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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服务于医院绩效管理的成本核算方法，
为战略导向的医院绩效管理提供多维

度成本信息支撑。

并运用案例研究方法对某地区综合三甲
采用文献研究法进行学理性论述，

医院设计一套能够满足公立三甲医院的具有战略导向绩效管理的成本核算方法。

新医改下

医院必须实施战略导向的绩效管理；而采用这种全新绩效管理需要精细化成本核算方法来支撑；
成本核算方法选择既要满足绩效管理需求，
同时也要满足其他多维目标需要。

满足战略导向

应该包括全成本核算、
三层次成本核算、运用作业成本法核算项
的绩效管理的医院成本核算方法，
目级成本和核算单轨制四部分内容。
关键词院公立医院曰绩效管理曰成本核算曰全成本核算曰三层次成本核算曰单轨制成本核算
中图分类号院砸员怨苑援猿曰云源园远援苑圆
凿燥蚤院员园援苑远缘缘 辕 晕再阅载月杂杂圆园员缘园圆员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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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政 府 层 面 的 宏观 环 境 看 袁圆园园怨 年 新 医 改 以

本核算方法袁成为提高医院绩效管理水平和能否实

来袁国家主管部门有关公立医院改革的系列文件都

施战略导向的医院绩效管理的关键任务遥 本研究正

强调要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袁其中医院绩效管理

是基于此背景袁构建一套适合我国公立三甲医院的

和成本控制是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的主要内容遥 圆园员圆

基于战略导向绩效管理的成本核算方法院淤建立完

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暨实施方案曳中更明确要积极

在全成本核算思想下袁 运用作业成本法核算科 室

年 猿 月 员源 日国务院印发的叶野十二五冶期间深化医

善的成本核算方法袁支撑医院绩效管理的实施遥 于

推进公立医院改革袁建立以公益性质和运行效率为

级尧项目级成本袁为绩效考核提供更为可靠的数 据

核心的公立医院绩效管理体系袁 健全以服务质量尧

支持遥 盂完成成本核算与绩效管理的对接袁实现财

数量和患者满意度为核心的内部分配机制遥 我国现

务成本与管理成本信息的单轨制核算遥 这里所指的

行的医院绩效管理水平较差袁还停留在事后考核阶

财务成本和管理成本信息概念是著名会计学家 杨

段袁没有上升到战略导向层面袁基于宏微观环境 的

纪琬提出的袁财务会计系统生成的成本信息称为财

需求以及目前我国医院绩效管理的现状袁为提升医

务成本信息袁管理会计系统生成的成本信息则称为

院竞争力和经济效益袁需建立战略导向的绩效管理

管理成本信息遥 榆以绩效管理为助推器袁推动医院

方法曰而基于战略导向的医院绩效管理需要精细化
的成本核算进行信息支撑袁科学的成本核算方法是
有效开展医院绩效管理的必要保证袁可以从人力成

成本核算的精细化遥

一尧 从绩效考核到战略导向绩效管理

本尧物力成本尧服务数量尧服务质量等角度考核科室

我国大多数医院的绩效管理水平不高袁 存在着

绩效水平袁以绩效管理为杠杆推动医院精细化管理

诸多问题院淤从绩效管理的实施过程来看袁医院绩效

水平提升袁选择科学合理的基于绩效管理的医院成

管理停留在事后绩效考核水平袁 绩效考核只是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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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绩效管理过程的一个环节袁没有形成有效的绩效

密相关袁与价值链中作业相互嵌套曰接着袁根据医院

管理循环遥 于从绩效管理的内容来看袁缺乏科学的

战略定位的分析袁制订医院战略绩效计划袁在战略绩

管理指标体系袁医院绩效管理以考核责任利润为核

效的实施过程中袁进行实时控制与调整曰最后袁对医

心袁绩效考核呈收入激励导向袁缺乏对医疗服务 效

院绩效进行考核评价袁 根据绩效考核结果的反馈调

率尧服务质量的考核遥 盂从绩效管理的目标来看袁医

整新的绩效计划袁形成首尾衔接的绩效管理循环遥考

院实施的绩效管理没有与医院的发展战略相结合袁

虑到在目前医疗补偿不到位的情况下袁 医院和医护

在进行绩效管理目标制订时袁医院绩效管理与战略

人员的生存问题仍是首要问题袁与企业经营者一样袁

发展相脱节遥 战略导向的医院绩效管理是以实现医

医院管理者需将其奖金池的资金来源与被视为最关

院长期收益和战略发展为动力袁由绩效计划制订尧辅

键的业绩指标挂钩袁 考核科室责任利润仍是医院绩

导实施尧考核评价尧结果反馈四个环节形成首尾衔接

效管理的基础 咱员暂袁同时为保证医院战略目标执行的

的闭合循环遥 实施战略导向的绩效管理袁首先对医

绩效宽度袁 需运用平衡计分卡对科室绩效进行多维

院面临的外部环境尧内部运转机制与现状进行分析袁

度的综合评价袁 因此我们提出战略导向的绩效管理

确定医院战略的定位袁并运用价值链对医院战略定

系统应该是科室责任利润考核和平衡计分卡评价相

位进行详细分析袁使得战略绩效与医院业务流程紧

结合的医院绩效管理模式渊表 员冤遥

表员

从事后绩效考核到战略导向的绩效管理模式的改进

眼界

事后绩效考核
以考核和评价科室责任利润
为目标
狭隘渊仅考虑短期考核指标冤

战略导向的绩效管理
以医院战略为目标袁绩效管理同
医院经营目标相协调
广泛渊考虑长远战略目标冤

效果

暂时性尧直接性

长期性尧间接性

考核内容

单纯地考核财务业绩指标袁
忽视非财务指标
事后绩效考核结果的评价

内部流程尧患者满意度尧财务维度
和学习成长四方面选取考核指标
重视绩效过程管理尧实时反馈

注重结果的事后绩效考核袁
反映医院过去的经营情况

强调绩效管理过程袁包括绩效计划
制订尧辅导实施尧考核评价尧结果反
馈的全面绩效管理

比较对象
绩效管理目标

关注重点
绩效管理视角

级成本进行核算要要
要全成本核算思想

绩效管理的成本核算方法

包括全成本核算尧三层次成本核算尧运用作业成本法
核算项目级成本尧财务成本与管理成本信息的单轨
制核算四部分内容渊图 员冤遥

渊一冤引入全成本核算思想
引入全成本核算思想是构建基于战略导向绩效

基于
战略
导向
绩效
管理
的成
本核
算方
法

对医院实行医院级尧科室级尧医疗项目级三
级成本核算要要
要三层次成本核算
对科室级和医疗项目级间接费用采用作业
成本法计算要要
要运用作业成本法
实现成本核算与绩效管理对接要要
要财务成

管理的医院成本核算方法的基础袁在全成本核算思

本与管理成本信息的单轨制核算

想下袁核算时将凡是影响成本的一切因素袁不论是经
济方面的还是技术方面的袁均列入成本核算范畴袁涵

需要选取兼顾短期尧长远目标
的考核指标
需要注重绩效管理产生的长
期性与间接性效果
需要考核财务业绩的基础上袁
选取多维度绩效考核指标
需要形成绩效管理循环袁而非
停留在单一的绩效考核环节
需要从事后的绩效考核提升
到全面绩效管理

采用全成本要素对科室级成本和医疗项目

二尧构建基于战略导向

构建基于战略导向绩效管理的成本核算方法应

事后绩效考核改进思路
需要引入战略绩效思想

图员

基于战略导向绩效管理的医院成本核算方法

盖了医院成本的全部要素 咱圆暂袁包括对人员费用尧卫生

费用的基础袁 是通过考核成本指标实施医院绩效管

材料消耗尧设备相关费用等直接成本和需要分摊的

理的条件保障遥在此基础上袁运用作业成本法进行医

公用成本尧医疗辅助部门成本和管理部门成本等间

疗项目级核算袁将医院成本核算细化到三层次袁形成

接成本袁 能更真实地反映医院全部成本耗费情况遥

全要素尧全层次尧全动因的全成本核算遥

全面尧准确的成本核算数据是合理归集和分摊成本

渊二冤构建三层次成本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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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成本核算的基础上袁医院可进行三层次的

过成本动因追踪成本消耗过程袁 所获取的成本数据

成本核算遥 第一层次院医院级总成本遥 医院总成本以

更加丰富尧客观 咱源暂袁本部分提出的是对科室级和项目

医院为基本单位进行成本的归集与分配袁是科室和

级的间接费用综合起来进行分摊的作业成本法 思

医疗项目成本归集形成的总成本袁 又称一级成本遥

路遥 目前医院采用四级分摊法袁主要是临床科室尧医

第二层次院科室级成本遥 科室成本核算在成本核算

技科室尧 医辅科室和行政管理科室之间进行的成本

流程中处于基础和核心地位袁科室成本数据的质量

分摊遥运用作业成本法分摊项目级间接成本袁在科室

直接决定了其他成本数据的质量 咱猿暂遥 医院财务部门

层面成本核算的基础上袁依据作业成本逻辑袁将医院

按科室服务功能的不同设立成本中心袁将医院科室

成本核算细化到项目级袁 将能够直接计入的成本直

分为临床门诊科室尧临床住院科室尧医疗辅助尧医疗

接计入医疗项目袁不能直接计入的成本袁在划分基本

技术和行政管理科室五大类袁各科室成本按受益对

作业的基础上袁按作业动因的消耗量分摊计入遥

象和范围采用合适的分摊方法逐级分摊遥第三层次院

以中医门诊科室为例具体分摊过程如下院 首先袁

医疗项目成本遥 医疗项目成本作为最底层的成本核

确认科室作业模型袁将科室作业划分为分诊尧诊断尧综

算单元袁是三层次成本核算中最基础的成本核算对

合治疗曰其次袁依据科室成本核算结果袁确定资源动因

象袁项目级成本核算的准确程度直接关系到医院全

渊工资薪酬尧卫生材料费尧设备相关费用尧物业管理费尧

成本核算数据的精确性遥

水费尧电费尧办公费尧其他费用尧管理类科室分摊尧医疗

渊三冤运用作业成本法核算项目级成本

辅助类科室分摊等冤 并统计各作业消耗的资源动因

在进行成本核算时会面临间接成本分摊如何合

量曰接着袁将中医门诊科室资源库成本分配到各个作

理尧准确的问题袁本文建议采用作业成本法分摊袁通

业或作业中心袁形成作业成本库 咱缘暂渊表 圆冤曰最后袁将各

作业类别 工资薪酬 卫生材料
分诊
缘 圆愿苑援园源 员猿
诊断
猿员 缘远源援源园 员猿
综合治疗 猿 源苑圆援园愿 猿
总计
源园 猿圆猿援缘圆 圆怨

园圆怨援苑源
园圆怨援苑源
苑源圆援源源
愿园员援怨圆

设备相
关费用

园猿
园猿
园缘
员猿

远苑园援远员
远苑园援远员
苑源缘援猿园
园愿远援缘圆

表圆

物业
管理费

园缘远源援圆猿
猿 猿远愿援缘苑
园猿苑园援缘源
源 猿园猿援猿源

渊元冤

中医门诊科各作业成本库
水费

电费

员园猿援怨怨
远圆园援愿猿
园远愿援圆怨
苑怨猿援员园

圆 园员怨援猿缘
圆 园员怨援猿缘
园远怨员援远员
源 苑猿园援猿圆

管理类 医疗辅助类
办公费 其他费用
科室分摊 科室分摊
员园愿援园缘
远源缘援园愿
园苑园援怨远
愿圆源援员园

园缘
园缘
园员
员员

园员苑援远员 园愿源远援员圆
园员苑援远员 缘 园缘员援源愿
源源员援员苑 园缘缘缘援远远
源苑远援猿怨 远 源缘猿援圆远

园苑员缘援怨员
源 圆苑源援员员
园源苑园援员缘
缘 源远园援员愿

总计
园猿员
园远怨
园员远
员员苑

猿远圆援远缘
圆远员援苑苑
远圆愿援圆圆
圆缘圆援远源

作业成本库成本分配到各个医疗项目袁加上直接计入

提是医院成本核算与会计核算一体化袁 即从数据的

医疗项目的成本袁核算出各医疗项目总成本遥

发生源头采集医院的收入尧 支出信息进入成本核算

渊四冤选择财务成本与管理成本信息的单轨制核

系统袁在此基础上袁实现财务成本与管理成本信息的
单轨制核算袁 为医院绩效管理提供来自于全成本和

算制度
医院成本管理有多目标需要院淤对外提供财务
报表需要确认收益或结余的成本核算曰于为了科室

责任成本的两维度成本信息袁 可以实现绩效管理与
成本核算的有效对接遥

级绩效考核的责任成本核算曰盂为了对医院成本控

由于我国公立三甲医院具有公益性尧经营性尧垄

制和过程管理需要的实时成本核算曰榆为了战略决

断性尧科研性等管理特点袁基于战略导向绩效管理的

策和战略规划的前瞻性成本决策的成本数据遥 目前

医院成本核算方法受外部政策因素尧内部管理环境尧

医院成本管理存在着两种成本方法的选择院满足财

医院业务内容尧医务人员素质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遥

务成本与管理成本信息的双轨制核算模式和将财务

因此袁 构建基于战略导向绩效管理的医院成本核算

成本和管理成本信息合一的单轨制核算模式遥 实行

方法时袁应结合医院自身特点尧发展战略尧管理水平

双轨核算制度袁对外编制财务报表提供成本信息时袁

进行选择院淤全成本核算遥绩效管理需要成本概念的

遵循医院财务会计制度袁进行医院全成本核算曰为满

全面性尧全局性尧全要素性尧全层次性和全动因性遥于

足医院管理需要袁考核科室责任利润时袁采用责任会

三层次成本核算遥 绩效管理需要医疗项目级的成本

计的方法袁以科室为责任中心袁核算科室可控成本遥

数据袁这样对科室级的成本考核才科学合理遥盂运用

在双轨制下袁医院全成本与责任成本核算路径不一

作业成本法核算项目级成本遥 医疗项目级间接成本

致袁因此需要选择财务成本与管理成本信息的单轨

费用的分摊应该运用作业成本方法进行袁 这已被国

制核算制度袁将财务会计与责任会计融为一体袁使核

内外各企事业单位的运用所证明是一种有效和科学

算内容和数据资料一体化 遥 实现单轨制的首要前

的分摊方法遥 榆财务成本与管理成本信息核算单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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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遥 双轨制的成本核算模式既费时又费力袁不符合
中国国情袁而单轨制虽然精细度略不足袁但实用有
效遥因此袁新医改下建议医院实施战略导向的绩效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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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袁采用这种全新绩效管理需要精细化成本核算方
法来支撑袁而这种方法应该是全成本核算思想尧三层
次尧单轨制的成本核算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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