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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政府环境负债信息披露研究

【摘要】目前，政府环境负债披露存在缺乏政府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规则安排、以收付实现制为基

础的政府会计信息报告难以全面反映环境负债、缺乏完整的政府表外环境负债披露信息体系等问题，应

采取措施完善政府环境负债信息披露：构建“理论——制度——执行”三层政府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框架

结构，以政府资产负债表与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为载体采用权责发生制，将政府环境负债信息披露与领

导干部离任“生态审计”挂钩，采取补充报告模式与政府环境会计报告模式相结合的政府环境负债信息

披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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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会计信息披露的目标、内容取决于会计信息使

用者，对于企业主体，股东与债权人享有对企业资产

的要求权，会计信息披露也主要面向股东、债权人等

利益相关者。而政府会计与企业会计在会计信息使

用者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政府会计面对的会计信息

需求方更加多元化。基于公共会计观及责任会计观，

政府会计需要满足包括社会公众、债权人、投资机

构、审计部门等利益相关方的信息披露诉求，接受来

自各方的监督，政府有义务全面、完整地反映公共职

责的履行及公共资源的使用情况。结合我国政治与

经济改革，基于公共受托理论的政府会计理应披露

包括预算执行、政府绩效、经济管理、行政成本、政府

债务等信息（王芳等，2014），这是政府社会责任的体

现。与企业应承担的经济责任不同，任何纳税人都可

视作政府的“投资者”，因此政府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更加广泛且复杂。环境作为一种公共资源，环境责任

自然属于政府责任的一部分，故而政府应承担的环

境负债应纳入政府会计核算体系，相关信息作为政

府是否合理有效使用环境资源的表现，其披露的方

式、内容也受到普遍关注（姜宏青等，2014；吕俊等，

2016）。

在过去围绕GDP的政府绩效考核制度背景下，

长期以来，经济保持着高速增长，但普遍存在以“环

境”换“经济”的非良性循环，单纯地依靠过度挤压环

境的承载力换取经济上的增长是无法长久维持的，

带来的水资源污染、空气污染等问题也对可持续发

展造成了巨大障碍。根据《中国环境状况公报（2015
年）》显示，2015年我国265个城市空气质量超标，占

比达 78.4%；在 5118个地下水水质检测点中，仅有

38.9%的监测点水质处于良好及以上。因此，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刻不容缓。2014年
通过的《环境保护法》为十八大及十八届三中全会提

出的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法律保障，其中明确

提出了各级政府需对行政管辖区域内的环境质量负

责。在法律治理之下，我们仍需制定相应规则制度，

并将充分披露的环境信息放在首位（李靠队等，

2016），其中，环境负债体现政府主体对于环境破坏

及修复、自然资源的匮乏与再生所需承担的现时、潜

在责任或义务，是反映公众及司法机关问责与监督

的主要内容。随着我国政治与经济改革不断深入，政

府资产负债表与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构建以及领

导干部离任“生态审计”的开展，环境资产、负债等会

计要素信息披露亟待完善；而由于政府不作为、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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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决策失误等造成的环境污染事件频发，也暴露

出与政府环境负债相关的会计核算体系以及政府环

境负债信息披露机制不健全。因此，将政府环境负债

纳入政府债务披露范围，对于防范环境责任风险具

有重要意义。

二、我国环境负债信息披露规制现状

环境信息披露作为环境会计研究的重点，各国

都先后制定了本国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制度。我国

环境会计研究起始于20世纪90年代，相较于欧美及

日本发展较晚。此后，学者就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目

标、原则、影响因素等方面进行广泛而又深入的研究

（王立彦，1998；耿建新，2003；沈洪涛，2010；毕茜等，

2012），阐述了有关企业环境负债的核算处理以及相

应披露机制问题。现阶段，我国上市公司执行强制及

自愿相结合的披露制度，政府在引导企业主动承担

环境责任、合理披露环境负债信息方面制定了一系

列规范性法律法规。例如：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

《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引》（2008年）明确提出，

公司必须履行相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规定的责任及

义务，披露已经在财务报告中计提的相关预计负债

的金额；《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2010年）规

定，企业必须在重大污染事项、高额罚款等情况发生

后出具临时环境报告；《企业会计准则第4号——固

定资产》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27号——石油天然气

开采》也包含关于污染物及特殊固定资产弃置费用

的核算规定，而《企业会计准则第 13号——或有事

项》为符合预计负债条件的环境负债核算及披露提

供了规则指引。

根据《中国上市公司环境责任信息披露评价报

告（2015年）》显示，2015年我国沪深上市公司发布

环境信息报告的企业为 747家，相较于 2014年增加

39家，占所有上市公司数量的 26.62%，各企业、行

业、地区间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参差不齐。黄炳艺等

（2016）通过对比中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现状进一步

发现，美国企业相较于中国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方式

更加多样化、内容更加详细，报告中所含的环境负债

等要素信息量更大，中国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总体水

平仍需进一步提升。

1995年通过的《预算法》是政府财务信息披露

规范的起始，随后《财政总预算会计制度》、《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以及《事业单位会计准则》进一步明确

了政府应公开披露的财务信息内容及披露方式。随

着政府会计改革，2015年财政部颁布的《政府会计

准则——基本准则》标志着政府会计信息披露开始

逐步走向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综合财务报告制

度。而政府债务主要遵循《预算法》（2014），并纳入各

级政府的预算管理体系，经各级政府每年的预算报

告披露部分数据，但缺乏连贯性且难以公允反映政

府债务总量及风险。为此，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加强

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2014年）、《关于深化

预算管理体制改革的决定》（2014年）等文件，用以

规范政府举债规则。

综上所述，我国关于环境负债信息披露的规制

主要集中于企业，对于政府主体，仅从广义的政府债

务角度进行了制度规范。但在经济建设过程中，政府

行为可能造成环境的破坏和资源的耗竭，而环境资

源作为公共物品，政府显然有责任与义务维持良好

的环境质量以及可持续利用的自然资源。已有研究

显示，我国环境保护投资超过 70%由政府及公共部

门承担，而环保部长陈洁宁（2015年）表示在未来几

年，我国环保投资需求约8 ~ 10万亿元。

基于信息传递角度，政府作为国家公共行政权

力的象征，理应对自身行为从法律法规层面进行约

束，公开政府信息，保证公民的知情权，因此有必要

对政府主体应承担的环境责任及义务进行准确核算

及完整披露。此外，在政府资产负债表、自然资源资

产负债表的编制过程中，环境负债作为重要的会计

要素，与环境权益共同体现公民对于政府环境资产

的要求权，基于履行公共受托责任的要求，环境负债

信息应纳入政府会计信息披露体系；而执行领导干

部离任“生态审计”，也要求以包括政府环境负债在

内的会计信息为基础。故在现有政府环境会计研究

基础上，关注政府应承担的环境负债，既符合我国目

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时代特点，也有助于实现加

强生态文明建设、保护环境资源的战略目标。对政府

环境负债进行合理界定与分类，完善政府环境负债

信息披露机制，有利于以政府为主体的各类会计报

表的编制工作以及审计工作的顺利进行。

三、政府环境信息披露的界定及分类

由于政府环境会计缺乏相应的核算体系，披露

政府环境负债，就需要先对其进行合理界定与分类。

1. 按来源分类。美国环保署（USEPA）根据环境

负债产生的原因将环境负债分为六类：合规性负债、

补救性负债、处罚性负债、补偿性负债、惩戒性负债

及自然资源损害性负债。首先，保护环境和维护生态

平衡是政府的基本公共职能，政府有义务承担维持

环境资源处于良好水平的责任，即承担合规性负债

或维持性负债。其次，参考《联邦财务会计准则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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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号——联邦政府负债核算》（SFFAS No.5）及《联

邦财务会计准则公告第 6号——不动产、厂房及设

备的核算》（SFFAS No.6）中的环境负债核算规范，

在确认政府环境负债时，应明确政府是否需承担环

境负债所对应的财务责任及义务，应遵循实质重于

形式的原则，对于政府虽不承担环境责任但需承担

财务义务的，仍应确认为政府环境负债。也就是说，

在某些情况下，基于道德要求，政府需要承担非法定

的责任或义务，这表现为补救性负债或救助性负债。

最后，政府行为一方面可能会对公共环境资源造成

破坏，如对河流、空气、土壤造成污染，存在自然资源

损害性负债；另一方面，也可能对私人业主权益产生

侵害，如对田地、自有林木造成损失。而政府作为执

法主体，难以对自身的环境危害行为进行处罚及惩

戒，更多地体现为对环境受害方的补偿性负债。

因此，政府主体下的环境负债从来源上讲，主要

包含以下四类：①合规性负债：政府在符合相关环境

法律法规的要求下，于经济活动中排放或产生的导

致环境质量下降的污染物时或者维持环境质量保持

某一既定水平时应承担的责任。②补救性负债：根据

环境相关法律法规，政府对已污染的地点消除环境

负面影响所需承担的责任或具有实质性财政支出义

务的非法定补救、救助性责任。③补偿性负债：政府

行为导致的污染对个人、集体等造成损失时，应承担

的经济赔偿性责任。④自然资源损害性负债：政府行

为导致的对公众自然资源（如空气、土地、植被等）的

破坏所应承担的恢复性责任。

2. 按性质及内容分类。结合国际公共部门会计

准则（IPSAS）与我国《政府会计准则——基本准

则》，我们认为政府环境负债是政府主体由于以往的

经济业务或其他政府行为对环境、自然资源造成的

破坏和负面影响，从而导致的经济利益或服务潜能

流出的现时义务。确认时需满足以下三个条件：一是

该项义务是政府对环境资源应承担的现时义务；二

是该项义务预期会导致直接的经济利益流出或者间

接的提供经济利益及服务的潜能流出；三是该义务

的金额能够可靠计量。此外，我们认为政府除应承担

现时义务，还应承担对环境资源的潜在支付义务，该

义务取决于未来的事项、活动及环境条件，即政府还

面临或有、隐性环境负债。

或有环境负债强调其结果的不确定性，与政府

表内确认的环境负债相比较，其取决于未来某一特

定事项的发生与否。而隐性环境负债，主要指的是那

些过去判断为发生可能性较小而未被列为负债，但

随着环境的变化，相关责任或义务逐渐凸现，履行义

务的可能性逐渐增大，必然要披露环境负债。例如，

由某一级政府负责的辖区内的一条河流在长期内受

到各方面的污染，长时期内政府未对相关污染进行

认定及治理，随着污染的加重，超过环境自净能力范

围后，污染产生的严重后果逐渐显现出来，此时便形

成了大量的隐性环境负债。

结合 Polackova（1998）提出的财务风险矩阵中

对于政府负债的界定，我们从性质及内容上对政府

环境负债进行以下分类：①直接显性环境负债：依据

法定合同及法律法规，债务到期时政府应清偿的与

环境资源保护、修复、补偿相关的责任，如政府发行

的绿色债券等。②直接隐性环境负债：非特定情况

下，基于非合同或法律法规约束应承担的环境责任，

如法律未规定的未来公共环保设施改造及重置支出

等。③或有显性环境负债：当某一特定事项发生时，

政府应履行的法定环境责任及义务，如环境诉讼及

赔偿性支出等。④或有隐性环境负债：政府在特定事

项发生时，所承担的非法定环境责任，如对国企无力

承担的处罚性及惩戒性环境负债的救助等。相应分

类如下表所示：

3. 按信息披露方式分类。从环境负债信息披露

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可将政府环境负债分为表内

环境负债和表外环境负债，分别采取表内确认和表

外披露的形式反映。陈红（2006）首次对表外负债进

行了内涵上的界定，以及从表外负债的特征上进行

了研究。他认为表外负债主要是指那些已经成为或

有可能成为公司负债，但按照现行的会计准则和制

度及其他原因而未能在公司资产负债表中得到反

直接显性环境负债

纳入预算的自然资源恢复
性支出；地方政府发行的绿
色债券；商业银行以政府名
义发行的绿色债券；职工特
殊工作环境补偿；政府投资
项目新增环保支出；污染物
（矿山、化工、核能）弃置费
用

直接隐性环境负债

法律未规定的未来公共环
保设施改造及重置支出；法
律未规定的未来政府环保
基金；法律未规定的未来绿
色融资；行政管理权限下，
对无责任人的污染需主动
承担的义务

或有显性环境负债

环境诉讼及赔偿性支出；政
府环境质量担保责任；PPP
模式下政府承担的环境污
染、破坏连带责任；对下级
政府环境负债的担保；对公
共部门及私人部门环保基
金、绿色融资的担保

或有隐性环境负债

环保公益类国企欠债、挂
账；自然灾害造成的自然资
源恢复性支出；向政府转移
的破产企业应承担的环境
负债；对国企无力承担的处
罚性及惩戒性环境负债的
救助；跨区域环境负债转移

政府环境负债按性质的界定与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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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在是否需要偿还以及偿还对象和时间等方面具

有不确定性。基于传统财务会计理论，环境负债已构

成表外负债。而在我国政府资产负债表及自然资源

资产负债表的框架构建中，部分学者认为应将环境

负债纳入政府资产负债表框架（蒋洪强等，2014；汤
林闽，2014），体现经济发展中的环境成本。在实践

中，2015年浙江省湖州市编制的我国首张自然资源

资产负债表中，已明确将环境破坏、资源耗费等纳入

负债类。

因此，政府环境负债与企业环境负债相比较而

言，直接显性环境负债以及直接隐性环境负债、或有

显性环境负债中能可靠计量、可确认为预计环境负

债的部分应该表内化，同时辅以表外披露形成原因、

偿付形式等内容；而直接隐性环境负债、或有显性环

境负债中难以可靠计量、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的部分

以及或有隐性环境负债应表外披露。

进一步根据原因类别归纳，合规性环境负债存

在合同或法律约束，应表内确认，同时表内部分还应

包括补救性负债、补偿性负债以及自然资源损害性

负债中能可靠计量的部分。而政府应承担的表外环

境负债主要包括补救性负债、补偿性负债以及自然

资源损害性负债中尚且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无法可

靠计量的或有、隐性部分。

四、我国政府环境负债披露现状

现阶段，环境信息披露主要由环保部门依据《政

府信息公开条例》、《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办

法》和《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等规定，以定性为

主、定量为辅按年度进行，难以与政府会计信息披露

有效结合，暴露出披露不足、分散、低效等缺点。总体

来看，我国政府环境负债信息披露存在以下几方面

问题：

1. 缺乏政府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规制安排。政

府会计信息披露主要遵循政府会计准则，现阶段仅

出台了基本准则及存货、投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等明细准则，准则体系尚未完善，而新《环境保护法》

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法律法规虽然为政府环境

信息披露提供了法律保障，但在具体的规则制定方

面却没有改变环境信息与政府会计之间相互割裂的

现状，缺乏政府环境会计核算体系及披露机制。中共

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等重要会议对生态文明、环

境治理等内容提出了客观要求，政府作为环境会计

的推动主体，有责任也有义务构建政府主导、企业参

与、社会监督的绿色政府会计体系（李靠队等，

2016）；政府资产负债表及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

制工作的开展，已开始逐渐实现将环境会计纳入政

府核算、报告体系的现实转变；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

源资产离任审计作为建立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

重要内容，也需要政府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提供审计

基础。因此，我国目前存在政府环境会计及信息披露

的制度规范落后于实践、难以指导实践的困境，政府

环境负债信息披露机制完善是一项迫在眉睫的工

作。

2. 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的政府会计信息报告

难以全面反映环境负债。政府会计改革以及职能转

变背景下，收付实现制由于对债务的核算不充分，债

务信息缺乏相关性与及时性，因而逐渐难以适应新

体制，权责发生制能够对政府资产及负债进行全面

反映，建立在权责发生制基础上的综合财务报告制

度，将成为未来政府环境负债信息披露的主要会计

基础。2015年财政部颁布的《政府会计准则——基

本准则》提出政府会计由预算会计和财务会计构成，

财务会计实行权责发生制，但准则2017年才开始施

行，且明细准则仍不完善，而2014年通过的《权责发

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改革方案》也提出2020
年前完成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的权责发生制改

革。考虑到政策执行具有滞后性，我国政府财政报告

制度在未来一段时期中，仍难摆脱以收付实现制为

基础的预算会计及决算报告制度。

收付实现制有利于政府安排预算进度，但不利

于相关负债在会计上的确认与计量，也忽略了或有、

隐性环境负债。而在权责发生制下，如何调整在收付

实现制下以前年度累积的未入账、未披露的环境负

债是我们应该考虑的问题。因此，现阶段，政府财务

报告中与环境相关的负债仅仅是政府所需要承担的

环境责任或义务的一部分，存在对政府环境负债规

模、债务风险的低估，这既不利于未来各级政府自然

资源审计、环境评估等工作的开展，也不利于未来政

府基于财务信息安排绿色债券等绿色与低碳经济发

展类融资。

3. 官员政治目的对环境负债披露的干预。经济

发展与环境保护密不可分，过去在以GDP为核心的

政绩考核制度下，政府官员片面地追求经济增长，在

经济建设的过程中，采取“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

式，以牺牲环境来换取地区经济增长。为贯彻落实党

的十八大与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干部考核制度的要

求，中央逐步建立综合考评指标体系，提高了环保权

重，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唯GDP”发展论。但地方官

员基于提高地方就业率、增加财政收入等其他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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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依然存在直接或间接地干预环境负债信息披

露的行为。一方面表现为领导干部为规避责任，刻意

降低政府行为造成的环境污染及修复成本，对重大

环境污染事件迟报、瞒报。例如2012年12月31日发

生的山西长治苯胺泄漏事故，山西环保厅时隔 5日
之后才公布相关信息。另一方面，基于行政管辖范围

内的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政治关联，出于降低交

易成本的动机，企业存在低估环境负债、更少地披露

环境负债信息的倾向，政府出于提升就业率、增加财

政收入等目的，存在降低管制标准、放松环境约束的

倾向（武剑锋等，2015）。例如，在2012年环境安全百

日大检查中，曝光了中石化下属三家企业（湛江东兴

公司、湛江新中美公司和广州分公司）凭借央企背景

“要挟”地方政府，屡屡发生环境违法行为，而地方政

府却难以有所作为。基于以上原因，政府应承担的连

带环境责任也难以合理披露，随着时间的推移，污染

程度加深且愈发难以界定责任人，被低估及未披露

的环境负债在未来可能转嫁给政府，形成政府的或

有隐性环境负债。

4. 缺乏完整的政府表外环境负债信息披露体

系。《政府会计准则——基本准则》规定，我国政府应

编制决算报告和财务报告，预算会计制度下的决算

报告反映会计年度预算执行情况，以收付实现制为

基础，旨在满足我国预算管理要求，受到《预算法》约

束的地方性债务理应纳入本年度预算管理。然而预

算会计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政府会计，在债务核算及

披露方面存在一定局限性，举借债务纳入政府收入，

偿还债务计入预算支出，难以核算当期发生但未清

偿的或有、隐性环境负债，无法有效评估政府当期应

承担的环境负债规模，也无法明晰环境负债的类别、

风险等细节内容，相应的表外附注、说明则更加难以

对未入表的环境负债进行披露。而以财务会计为基

础的政府财务报告，遵循政府会计准则，相应报表可

以对直接显性环境负债及预计环境负债进行表内确

认、计量，但尚未制定或有、隐性负债的明细准则，缺

乏对表外环境负债的披露要求。政府预算会计与财

务会计并存，确认标准、计量方式等方面的差异也容

易导致政府表外环境负债信息披露不完全。

五、完善我国政府环境负债信息披露的路径

政府环境负债信息披露包括表内反映与表外披

露，依赖于确认、计量、报告等会计核算程序的合理

构建，结合政府环境负债的理论基础及披露的现实

环境，我们认为可以采取以下几方面措施，完善政府

环境负债信息披露。

1. 构建“理论——制度——执行”三层政府环

境会计信息披露框架结构。我国尚未建立政府环境

会计相关准则及制度，制度规范的缺失使政府会计

人员在甄别环境负债时缺乏必要的法律法规指引，在

对环境负债等要素核算及披露过程中无统一标准。

在理论层面上，环境会计存在企业与政府两大

主体，企业追求经济利益与环境会计强调生态效益

和社会效益的目标相悖，使得企业在环境会计规则

制定、实施方面缺乏主动性，在环境负债信息披露方

面处于从属被动的地位。基于产权理论，环境作为公

共资源，社会公众的代表——政府对环境资源享有

所有权，在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便形成了环境资源

方面的委托——代理关系，因此，政府对环境资源负

有首要责任，是环境会计的推动者。以政府为主导的

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目标应该是基于公共受托责

任，向社会公众、投资者、监管机构等相关主体提供

社会资源、自然资源、环境保护等方面的重要会计信

息。从责任会计观的角度来看，政府披露环境负债信

息是对公共职责的履行，政府理应为社会公众提供

环境负债信息，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从而履行受托

责任，因此政府会计环境负债信息披露也应遵循强

制披露原则与全面披露原则，满足多方信息需求。对

于政府环境会计信息质量，张颖（2012）认为政府作

为非营利组织与企业相比较，在会计信息质量方面

缺乏层次性，披露程度较低，但仍应具备可理解性、

可靠性、相关性、及时性、一致性和可比性等特征，这

与政府信息需求主体的多元化也是紧密相关的。

在准则及制度层面，应在《政府会计准则》中扩

容政府环境会计核算体系，引入环境资产、环境负

债、环境费用、环境效益等会计要素概念。对于环境

负债应着重考虑其计量属性，遵循灵活性原则，针对

不同类型的政府环境负债采用不同的计量方式。对

于直接显性环境负债，应采用历史成本计价；直接隐

性及或有显性环境负债中满足预计负债条件的，由

于涉及未来经济资源及服务潜能的流出，应采用现

值计量，对于未来现金流量的估计应综合考虑货币

的时间价值、风险等因素，折现率则应采用当前国债

利率；对于不确定性较大、难以合理估计的或有隐性

环境负债，应直接在表外披露。

在执行层面，政府环境负债信息披露离不开环

境会计技术与环境保护技术的发展（王燕祥，2003）。
环境会计技术体现为采用合理计量方式准确确认政

府环境负债，并明确表内确认与表外披露的适用范

围。环境会计技术是会计核算程序的综合反映，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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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机构内部财务、环保等部门相互配合。环境保护

技术则是与环境会计制度规范相适应的环境保护技

术措施，若环保技术落后则容易导致由于环境负债

确认、计量及披露方面的规范性要求过高而难以实

现，并且因缺乏可行性而无法得到执行。例如，美国

超级基金法案等环境负债规范制度之所以在我国难

以制定，部分原因就与我国环境保护技术落后有

关。因此，政府部门可采用 PPP模式与环保产业合

作，寻求技术支持，保证政府环境负债信息披露的稳

步推进。

2. 以政府资产负债表与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

为载体采用权责发生制。预算会计与财务会计并存

的“双轨制”是我国政府会计由收付实现制向权责发

生制过渡时期的特点。权责发生制既有助于提高政

府财务信息的完整性及真实性，也有助于提升政府

决策效率，帮助地方各级政府准确核算环境负债，并

加以披露，还有助于识别环境负债风险，提前做好资

金准备，保持财政收支平衡。政府资产负债表与自然

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为环境负债的权责发生制核

算提供了先行基础，为后续政府会计全面采用权责

发生制提供了经验支持。

一方面，作为政府财务报告核心的资产负债表，

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在资产方面反映经济增长，在

负债方面则反映取得经济增长的成本或代价，也是

对环境负债拉动经济增长的表内揭示。因此，政府资

产负债表可作为GDP评价体系的补充或替代，为政

府综合绩效指标的建立提供数据支持。另一方面，

2015年国务院发布的《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试

点方案》提出在全国部分省市自治区展开试点工作，

未来各级政府对辖区内环境资源编制自然资源资产

负债表必将成为常态。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是对政

府权责范围内生态资产、负债的存量及流量变化情

况的反映，体现了“生态资产=生态净资产+生态负

债”的平衡关系。其中，生态负债是指地方政府由于

过去行为导致资源流失或环境污染，需要承担支付

义务或成本耗费，从而导致经济资源或服务潜能流

出的现时义务（蔡春，2014）。从定义上看，生态负债

与环境负债具有高度一致性，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

环境负债在权责发生制下的确认与计量。

以政府资产负债表和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为载

体，在权责发生制下可对政府或有、隐性环境负债进

行有效确认，并根据是否具有可靠计量基础，对环境

负债进行直接表内确认或表外披露，从而完善对政

府环境负债信息披露。

3. 将政府环境负债信息披露与和领导干部离

任“生态审计”挂钩。难以可靠计量、具有较大不确定

性，直接在表外披露的或有、隐性环境负债，具有一

定的信息滞后性，在领导干部任期内可能不会凸显

出来。环境负债存在由或有转为直接、隐性转为显

性的可能性，这也为领导干部基于政治目的、与企

业的政治关联干预相关的环境负债信息披露提供

了操纵空间。《联邦财务会计准则公告第5号——联

邦政府负债核算》（SFFAS No.5）及《联邦财务会计

准则公告第 6号——不动产、厂房及设备的核算》

（SFFAS No.6）规定，在环境负债确认时，在污染现

象与政府行为相关且存在法律责任人的情况下，应

明确政府应承担的环境负债，并追究相关责任人的

法律责任。

我们认为，在环境负债确认方面应明确责任人，

政府环境负债信息披露质量方面也应关联法律责任

人，对于已确认、计量的环境负债不披露、少披露或

错误披露的，应该追求法律责任。而领导干部离任

“生态审计”则从审计角度对环境负债信息披露责任

人的认定提供了方式方法，审计不仅对相关干部任

期内所辖区域的环境资源开发利用的实际情况进行

审计，还会将实际情况与政府环境负债信息披露进

行横向对比，做到“账实核对”；同时对前后任期内的

政府环境负债信息披露也需进行纵向分析，判断环

境负债是否已经恶化或者存在恶化的趋势以及是否

存在瞒报、虚报等会计造假行为，从而在客观上督促

领导干部组织会计人员认真切实做好环境负债的披

露工作。

4. 采取补充报告模式与政府环境会计报告模

式相结合的政府环境负债信息披露体系。对于表外

披露的政府环境负债，应选择恰当的披露方式，纳入

政府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中，与政府环境资产等要素

形成系统的披露体系。现阶段政府已开始编制的政

府资产负债表及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一定程度上

解决了过去基于企业主体的传统会计报表中环境会

计要素“缺位”问题，使可确认、能可靠计量的环境资

产及负债得以表内反映。因此，我们认为目前对于政

府环境负债的表外披露形式应采取与上述两表相配

合的补充报告模式及政府环境会计报告模式。

补充报告模式指在报表附注或其他报告中披露

政府的环境负债信息，说明表外环境负债的特征和

计量方式。对于已表内确认的环境负债，仍需在表外

披露形成原因、时间，偿付形式、计价方式、预期补偿

金额、潜在经济后果等会计信息。对于直接表外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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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分或有隐性环境负债，主要披露：政府排放、弃

置污染物等事项说明，污染发生的可能性、未来影响

及处理措施，流出的资源及服务潜能说明，环境修复

及废置物利用情况等信息。这种披露模式的优点在

于表外信息与表内信息配合使用，有助于管理当局

及投资者等相关利益主体使用，直观且便于操作，节

约披露成本，但同时也存在相关环境会计信息零散

分布于报告中，导致部分信息被忽略及理解错误等

不足。

独立的政府环境会计报告指政府为了体现其公

共受托责任，对政府环境会计信息进行分析、整合，

利用文字、表格、图形等表达方式，在现行政府资产

负债表及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外，采用环境会计报

表，反映政府环境资产、负债、收入、成本、利润，披露

政府环境会计信息的综合性报告（张劲松，2007）。主
要包括：环境资产负债表、环境利润表、环境成本表、

环境现金流量表及附表、说明、附注，并需定期对外

公布。政府环境会计报告模式与补充报告模式相比

较而言，具有独立性、完整性及全面性的特点，能连

续反映政府环境会计信息，前后期具有对比性，数据

也相对更加集中，缺点在于披露形式及内容更加多

样，披露难度大、成本高，涉及政府部门较多，报告时

间难以协调。各级政府可依据自身要求、条件自由选

择表外披露模式，但应尽量弥补内容不完全、不规

范、不明确，缺乏会计要素等表外披露缺陷。

六、总结

在我国目前经济环境背景下，以政府为主体的

各类资产负债表的编制以及领导干部离任“生态审

计”均提出了对环境负债信息披露的要求，但缺乏明

确的政府环境负债核算及披露规范，政府环境负债

信息披露不足。政府作为环境会计的推动者，应该将

包括环境负债在内的环境会计信息纳入政府会计信

息报告体系，接受来自社会公众的监督，从而履行公

共受托责任。

本文在对我国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发展进行梳理

的基础上，首先，明确了我国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规制

的不足以及我国政府环境负债信息披露的必要性；

其次，从来源、性质、内容等方面对政府环境负债进

行了界定与分类，识别现阶段我国政府在环境负债

信息披露方面应重点解决的关键问题；最后对解决

问题的现实路径进行了探讨。在缺乏政府环境会计

相关准则及制度的情况下，本文的研究有助于学术

界对政府环境负债的准确理解，从而完善表内外政

府环境负债的信息披露，也能对实务中拓宽政府负

债披露口径、提高政府环境信息透明度提供一定的

借鉴。

主要参考文献：

陈红，黎锐．．我国地方政府表外负债的相关问

题研究［J］．．商业会计，2015（13）．．

陈红．．公司表外负债研究［D］．．成都：西南财经

大学，2006．．
黄炳艺，姚远．．中美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比较［J］．．

中国经济报告，2016（3）．．

蒋洪强，王金南，吴文俊．．我国生态环境资产负

债表编制框架研究［J］．．中国环境管理，2014（6）．．

姜宏青，梁晋敏．．财政转型与政府会计信息披

露机制研究［J］．．财政研究，2014（11）．．

Polackova H.．．Contingent Government Liabilities:
A Hidden Risk for Fiscal Stability.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1998．．

刘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问题探讨［D］．．济南：

山东大学，2014．．
吕俊，沈晓峰．．绩效评估视角下政府会计信息

披露探讨［J］．．财会通讯，2016（25）．．

王燕祥，于爱红．．美国联邦政府机构环境负债

核算述要［J］．．冶金经济与管理，2003（5）．．

王芳，张琦．．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研究：国外文

献回顾与启示［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14（5）．．

肖莹，谭斌斌，赵妮．．我国环境会计理论体系研

究文献综述［J］．．财会通讯，2009（24）．．

余俊，高清．．论重金属污染损害赔偿中的政府

环境质量担保责任［J］．．广西社会科学，2015（7）．．

张劲松．．环境会计报告研究［D］．．哈尔滨：东北

林业大学，2007．．
赵丽萍，郭建花．．环境负债核算体系及信息披

露的研究［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1（1）．．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课题组,高培

勇,杨志勇,汤林闽. 中国政府资产负债表：构建及估

算［J］．．经济研究参考，2014（22）．．

作者单位：云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昆明 6502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