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川有色金属公司
强化成本管理的做法

金川有色金属公司（以下简称金川公司）是集

采、选、冶、化工于一体的特大型有色冶金化工联合

企业。1996 年，金川公司立足于企业内部改革，着眼

于强化成本管理，推行模拟市场核算，实行成本否

决，牵住了生产成本这个 “牛鼻子”，有效地扼制了

成本大幅度上升的势头，使当年可比产品总成本（按

同口径比）下降 8 339 万元，降低率达 3.90 % ，消化

不利因素21 232 万元，完成总公司下达20 000 万元的

扭亏增盈指标，经济效益连续十年名列中国有色金属

工业总公司榜首。

一、全员参与，重担众人挑

成本管理工作要落到实处，必须将全体职工都动

员起来，真正做到全员重视成本，全员抓成本，决心

不等不靠，不把宝押在产品价格上，而是注重内部企

业管理，夯实基础，苦练内功，巩固和扩大模拟市场

核算成果，通过努力降低成本，来达到提高经济效益

的目的。经过测算，金川公司确定了 1996 年全年的目

标利润，并按此目标分解下达给各二级厂矿。各二级

厂矿接受公司下达的指标后，进一步将本厂指标层层

分解落实到车间、工段、班组，做到千斤重担众人

挑，人人肩上有指标。

指标分解下达后，从生产厂矿到附属车间，从厂

矿长到班组工人，各个环节都重视核算，掀起了一股

算账热，你算你的成本，我算我的消耗，算得生产单

位加工件立足本身不委托外加工，算得维修单位千方

百计找活干。二冶炼厂镍电解车间用的隔膜架，以

前，由兄弟厂矿汽运公司加工和维修，实行模拟市场

核算后，由本厂下属的防腐综合厂承担，到了第二

年，由车间自行修理和加工了。一冶炼厂将全厂的成

本利润指标、生产指标逐项分解，纵向到底，横向到

边，层层承包，责任到人，在全厂上下营造了一种不

种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个人切身利益就难以保证的

危机感；全厂上下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在节能

降耗上下功夫做文章。他们以技术改造为重点，大搞

技术革新，广泛使用变频技术，优化闪速炉贫化区电

气制度，提高电炉床能率，提高电能利用率，还利用

二期检修时电力尚有缓和的时机组织超负荷生产。通

过以上措施，1996 年一冶炼厂在严重限电的情况下，

完成高冰镍 40 669 吨，比上年增长 12 % ，电单耗

9 474千瓦时，比上年降低 655 千瓦时，节电2 662万

千瓦时，节约电费 770 万元；节水 84 万吨，节约重油

1 139吨，节约石英石 13 420 吨，共降低成本 244 万

元。

二、全过程控制，堵口把关

成本管理工作贯穿于企业供、产、销经济活动的

全过程，要坚持从源头到产品销售，每一个环节都不

放过。

（一）货比三家，把好采购关。采购环节是成本

管理的第一关。1996 年金川公司在进一步完善集中管

理的前提下，采取了三条措施来加强物资采购管理。

一是选择了信誉好、质量高的单位在互惠互利的基础

上签订了中长期供货协议；二是大宗原材料、燃料的

采购价格由价格领导小组审批；三是坚持货比三家，

择优采购的原则。同时，在内部管理上，也采取了有

力措施：加强采购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整章建制，

不断完善内部监督制度。并且按照模拟市场核算的要

求，把采购成本分解落实到各供应部，供应部又分解

落实到每个计划员，采购成本同经济责任制挂钩，按

月考核兑现。由于指标明确，奖罚分明，调动了物资

供应部门的积极性，他们动脑筋，想办法，千方百计

保任务的完成。水泥资源是甘肃省的优势资源，也是

金川公司的消耗大项，为了降低水泥采购成本，他们

专门组织召开供货会，邀请厂家参加，鼓励厂家竞

价，而后择优订货。1996 年水泥采购平均价 280 元，

比市场平均价低 35 元左右，全年降低水泥采购成本

736 万元。煤是金川公司的又一消耗大项，全年用量

近45 万吨。1996 年在降低煤的采购成本方面主要在

增加小窑煤的用量上做文章。小窑煤是地方小煤矿生

产的，同大窑煤相比，发热量低一些，约是大窑煤的

85 % ，但价格较优惠，约是大窑煤的 55 % 。所以公司

鼓励用煤大户特别是动力厂使用小窑煤，并给予一定

的奖励政策。1996 年共使用小窑煤 30 万吨，比上年

增加13 万吨，降低采购成本 911 万元。

（二）优化生产，把好消耗关。1996 年，金川公

司在成本上升势头强劲的情况下，以提高经济效益为

中心，以控制成本为手段，以挖潜降耗为内容，进一

步巩固和完善内部模拟市场核算体制，深入开展抓管

理、练内功、增效益活动，增收节支，开源节流，有

效地扼制了成本上升势头。

各二级厂矿在控制成本方面，八仙过海，各显神

通。二矿区针对出矿成本中充填成本所占比重较高的

特点，把降低充填成本作为一个重点来抓。采取了以

下四项措施：一是总结多年的经验，将原设计下向胶

结充填法一二期进路水泥砂石1：4的配方，根据不同

进路、不同时期改变为1：4、1：6、1：8 三种，既保

证了安全，又节约了水泥，降低了充填成本。二是在

技术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利用井下毛石回填，全年回

填毛石 6 580 万立方米，节约充填成本 66 万元，节约

毛石提升费用 25 万元。三是积极开发利用粉煤灰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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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全年共使用粉煤灰 3.9 万吨，节约水泥 1.3 万吨，

降低充填成本 286 万元。四是利用粉煤灰空心砖代替

木板材打板墙，既节约了木材，又提高了板墙强度，

有效地防止了充填跑灰现象。通过这些措施，吨矿充

填成本降低 4.39 元，充填总成本降低 878 万元。

二冶炼厂二期镍电解车间是 1995 年投产的，当年

由于生产及工艺上存在的问题，使得生产不正常，技

术经济指标不理想，单位成本较高。1996 年他们把二

期镍电解车间达产达标定为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突

破口，发动职工提合理化建议，组织科技人员攻关，

开展以班组经济核算为核心的增产节约、增收节支劳

动竞赛，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单位成本比计划降低

588 元，降低总成本 582 万元，其中：电单耗降低 588

千瓦时，节约用电 1 210 千瓦时，节约电费 361 万元。

化工厂精心组织硫酸生产，在 1995 年高产的基础

上，1996 年又上了一个新台阶，产量达到 10.15 万

吨，单位成本又比上年降低 41.16 元，降低成本 418

万元，同时减少排污费支出 35 万元。经济效益是显著

的，社会环保效益也是显著的。

热电联产是金川公司为二期工程配套的一个节能

项目。1996 年西北电网电力异常紧张，在这种情况

下，动力厂组织广大职工，一天一天，一班一班，一

度一度地算细账，全年共发电 10 108 万千瓦时，比上

年增发 2 295 万千瓦时，增加直接经济效益 688 万元。

（三）管好用活，把好资金关。1996 年，金川公

司面对由于市场疲软造成的资金紧张的局面，坚持资

金统一管理，计划使用的原则，采取了几条有力措

施：一是注重资金的计划管理，每月编制当月资金收

支平衡计划，下达二级厂矿，月末进行考核。二是加

强资金的调度，合理调剂资金。在资金宽松的情况

下，通过归还部分贷款、转存部分活期存款为定期存

款、向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财务公司融资等途径

以减少利息支出。三是同金融部门协商，降低浮动利

率，减少利息支出。通过以上措施，1996 年在镍市场

严重疲软，产品大量积压，流动资金贷款绝对额增加

45 588 万元的情况下，共发生流动资金利息支出5 828

万元，只比上年增加 682 万元，相对节约1 026万元。

三、全方位管理，开源节流

开展模拟市场核算，在引进市场机制的同时，还

要坚持全方位地抓成本管理工作，即从企业管理的方

方面面围绕提高经济效益，抓成本管理。

（一）练内功，堵漏洞。1996 年，金川公司以提

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在根治跑、冒、滴、漏，整治脏、

乱、差上下功夫，在安全标准化和强化管理上做文

章，推动了公司现场管理、专业化管理和各项基础管

理工作，使公司综合管理水平和整体素质有了显著提

高，使得各二级厂矿的各项管理工作均上了一个新的

台阶。通过全公司上下的共同努力，全年节能 5 100

吨标煤，其中节煤 1 028 吨，节电 1 468 万千瓦时，节

约价值 298 万元。

（二）保质量，增效益产品质量是企业的生命，

1996 年金川公司从提高产品质量入手，严格执行工艺

纪律，进一步建立和健全最终产品及中间产品的质量

标准，不断充实和完善质量管理网络，使全公司质量

管理工作迈出了新步子，金驼牌电解镍荣获国家工商

局第二批 “全国驰名商标”；电解铜已在上海金属交

易所正式注册；电解钴荣获甘肃省名牌产品称号；产

品质量的稳定提高，不仅增强了金川产品在国内外市

场的竞争能力，同时也进一步树立了金川公司优良的

企业形象。

全公司各单位也普遍设立了质量监督采样点，有

效地监控生产质量。二冶炼厂上下奋力，积极配合，

继续坚持 “三检”（自检、互检、专检）和 “三不放

过”（发生质量事故原因不查清不放过，责任者不放

过，预防措施不制订不放过）的全员质量控制，狠抓

工序管理，改进工艺流程，产品质量稳步提高。全年

电镍 1# 品级率达到 91.50 % ，与上年持平，电钴 A1

级品级率连续 12 年保持 100 % ，氧化钴 Y 1 类品级率

达到 83 % ，铂钯金一级品级率连续 10 年保持 100 % ，

镍冶炼回收率 95.6 % ，比上年提高 0.1 个百分点。机

械厂以技术是本，质量是命，工期是钱，一切围着效

益干为经营方针，注重产品内在质量和外观质量，眼

睛向内为主流程服务，瞄准市场向外扩展，创拳头产

品、一流产品，不断地扩大和占领市场，取得了很好

的经济效益。井巷公司在工程质量管理中实行优质优

价政策，对优质工程计件单件上浮 5 % ，对劣质工程

不但不予结算，还加罚计件单价的 20 % 。

（三）包投入，保产出。为了加强技改工程管理，

提高技改工程项目的效益，从 1995 年起，公司把模拟

市场核算延伸到了技改工程，对效益好、投资少、见

效快的项目，由二级厂矿申请立项，公司审核批准

后，由厂矿、公司技改部门、公司财务部门三方签订

合同，资金由公司筹集，项目由厂矿自行施工，待工

程完工后，按合同规定期限以上交内部利润的形式归

还投资。这个办法试行后，由于用项目完工后降低成

本增加的利润归还投资，改变了以前厂矿不考虑经济

效益、图大求新盲目争项目的局面。同时由于包死了

投资，节约自留，超支不补，施工单位都非常重视。

指定专人负责，加强管理。1996 年试行的几个项目都

是当年投入当年施工、当年见效，投资均未超支，个

别项目还有节余。如选矿厂球磨机用锰钢衬板，重量

大耗能高、寿命短、费用高、工人换板劳动强度大且

不安全，改用磁性衬板后，可节电 8% 、节球 2 % ，使

用周期提高 4 倍左右。1996 年选矿厂从公司贷款 57

万元，改造两台球磨机。项目完成后，年节电 22 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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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时，节球 4.32 吨，年降低成本约 20 万元。二冶炼

厂铜电解脱铜硅整流电源故障多、利用效率低，向公

司申请75 万元资金改造为高效硅整流电源，其系统整

流效率达到 95 % 以上，比老系统提高 25% ，每年可节

约电费 30 万元，约两年便可收回投资。龙首矿于上半

年完成的水淬渣（一冶炼闪速炉炉渣）充填工程，是

公司管理干部及科技人员作出的一个正确决策，工程

投资 500 万元，工程完工后，当年使用水淬渣 7 万立

方米，节约砂石价值 164 万元，经济效益和环保效益

都很显著，预计 2 年可收回投资。

四、成本否决，激励鞭策

成本否决是强化成本管理的关键。金川公司在实

行模拟市场核算前，搞了 10 年的经济责任制，每年都

在考核、奖惩，但力度小，弹性大，对管理的促进作

用也有限。实行模拟市场核算后，逐年加大考核力

度，完不成成本利润指标，不迁就，不照顾，敢动真

格，百分之百地否决奖金。1994 年从工资中人均拿出

44 元的奖金作为活工资，1995 年提高到 88 元，1996

年提高到 234 元，其中成本利润占 50 % ，产量占

30 % ，安全占 10 % ，技术经济指标占 10 % 。1994 年

有选矿厂等三个单位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否决。1995 年

有建安公司等两个单位否决了活工资，还缓调了效益

工资。1996 年也有两个单位没有完成任务，被否决了

活工资。严格的奖惩制度，激励先进，鞭策后进，调

动了职工增收节支的积极性，有效地降低了成本，减

少了浪费。

（金川有色金属公司供稿  孙洪元执笔）

山东省烟草公司围绕提高

经济效益抓好财务管理

山东烟草公司根据深化企业改革形势的需要，以

《公司法》为依据，对全省烟草企业进行了改制。改

制后的山东省烟草公司以资产为纽带，统一管理全省

烟草企业国家资本金，实现了全省资产经营一体化管

理。全省有 5 个集团公司加省直公司共 18 个法人单

位，权辖 140 个分公司、9 家卷烟厂、2 个复烤厂、1

个卷烟材料厂和 4 户购销公司等企业。省内全行业共

有职工 32 600 多名，固定资产原值 41.6 亿元，所有

者权益 48.3 亿元。年烤烟产量280 万担左右，年卷烟

产量计划 230 多万箱。1996 年全省实现利税突破了 50

亿元大关，经济效益连续四年快速稳步增长。1996 年

的财会物价工作，初步尝到了 “抓企业管理以财务管

理为中心”、“抓财务管理以资金管理为中心”的甜

头。财务管理带动了其他各项管理工作，主要做法

是：

一、规范完善集团公司财务管理，狠抓制

度建设，优化资产配置，促进企业经济效益的

不断提高

山东省烟草企业从 1989 年至 1992 年的 4 年间，

实现利税一直在 19 亿元左右徘徊。为了冲出徘徊局

面，促进山东烟草经济的发展，中国烟草总公司山东

省烟草公司（以下简称省公司）根据山东烟草企业的

具体情况，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确引导，积

极推进企业联合，深化企业改革。从 1993 年始，经过

两年多的时间，先后组建了将军、颐中、东方、鲁南、

宏发五家跨地区的烟草集团公司，全省烟草工商企业

形成了集团公司管理体制格局，实现了由分散经营向

规模经营的转变。

从某种意义上讲，把现有公司改造为集团公司，

比新组建一个集团公司还难操作。山东烟草企业组建

集团公司较早，刚开始组建时主要是以产销和技术为

纽带，产权关系没理顺，财务管理不规范，运行中出

现一些问题，如：产权关系问题，国有资产的管理和

授权经营问题，集团公司财务会计管理体制，统一核

算，会计报表的合并、汇总和利润分配问题等等，逐

渐显露出来。任何一项经济体制改革，财政和财务问

题都不好解决，而不解决又是无法进入实质性运转的

焦点问题。财务会计问题的滞后已影响了集团公司的

实质性运转。按国家现行法规、政策规定，积极稳妥

地处理好尚不明确的问题，是烟草集团公司不断深

化、规范、完善的关键问题之一。

为使集团公司健康发展，省公司先从制度建设入

手，组织制定了《山东省烟草系统集团公司内部财务

管理办法》、《山东省烟草系统集团公司会计核算办

法》和《山东省烟草系统集团公司内部国有资产管理

办法》，对集团公司的财务管理体制、集团公司成员

单位内部财务管理权责、资金管理、资产管理、价格

管理、集团公司统一核算、利润分配和集团公司报表

体系等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规范了集团公司的财务

行为。同时，又和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联合行文，

印发了《山东省烟草系统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考核办

法》，初步形成了从省公司到集团公司及基层企业行

得通、管得住、可操作性强的财会制度体系。

为更加全面规范全省烟草集团公司的财务管理，

加强系统化管理，根据烟草行业发展的新形势、新要

求，结合烟草行业的特点，在总结多年工作经验的基

础上，先后又制定下发了《山东省烟草价格管理办

法》、《山东省烟草系统卷烟下伸批发网点财务管理和

会计核算办法》及《山东省烟草系统会计电算化管理

办法》等六个管理办法和三项工作制度。这些制度的

建立，使山东省烟草行业的财务管理纳入了系统化、

规范化的轨道，探索出了一条集团公司财务管理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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