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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近几年中国汽车行业的发展，汽车后市场也随之繁荣起来，作为汽车后市场组成部分的汽车用品市场也同样
拥有了发展的空间。但与国外已经非常成熟的汽车用品市场相比，国内汽车用品市场仍然处于起步、萌芽阶段。中国的汽
车用品将何去何从？什么样的经营模式可以促进中国汽车用品市场的发展？汽车用品如何形成三元盈利模式……作者将
就以上一系列问题作详尽的阐述，并以连载的形式刊登于本刊。

汽车用品三元盈利模式(四)
——汽车用品运营的目标设定及绩效考核方法
◆文/北京 徐传新

法”，就是把组织的目标下达给单位和个人后，单位与

(接上期)
汽车用品项目的健康发展与合理的目标设定、及
时性的绩效考核管理办法分不开。目标的设定决定了汽

单位之间要相互协调，个人与个人之间也要相互配合，
最终才能把目标完成，这样才会有绩效出现。

车用品项目发展的基础规模，也是推动其发展的动力。

一个企业要完成总目标，不能只依靠某一个业绩

技能、绩效、思想是汽车后市场用品事业员工做好汽车

部门，而是需要几个相关部门一起完成。其中，任务的

用品项目的关键要素，而技能和思想是可以通过培训和

分解和任务的相互协调是关键点。一个后市场的服务

日常工作中的引导来提升的。绩效是员工工作的动力，

性企业要想更好地发展，需要的是更多的“组合拳”。

绩效的制定是否合理关系到员工的积极性甚至去留，可

影响目标完成效果的主要行为是员工的努力程度、员

徐传新

以说绩效方案的制定关系到企业的成败。

工对目标完成的持续性和正确的方向性。良好的目标

具有15年汽车业销售与服

一、确定目标设定方法

管理会提升员工对汽车用品销售的积极性，从而才能
创造更高的业绩。

务的一线实战工作经验。

图1所示为“孔雀开屏式”目标设定方法。这种方

现任北京传慧嘉和咨询

法在设定目标时通常按照从企业组织目标，到团队目

有限公司首席讲师、北方

标，再到个人目标的顺序。这样的设定明确了组织、单

如图3所示，良好的目标管理应该由合理有挑战

交通大学汽车营销EMBA

位、个人的目标细化，使得组织目标能够下放到个人，

的目标、部门协作分配目标、目标细分、目标进程管理

班客座教授、上海交通大

目标明确。这种目标设定方法执行力强、目标明确、可

及反省这四方面共同作用。

学海外学院汽车总裁班

以落实到人。其最大的好处是目标的贯彻性强，每一个

1.合理有挑战的目标设定

客座教授、人民大学汽车

人或者团队都能很明确自己的目标。但是，其存在的问

作为企业管理者，一定要设定合理的目标。目标

卓越总裁班高级讲师。

题有：一是信息反馈周期过长，不能很好地给决策者提

设定过程应参考历史数据，使目标贴合实际，可行性

其核心课程有《汽 车销

供更多的数据支持；二是各个团队之

售服务利润提升课程》、
《汽车用品营销管理及
规划》、
《汽车4S店KPI数
字管理课程》、
《汽车业
客户满意度提升》等。

二、目标管理

间没有联系，这样就会在团队之内形
成小团伙，形成每个小团伙“只管自家
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局面，这
会分化力量，使团队不能合作完成一
个整体的目标任务。
什么样的目标设定才最合理呢？
如图2所示，这是一张渔网。老渔民手
里举着最后一个绳头，叫作纲，所以

个人目标

团队目标

组织目标

图1 “孔雀开屏式”目标设定方法

图2 渔网目标设定法

中国有一个成语叫“举纲张目”。抓住
纲，网眼就像眼睛 一样张开，撒开大
网去网住利润与业绩的鱼。笔者把这
样的目标设定法叫着“渔网目标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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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但也不能把目标设定得过低，目标设定

(1)产值提成

经营与管理

对他们用品销售业绩的一张绩效提成方案表。

过低会产生以下问题：一是完成不了总体目

产值提成是最方便、最好计算的提成方

我们来看看这里面有哪些绩效制定的技巧。

标，二会降低投入回报率。所以目标的设定

法，员工也容易对金额进行核算，看起来是个

在贴合实际的前提下也要增加一些难度和

不错的选择。但是，现在汽车后市场的员工大

根据一线人员的销售技能情况，发掘出

挑战性。

部分都是80和90后，他们在进行服务或销售

每一个人的最大潜力。按照台阶晋级制度，

2.部门协作

时抗压性比较弱，所以往往会为了成交把产

一线的销售人员就不会藏单留单，同时能够

(1)台阶晋级

部 门 协 作 就 是 在 上 文 提 到 的 渔 网目

值打折给客户，以换取最后的成交，这样就会

看到更好的发展前景。

标 设 定法 则里面体现的内容，目标需要分

给企业造成一定的损失，也使得企业在统计

(2)个人能力

解到各个部门并且要在相互协作的前提下

分析的时候，不能很好了解以及分析盈利的

完成。

结果，导致决策者的方向错误。

梯，这样就使得能力强的人能够更好发挥，能

3.目标细分

(2)净利提成

力弱的人也不会放弃自己的目标。这样能够

根据每一个人能力的不同设定不同的阶

目标细分的内容是通过团队细分每一

净利提成看上去保护了投资人的利益，

避免形成大锅饭的局面，如果干得好和干得

名员 工具体 的工作内容，帮助 一 线员 工 完

也让员工能够按劳获酬。而在实际操作中，

不好，提成都一样，就会造成能力强的人吃不

成目标 的细化 工作。目标要先 细分 到每 一

净利提成的关键是企业管理者是否能够做

饱，能力弱的人吃不下的情况。最后能力强的

个人，再到每一年、每一季度、每一月、每一

到公平、公正、公开，这无形中增加了企业财

员工流失了，能力弱的人留下来了，这些留下

周、每一天。

务人员的工作核算时间。而且就算能够做到

来的人无法成为企业发展的中坚力量。

4.目标进程管理及反省

公平、公正、公开，员工也会怀疑企业管理者

(3)绩效平衡

目标需要分阶段 进行管 理，从目标 的

是否进行了暗箱操作，无形中降低了员工对

绩效平衡是指目标越高，提成的比例就

完成进度来分析目标的实际运作情况。完成

于绩效公正的信任度。

越高。给予员工与付出对等的报酬，业务差

及时的，我们要进行总结和分享；完成不好

(3)毛利提成

的员工就会向自己的标杆学习，向好的好方

的，我们要进行反省，从中找出问题的根源

毛 利提 成就是 把商品的成 本去 掉，把

向努力，团队内就能够形成你追我赶的和谐

并进行解决。

毛利部分按比例给员工提成。这种方式核算

局面。

(1)数据的正确性分析

起来比较轻松，透明度很高，员工清楚知道

(4)月季年制

数据的分析是决定目标设立的前提，进

自己应该获利多少，也能够杜绝员工的打折

如果就给员工单月制定目标，根据目标

行数据分析首先要对近三年的用品相关数

之风，因为他们知道打折越多自己获利就会

的完 成情况 来发放绩效 的话，看上去很公

据进行收集(用品产值、毛利、进货成本、赠

越少。同时也明确了具体的目标责任，让员

平，其实不然。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汽车后市

送成本等)。如果是新店，可以参考同地区同

工能够算出自己的详细绩效，从而更努力地

场有所谓的淡季和旺季，单月制的绩效发放

等规模及品牌的同行数据。数据分析的正确

去完成目标。

会造成员工的收入忽高忽低，因产生心理落

性在目标管理中极其重要，正确的数据分析

当然在实际的运用中，笔者还是建议因

差而放弃目标。所以我们在这里应该在进行

才能为目标设立及管理提供可靠的依据。

地制宜，根据实际情况选取提成方式。笔者

单月考核的同时，也进行针对季度的考核和

(2)周报分析的重要性

在这十几年的工作中，发现存在很多绩效组

针对年度的考核。所以员工即使在一个月里

目标的进度与反省，其中很重要的一个

合提成的模式，通常最常用的是产值提成与

没有完成目标，他可以进行季度的冲刺；如

环节就是周报表的分析。一般企业都会做月

毛利提成相组合的模式。

果季度没有完成，他可以进行年度的冲刺。

报表的分析，笔者认为月报固然重要，但其

2.绩效制定技巧

这种做法可以使员工持之以衡、不放弃，和

缺乏时效性，参考价值也就打了折扣。

如图4所示，这是一家汽车后市场企业针

企业一起奋斗到年终。

三、绩效方案

200000

通过目标设定和绩效方案的制定，可以

1.绩效提成方式

150000

明确企业的发展方向，同时也能够提升员工

既然目标设定的完成，代表着员工的任

100000

工作的动力，使之为企业创造出无限的价值

务已经明确，根据目标的设定，我们就可以

50000

利润。汽车用品发展的关键就是目标的设立

给员工制定绩效方案。一般我们的绩效方案

0

和合理的绩效方案的制定，这样才能促进用

有以下三种提成方式：①产值提成；②净利
提成；③毛利提成。下面笔者将具体分析这
三种提成方式的利弊。

A
B
C
D
E
F
月 10000 10000 5000 8000 15000 20000
季 25000 30000 15000 24000 40000 60000
年 90000 120000 60000 80000 150000 180000

图4 绩效提成方案表(单位：元)

品事业的顺利发展。笔者会在下文中继续和
读者分享关于汽车用品运营管理的精彩文
章。(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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