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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采用基本核算表与国民经 济账户并行 的结构。在所 体现的功

能作用上, 基本核算表和国民经济账户应 该建立 一种互 补关系, 在协 调一致 的基础 上形成 一个科
学严谨的有机体系。收入分配及支出账户描述收入分配 使用的全过程, 其指 标设置应该 比资金流
量表中实物交易部分的相关指标设 置更加 详细。同 时可以 通过设置 收入分 配及支 出账户 的子账
户, 扩展对实物社会转移和住户、
政府部门实际最终消费 指标的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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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初期, 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采用的是产生于前苏联、
东欧国家的物质
平衡表体系( MPS) 。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
MPS 表现出明显的不足, 我国在继续实行 MPS 的同时, 逐步引进产生于发达国家、
并被世界上大多
数国家广泛采用的国民账户体系( SNA) 。1984 年至 1992 年, 国家统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在总结我
国当时的国民经济核算经验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 制定了 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试行方案) ( 以
下简称 1992 年试行方案) 。由于历史原因和时代背景等因素的影响, 1992 年试行方案采纳了 SNA
的基本核算原则、内容和方法, 保留了 MPS 的部分内容。1993 年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欧盟五个国际组织联合制定的 SNA( 以下简称 1993 年 SNA) 正式出
版,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建议各成员国将 1993 年 SNA 作为本国国民经济核算的标准加以运
用。许多国家根据 1993 年 SNA 对原有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进行了系统的修订, 我国也对国民经济
核算制度进行了不断的改革。1999 年国家统计局决定对 1992 年试行方案进行修订, 中国国民经
济核算体系( 2002) ( 以下简称 2002 年新核算体系) 就是这次修订的最终结果。2002 年新核算体系
总结了 1992 年以来我国国民经济核算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成果, 采纳了 1993 年 SNA 的基本核算
原则、内容和方法, 取消了与 MPS 对应的核算内容, 修订了机构部门账户和产业部门分类, 调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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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框架、
核算内容和指标设置, 从而更加准确、
全面地反映我国国民经济运行状况, 提高了我国国
民经济核算体系与国际标准的一致性。
2002 年新核算体系的颁布和实施, 标志着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改革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
段, 也为推进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和研究提供了新的平台。目前联合国等国际组
织正在对 1993 年 SNA 进行修订, 将共同制定 2008 年 SNA。适应国内外客观情况的不断发展, 与国
际标准接轨并完善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需要长期的努力。本文拟对 2002 年新核算体系中的收
入分配及支出账户加以研究, 立足于我国国民经济核算基本条件和现实可操作性, 提出改进我国收
入分配及支出账户的若干建议。

一、建立收入分配及支出账户与资金流量表的有机体系
2002 年新核算体系由基本核算表、
国民经济账户和附属表三部分构成。基本表包括国内生产
总值表、
投入产出表、
资金流量表、国际收支表和资产负债表; 国民经济账户包括经济总体账户、
国
内机构部门账户和国外部门账户; 附属表包括自然资源实物核算表和人口资源与人力资本实物量
核算表。在这三部分中, 基本核算表和国民经济
表 1 收入分配及支出账户

账 户 是 2002 年 新 核 算 体 系 的 中 心 内 容,
它 们 通 过不同的核算方式, 对国民经济运行过
程及结果进行全面描述。采用基本核算表与国
民经济账户并行的结构, 是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
系的特 色。由于核算 形式不同, 两者是彼 此独
立, 但因涉及的经济内容一致, 它们之间又存在

使

用

1. 财产收入支付

金额

来源
1. 营业盈余

( 1) 利息支出

2. 固定资产折旧

( 2) 红利支出

3. 财产收入

着密切的联系。基本核算表和国民经济账户的

( 3) 地租支出

( 1) 利息收入

关系不是简单的重复或并列, 它们的指标数值关
系可以通过一定的核算程序联系起来。笔者认

( 4) 其他支出

( 2) 红利收入

2. 经常转移支出

( 3) 地租收入

为, 在具体内容的指标设置和所体现的功能作用
上, 基本核算表和国民经济账户应该建立一种互
补关 系, 在协调一致的基础 上形成一个更加严
谨、科学的有机体系, 使二者在我国国民经济核
算中都能发挥出更积极的作用。
收入分配及支出账户属于国民经济账户, 资
金流量表则属于基本核算表。收入分配及支出
账户按机构部门和经济总体分别编制, 反映国内

( 1) 收入税支出

4. 劳动者报酬

( 3) 社会 保 险 福 利
支出

5. 生产税净额

( 4) 社会补助支出

6. 经常转移收入

何将它们的可支配收入在消费和储蓄之间分配。
表 1 是 2002 年新核算体系经济总体收入分配及
支出账户的形式。资金流量表以收入分配和资
金运动为核算对象, 反映一定时期各机构部门收
入的形成、
分配、
使用、
资金的筹集和运用以及各

( 1) 收入税收入

可支配总收入

( 2 ) 社会 保 险 缴款 收
入

3. 最终消费

( 3 ) 社会 保 险 福利 收
入

机构部门通过生产过程形成的收入, 如何在拥有
相应生产要素的机构部门之间进行分配, 收入如
何在不同的机构部门之间转移以及机构部门如

( 4) 其他收入

( 2) 社会 保 险 缴 款
支出

( 5) 其他支出

金额

( 1) 居民消费

( 4) 社会补助收入

( 2) 政府消费

( 5) 其他收入

4. 总储蓄
合计

合计

资料来源: 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2002) , 中 国统
计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 46 页。

机构部门间资金流入和流出情况。我 国资 金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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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表主栏交易项目按交易的不同性质分为实物
交易和金融交易, 资金流量表分为主栏不同、宾
栏相同的两大部分, 即实物交易部分和金融交
易部分。实物交易部分反映了货物和服务的生
产与使用、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以及无偿转
移的交易活动; 金融交易部分反映了以现金、信

表2

经济总体收入分配及支出账户与

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部分有关指标的对应关系
收入分配及支出账户

资金流量表 实物交易部分

1. 营业盈余

1. 增加值

2. 固定资产折旧
3. 劳动者报酬

2. 劳动者报酬

用、证券等金融资产负债为交易对象的交易活

( 1) 工资及工 资性收入
( 2) 单位社会 保险缴款

动。在资金流量表的实物交易部分中, 反映机
构部门收入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经常转移、最终
消费和总储蓄的有关交易项目, 与国民经济账
户中的收入分配及支出账户的经济内容是一致
的。2002 年 新核算体系资金 流量表实物交 易
部分, 设置了增加值、
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

4. 生产税净额

5. 财产收入/ 支出

财产收入、初次分配总收入、经常转移、可支配
总收入、
最终消费、
总储蓄等 9 个与收入分配交
易有关的项目, 与经济总体收入分配及支出账
户指标的对应关系见表 2 的描述。
在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部分中, 反映收入
分配再分配指标之间的基本数量关系为: 劳动
者报酬+ 生产税净额+ 财产收入= 初次分配总
收入; 初次分配总收入+ 经常转移= 可支配总

( 2) 生产补贴( - )
4. 财产收入

( 1) 利息
( 2) 红利

( 1) 利息
( 2) 红利

( 3) 地租
( 4) 其他

( 3) 土地租金
( 4) 其他

6. 经 常转 移收 入/ 支
出

3. 生产税净额
( 1) 生产税

5. 初次分配总收入
6. 经常转移

( 1) 收入税
( 2) 社会保险缴款

( 1) 收入税
( 2) 社会保险 缴款

( 3) 社会保险福利
( 4) 社会补助

( 3) 社会保险 福利
( 4) 社会补助

( 5) 其他
7. 可支配总收入

( 5) 其他
7. 可支配总收入

储蓄是各机构部门进行资本和金融交易的起始
项目, 通过计算各机构部门的总储蓄与资本转

8. 最终消费
( 1) 居民消费
( 2) 政府消费

8. 最终消费
( 1) 居民消费
( 2) 政府消费

移、
资本形成总额之差, 得到净金融投资。净金

9. 总储蓄

9. 总储蓄

收入; 可支配总收入- 最终消费= 总储蓄。总

融投资是衔接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部分和金融

资料来源: 中国国 民经济 核算体 系( 2002) , 中国统 计

交易部分的指标。在资金流量表中, 金融交易
部分描述各机构部门运用各种金融工具对资金

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 40、
46 页。

余缺的融通调剂过程, 是资金流量核算的核心部分。因此资金流量核算实物交易部分反映收入分
配再分配的指标设置, 定位在核算 总储蓄 指标基础上就可以满足各机构部门计算净金融投资, 进
而对金融交易部分进行核算的要求。
由表 2 可以看出, 收入分配及支出账户与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部分的指标设置差别很小, 两者
基本上是并列关系。比较表 2 中收入分配及支出账户与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部分的指标设置, 我
们发现收入分配及支出账户省略了劳动者报酬和生产税净额的二级指标, 比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
部分的指标设置更简略。笔者认为, 收入分配及支出账户的基本功能是反映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
分配的全过程, 所以指标的设置应该比资金流量表更详细, 并与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部分形成互补
关系并建立有机体系, 才能更好地发挥其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积极的作用, 满足宏观经济管理、
分析和政策目的的需要。为此, 可以进行两方面的改进: 第一, 改进收入分配及支出账户的指标设
置, 使之细化; 第二, 收入分配及支出账户在核算内容上应该在资金流量表的相应部分的基础之上
有所扩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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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细化收入分配及支出账户指标设置
依据我国目前国民经济活动发展的客观情况和国民经济核算基础, 笔者认为对收入分配
及支出账户可以做以下指标设置的增补和改进。
表 3 经济总体收入分配及支出账 户

第一, 在来源方的劳动者报酬和生产
税净额项目下设二级指标, 并在生产税净
额二级指标下区分产品税和其他生产税。

使

用

一、
财产收入支付

金
额

来
一、
营业盈余

如表 1、
表 2 所示, 2002 年新核算体系的收

( 一) 利息

二、
固定资产折旧

入分配及支出账户中, 劳动者报酬和生产

( 二) 红利

三、
劳动者报酬

税净额项目下均没有设二级指标, 应该把
列在资金流量表中相应项目的二级指标列

( 三) 地租

( 一) 工资及工资性收入

( 四) 其他

( 二) 单位社会保险缴款

入。即在劳动者报酬项目下, 列入工资及

二、初次分配总收入

四、
生产税净额

工资性收入和单位社会保险缴款两个二级

三、初次分配净收入

( 一) 生产税

四、经常转移支出

1. 产品税

指标; 在生产税净额项目下, 列入生产税和
生产补贴两个二级指标。同时, 在生产税
指标下再增加产品税和其他生产税两个三
级指标。产品税是生产单位生产出来的每
单位货物和服务应缴纳的税, 其他生产税
是生产单位因从事生产活动而需要缴纳的
各种税。它们在税种上易于区分, 并且在
国民经济宏观管理上也具有不同的意义和
作用。
第二, 在使用方增设初次分配总收入
项目, 以便获得各机构部门初次分配总收
入和国民总收入数据。考虑到账户的来源
方已经设置了固定资产折旧项目, 要计算
有关净值指标很方便。所以再增加设置初
次分配净收入、可支配 净收入, 净 储蓄项
目。这样可以便于核算各机构部门的相应

( 一) 收入税
( 二) 社会保险缴款

金
额

源

2. 其他生产税
( 二) 生产补贴

1. 单位社会保险缴款

五、
财产收入

2. 个人社会保险缴款

( 一) 利息

( 三) 社会保险福利

( 二) 红利

( 四) 社会补助

( 三) 地租

( 五) 其他

( 四) 其他

五、可支配总收入

六、
经常转移收入

六、可支配净收入

( 一) 收入税

七、最终消费

( 二) 社会保险缴款

( 一) 居民消费

( 三) 社会保险福利

( 二) 政府消费

( 四) 社会补助

1. 个人消费

( 五) 其他

2. 公共消费
八、
总储蓄

指标和国民净收入、国民可支配净收入和

九、
净储蓄

国民净储蓄指标。
第三, 在经常转移项目下的社会保险

合 计

合

计

缴款项目, 增设和 单位社会保险缴款 和 个人社会保险缴款 两个三级指标。1993 年 SNA 区分
了四类社会保险缴款: 雇主的实际社会缴款、雇员社会缴款、
自我雇佣者和非受雇佣者的社会缴
款、
雇主的虚拟社会缴款。对应我国国情和国民经济核算基础, 目前对后两类社会保险缴款项目
进行核算的困难还比较大, 但核算并区分前两类社会保险缴款则是切实可行的。雇主的实际社
单位社会保险缴款已在劳动者报酬项目中反映, 故该项目在此仅含个人社会保险缴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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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缴款即单位支付的社会保险缴款是由用人单位直接支付的, 不冲减职工工资; 雇员社会缴款即
个人社会保险缴款如有关医疗保险等参与社会保险计划的个人支出, 企事业机关单位在职工的
工资表上明确地列出并直接冲减职工工资, 由企事业机关单位直接交给政府社会保险部门。这
两类数据均可以在政府社会保险部门获得。
第四, 在最终消费中的政府消费项目下, 再分别列出个人消费和公共消费两个三级指标。其
中公共消费是指政府提供给整个社会的一般行政管理、
安全和防务、
法律和秩序的维护、
立法和
制定规章条例、
公共卫生的维护、
环保、
研究开发等公共服务方面的支出; 个人消费支出是指政府
对受益者为居民住户个人的保健、
教育、
社会保障和福利、
体育和娱乐、
文化等方面的支出。政府
对居民住户的这种个人消费支出是以实物社会转移的形式来提供给居民个人的。我国最为直接
可以观测的这类支出是政府非市场服务生产者, 免费或以经济意义不显著的价格对居民个人提
供的义务教育和卫生保健服务。如政府对公民九年义务教育等教育事业经费拨款、
对政府医疗
卫生机构的财政差额拨款等, 通过学校、医疗卫生机构生产出教育服务和医疗卫生保健服务, 以
实物社会转移的形式提供给居民个人消费。政府提供的实物社会转移满足居民住户个人特定的
需要, 并且按政府希望的消费方式进行消费, 住户个人接受了政府的实物社会转移就获得了这种
货物或服务的消费。政府部门提供给居民住户的实物社会转移的数量和种类, 反映了政府的社
会经济政策所要达到的目标。在当前的世界经济发展形势下, 政府消费支出中对个人消费支出
的份额呈现扩大的趋势, 因此通过核算这一指标来掌握相关数据在宏观经济分析管理上具有重
要意义。政府在这些方面的具体支出, 可以在政府财政收支决算表中获得。
在做以上指标增补改进后, 收入分配及支出账户的使用方和来源方共增加 16 个指标。经济
总体收入分配及支出账户指标设置如表 3 所示。

三、扩充收入分配及支出账户核算内容
我国 2002 年新核算体系的收入分配及支出核算, 采用一个账户综合反映原始收入分配、
收
入再分配和可支配收入使用。这样的单一账户形式达到了简化、
直观、
易于操作的效果, 并且与
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部分的表现形式保持一致。但是由于账户单一, 我国的收入分配及支出账
户在核算的内容和形式上与 1993 年 SNA 比较, 存在较大的差距。1993 年 SNA 的收入分配和使用
核算, 由收入初次分配账户、
收入二次分配账户、
实物收入再分配账户和收入使用账户四个相互
衔接的部分组成, 并在收入初次分配账户设置了二级子账户和三级子账户、
收入使用账户设置了
二级子账户, 形成一套包括 8 个账户的完整体系。鉴于我国的国民经济核算的基础还比较薄弱,
就目前的条件而言, 要编制一套包括 8 个账户的完整的收入分配及支出核算账户, 尤其是在一些
指标项目的细化方面尚存在较大的困难。但就涵盖内容而言, 扩充我国收入分配及支出账户的
部分核算内容, 缩小与 1993 年 SNA 的差距, 仍然存在可操作性。具体来说, 可以扩充对应于 1993
年 SNA 中的 实物收入再分配账户 和 调整后可支配收入使用账户 的内容。实物收入再分配账
户用于核算实物社会转移和机构部门调整后的可支配收入, 调整后可支配收入使用账户用于核
算实际的最终消费。1993 年 SNA 在政府、
住户和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性机构三个部门设置了实
物收入再分配账户和调整后可支配收入使用账户。由于我国 2002 年新核算体系在常住机构部
门分类中, 没有划分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性机构部门, 实物社会转移主要体现在政府部门和住户
部门之间。因此, 只要在政府和居民住户部门的收入分配及支出账户中, 增设可支配收入及支出
子账户( 如表 4、
表 5) , 即可对 1993 年 SNA 的实物收入再分配账户和调整后可支配收入使用账户
的主要内容加以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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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中的指标关系以及与政府部门收入分配及支出主账户( 可参见表 3) 对应指标的关系为:
调整后的可支配总/ 净收入= 可支配总/ 净收入- 实物社会转移支出
实物社会转移支出等于政府部门收入分配及支出主账户政府消费项目中的个人消费。
实际最终消费支出等于政府部门收入分配及支出主账户政府消费项目下的政府公共消费。
总/ 净储蓄= 调整后的可支配总/ 净收入- 最终消费支出
表 4 政府部门可支配收入及支出子账户
使 用

金
额

来

源

1. 实物社会转移支出

1. 可支配总收入

调整后的可支配总收入

2. 可支配净收入

表 5 居民住户部门可支配收入及支出子账户

金

使

额

调整后的可支配净收入

用

金

来 源

额

调整后的可支配总收入

1. 可支配总收入

调整后的可支配净收入

2. 可支配净收入

1. 实际最终消费支出

3. 实物社会转移收入

金
额

( 1) 个人消费支出
2. 实际最终消费支出

( 2) 实物社会转移收入

3. 总储蓄

2. 总储蓄

4. 净储蓄

3. 净储蓄

表 4 来源方与使用方的平衡关系为: 可支配总/ 净收入= 实物社会转移支出+ 实际消费支出
+ 总/ 净储蓄; 或, 可支配总/ 净收入= 实物社会转移支出+ 调整后的可支配总/ 净收入
表 5 中的指标关系以及与住户部门收入分配及支出主账户( 可参见表 3) 对应指标的关系为:
调整后的可支配总/ 净收入= 可支配总/ 净收入+ 实物社会转移收入
居民消费支出等于住户部门收入分配及支出主账户的居民消费。
住户部门的总/ 净储蓄= 调整后的可支配总/ 净收入- 居民实际最终消费
表 5 来源方与使用方的平衡关系为: 可支配总/ 净收入+ 实物社会转移收入= 居民实际最终
消费+ 总/ 净储蓄; 或, 可支配总/ 净收入= 实物社会转移支出+ 调整后的可支配总/ 净收入
表 4、
表 5 中的总/ 净储蓄数额与政府和住户部门收入分配及支出主账户中的总/ 净储蓄数额
相等。需要指出的是, 表 4、
表 5 的政府部门和住户部门可支配收入及支出子账户与政府部门和
住户部门收入分配及支出主账户中对应的内容, 即 可支配收入使用 部分的关系是平行的关
系。表 4、
表 5 中的调整后的可支配收入指标和实际最终消费指标与政府部门和住户部门收入分
配及支出主账户的可支配收入指标和最终消费指标, 密切联系、
相互补充, 形成有机体系。据此
分析政府、
住户部门的收入分配再分配情况和个人消费支出和实际最终消费水平, 具有很强的理
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可以满足不同的宏观经济管理、
分析或政策目的的需要。

四、
结

语

以上对我国收入分配及支出账户的改进, 是建立在符合我国国民经济核算具体情况和现实
可操作性的基础之上。改进后的收入分配及支出账户, 可以更好地收集现有的有关收入分配及
支出的数据信息, 更加详尽全面地核算各机构部门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收入在不同机构部门之
间进行的初次分配、
再分配的过程和结果, 以及政府的实物社会转移、
政府和住户部门的可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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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和调整后的可支配收入在最终消费支出、
实际最终消费与储蓄之间的分配情况。改进后的
收入分配及支出账户与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部分形成有机体系, 对更好地发挥我国国民经济核
算在宏观经济分析管理的作用有更积极的意义, 同时也缩小了我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与 1993
年 SNA 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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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Improvement of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Expenditure Accounts
LUO Le- qin
Abstract: National Accounts System in our country adopts a parallel structure of Basic Accounting Table and National
Accounts. However, these two should be complementary in terms of function and they form a scientific organic system based on
coordination and consistence. To describe the whole process of using income, the indexes setup of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Expenditure Accounts should be more detailed than that of Physical Transaction in Flows- of - funds Accounts Statement.
Meanwhile, by setting up sub- accounts, we can expand the accounting of the social transfer of physical merchandise and the
real final consumption index for both household and the government sectors.
Key words: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expenditure accounts, National Accounts, social transfer of physical merchandise

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