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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基础上的高校全成本核算体系建设

【摘要】《高等学校财务制度》要求高校进行成本费用管理，但目前出于种种原因，高校的会计核算基本上仍是基于收

付实现制，成本费用管理较弱。本文试图在分析高校业务类型、支出类型、管理特点的基础上提出在与现行高校会计核算

并行的前提下，建立独立的成本费用管理模块，单独进行高校成本费用核算的思路，并探讨了如何建立成本中心，对高校

各项支出费用逐一分析其归集与分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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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高校财务核算长期以来一直是基于收付实现制的会计

核算基础，导致高校的学生培养成本无法准确计量。我国对

学费的定价采取以法规形式固化，并明确提出25%的成本分

担比例（潘松剑，2015），这里的成本是基于收付实现制核算

的教育事业支出等会计数据。在核算基础不够科学、合理的

情况下，学费的定价必然会脱离真实成本。2012年12月财政

部会同教育部对《高等学校财务制度》进行了修订，提出了成

本费用管理的概念，也提出采用修正的权责发生制核算基

础。《高等学校财务制度》实施至今已经三年多了，就高校的

核算状况来看，对权责发生制的应用很少，成本费用管理如

何实施，各高校也处于观望状态。

本文拟从确定成本中心、直接成本归集、间接成本分配

以及资本性支出费用化处理等几个方面分析高校全成本核

算。高校全成本核算对信息化的要求包括成本费用管理模

块、能源消耗计量模块、基建与采购合同管理模块、教学和科

研成果库管理模块四个模块的信息化建设。

二、研究现状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于高校成本核算问题的研究很多，也

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针对高校成本核算相关问题的研

究，国内学者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1. 高校教育成本核算存在的相关问题探讨。施英（2015）

对现行高校教育成本核算存在的问题和需解决的事项进行

了全面分析，并提出了进行成本核算的方法。吴静瑜（2015）

指出目前高校科研经费成本核算存在计量无据可依、配比原

则失效、科研成本核算监督评价体系缺乏等问题，并针对性

地提出了建议。

2. 作业成本法应用于高校教育成本核算的相关研究。傅

中保（2015）、关翠（2015）都给出了作业成本法应用于教育成

本核算的详细步骤，对于如何确定高校资源、动因分析、作业

中心的确定和归集以及成本分配作了详细的介绍。

3. 新会计制度下高校成本核算的相关研究。李霞（2015）

介绍了在新《高等学校会计制度》和财务软件不断完善的前

提下，如何统计教育成本、生均成本，研究方法还是基于现行

的高校核算体系。韩宇骞、王官禄、张学英（2015）提出了新会

计制度要求建立复式核算的概念，目的是对成本费用进行核

算，同时满足预算会计和财务会计两种会计信息需求；并详

细介绍了进行复式核算的程序等。何远祯（2015）以某工程大

学 2011 ~ 2012年实际资料为例介绍了新会计制度下教育成

本核算的方法和流程。

三、高校全成本核算模式

（一）成本核算的基础

我国高校绝大多数是财政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因此高

校需按照政府年度决算要求、政府收支科目分类等编制年度

决算报表，即高校的所有经费仍然要按照政府收支科目核

算。那么，比较可行的成本费用管理方法就是借助财务软件

另行建立成本费用管理模块，对所有的支出基于权责发生制

的原则按照成本中心进行归集、分摊。

（二）确定成本中心

综合考虑高校的职能、服务对象、机构设置特点等，本文

以某建筑类院校为例将其所属机构划分为成本中心，如图 1

所示。其中各教学学院的主要工作是培养学生，是全成本核

算模式的主要成本中心；各研究中心作为科研单位，主要工

作是科研，同时肩负培养研究生的任务，也应作为成本中心；

图书馆等教辅单位主要工作是辅助教学工作的开展，无直接

产出，应同机关管理部门类似，所发生的成本作为间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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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学学院、研究中心予以分摊。

以上海复旦天翼财务软件为例，高校财务是科目核算和

项目核算相结合的，项目核算又是以“二级单位——项目”为

层级建立的，这就为成本费用管理提供了便利。成本费用管

理模块仍以“二级单位——项目”为层级建立，将所有二级单

位按照图1进行成本中心划分为两大部分：所有教学单位、研

究中心为直接成本中心，所发生的人员支出、公用支出直接

归属于本中心；所有教辅单位、行政机关单位为间接成本单

位，所发生的人员支出、公用支出需按照一定比例分配到上

述直接成本中心。

为了细化成本核算，高校可以根据专业设置、实验室建

设建立二级成本核算体系，将二级学院下设系、实验室作为

二级成本中心，其归集方法、原理同一级成本中心；所有系、

实验室发生的人员支出、公用支出直接归集到本中心；所有

二级学院办公室人员发生的人员支出、公用支出按照一定比

例分配归属于系、实验室所属的直接成本中心。

高校除了承担教学任务，还承担了许多科研任务，科研

项目按照拨款单位与高校的关系划分，包括财政科研专项项

目、纵向科研项目和横向科研项目。财政科研专项项目的目

的是保障学校基本的教学、科研活动，其支出应归集到学校

的成本中心进行成本费用管理；纵横向科研项目到款时有任

务书、预算安排，在高校均是独立核算的，纵横向科研项目建

议作为独立的成本中心进行成本费用管理。

（三）成本分类

《高等学校财务制度》对高校的支出按照活动类型分为

教育事业支出、科研事业支出、行政管理支出、后勤保障支

出、离退休支出、上缴上级支出、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经营

支出和其他支出。其中，退休人员工资逐步移交社会保险机

构发放；离休人员因人数很少，费用占比很小，本文为了简化

研究模型，暂不予以考虑。上缴上级支出、对附属单位的补助

支出均不属于成本性质的支出，本文不予以考虑。经营支出

与经营收入配比，可单独考虑成本核算。其他支出因多属于

偶然发生、非经常性发生业务的支出，故本文暂不予以考虑。

教育事业支出、科研事业支出、行政管理支出、后勤保障

支出按照经费是否实施项目管理又分别分为基本支出和项

目支出。其中，项目支出是针对财政专项经费、纵向经费、横

向经费等有明确预算安排的实行项目管理的经费。根据上文

的分析，本文主要对财政专项经费支出和基本支出两大类支

出进行成本管理。

财政专项经费包括教学类、科研类、人才培养类、信息化

建设类、设备采购类、基础设施改造类、学科建设类等多种经

费。其中，教学类、科研类、人才培养类、学科建设类经费可按

照项目内容直接归属于直接成本中心；信息化建设类、设备

采购类、基础设施改造类经费需要按照受益对象以折旧或分

摊的形式计量成本。基本支出则全部是高校日常运转经费和

人员经费，按照“二级单位——项目”的层级关系，将基本支

出按项目归属单位归集到对应的成本中心，详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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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直接成本的归集。以某建筑类高校为例，各教学单位

的经费支出包括人员经费支出和公用经费支出两大类，其中

公用经费支出包括日常运转经费支出、校内项目经费支出和

财政专项经费支出。教学人员的人员支出按照教师所属系、

教研室、实验室归集至相应的成本中心；对于存在跨专业的

合作教学项目，可以考虑按教师的课时比例分配教师的人员

支出至不同的成本中心。教学单位的校内项目经费支出和财

政专项经费支出多与具体专业相关的教学项目，其支出作为

成本中心的直接成本予以归集。

上述各教学单位的经费还缺少非常重要的一项：水电气

暖的支出。目前该高校对水电气暖的计量没有具体到各个二

级单位，所有支出均由学校统一支付，这种计量模式比较简

单，但不利于成本核算和成本控制，浪费现象非常严重。就目

前这种计量方式，成本核算只能通过计算各成本中心占用建

筑物面积比例予以分配，但这种计算方法势必影响成本核算

结果的准确性。

2. 间接成本的分配。间接成本主要涉及教学单位的办公

室等管理机构、机关行政部门、后勤部门等，教学单位的管理

机构服务于本教学单位的教学、科研活动；机关行政部门、后

勤部门服务于全校的教学、科研活动，并没有学生培养任务

等，其发生的公用支出、人员支出应作为间接成本分摊至各

成本中心。

教学单位的办公室管理人员是为全学院教学工作服务

的，所以其所发生的人员支出应按照一定的比例分摊至各

成本中心，本文认为，比较合理的分摊比例可考虑选择各成

本中心的学生比例或教师比例。教学单位的日常运转经费中

的学院业务费、办公费、电话费、实践教学经费等是全学院发

生的公用支出，无法直接进行归集，应按照一定的比例予以

分摊，可以考虑按各二级成本中心的学生比例或教师比例进

行分摊。

机关行政部门、后勤部门的各项支出按照一级成本中心

的学生比例分配至各一级成本中心。其归集和分配方法如图

3所示。

3. 基本建设支出、资本性支出的成本核算。目前行政事

业单位对大型仪器设备采购、基础设施建设列支基本建设支

出、资本性支出科目。虽然《高等学校财务制度》提出了对固

定资产计提折旧的要求，但目前各高校并没有执行这一制

度，固定资产仍以原值列示在资产负债表上。基于上述问题，

本文建议在成本费用管理模块，将所有已投入使用的固定资

产（包括外购和在建工程转固）按照使用部门划分至对应的

成本中心，按照各种固定资产适用的折旧方法按月计提折旧

计入成本。对于共同使用的机器设备、房产等，按照谁受益谁

分摊的原则，需按照一定的比例将当月计提的折旧分摊计入

使用部门的成本中心。对于公共区域的机器设备、房产，可以

按照学生比例予以分摊。

4. 教育成本与生均成本的计算。按照上述方法将各项支

出归集、分摊后，可以计算出各成本中心的教育成本，按照各

成本中心培养的学生数量，可以进一步计算生均成本。基于

权责发生制计算的生均成本，对成本考虑得更全面、更科学，

也按成本中心予以划分，可以直观了解各专业的生均成本，

为学费定价提供进一步的数据支持。

四、全成本核算对信息化的要求

高校财务全成本核算对高校的财务信息化建设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为了实现上述全成本核算的目的，本文认为在

现有财务软件的基础上，尚需大力完善信息化建设，方能达

到成本管理、科学核算的目的。

1. 成本费用管理模块。目前我国高校作为财政全额拨款

的事业单位，会计核算需按照政府收支科目分类予以核算，

收支核算与成本费用核算是基于不同会计核算基础的。基于

此原因，成本费用管理只能作为高校财务管理的一个辅助模

块（如图4所示）。在现行财务系统下，另行建立一个独立的成

本费用管理模块，基于日常发生的经济业务，依赖于会计凭

证，依据财务数据，按照权责发生制的原则，将所发生的支出

按照事先确定好的成本中心进行归集、分摊，最终形成成本

图 3 成本归集与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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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报表。

成本费用管理模块是只从高校财务系统中取数进行运

算，而不会反写数据进入财务系统的一个相对独立的模块，

是类似于高校内部管理会计的一个模块。这样既满足了高校

成本管理的需求，又不会影响高校正常的会计核算和年终决

算报表编制。

2. 能源消耗计量模块。为了实现上述成本费用管理，更

准确地核算各成本中心的成本，势必要改变目前水电气暖的

计量方法。传统的计量方法简单、粗略，没有体现“谁消耗谁

负担”的原则，不利于高校进行成本控制，也造成了极大的资

源浪费。这就需要财务部门协同资产管理部门改变能源消耗

的管控计量系统，对所有教室、实验室等办公用房区域安装

水电气暖的控制阀门、计量仪器，并同时编号划分所属成本

中心。资产管理部门建设能源消耗计量模块，每月直接统计

全校所有建筑物的能源消耗情况。财务部门根据资产管理部

门提供的能源消耗计量数据按照单价直接计量能源成本，并

按照计量仪器编号所属成本中心，归集、分摊各成本中心的

能源成本。

3. 基建、采购合同管理模块。基建、采购合同管理模块是

为了实现对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大型设备采购的合同进行科

学管理，以及对大额资金支付进度、固定资产价值确认与后

续计量等进行综合管理而建设的管理模块。

目前多数学校的基建合同、设备采购合同的管理分属于

基建部门和资产管理部门，比较零散；大额资金支付虽然有

明确的签批手续，但管理普遍比较分散，缺乏高效、系统的统

一管理。因此，本文建议建立一个独立的基建、采购合同管理

模块，实现基建部门、资产管理部门和财务部门共享数据。该

模块以合同编号为唯一依据，涵盖从项目立项到合同签订，

从合同执行到价款支付，从设备购入、在建工程完工到固定

资产入库，从固定资产划分成本中心到固定资产入账以及后

续计提折旧、资产处置等全过程，与财务系统对接，三部门实

现数据共享，通过合同编号，可以获取该合同的相关信息、查

看该合同的进度，从而能及时、准确掌握价款支付、固定资产

入账、折旧计提、成本管理等信息。这样形成一个闭合的周

期，三个部门实现资源共享，也方便管理，对国有资产的保

值、增值提供了很好的保障，同时也为成本费用管理提供了

极大的便利。

4. 教学、科研成果库管理模块。教学、科研成本库管理模

块是为了绩效考评而设立的，也需要与教务处、科研处等部

门实现对接、数据共享。随着我国财政改革的一步步深入，国

家越来越重视绩效考评。高校一方面要进行成本费用管理，

合理控制教育成本；另一方面还要对财政资金的投入进行绩

效考评，反映资金使用效益。建立教学、科研成果库管理模

块，与财务系统对接，可以更直观地获取各项经费的产出效

益信息，便于开展专项资金、教育资金的绩效考评。

五、结论及建议

1. 结论。本文基于高校目前的会计核算基础，结合《高等

学校财务制度》对成本费用管理的要求，对高校如何进行全

成本核算提出了初步设想，基本建立了高校全成本核算体

系，提出了基于该体系所需的信息化建设需求，包括成本费

用管理模块在内的四个相关模块的建设设想。

全成本核算是未来高校成本费用管理的一个趋势，也将

是更好地测算教育成本、学费定价的一种方法。如何做好会

计基础工作，逐步完善高校成本核算工作，都对高校财务管

理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本文试图通过建立全成本核算体系

解决这一问题，也必将在以后的工作实践中探索更适合高校

的财务管理方法。

2. 局限性及建议。本文初步提出了在现阶段高校核算体

系下进行全成本核算的思路，但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一

是忽略了区分教学成本和科研成本。《高等学校财务制度》为

了细化成本管理，提出将原教育支出科目划分为教育事业支

出、科研事业支出、行政管理支出、后勤保障支出和离退休支

出五大类，希望以此区分教育成本和科研成本。然而在实际

工作中，教学活动和科研活动并不能严格区分，经费的支出

和业务工作也没有严格对应，因此本文为简化模型，忽略了

此问题，这将作为今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二是未将各部门

创收经费的支出纳入成本费用管理。随着近年来高校经济事

项日趋复杂和会计核算能力的提高，创收经费的核算也应纳

入成本费用管理，这样能更全面地反映各学院、研究中心的

真实成本。三是对于纵横向科研项目，本文建议将其作为单

独的成本中心，但这一建议是否合理、妥当还需在以后的工

作中进一步商榷、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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