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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框架是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的基础，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

制框架既包括资产，也包括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前者与自然资源资产属性有关，后者与自然资源资产产

权有关。因此，科学界定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框架相关概念需要深入自然资源资产的产权和属性层

面进行分析，从这两方面探索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学科属性、编制主体，以及自然资源资产、负债、所有

者权益和报表格式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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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属性与

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框架

一、引言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和国务院多次颁布

文件提出“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并提出

“将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纳入生态文明制度体

系”。在此背景下，“学术界掀起了研究自然资源资产

负债表的高潮”（刘明辉、孙冀萍，2016）。但是，迄今

为止，仍然没能编制出令人信服的自然资源资产负

债表，除了客观条件的限制，从学术层面来说，缺乏

一套严谨的、逻辑自洽的报表编制概念框架也是一

个很重要的原因。报表编制既是实务问题，也是理论

问题，也应该遵循“概念框架——编制准则——编制

实务”的基本实现路径，而目前无论是学科属性、编

制目标、编制主体、报表要素的确认、报表项目和体

系的构成等都尚未达成一致认识。由此可见，概念框

架的确定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涉及逻辑起点、理论

基础、要素构成。

本文认为，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问题实

质上是会计问题，但获取资料的手段是统计问题。自

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的核心是资产、负债和所有

者权益的确认与计量，而资产确认的基础是资产的

所有者和控制者亦即会计主体的确认，负债和所有

者权益的确认取决于资产的提供方与会计主体的产

权关系。因此，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问题实质

上是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关系的确认和计量问题。另

外，人类与不同属性的自然资源权利义务关系也不

同，导致资产、负债与权益的确认也有所区别，人造

森林、陆地等人工自然资源资产与天然自然资源资

产也具有不同的产权归属和确认方法。基于此，本文

拟通过对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和属性的分析，探索自

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主体、要素确认、报表格式、

学科属性等基本概念问题。

本文由于是对相关概念的粗略探索，而概念框

架的确定是一个更加严格的问题，所以，仍然沿用其

他作者的习惯用法，将研究对象称为“自然资源资产

负债表编制框架”，而不是更为严格的“自然资源资

产负债表概念框架”。

二、文献回顾

国内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研究从 2013年十

八届三中全会后开始，截至 2017年 4月已经有二百

多篇文献，各种文献从不同角度研究了自然资源资

产负债表编制的相关概念，但还没有从产权关系和

自然资源资产属性相结合的角度探索自然资源资产

负债表编制的文献。相关研究成果梳理如下：

1. 关于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学科定位。蔡春

等（2014）、封志明等（2015）、胡文龙等（2015）认为自

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属于会计学科的问题。而黄溶冰

等（2015）、乔晓楠等（2015）、操建华等（2015）则从统

计学角度研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问题。刘

明辉、孙冀萍（2016）认为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是处

于会计学、统计学、环境学、资源学以及管理学等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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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学科交叉、边缘地带的新兴应用学科，该观点更符

合事实。

2. 关于负债的确认。最受争议的就是负债的确

认问题。耿建新等（2016）认为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

不应包括负债。多数学者主张自然资源负债应该予

以确认，黄溶冰等（2015）认为资源环境负债是资源

环境的耗减和退化。高敏雪（2016）认为应基于实体、

经营权和开采权编制三个层次的自然资源资产负债

表，其中对可开采资源要确认负债，其负债是超采部

分。胡文龙等（2015）认为负债“主要分为环境保护负

债、资源管理负债和自然现象负债”。肖序、王玉

（2015）认为自然资源负债指的是“进行资源恢复和

环境治理所付出的代价”。

3. 关于所有者权益的确认。多数学者主张不应

确认所有者权益，只能确认自然资源净资产。但是，

胡文龙、史丹（2015）认为，自然资源所有者权益“是

一国或地区所拥有的全部自然财富总和（绿色财

富），它在数量上应该等于自然资源资产减去自然资

源负债”。操建华、孙若梅（2015）认为，从业绩考核和

管理追责的角度看，自然资源的所有者权益可以定

义为自然资源所具有的资本价值归谁所有。

4. 关于会计主体。多数学者主张以政府为会计

主体。操建华、孙若梅（2015）认为会计主体包括各种

产权主体：地方政府（地级市、县、乡镇），村集体和企

业等。景佩佩（2016）认为应先从企业以及政府两个

层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然后对其进行汇编。

李金华（2016）认为应编制一个地域的空间总体的自

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张宏亮、朱雅丽、蒋洪强（2016）
完全从企业角度探讨了企业环境资产负债表的要素

确认和计量问题。陈艳利等（2016）认为应由财政部、

统计局统筹协调，由企业作为编制主体，逐级汇总。

三、基于产权关系的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

框架

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负债、所有者权

益等基本概念及其关系实质上是产权关系范畴的问

题，主要包括两层关系：第一，人与自然的关系；第

二，人与人的关系。笔者认为，要准确探索这些基本

概念的确认、计量问题必须首先理清这两方面的产

权关系。

1. 基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

编制框架探索。土地、海洋、河流、矿山、森林、草原、

阳光、空气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资源，为人类的生存

和发展提供了衣食住行等各种生活资料、生产用原

材料和场所、休闲娱乐的场地等，人本身也属于自

然，人也可以认识和利用自然规律为自身服务。当人

的行为违背自然规律、资源消耗超过自然承载能力、

污染排放超过环境容量时，将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

失衡，造成人与自然的不和谐，从而使人类受到惩

罚。大自然（尤其是生态环境）的发展和演变有其自

身规律，大自然也可以看作一个主体，人类开发和利

用自然超过一定的限度就是人类对自然的负债，而

大自然赋予人类的可供利用的各种有价值的资源和

环境就是自然资源资产，扣除负债后的自然资源净

资产就是自然赋予人类享有的剩余权益。

债权人和所有者属于自然范畴，占有者和享有

者属于人类范畴，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逻辑关系

基本上是成立的，用自然资源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

益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

债表也是顺理成章的。但是把自然当作所有者和债

权人的做法欠妥，因为自然不是主体。但是，世界上

很多宗教、哲学和自然伦理里都有把自然当作主体

对待的论述。生态环境是与人类关系最密切的自然

环境，现实的自然都已经属于人化自然，作为一种人

与自然关系的反映手段之一，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

所反映的首先是人与自然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所以

把自然当作人类观念上的伙伴和主体，也是可以的。

但是，自然毕竟不能自己主张其债权，只是以自然灾

害形式使人类自身认识到对自然的补偿义务，所以

这是一种推定负债，是债务人自身约定的给付义务，

这符合债的法律本质，也符合会计上负债的定义。国

际会计准则委员会也赞成企业将自愿预防和清除污

染的义务作为负债处理。因此，与其说自然资源资产

是自然赋予人类的，不如说是人类自身认识到了其

稀缺性和价值给予的一种资产化管理；与其说自然

资源负债是人对自然欠下的债务，不如说是人为了

自身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给自己约定的债务，所有

者权益也是人类自身所有的权益。

2. 基于人与人关系的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

制框架探索。本质上，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与人的关

系，大自然给予人类生产生活资料，但是人类对自然

的拥有、开发、利用、收益和处分权力是不平等的，这

种权利的配置属于一个国家的产权制度。自然资源

资产产权制度的配置方式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社会制

度，其决定了一个国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的

必要性、主体、资产和相关权益等内容。我国实行社

会主义制度，自然资源实行公有制，按照我国《宪法》

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

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矿产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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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定“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由国务院行使国

家对矿产资源的所有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

权力属于人民”，“人大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

“国务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地

方各级人民政府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

作”，“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上一级国家行政机关负

责并报告工作”。

可以看出，全国人大代表国家拥有自然资源资

产的所有权，在操作层面，国务院则通过获得全国人

大的授权具体行使国家所有权，地方政府对自然资

源资产分级分区域行使管理权，地方政府对地方人

民代表大会和上级政府负责。中央政府控制重要和

跨区域的自然资源资产，地方政府控制本区域的自

然资源资产，政府代理拥有自然资源资产不仅是要

维护、保值和增值，还要通过生产经营为广大人民创

造财富，政府不具备生产经营职能，所以需要交给企

业来进行经营和管理，以获得人类生产和生活所需

要的财富和经济利益，企业拥有自然资源的经营权，

在产权授予的同时也产生了委托代理关系，最终的

代理方就是企业，产权链和代理链是：“人民——国

家——国务院——地方政府——企业”。中央政府不

仅代理所有权，而且由于自然资源资产的公共产品

属性、稀缺性以及自然资源经营者的有限理性，中央

政府还代表人民对其行使管理权。如果政府把所有

自然资源都确权，那么最终行使控制权的是企业，政

府对自然资源资产确权、开发、使用、维护并征收相

关自然资源资产税费。可见，作为受托人，地方政府

和企业是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主体，按照相

关法律规定，其所控制、管理和经营范围内的自然资

源资产、过度消耗部分以及剩余的自然资源资产净

额分别属于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资产、负债和所

有者（国家或人民）权益。

基于自然资源资产的人与人的关系除了纵向的

产权关系与代理关系之外，还包括横向上人们在自

然资源资产的消耗和使用方面的受益和受损程度的

不均衡、不平等关系。如我国东部与西部、贫困阶层

与富裕阶层、生产领域与消费领域、当代人和下代人

等在资源环境占用与补偿上的不匹配，这也是资源

环境过度开发的一个重要原因。过度开发利用资源

环境的债权人实际上是受损人或者自然资产的所有

权人，债务人是受益人，基于经济人假设和自然资源

资产的公共产品属性，国家是自然资源资产开发使

用的监管者，是自然资源资产经营者和所有者、受益

者和受损者的中间人，应该向资源的侵害者征收资

源税或者资源费，补贴资源环境的受损者，受益者是

自然资源资产的开发使用者，受损者也是自然资源

资产的所有者，包括没有参与开发自然资源资产的

当代人和后代人，损失的增加意味着负债的增加和

所有者权益的减少。但是作为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结

果的列报和披露，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不应将向受

益人征收的应收款和给于受损人（所有权人）的应付

款以及已收款和已付款列入表内。而且，政府不是营

利组织，向侵害人收取的款项与向被害人支付的款

项应该相等，即使由于法律和执行技术上的问题，产

生了盈余，这种盈余也不应该列入自然资源资产负

债表，而是属于政府财政收支表的内容。

总之，中央政府直接面向自然资源的所有者

——全国人大、地方政府面向中央政府、企业面向政

府，各级责任人将其所代理拥有、控制和经营的自然

资源资产定期披露报告，这是自然资源资产委托人

的权利，披露信息的方式多种多样，其整体信息即为

自然资源资产总额、损失（负债）以及净资产（净权

益），此为一种比较好的报告框架。

综上所述，基于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关系和代理

关系，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主体包括企业和政

府，负债是受益人向受损人支付所有者权益损失的

部分。

四、基于自然资源资产属性的自然资源资产负

债表编制框架

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除了反映和监督自然资源

资产有关的产权关系，还反映和监督自然资源资产

存量及其变动情况。不同属性的自然资源资产重要

性程度不同，编制主体不同，其过度开发导致的负债

也不同，所以应具体分析。

1. 自然资源资产属性。自然资源资产是自然赋

予人类的资产，应为天然的资源，但是随着生产力的

发展，很多自然资源被毁坏，也有很多自然资源被人

类制造、培育出来，如果把被毁坏的自然资源作为负

债，那么也应该把人工制造的资源作为自然资源资

产。广义来看，自然资源资产不都是天然自然资源资

产。按照人类在自然资源资产生成中的参与程度可

以将自然资源资产分为两种，一为纯粹天然的自然

资源资产，二为人类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培育的人

工自然资源资产。前者如野生动植物、矿物资源、天

然土地、湖泊、岛屿、海洋、岸线、河流，后者如人工繁

育的动植物资源、人造湖泊、河流、岛屿、陆地、岸线

等。按照是否已经开发进行划分，可以分为已开发自

然资源资产、未开发自然资源资产。已开发自然资源



2017.28 财会月刊·21·□

资产又分为消耗性自然资源资产和生产性自然资源

资产，人工自然资源资产多数用于开发，未开发自然

资源资产多数是指天然自然资源资产。

2. 基于天然自然资源资产编制自然资源资产

负债表框架探索。未开发的天然自然资源资产包括

依法保护的和不适宜人类开发利用的天然自然资源

资产，已开发的天然自然资源资产包括法定可开发

的和法定不可开发的天然自然资源资产，显然后者

的开发都属于负债，在此略过不予讨论。法定可开发

的天然自然资源资产分为消耗性的和生产性的天然

自然资源资产。

严格来说，自然资源资产应为纯自然生成的、未

开发的天然自然资源资产，包括矿产资源、野生动植

物、荒漠化土地、无人海岛、无人利用的海域、海岸

线、河流、纯粹自然的空气，可称为狭义的自然资源

资产。在人化自然的现代社会里，狭义自然资源资产

通常是人类保护的结果，是在红线内的自然资源资

产。如果开发了这样的自然资源资产就应计入负债，

剩余未开发的部分则作为所有者权益，属于全体公

民的权益，负债部分由政府收取的补偿金等来偿付。

除此之外，另一部分未开发的天然自然资源资产是

不适宜人类生存的荒漠化高山、冰川、沙漠、极地、深

海及尚未认识、勘探的油气矿产资源等，这部分资源

目前尚处于鼓励探索开发阶段，部分是无产权自然

资源资产，无产权自然资源资产不能列入本国的自

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尚未勘探认识的矿产资源也不

能列入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但是对已有产权的荒

漠、高山、冰川、深海的污染及改变属性的开发也应

该计入负债，相关资产应列入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

已开发的法定可开发的消耗性自然资源资产，

如矿山、油气田等不属于负债，而是人类权益的实

现，它进入了经营领域，成为企业的经营资产，按照

开发权的价值计入无形资产，最终计入了所开发和

开采产品的成本，但是所获得的资源补偿款、土地复

垦费等应计入政府资产负债表，且应补偿资源耗竭

区。已开发的法定可开发的生产性自然资源资产，如

土地、海域、岸线、景观资源等不属于狭义自然资源

资产，开发部分也不计入负债。但是如果已开发的生

产性自然资源资产计入广义自然资源资产，则其过

度开发部分就应该计入负债，非过度开发部分作为

权益的实现，进入企业经营领域，按其支付的出让

金、使用金等金额列入企业无形资产，并与其他金融

资产和实物资产合并。未开发部分的消耗性自然资

源资产计入政府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资产部分，

随着持续开发，这部分资产将越来越少。无论是消耗

性还是生产性自然资源资产，企业单独将其列报为

自然资源资产的做法不具备理论依据，因为企业对

其没有所有权，如果不修改企业会计准则，就应该把

已进入经济领域的海域、土地、海岛、岸线、景观资源

等已开发的生产性自然资源资产和矿山、油气田等

消耗性自然资源资产的未开发部分由政府作为自然

资源资产列入政府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过度开发

需要恢复修复的部分则作为自然资源负债。

总之，根据天然自然资源编制的自然资源资产

负债表的主体是政府，不能由企业资产负债表汇总

得出，而是由政府根据现有资料统计得出，负债是过

度开发部分。

3. 基于人工自然资源资产编制自然资源资产

负债表框架探索。随着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加强，除

了天然自然资源资产，人类还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

创造了很多人工资产，这些资产也具有自然资源的

成分，属于人类和自然共同创造的类似于天然自然

资源的公共产品，比如人造的森林、陆地、湖泊、岛

屿、河流、岸线等和驯养放流的野生动物等，对于人

类的生产和生活来说也是一种资源和环境，亦可称

为人工自然资源资产。

人工自然资源资产通常是由企业生产出来的，

依据前文的分类，其也包括依法保护的未开发人工

自然资源资产和已开发人工自然资源资产。前者如

人工森林不论国有、集体所有还是个人所有，采伐统

一由政府管理，一般也应该由政府采用统计普查的

方式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已开发人工自然资

源资产也可以划分为消耗性人工自然资源资产和生

产性人工自然资源资产，无论是消耗性还是生产性

人工自然资源资产，人工繁育的森林、养殖的动物等

都归企业所有，作为生物资产进行会计处理，除生物

资产以外的非生物人工自然资源资产通常都是生产

性的，但是企业对其并不拥有所有权，也不作为自然

资源资产处理。如人工湖泊属于土地使用权的后续

支出应作为长期待摊费用或固定资产，企业取得海

域使用权后填海造陆生成的陆地、岛屿作为固定资

产进行处理。

在政府层面，政府出资建造的人造岛屿、陆地、

湖泊、河流、景观、森林、人工繁育的动物当然属于国

家所有，应列入人工自然资源资产，属于人工自然资

源资产增加部分；企业出资建造的人造陆地、岛屿等

非生物资产也属于国家所有，而且作为公共物品可

以在将来使公民受益，因此也应作为广义自然资源



资产对待；生产性生物资产如人造森林等虽然不属

于国家所有，但是因其公共产品属性，国家对其行使

管理权，也应该统计列入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属于

森林资源的人工增加部分，可以逐级汇总得到全国

的生物资产；人工繁育和驯养的野生动物如果再放

归野外也应该编入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即使不放

归野外，其整体资源价值的所有权也属于国家，应编

入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对其的损害计入负债。综上

所述，人工湖泊、人工陆地、人工岛屿、人工岸线等和

人工繁育的生产性生物资产都不能由企业资产负债

表汇总得到，只能由政府利用统计方法列入政府独

立编制的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不管人工自然资源

资产是否由创造者使用，都应与其他天然自然资源

一起确认资产和负债。

可见，人工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与天然自然资

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都只能以政府为主体，两者中

负债的确认和计量也基本相同，都以过度开发部分

亦所有者受损部分作为负债（本文假设法律和产权

制度公平）。但是，天然与人工的自然资源资产的价

值是不同的，前者的价值高于后者，如天然林、湖泊、

河流、海岛的生态价值远远高于人工林、人工湖泊、

河流和海岛的生态价值，所以应把二者在资产栏目

里区分开，人工自然资源资产是自然资源资产的增

加，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环境的污染等是自然资源负

债的增加。因此，应该首先按照四柱平衡法编制自然

资源资产账户表，账户表难以通过企业汇总数据编

制，可以采用统计方法得出相关资料，然后汇总整理

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

五、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第一，自然资源资产负

债表的编制主体是政府，由于自然资源资产的国有

属性，企业难以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第二，直

接以政府为主体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实际上是

统计问题而不是会计问题，是借用了会计概念框架

的统计问题；第三，自然资源资产应为政府控制的广

义的自然资源资产，分为天然自然资源资产和人工

自然资源资产，每个类别应再划分为未开发的消耗

性自然资源资产和已开发的生产性自然资源资产；

第四，自然资源负债应为过度开发的自然资源资产；

第五，所有者是政府所代表的人民，包括当代和后代

人，所有者权益包括当代人权益和后代人权益；第

六，报表应采用资产负债表式样，不应采用四柱清册

式，应该增加变动表或者流量表反映资产增减变动

情况，对自然资源的经营权和使用权配置情况作为

资产的占用情况在附注中明细披露。

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所依据的概念框架不

仅对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而且对自然资源

的资产化、权益化管理以及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

的改革都是比较重要的问题。本文尝试从资产负债

表左右两侧各自特点出发探索了自然资源资产负债

表编制框架的相关概念，结论也更有说服力。但是，

本文对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的计量问题没有涉

及，相关概念也不够严谨，对资产属性、产权关系的

分析不够深入，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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