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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建立健全氯碱工业技术经济核算体系，指导和规范氯碱企业开展相关技术经济核算工作，促进行

业高质量发展，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由中国氯碱工业协会负责管理和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中国氯碱工业协

会（地址：天津市南开区白堤路 186号天津电子科技中心 1105室；邮编：300192；电话 022-27428286），
以便今后修订时参考。

本规程主编单位、参编单位、主要起草人：

主编单位：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

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海湾化学有限公司

参编单位：新浦化学（泰兴）有限公司、山东信发化工有限公司、唐山三友氯碱有限责任公司、万

华化学（宁波）氯碱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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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技术经济核算是企业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是对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劳动消耗和劳动成果进行记录、

计算和分析研究的活动，技术经济指标是综合反映企业生产、经营和管理状况与经济运行水平的重要依

据。氯碱工业生产基础化工原材料、产品种类多、应用范围广、经济影响大，建立健全并开展技术经济

核算工作非常必要。为了做好这项工作，原化学工业部和中国氯碱工业协会在上世纪 90年代就制定了

烧碱、液氯、合成盐酸、聚氯乙烯等主要化工产品的技术经济核算规程。随着行业生产工艺技术进步、

装备升级换代、原辅材料变化和产品结构调整，不仅需要对现有主要化工产品的技术经济核算工作进行

梳理，还需要对一些有影响、产能大的产品制定、健全并统一技术经济核算工作规则，为氯碱行业开展

技术经济核算工作和企业对标服务，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

氯碱工业产品技术经济核算工作是以氯、碱产品或工艺为主线，以可计量、可统计、可操作、一惯

性、关键性和经济性为主要原则，明确核心技术经济指标，确定核算方法。本标准是氯碱企业建立健全

技术经济核算工作的指导性文件，明确了开展工作的核心要素和技术要求。通过确立严谨的技术经济核

算工作规则，促进企业技术经济核算工作提高水平和效率，有利于加强企业管理，促进企业提高生产经

营活动质量。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4%9F%E4%BA%A7%E7%BB%8F%E8%90%A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4%9F%E4%BA%A7%E7%BB%8F%E8%90%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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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碱工业技术经济核算工作导则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氯碱工业技术经济核算工作的基本任务、基本原则、工作内容及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氯碱产品技术经济核算方法和成本核算方法的编写，工序或班组核算方法亦可参照编

写。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化学工业生产统计指标计算方法》[中石化协信发（2007）262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氯碱工业

采用电解饱和氯化钠溶液的方法来制取氢氧化钠（烧碱）、氯气和氢气，并以它们为原料生产一系

列化工产品。

3.2 技术经济指标

技术经济指标是反映工业部门、各行业和各企业对原材料、劳动力、设备等资源的利用状况及其结

果的指标。

3.3 技术经济核算

技术经济核算是对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劳动要素消耗和劳动成果进行记录、计算和分析研究的活动，

是企业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

3.4 生产界区

生产界区指从物料经计量进入生产工序开始，到成品计量入库为止的整个产品生产过程。由生产系

统、辅助生产系统和附属生产系统组成。

3.4.1 生产系统

从物料经计量并进入生产装置前的一级输送设备和产成品包装入库为止的有关工序组成的完整工

艺过程和设备。

3.4.2 辅助生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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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生产系统工艺装置配置的工艺过程、设施和设备。包括动力、供电、机修、供水、供气、采暖、

制冷、仪表和厂内原料场地以及安全、环保等装置。

3.4.3 附属生产系统

为生产系统专门配置的生产指挥系统（厂部）和厂区内为生产服务的部门和单位。包括办公室、操

作室、休息室、更衣室、澡堂、中控分析、成品检验、维修及修理、试验和修补等设施。

4 总则

4.1 工作基础

开展技术经济核算或成本核算工作须建立并依据以下基础工作：

——原始记录与统计；

——物资管理与定期盘存；

——计量管理；

——质量检验；

——定额与消耗管理。

4.2 基本任务

明确工作对象，以工艺或产品的技术经济指标或成本为核算目标，确定核算范围，并依此建立有关

技术经济核算方法或成本核算方法，开展相关工作。

4.3 工作内容

4.3.1 原始记录

企业须有指定部门统一负责对原始记录的管理，并确保原始记录的及时、完整、准确、洁净。

4.3.2 质量检验

企业的技术管理部门和质量检验部门，负责原材料、燃料、辅助材料和产成品（半成品、在制品）

的质量检验。

4.3.3 物资管理

——验收：对产成品（半成品、在制品）、原、燃材料、辅助材料等企业有关部门要执行实物验收

制度，本着“谁消费（支配）谁统计”的原则，对原、燃材料、辅助材料、产成品（半成品、

在制品）取样分析；

——盘存：月末盘点，不整理不盘点，不漏盘一个货品，不错盘一个货品，不找出差异原因不结束

盘点。

4.3.4 计量管理

准确的物料（产品）计量是开展技术经济核算的首要条件，计量准确程度直接影响核算结果和技术

经济核算方法的统一执行。因此必须完善计量仪表（设备），加强物料（产品）计量管理，不得推算、

估算。

——企业应建立健全计量机构，配备专职人员，统一负责各种仪器仪表和计量设备的使用、鉴定、

校验和维护管理。计量装置的使用部门要严格执行国家规定。各种仪器仪表和计量设备的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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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方法及间隔期，应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固体物料（产品）的计量、液体物料（产品）的计量、水、电、汽的计量以及其他气体的计量

均要求准确、真实，并按有关规定进行重量和体积的折算。

——企业应配备必要的计量设备，对产量进行实际计量，不得随意估算。

4.3.5 技术经济指标

企业应根据工艺或产品明确技术经济指标。一般包括产品质量指标，单位产品原材料、燃料、动力

消耗指标，工业实物劳动生产率指标，设备利用情况指标，以及其他技术经济指标。其他经济指标的确

定应遵循行业惯例、便于企业间进行比较。

示例 1：

离子膜法烧碱工艺：电解单元交流电耗

5 技术要求

5.1 技术经济核算

根据工艺或产品制定技术经济核算方法，须包括产品产量指标、产品质量指标、技术经济指标、单

位产品物料消耗指标、单位产品综合能源消耗指标等；并明确各项指标计算方法。

——联产品和在产品相关指标的计算应在技术经济核算方法中明确。

——中间产品相关指标的计算原则上需在技术经济核算方法中明确。

5.2 成本核算

根据产品及其生产工艺制定成本核算方法，须包括直接材料支出、直接工资、其他直接支出和制造

费用；并明确各项计算方法。涉及联产品和在产品成本计算也应在成本核算方法中明确。

5.3 核算时间截点

报告期最后一天以哪一个班次作为截止计算产量的班次由企业负责技术经济核算工作的部门规定，

并应与会计核算的结算时间一致。核算时间一经确定，不能随意提前或移后。以一个产品完整的生产加

工过程周期为一个核算报告期，一般规定期末核算盘存时间截点为报告期最后一天8点。

5.4 指标要求

5.4.1 产量指标

5.4.1.1 产品必须符合规定的质量标准或订货合同规定的技术条件，才可统计产量。工业产品质量标

准一律按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执行。没有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产品，应按企业的标准或订货合同规定

的技术条件执行，不得擅自更改标准或降低标准，不合格的产品不能计算产品产量。

5.4.1.2 产品产量反映的是一定时期内的生产成果，即截止报告期最后一天检验合格并办理了入库手

续的产品，其中规定要求包装的产品必须包装好才能计算其产品产量。

5.4.1.3 核算方法中须明确核算产品的成品、半成品、在制品和联产品的定义，并明确产量、商品量

和自用量，并制定本期实际产量和本期入库产量的计算方法。

5.4.2 质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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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企业产品质量的常用指标主要包括产品产量合格率、产品合格品率、产品一等品率、产品优等

品率、产品废（次）品率、正品率、重量合格率。根据不同产品对质量指标的需求不同，选取相关指标

并制定计算方法。

5.4.3 产能利用率

产能利用率是指企业发挥生产能力的程度，实际产能与设计产能的比值，以百分数表示的指标。

5.4.4 设备利用率指标

设备利用率指标是反映设备工作状态及生产效率的技术经济指标。核算设备利用情况主要是从设备

的数量、时间、能力及综合利用等几个方面进行统计核算。通常以设备时间利用指标、设备能力利用指

标或设备综合利用指标反映设备利用情况。根据工艺或产品技术经济指标的需求不同，选取相关指标并

制定计算方法。

5.4.5 工艺特征指标

工艺特性指标是指工业产品质量、单位产品消耗、实物劳动生产率、设备利用情况这四部分以外的

一些技术经济指标。如产品收率、损失率、转化率等。根据工艺或产品技术经济指标的需求不同，选取

相关指标并制定计算方法。

5.4.6 劳动生产率指标

劳动生产率指标是工业劳动者在单位时间内提供的生产成果，是劳动消耗与劳动成果之间对比关系

的经济指标。劳动生产率指标依据不同的总产出指标可以计算实物劳动生产率和价值量劳动生产率；依

据不同的人员范围（全部职工、工业生产人员、生产工人）可以计算全员劳动生产率。

5.4.7 单位产品物料消耗指标

5.4.7.1 产品物料消耗包括产品物料消耗总量（简称总消耗量）和单位产品物料消耗量（简称单耗）。

5.4.7.2 产品物料消耗总量指产品生产过程原材料、燃料、动力总消耗量，是指生产该产品自投料开

始至制成成品的整个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某种原材料（燃料、动力）的全部数量。

5.4.7.3 单位产品物料消耗量指产品生产过程中单位产品原材料、燃料、动力消耗量，是指生产每单

位产品平均实际消耗的原材料、燃料、动力数量。

本期投入（或领用）量：是指在报告期内用于产品生产环节的各种物料，经验收质量符合生产工艺要求、

数据计量准确完成领用手续、投入生产使用的数量。

5.4.7.4 本期消耗量：是指在报告期内用于产品生产环节的各种物料实际消耗量。此项消耗量的计算

按“先进先出”原则处理。计算办法按照上期结转到本期的物料加本期投料减去本期结转到下期的物料。

连续生产的化工产品，每个报告期都有上期结转的物料，也有本期结转到下期去的物料；即使未检验的

产品、半成品和在制品的结存量不变，而其单耗也往往是不同的。为了尽可能准确反映本期单耗的实际

情况，所以计算总消耗量时必须执行“先进先出”的原则。

5.4.8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指标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是指用单位产品产量表示的综合能耗。即报告期内进入产品生产界区的各种能源

消耗量与该产品产量的比值。各种能源按照附录 A折算成标准煤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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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各种能源折标准煤参考系数表

A．1各种能源折算标准煤参考系数

各种能源折标准煤参考系数见表A.1。

表 A.1 各种能源折算标准煤的参考系数

能源名称 平均低位发热量 折标准煤系数

原煤 20908(5000 kcal) kJ/kg 0.7143 kgce/kg

洗精煤 26344(6300 kcal) kJ/kg 0.9000 kgce/kg

其他洗煤
a.洗中煤 8363(2000 kcal) kJ/kg 0.2857 kgce/kg

b.煤泥 8363～12545(2000～3000 kcal) kJ/kg 0.2857～0.4286 kgce/kg

焦炭 28435(6800 kcal) kJ/kg 0.9714 kgce/kg

渣油 41816（10000 kcal）kJ/kg 1.4286 kgce/kg

纯水 28.43（6800 kcal）MJ/t 0.9714kgce/t

蒸汽（低压） 3763.44（9х10
5
kcal）MJ /t 0.1286 kgce/kg

油田天然气 38931(9310 kcal) kJ/m
3

1.3300 kgce/m
3

气田天然气 35544(8500 kcal) kJ/m
3

1.2143 kgce/m
3

煤矿瓦斯气 14636～16726(3500～4000 kcal) kJ/m
3

0.5000～0.5714 kgce/m
3

焦炉煤气 16726～17081(4000～4300 kcal) kJ/m
3

0.5714～0.6143 kgce/m
3

其他

煤气

a.发生炉煤气 5227(1250 kcal) kJ/m
3

0.1786 kgce/m
3

b.焦碳制气 16308(3900 kcal) kJ/m
3

0.5571 kgce/m
3

c.压力气化煤气 15054(3600 kcal) kJ/m
3

0.5143 kgce/m
3

d.水煤气 10454(2500 kcal) kJ/m
3

0.3571 kgce/m
3

氢气 10802（2580 kcal）kJ/Nm
3

0.3686 kgce/m
3

热力(当量) －
0.03412kgce/MJ

(0.14286kgce/10
3
kcal)

电力(当量) 3601(860 kcal) kJ/kW•h 0.1229kgce/kW•h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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