration

是对生产经营活动作业环境的内外兼顾、全局统筹，以合理合法有效配置市

场资源为手段，以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为目标，以业务、财务、税务有机融合为

原则，根据财务前置，风险管控，确保企业健康有序持续经营的一种管理方法。

3.2 成本管控 Cost control

是管控主体运用各种方法和手段，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地对不同的主体

和对象的成本（投入）进行全方位、全过程的管理控制，以实现成本（投入）资

源价值最大化的管理活动。

3.3 数据处理 Data processing

数据操作的系统执行。

[GB/T5271.1-2000，定义 01.01.06]

3.4 数据分析 Data analysis

用适当的统计分析方法对收集来的大量数据进行分析，提取有用信息和形成

结论而对数据加以详细研究和概括总结的过程。

3.5 数据可视化 Data visualization

利用计算机图形学和图像处理技术，将数据转换成图形或图像在屏幕上显示

出来，并进行交互处理的理论、方法和技术。

4 适用院校专业

4.1 参照原版专业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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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职业学校：会计、会计电算化、金融事务、商品经营、市场营销、统计

事务、电子商务、国际商务等专业。

高等职业学院：财务管理、会计、审计、会计信息管理、信息统计与分析、

统计与会计核算、工商企业管理、商务管理、市场管理与服务、市场营销、电子

商务、物流管理等专业。

应用型本科院校：财务管理、会计学、审计学、金融学、市场营销、工商管

理、国际商务、工程造价等专业。

4.2 参照新版职业教育专业目录

中等职业学校：会计事务、纳税事务、金融事务、统计事务、跨境电子商务、

移动商务、网络营销、连锁经营与管理、物流服务与管理、房地产营销、市场营

销、电子商务、国际商务专业。

高等职业学院：大数据与会计、大数据与财务管理、大数据与审计、会计信

息管理、财税大数据应用、统计与大数据分析、统计与会计核算、国际经济与贸

易、国际商务、工商企业管理、商务管理、中小企业创业与经营、市场营销、连

锁经营与管理、电子商务、跨境电子商务、移动商务、网络营销与直播电商、商

务数据分析与应用、现代物流管理、工程物流管理、采购与供应管理、资产评估

与管理、政府采购管理、金融服务与管理、国际金融、证券实务、信用管理专业。

应用型本科学校：会计学、税收学、财务管理、审计学、金融学、供应链管

理、物流工程、跨境电子商务、酒店管理、市场营销教育、人力资源管理、财政

学、市场营销、工商管理、国际商务、工程造价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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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职业教育本科学校：大数据与会计、大数据与财务管理、大数据与审计、

财税大数据应用、金融管理、金融科技应用、保险、信用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

企业数字化管理、市场营销、电子商务、跨境电子商务、现代物流管理专业。

5 面向职业岗位（群）

【业财税融合成本管控岗位】（初级）：

主要面向企业成本核算岗位（群），筹资业务核算、采购业务核算、存货成

本核算、生产业务核算、销售业务核算和费用成本核算等岗位。

【业财税融合成本管控岗位】（中级）：

主要面向企业成本分析岗位或项目成本分析岗位（群），筹资成本分析、采

购成本分析、存货成本分析、生产成本分析、销售成本分析和管理成本分析等岗

位。

【业财税融合成本管控岗位】（高级）：

主要面向企业事业单位财务工作成本决策管理岗位（群），流程管控、信用

管控、预算管控、决策管控、业绩考核评价和风险预警管控等岗位。

6 职业技能要求

6.1 职业技能等级划分

业财税融合成本管控职业技能等级分为三个等级：初级、中级、高级，三个

级别依次递进，高级别涵盖低级别职业技能要求。

【业财税融合成本管控】（初级）：主要面向企业成本核算岗位（群），筹

资成本核算、采购成本核算、存货成本核算、生产成本核算、销售成本及相关费

用核算等岗位。从事筹资成本核算工作、采购成本核算工作、存货成本核算工作、

生产成本核算工作和销售成本及相关费用核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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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财税融合成本管控】（中级）：主要面向企业成本分析岗位或项目成本

分析岗位（群），筹资成本分析、采购成本分析、存货成本分析、生产成本分析、

销售成本及相关费用分析等岗位。能利用大数据技术抓取相关数据并进行数据处

理分析，从事筹资成本分析、采购成本分析、销售成本和管理成本分析，能全面

参与目标成本管控与分析、标准成本管控与分析等工作。

【业财税融合成本管控】（高级）：主要面向企业事业单位财务工作成本决

策管理岗位（群），流程管控、信用管控、预算管控、决策管控、业绩考核评价、

风险预警管控等岗位。能利用大数据技术抓取相关数据并进行数据处理和数据可

视化展示，从事业务流程管理制度的制定，信用管理制度的制定、全面预算管理

制度的制定和财务管理制度的制定等，精通预算管控、成本预算和决策、经营决

策及风险预警管控、责任成本与业绩评价等工作。

6.2 职业技能等级要求描述

表 1 业财税融合成本管控职业技能等级要求（初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筹资业务核

算

1.1 借款成本核

算

1.1.1能根据国家金融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完整

准备好银行借款业务必备的相关资料。

1.1.2能根据国家金融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及业务流程

要求，正确计算借款前期成本费用。

1.1.3能根据国家金融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及业务流程

要求，正确办理借款业务，正确计算借款利息和对借款

业务进行会计处理。

1.2 债券成本核

算

1.2.1能根据国家金融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完整

准备好债券筹资业务必备的相关材料。

1.2.2能根据国家金融政策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业务流程

要求，正确计算债券发行前期成本费用。

1.2.3能根据国家金融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及业务流程

要求，正确计算不同类型债券利息和债券发行成本费

用，并进行会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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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3 权益成本核

算

1.3.1能根据国家金融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完整

准备好权益筹资业务必备的相关材料。

1.3.2能根据国家金融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及业务流程

要求，正确计算股票发行前期成本费用。

1.3.3能根据国家金融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及业务流程

要求，正确计算股票发行成本费用，并进行会计处理。

2.采购业务核

算

2.1 供应商信用

调研

2.1.1 能利用大数据技术抓取相关数据，根据商品质量、

服务、价格、企业综合实力和信誉等多个维度，科学建

立供应商准入档案。

2.1.2 参与供应商信用调研，能根据供应商等级评价标

准，对供应商进行信用等级评定。

2.1.3 能根据采购商品或劳务的数量、质量和付款方式

等要素，定期或不定期对供应商进行筛选，向业务部门

推荐最优供应商。

2.2 商品价格调

研

2.2.1能利用大数据技术抓取相关数据，根据预算采购

价格、采购渠道、采购数量、交货期、付款方式和质量

等要素，编制价格比较清单。

2.2.2能根据企业自身的生产情况、库存情况和采购市

场环境，参与采购计划的制定,为业务部门提供指导建

议。

2.2.3能根据市场变化和企业生产情况，会同相关部门

参与采购计划调整，并提供指导建议。

2.3 采购付款核

算

2.3.1能根据原始单据，正确判断采购商品和材料的合

法性、合理性、真实性。

2.3.2能根据企业现金流现状和企业合同条款，正确计

算现金折扣。

2.3.3能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合同条款，合理确定采购

结算方式并进行付款结算。

2.3.4能根据合同、发票和结算单据等进行会计处理。

3.存货成本核

算

3.1 存货入库核

算

3.1.1能根据合同对商品或材料数量和质量要求，及时

监督验收入库。

3.1.2能根据购进存货的相关资料，正确计算存货的入

库成本。

3.1.3能根据存货资金占用利息、仓储费用、保险费用、

存货破损和变质损失，正确计算入库后的存货成本。

3.1.4能根据审核无误的相关单据进行会计处理。

3.2 发出存货核

算

3.2.1能根据生产部门和销售部门等存货发出情况，准

确编制发出存货单据。

3.2.2能根据原始凭证审核要求，及时准确审核发出存

货原始凭证的正确性、合法性、完整性和规范性。

3.2.3能根据企业确定的存货计价方法，正确计算发出

存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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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3.2.4能根据发出存货计算结果进行会计处理。

3.3 存货清查核

算

3.3.1能根据企业存货盘点要求，参与存货盘点，准确

编制存货盘点表。

3.3.2能根据审核无误的存货盘点表，编制存货盘点报

告，并进行会计处理。

3.3.3能根据市场价格变动情况及存货质量情况，按规

定计提减值准备并进行会计处理。

4.生产业务核

算

4.1 产品材料成

本核算

4.1.1能根据原始凭证，准确编制材料耗用汇总表。

4.1.2能根据定额耗用比例、产品重量比例、产品产量

比例和产品材料定额成本比例等方法对材料成本进行

分配，准确编制材料分配表。

4.1.3能根据材料分配表进行会计处理。

4.2 人工成本核

算

4.2.1能根据考勤表、产量记录表等资料，准确编制人

工费用汇总表。

4.2.2能根据实际情况选取计时工资或计件工资等方

法，准确进行薪资分配，并准确编制人工费用分配表。

4.2.3能根据人工费用分配表进行会计处理。

4.3 其他费用核

算

4.3.1能根据相关原始凭证，准确编制燃料动力汇总表。

4.3.2能根据机器工时等方法，准确编制燃料动力费用

分配表。

4.3.3能根据燃料动力费用分配表进行会计处理。

4.3.4能根据固定资产管理要求，正确采用会计准则规

定的折旧方法，计算折旧金额，编制固定资产折旧分配

表。

4.3.5能根据固定资产折旧分配表进行会计处理。

4.4 辅助生产成

本核算

4.4.1能根据辅助生产车间的原始费用单据，准确编制

辅助生产成本汇总表。

4.4.2能根据辅助生产成本汇总表提供的有关数据，采

用交互分配法、直接分配法和计划成本法等，进行辅助

生产成本分配，并编制辅助生产成本分配表。

4.4.3能根据辅助生产成本分配表进行会计处理。

4.5 制造费用核

算

4.5.1能根据制造费用的原始单据，编制制造费用汇总

表。

4.5.2能根据制造费用汇总表提供的有关数据，采用生

产工时比例法、机器工时比例法、生产工人比例法、直

接费用比例法和计划分配率分配法等方法，对制造费用

进行分配，并编制制造费用分配表。

4.5.3能根据制造费用分配表进行会计处理。

4.6 在产品和产

成品核算

4.6.1能根据产品成本明细账提供的有关数据，采用约

当产量法等方法，编制产品成本计算表。

4.6.2能根据完工产品成本汇总计算表，编制完工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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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成本计算单。

4.6.3能根据完工产品成本计算单进行会计处理。

4.7 产品成本计

算方法应用

4.7.1能根据品种法，计算产品成本并进行会计处理。

4.7.2能根据分批法，计算产品成本并进行会计处理。

4.7.3能根据分步法，计算产品成本并进行会计处理。

5.销售业务核

算

5.1 客户信用调

研

5.1.1能参与客户信用调研，参与客户信用调研表格设

计，利用大数据技术抓取相关数据，从业财税融合多维

度收集客户信息资料。

5.1.2能根据收集的客户信息，对客户按公司性质、信

用度、资产、合作时间、品牌和行业知名度等进行分类，

编制客户信用汇总表。

5.1.3能根据客户信用汇总表，利用大数据技术抓取相

关数据，进行信用等级评估。

5.1.4能根据信用等级评估结果，为业务部门提供赊销

策略建议。

5.2 商品价格确

定

5.2.1能利用大数据技术抓取相关数据，根据市场价格

变动情况，收集商品的最新信息，编制商品价格汇总表。

5.2.2能根据成本加成法、需求定价法和竞争定价法等，

利用大数据技术抓取相关数据，计算商品价格。

5.2.3能利用大数据技术抓取相关数据，根据生产情况、

库存情况和销售市场环境，参与销售价格的制定,为业

务部门提供商品销售价格指导建议。

5.3 销售收入核

算

5.3.1能根据合同内容审核收款金额、收款方式和客户

信息，及时进行收款结算和开具发票。

5.3.2能根据合同条款、发票和结算单据等，进行会计

处理。

5.3.3能根据回款情况，按规定计提坏账准备并进会计

处理。

5.4 销售成本核

算

5.4.1能根据企业财务管理规定和业务部门提供的相关

资料，运用先进先出法，编制商品（产品）销售成本表

并进行会计处理。

5.4.2能根据企业财务管理规定和业务部门提供的相关

资料，运用个别计价法，编制商品（产品）销售成本表

并进行会计处理。

5.4.3能根据企业财务管理规定和业务部门提供的相关

资料，运用月末一次加权平均法，编制商品（产品）销

售成本表并进行会计处理。

5.4.4能根据企业财务管理规定和业务部门提供的相关

资料，运用移动加权平均法，编制商品（产品）销售成

本表并进行会计处理。

6.费用成本核

算
6.1费用核算

6.1.1能根据企业对费用管理流程及规章制度的要求，

审核原始单据的正确性、合法性、完整性和合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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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6.1.2能根据企业会计核算管理要求，正确审核和计算

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

6.1.3能根据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的审核结

果进行会计处理。

6.2税费核算

6.2.1 能根据相关税收政策要求，正确计算增值税，并

进行会计处理。

6.2.2 能根据相关税收政策要求，正确计算消费税，并

进行会计处理。

6.2.3能根据相关政策法规，正确计算城建税、教育费

附加和地方教育费附加等相关税费，并进行会计处理。

6.2.4能根据相关税收政策要求，正确计算企业所得税，

并进行会计处理。

6.3 税务申报与

缴纳

6.3.1能根据当期增值税额的计算结果，完成申报及缴

纳并进行会计处理。

6.3.2能根据当期消费税额的计算结果，完成申报及缴

纳并进行会计处理。

6.3.3能根据当期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费附

加的计算结果，完成申报及缴纳并进行会计处理。

6.3.4能根据当期企业所得税额的计算结果，完成申报

及缴纳并进行会计处理。

表 2 业财税融合成本管控职业技能等级要求（中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筹资成本

分析

1.1 借款成本分

析

1.1.1能根据国家金融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及要求、结

合利率变动、信用风险、短期借款的用途、借款金额及

借款的成本构成等，准确运用相关方法，对企业的短期

借款成本进行分析。

1.1.2能根据国家金融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及要求、结

合利率变动、信用风险、长期借款的用途、借款金额及

借款的成本构成等，准确运用相关方法，对企业的长期

借款成本进行分析。

1.1.3 能根据国家金融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准确运用

相关方法，分析银行借款成本，并编制借款成本分析报

告。

1.2 债券成本分1.2.1能根据国家金融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及要求、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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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析 合利率变动、信用风险及相关的成本费用等，分析测算

合理的债券发行价格。

1.2.2能根据国家金融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及要求，准

确运用相关方法，对债券筹资成本进行分析。

1.2.3能根据债券筹资的分析结果，编制债券成本分析

报告。

1.3 权益成本分

析

1.3.1能根据国家金融政策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要求、公

司财务状况、生产技术水平、盈利水平等，分析测算合

理的股票发行价格。

1.3.2能根据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股利增长模型和债券

收益率风险调整模型，对股票成本进行分析。

1.3.3 能根据股票成本分析结果，编制股票成本分析报

告。

2.采购成本

分析

2.1 采购管理现

状分析

2.1.1能根据企业的采购模式、利用大数据技术抓取企

业历史数据和同行业数据，运用适当方法，对企业采购

管理现状进行合规性分析。

2.1.2能根据经济环境、政策法律和技术等变化，选用

适当方法，对企业采购现状进行风险性分析。

2.1.3 能根据采购分析发现的问题，编写采购管理现状

分析报告。

2.2 采购环节分

析

2.2.1 能针对采购环节中的合同签订、运输方式、资金

支付方式等情况，选用适当方法，对采购环节现状进行

合规性分析。

2.2.2能根据经济环境、政策法律和企业风控等要求，

选用适当方法，对企业采购环节进行风险性分析。

2.2.3能根据采购环节分析发现的问题，编制采购环节

分析报告。

2.3 采购成本结

构分析

2.3.1能根据供应商的报价单，利用大数据技术抓取同

行业数据，对供应商供货成本构成进行分析。

2.3.2能根据采购计划与实际采购情况，分析商品或材

料的采购成本结构差异。

2.3.3能根据供应商采购成本分析，编制采购成本结构

分析报告。

3.存货成本分

析

3.1 存货管理现

状分析

3.1.1能根据企业对存货管理规定和流程等方面的要

求，运用适当方法，对存货管理现状进行合规性分析。

3.1.2能根据企业对存货储备数量等方面的要求，利用

大数据技术抓取相关数据，运用适当方法，进行存货经

济批量分析和风险性分析。

3.1.3能根据存货管理现状的合规性分析和存货经济批

量分析及风险分析，编写存货管理现状分析报告。

3.2 存货成本构

成分析

3.2.1能根据业务和仓库等提供的相关资料，运用适当

方法，对各类存货进行结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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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3.2.2能根据销售和生产的实际情况，运用适当方法，

对发出存货成本进行分析。

3.2.3能根据销售和生产的实际情况，运用适当方法，

对结存存货成本进行分析。

3.2.4能根据存货管理要求，参与存货的清查盘点工作，

并运用适当方法，对盘点后的存货情况进行分析。

3.3 存货流程分

析

3.3.1能根据存货出库流程和入库流程的执行情况，进

行合规性分析。

3.3.2能根据存货出入库流程的执行情况，进行风险性

分析。

3.3.3能根据存货流程的合规性分析和风险性分析，编

写存货流程管理分析报告。

4.生产成本分

析

4.1 生产成本预

算分析

4.1.1能根据成本预算制度，选择适当的预算方法，利

用大数据技术抓取相关数据，正确编制生产成本预算。

4.1.2能根据预算成本和实际成本现状，运用相关方法，

分析差异原因。

4.1.3能根据实际执行情况和差异分析，协同相关部门

对生产成本预算进行动态调整。

4.1.4能根据生产成本预算分析结果，编制生产成本预

算分析报告。

4.2 标准成本分

析

4.2.1能根据市场环境和企业的产品规划、工艺技术水

平和管理要求等，利用大数据技术抓取相关数据，制定

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制造费用标准成本。

4.2.2能根据标准制定制度和实际生产经营情况等，对

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制造费用标准进行修正。

4.2.3能根据标准成本差异分析方法，对变动成本差异

进行分析。

4.2.4能根据标准成本差异分析方法，对固定制造费用

差异进行分析。

4.3 生产成本控

制分析

4.3.1能根据目标成本控制要求和材料用量标准、价格

标准、工时用量标准和工资单价标准，正确编制生产成

本预算，开展事前生产成本控制分析。

4.3.2能根据材料控制标准、工时控制标准、价格控制

标准和制造费用控制标准等，开展事中生产成本控制分

析。

4.3.3能根据实际成本与计划成本、目标成本与标准成

本，开展事后生产成本控制分析。

4.3.4能根据事前控制、事中控制和事后控制，编制生

产成本控制分析报告。

5.销售成本分

析

5.1 销售成本内

容分析

5.1.1能根据存货计价方法、仓储成本等情况，运用相

关方法，对销售成本的合规性进行分析。

5.1.2能根据企业实际销售情况，利用大数据技术抓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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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相关数据，运用相关方法，结合销售情况进行销售成本

性态分析。

5.1.3能根据企业内外相关资料，利用大数据技术抓取

相关数据，运用相关方法，对销售成本总额和单位成本

进行量本利分析。

5.1.4能根据销售成本分析结果，编制销售成本构成分

析报告。

5.2 销售流程分

析

5.2.1能根据企业的销售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运用相

关方法，对企业销售流程进行合规性分析。

5.2.2能运用相关方法，对销售流程进行风险性分析。

5.2.3能根据销售流程合规性分析和风险性分析结果，

编制销售流程分析报告。

5.3 客户成本分

析

5.3.1能利用大数据技术抓取相关数据，从促销、经营、

服务等方面多维度对客户成本进行分析。

5.3.2能利用大数据技术抓取相关数据，对客户的集群

效应、客户的不同类型，进行客户成本分析。

5.3.3能根据客户成本分析结果，编制客户成本分析报

告。

6.管理成本分

析

6.1 管理费用分

析

6.1.1能根据管理费用预算和执行结果，运用相关方法，

对管理费用进行合规性分析。

6.1.2能根据历史管理成本、行业管理成本，运用相关

方法，对管理费用进行目标差异性分析。

6.1.3能根据管理费用的目标差异性和合规性分析结

果，编制管理费用分析报告。

6.2 财务费用分

析

6.2.1能根据国内外利率和汇率变动情况，对财务费用

进行目标差异性分析。

6.2.2能根据现金折扣、手续费等情况，对财务费用进

行合规性分析。

6.2.3能根据财务费用目标差异性和合规性分析结果，

编制财务费用分析报告。

6.3 税费成本分

析

6.3.1能根据相关分析方法，对税费成本进行目标差异

性分析。

6.3.2能根据税收政策的变动，分析税费成本变动对企

业的影响程度，并对税费成本进行合规性分析。

6.3.3能根据企业税费成本目标差异性和合规性分析结

果，编制税费成本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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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业财税融合成本管控职业技能等级要求（高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流程管控

1.1筹资成本管控

1.1.1能根据企业筹资成本管控的要求，设计银行借款

流程并制定相应管理制度。

1.1.2能根据企业筹资成本管控的要求，设计债券筹资

流程并制定相应管理制度。

1.1.3能根据企业筹资成本管控的要求，设计股票筹资

流程并制定相应管理制度。

1.2产品设计成本

管控

1.2.1能根据市场需求和企业管理要求，参与并了解产

品设计和生产工艺设计流程。

1.2.2能根据产品设计图，合理估算产品设计成本。

1.2.3能根据估算的成本参数，有效管控产品设计成本。

1.3采购成本管控

1.3.1能根据采购成本管控需求，合理设计采购核算流

程。

1.3.2能根据采购成本管控需求，参与设计采购业务管

理流程。

1.3.3能根据采购成本管控需求，合理设计采购核算制

度。

1.3.4能根据采购成本管控需求，参与设计采购业务管

理制度。

1.4存货成本管控

1.4.1能根据存货成本管控需求，合理设计存货核算流

程。

1.4.2能根据存货成本管控需求，合理设计存货管理流

程。

1.4.3能根据存货成本管控需求，合理设计存货核算制

度。

1.4.4能根据存货成本管控需求，合理设计存货控制制

度。

1.5生产成本管控

1.5.1能根据生产成本管控需求，合理设计生产成本核

算流程。

1.5.2能根据生产成本管控需求，参与设计生产成本管

控流程。

1.5.3能根据生产成本管控需求，合理设计生产成本核

算制度。

1.5.4能根据生产成本管控需求，参与设计生产成本管

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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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6销售成本管控

1.6.1能根据销售成本管控需求，合理设计销售成本核

算流程。

1.6.2能根据销售成本管控需求，参与设计销售业务管

控流程。

1.6.3能根据销售成本管控需求，合理设计销售成本核

算制度。

1.6.4能根据销售成本管控需求，参与设计销售管控制

度。

2.信用管控

2.1信用成本管控

2.1.1能利用大数据技术抓取相关数据，根据信用成本

管控要求和客户资信调查报告，选用适当方法，控制事

前信用成本。

2.1.2能利用大数据技术抓取相关数据，根据信用成本

管控要求和客户授信制度，选用适当方法，控制过程信

用成本。

2.1.3能利用大数据技术抓取相关数据，根据信用成本

管控要求和应收账款账龄分析，选用适当方法，控制事

后信用成本。

2.2赊销政策管控

2.2.1能根据市场现状及企业销售模式，参与制定销售

管理制度。

2.2.2能利用大数据技术抓取相关数据，根据客户资信

状况，科学制定企业赊销政策。

2.2.3能利用大数据技术抓取客户的购买能力及合作历

史数据等，科学制定销售折扣管理办法。

2.3信用风险管控

2.3.1能利用大数据技术抓取相关数据，根据信用风险

管控要求，有效指导和协调各部门进行客户资信调查和

管控。

2.3.2能利用大数据技术抓取相关数据，根据信用风险

管控要求，全面监督并控制结算风险。

2.3.3能根据信用风险管控要求，利用大数据技术抓取

相关数据，全面监督和控制信用风险。

3.预算管控

3.1费用预算管控

3.1.1能根据费用预算管控要求，合理管控销售费用。

3.1.2能根据费用预算管控要求，合理管控管理费用。

3.1.3能根据费用预算管控要求，合理管控财务费用。

3.2经营预算管控

3.2.1能根据企业制定的销售预算，合理管控销售预算。

3.2.2能根据企业制定的生产预算，合理管控生产预算。

3.2.3能根据企业制定的直接材料预算，合理管控直接

材料预算。

3.2.4能根据企业制定的直接人工预算，合理管控直接

人工预算。

3.2.5能根据企业制定的制造费用预算，合理管控制造

费用预算。

3.3财务预算管控3.3.1能根据经营预算和专门决算预算，编制资金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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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并进行合理管控。

3.3.2能根据经营预算、专门决算预算和资金预算等，

编制预计利润表，并进行合理管控。

3.3.3能根据经营预算、专门决算预算、资金预算和预

计利润表等，编制预计资产负债表，并进行合理管控。

4.决策管控

4.1短期经营决策

4.1.1能利用大数据技术抓取相关数据，运用差量分析、

边际贡献和本量利分析等方法，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合

理作出是否停产决策。

4.1.2能利用大数据技术抓取相关数据，运用差量分析、

边际贡献和本量利分析等方法，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合

理作出是否加工决策。

4.1.3能利用大数据技术抓取相关数据，运用差量分析、

边际贡献和本量利分析等方法，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合

理作出外购或自制生产决策。

4.1.4能利用大数据技术抓取相关数据，运用成本加成

定价和市场定价等方法，结合市场及企业实际情况，合

理作出销售定价决策。

4.2长期经营决策

4.2.1能利用大数据技术抓取相关数据，运用净现值法，

正确评价和选择投资项目。

4.2.2能利用大数据技术抓取相关数据，运用现值指数

法，正确评价和选择投资项目。

4.2.3能利用大数据技术抓取相关数据，运用内含报酬

率法，正确评价和选择投资项目。

4.2.4能利用大数据技术抓取相关数据，运用回收期法、

会计报酬率法，正确评价和选择投资项目。

4.3资本结构决策

4.3.1能利用大数据技术抓取相关数据，运用资本成本

比较法，选择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最小的融资方案。

4.3.2能利用大数据技术抓取相关数据，运用每股收益

无差别点法，合理确定最优资本结构方案。

4.3.3能利用大数据技术抓取相关数据，运用企业价值

比较法，合理确定最优资本结构方案。

5.业绩考核评

价

5.1成本中心业绩

考核评价

5.1.1能根据成本中心业绩考核要求，正确划分可控与

不可控成本。

5.1.2能根据成本中心业绩考核要求，利用大数据技术

抓取相关数据，合理管控可控成本。

5.1.3能根据成本中心业绩考核要求，考核评价成本中

心业绩。

5.2利润中心业绩

考核评价

5.2.1能根据边际贡献指标，科学考核和评价利润中心

业绩。

5.2.2能根据可控边际贡献指标，科学考核和评价利润

中心业绩。

5.2.3能根据部门边际贡献的指标，科学考核和评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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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中心业绩。

5.3投资中心业绩

考核评价

5.3.1能利用大数据技术抓取相关数据，根据投资中心

业绩考核评价要求，正确计算投资报酬率和剩余收益指

标。

5.3.2能根据投资报酬率指标，科学考核和评价投资中

心业绩。

5.3.3能根据剩余收益指标，科学考核和评价投资中心

业绩。

6.风险预警

管控

6.1成本风险预警

6.1.1能根据市场数据，科学评价企业产品成本风险。

6.1.2能运用 EXCEL 函数和大数据技术，建立企业成本

风险预警模型。

6.1.3能根据预警模型，编制成本风险管控报告。

6.2税务风险预警

6.2.1能根据企业业务特点和各业务环节增值税风险

点，利用大数据技术抓取相关数据，合理管控税务风险。

6.2.2能根据企业业务特点和各业务环节消费税风险

点，利用大数据技术抓取相关数据，合理管控税务风险。

6.2.3能根据企业业务特点和各业务环节企业所得税风

险点，利用大数据技术抓取相关数据，合理管控税务风

险。

6.2.4能根据企业业务特点和各业务环节城市维护建设

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费附加等风险点，利用大数

据技术抓取相关数据，合理管控税务风险。

6.3 经济风险预

警

6.3.1能根据企业面临的风险要素，利用大数据技术抓

取相关数据，评估企业经济风险现状。

6.3.2能根据企业经济风险现状，提出合理措施。

6.3.3能根据合理措施，制定经济风险预警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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