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部门绩效考评管理办法

（修订版）

为客观公正地评价和考核各部门的经营绩效，促使各部门规范管理、

理顺业务流程，提高公司整体运营效率，圆满达成年度经营目标及实现

自身的可持续发展，遵循 “市场压力传递”和“兼顾公平与效率” 原

则，特制定本办法。

一、部门绩效考评的原则和思路

1．部门绩效考评整体上以达成经营目标为宗旨，以成本、质量和

速度为控制目标。

2．部门绩效考评的实施采取目标考核和过程控制相结合的方式，

以目标管理为主旨、以过程控制来保证经营目标的实现。

3．部门绩效考评强调关键绩效考评和考核程序的可操作性，考核

指标体现各责任主体的可控性。

4．部门绩效考评结果与各部门月度工资计发挂钩，总体上以有效

激励为原则。

5．部门绩效考评的责任主体是商用空调公司管理部、财务部、生

产部、质检部、技术工程部。 

二、各部门的职责定位和考评指标体系

（一）各部门的职责定位及考核重点

1．管理部

主要负责公司的发展规划、目标管理和对公司各项经营活动进行综

合协调、宏观监控及其支持服务。



对管理部的考评重点为：专项工作计划和公司综合管理效果。

2．财务部

主要负责公司会计核算、财务管理以及车间部品仓的日常管理。

对财务部的考评重点为：财务信息的及时性与准确性、成本管理水

平和部品仓管理状况。

3．质检部

主要负责公司外协外购件、半成品和成品的检测或委托检测、质量

控制和评价等；负责建立和维护公司质量环境保证体系，并实施管理、

监控和评价。

对质检部的考评重点为：部品及成品质量控制水平、公司质量改进

开展的及时性、有效性等。

4．技术工程部

主要负责公司制造技术的研究与提升、制造过程的工艺管理和品质

保证能力的建立与提升，以及公司投资规划与管理。

对技术工程部的考评重点为：工艺、技术及设备保障能力、投资技

改与质量整改进度等。

5．生产部

主要负责公司生产计划、物料采购、生产作业组织和车间现场管理。

对生产部的考评重点为：生产计划完成状况、制造成本控制能力和

制造质量。

（二）各部门绩效考评指标构成

鉴于各部门的职能不同，对各部门的考评采取差异化的控制方式。



对财务部、生产部、质检部、技术工程部的考评指标由经营控制指标、

专项工作指标和综合管理能力指标构成；对管理部的考评指标由专项工

作指标和综合管理能力指标构成。具体指标设置如下：

1．管理部

指标项目 权重 目标值 实际值 备注

综合管理效果 20%

总经理评价占 70%，各

部门负责人评价占 30%

宣传工作开展状况

综合管理

能力指标

改善与创新活动开展情况

作为加分项目进行考核

专项工作一

专项工作二

︰

专项工作

指标

专项工作 N

80%

由管理部在每月工作计

划中报送

2．财务部

指标项目 权重 目标值 实际值 备注

仓库影响生产情况 30% 2次 由生产部按月报送

经营控制

指标 财务核算及时、准确性 30%

60%

2次/项

由财务管理部、管理部

共同进行评价

专项工作一

专项工作二

︰

专项工作

指标

专项工作 N

40%

由财务部在每月工作计

划中报送

综合管理 宣传工作开展状况 作为加分项目进行考核



能力指标 自主改善活动开展情况

3．质检部

指标项目 权重 目标值 实际值 备注

市场重大/批量质量问题次数 40% 1次 由营业部按月报送经营控制

指标 部品下线率 30%

70%

2.5% 由生产部按月报送

专项工作一

专项工作二

︰

专项工作

指标

专项工作 N

30%

由质检部在每月工作计

划中报送

宣传工作开展状况综合管理

能力指标 自主改善活动开展情况

作为加分项目考核

4．技术工程部

指标项目 权重 目标值 实际值 备注

质量整改未完成项 30% 1项 由质检部按月报送

工艺、技术及设备影响生

产次数

30% 2次 由生产部按月报送

经营控制

指标

投资技改计划完成情况 20%

80%

2项 2项未按计划进度

专项工作一

专项工作二

︰

专项工作

指标

专项工作 N

20%

由技术工程部在每月工

作计划中报送

宣传工作开展状况综合管理

能力指标 自主改善活动开展情况

作为加分项目考核



5．生产部

指标项目 权重 目标值 实际值 备注

月生产计划准时完成情况 30%

内：98.5%

外：98%

由质检部按月统计

成品一次送检合格率 30%

内：97%

外：95%

由质检部按月统计

经营控制

指标

目标变动成本达成率 30%

90%

1.04 由财务部按月测算

专项工作一

专项工作二

︰

专项工作

指标

专项工作 N

10%

宣传工作开展状况综合管理

能力指标 自主改善活动开展情况

作为加分项目考核

三、相关指标说明

1．综合管理效果

指标含义 反映责任部门综合管理能力满足公司整体运作要求的能力

设立目的 确保公司日常经营管理活动正常运作

相关说明

 主要考评责任部门对公司决策（层）的参谋支持能力，考评责任部门的工作

态度、统筹协调能力、对相关部门的服务支持力度和及时性等；

 对该指标的考评主要为定性考评，考评结果分为“不满意”“不太满意”

“及格”“较满意”“满意”；

 计分方式为：非常不满意=0 分、不太满意=50 分、一般=80 分、较满意=90



分、非常满意=100 分。

指标测评 公司总经理、各部门负责人

统计周期 每月一次

2．宣传工作开展状况

指标含义 反映部门宣传工作业绩

设立目的 促进各部门关注企业文化，营造公司良好的工作氛围

相关说明

 主要考评责任部门对公司文化宣传工作的态度、业绩；

 对该指标的考评标准依据公司〈2001 下半年宣传工作方案〉进行；

 加分方法：假设某部门 X 月份宣传工作得分为“A”，则该部门 X 月份在绩

效考评中宣传工作加分为“0.2*A”；

 对该指标的考评不影响〈2001 下半年宣传工作方案〉中规定的奖励。

指标测评 由管理部负责组织统计、测算

统计周期 每月一次

3．自主改善活动开展情况

指标含义 反映部门在公司自主改善活动中的业绩

设立目的 鼓励各部门持续改进工作，不断提高经营业绩

相关说明

 主要考评责任部门在公司自主改善活动中的态度、业绩；

 计分标准：公司内部采纳每项得 1 分，获事业部奖励的每项得 3-5 分，获集

团奖励的每项得 10-20 分；

 加分方式：假设某部门 X 月份自主改善得分为“A”，则该部门 X 月份在绩

效考评中自主改善项目加分为“0.2*A”；

 对该指标的考评不影响〈自主改善活动管理规定〉中规定的奖励。

指标测评 由管理部负责组织统计、测算



统计周期 每月一次

4．仓管影响生产情况

指标含义 反映仓管部门管理水平和对生产组织部门的配合支持情况

设立目的 提高公司物流管理水平和仓管对生产的服务支持力度

相关说明

 主要考评因仓管人员工作质量、效率等导致生产计划更改、待工停产（10 分

钟以上）等影响生产情况；

 考评方法：统计月度内由于仓管原因影响生产组织的总次数（X）；

 得分计算：月度该项指标得分=100*0.7(X/X0)(X/X0)

                           其中：X 代表实际值，X0代表目标值。

指标测评 由生产部负责组织统计

统计周期 每月一次

5．目标变动成本达成率 

指标含义 反映责任部门成本控制水平

设立目的 公司目标变动成本控制指标

相关说明

 主要考评责任部门对生产变动成本的控制能力；

 计算方法：测评公司目标变动成本达成率 C=1+节省或超支成本/目标成本

                           注：节省为正值，超支为负值；

 得分计算：C=1时，月度该项指标得分 A=60分，C〈 1则 A=0分。

C 〉1 时，则 A=100*0.8(1-C
0 

/ 1-C)2

其中：C0代表目标值,C代表实际值。

指标测评 由财务部负责统计

统计周期 每月一次

6.   财务信息及时、准确



指标含义 反映财务部门会计核算的及时性、准确性

设立目的 财务信息对公司经营决策的支持性目标

相关说明

 测评方法：统计周期内所有因财务报表迟交、财务数据不准确而影响经营运

作或造成相关部门投诉的项/次之和；

 得分计算：月度该项指标得分=100*0.7(X/X0)(X/X0)

                           其中：X 代表实际值，X0代表目标值。

指标测评 财务管理部、管理部

统计周期 每月一次

7．部品下线率

指标含义 反映进货检验部门对外协外购件质量把关水平

设立目的 外协外购件质量控制目标

相关说明

 属生产线工人操作不当下线的外协外购件除外；

 计算公式：部品下线率=（生产线使用过程中发现的外协外购件不合格数/向

生产线提供的外协外购件总数）*100%；

 得分计算：月度该项指标得分=100*0.7(X/X0)(X/X0)

其中：X 代表实际值，X0代表目标值。

指标测评 由生产部组织测评

统计周期 每月一次

          8．月度市场重大/批量质量问题次数 

指标含义 反映责任部门对产品实物质量的把关水平

设立目的 成品质量控制目标

相关说明
 主要考评统计周期内重大和批量市场质量问题出现的次数；

 重大/批量市场质量问题：因产品质量引起客户重大不满而影响公司形象或市



场销售的质量问题；同一性质的产品质量问题在统计周期内连续出现 5 次以

上的；因产品质量问题引起工程或安全事故的；

 得分计算：月度该项指标得分=100*0.7(X/X0)(X/X0)

                           其中：X 代表实际值，X0代表目标值。

指标测评 由营业部按月统计

统计周期 每月一次

9.   质量整改未完成项

指标含义 反映责任部门质量整改项目的完成情况

设立目的 质量持续改进工作目标

相关说明

 主要考评责任部门质量整改工作开展态度、绩效；

 包括从产品试产至投放市场等全过程由技术工程部负责的质量整改项目；

 得分计算：月度该项指标得分= 100*0.7(1-Q
 
/ 1-Q

0
)2

其中：Q 代表实际值，Q0代表目标值。

指标测评 由质检部按月统计

统计周期 每月一次

10.  工艺、技术及设备影响生产次数

指标含义 反映工艺技术部门的工作质量和对生产的支持配合力度

设立目的 工艺技术保障目标

相关说明

 考评当月所有包括技术准备不足、工艺技术文件不完善、现场工艺支持不到

位以及因设备等因素影响生产次数；

 得分计算：月度该项指标得分=100*0.7(X/X0)(X/X0)

                           其中：X 代表实际值，X0代表目标值。

指标评测 生产部、质检部



统计周期 每月一次

11.  投资技改项目计划完成情况

指标含义 反映技术改造项目的阶段性（月度）计划实施进度

设立目的 公司投资技改项目的计划执行目标

相关说明

 主要考评各技改项目的月度实际执行进度与月度计划进度；

 统计依据为各月度制订的各技改项目月度推进计划；

 得分计算：月度该项指标得分=100*0.7(X/X0)(X/X0)

                           其中：X 代表实际值，X0代表目标值。

指标测评 技术工程部、管理部

统计周期 每月一次

12．月度生产计划准时完成率

指标含义 反映责任部门生产计划的准确性和生产组织水平

设立目的 公司生产计划完成执行目标

相关说明

 分室内外机分别考核，各占 50%的权重；

 因生产组织原因影响市场订单一次，则从当月该项得分中扣除 10 分；

 得分计算：月度该项指标得分= 100*0.7(1-S
 
/ 1-S

0
)2

其中：S 代表实际值，S0代表目标值。

指标测评 质检部统计计划完成率、营业部统计影响市场订单次数

统计周期 每月一次

13．成品一次送检合格率

指标含义 反映工厂内成品制造质量的控制水平



设立目的 工厂内成品制造过程质量指标

相关说明

 分室内外机分别考核，各占 50%的权重；

 因工艺、设计因素造成的批量性不合格情况除外；

 计算公式：成品一次送检合格率=工厂内成品一次抽检合格数/一次抽检成品

总数*100%；

 得分计算：月度该项指标得分= 100*0.7(1-S
 
/ 1-S

0
)2

其中：S 代表实际值，S0代表目标值。

指标测评 质检部

统计周期 每月一次

四、考评结果与工资挂钩办法

1．公司对各部门工作按月评价并按月与各部门工资总额进行挂钩

考核，对各部门内的具体分配原则上不进行干涉。

2．各部门月度工资总额分为 A、B 两个部分，A 为各部门月度标

准工资，每月固定发放；B 为各部门月度绩效工资，与各部门月度绩效

考评结果挂钩。

3．B 的基数由管理部根据当月公司经营状况提案，报总经理批准

后确定。

4．若某月 B≤0，则当月各部门绩效考评结果顺延至下月累加与部

门工资进行挂钩。

5．工资 B 与绩效考评结果挂钩方式为：

月度绩效考评结果 >95 分 86-95 分 76-85 分 66-75 分 56-65 分 56 分以下

B 的发放比例 120% 100% 80% 60% 40% 0

        注：不足一分的，按四舍五入法取舍。



五、指标测评及工资挂钩考核程序

1．上述对各部门的评价考核指标要求每月进行统计，上月专项工

作计划达成情况及当月专项工作计划可随月度工作计划一起报送。具体

统计要求和测评方法见“相关指标说明”部分。

2．各评价考核指标的统计、测算由各指定部门负责进行。各指定

部门必须于每月 10 日前对上月实际执行情况进行统计、测算，经相关

部门会签后，将统计结果汇总至管理部。

3．管理部根据各部门指标完成情况在 15 日前确定各部门上月绩效

考评得分，并据以确定上月各部门工资 B 的计发比例报总经理审批。

4．各部门月度工资计发总额确定并审批通过后，由各部门进行内

部分配，并于 20 日前报管理部审核、总经理审批。

六、其它

1．各部门对考评结果有任何异议，可向公司管委会进行申诉。

2．本办法由管理部负责制订、解释和完善，并自总经理批准下发

后实施。

附件：《部门绩效考评指标统计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