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4·财会月刊2016.34

□工作研究

供给侧改革下成本核算方法的最佳选择：分批法

【摘要】供给侧改革的途径之一是降低企业成本，为此，企业必须选择适合的成本核算方法进行成本核算，从而提供

客观准确、及时有用的成本信息进行成本管理，以有效地降低企业成本。本文首先介绍了分批法对供给侧改革企业成本核

算的适应性，然后结合供给侧改革的要求，论述现行分批法的改进措施，最后提出分批法应用时应注意的一些问题，以期

更好地发挥分批法的作用。

【关键词】供给侧改革；成本核算；分批法；成本核算对象；成本核算期

【中图分类号】F27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16）34-0044-4

黄 湘 1
（教授），徐青原 2

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以下简称“供给侧改革”）的战略方针，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

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改革，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

率，使供给体系更加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进而增强经济持

续增长动力。供给侧改革的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

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

素生产率。供给侧改革的根本目标是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满

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

环境需要，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

中央提出供给侧改革四大举措，分别是化解产能过剩、

降低企业成本、消化地产库存、防范金融风险。其中，降低企

业成本的方法有很多，提供客观准确、及时有用的成本信息

至关重要。如何提供客观准确、及时有用的成本信息呢？成本

核算方法的选择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由于供给侧改革要求满足人民对产品、服务的个性化需

求，传统的大批量产品生产方式、单一不变的服务提供模式

已经不能满足消费者需求，取而代之的是小批量甚至单件产

品的生产模式以及灵活多样的服务提供模式。显然，适用于

大批量、单一品种产品和服务的品种法、分步法等成本核算

方法已不能提供准确的成本信息。那么，什么成本核算方法

才能够满足个性化产品和服务的成本核算需要？

一、分批法的适应性

本文将从成本核算方法的构成要素成本核算对象、成本

核算期、成本分配归集方法以及成本核算适用范围等方面论

证分批法的最优性。

（一）成本核算对象方面

成本核算对象是成本核算方法的重要构成要素，选择什

么样的成本核算对象就决定了适用什么样的成本核算方法。

一般制造业企业选择“产品批次”作为成本核算对象；服务业

企业采用“服务批次”作为成本核算对象。

通俗地说，供给侧即按需定销、按销定产。这就要求企业

在选择成本核算对象时要灵活机动，生产的产品、提供的服

务若发生变化，成本核算对象就要适时做出变动。也就是说，

作为成本核算对象的“产品批次”、“服务批次”不能一成不

变，要根据需要适时而变。分批法下成本核算对象正是按照

上述要求而确定的（为方便论述，下面以产品生产为例）。

分批法下成本核算对象确定的依据是企业与客户签订

的产品需求订单以及根据客户的特殊要求而调整的订单，这

与供给侧改革的要求不谋而合。

分批法的成本核算对象（批次）是怎么确定的呢？生产计

划部门根据与客户的订单，按照企业的生产能力，将订单中

的产品及数量进行整合并划分“产品批次”，同时针对每批产

品下达“生产任务通知单”，一份“生产任务通知单”就代表一

批产品，成本核算就以此为对象。企业需针对不同的客户需

求签订不同的订单，同时下达不同的“生产任务通知单”，因

此成本核算对象也有不同的选择。比如，若生产订单只涉及

一种产品，但产量较大且客户要求分批交货，则企业可分批

下达若干“生产任务通知单”，分批核算成本，以便及时提供

各批产品成本，也方便及时与客户进行结算；若生产订单涉

及多种产品，为方便分产品向客户供货、结算，企业一般分产

品划分批次并下达“生产任务通知单”，分批核算成本；若企

业在较短的时间内有多个产品品种相同且数量不多的订单，

为方便及时向客户提供货物并及时进行成本核算，可将多个

订单合并成一批产品下达一份“生产任务通知单”，合并进行

成本核算。可见，分批法可以根据生产任务的不同灵活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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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选择相应的成本核算对象。

（二）成本核算期方面

成本核算期也是成本核算方法的构成要素之一，即明确

企业核算的是哪个期间内的成本。成本核算期一般有会计报

告期和生产周期两种选择。

供给侧改革下个性化定制的产品批量往往比较小，生产

周期一般是确定的，同一批产品一般能同时投产、同时完工，

即便个别产品会提前或滞后完工，相差时间也不长，可以待

批内产品全部完成时再行核算完工产品的成本。因此，选择

生产周期作为成本核算期比较合适。

分批法的成本核算期恰好就是生产周期，与供给侧改革

对成本核算期的要求不谋而合。按照生产周期核算产品成

本，提供的成本信息更具客观性，因为成本核算的对象就是

自其生产起至完成为止这期间内的资源消耗。只有当生产周

期无法确定时才选择会计报告期作为成本核算期。

（三）成本分配归集方法方面

供给侧改革个性化生产的另一特点是产品的及时提供，

这就要求企业及时核算完工产品成本。分批法下各成本项目

的分配归集方法恰好符合这一要求。

1. 材料成本的分配归集。采用分批法进行材料成本核算

的特点是“批号随单走”。即企业生产某批产品领用材料时，

该批产品的批号要在“领料单”中载明。那么，材料消耗便能

很快捷地归集到该批产品成本中。

2. 人工成本的分配归集。同材料成本一样，人工成本核

算的特点也是“批号随单走”。即企业生产某批产品消耗人力

时，该批产品的批号要在“派工单”中载明。那么，产品应负担

的人工成本能很便捷地归集到该批产品成本中。当然，如果

相同的人力同时为若干批次产品提供劳动，则要在“派工单”

上注明各批产品批号，并在各批产品之间进行分配（详见下

文）。

3. 间接成本的分配归集。分批法成本核算的关键环节在

于间接成本的分配，间接成本分配的简化对于整个成本核算

的及时性意义重大。简化分批法下，间接成本只分配到完工

产品中，没有完工的产品，间接成本暂时保留在基本生产成

本二级账中，待其完工时再行分配。这样能够保证完工产品

成本核算的及时性，为完工产品销售定价提供了及时有用的

成本信息，保障产品的供给。

（四）分批法适用范围方面

供给侧经济新常态下，服务业成为新的经济主体，客观、

准确地核算服务业成本十分重要。由于消费者的需求不尽相

同，需求量也就不成规模，服务业就要根据消费者的不同需求

灵活机动地提供相应的服务。这种经济模式下对于成本核算方

法的最佳选择就是分批法。分批法能够根据客户的不同需求

确定服务提供的批次并以此为对象进行服务成本的核算，可

见，分批法适合小批量服务的成本核算。

二、对分批法的优化改进

面对目前的供应错配导致的需求不足，供给侧改革要求

通过转变经济结构、优化资源配置等方式提升经济质量和提

高供给数量。对于微观的企业个体来说，则需通过转变经营

方式、降低经营成本、促进人财物的有效配置来提高企业经

济效益。这些要求为分批法的改进指明了方向。

（一）成本核算对象的改进

现行教材、书籍中所述的分批法都是为制造业核算产品

成本而设计的，成本核算对象是“产品批次”。服务业企业如

建筑设计公司、咨询公司、维修店、会计师事务所等成为新的

经济主体后，分批法可用于服务成本的核算，那么分批法应

增加一个新的成本核算对象——“服务批次”。如何确定“服

务批次”呢？由于服务订单的服务项目、数量各不相同，企业

不能直接将订单作为成本核算对象。企业应根据自身的服务

能力对订单服务项目进行有机调整，下达“服务任务通知

单”，一份“服务任务通知单位”代表一批次服务，即成本核算

对象。如果订单涉及的服务项目种类较多，则应针对不同项

目划分“服务批次”并下达“服务任务通知单”，作为不同的成

本核算对象；如果订单涉及的服务项目数量多，而企业服务

能力有限，集中一次提供服务、核算成本不现实，则可划分若

干批次分别下达“服务任务通知单”，分别核算服务成本；如

果同一时期内不同的订单中要求提供相同服务且服务数量

不多，则可将不同的服务订单合并且下达“服务任务通知

单”，合并进行成本核算。如此灵活机动地进行服务成本核算

对象的确定，一方面可以及时满足客户的需求，另一方面可

以提高成本核算信息的及时有用性。下文将把“服务批次”与

“产品批次”并列作为分批法成本核算对象进行分析。

（二）成本核算期的改进

传统工业经济下分批法成本核算期为生产周期。供给侧

经济要求根据顾客需求灵活多变地提供产品、服务，因此各

批产品的生产交织进行、各项服务的提供相继开展，那么由

各批产品、服务共同耗费的成本（以下简称“间接成本”）很难

直接归集到各产品、服务。企业应按照月份对间接成本进行

归集，月末按照一定标准在各批产品（服务）之间进行分配，

以反映各批产品（服务）在生产（服务）周期内消耗的间接成

本。虽然间接成本是按照会计报告期（月份）归集分配，但分

配到各批产品（服务）的间接成本应该还是其生产（服务）周

期内消耗的资源。

由于直接成本（如直接材料成本）在发生时往往能够分

清批次，企业在进行直接成本核算时无须进行分配。当然，服

务业一般没有直接材料项目，即使有零星的材料消耗，一般

也都纳入间接成本核算。综上所述，分批法的成本核算期应

该是生产（服务）周期和会计报告期的结合。分批法核算的是

各批产品（服务）在生产（服务）周期内的成本，但是为了能够

客观、准确地核算各批产品（服务）的间接成本，企业应先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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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会计报告期进行归集，然后期末将间接成本分配给各批产

品（服务）。

（三）成本分配方法的改进

成本核算过程就是成本的归集、分配、再归集的过程，该

过程的核心是成本的分配，即将一定对象消耗的各种经济资

源按照“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进行分配。不同的成本项目，

分配方法各不相同。如直接材料成本，一般按照各受益对象

的产量进行分配；直接人工成本，一般按照各受益对象的生

产时间进行分配；制造费用（服务也可以称为“服务管理费

用”），一般采用与直接人工成本相同的分配方法进行分配。

供给侧改革下，成本构成发生了变化：直接材料成本比重下

降、直接人工成本比重上升、制造费用下的明细项目增多且

比重上升。其中，除直接材料成本分配方法可以保持不变外，

直接人工成本、制造费用的分配方法都需要改进，尤其是制

造费用。

1. 直接人工成本分配。供给侧改革下，企业人力资源的

合理开发与有效配置是增加企业价值的一项重要工作。与此

相对应的人力成本，其构成内容及构成比重会发生较大的变

化，如传统的计时工资、计件工资比重会下降，而奖金、提成、

津贴等比重会上升；随着国家养老保险体系改革，企业社会

统筹人力成本比重将会下降；由于企业对人力资源的开发力

度的增强，职工教育经费比重会上升。针对以上人力成本构

成及比重的变化，传统的人力成本分配方法应进行相应改

进。除计时工资、计件工资还可以采取传统的分配方法之外，

职工薪酬中的奖金、津贴、提成、福利费、社会保险费、工会经

费、职工教育经费等应按不同的标准进行分配。比如津贴可

以按照各产品、服务的业务量进行分配；奖金、津贴、社会保

险费可以按照各产品、服务的计时工资或计件工资进行分

配；工会经费可以按照各产品、服务用工数量进行分配等。

2. 制造费用分配。传统的制造费用分配方法一般包括以

产品产量为基础的工时比例法、工资比例法以及计划分配率

分配法。这些方法的共同特点是采取单一的标准进行分配。

但是，供给侧改革下企业的制造费用的特点是构成项目多、

各项目发生动因不同，若仍然采取单一标准进行分配，其结

果的客观性就会大打折扣。因此，多动因、多标准的分配方法

就成为制造费用分配的必然选择。

例1：某家具公司为客户进行家具配送，计划按照家具销

售收入的17%收取相应配送费用，为包括A、B在内的若干客

户（不同批次）进行家具配送。下面重点以A、B客户为例进行

说明。

（1）该家具公司经营数据如表1所示：

从表1可知，A、B客户订单销售金额均为50000元，按照

17%收取配送费，该家具公司向A、B客户均收取 8500元，那

么这种收费标准合适吗？如果该家具公司为A、B客户花费的

配送成本是相同的，企业收取相同金额的配送费用是合适

的。那么配送成本如何在A、B以及其他客户之间分配？分配

的标准是什么？是和其他间接成本一起选择单一的标准进行

分配还是根据不同成本的发生动因进行分配呢？显然应该选

择后者。

（2）配送服务流程如图1所示：

（3）配送作业及成本动因如表2所示：

（4）A、B客户成本动因资料如表3所示：

（4）配送成本分配率计算如表4所示：

（5）A、B客户配送成本计算如表5所示：

从表 5可以看出，A、B客户的配送成本分别是 10600元

项 目

销售收入

配送收费（计划）

A

50000

8500

B

50000

8500

其他

4100000

697000

合计

4200000

714000

作 业

订单录入

订单备货

订单配送

一般配送管理

成本动用

订单录入数量

配货数量

配送次数

订单金额

成本动因

订单数量（份）

备货数量（件）

配送次数（次）

订单金额（元）

A

100

800

150

50000

B

50

800

50

50000

表 1 家具公司经营数据

订单录入→订单备货→订单配送

图 1 配送作业流程

表 2 配送业务相关作业

表 3 配送业务成本动因资料

作业

订单录入

订单备货

订单配送

配送管理

作业成本
（元）

200000

160000

300000

400000

成本动因
数量

10000份

80000件

15000次

5000000元

成本动因分配率

20元/份

2元/件

20元/次

0.08

表 4 成本动因分配率计算

作业

订单录入

订单备货

订单配送

配送管理

配送成本

分配率

20

2

20

0.08

A

动因
数量

100

800

150

50000

作业成本
（元）

2000

1600

3000

4000

10600

B

动因
数量

50

800

50

50000

作业成本
（元）

100

1600

1000

4000

6700

表 5 A、B客户配送成本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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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6700元，那么都按照 8500元收取配送费用显然是不合适

的，这将导致B客户的流失。因此，企业应根据不同成本发生

的动因对各项间接成本进行分配，为决策提供准确的成本信息。

三、分批法应用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成本核算对象必须明确

分批法以产品、服务的“批次”作为成本核算对象，将不

同“批次”的生产耗费计入相应“批次”成本，不能“串批”。实

践中，“串批”现象一般表现为：某批产品、服务的“领料单”、

“派工单”等原始凭证上标注的不是该批产品、服务的“批

号”，使得有关生产耗费计入错误的成本核算对象中。

（二）完工程度要准确

改进后的分批法不仅能够提供更加客观准确、及时有

用的成本信息，而且应用的范围更加广泛，如应用于工程建

筑、科学研究等重大项目的成本核算。由于重大项目周期较

长，为了准确核算项目成本以及评估项目业绩，企业应确定

不同阶段项目的完工程度。具体如下：

首先，企业必须编制项目成本预算，反映处于不同实施

阶段时的项目应该发生的成本。然后根据项目的进展情况，

评估截至目前项目的预算成本与实际成本，以及计划完工程

度与实际完工程度。假如在项目进行至第 10个月时，合同完

工程度为 45%，相应的预算成本是 400万元，实际成本为 460

万元，则表明在达到这个完工程度时，实际成本超出预算成

本 60万元。最后明确项目进展是否符合计划，如果项目在第

10个月计划完工程度为40%，但实际完成了45%，显然比计划

提前了。由于项目的复杂性，在项目周期内，企业可能需要修

订预算成本和计划完工程度，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

（三）基于客观反映的目的选择成本分配标准

由于成本分配标准的选择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企业进行

成本核算时应选择能真正反映成本耗费情况的分配标准，而

不是选择能提供最有利结果的分配标准。这里主要是指间接

成本的分配标准选择。

例 2：某公司在 2015年 10月份签订两份订单，均在 10月

份开展工作并完成。两份订单分为两批工作，批号分别为

1001和 1002。合同约定 1001批工作的收费标准是在成本的

基础上加上8000元；1002批工作的收费是固定的145000元。

本月为两批工作共发生间接成本 60000元，分配标准可以选

择直接材料、直接人工。需要说明的是，间接成本的发生与直

接人工关系比较密切，与直接材料的关系相对较弱。所以，按

照直接人工分配间接成本其结果的客观性和准确性要强于

按照直接材料分配的成本结果。

（1）1001批、1002批工作的直接成本如表6所示：

（2）间接成本按照直接人工标准在 1001批、1002批工作

之间进行分配，结果如表7所示：

（3）间接成本按照直接材料标准在 1001批、1002批工作

之间进行分配，结果如表8所示：

可见，无论采取什么标准分配间接成本，两批工作的总

成本都是 216000元，但是两批工作各自的成本发生了变化。

如果按照直接人工分配间接成本，1001 批工作的成本是

80250元，1002批工作的成本为 135750元；如果按照直接材

料分配间接成本，1001批工作的成本为102000元，1002批工

作的成本为114000元。

（4）计算不同分配标准下的销售收入，结果如表9所示：

从表9的对比可以看出，按照直接人工分配间接成本时，

1001批工作的销售收入为 88250元，低于按照直接材料分配

间接成本时的销售收入 110000元。但是，按照直接人工标准

分配的结果客观性和准确性更强，所以理性的选择应该是按

照直接人工分配间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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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

1001批

38000

26000

1002批

22000

70000

合计

60000

96000

表 6 直接成本 单位：元

项 目

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

间接成本

成本合计

1001批

38000

26000

16250

80250

1002批

22000

70000

43750

135750

合计

60000

96000

60000

216000

项 目

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

间接成本

成本合计

1001批

38000

26000

38000

102000

1002批

22000

70000

22000

114000

合计

60000

96000

60000

216000

项 目

1001批工作收入

1002批工作收入

合计

直接人工标准下

88250

145000

233250

直接材料标准下

110000

145000

255000

表 7 间接成本按直接人工分配

表 8 间接成本按直接材料分配

表 9 销售收入情况 单位：元

单位：元

单位：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