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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企业财务绩效评价存在问题及提升策略 

侯佳敏 

江苏师范大学  江苏徐州 

【摘要】近年来，我国互联网行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爆发式增长，互联网企业的财务表现也引起了社

会大众的广泛关注，对互联网企业财务绩效进行评价不仅可以发现问题，更重要的是可以解决或预防与财

务管理相结合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对财务管理的发展可以起到反馈和警示的作用。本文以互联网企业的

发展现状作为研究出发点，归纳总结企业财务绩效的方法与指标，提出财务绩效评价在互联网企业应用中

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针对性地提出切实可行的提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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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recent years, China's Internet industry has experienced unprecedented explosive growth, and 
the financial performance of Internet enterprises has also attracted extensive attention of the public. Evaluating the 
financial performance of Internet enterprises can not only find problems, but also solve or prevent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combining with financial management, It can serve as a warning and feedback to the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Taking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Internet enterprises as the research starting point,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methods and indicators of enterprise financial performance, puts forward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application of financial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n Internet enterprises, and puts forward practical 
improvement strategies on this b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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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互联网行业作为我国首要战略发展扶持行业，

互联网企业的蓬勃发展已成为推动我国社会经济发

展的中坚力量。企业财务绩效是衡量其发展的重要

指标之一，研究互联网企业财务绩效评价现状并对

其提出切实可行的提升策略，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

意义。 
1 互联网企业概述及财务绩效评价方法 
1.1 互联网企业概述 
在我国，中国权威机构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提出的对互联网企业的概念被大众所广

泛认可。该权威机构指出互联网企业是从事互联网

运行服务、信息服务、应用服务、网络产品和网络

信息资源的开发、生产以及其他和互联网运行服务

相关的科研、教育、服务等企业的总称。 
根据 CNNIC 发布的第 49 次中国中国互联网络

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止 2021 年 12 月，我国

共 155 家互联网企业于境内外上市。其中，发展势

头最好的是网络游戏类企业，占总数的 20.6%；其

次是电子商务类企业，占总体比重的 14.8%。互联

网企业的蓬勃发展成为不断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和

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突破口。 
1.2 财务绩效评价方法 
财务绩效评价侧重于使用财务指标系统评估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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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产品和运营行为的过程和结果。财务绩效考核是

财务分析技术在绩效考核领域的应用。财务绩效是

企业战略及其在最终实施过程中实施的一个组成部

分，主要体现在兴趣、有效性、沟通和预防伤害能

力四个方面。财务业绩能充分反映成本控制的影响、

家庭和企业使用的影响、预算的影响以及投资回报

的性质。 
财务管理可以从财务实力来评估公司的现金从

哪里来，评估公司是否会迅速离开，评估公司的业

务是否在经营，也可以从优先股划分、产品费率和

成本等指标来评估。贸易难度通过费率、销售成本

率、经常性成本率、研发成本率等指标进行评估。

财务绩效评估将影响评估限制在有限的财务量上，

但财务绩效评估是选择合适的财务指标，并使用综

合评价方法对一段时间内的创业绩效进行评估的过

程。反映了公司在评价期内的财务经营状况和业绩。

与非财务绩效考核相比，财务绩效考核的直接性和

客观性使其成为绩效考核的一个组成部分[1]。 
2 财务绩效评价在互联网企业财务管理应用过

程中存在的问题 
2.1 财务及其相关部门缺乏财务管理意识 
目前，在一些企业中，预算是由财务部门针对

不同的业务发展进行规划和编制的，但这影响了实

际业务需求的准确性和合理性。了解企业环境中的

业务情况，很容易在预算编制过程中产生不切实际

的问题；此外，财务部与其他相关部门在日常运作

中也没有良好的沟通。信息内容制作不畅，财务部

门在预算执行过程中没有得到很好的指导，导致预

算执行和财务管理不便[2]。 
2.2 绩效评价与财务管理未实现有效的结合 
绩效考核的发展与财务管理目标息息相关，但

一些企业一直未能将财务管理深入有效地融入绩效

考核过程，绩效考核在财务管理中显得尤为重要。

没有显着影响。财务部门的人也一味地认为，绩效

考核的缺失是其他部门的问题。这样一来，一旦达

到互惠互利的状态，就很难将绩效考核与财务管理

有机地结合起来。 
目前，我国很多企业评价的目标不明确。他们

无法根据财务共享模型对绩效考核的目标做出判

断，无法区分具有企业特色的财务共享模型和传统

的管理绩效考核模型。导致共享中心各组事业单位

资金不足，无法按时支付工资，财产成本问题，最

终导致不符合公司战略目标的收入计算不规范。 
企业工作评价的内容主要分为职业道德评价、

员工专业水平评价、出勤率评价等，但没有量化指

标。绩效考核体系不完善，考核标准主要以主管的

感知为主，难免会出现“官方标准”的想法，因此考

核结果存在偏差。滞后的评估程序可能会影响绩效

评估，并且可能无法反映绩效评估的价值。因此，

绩效考核不能用来考核绩效，也不能解决员工和公

司的问题，降低了工作效率，对公司财务参与的长

远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 
2.3 评价指标不科学，约束力不足 
为有效开展影响评价，科学、公正的评价指标

是保障顺利应用的基础。但是，不建议某些公司设

定不同的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一方面，只是按

照公司的相关规定设定一些正式的指标，对实际工

作没有引领意义。另一方面，一些指标设置过于灵

活，员工限制不够，难以真正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 
公司绩效考核与员工福利、奖金、晋升和个人

发展密切相关。评估员工绩效，这意味着接受个人

工作，这是衡量工作与利润之间平衡的关键条件，

而不仅仅是个人薪水。但是，现有的高层管理人员

不提供绩效评估结果的反馈，员工可能无法收到详

细的绩效反馈。而员工是创业的基石。 
公司的金融交易中心处理的数据量大，工作量

大，而这些任务只能依靠先进的信息管理系统来完

成。但是，公司的信息系统并不完善，无法与行业

标准数据和成功管理的原始数据进行比较。但是，

很多企业没有科学的信息管理系统，降低了信息处

理的效率和信息的整合程度，影响了金融合作中心

的健康发展。 
3 互联网企业财务绩效提升对策 
3.1 加入经济增加值（EVA）指标作为核心指标 
在公司经营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条件下，有效评

估公司经营业绩，确保股东投资回报，将经理层薪

酬与实际经营业绩挂钩；成本、改进经济活动的效

率目标已成为现代经济和管理理论与实践中亟待解

决且极难解决的问题。尽管许多公司的财务报表和

相关财务分析协议运作良好，但公司的价值却在下

降。(ROI)是不够的，可能无法反映公司的实际经营

业绩。因此，迫切需要新的评级指标来准确评估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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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经营业绩。在此背景下，经济价值指数是评估

企业经营业绩的一种新的财务指标。公司绩效考核

是一个综合性的反馈系统。绩效考核机制的运行，

只要其科学合理，反映良好的财务管理实践可以对

财务管理做出重大贡献。然而，绩效考核体系的建

立并非一蹴而就。另一方面，绩效评估不仅关注财

务指标，还将其他非财务指标纳入评估范围。 
3.2 提高盈利能力的对策 
提高盈利能力是提高互联网公司竞争力和盈利

能力的一种方式。但是，时间安排要科学合理，在

充分研究的基础上，分配充足的发展资源。客户的

满意和提供优质的服务是公司利润增长和竞争力的

本质。实施和构建以用户为导向的组织架构。改善

用户体验、客户满意度并增加利润。在公司的发展

和发展过程中，从一个角度看，它是一个小社会的

体现。但是，绩效考核体系的存在可以直接根据个

人绩效指标进行调整，每个岗位都可以根据数据收

取绩效规范费。这不仅提供了一个多劳多得的工作

制度，而且具有提高员工积极性、提高团队整合度

的管理。 
3.3 提高营运能力对策 
互联网公司根据动态需求信息创造自己的产

品，交付给制造商，然后通过自己的销售网络进行

销售。绩效考核机制是一个系统、全面、科学的管

理体系是绩效考核过程的组成部分，是对预算成本

风险和收益的科学评估。当公司对某些商业或经济

活动做出决定时，并没有有效地结合和分析成本和

收入，但绩效考核机制的存在可以实时监控和评估

潜在或潜在的问题，及时反馈和解决问题，确保预

算支出的合理进展。 
互联网公司的短期解决方案普遍疲软，主要是

由于现金收入较高和回收率较慢。应认真对待老化

索赔。一般来说，客户延迟付款的时间越长，收款

就越困难，不良信用损失的风险就越大。互联网应

及时做好应收账款分析，密切关注应收账款的进展

和变化。在分析应收账款账龄结构时，企业财务管

理应包括员工逾期应收账款的报废，研究制定新的

信贷政策，努力提高应收账款的使用效率[3]。对于

未付账单，不能放松监督以防止新的拖欠。这样可

以有效防止坏账，提高债权周转率。 
4 结语 
本文通过阐释互联网行业发展现状以及梳理有

关企业财务绩效评价的方法与指标，分析财务绩效

评价在互联网企业财务管理应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互联网企业财务绩效的提升策略。不仅可以

评估整体财务绩效，还可以评估运营的各个方面。

互联网行业可以根据自身状况随时增加或减少任何

行业的评级指标。由于作者的知识和经验有限，在

构建过程中可能不会详细考虑影响财务绩效的指

标，将在未来的研究和工作中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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