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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current and future period is a crucial period
for 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The new and old growth momentum has been
profoundly transformed, the energy and power industry has undergone profound changes,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has continued to be activ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rovincial power grid
companies faces many new opportunities. Facing challenges, it is urgent to formulate corresponding corporat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but whether the strategy is implemented is more important, which requires the use of a balance card. This paper first introduces the Balanced Scorecard, and then adds two dimensions to the six-dimensional balanced scorecard based on the grid
situation; then according to the strategic goals of the provincial grid company, and based on the
six-dimensional balanced scorecard, strategic analysis is made; on the basis of summarizing the
strategic goals of the provincial power grid company and conducting strategic analysis, the
six-dimensional balanced scorecard is used to determine the indicator system, which provides an
effective basis for a more scientific evaluation of the strategic implementation performance of the
provincial power grid company.

Keywords
Six-Dimensional Balanced Scorecard, Provincial Grid Company, Indicator System

基于六维平衡计分卡的省电网公司绩效评价指
标确定
花之蕾1，骆效荣2，樊

铮3，夏周武3

文章引用: 花之蕾, 骆效荣, 樊铮, 夏周武. 基于六维平衡计分卡的省电网公司绩效评价指标确定[J]. 现代管理, 2019,
9(6): 825-832. DOI: 10.12677/mm.2019.96100

花之蕾 等
1

华北电力大学科学技术研究院，北京
华北电力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北京
3
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北京
2

收稿日期：2019年11月29日；录用日期：2019年12月13日；发布日期：2019年12月24日

摘

要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是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新旧增长动能深刻转换，
能源电力行业深刻变革，商业模式创新持续活跃，省电网公司的发展面临许多新的机遇和挑战，急需制
定相应企业发展战略，但战略是否落实更为重要，这就需要用到平衡计分卡。本文先介绍平衡计分卡，
接着在其基础上根据电网相关情况补充两个维度得到六维平衡计分卡；然后根据省电网公司的战略目标，
并基于六维平衡计分卡进行战略分析；最后，在总结出省电网公司的战略目标并进行战略分析的基础上，
运用六维平衡计分卡确定指标体系，为更加科学地评价省电网公司的战略实施绩效提供有效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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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及方法确定
1.1. 研究背景
近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对电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为了满足国民经济发展中的电力需求，国
家电网公司针对性地提出了“建设具有卓越竞争力的世界一流能源企业”的新时代战略目标。基于这一
战略目标，作为国家电网公司的核心组成单位——省电网公司，也制定了相应的企业发展战略。但对于
省电网公司来说，尽管企业战略的制定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企业战略能否得到有效的落实并取得预
期的绩效更为重要。很显然，若要科学分析和评估企业战略实施的绩效，就需要一个系统科学正确的评
价指标体系，而如何科学构建这一评价指标体系是关键所在[1]。

1.2. 研究方法的确定
针对以往对战略实施绩效评价方法的相关研究，适用于战略实施绩效评价的方法主要有两个：平衡
计分卡法(Balanced Scorecard)和关键业绩指标法(Key Performance Index)；现在将传统财务会计法和以上
两种方法进行比较，如表 1 所示。
从表中可以看出，在三种方法当中，平衡计分卡法的优点最多，缺点最少。因此，本文拟基于平衡
计分卡这一工具来研究和确定省电网公司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2. 平衡计分卡概述
平衡计分卡是专门用来评价战略实施绩效的工具之一，它能够帮助企业管理者将公司目标、责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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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转化成一系列业绩考核指标，使企业总体战略目标落实到具体的业务操作层上，进而为实现企业战
略目标奠定基础。
Table 1. Strengths and drawbacks of the three tools for strategic performance evaluation
表 1. 三种战略实施绩效评价工具的优缺点
传统财务会计法

平衡计分卡法

关键业绩指标法

优点

① 以财务为评价核心

① 着眼企业长期目标
② 使组织行为一致
③ 理解战略，加强学习与成长对未来能力储备

① 目标明确
② 提出客户价值观念
③ 使个人和组织目标统一

缺点

① 评价滞后
② 无法评价无形资产
③ 评价指标单一

① 指标处理有困难

① 指标难以界定
② 容易机械考核
③ 并非所有岗位适用

平衡计分卡主要有财务、客户、内部流程、学习与成长四个维度。其含义分别是：
1) 财务维度：分析企业战略是否盈利，分析的主题有：收入增长组合、成本控制和资产利用情况。
此维度目标是财务创收，结合省电网公司的相关特点，相应的考核指标有：净资产收益率、资产负债率、
销售增长率、电价标准。
2) 客户维度：分析企业是否有市场，分析的核心指标有：市场份额、客户获得率、客户保持率、客
户满意度和客户获利率[2]。此维度目标是：① 市场营销盈利，对应的考核指标有：营销策略、公司品牌
树立、市场感知能力；② 客户满意度提高，对应的考核指标有：客户满意度、服务质量、服务效率、产
品质量。
3) 内部业务流程维度：分析企业现有流程的改进和创新情况，分析内容有：分业务流程、创新流程
和经营流程。该维度目标有：① 经济效益，对应的考核指标是：设备利用率、负荷水平、收益；② 安
全生产运营，对应的考核指标为：计划安全、运行安全、结果合格率；③ 客户管理，对应的考核指标有：
为客户服务一次成功率、市场品牌价值、对价格的满意度、公共关系处理。
4) 学习与成长维度：从企业管理系统、人与组织程序来分析企业的战略实施绩效。该维度目标有：
① 员工综合能力提高，核心衡量指标是：员工保持率、满意度和生产率。其中，员工满意度最重要，是
员工生产率和保持率的先决条件，该指标又包含三个动因指标：员工能力、技术基础框架、行动氛围；
② 领导力、团队能力提升，对应的考核指标有：领导力、领导班子团队建设有效性；③ 智能化建设，
对应的考核指标有：信息系统管理能力、自动化能力。
综上所述，平衡计分卡本着平衡理念，既考核企业财务维度的业绩，不断关注企业目前的盈利水平，
又明确分析企业未来发展可能获得的长期竞争力及财务利益的来源动力，通过提升企业内部运营水平并
培养相应的员工，开发技术，购置相应设备等，来满足未来发展需求[3]。

3. 六维平衡计分卡的提出
省电力公司的发展受国民经济和自身发展规律两个方面因素的影响，具有以下特点：1) 投资稳定增
长；2) 电力基础设施有很多不足；3) 是民生以及国民经济的支柱，应肩负起社会责任；4) 信息化加强；
5)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推广以及智能变电站的不断改造，员工素质也要跟着迅速提高；6) 注重企业文化，
努力实现为国争光、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目标。
对省电力公司的战略环境分析主要从政治(Politics)、经济(Economy)、社会(Society)和技术(Technology)
四个方面展开，简称 PEST 分析法：1) 政治方面：国家要求以清洁能源发电，推动电力公司进行电力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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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输配电电价及电价市场化改革。各省市也出台方案，促进加快建设全球能源互联网的步伐。2) 经济
方面：我国国民总收入稳定增长，国家出台相应政策，帮助配电公司进行建设改造。3) 社会方面：人民
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相应的文化需求也不断登上新台阶。4) 技术方面：我国电力公司已达到国外先进水
平，特别是研究的特高压交流输电技术和远距离大容量直流输电技术已经跻身世界一流队伍，初步形成
电力专用通信网系统，大量升级改善信息技术的基础条件和设施。
因此，省电力公司的战略环境分析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PEST analysis
图 1. PEST 分析

综上所述，我国电力公司兼具市场和国企的双重属性，承担着重要的社会责任，而且在省电力公司
的战略环境分析中，国家要求电力公司使用清洁能源，实现绿色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等。对我国电力公司
来说，最重要的任务是使用电力资源来保障民生和国民经济的发展。但随着民生和经济的发展，我国的
生态环境已经越来越差。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在满足衣食住行的
同时，更加关注生活环境的质量。对于省电网公司来说，在做好自身工作的同时，还需要肩负起生态环
境保护的责任，并在企业发展战略中将企业的责任和环境保护两个维度融合进去。因此，若要基于平衡
计分卡实现对省电网公司战略实施绩效的科学评价，就需要在原有的四个维度中，加上“责任”和“环
境”两个维度，变成六个维度，得到六维平衡计分卡(Six-Dimensional Balanced Scorecard)，如图 2 所示。

Figure 2. Six-dimensional balanced scorecard structure
图 2. 六维平衡计分卡结构图

新增的两个维度的含义是：1) 责任维度：企业必须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而不仅仅是为了赢得企
业利润。该维度的目标是责任承担，对应的考核指标有：电网坚强度、服务评价、应急处理效益、社会
责任承担。2) 环境维度：在我国环境日益恶劣的情况下，国家在发展自身事业的同时，要从国计民生的
角度，重视对环境的保护。电力公司作为国民经济的领头羊，更应该把环境保护作为重要任务去完成，
带动其他单位一起进行环境保护。该维度的目标是环境保护，对应的考核指标有：电网建设环保、清洁
能源使用、污染物排放、资源消耗。
DOI: 10.12677/mm.2019.9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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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于六维平衡计分卡的战略分析
省电网公司的战略目标主要有四个：1) 使电网变得更加坚固，主要指标有：科学规划电网，合理安
排组织结构，引进先进技术，规章制度安全可靠，企业内外部灵活运行，工作标准高效而经济[4]。2) 使
资产变得更加合理，主要指标有：合理配置资产结构，增强偿债与盈利的能力，减少不良资产，降低成
本费用，增大现金流量，减少客户欠费。3) 使服务变得更加满意，主要指标有：降低事故率，增强可靠
性，规范化工作流程，高效服务，得到社会的满意与认可，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4) 使业绩变得更加良
好，主要指标有：质量、安全、效益等指标领先于国内外同行业，健康发展企业，为社会多做贡献。
在明确省电网公司战略目标的前提下，本文以六维平衡计分卡为工具，对之进行了如下战略分析。
首先，在学习与成长维度，企业通过培养人才和发展信息技术，构建适当的组织框架，实现以下方
面的目标：开发新产品和服务、知识储备、新技术、员工满意度、文化培训、领导力、信息系统、数据
库、网络和技能培训。然后进入到内部业务流程维度，需要进行创新产品及其管理，发扬战略优势，提
高运营效率，实现以下方面的目标：1) 财务、物资集约化，体现在流程优化、组织、应急等方面；2) 在
运营流程中通过运行维护、环境、安全等方面来实现；3) 在服务流程中通过检修、管理模式、客户管理
等方面来实现；4) 在法规和社会流程中通过资助、社区等方面来实现。进而将创造的价值提供给客户，
到达客户维度，实现以下方面的目标：1) 提高满意度，体现在服务效率、服务质量、产品质量等方面；
2) 在营销策略中通过品牌、价格和市场感知等方面来实现[5]。到环境维度，电力公司需保护生态环境，
在日常经营中，积极推广使用清洁能源，少使用化石能源，实现以下方面的目标：1) 环境保护，体现在
环保措施、污染物排放等方面；2) 低碳，体现在能源消耗、电网建设等方面。到责任维度，电力公司应
该承担责任，让国家经济发展及人民生活品质得到保障，实现以下方面的目标：1) 经济支柱，体现在电
网坚强度、电力应急等方面；2) 民生事业，体现在服务、能源互联网、社会责任等方面。进而实现了财

Figure 3. Strategic analysis based on six-dimensional balanced scorecard
图 3. 基于六维平衡计分卡的战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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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目标，到达财务维度，追求财务创收，体现在成本控制、电价改革、财务集约化、业绩、财政收益等
方面；最终达到战略管理的核心，也就是完成企业战略和使命，即电网坚固、资产合理、服务满意、业
绩良好[6]。为了更清晰地表达企业战略六个维度的关系，六个维度所包含的内容如图 3 所示。

5. 省电网公司战略实施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确定
5.1. 指标体系确定原则
在确定指标体系的过程中，应考虑一原则和三因素，其中，一原则是 SMART 原则：具体(Specific)、
可衡量(Measurable)、可达到(Attainable)、相关(Relevant)、有时限(Time-Bound)。指标体系确定时使用
SMART 原则，不仅可以轻松搜集计算指标数据，而且能反映战略实施绩效的真实情况。三因素是：1) 维
度调整应结合公司性质。省电网公司主要具备三种功能：一是增强市场竞争力，最终目标是获得财务效
益；二是将政府的重大项目及任务作为工作重点；三是确保城市电力稳定。2) 战略是否切实可行。平衡
计分卡是否能将企业战略转化成合理的评价指标非常重要。3) “平衡”理念。平衡计分卡是以“平衡”
为理念的战略管理工具之一，同理，六维平衡计分卡的六个维度需要企业在运营目标与社会目标、长短
期利益、主客观指标之间达到平衡[7]。

5.2. 基于六维平衡计分卡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通过对六维平衡计分卡的分析可知，六个维度的目标都是以企业战略目标为核心，之间具有驱动和
被驱动的关系，并可使公司战略利益最大化[8]。如果从六个维度对省电网公司战略进行分解分析，即可
得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1) 财务维度：电力公司是国企，国家要求其进行市场化改革，具有一定强度的市场竞争力，在财务
上有所盈利。在该指标体系中，目标就是财务创收。定量考核指标计算公式为：
净资产收益率 = 净利润/平均净资产 × 100%；
资产负债率= 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 100%；
销售增长率 = 本年销售增长额/上年销售增长额 × 100%。
2) 责任维度：电力公司支撑国民经济，与民生关系重大，不仅应该在市场中具有一定竞争力及财务
盈利，而且也应背负起国家和民生的重要责任，因此在平衡计分卡的基础上增加责任维度。定量考核指
标计算公式为：
电网坚强度(事故率)=∑每条线路负荷裕度 × 权重；
应急处理效益 = n 次应急相关评分/n；
社会责任承担 = 履行社会责任次数/平均每年次数。
3) 环境维度：随着我国经济迅猛增长，环境形势越来越严峻；国家执行改革，大力倡导可持续发展
战略，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势在必行，而影响经济发展最重要的自然因素就是环境；为实现人类可持续发
展，在 BSC 基础上增加环境维度，来考核电力公司的战略实施绩效。定量考核指标计算公式为：
清洁能源的使用比率=清洁能源/总能源使用 × 100%；
污染物排放 = CO2 排放 × 权重 + 氮氧化物排放 × 权重 + 粉尘排放 × 权重 + 固体废料 × 权重；
资源消耗量 = 器材消耗 + 能源消耗。
4) 客户维度：我国用电分为商用及民用，因为我国电力行业具有垄断现象，所以电力公司需要兼顾
商用和民用两个市场；而且电力公司具有一定独特性，有些普通指标不可以用来评价其战略实施绩效[9]。
在客户心中，更重要的是质量、价格等比较实用的指标，其中产品质量 = 电压合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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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内部业务流程维度：在内部业务流程维度，根据电力公司相关情况，主要分析评价管理运营(包含
安全及经济性)、管理客户和公司规章制度是否落实[10]。内部业务流程主要衡量流程的质量、时间及成
本。定量考核指标计算公式为：
设备利用率 = 线路负载率 × 权重+变压器负载率 × 权重；
负荷水平 = 均负荷率 + 峰谷差 + 机组加权电量；
收益 = 平均购电电价 × (购电量 − 网损电量)；
计划安全(电网调度计划的合理性) = N1 通过率评价 + N2 通过率评价 + 短路电流超标率评价；
运行安全 = 断面负载率评价 + 旋转备用率评价 + 无公裕度评价……；
结果合格率 = 电压合格率评价 + 频率合格率评价 + 负荷预测合格率评价；
为客户服务一次成功率 = 一次服务成功次数/总服务次数 × 100%。
6) 学习与成长维度：与公司未来的发展关系重大，能在知识和技术上不断支持，在电力公司中，智
能变电站的升级改造需要电力公司的员工在知识和技能的储备上紧跟步伐。因此，要完成公司战略，需
要经常对公司员工进行技能培训，增加知识和技能上的储备，公司未来的发展才有保障[11]。同时，经常
培训能使员工对公司更加满意，员工保持率更高，为公司的人力资源培训成本节约一笔费用。定量考核
指标计算公式为：
员工保持率 = (每年年末在职的员工人数/当年年初的员工总数) × 100%；
员工生产率 = 销售收入/总人数；
自动化能力 = 公司自动化覆盖率、准确度的综合评价。
综上所述，基于六维平衡计分卡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如下表 2 所示。
Table 2.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表 2. 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指标维度

目标

定量考核指标

财务维度

财务创收

净资产收益率、资产负债率、销售增长
率、电价标准

责任维度

责任承担

电网坚强度(事故率)、应急处理效益、社
会责任承担

服务评价

环境维度

环境保护

清洁能源使用、污染物排放、资源消耗

电网建设环保

市场营销盈利

定性考核指标

营销策略、公司品牌树立、市场感知能力

客户维度

内部业务
流程维度

学习与成
长维度

客户满意度提高

产品质量、服务效率

经济效益

设备利用率、负荷水平、收益

安全生产运营

计划安全、运行安全、结果合格率

客户管理

为客户服务一次成功率

市场品牌价值、对价格的满意度、公共关
系处理

员工综合能力提高

员工保持率、员工生产率

员工满意度

领导力、团队能力提升
智能化建设

客户满意度、服务质量

领导力、领导班子团队建设有效性
自动化能力

信息系统管理能力

6. 结语
目前，电力行业建设迅速发展，在科学评价战略实施绩效方面已总结了一定成功经验，理论和指导
框架已初具规模，但更多的是一边建设一边补充完善。基于六维平衡计分卡的评价指标体系既充分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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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各个维度的绩效水平，又有很强的灵活定制性，在应用中能全面体现公司的特点和管理者的战略目标，
并保障建设工作紧密围绕战略目标开展，为战略实施绩效的评价提供新思路。
将六维平衡计分卡运用到省电网公司进行战略实施绩效评价，不仅为企业提供量化决策的线索，而
且给其它企业进行战略实施绩效评价提供依据。另外，企业战略导向多元化不断加深，六维平衡计分卡
未来可能无法满足战略实施绩效评价需求，因此未来还需引入除环境和责任以外的其它维度来继续调整
平衡计分卡，在复杂多变的竞争环境中能评价得更加合理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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