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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资源流成本会计引入

稀土行业会计核算的思考

稀土资源是具有国家战略意义的重要资源，它

被广泛应用于冶金、机械、化工、陶瓷等传统领域，同

时也是高端制造业、电子产业、新能源产业、现代国

防科技等新领域不可或缺的材料。稀土资源的稀缺

性和应用的广泛性使得稀土行业的发展备受瞩目。

十八届五中全会将绿色发展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

要指导思想。稀土行业的绿色发展需要会计核算的

创新，而资源流成本会计是环境管理会计的重要工

具，对于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环境污染，实现绿色

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一、资源流成本会计的概述

（一）资源流成本会计的定义

资 源 流 成 本 会 计（Resource Flow Cost
Accounting，简称RFCA）是传统会计发展到一定阶

段的产物，也是环境管理会计的一个重要分支。资源

流成本会计在物质流成本会计（Material Flow Cost
Accounting，简称MFCA）持续发展的基础上，以提

高物流量及其相应成本的透明度，并以最大限度地

降低企业生产过程中的内部废弃物成本和外部环境

污染成本为目标，通过极其精细的计算，从数量和价

值两个方面对生产流程严加控制，尽可能地提高企

业资源利用率，达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之和的最

大化，最终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RFCA是一项潜力巨大的核算工具，它结合资

源流量管理理论，紧密跟踪企业生产过程中产品与

废弃品的移动路径，将生产流程划分为多个物流量

中心，并从数量和金额两个角度反映企业生产过程

的最终输出品（包括正制品和负制品）的成本（合格

品和弃置物的成本）。RFCA核算的基本原理为资源

流转平衡原理，即：能源投入成本+新资源投入成本

=合格品成本+废弃物损失成本。其中，废弃物损失

成本包括内部资源损失成本和环境损失成本。此外，

如果对废弃物进行回收利用，可以减少负制品的成

本。资源流成本会计的具体原理如下图所示：

（二）资源流成本会计的特征

RFCA以发展循环经济和绿色经济为导向，以

有效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污染物排放、降低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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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损失成本和环境成本为主要目标，是环境管理

会计核算方法的重大创新。具体而言，RFCA的特征

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1. RFCA有效地提升了企业内部成本数据的透

明度。根据RFCA核算的基本原理，企业为生产流程

设置的各个物流量中心能够准确反映各个环节资源

和能源输入及输出的数量和金额，当然，输出既包括

正制品也包括负制品。因此，RFCA有别于其他传统

成本会计，后者通常将负制品成本“隐匿”在产成品

中，忽视了负制品对直接投入和间接成本的分摊，而

RFCA通过实时跟踪生产工序，不仅能对负制品的

成本结构进行精确反映，同时还能提供各个环节的

资源损失成本信息，为企业控制损失成本发生、实现

绿色循环发展提供重要的信息支持。

2. RFCA 实现了内部资源损失成本与环境损

失成本的有机融合。内部资源损失成本指企业生产

过程中产生的负制品对原料成本、人工成本和制造

费用的分担，体现了企业的经济性；环境损失成本

指负制品对自然环境的损害和污染，体现了企业的

环境性（肖序、周志方和李晓青，2008）。依据RFCA
核算原理可知，RFCA既能反映企业的内部资源损

失成本，也能反映环境损失成本，两者的有机结合，

有助于实现企业资源损失成本和环境损失成本之和

的最小化，最终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

局面。

二、稀土行业引入资源流成本会计的必要性

巨大的市场需求导致相关企业对稀土资源的过

度开发，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也使得稀土资源没

有得到充分利用，因而引发了众多生态破坏、环境

污染和资源浪费问题，如植被破坏、大气污染、水污

染等，使得稀土开发与利用的环境损失成本急剧上

升。环境损失成本从空间角度可以划分为内部环境

成本和外部环境成本：前者指当期应由企业承担的

可明确计量的环境成本，如企业支付的排污费、环

境污染罚金和购置排污设备的支出等；后者指尚不

能明确进行货币计量的、由企业活动导致但企业并

未承担后果的环境破坏成本（王立彦，2015）。为实现

稀土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减少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

需要从会计角度重新审视稀土开发与利用的环境成

本，探讨稀土行业关于环境成本的会计核算存在的

问题。

1. 稀土开发与利用产生的内部环境成本未得

到充分反映。通过查阅稀土行业上市公司年度报告，

笔者发现稀土行业上市公司的环境成本支出大多只

包括排污费和矿产资源保护费，两者隐藏在管理费

用中，未单独设置科目进行反映，而且支付的金额较

小，远不能弥补污染治理成本。根据六大稀土集团

（北方稀土、江西铜业、中国铝业、五矿发展、广晟有

色、厦门钨业）2011 ~ 2015年度的财务报表，笔者手

工搜集了与各集团环境成本相关的支出和与环境资

源保护相关的政府补助，将其内部环境成本支出整

理如表1所示。

通过表 1可以发现，六大稀土集团实际发生的

环境成本（主要包括排污费和矿产资源补偿费）相对

较少，占总成本的比例极低，均不足0.5%，而且与环

境资源保护相关的政府补助已经能够弥补大部分甚

至超过了企业支付的环境成本。如2015年中国铝业

与环境资源保护相关的政府补助为 23007 万元，而

其环境成本支出约为1714 万元，所以企业实际上为

环境破坏付出的代价较低。因此，在目前稀土行业的

会计核算中，环境成本支出的透明度较低，没有充分

挖掘企业降低环境成本的潜力，同时也影响了信息

使用者对企业运营的决策判断。

2. 外部环境成本不能有效地转化为内部环境

成本。企业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造成的影响不仅体

现在能够明确计量的环境成本上，还包括目前尚不

能明确计量的外部环境成本。根据会计的配比原则

及环境治理“谁污染、谁治理”原则，外部环境成本

最终都应当向内部环境成本转化，降低环境问题的

外部非经济性。然而，在会计实务工作中，两者存在

转化的“数量差”与“时间差”，如固体废弃物导致

土壤破坏和植被损害等引发的环境成本，很难进行

精确的“会计配比”。因此，稀土行业企业可以在多

大程度上和多长时间内将外部环境成本转化为内部

环境成本是目前会计核算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重要

问题。

3. 废弃物的回收和重复利用未纳入环境成本

的核算体系。废弃物的回收和重复利用是指稀土行

业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对产生的废水、废气、废渣等进

行再次利用，以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和伤害。目前，稀

土行业企业的会计核算并未对废弃物的循环利用从

环境成本的角度进行核算，而是直接冲减生产成本

或计入营业外收入，无法充分调动企业“变废为宝”、

循环利用资源的积极性。

三、稀土行业运用资源流成本会计的可行性

中国稀土储量约为世界储量的 23%，目前供应

世界 90%以上的市场份额。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

展，稀土的需求量将会进一步扩大，这给中国的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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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采及环境保护带来巨大的压力。稀土行业引入资

源流成本会计，能够有效解决稀土行业会计核算中

存在的问题，缓解稀土开发过程中产生的巨大环境

压力，促进我国稀土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一方面，从稀土行业的企业类型来看，相比发达

国家，我国稀土行业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产业链前端

（多属于资源密集型企业）（吴一丁和赖程，2015）。稀
土行业中资源密集型企业的材料成本占生产成本的

比重较高，而且生产流程较多，从采矿、选矿、冶炼到

稀土产品的制成，每个生产流程都涉及大量资源的

流转。因此，RFCA可以依据稀土生产工艺的流程划

分多个物流量中心，实时跟踪资源流转的过程中资

源的有效利用、资源浪费以及环境污染的具体状况，

从而不断改进生产过程，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资源

浪费和环境污染。

另一方面，从RFCA的效用来看，它综合考虑了

稀土行业的经济效应和环境效应，为我国稀土行业

的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RFCA将资源流价值分

解为资源的有效利用价值、资源损失价值和环境损

害价值，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企业资源损失成本

和环境成本的透明度，明确成本动因，从而促进资源

的节约和循环利用，减轻稀土行业企业经济活动对

环境的破坏作用，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有效

统一。

此外，在国外环境成本管理会计领域，对于物质

流成本会计有较为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能为我

国稀土行业引入RFCA提供有益借鉴。日本关于物

质流成本会计的实践始于1999年，日本经济产业省

委托产业环境管理协会在招募来的企业中实验性地

开展MFCA项目，并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发布了大

量关于实施物质流成本会计的指导性文件，截至

2012年年底，日本企业已经开展了约60个物质流成

本会计的实验性项目，有效促进了物质流成本会计

在日本的推广和普及。因此，我国稀土行业引入

RFCA一方面可以借鉴国外的实践经验，另一方面

也能为RFCA在其他行业的普及提供有力帮助。

六大稀土集团

北方稀土

江西铜业

中国铝业

五矿发展

广晟有色

厦门钨业

项 目

环境成本

总成本合计

环境成本占总成本比重

与环境资源保护相关的政府补助

环境成本

总成本合计

环境成本占总成本比重

与环境资源保护相关的政府补助

环境成本

总成本合计

环境成本占总成本比重

与环境资源保护相关的政府补助

环境成本

总成本合计

环境成本占总成本比重

与环境资源保护相关的政府补助

环境成本

总成本合计

环境成本占总成本比重

与环境资源保护相关的政府补助

环境成本

总成本合计

环境成本占总成本比重

与环境资源保护相关的政府补助

2011年

598
426656
0.14%

11
24585

11026931
0.22%

-
3826

14630797
0.03%
3529
182

16168962
0.0011%

117
126

196361
0.06%
117
1495

977479
0.15%
158

2012年

2008
721416
0.28%

11
30367

15309305
0.20%

-
3520

15958382
0.02%
2012
181

15066549
0.0012%
2243
51

228674
0.02%
2243
1728

783648
0.22%
534

2013年

3331
742480
0.45%

-
26599

17172526
0.15%

-
2481

18159165
0.01%
5107
159

20298033
0.0008%
1269
48

171056
0.03%
1269
1936

868500
0.22%
351

2014年

142
546694
0.03%

11
34462

19657119
0.18%

-
2898

15958665
0.02%
3099
159

13455923
0.0012%

467
54

263136
0.02%
467
2173

898374
0.24%
826

2015年

169
629249
0.03%

11
21628

18556344
0.12%

-
1714

13035287
0.01%
23007

81
6754745
0.0012%

378
41

380714
0.01%
378
651

835414
0.08%
206

表 1 六大稀土集团环境成本基本情况表 金额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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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稀土行业资源流成本会计核算的基本流程

通过总结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和国外企业运

用RFCA的实践经验，笔者提出稀土行业RFCA的

核算流程，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 事前准备阶段。该阶段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工

作：一是根据企业生产特点确定物流量中心。稀土行

业的生产流程较为复杂，工序繁琐，可以根据稀土工

艺生产流程图和成本效益原则挑选关键控制点和改

善潜力较大的环节。二是依据确定的物流量中心搜

集相关原始数据。在此阶段，企业可以依据工作现场

的生产记录表或通过定期实地测量考察获得每个物

流量中心的相关成本，并根据资源流转平衡原理区

分正制品成本和负制品成本。

2. 成本计算阶段。该阶段成本核算的内容主要

包括两部分：一是内部资源损失成本的核算。要重点

关注输出过程中对正制品和负制品成本的分配，计

算正制品和负制品各自应当承担的材料成本、能源

成本和制造费用等，具体核算实例见表2。二是环境

损失成本的核算。环境损失成本可划分为企业已经

承担的内部环境成本和尚未承担的外部环境成本，

内部环境成本可以通过查阅稀土行业企业的报表确

定企业已经承担的相关内部环境成本金额（如排污

费、矿产资源保护费等），企业尚未承担的外部环境

成本可借鉴国外关于环境损害评价方法（如 LIME
等）进行评估核算。

3. 完善阶段。通过对各个物流量中心内部资源

损失成本和外部环境成本的核算评估，能够有效识

别需要改善的重要环节和控制点。如在表 2中物量

中心 1的负制品成本比重最高，企业可将其作为重

点改善对象，改进生产模式，减少负制品数量。此外，

从成本项目来看，各个物流量中心的材料成本金额

最大，表明资源利用率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

五、意义与展望

稀土资源有“工业维生素”、“工业黄金”、“新材

料之母”等美称，是极其珍贵的有色金属资源和重要

的战略储备资源，广泛应用于各种新兴领域，是发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关键原料。但是，稀土行业和大多

数采矿冶炼加工业一样，普遍存在着排污量大、资源

利用率低下等问题。随着绿色经济与循环经济等发

展理念的不断渗透，资源流成本会计作为环境管理

会计的重要分支，将在我国不同行业具有广阔的运

用空间。

然而，RFCA作为一种全新的环境成本管理方

法，其在稀土行业的应用与发展必然会遇到重重障

碍。首先，RFCA的顺利推行需要企业各部门提供大

量精确的数据，这一过程需要企业各个部门协调合

作、共享信息。其次，RFCA的核算流程对会计人员

的素质提出了一定的要求，在实际操作中如何确定

物流量中心、如何核定负制品比例、如何计算内部资

源损失成本等都需要会计人员做出判断。最后，

RFCA在稀土行业的推广是一项长期的、系统的工

程，其经济收益在短期内无法体现，这对企业的战略

眼光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鉴于上述难题，RFCA在稀土行业的顺利推行

一方面需要相关政府部门助力，提供政策保障，同时

为鼓励企业会计核算的改革创新，政府部门还可以

提供一定的奖励补贴，为最终实现稀土行业的绿色

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另一方面需要企业具备战略眼

光，统筹各个部门的工作，加强对会计人员的培训，

组织学习国外企业运用RFCA的实践经验，逐步实

施资源流成本会计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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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项目

投入

负制品成本比例

正制品
成本

负制品
成本

材料（主料、辅料）

能源（水、电、煤气等）

系统成本（劳务费、折
旧费、制造费用等）

合计

材料（主料、辅料）

能源（水、电、煤气等）

系统成本（劳务费、折
旧费、制造费用等）

合计

材料（主料、辅料）

能源（水、电、煤气等）

系统成本（劳务费、折
旧费、制造费用等）

合计

物流量
中心1
800
100

200

1100
12%
704
88

176

968
96
12

24

132

物流量
中心2
1000
120

300

1420
10%
900
108

270

1278
100
12

30

142

物流量
中心3
900
110

150

1160
8%
828

101.2

138

1067.2
72
8.8

12

92.8

表 2 内部资源损失成本核算实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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