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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集团总部经费分摊之路
——集团公司党建信息化工作经费分摊工作实践纪实

李 森[1] 路云鹏[2] 丁 晨[2] 李海燕[2]

[ 摘  要 ]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建立了石油党建信息平台，初步

实现了党组织建设在网上、党员连在线上的目标。平台建立之初，集团总部承担了全部的开发及运

维费用。本着“谁受益、谁承担”的原则，集团财务部于 2019 年 2 月牵头组织了以党建信息化平

台费用分摊为试点的总部费用分摊工作。目前试点工作已圆满结束。在试点工作开展期间，集团财

务部进行了大量艰苦细致的探索性研究和实践，为总部费用分摊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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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集团公司党建信息化项目背景

为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变化，落实新时代党建总

要求，提高党建质量，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集团公司）建立了石油党建信息平台，

初步实现了党组织建设在网上、党员连在线上的目

标。石油党建信息平台的建立，是集团公司推进党

建工作创新、解决党建工作存在问题的有效途径，

它标志着中国石油党建工作进入科学化信息化新阶

段，为实现中国石油党建工作走在央企前列、地区

公司党建工作走在所在地区前列目标奠定了坚实 

基础。

为持续巩固和提升集团公司党建信息化成果，

党建信息化工作由集团公司统筹管理，中国石油

集团东方地球物理勘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

物探）、中国石油报社（以下简称石油报社）、石

油工业出版社（以下简称石油出版社）等单位承

担集团公司党建信息化平台开发建设和内容维护

等工作。2018 年 5 月，集团公司成立中国石油

“互联网 + 国企党建”研究中心，授权东方物探组

织研究中心的组建工作，成立中油瑞飞公司。中

油瑞飞挂靠东方物探，既负责平台的技术开发，

也负责平台的内容运营 ；石油报社负责石油清风

教育平台和党建信息化平台的资讯内容建设，由

其党建信息化中心承担主要工作 ；石油出版社承

担党建信息化平台内容保障及党建资源建设，由

其数字出版中心和大众编辑社承担主要工作。

二、集团公司党建信息化平台费用分摊

试点动因

党建信息化平台建立之初，开发及运维费用全

部由集团公司承担，由各所属单位党员共同使用。

为落实集团公司关于总部费用分摊工作要求，本着

降低集团公司整体税负和“谁受益、谁承担”原则，

由集团财务部牵头，经与党委组织部等部门研究，

确定以集团公司党建信息化平台费用分摊为试点，

探索集团公司总部项目费用分摊路径，以为集团公

司总部费用分摊工作开展提供借鉴。

三、集团公司党建信息化平台费用分摊

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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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公司党建信息化平台费用分摊试点工作于

2019 年 2 月启动，分前期调研、制定方案、落地实

施、工作总结等四个阶段推进。

（一）前期调研

这一阶段的任务主要是摸清党建信息化平台经

费收支及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为更好地推进党建信息化平台费用分摊试点工

作，2019 年 2 月，集团财务部对担负集团公司党建

信息化平台开发建设和内容维护等工作的三家承办

单位东方物探、石油报社、石油出版社 2018 年党建

信息化工作经费收支及管理情况进行了调研，并针

对三家单位经费管理方面存在的拨付经费使用进度、

增值税缴纳、会计处理、项目核算及党建经费与使用

额度等问题，提出了规范项目管理与财税管理，建

立党建信息化工作经费闭环管理体系的建议。

（二）制定方案

1. 通过建立向所属企业有偿提供服务模式实现

费用分摊

在前期充分调研基础上，集团财务部提出了党

建信息化平台费用分摊试点方案——建立集团向所

属企业有偿提供服务模式，即以税收筹划的方式，

将党建信息化平台发生的成本通过集团收费的模式，

实现所属单位税前扣除。具体步骤：首先集团先委托

东方物探、石油报社、石油出版社开发并运维党建信

息化平台，三家承建单位发生的费用支出由集团统

一拨款；然后集团按照所属企业党员的数量收取平

台运维费用，所属企业从计提的党建经费中支付该

项运维费用，并将该项费用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2. 为方案的建立和实施做好基础保障

为保障集团有偿提供服务模式的建立和推行，

集团财务部进行大量的工作：

（1）对有偿提供服务模式涉及的增值税及附加

税税负、集团层面整体节约情况进行了细致的测算。

要求东方物探、石油报社、石油出版社在收到

集团公司党建经费拨款后，向集团公司开具增值税

专用发票，缴纳增值税及附加税；集团公司收到增

值税专用发票后，全额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集团

公司再向所属企业（二级）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所属企业（二级）全额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所属

企业（二级）向所属企业（二级以下）开具分割单，

将已经抵扣的进项税部分做转出。集团财务部对运

行中涉及的增值税及附加税负进行测算，列出测算

公式和表格。

集团公司按照所属企业党员占全体党员数量的

比例，分摊承建单位实际发生的平台运维服务支出，

所属企业在计提的党建经费中支付该项运维费用，

并将该项费用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集团财务部

对集团层面整体节约情况进行了细致测算，并列出

测算公式和表格。

（2）对如何实践有偿提供服务模式制定了详细

的实施指引。

为确保集团公司、承建单位及所属企业在合同

签订、发票开具、税前扣除及财税处理等工作的顺

利完成，集团财务部给出了具体的指导意见，并制

定了详细的经费分摊业务操作指引（见图 1）和经

费分摊财税处理指引（见表 1）。

· 集团公司委托东方物探、石油报社及石油出

版社提供党建平台运维服务，并分别与三家单位签

订《党建信息化平台运维服务协议》，支付服务费。

三家单位按照合同金额，向集团公司开具增值税专

用发票。

· 集团与所属企业（二级）签订《党建信息化

平台运维费用分摊协议》，确定收费金额，并由共享

服务中心向所属企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 所属企业（二级）以协议及发票作为实际支

出依据，完成党建经费的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 所属企业（二级）向其下属企业开具分割单，

并提供发票复印件。所属企业（二级以下）以取得

的分割单及发票复印件作为实际支出依据，完成党

建经费的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 集团公司、承建单位及所属企业按照《党建

信息化工作经费分摊业务操作指引》及《党建信息

化工作经费分摊财税处理指引》完成相关工作。

（3）党建信息化工作经费分摊业务操作及财税

处理流程见图 1、表 1。



Journal of BPMTI
2020年1期58

北京石油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月20日前完成

所属企业集团承建单位

开始开始 开始

与主管税务机关沟通
《党建信息化平台运维
费用分摊项目说明》

所列问题。

3月31日前完成

准备《党建信息化平台运维
服务协议》模板

签订《党建信息化平台
运维服务协议》

给集团公司开具增值税
专用发票 收取发票，抵扣进项

准备《党建信息化平台
运维费用分摊协议》模板

党建经费税前扣除党建经费税前扣除党建经费税前扣除

单独归集项目费用，
填写《内部人员工资
薪金成本统计表》 根据分摊表集团收取资金

收取发票，抵扣进项
给所属企业开具
增值税专用发票

签订《党建信息化平台
运维费用分摊协议》

3月10日前完成

结束结束 结束

图 1 党建信息化工作经费分摊业务操作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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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党建信息化工作经费分摊财税处理指引

单位 业务描述 会计处理 税务处理

东方物探

石油报社

石油出版社

与集团签订《党建信息化平

台运维服务协议》后，给集

团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借：银行存款

贷：其他业务收入

应交税费 - 应交增值税 - 销项税额（6%）

借：其他业务成本

应交税费 - 应交增值税 - 进项税额（6%）

贷：银行存款 / 其他应付款

缴纳增值税及附加税、企业所得税

集团公司

与承建单位签订《党建信息

化平台运维服务协议》后，

接收承建单位开具增值税专

用发票。

借：其他业务成本

应交税费 - 应交增值税 - 进项税额（6%）

贷：其他应收款

抵扣进项税额

与所属企业签订《党建信息

化平台运维费用分摊协议》

后，向所属企业开具增值税

专用发票。

借：银行存款

贷：其他业务收入

应交税费 - 应交增值税 - 销项税额（6%）

缴纳增值税及附加税、企业所得税

所属企业

二级

与集团公司签订《党建信息

化平台运维费用分摊协议》

后，接收集团公司开具增值

税专用发票。

已计提党建经费：

借：其他应付款

贷：银行存款

未计提党建经费：

借：管理费用

应交税费 - 应交增值税 - 进项税额（6%）

贷：银行存款

1. 抵扣进项税

2. 转出部分进项税

3.2018 年度计提的党建经费总额，减

去支付给集团的运维费以及本单位实

际发生的党建支出后的余额，做纳税

调增；次年实际支付后，在当年企业

所得税汇算清缴时做纳税调减。 

向下属企业开具分割单并提

供发票复印件。

借：其他应收款

应交税费 - 应交增值税 - 进项税额转出

贷：管理费用

所属企业

二级以下

接受上级单位开局的分割单

及发票复印件

已计提党建经费：

借：其他应付款

贷：银行存款

未计提党建经费：

借：管理费用

贷：银行存款

2018 年度计提的党建经费总额，减去

支付给二级单位的运维费以及本单位

实际发生的党建支出后的余额，做纳

税调增；次年实际支付后，在当年企

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时做纳税调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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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落地实施

1. 组织各单位与主管税务机关沟通

为顺利推进党组织经费有偿使用工作的顺利进

行，实现党建信息化平台使用费在企业所得税税前

扣除，集团财务部事先拟定出《关于党建信息化平

台有偿使用沟通口径》及《沟通反馈表》，然后组织

各公司与主管税务机关依据《关于党建信息化平台

有偿使用沟通口径》就相关问题进行沟通，并将沟

通结果填入《沟通反馈表》。

2. 与各单位签署服务协议

集团财务部根据方案要点，拟出集团公司与承

建单位、集团公司与二级单位需要签署协议中的涉

税条款，会同法务部讨论修改，最终确定相关服务

协议内容，并安排集团与承建单位及二级单位签署

协议。集团公司分别与东方物探、石油报社、石油

工业出版社三家各签署一份《党建信息化平台运维

服务协议》，再与所属企业（二级）签署一份《党建

信息化平台使用服务协议》。四份协议的签署确保了

经费分摊工作的落地。

3. 下发通知启动收费

集团财务部于 2019 年 4 月下发《关于收取党

建信息化平台使用费的通知》，并根据《党建信息化

平台使用协议》组织所属企业按照通知要求缴纳党

建信息化平台使用费。

4. 提供技术支持

集团财务部组织 300 多家企业成立了微信工作

组，不仅在线上进行《集团公司党建信息化经费税

前扣除指南》培训，而且还在线上为企业实时解答

技术疑难问题，并形成问答汇编，协助企业落实费

用分摊工作。

5. 编写再分摊操作指南

为便于企业做好党建信息化平台费用再分摊工

作，集团财务部编写了《企业再分摊党建信息化平台

使用费用操作指南》，供各企业根据实际情况择用。

6. 出具集团总部机关会计处理意见

对于集团总部机关党员使用党建信息系统的费

用，集团财务部专门出具了会计处理意见。

7. 在节税统计方面给予指导

对于费用分摊后企业上报的实际节税额与预测

的节税额间存在的差异，集团财务部进行了深入的

原因分析，以备借鉴。

（四）总结经验

1. 党建平台经费分摊试点工作的圆满完成，充分

说明了推行集团总部费用分摊工作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本着“谁受益、谁承担”和降低集团公司整体

税负的原则，集团财务部以党建信息化平台经费分

摊为试点，从合规管理及税收筹划角度出发，通过

规范会计核算和税务处理，建立的一套合理收费的

商务模式和标准化工作流程，不仅优化了整个集团

的企业所得税税负，而且为全面启动集团总部费用

分摊工作提供了可行路径。

2. 以党建平台经费分摊为试点，推进了集团公

司的管理创新及服务型总部机关建设

建立集团总部向所属企业提供有价值服务并合

理收费的商务模式，推进了服务型总部机关建设和

总部机关转型，集团总部各机关部门将更加关注和

满足所属企业的实际需求，为所属企业提供有价值

的服务，从而有力促进了集团公司整体竞争力提高。

3. 以党建信息化平台经费分摊为试点，为集团

公司全面推行总部费用分摊工作积累了丰富经验

在探索性地推进费用分摊工作过程中，集团财

务部针对试点工作开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深

入分析、认真研究，获得了丰富的经验。通过认真

梳理试点工作流程并加以固化，将有助于集团总部

其他费用可分摊方案的制定和实施。

四、结束语

集团公司首次开展的党建信息化平台经费分摊

试点工作目前已基本结束。这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

集团财务部为圆满完成任务，在试点工作推进过程

中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探索性研究工作，并取得了

卓越的成绩，不仅为集团公司增加了利润，更为集

团总部费用分摊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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