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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环境资源会计及其理论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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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加快推进环境资源会计理论研究，来自海内外环境资源会计研究领域的理论和实务工作者在本次 

学术年会上围绕环境资源会计相关问题展开了积极和深入的研讨与交流，包括环境资源会计理论框架构建、 

环境财务会计在新环境下的报告编制与信息披露、环境成本管理会计在新时期的规范制定与标准设计、环境 

财务新体 系的探索以及非财务信息对公司财务的影响等，本文对与会学者的主要观点进行 了全面梳理与评述， 

并结合 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对环境资源会计理论研究进行了简要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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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环境问题 日益引起全球各 

界人士的普遍关注。我国作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 

之一，长期以来也面临着资源存量和生态环境被严重透支 

的困扰。2014年 10月 25日至26日，由中国会计学会环境 

资源会计专业委员会主办、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与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联合承办的 “中国会计学 

会环境资源会计专业委员会 2014学术年会”在南京隆重召 

开。来 自中国大陆、香港 、台湾、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内 

外环境资源会计领域百余家单位的著名学者、专家和媒体 

等齐聚一堂，广泛和深入探讨了当前环境资源会计研究中 

的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 

大会由开幕式、大会学术报告 、分论坛和闭幕式四部 

分组成。会议开幕式由中国会计学会常务副秘书长周守华 

教授主持 ，南京理工大学副校长王连军教授、工业和信息 

化部姜子琨司长、中国会计学会金莲淑名誉会长先后致 

辞。在 25日和 26日的大会学术报告中，环境保护部财务 

司尤艳馨副司长、 《管理世界》编辑部副主任蒋东生教 

授、中国人民大学耿建新教授 、中国会计学会常务副秘书 

长 、环境资源会计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周守华教授 、南京 

大学李心合教授、中央财经大学周宏教授 、南京理T大学 

徐光华教授和中南大学 肖序教授分别做了高水平的学术报 

告。大会分论坛设环境资源会计与环境财务战略、环境成 

本管理会计 、企业社会责任与信息披露三大方面。会议 闭 

幕式上公布了此次年会的 4篇优秀论文获奖名单 ，对在 

环境资源会计领域做出重要研究成果的中青年学者给予 

了肯定和表彰。现对会议研讨的主要问题及提出的观点 

做如下综述。 

一

、 环境资源会计理论框架的构建：新形势 

下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环境问题是一个关系到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重大课题。 

在西方发达国家，环境资源会计已进入会计实务，但是理论 

体系还相当不完整，缺乏规范和可操作的会计规则和方法 ， 

环境资源会计研究受到广泛的重视。在我国，国家对资源环 

境问题的重视，也为环境资源会计理论和实务工作者提供了 

契机，为环境资源会计理论创新和发展提供了机遇。 

1．国家宏观政策的推动。2007年我国党的十七大报 

告提出 “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 

发展能力”，首次将生态文明概念写入党代会的政治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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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用单独一个章节论述了 “大力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问题；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大力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做出了具体部署，并明确提出 “探索编制 自然 

资源资产负债表 ，对领导干部实行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 

计”；2014年通过的 《环境保护法》将 “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 ，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作为立法 目的。 

2．环境成本与 GDP有效性的思考。王立彦指出我国 

现行国民经济核算方法下的生产总值 GDP在很大程度上与 

可持续发展理念不相符合。 “绿色 GDP”在国际上讨论已 

久，但尚未进人统计核算实务；我国也 曾于 2004年启动 

“绿色 GDP年度报告”项 目，但是一直处于 “无 限期推 

迟”休眠状态，因此可以基于 “有效财富观”和 “生态资 

源观”修正现行的GDP，并以 “可持续发展”和 “环境资 

源”观念区分 “有效 GDP”与 “无效 GDP”，进 而得出 

“绿色 GDP”。 

3．国际环境资源会计理论研究成果的借鉴。由于澳 

大利亚在水资源分配和管理方面取得了很多成功的经验， 

陈波和杨世忠详细分析了澳大利亚水会计准则体系的产生 

和构成 ，具体包括 《澳大利亚水会计概念框架》、《澳大 

利亚水会计准则第 1号》和 《澳大利亚水会计准则第 2 

号》的主要 内容和核算原理 ，最终 阐述了澳大利亚水会 

计准则体系对我国的启示。张林涵介绍了澳大利亚水资源 

会计准则 ，将其与传统财务报表进行了对比，并指出我国 

自然资源会计的建设应该加强政府、高校和审计公司的合 

作并建立问责制。耿建新等借鉴澳大利亚、英国、加拿 

大、日本等定期公布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经验，以 SNA2008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 2008的简 称)和 SEEA2012 

(System of Environmental—Economic Accounting Central 

Framework 2012的简称)等国际规范为线索 ，详细论述了 

我国国家资产负债表和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与运用 

问题 ，指出上述报表的编制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会计理 

论与方法，需要借助会计学者和会计从业人员的工作。沈 

华荣等指出，台湾的环境资源会计 由早期着重在环保投入 

成本的分析与环境效益数量的改善，演变为对整个物质流 

管理部分的分析。 

二、环境财务会计：新环境下的报告编制与 

信息披露 

1．环境会计核算报告的编制。陶春华在回顾环境会计 

理论研究的基础上 ，结合新环保法的特点，从环境信息披 

露、生态补偿机制、环境成本管理、排放权交易会计 、环 

境资产的确认与计量五个方面其对环境会计理论研究带来 

的影响与挑战。杨仙子和张晨从环境会计核算 (包括环境 

利润表和资产负债表要素的确认与记录)、报告 (包括环 

境会计报告和环境会计业绩评价报告)两方面探讨 了环境 

会计准则的研究 ，建议未来研究可更多地关注环境会计计 

量 、环境业绩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完善环境会计核算、 

报告体系。耿建新等借鉴国际规范，详细阐述 了对我国国 

家资产负债表与 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初步认识 ，并从组 

织安排、报表编制与运用等方面提出设想。黄溶冰基于生 

态文明视角分析了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框架结构、编制 

策略和审计鉴证问题。蒋洪强等从基本概念和相关理论 

(例如经济要素增长理论、资源环境稀缺理论、资源环境 

价值理论)出发 ，研究了我国生态环境资产负债表的编制 

框架。 

2．环境信息的披露研究。姚晖等以我国26个省区涉 

及环境信息披露的区域性规制为研究样本 ，发现当前区域 

性环境信息披露规制在制定层面的非有效性 ，提示地方政 

府应制定适度、有效的环境规制 ，提高规制效果。苑泽明 

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碳排放制度有助于企业碳信息披露水 

平的提高。李大元和孙妍以 2007—2012年的 68家有色金 

属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 ，从企业资源基础观、主要利 

益相关者理论、制度理论和产权理论等多视角出发，实证 

研究表明，公司规模 、政府监管与环境信息披露显著正 

相关 ；盈利能力与环境信息披露呈正相关，但影 响不显 

著 ；国有控股上市公 司 比民营控股 的环境信 息披露水 

平高。 

三、环境成本管理会计：新时期的规范制定 

与标准设计 

1．环境管理会计的总体发展。肖序和熊菲认为 ，当前 

企业开展环境管理会计活动，尚无可资借鉴的规范示范指 

南，导致数据计算与流程管理并不统一，可 比性较差。其 

中，尤以流程环节的过程循环管理不够清晰，严重影响了 

环境管理会计方法在实务中的推广应用。作者以 “物质流 

一 价值流”二维分析 为起点 ，构建了基于 PDCA (Plan、 

Design、Check和Action的缩写)的业务流程体系和总体框 

架体系，为企业具体实施环境管理会计理论与方法，拓展 

其在资源流转中的价值计算、缺陷诊断、分析决策、效果 

评价等方面的应用提供示范性指南。孟岩等探析了大数据 

时代下环境管理会计的发展趋势 ，认为环境管理会计服务 

对象将由政府向企业变迁 ，职能发挥 的层面将由战术层 向 

战略层延展 ，数据处理技术将 由传统技术变革为大数据技 

术。周园和卢相君认为，低碳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企业战 

略成本管理的革新，促进低碳战略成本管理的发展。低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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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成本管理包括传统战略成本管理的价值链分析、成本 

动因分析、战略定位分析三个主要方面，但又不同于传统 

的战略成本管理。 

2．环境成本的内涵和补偿标准设计。王立彦提出从多 

视角识别环境成本 ，从不同空间范围看 ，分为内部环境成 

本和外部环境成本 ；从不同时间范围看，分为过去、当期 

与未来环境成本 ；从不同功能看，分为弥补已发生的环境 

损失、维护环境现状 、预防将来可能出现的不利环境影响 

三种支出。袁广达等认为环境成本是指企业在其生产经营 

中，由于经济活动造成环境污染而使环境服务功能下降， 

从而产生的资源耗减成本、环境降级成本、并由此增加的 

环境治理和环境保护支出。对于生态环境补偿标准问题 ， 

韦小泉和王立彦提出可以参照如下五个方面的价值进行核 

算：生态系统功能服务价值、生态保护者的直接投入和机 

会成本 、生态修复成本和补偿意愿、生态足迹与生态受益 

者的获利； 并且可以尝试从财政转移支付 、生态税费、复 

垦保证金制度和绿色信贷四个方面构建实施路径。袁广达 

从会计新收益理论、边际成本理论和生态要素理论分析了 

生态环境成本的补偿标准，提出生态环境损害成本补偿标 

准可根据排污方造成受害方利润总额的下降幅度进行理论 

设计、价值计算和会计处理。 

四、环境财务与社会责任：新体系的探索以 

及非财务信息对公司财务的影响 

1．环境财务体系的重构。主流的公司财务学是环境外 

生型的，其方法论基础是新古典分析范式 ，理论基础是股 

东至上的资本主义。这些理论及方法论基础远离现实世界 ， 

并且诱致环境和生态问题的恶化。李心合指出，现实世界 

里环境与公司财务行为具有互动关系，要把环境问题纳入 

公司财务学体系，需要突破新古典分析范式，创新企业理 

论，修正公司目标函数与财务决策标准 (嵌入 “绿色利 

润”、“绿色 EVA”等观念)，探讨相匹配的公司治理理论 

(从单边治理到共同治理、生态治理)，建构环境嵌入型的 

公司财务学体系。徐光华结合国家 自科基金的申报及其主 

持的 “企业环境财务指数及其绩效牵引测度研究”课题为 

例 ，从新的视角提出了构建环境财务指数体系的重要性。 

作者从全球污染现状 出发 ，指出项 目立项的现实依据，并 

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 ，明确课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索的 

问题。具体研究内容包括理论溯源、环境财务指数和数据 

库的构建，以及指数牵引力测度实证研究等四个方面。 

2．非财务信息对公司财务 的影响。吴红军等研究发 

现，污染型行业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可以降低信息不对 

称和投资风险，从而减缓企业面临的投资约束。彭娟等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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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发现 ：企业是否披露碳信息对其财务风险没有显著影响， 

但碳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财务风险显著负相关，且不同行 

业的相关性不同。蒋琰等研究表明，碳信息总体披露水平 

对权益资本成本有显著负向影响。碳治理披露水平 、碳风 

险和机遇披露水平 、低碳战略披露水平 、碳排放核算披露 

水平也与权益资本成本显著负相关。周宏等和吉利等学者 

研究发现，企业通过披露社会责任信息，降低信息不对称 

程度、积极向外界传递信息 ，降低企业的债权和股权资本 

成本。龙文滨和宋献中以行业竞争为视角，发现行业竞争 

对企业社会责任价值与公司价值关系存在非线性的调节作 

用。吴德军和马莉莎以双汇瘦 肉精事件为研究重点，研究 

发现双汇积极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战略转变为其带来了良 

好的财务业绩提升等经济后果。 

五、结语 

正如金莲淑会长、周守华和陶春华 (2012)所 占， 

近些年来 ，关于环境资源会计的研究视角和内容 13益多样 

化，学者们从可持续视角、外部性视角、信息披露视角 、 

成本管理视角、行为科学视角等研究了环境资源会计的基 

本理论、环境财务会计、环境成本管理会计 、环境信息披 

露和社会责任、环境审计 、国内外环境资源会计比较研究 

等问题；研究方法更加全面与科学，既包括规范分析与实 

证分析相结合，事前预测与事后评价相结合，也包括单个 

案例和区域情况的分析 ，国外的经验介绍和国内现实状况 

的对 比 (许 家 林 ，2009；沈 洪 涛，2010；沈 红 波 等， 

2012)。这些研究成果为我国探寻一条经济与资源环境协 

调发展的道路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和经验证据。但是 ，环境 

资源会计是一门交叉学科 ，研究难度较大。因此，环境资 

源会计理论的发展与繁荣需要环境资源会计理论研究和实 

务工作者的不断创新和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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