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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ower company’s financial management system has become a constraining factor in the development of electric power companies, therefore the intensive financial management system is developed in
the paper. According to the modern enterprise financial management principle and the financial management
problems in Guizhou Power Grid, financial analysis of the Guizhou Power Grid and intensive management
principles is discussed firstly, and the intensive financial management is presented in the paper. The centralized accounting, centralized funding management, capital-intensive operations are proposed as the main contents of intensive financial management in Guizhou Power Grid. Finally,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tensive financial management program is analyzed, and suggestion for the building of the intensive financial management system is describ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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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电力企业的财务管理体制已经成为制约电力企业发展的因素之一，论文首先对贵州电网现行

财务管理体制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其存在的问题。进而根据现代企业财务集约化的管理经验，分析了
贵州电网财务集约化管理的原则以及具体内容。结合贵州电网的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会计集
中核算、资金集中管理、资本集中运作、预算集约调控作为贵州电网公司财务集约化管理的主要实施
内容。并对贵州电网公司财务集约化管理的实施方案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提出了贵州电网及其下属单
位集约化财务管理的构建方案。
关键词：电网公司；财务；集约化管理；预算

1. 引言

叉繁杂。如何提高电力企业的财务管理水平与资金使
用效率，防止资金沉淀，减少财务成本，为企业科学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能源和电力需求将保持持
续快速增长，我国电网建设和电力基础设施投资不断

发展搭建高效的财务支撑体系，是各个电网公司和每
一个供电企业必须思考的现实问题[1-5]。

增多。而电力企业是典型的资金技术密集型企业，资

贵州电网下辖电力销售、设计、施工、科研等 23

本价值构成高，技术装备自动化程度高，各种业务交

家单位，其中，电网运行与电力供应单位 10 个，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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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设计等综合单位 10 个，电力建设施工单位 3 个。

3) 成本费用控制乏力，资产管控不严。

目前，公司本部设职能管理部门、直属机构共 23 个。

对于公司的生产成本，在年度预算时考虑各类业

贵州电网公司自成立以来相在财务管理统一核算，统

务合同的综合成本率指标确定成本控制目标。尽管通

一安排资金、统贷统还，集团公司总部相当于利润中

过预算管理，加了对成本费用的控制力度。但是由于

心，汇总计算成本和盈亏；所有的发电、供电企业均

全面预算的执行力还不够，且综合成本率指标易受多

按隶属单位对待，相当于成本中心，只核算成本，无

种因素的影响而发生较大变化，显得较为粗放，因此

盈利压力。因而所属企业争相向集团公司要费用、要

成本费用控制乏力，依然存在着大量不必要的支出。

投资；多报预算，多做概算之风盛行，项目投资造价

4) 费用负担日益加重对成本管理提出了新的挑

居高不下，致使固定资产投资大，折旧在成本中比重

战。

过大，而电价却受国家控制不能随成本上涨，致使多

电网企业的折旧成本、生产运行费用和财务费用

年来公司的资产、资本收益率偏低。近几年来随着电

等随着近几年新项目的竣工大幅度上升。由于售电收

网建设投资的加大，原有的财务管理体制的弊端更为

入的绝大部分都是用于支付购电费用再加上必须确

[6-9]

明显

。

因此论文根据现代企业财务集约化的管理经验，
结合贵州电网的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分析了贵州电

保逐年增长目标利润的完成，因此剩余的成本空间相
当有限，电网企业成本控制的压力日渐增大。

网财务集约化管理的原则以及具体内容，提出了将会

3. 贵州电网公司财务集约化管理的构建

计集中核算、资金集中管理、资本集中运作、预算集

3.1. 财务集约化管理内涵

约调控作为其财务集约化管理的主要实施内容。并对
贵州电网公司财务集约化管理的实施方案进行了深

企业的经营管理有粗放型和集约型两种方式。粗

入的分析，提出了贵州电网及其下属单位的财务集约

放型经营管理以外延式的扩张为基本特征，主要依靠

化管理方案。

生产要素数量的扩张来实现企业的发展，注重的是速
度和规模；集约型经营管理则以内涵式的增长为基本

2. 现行财务管理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
贵州电网公司总资产已经超过 280 亿元，与其他
现代企业相比，其具有资产规模大、负债大、资金流
量大、物资流量大的特点。其财务管理工作存在不少
困境和很大风险，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 资金管理分散，运用效益不高。

特征，主要依靠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来实现企业的发
展，注重的是效率和效益。
贵州电网公司财务集约化管理的内涵应把握以
下几点[10-13]：
1) 加强财务管控能力、提升运营效率和效益才是
实施财务集约化管理的目的。

贵州电网公司各部门要按年度、季度、月度报送

2) 集中是对影响公司运营效率和效益的会计核

资金收支计划，实际支付时，财资部按照资金计划与

算、资金管理、预算管理和资本运作等重点领域的集

合同进行付款审批。此外，省公司和部分子公司资金

中，通过集中显著提升效率和效益。

非常充裕，存在闲置资金，但是个别子公司仍有因流

3) 实施财务集约化管理必须依托财务信息化手

动资金紧张而从外部金融机构融资的情况，产生不必

段，通过信息化手段的提升促进财务管理水平的提

要的利息支出，整体资金运用效益不高。

升。

2) 企业资金流量大、经营风险大。
贵州电网目前销售收入规模大，资金流量也大。
资金风险也随之加大。公司的电费的回收运行在一个
开放的、受各种因素干扰的环境中社会经济的景气度
社会成员的诚信度等等各种因素都会影响电费的回
收。电费的归集与上划过程也十分复杂，电网企业资
金的安全性处处受到威胁。
8

4) 实施财务集约化管理必须全面考虑企业内部
财务与业务之间、上下级之间以及企业与外部监管部
门、服务部门的关系，整体规划、稳步推进。

3.2. 财务集约化管理的构建原则
根据集约化管理的基本内涵，建议贵州电网公司
实施财务集约化管理采用以下原则：
Copyright © 2012 Hans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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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整体实施原则。实施财务集约化管理是对公司

做大，服务统一坚强智能电网建设；加大投资管控力

财务管理整体架构的重构和优化，省公司与下属公司

度，推动区域协调并进，拓展资本运作空间；加强资

每个层级在集约化管理的进程中，都有各自的功能定

产精益化管理，夯实资本集中运作基础。逐步建立资

位和工作要求。各级财务机构和财务人员要主动适应

本统筹配置和协同运作机制，进一步增强资本管控能

财务集约化管理的需要，对财务工作各个方面的规章

力，提高资本运营效率。

制度进行全面梳理和修订，加强制度体系和组织体系

4) 预算集约调控

建设，为顺利实施财务集约化管理奠定坚实基础。

增强预算的调控力、执行力和科学化、精益化水

2) 统筹设计原则。贵州电网公司的集约化财务管

平。做实项目预算，加强项目评审和储备，实现财务

理包括：在会计集中核算、资金集中管理、资本集中

预算与业务计划的有机融合；建立标准成本体系，增

运作、预算集约调控、风险在线监控等五个集约化管

强预算编制与审核的科学性，规范各类支出行为；加

理的关键领域，这几个领域的工作涵盖了财务工作的

强基建财务管理，合理控制工程造价，科学调度工程

主要方面。

资金；推行现金流量预算管理，实现现金控制与预算

3) 协同推进原则。实施财务集约化管理要同步推
进规划、计划、营销、基建、物资、生产、人资、金
融、信息科技等与财务高度相关业务环节的集约化管
理方案，配套推进业务流程再造，为财务集约化管理
提供坚强的业务保障，促进管理水平的整体提升。

3.3. 财务集约化管理的构建内容
根据大型企业财务集约化管理的原则，结合目前

执行的紧耦合，为统一融资安排提供依据；加强分析
与考核，增强预算执行力。

4. 贵州电网财务集约化管理实施方案
根据前面分析的贵州电网的财务集约化管理的
构建内容，建议采用以下实施方案。

4.1. 会计集中核算

贵州电网公司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建议贵州电网公

1) 首先统一政策标准。会计政策与信息标准的统

司财务集约化管理建设的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1) 会

一、规范是会计集中核算的基础。按照国家颁布的各

计集中核算；2) 资金集中管理；3) 资本集中运作；

项财会法律法规、制度，并结合电网企业的行业特性

4) 预算集约调控。下面对各部分内容的涵义进行介

和财务集约化管理的需要，制定统一的会计政策和信

绍。

息标准，对会计核算体系进行集中控制，实现公司系

1) 会计集中核算

统政策执行的一致性以及信息标准的统一性。

以会计工作规范化为基础，构建跨主体的“一本

2) 账务集中部署。将贵州电网公司所有下属的

账”会计集中核算体系，实现财务信息的高度集中和

分、子公司纳入会计集中核算体系，并将数据实时同

共享，全面提升会计工作的质量和效率。统一核算规

步到市公司总部，实现全公司的“一本账”部署。公

范、信息标准、权限配置和平台建设。

司的财务管理数据流程如图 1 所示。

2) 资金集中管理
在保证资金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发挥资金的
规模效益和协同效应。规范账户管理，推行开户行“一
行一户”账户开立模式；优化资金归集路径，提高资
金归集效率；推行集中支付，减少资金沉淀；强化融
资管控，降低融资成本；改革资金配置模式，提高资
金运作和备付能力。
3) 资本集中运作
压缩产权级次，优化产权结构，推进存量资本重
组整合；促进产融结合，推动改制上市，发挥资本协
同效应；整合优质多经资产，推进优势特色产业做强
Copyright © 2012 Hanspub

Figure 1. Flow chart for financial intensive management
图 1. 财务集约化管理数据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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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立信息共享机制，解决跨单位、跨业务获取

营销等其他业务系统集成对接，实时动态反映电网企

数据的延迟和查询数据的障碍问题，在纵向上可穿透

业主要资产的运行状态、健康状况、检修记录、支出

到最底层的会计主体，在横向上可追溯到最前端的经

消耗等动态信息，为资产日常管理、编制项目预算等

济业务，从而实现全方位、全过程的财务信息共享。

工作提供重要的基础数据，积极推进固定资产效益后

4.2. 资金集中管理
1) 建立以资金池为核心的账户管理体系，进行资
金归集，实现对公司系统资金的统一结算、统一调度、
统一备付、统一运作。资金归集采用横向集中、纵向
归集、自下而上、逐级递次归集的方式。
2) 以现金流量预算管理为基础，强化融资计划管
理，进一步加强融资管控，创新融资方式，优化融资

评价。协调推动电网工程概预算、物资设备招投标、
生产设备运维等上游环节的精益化管理，为深化细化
固定资产管理创造条件。
4.3.3. 加强无形资产管理
建立“主体明确、职责清晰、制度完善”的无形
资产管理体系，建立健全无形资产权属保护和价值增
值机制，保护公司知识产权，促进智力资本转化为生
产力，提高智力资本运作水平。

结构，降低融资成本，防范融资风险，保障电网建设
及生产经营资金需求。
3) 结合主多分离工作，分析筛选优质多经企业，
组织产业资本参与重组整合，进一步提高公司资本在

4.4. 预算集约调控
4.4.1. 强化目标预控
根据贵州电网那个公司总体发展目标，合理调整

与电网主业高度关联产业领域的集中度和影响力。

年度预算编制流程，制定年度总控目标和预算框架，

4.3. 资本集中运作

确定各单位的预算编制规则[14]。

4.3.1. 优化资本配置
1) 优化产业资本布局。以加快统一坚强智能电网
建设为契机，对公司系统产业资源实施跨地域、跨单
位重组整合，推动产业并购重组，进一步提高优质产
业的规模效应和竞争力，促进优质产业做强做大。
2) 挖掘金融资本潜力
深入推进产融结合，提升金融单位市场竞争力，
增强金融资本服务主业的能力和利润贡献度。
4.3.2. 加强固定资产管理
加强资产基础管理工作，统一政策标准、开展资产
清查、实施动态管理，提高固定资产精益化管理水平。
1) 明确固定资产价值细化管理的范围和要求，完
善逾龄资产、报废拆除资产、科研购置资产等管理要
求，建立健全固定资产管理各环节和各责任主体间的
协同机制。
2) 开展资产清查。研究制定资产清查工作指引和
存量固定资产价值拆分的有关意见，对存量固定资产
进行全面清查，完成账、卡、物的清理核对以及电网
核心资产的价值管理细化工作，做到资产卡片与资产
实物的对应一致。
3) 加强动态管理。借助信息技术手段，与生产、
10

4.4.2. 规范实项目预算
将预算管理由指标分解向项目管理拓展，体现精
益化管理、过程化控制的要求。通过项目预算对接业
务计划与财务预算，在业务环节开展对支出项目的集
中评审和重要性评级，增强投资决策的科学性；在财
务环节将预算内容全部分解落实到具体项目，实现预
算总额和明细项目相吻合，从而解决预算编制支撑能
力不足的问题，并为资金支出的可控、在控创造条件。
4.4.3. 深化标准成本管理
标准成本管理是电网企业加强预算管理、强化成
本控制的有效手段。通过建立标准成本体系，摸清成
本动因，制定各项标准作业在通常情况下的最优消耗
水平，建立起财务成本与生产作业和运营管理活动之
间的强联系，为进一步规范成本支出行为创造条件；
提高成本预算的科学性，逐步消除历史成本中的不合
理因素，使资源分配与生产经营的实际需求相适应，
有效解决成本预算的编制标准问题，增强预算安排的
标准化水平。
4.4.4. 推行现金流量预算管理
建立和推行现金流量预算管理机制，搭建起结构
合理、基础坚实、相互支撑的财务预算管理体系。以
Copyright © 2012 Hans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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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预算为核心，对全年各项财务收支作出全局性、

行了分析。

基础性的安排；以现金流量预算为支撑，合理安排现

2) 根据现代企业财务集约化的管理经验，分析了

金收支的时间序列分布，提高年度预算的执行能力，

贵州电网财务集约化管理的原则。并提出了贵州电网

并为合理编制融资计划提供依据。

公司实行财务集约化管理的具体内容，即将会计集中

4.4.5. 加强预算分析考核
强化预算分析与考核工作，增强对贵州电网公司
经济运行的把握与调控能力，确保各项预算集约调控
措施落实到位。
1) 加强预算偏差考核

核算、资金集中管理、资本集中运作、预算集约调控
作为其财务集约化管理的主要实施内容。
3) 并对贵州电网公司财务集约化管理的实施方
案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提出了贵州电网及其下属单位
的财务集约化管理方案。

建立预算重大偏差事项报告和考核制度。在重要
经营事项发生较大变化(发生自然灾害、价格及财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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