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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mode of financial sharing in oil pipeline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by visiting research, data sampling and analysis, etc., the problems existed in the payment of funds and reimbursement of expenses in the enterprises were analyzed and measures for solving them were
proposed. It can shorten the interval of reimbursement of expenses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financ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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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石油管道施工企业财务共享管理模式，通过走访调研、数据抽样分析等方式，剖析企业在资金支付
和费用报销各环节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措施，以缩短费用报销和资金支付周期，提升财务管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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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 2015 年起，石油管道施工企业实施财务共享管理模式，将财务管理和核算分离，进一步强化了财
务分析职能，费用核算实现了流水化操作，打造形成公司的“会计工厂”，财务专业分工更趋精细，提
升了公司财务管理和核算效率。
财务共享后，资金支付和费用报销依托集中报销系统、ERP 系统完成，业务人员、财务人员和承担
审批责任的领导通过系统开展相应工作[1]。

2. 费用报销及资金支付管理模式
2.1. 资金计划报送及审批流程
项目部根据项目进度和施工计划将资金收支计划报送至分公司；分公司汇总、审核所辖项目资金收
支计划，将审核后的资金收支计划报送公司财务资产部；公司财务资产部根据公司账面存量资金及各分
公司收款计划，结合“以收定支”“专款专用”的原则审核各分公司资金支出计划；将审核后的资金收
支计划提交公司总会计师和总经理审核审批。

2.2. 费用报销及资金支付审批流程
对于 5 万元以内，业务人员提交 → 项目主管会计审核 → 项目经理审批 → 财务服务中心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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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5~20 万元，业务人员提交 → 项目主管会计审核 → 项目经理审批 → 分公司领导审批 → 财务服
务中心付款；对于 20~50 万元：业务人员提交 → 项目主管会计审核 → 项目经理审批 → 分公司领导
审批 → 财务资产部部长审批 → 公司总会计师审批 → 财务服务中心付款；对于 50 万元以上，业务人
员提交 → 项目主管会计审核 → 项目经理审批 → 分公司领导审批 → 财务资产部部长审批 → 公司
总会计师审批 → 公司总经理审批 → 财务服务中心付款。

3. 费用报销及资金支付存在的问题
3.1. 定量分析
随机抽取单体合同额大于 2000 万元工程项目每月 5~6 笔样本数据，
从 5 个维度对样本数据进行分析，
即有效样本中每个环节最长处理时间、最短处理时间、平均处理时间、中间处理时间、处理时间出现最
多次数。
1) 发票开具 → 提交报销环节。平均提交周期 20 d，最长提交周期 366 d，大部分票据提交周期 7 d。
2) 提交报销 → 项目领导审批环节。平均审核审批周期 5 d，最长审核审批周期 31 d，大部分票据
审核审批周期 2 d。同时，针对该环节处理周期较长的情况，又分别对提交报销 → 项目主管会计审核 →
项目领导审批两个子环节进行专项统计分析，统计分析发现提交报销 → 项目主管会计审核环节平均审
核周期 1 d，最长审核周期 7 d，大部分票据审核周期 0.5 d；项目主管会计审核 → 项目领导审批环节平
均审核批周期 4 d，最长审批周期 25 d，大部分票据审批周期 2 d。
3) 项目领导审批 → 财务审核环节。平均审核审批周期 2 d，最长审核审批周期 61 d，大部分票据
审核审批周期 0.5 d，该环节审核审批周期合理。
4) 财务审核 → 完成付款环节。平均处理周期 16 d，最长周期 130 d，大部分付款周期 4 d，说明该
环节是影响公司费用报销和资金支付的主要因素之一。

3.2. 定性分析
1) 施工合同未签订。对于公司承揽的部分紧急工程，由于无合同或委托函，财务资产部未创建工程
项目产品，不能及时开展付款或报销工作。
2) 财务管理模式变化及人员流失。近 5 年公司财务人员流动率 30%左右，导致项目财务管控水平下
降。石油管道局旗下仅有 2 家单位实施财务共享管理模式，不利于推动财务共享改革。
3) 项目人员缺乏责任意识。① 大部分项目存在费用发生后，不及时与供应商索取发票，导致进入
付款环节时间拖延；② 单项经济业务超过 3 万元以上，需要通过公司合同系统签合同，而部分项目不提
前筹划签订合同事项，进而影响费用报销和资金支付；③ 部分涉及到挂账的业务，如预付加油站的油料
费、征地赔偿费等，项目业务人员不提前申请往来单位，造成资金不能及时支付；④ 项目业务人员应先
在 ERP 系统完成服务确认和发票预制工作后，
才能启动付款工作，
但大部分项目不提前开展该步骤工作，
而是付款时才与分包商进行进度确认，并要求分包商开票；⑤ 部分单位对资金计划报送工作不重视，特
别是虚报收款计划，造成公司资金紧张，而不能按时支付。

4. 提高资金支付和费用报销效率的建议
1) 明确处理时间节点，确保业务及时处理。财务部门明确费用报销和资金支付环节后，个人报销业
务必须在 36 h 内处理完毕。
2) 严格以收定支管理，落实资金主体责任。分公司主动控制资金支出和加快工程收款，以解决公司
资金紧张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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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核定资金计划额度，资金支付自主安排。确保分公司按工程实际情况和资金轻重缓急程度，合理
安排各项目资金支出。
4) 加强财务人员管理，提升财务服务质量。如规定项目主管会计上线服务天数、与项目主要领导和
业务人员沟通频次等，强化财务与项目的联系，提升财务服务质量。
5) 建议分公司、项目部加强业务人员责任意识教育，能积极主动学习相关制度或要求，以提升办理
业务的效率。
6) 规范审核、审批环节，提高审核、审批效率。建议项目部督促业务人员在开具发票后，及时提交
报销，并纳入绩效考核范畴。
7) 尽早办理付款手续，便于财务合理安排付款，确保各项资金及时支付。

5. 结语
提高资金支付和费用报销效率，是财务管理和核算重要环节之一。在企业实施财务共享过程中，部
分环节存在不适应现象，通过深入分析各环节“病因”，找准“病症”，对症“下药”，才能提高资金
支付和费用报销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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