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引言

随着经济生活日益富足，人们越来越关注环境

问题。由于国内工业化发展进程最初是由劳动密集

型产业构成，导致环境资源消耗过大，部分地区的环

境已经恶化到影响生存的程度。在自然调节规律无

法自动恢复被破坏的环境时，政府必须以公共环境

保护项目的方式，通过财政介入逐渐恢复被破坏的

自然环境，但这一过程需要相应的监督与约束，于是

环境绩效审计应运而生。由于国内自然环境资源破

坏比例及范围较大，非一日之功可解决，必须依托行

政干预力量，全面推动，从而真正达到人与自然的和

谐发展。

二、我国环境绩效审计评价框架构建

（一）PSR框架下环境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

PSR框架也被称为“压力—状态—响应”框架，

1981年由加拿大学者提出，主要用于环境问题指标

的预算与构建；2006年，OECD（经合组织）对该体系

加以完善并推广，取得了较好的应用效果。经过业界

不断研究与实践，PSR框架下环境绩效评价指标应

用极为广泛，有着良好的适用性和稳定性。从其分类

来看，一般可以分为状态、压力和响应 3类指标。其

中，压力指标是指人对其他主体施加外力而做出的表

现和反应；状态指标是指自然体系中物理或生态领

域变化导致的社会经济发展状态；响应则是指人类

对于压力与状态指标变化做出的反应与应对策略。

OECD的大概框架如下图所示：

从上图可以看出，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相互影

响。本文以无锡太湖治理项目为例，研究环境绩效评

价指标体系，根据PSR框架，将其分为状态层、压力

层以及响应层，从而综合反映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以

及环境效益。详见表1。
表1相关数据的计算公式如下：

1. 压力指标。

人均 GDP=GDP/人口基数

人均林地面积=森林总面积/人口基数

2. 状态指标。

空气质量指数优良率=空气质量（全年）在二级

以上（包括二级）的天数/全年总天数×100%
森林覆盖率=森林覆盖面积/土地面积×100%
3. 响应指标。

水土流失治理率=治理面积/流失面积×100%

【摘要】随着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公共环境问题也日益突出，而市场自动调节规律在该领域处于失

灵状态。为提升环境绩效审计效果，政府必须充分发挥作用，承担起相应的监督和管理职能，以全面推动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本文以无锡太湖治理项目为例，基于PSR框架，构建环境优值评价模型，将获取的数

据代入该评价模型进行计算，从而评价该项目的实施效果。在此基础上，提出环境绩效审计相应对策，以

期为我国环境绩效审计评价领域发展做出有益的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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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项目资金到位率=实际拨付资金/预算资

金总额×100%
资金实际使用率=实际使用资金/实际拨付总

资金额×100%
从表 1可知，必须结合实际选择符合评价标准

的指标，要注意各指标间的相关性，既要有定性指

标，也要有定量指标，与环境相关的所有内容均要包

含在内，这样才能够真实反映社会、经济以及环境效

益。在具体工作中，根据实际情况和项目性质，可以

对选择的指标进行适当调整，使指标体系更具有针

对性和实效性。本文依托 PSR框架，以无锡太湖治

理项目为评价对象，结合评价模型进行计算。

（二）环境优值综合评价模型

环境优值综合评价模型是业界经过多年应用实

践逐渐总结出来的模型体系，在当前有较大范围的

推广与应用。李山梅（2006）提出，优值评价模型主要

用于公共项目环境绩效评价，它通过对某一国家或

地区的土壤、水质以及大气等环境指标进行持续性

和综合性的监测，从而得出最佳的环境优值，用于表

示环境友好度。当该数据越接近于零时，则表示环境

友好状态越佳。

优值评价模型的公式为：

（1）

其中：Fi表示环境质量评价检测数；Bi表示数据

上下限浮动范围；Vi表示理想状态计量标准值；权重

ωi主要是根据重要性原则选择相应的数据指标，指

标与权重成正比。

基于环境优值评价模型，选择相对应的Fi值，逐

个代入模型中计算，从而形成相应的评价指标。本文

结合项目治理情况，将不同时期的不同影响要素定

义为Fi值进行计量，从而得出不同时期的优值，如表

2所示。

由表 2可知环境优值与项目要素间的纵向比

值。从纵向比较来看，可根据各影响要素的现状与历

史状态，对于项目存在的问题进行综合分析，有针对

性地研究制定相应对策。在具体操作过程中，选择相

对应的数据代入预先设计的计量模型，从而得出环

境综合优值。通过综合比对得出环境优值，对项目绩

效进行综合评价，从而形成相对具体的结论。

三、我国环境绩效审计案例分析

（一）江苏无锡市的经济发展与环境现状

无锡市地处江苏省南部，南濒太湖、北接长江，

本部与常州相连，东部与苏州相接，地处长江三角洲

腹地，京杭运河从中间穿越，有着极其优越的地理环

境，一直是国内非常著名的“鱼米之乡”。由于无锡市

工业化发展程度较高，其经济发展与环境建设水平

属于一线城市，因此也被称为“小上海”，位列中国百

强城市第七位。无锡市具有极其丰富的矿产资源，以

大理石、石灰石、黏土矿为主，其中黏土矿探明储量

达到 5000余万吨，石灰石多达 17亿吨，而大理石多

达 5000 万立方米；植被资源自然种类多达 141 科
497属 1000余种，有着良好的自然优势；鸟类多达

170余种、鱼类达 90种，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太湖白

鱼、银鱼等。

太湖位于无锡市南端，是江南烟雨孕育的璀璨

明珠，古称具区、震泽，又名笠泽、五湖，是国内五大

淡水湖之一，纵跨浙江与江苏两省区，总面积近

2500平方公里。其中水域面积各达到 2338平方公

里，西南与西侧以丘陵地形为主，东侧以水网及平原

为主。随着无锡市经济发展的不断提速，不可避免地

会带来一定程度的环境污染，特别是对于环境资源

的破坏与利用逐渐失衡，已经引起了政府职能部门

的普遍关注。为确保稳定的生态补偿，2000 ~ 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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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无锡太湖治理项目绩效审计评价拟选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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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太湖环保项目 2014 ~ 2015 年绩效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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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生态封育和退田还河面积达到 50000余亩，

建设人工林17000余亩，人工湿地多达2310亩，疏浚

河道土方多达2000余万立方米，确保太湖流域全线

保持畅通。另外，在自然生态保护上，无锡市委市政

府做了大量的工作。如恢复矿山植被、加强森林防火

和封山禁牧等，都取得了较好的工作效果。从生态环

境的补偿和恢复来看，太湖周边环境恢复及保护始

终保持着稳定的增幅。随着市政府对环境污染综合

治理重视程度的逐年提高，对于环境保护与管理的

鉴证、监督与评价正在向系统化、规范化方向发展，

通过审计部门及时查找环保存在的突出问题，有利

于确保环境与经济发展相匹配。

（二）无锡太湖治理绩效审计分析

无锡市太湖水质保护工作取得了较大成效，其

在植树造林、预防水土流失、恢复水域生态等方面付

出了大量努力，但项目绩效审计仍然处于空白状态。

本文通过对相应的数据进行搜集与整理，结合PSR
框架及环境优值评价模型，对太湖项目环境绩效进

行综合审计，以维护社会、经济以及环境效益。

1. 审计项目概述。

（1）基本情况。太湖流域面积为 2427.8平方公

里，其中湖岸线长度为 393.2公里，水域面积达到

2338.1平方公里，东侧以水网及平原为主，西侧与西

南侧以山地丘陵为主。横跨江浙两省，南濒湖州、北

接无锡、东靠苏州、西依宜兴；地处亚热带，属于季风

气候。太湖河口较多，主要出入河流多达50余条，水

系呈现出由西向东的走势，平均年流量约为75亿立

方米，蓄水量可以达到44亿立方米；太湖岛屿众多，

达到 50余个，其中有人居住岛屿约为 18个。太湖是

国内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和桑蚕养殖基地，是无锡重

要的旅游景区，无锡市高度重视太湖水域的保护与

治理。

近年来，在政府前期规划的基础上，个别区段又

进行了大量的施工建设，导致生态退化严重，河段污

染加剧，水土流失加快。为解决生态问题，无锡市政

府提出“三年治理计划”，力求从根本上解决治理体

系问题。2010年 1月无锡市太湖保护区管理委员会

成立，标志着水域生态管理步入正轨；2015年开始

引入生态审计机制，从根本上解决了生态环境污染

问题，通过持续性的治理与保护，太湖水域污染问题

已得到有效控制。

（2）审计目标。对太湖水域环境污染治理工作进

行评价，提升相关部门协同力度，确保太湖项目治理

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协调一致，形成完

善配套的生态保护与治理机制。

（3）审计对象。审计对象为太湖水域无锡管区环

保、财政、市政以及城建等部门及相关项目单位。

（4）审计范围。审计范围为：水域污染措施执行

情况；水污染处理费及排污费征收情况，即是否按照

国家标准征收；政府在水污染防治项目上的专项投

资是否取得了预期效果。在数据获取时，如果搜集的

数据无法反映治理情况，可以综合 5年数据进行集

中分析，以找到其中存在的规律。

（5）审计内容。从项目内容来看，主要分为以下

三个：

一是专项审计环境管理资金。对国家专项资金

是否投放到位、太湖项目资金计划是否设计合理、资

金是否按照计划加以运用等，只要与项目资金相关

的内容均在审计范围之内。在审计后要根据审计项

目逐条提出意见，以确保意见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

确保专项资金不被挪用和挤占，真正做到专人专事、

专款专用。

二是应用真实数据进行全面分析。整理太湖治

理项目相关数据，在搜集时注意区分数据的真实性、

可靠性和权威性，从中找到规律性的内容，而后代入

环境优值评价模型，对获得的结果进行综合对比，通

过数据对比，可以对治理前后的情况有所掌握，从而

对执行情况有一个全面的分析。

三是专项审计太湖治理项目实施情况。主要是

围绕太湖治理项目的社会效益、环境效益以及资金

使用效益进行审查，在审查时要考虑项目治理的综

合效益，以便能够更好地控制审计范围和方向；在对

项目工程进行审计时，要对是否存在浪费现象、重大

损失以及质量安全等问题进行考察，以便能够增强

各级参与者的责任心。

2. 无锡太湖治理项目评价模型应用。

（1）评价指标遴选。无锡太湖水域治理项目审计

是以PSR框架为基础的，首先通过计量模型找出不

同指标要素，而后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指标进行计算，

从而得到该项目模型的环境优值。具体数据主要来

自无锡市政府工作报告、政府门户网站以及太湖水

域管理委员会等，数据来源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可

靠性。

首先，构建指标表（详见表3、表4）。依据PSR框

架，选择相应的数据形成指标表。从政府工作报告来

看，2014年，无锡市国民生产总值达到 833亿元，总

人口数量达到 3599665人，森林面积达到 1270.1 万

亩，空气质量二级以上（包括二级）天数达到355天，

□·96·财会月刊2017.03



森林覆盖率达到 41.44%。在防止水土流失和环境污

染治理上，无锡市共投入约2.2亿元，资金已在2015
年12月全部使用到位。

2015年全市生产总值达 965亿元，林地面积为

1398.1万亩，总户籍人口数为 3419600人，森林覆盖

率达到 44.38%，空气质量二级以上（包括二级）天数

为 358天，本年太湖流域水土流失总面积 107万亩，

本项目总投资额约7.3亿元，本年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为93.1万亩，资金已经全部投放完毕。

无锡太湖治理项目环境优值测算。从PSR框架

中选择相应的指标，根据其影响权重，确定Fi值，进

行运算（详见表5）。

（2）

其中：i=5，权重ωi取1/5，则理想标准值V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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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环境优值模型指标值

项目层

基于
PSR
概念
框架
的无
锡太
湖治
理项
目绩
效审
计指
标体
系

准则层

压力

状态

响应

指标层

人均林地面积=13981000/3419600=4.09
（亩/人）

人均 GDP=96500000000/3419600=
28219.67（元/人）

项目人员基本素质：对于污染防治和植
树造林有着极为丰富的经验；在施工前
针对施工对象进行专门培训，以增强工
作指向性；在施工时指定专门监督人员
负责现场跟踪监管；加强施工过程环境
保护，防止因治理导致更大的问题出现

管理水平与能力：管理制度较为完善，能
够严格按照规划实施；阶段考核工作实
施较好，能够定期进行自查、总结和完
善；保持统一的施工标准，能够对施工工
作有严格的执行，确保施工水平

空气质量指数优良率=358/365×100%=
98.08%
森林覆盖率=44.38%
居民环境满意度：施工前后针对环境变
化情况、政府服务功能以及工程满意度
进行征求意见，要确保居民能够全程支
持，保证满意度在100%
每年营林造林面积=1000000（亩）

水土流失治理率=931000/1070000×100%
=8700%
项目资金投入额=731000000（元）

资金实际使用率=
731000000/731000000×100%=100%
环保项目资金到位率=
731000000/731000000×100%=100%
综合社会贡献：对于无锡市人文、经济以
及历史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不仅能够
提高当地人文指数，还能够有效改善当
地的自然生态环境，始终保持和谐的发
展态势，确保经济、社会、环境综合发展

项目层

基于
PSR
概念
框架
的无
锡太
湖治
理项
目绩
效审
计指
标体
系

准则层

压力

状态

响应

指标层

人均林地面积=12701000/3599665=3.53
（亩/人）

人均 GDP=83300000000/3599665=
23141.04（元/人）

项目人员基本素质：从业人员均有多年
环保工作经验，施工前进行相应的技术
及安全培训；施工时指定安全检查员对
现场隐患进行集中治理和监督，注意对
周边环境的保护，防止出现水质污染和
水土流失问题，改造后指定专人看护，防
止出现意外损失。注意对现场弃土的清
理，注意施工时产生的噪音及废料，防止
工程污染

管理水平与能力：围绕水资源配置问题，
采取工程与生活治理相结合方式对项目
内容进行全面规划；对照施工计划进行
自查，而后进行全面总结，提升整体施工
标准

空气质量指数优良率=355/365×100%=
97.26%
森林覆盖率=41.44%
居民环境满意度：采取座谈以及问卷方
式对施工与自然环境现状进行调研；加
大宣传力度，通过宣传单（栏）、视频以及
公益广告等获取当地居民支持；要雇佣
部分当地居民参与施工，以便于增强居
民的存在感，使他们能够主动配合施工

每年营林造林面积=2180000（亩）

水 土 流 失 治 理 率 =1044000/1449000 ×
100%=72.05%
环保项目资金到位率=
220100000/220100000×100%=100%
项目资金投入额=220100000（元）

资金实际使用率=
220100000/220100000×100%=100%
综合社会贡献度：从社会贡献情况来看，
项目对于保持水土、改善环境、绿化荒山
以及促进经济建设有着积极的作用

表 3 2014 年指标遴选及计算

注：数据来源于太湖治理管理局门户网站。

表 4 2015 年指标遴选及计算

注：数据来源于太湖治理管理局门户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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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优值计算过程如下：通过相应的数据搜

集，2014年人均GDP总额为23141.04元/人。十八大

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数据为31400元/人。两者数据比

值为0.73，通过标准化处理，则数据Bi=1。
将F1=97.26%、V1=100%、B1=100%，F2=41.44%、

V2=100% 、B2=100% ，F3=72.05% 、V3=100% 、B3=
100%，F4=100%、V4=100%、B4=100%，F5=100%、V5=
100%、B5=100%代入公式：

（3）

通过计算可知，2014年环境优值U=0.084。
2015 年计算过程如下：通过代入相关计量模

型，可得2015年人均GDP为28219.67元/人。十八大

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数据为31400元/人。两者比值为

0.90，经过标准化处理，获取数据Bi=1。
将F1=98.08%、V1=100%、B1=100%，F2=44.38%、

V2=100% 、B2=100% ，F3=87.00% 、V3=100% 、B3=
100%，F4=100%、V4=100%、B4=100%，F5=100%、V5=
100%、B5=100%代入公式：

（公式4）

计算得出2015 年环境优值U=0.065。

从表 6计量结果可知，2015年较 2014年有明显

改善，说明社会环境效益有大幅度提升，对于太湖水

域的环境治理工作是有效的。

3. 审计结果。以 PSR框架为基础，遴选相应的

计量指标代入优值综合模型，对比发现2015年较上

一年有显著改善，说明江苏省无锡市对于太湖流域

治理的措施卓有成效。通过环境优值计量模型可知：

2015年环境优值为0.065，较上年低0.019，趋同于最

佳值0。结果显示，从水土流失治理率和森林覆盖率

来看，无锡市都有所改善。但从实际治理成效来看，

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如：治理过程中，各部

门协调效果仍然有待提升；治理绩效没有普惠到人

民大众；科技含量相对较低，治理效率有较大提升

空间。

4. 审计建议。

（1）加快项目建设进程。要加大投入，集中全部

精力，做好重点项目建设；严格资金管理，落实财经

管理制度，防止出现“跑冒滴漏”现象；建立全程跟

踪汇报机制，对于施工出现的问题，及时发现，及时

解决。

（2）注重基础工作建设。要加强环境审计及监

测，始终保持良好的环境治理效果，确保项目治理高

效实施。

（3）科学编制项目计划。要认真总结经验，设计

具有持续性、连续性的治理计划，以便于对太湖水域

的恢复及补偿工作落到实处；要加强科学审核工作，

提升计划的可操作性及可行性。

四、结论

综上，国内对于环境绩效审计工作仍然处于初

级阶段，目前只能用于社会关注度高、资金量大的项

目，还不能够做到对所有环境保护项目的全面跟踪，

需要逐渐完善和补充。另外，部分省市对于环境绩效

审计工作重视不够，导致审计工作往往会受到很多

因素的干扰。鉴于此，本文以太湖治理项目为研究对

象，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从中找出可行的方法，

该环境优值模型具有较强的适用性和操作性，能够

为国内经济与环境的和谐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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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2014
2015

F1
空气
指数

优良率

97.26%
98.08%

F2

森林
覆盖率

41.44%
44.38%

F3
水土
流失

治理率

72.05%
87.00%

F4
环保项
目资金
到位率

100%
100%

F5
实际
资金

使用率

100%
100%

优值

0.084
0.065

表 6 2014 年和2015 年环境优值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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