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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化工企业产品成本专业化管理

【摘要】化工企业生产装置多、工艺流程长、产品品种多、涉及领域广，不同产品的加工工艺不同，原

料投入多样，上下游企业间存在着大量互供产品作为原料的情况，企业内部各装置间上下游互供关系也

非常复杂，造成了化工企业成本管理的复杂性。将企业不同的化工产品分成若干专业板块，根据产品特

点和加工流程进行成本管理，可以实现以板块和产品链为主线的专业化成本管理，并从中提炼化工产品

成本专业化管理的主要步骤，供管理工作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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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化工产品市场随着国际原油价格的变

化持续波动，产能结构性过剩，国外低成本产品大量

涌入，造成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化工企业要生存发

展，必须对内深挖潜力降低成本，不断提升装置经济

运行水平，从战略成本管理的高度去制定和实施企

业的各项经营决策。

化工产品专业化管理作为实现企业战略目标的

重要手段，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在特大型能源化工公司中，化工业务主管部门

应根据自身管理特点，深挖管理内涵，建立化工产品

成本专业化管理体系，从组织结构、板块、产品链、价

值链、分析、考核等不同维度，实现对企业成本的精

细化管控。

一、化工产品专业化管理的必要性

（一）化工产品生产特点决定管理的复杂性

化工企业具有生产装置多、工艺流程长、产品品

种杂、涉及领域广的特点，如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以下简称“中石化”）化工事业部（以下简称“事业

部”）有生产企业30多家，生产装置400多套。不同产

品的加工工艺各不相同，原料投入多样，上下游企业

间存在着大量互供产品作为生产原料的情况，同时

企业内部各装置间互供材料的关系也非常复杂。这

种企业间、上下游装置间紧密的生产联动方式，以及

繁多的产品品种和加工方案，造成了化工企业成本

管理的复杂性。

（二）改善传统成本管理模式的需要

化工企业传统成本核算办法以装置为基本核算

单元，与产品相关的固定、变动成本都是以装置为成

本中心进行核算和归集，在此基础上采用积数分配

法核算具体产品成本，进而核算出企业利润。装置是

企业的基本生产单元，以装置作为核算单元虽有其

合理和适用性，但也存在一些不足：

第一，装置成本核算中一般采用积数分配法核

算具体产品成本，而企业因产品结构差异导致的积

数分配差，则会给不同企业相同产品成本对比带来

困难。

第二，不同企业同类装置由于生产结构差异，生

产技术路线不同，导致装置成本缺乏可比性。

第三，不同企业同类装置由于原料来源（自产和

外购）的不同产生了加工成本差异，对比分析的结果

说服力不强。

第四，装置边际贡献的差异使得决策评估产生

一定偏差，形成产品成本“降不下、抓不住、控不了”

的局面。

第五，现实存在大吨位低成本和小吨位高成本

并存的现象，给产品加工费的评价、对比和考核带来

一定难度。

（三）化工企业战略实施的需要

中石化属于特大型能源化工企业，在化工业务

上需要实施低成本、“做强做特”化工发展、集约化经

营与专业化管理、做好做优销售、技术创新等长期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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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以保证化工业务持续有效快速协调发展，而专业

化管理既是企业的战略目标，又是实现企业战略目

标的重要手段。产品专业化管理，就是从生产和市场

两个角度“做强做特”，通过推进专业化生产、销售，

不断提高专业管理的技术含量；通过生产的专业化

管理，有效发挥高附加值专用材料、差别化产品的优

势，提升企业持续发展能力，使产品结构得到优化，

盈利、竞争和抗风险能力得到提高，从而实现企业战

略管理的目标。

二、化工产品成本专业化管理的内容

（一）化工产品成本专业化管理含义

化工产品专业化管理是指从产品的管理、技术、

生产、销售、资源配置等多方面实施一体化管理，使

企业在差异化、反应速度和效率方面同时赢得跨越

式竞争优势。化工产品成本专业化管理是指从行业、

组织结构、板块、产品链、价值链、分析、考核等不同

维度，实现对成本的精细化管理和控制。

（二）化工产品成本专业化管理目标

1. 优化成本管理模式。基于生产装置“一维”的

成本管理模式，由于存在原料来源、产品结构、分配

积数的差异，导致产品成本不可比，这就需要建立

“多维”的成本管理框架，从专业板块、产品链、企业、

事业部等不同维度，灵活组合成本管理对象，实现成

本管理模式的动态优化。

2. 实现以板块和产品链“二维”成本管理为主

线的专业化管理模式。将不同企业间复杂多样的化

工产品分成若干专业板块（以下简称“板块”），根据

产品特点和加工流程进行成本管理与分析。在板块

专业化管理的理念下，清晰反映同类产品上下游供

给的成本影响；通过不同企业相同板块的整合，对事

业部的整体盈利趋势迅速做出判断，促使决策将资

源集中有效地配置在盈利能力最强的板块产品上，

加强对产品生产组合的优化，并随市场变化，及时在

企业间、板块间调整这种优化组合，以提高事业部的

总体竞争力。

3. 支持企业优化经营决策和完善分析考核体

系。建立体现“精细化管理”理念的化工产品成本专

业化管理系统平台，提供及时准确的产品成本数据、

产品盈利能力分析、产品边际效益对比等财务分析

数据，支持进行生产优化的决策，为实现化工产品成

本管理的可控、可比、可操作提供重要依据，为构建

事业部合理、有效的绩效考核体系建立可靠的数据

基础，促进企业间“比学赶帮超”活动的开展。

（三）化工产品成本专业化管理范围

化工产品专业化管理是全方位的管理，包括装

置开停工、产品结构调整、优势资源配置、产品边际

贡献等多方面，是矩阵式的管理体系，横向从业务角

度涵盖产品的管理、技术、生产、销售、资源配置等多

个方面；纵向从管理角度包含产品的事前预算、事中

核算、事后分析管理三个方面。

化工产品成本专业化管理是化工产品专业化管

理的主要内容和入手方向，不仅体现在财务管理上，

也渗透到各个专业管理领域，涉及各个企业，需要事

业部和企业层面共同努力，才能将这项工作通过具

体措施落实下来。产品成本专业化管理应由事业部

负责设计管理思路，制定相应的规则和制度，事业部

各专业处负责根据产品的特点，提出具体管理办法，

财务处在综合各专业处意见的基础上，总结出具体

的财务核算、成本管理措施，各企业结合自身具体情

况落实各项管理措施。

三、化工产品成本专业化管理的主要做法

（一）确定化工产品专业化分类

由事业部各专业处按照产品特点兼顾管理分工

进行产品分类，由于化工产品复杂多样，一维的分类

体系无法满足管理需求，因此需设计板块、产品链二

维分类体系。划分原则为：便于横向对比，便于核算

分析，板块相对独立。

产品成本专业化分析有装置、板块、产品链三种

口径，传统上企业采用装置单位成本为控制分析对

象，而产品分专业管理后，可重点针对板块、产品链

口径成本情况进行分析。

板块是由一些产品种类相同相近的生产装置组

合而成，是介于装置和企业之间的一个统计核算口

径，板块的划分相对固定，可以单独进行分析。中石

化将所有生产装置划分为：基本有机化工原料、合成

树脂、合成橡胶、合纤原料、合成纤维、碳一化工、精

细化工和生物化工等7个板块。

产品链是为满足更加精细的分析需求而设计

的，是若干上下游装置的集合，但装置数量小于板块

的规模。产品链的装置种类和数量可以动态调整、灵

活配置，可以跨板块构成产品链，快速测算分析出产

品的盈利趋势。

板块、产品链的划分，为后续产品成本专业化管

理的数据统计、财务核算、成本分析、绩效考核等工

作提供统一的口径，是产品成本专业化管理的基础。

事业部需要建立和运用化工财务管理信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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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简称TBM）系统对板块和企业的业务流程进行再

造，重新明确各专业处的职责，切实落实“横向到边，

纵向到底”的专业管理要求。在核算方面，企业通过

ERP系统获取实际数据形成生产经营报表，上报到

事业部。事业部从企业ERP系统中获取的实际数据

既可以做装置口径的数据分析，又可为板块、产品链

专业分析提供支撑。

（二）制定化工产品专业化管理规则与制度

1. 制定板块划分规则。确定事业部化工产品专

业化管理的内部分工及产品成本专业划分，奠定分

板块成本核算基础，为产品专业化分析做好铺垫。

2. 制定板块费用分摊规则。确定化工分板块成

本核算规则，形成板块成本归集的具体办法。

3. 制定板块库存处理规则。通过库存划分规

则，将原料库存差异、产品未实现利润在板块间划分

清楚，解决化工产品成本专业化管理最大的难题。

4. 制定板块收入成本合并抵消规则。避免出现

总收入、成本虚增现象，真实反映板块利润。

5. 制定板块投入产出抵消规则。板块投入产出

数据是化工产品成本专业化管理核算中的基础数

据，确定正确的板块投入产出数据抵消规则，是板块

分析的重要前提。

6. 制定板块分析规则。成本价与市场价两套体

系作用各不相同，成本价是板块间互供原料并以成

本价结转，核算出的利润与传统成本核算出的利润

一致，可以看作是利润在各板块间的划分；市场价是

板块间互供原料并以市场价结转，人为割断板块间

联系，模拟市场环境估计各板块的盈利趋势，为开停

工及装置生产负荷调整提供参考依据。

7. 能源核算流程规范化。研究规范能源核算单

元、统一数据来源，明确能耗损失的核算方法，确定

能源介质的核算范围，减少能耗技术经济指标与装

置财务核算数据两层皮现象，提升能源管理精细化

水平，为一级预算的开展提供条件。

8. 增强计划排产与预算投入产出核对的吻合

度。通过将计划的优化排产系统与TBM系统的指标

口径对照，将优化排产系统数据直接传入TBM系

统，与企业预算投入产出数据直接对照，差异直观显

现，减少计划排产与预算投入产出数据的差异，增强

预算准确性。

9. 规范化工原料和辅材范围。对各类化工原料

与辅材的范围进行界定，统一原辅材料的核算规则，

强化装置物耗、辅材管理。

10. 丰富“比学赶帮超”指标体系。以化工分板

块指标为切入点，从横向、纵向两方面进行评比，横

向对比体现企业的先进性，纵向对比体现企业的进

步性，鼓励企业查找问题，不断弥补自身短板，努力

提高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

（三）开展产品成本专业化模拟核算

1. 设计化工产品专业化核算模型。根据事业部

管理需要，按照板块间互供物料结转价格的不同，需

设置两套板块分析报表体系，一是板块间互供物料

按成本价结转下游得出板块利润（以下简称“成本价

体系”），二是板块间互供物料按市场价投入下游板

块得出板块利润（以下简称“市场价体系”）。

成本价体系是将企业实际核算结果按照一定的

原则分配到板块中去，形成板块利润，各板块利润及

公用工程系列利润最终抵消板块间物料及劳务互供

后应与会计准则下计算的母公司利润核对一致。成

本价体系下的板块利润反映的是企业各板块最终产

品的盈利水平，以及企业的盈利点。

市场价体系是将板块互供原料价格还原，消除

上游装置由于生产不稳定、原料价格高等原因给下

游装置造成的影响，在不考虑期初期末库存的情况

下，计算出完全市场化条件下的产品及板块的盈利

情况，便于企业间横向对比，为装置优化排产提供依

据。两套报表构成情况见表1。

2. 明确板块模拟核算的原则。按板块进行管理

的前提是将企业实际核算结果进行二次加工，模拟

板块核算，计算板块口径的各项指标，如利润、吨产

品费用等。进行模拟核算需遵循如下原则：

第一，企业所有装置全部按照板块制定方案划

分到板块。

第二，板块产成品及半成品期末库存按照产出

原则留在产出该产品装置的板块，即库存留在上游

板块。

报表分类

共用报表

独立报表

成本价报表

管理费用表、其他业务收支表

营业费用表、营业外收支表

财务费用表、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表

板块生产经营费用表

板块销售收入明细表

板块营业利润明细表

板块吨产品加工费表

板块产成品库存表

市场价报表

板块生产经营费用表

板块销售收入明细表

互供产品参考价格表

板块营业利润明细表

板块产成品库存表

板块装置成本表

表 1 成本价与市场价表构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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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板块吨产品费用以成本价计算结果为准，

以板块的产品产量为依据计算板块吨产品费用，对

本板块内部消耗无外卖和不转往下游板块耗用的产

品视为本板块在产品，不计入板块产品产量。

第四，不调整ERP系统的财务核算体系，保持

以装置为基础的原有核算模式。

第五，按照板块的统计口径，重新进行投入产出

和其他生产相关数据的统计，得出板块投入产出数据。

第六，公共费用分摊原则：能直接认定到板块

的，直接计入到各板块，不能直接认定到板块的，按

以下原则分配：①营业费用：存储费、销货运杂费、装

卸费、代理手续费按实际发生额直接计入板块，其他

营业费用按销售收入比例分配。②财务费用：长期贷

款利息支出和汇兑净损益按照受益板块分配，其他

财务费用按照板块销售收入比例分配。③管理费用、

其他业务收支、营业外收支：凡是能分清板块的费用

支出，直接计入到板块，分不清板块的费用支出，按

照固定资产原值比例和板块人员比例各50%的比值

进行分配。④税金及附加：按照销售收入比例分摊。

⑤投资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原则上不分配到板

块中。⑥资产减值按照板块实际发生数额填列，不能

确认所属板块的减值按照销售收入比例分摊，由于

市场价体系下产品全产全销，不应存在存货减值情

况，因此在市场价体系下存货减值不分配至板块。

3. 制作产品成本专业化分析模型。应根据公司

总部的考核分析需求，结合事业部经济活动分析的

内容，设计产品专业化财务成本分析体系。借助以装

置为基础的核算数据，搭建板块及产品链的分析模

型，设计板块及产品链的财务统计报表模型。事业部

计划处和各专业处，要按照板块及产品链的统计口

径，进行投入产出和其他生产相关数据的统计，梳理

各种统计报表模板和统计指标，如图1所示。

4. 设计产品专业化考核指标体系。要在板块及

产品链口径的统计数据和财务数据基础上，确定具

有实际参考意义的考核指标体系，如吨产品完全费

用、边际效益等指标。按照板块及产品链口径的考核

指标，进行企业之间横向比较。根据考核结果，提出

有针对性的、量化的降本减费措施和生产优化方案。

事业部需按照板块管理的要求，设立企业、板块

及装置层面的“比学赶帮超”对标指标体系，其中企

业对标侧重于财务指标，方便与国内外上市公司年

度披露数据的对比；板块对标侧重于各板块财务指

标和投入产出指标；装置对标侧重于技术经济指标。

形成以板块利润、吨产品毛利和吨产品费用为指标

的板块指标考核体系，可为事业部建立指标分解、对

标监控、数据分析、信息反馈、措施优化的闭环流程

优化机制，加强对成本费用发生进度的监控，为深化

板块成本分析提供数据支撑。

（四）运用现代化信息系统进行产品成本专业化

管理

产品专业化管理是建立在大量的统计数据基础

上的，因此需要相关信息系统按照产品专业化管理

思路完善功能，支撑板块及产品链的数据统计、财务

核算、成本分析、绩效考核等工作。涉及的信息系统

包括ERP系统、统计系统和TBM系统。其中：①ERP
系统包括财务核算系统，系统中设置财务核算模型，

实现财务核算功能，提供企业全口径的财务核算数

据，是以装置为成本单元的各种成本、费用数据来

源。该系统应在装置成本核算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

完善，支持按照板块及产品链口径的财务核算功能，

以便能够提供板块及产品链的核算数据。②统计系

统主要提供生产业务相关的统计口径数据，是按照

装置口径收集、计算企业全口径的生产统计数据，包

括投入、产出、燃料、动力、公用工程、三剂辅材等数

据。该系统应增加板块及产品链口径的数据计算模

型，以便能够根据装置投入产出数据，通过合理的合

并抵消计算，形成板块及产品链的投入产出数据。

③TBM系统是财务监控分析管理系统，主要是从

ERP系统和统计系统中抽取实际生产经营的各项

数据，与预算数据进行对比，实现监控分析功能。该

系统需要增加板块及产品链分析功能，配置板块及

产品链分析模型，从ERP系统和统计系统中抽取相

应口径的实际生产经营数据，经过加工形成板块、装

置全口径分析数据，支持事业部经济活动分析。其

中，板块分析主要实现以板块口径的市场价及成本

价体系的效益预测，计算出板块的吨产品完全费用，图 1 产品专业化财务成本分析体系

板块、产品链分析

板块分析 产品链分析
装置分析

裂解装置
××装置

基本有机板块
合成树脂板块

乙烯-聚乙烯
产品链

丙烯-聚丙烯
产品链

全部
投入
产出

利
润
分
析

毛
利
分
析

成
本
分
析

消
耗
分
析

…

……

…

企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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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考核分析；产品链口径的分析模型主要用于快

速测算，可以动态配置产品链的装置构成，测算盈利

产品条线，以优化资源配置。

ERP系统、统计系统和TBM系统需协同工作，

共同支持产品专业化管理工作，构建产品专业化管

理平台，系统之间的数据交换关系为：统计系统的生

产数据是ERP系统核算和TBM系统分析的基础，

为ERP系统和TBM系统提供装置、板块两种口径

的生产数据，包括投入产出、燃料、辅材、动力、公用

工程等方面的数据。ERP系统的核算数据是数据分

析的基础，ERP系统获取统计系统中装置口径的生

产数据，根据成本核算模型进行计算，形成成本、费

用数据，完成财务核算。同时，向TBM系统提供装置

口径的财务核算数据。TBM系统在ERP系统和统

计系统数据的基础上进行预算分析，TBM系统从统

计系统获取装置、板块两种口径的生产数据，从

ERP系统获取装置、板块、产品链三种口径的财务

核算数据，在此基础上加工计算出装置、产品链、板

块三种口径的预算分析数据。

通过完善 ERP系统、统计系统、TBM系统，协

同，实现了对企业的预算和实际数据按照装置、产品

链、板块三种口径的分析对比。事业部可以根据系统

提供的板块、产品链口径数据，对各企业下达有针对

性的成本考核指标，将优势资源配置在最具有竞争

力的板块上，优化生产计划。

四、化工产品成本专业化管理实践与效果

（一）计划管理精细化

在原有的事业部投入产出、企业装置投入产出

计划管理基础上，增加了事业部及企业层面的产品

分板块投入产出计划，并通过统计系统获取事业部

及企业层面的板块投入产出统计数据，从更多角度

实现了计划数据与统计数据的对比分析。

（二）关注市场情况变化，适时进行市场分析

为化工分板块市场价分析提供了产品指导价

格，发挥了市场价对生产经营决策的指导作用。价格

数据为产品专业化管理提供了基础数据支撑，为事

业部生产经营决策提供了帮助。

（三）建立多维成本管理体系，细化产品成本管理

计划处与财务处一起梳理对比计划数据与财务

数据，实现了实物量与价值量的有效结合。通过产品

专业化管理建立“多维度”成本管理框架，从板块、产

品链、企业、事业部、预算、分析、考核等不同维度，灵

活组合成本管理对象，实现成本管理模式的动态组

合优化。

（四）以装置专业管理为基础，以产品边际测算

为手段，优化装置运行，提高板块效益

产品专业化分析，合理计算某类产品的盈利水

平，为专业处提供了开阔的分析视角与方法。专业处

从装置与板块二维角度分析管理板块，以装置管理

为重点，板块数据为支撑，形成了板块管理的单元矩

阵网络，确保板块内管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

产品成本专业化管理的实施，促进事业部建立

了分层级的成本控制目标责任体系，扩大了成本管

理的广度与深度；同时促使各专业处调整管理思路，

将装置产品效益与板块效益结合分析，为事业部实

施精细化管理提供了有效的手段和数据基础。

事业部每月召开经济活动分析会，除财务处对

各专业板块及产品链上月及累计成本效益情况进行

总体分析外，各专业处分别对所负责板块的成本效

益情况做具体分析，计划处与市场处分别就各板块

产品排产与市场行情变化情况进行分析。2016年12
月份各板块分析结果见表2。

从表 2中可见，2016年 1 ~ 12月，事业部 7个专

业板块中，除碳一化工板块外的其他 6个板块均有

毛利。但从利润总额情况看，只有基本有机原料、合

成树脂2个板块实现盈利。

在集团公司总部每年度召开的化工板块工作会

议上，由事业部对上年度各板块及产品链成本效益

情况进行全面分析。

各产品链如图2所示。

以2016年度产品链分析为例：将各产品链耗用

的主要自产原料、产品链内部上下游装置互供原料、

装置副产品以市场价带入，计算出产品链内部各装

置独立盈利能力，然后将产品链内部销售抵消，得出

产品链的盈利能力，比较各产品链各装置在不同企

业之间的盈利差异。乙烯、丙烯、混合碳四采用事业

部平均销售价格作为主要原料价格选取依据。

从乙烯、芳烃两系列产品分解看，乙烯、芳烃装

置仍是盈利的龙头，2016年乙烯、芳烃装置分别取

得毛利289亿元、64亿元，同比分别增加了42亿元、

34亿元。随着丁二烯、橡胶价格在 2016年下半年走

高，碳四橡胶链盈利大幅增加。涤纶链减亏，PP链盈

利维持稳定，PE链盈利下滑，EG链亏损。

通过专业化管理，事业部所属化工企业成本费

用控制效果明显，事业部化工吨产品完全费用逐年

下降，2016年化工事业部实现利润占中石化利润的

31.5%，化工产品专业化管理工作取得了良好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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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销售收入

减：直接材料

直接辅助材料

直接燃料

直接动力

边际贡献

减：固定费用

营业税金及附加

经营毛利

减：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

经营收益

其他业务收支净额

投资收益

资产减值损失

营业利润

加：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利润总额

基本有机原料

13915296
10679756

101150
251331
724027

2159033
644037
98031

1416965
87083

568347
18429

743107
8254

22561
728800
30052
39105

719747

合成树脂

6946093
3813660
229096

2300
289944

2611093
287457
45935

2277701
81314

299929
12403

1884056
1387

20885
1864557

17012
10763

1870807

合纤原料

3029480
2099679

87122
17199

224906
600574
274385
19758

306431
28591

201096
13894
62850
1237

135264
-71177

7494
4862

-68545

合成纤维

1867755
1466637

54550
34312
79643

232614
152082

7706
72825
21846

217267
4330

-170619
8516

32532
-194635

6430
6001

-194207

合成橡胶

837032
506415
64986

72156
193476
58035
3338

132103
9291

101954
5429

15429
-3973

44235
-32779

326
13752

-46205

碳化工

719584
295068
22503
20463

223757
157793
157463

4094
-3764
10840

127280
10035

-151919
10652

46163
-187430

1743
4881

-190568

精细和生物化工

170195
118857

6628

9609
35101
21596

925
12580
3179

20825
-5

-11419
-3155

-181
-14393

466
1708

-15635

表 2 2016年1~12月化工各专业板块效益情况 单位：万元

图 2 产品链总览

C2链

PE

乙二醇

SM-PS

醋酸乙烯-
聚乙烯醇

氯乙烯-
聚氯乙烯

EVA树脂

乙烯

C3链 C4链 C5链 间二甲苯
-PIA

苯酐

C5

芳烃

PTA-涤纶 乙内酰胺

PTA

聚酯

涤纶

C1链

煤/天然气

氢气/CO

乙炔-醋酸
乙烯

甲醇

合成气-
丁辛醇

合成气制
乙二醇

合成氨-
尿素

丁基及溴
化橡胶

丁二烯系
列橡胶

PP

苯酚 丁二烯 异戊烯

异戊橡胶顺丁橡胶

丁苯橡胶

SBS

低顺丁橡胶

丙烯腈-
腈纶

稀土顺丁

ABS

ECH

乙烯

原盐

烧碱/氯气

漂粉精

氯化氰尿酸

石脑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