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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会计与环境保护
高如云

马纯丽

近年来 ,人类所遇到的诸如资源枯竭、

人们只追求企业利润而不顾环境的错误思

环境污染、水土流失、灾害频繁、土地沙化

想。此外 ,人们在认为利润增长就等于社会

等环境问题日益严重。近二十多年来 ,人们
发现: 单靠对环境问题采取事后补救性的

经济发展的错误观念的引导下 ,日益盲目
地追求当前利益 ,而置环保于不顾 ,结果造

治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必须建立一

成了这样一种结果: 一方面由会计系统提

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以使经济与环境同

供的信息显示当前的经济增长了 ,而另一

步发展。 1987年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

方面自然环境却已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自

在向联合国大会提交的报告《我们共同的
未来》中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构想 ,其主

然环境的破坏也就意味着未来经济存在衰
退的危险。由此可见 ,由传统会计核算出的

要内容是: “人类应既满足当前的需要 ,又

利润并不能代表一 个国家真正创 造的财

不危害子孙后代生存利益。”事实上 ,环境

富 ,传统 GDP并不能代表一个国家的真实

保护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 ,在可持续
发展的新观念下 ,人们从不同角度去寻求

繁荣程度。所以 ,绿色会计的建立和推行势
在必行。

解决环境保护问题。从会计角度来看 ,建立

绿色会计概念的提出实际上是对传统

绿色会计则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 所谓

会计的一种挑战。 由于传统会计核算体系

绿色会计 ,就是要求人们在对经济业务活
动进行会计处理时 , 必须考虑到与这些经

中不包括环境因素 ,所以在面对实现保持
经济的稳定增长的同时保持社会生态环境

济业务活动有关的环境因素 ,以便从会计

的稳定循环这样的问题时 , 传统会计就显

的角度监督企业提高资源利用率 , 合理分

得无能为力。因为 ,在目前的会计系统中并

配资源 ,从而实现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

没有企业对自然资源的耗用、对外界环境

环境保护的目的。
传统会计在有关环保问题方面存在严

造成的污染危害等项目。也就是说 ,这些因
素最终不会影响到企业的利润 ,也不会在

重缺陷。 按照传统的会计定义 ,诸如空气、

企业财务报表中体现出来。但是 ,企业的最

水、矿藏、土地等自然资源的耗用是不必计

大目标就是自身的利润最大化 ,于是在生

入成本费用中的 ,而且企业在生产中对外
界造成的污染等外部不经济现象也是不必

产过程中 ,企业是不会考虑那些对利润、对
财务报表无影响的因素的 , 所以在传统会

纳入会计核算体系中的。相应地 ,依照这种

计模式下 ,极易导致企业不顾环保 ,盲目追

不考虑环境因素的会计计算出来的作为衡

求利润的后果。

量社会发展尺度的 GDP就不可能包括有

绿色会计对环保的作用途径主要有两

关环保方面的因素。 这种无环保意识的会
计、统计模式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

方面: 一是用一套指标体系来反映环境状
况并报告在绿色报告中 ,随同年度财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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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起上交 ,以方便政府主管机关的管理

如果要把有关环境的因素报告在企业

和监督 ; 二是把有关环境的一切因素都转
化成货币的形式来加以报告 ,使环境因素

的财务报告中的话 ,那么企业的收入、费用
等会计要素必须进行重新的界定。以往 ,企

直接作用于企业利润 ,这样一来就能通过

业的收入通常反映企业生产经营所得 ,企

市场来监控企业的环保行为。
目前 ,国外对这方面的研究很重视 ,不

业的成本包括资产、劳力的投入 ,费用包括
直接费用、间接费用和期间费用 ,但在考虑

论一国独立研究还是建立国际合作都大量

环境因素后 ,诸如由于企业推行环保政策 ,

拨款支持 ,并取得了初步成果。 例如 ,欧洲

积极执行环保措施而享受到的国家给予的

环境委员会 (即 EEA) 在这方面的工作很
引人注目。 这个委员会的工作核心就是要

补贴和税收减免等就要包括到企业收入中
去 ,自然资源的消耗 ,生态环境治理的费用

建立发展用环境指标来报告信息的环境报

等也要归入企业的成本、费用中。这样就能

告体系 , EEA把这种使用环境指标的方法
称为“ EEA 方法”。 EEA 方法中所选用的

引导企业在“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动机下自
觉考虑环保问题。

指标必须是按一定的标准选择出来的 ,比

计量上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自然资源的

如 ,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特征普遍性 ,决策

计价上。自然资源的计价问题较为复杂 ,计

有用性 ,分析正确性 ,可计量性等。 利用这
些指标还可进行趋势预测。 我们把这些指

量的方法也很 多 ,比如价 格替代、支 付意
愿、接受意愿和数学模型法等。数学模型法

标分成两大类 ,第一类是社会趋势指标 (如

是建立在 “大循环成本理论”的基 础之上

经济、人口等方面的趋势指标 ) ,第二类是
环境趋势指标 (如: 环境所受压力的状况、

的 ,认为资源成本一般包括: 生产成本、再
生成本、恢复成本、替代成本、服务成本。生

影响以及发展趋势等指标 )。第一类反映了

产成本的计量采用标准价格法 ,即在标准

对环境施加压力的社会发展动力 , 第二类

价格的基础上加上 (或减去 )表示特定资源

则强调环境所受压力的程度 (如: 排放量指
标 ) ,这类指标对监督现行政策的执行和改

的、质量开发难易程度、稀缺程度等的修正
值。再生成本、恢复成本、替代成本、服务成

进有较大的作用。

本等亦可类似建立数学模型。

目前西方许多国家的环境保护法中都

绿色会计的报告的形式有两种。 一种

有专门有关绿色会计的规定。例如丹麦 ,统
一环保法就要求全国所有企业在每个会计

是把绿色会计要素直接添加到原有的会计
报表中去 ; 另一种则是设置独立的绿色会

年度的年末在上交财务报表的同时必须附

计报表来单独列示绿色会计要素 ,即另外

上一份绿色会计报告给上级主管机关 ,以
监督企业履行环保义务。 这份报告必须通

设置绿色资产负债表、绿色损益表和绿色
现金流量表。 这样做可使企业的利润直接

过环境指标反映出该企业对能源、水及原

同环境因素相关联: 如果企业重视环保 ,提

材料的耗用情况 ; 以及在生产过程中 ,企业

高资源利用率 ,合理分配资源 ,降低成本 ,

向大气、水、土壤等排放的污染物的类型和
数量。 此外还必须另附资料详细叙述该企

即可使利润上升 ;反之利润下降。这样做可
实现自动监控的目的。

业已采取了哪些措施 ,还存在什么问题 ,将

(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吉林省邮电管

如何解决等等。很明显 ,这样的报告对政府
实行控制是很方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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