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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继三哩岛和切尔诺比利核泄漏事故之后，“福岛核灾”再次引发了关于核电站存废问题的争

议，部分国家相继关闭核电站并实施核电站退役计划，核电站资产弃置义务问题无论是在能源领域还是

在经济领域都是值得关注的课题。基于环境会计学理论、FAS 143及核电站弃置流程，构建核电站资产弃

置义务会计核算框架。在此基础上，以美国Vermont Yankee核电站为例详细阐述核电站弃置费用预估，

弃置负债确认、计量及信息披露的会计处理步骤。本研究不仅填补了核电站退役会计处理方面的研究空

白，也为健全资产弃置义务会计准则和规范核电站退役会计处理模式提供了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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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弃置义务的会计核算框架及应用
——以核电站为例

一、引言

在全球能源供应不足的背景下，核电成为一种

倍受青睐的清洁能源。1954年，位于俄罗斯卡卢加

州的Obninsk核电站正式建成，是世界上第一座核

电站。据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统计，全球正在运

行的核反应堆438座，在建的核反应堆71座，永久关

闭的核反应堆149座。目前，中国核电站正在运营的

核电机组有 27 台，另有在建的机组 24 台。据

《BP2035世界能源展望》预测，2035年中国将超过美

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核能产国，在全球核能的比重将

由4%上升至30%。若按一般核电站设计的使用寿命

30 ~ 40年计算，即使通过一定的方法将使用寿命延

长至60年，世界上有相当一部分核反应堆已经停止

运转，正在等待被退役。联合国环境署发布的《2012
年联合国环境署年鉴》曾指出，由于第一代核反应堆

的预计使用寿命将到期，未来十年将有80多个民用

核反应堆要关闭。由此可见，服役到期核反应堆数量

的不断增加将成为全球担忧的问题，加之三哩岛

（1979年）、切尔诺比利（1986年）及福岛（2011年）三

次震惊全球的核泄漏事故，核安全问题更是到了谈

虎色变的境地，消除核电站退役带来的安全隐患受

到国际社会的严重关切。

对于服役到期核电站，如何确保其安全退役毋

庸置疑是一个重要的核技术课题，但另外一个值得

深入研究的课题是核电站弃置义务或弃置费用的处

理问题。从会计学的视角来看，履行核电站弃置义务

将发生大额的弃置费用，主要涉及乏燃料处理、拆卸

以及场地整治。尤其是乏燃料处理，无论在技术层面

还是经济效益层面都是核电站弃置的难点所在。到

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套可供参考的核电站退

役费用会计处理方法，已有相关案例多是在核电站

建立初期通过计提准备金的方式计提退役费用。然

而，由此产生的问题是核电站退役时发生的真实退

役费用往往远大于其已计提的准备金。另外，核电站

弃置资产处置责任的归属问题也会影响弃置费用预

估的准确性，美国Vermont Yankee核电站退役计划

就因此引发了核电站所属的Entergy公司与美国能

源部（DOE）之间的纠纷。

由此可见，基于环境会计学理论，有针对性地探

究核电站资产弃置义务会计核算框架具有重要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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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鉴于此，本文参考国外核电站弃

置模式，结合《美国财务会计准则第143号——资产

弃置义务会计》（FAS 143），试图构建核电站资产弃

置义务会计核算框架体系，并借助具体案例为该核

算框架体系的推广应用提供指引。

二、核电站资产弃置义务会计处理的现状及研

究述评

资产弃置义务（Asset Retirement Obligations，
ARO）是指企业由于获得、构建、开发和正常使用长

期有形资产，根据相应法律或契约而承担长期有形

资产在未来弃置阶段的拆除、清理和环境修复等义

务。资产弃置义务会计处理准则是对企业在资产弃

置义务的确认、计量和披露等方面的规范。美国财务

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是首个发布该会计处理准

则的机构，FAS 143的诞生与美国商业核能发电行

业的发展密不可分。为深入挖掘核电站资产弃置义

务会计处理的脉络，本文将从涉及核电站的资产弃

置义务会计准则回顾和国内外核电站资产弃置义务

费用处理模式两个方面进行系统梳理。

1. 资产弃置义务会计准则回顾。在 FAS 143出
台之前，美国核电企业要在资产使用年限内按项目

进行弃置义务的预提、拆除、恢复以及废弃成本等处

理，并根据累积成本观计量，但由于并未单独确认资

产弃置负债而出现了“负资产”、资产弃置负债计量

模式不确定、未来支出的折现方式不明确等一系列

问题。对此，FAS 143的实施不仅较好地解决了上述

问题，还首次明确规定对非金融负债采用公允价值

计量。FAS 143系统地规范了资产弃置义务事项、资

产弃置义务负债的初始确认及计量、资产弃置成本

的后续计量等内容。此后，FASB又于2005年发布了

FIN 47（《附条件资产弃置义务会计处理》解释公

告），指出在信息充分的条件下，弃置时间和方法的

不确定性仅作为负债计量时的考虑因素，而不应作

为是否确认为负债的影响因素。紧随其后，加拿大和

日本也制定了相应的资产弃置义务会计准则，我国

至今并无专门的资产弃置义务会计准则。

目前，我国对于资产弃置义务的会计处理参照

企业会计准则，即在计提弃置费用时考虑货币时间

价值，并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3号——或有事项》

（CAS 13）按现值计算确定应计入固定资产成本的

金额和相应的预计负债，在固定资产使用寿命内，按

照预计负债的摊余成本和实际利率计算确定的利息

费用应计入财务费用，旨在将企业未来发生的环境

成本内化为企业成本，保证设备退役时企业有足够

的财力承担环境恢复义务。相对于我国采用或有事

项确定弃置负债成本，FAS 143规定本期发生的现

实义务的公允价值（大多数情况采用期望现值计量）

能合理估计时便确认资产弃置负债，解决了CAS 13
存在的信息披露不足问题。至于资产弃置义务负债

金额的提取，我国在《国家核电发展专题规划

（2005-2020年）》中规定：“核电站投入商业运行时

即可在核电站发电成本中强制提取、积累核电站退

役处理费用，在中央财政设立核电站退役专项基金

账户，在各核电站商业运行期内提取。”提取的弃置

费用为核电站建造成本的 20%，核电设施以固定资

产原值的 10% ~ 15%左右为最佳估计数进行原始计

量，同时应考虑货币时间价值在运营期进行适当调

整。

作为政府监管下生态环境恢复保证金制度下的

一种补充机制，理论界对资产弃置义务会计的研究

成果主要集中于会计准则探讨和具体运用两方面。

林万祥和许松涛（2008）针对公允价值在处理资产弃

置义务负债中的思路及问题，对 FAS 143进行了评

述。随后，肖序（2013）、周志方（2009）、许松涛（2012）
等人也从会计准则的视角对资产弃置义务问题进行

了广泛研究，呼吁借鉴欧美日等地区的准则规范，建

立适应中国的资产弃置会计准则体系，并初步构建

了思路框架。Martha和Veronda（2013）分析了美国公

认会计准则指引对资产弃置义务的影响，调查结果

显示FAS 143和FIN 47使企业对ARO有了更清晰

的认识，FASB明显改善了企业对ARO的报告和履

行。也有学者探讨了在附条件资产弃置义务的情形

下盈余管理与投机行为之间的关系，发现当准则不

够清晰时企业明显存在操控盈余管理和自由裁量的

机会。在资产弃置义务会计准则的具体运用方面，学

者多以油气、煤炭等采掘行业为代表研究企业的资

产弃置义务确认、计量和信息披露。

2. 国内外核电站资产弃置费用处理模式。根据

美国爱迪生电力学会（EEI）的请求和美国核管理委

员会（NRC）的建议，FASB要求将核电站弃置费用

作为环境负债在资产负债表中予以确认。迄今为止，

全球关于核电站资产弃置义务费用的会计处理模式

主要有以下几种：①负残值法。核电站运营企业在开

始运行时就估计其资产弃置成本，具体做法是定期

存入信托基金，核电站企业将资产弃置义务视为一

项负资产而非负债。②非流动负债法。即企业定期将

应当计入资产弃置义务的金额确认为弃置费用和相

应的非流动负债。③或有事项法。以我国为代表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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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站企业通常基于CAS 13及《企业会计准则第4号
——固定资产》，一方面将弃置费用作为预计负债进

行确认，另一方面将其计入企业资产进行折旧。我国

的核电站资产弃置义务负债的估计方式与美国的负

残值法相似，即在核电站建造时提取10% ~ 15%的建

造成本作为弃置费用准备金。然而，我国关于资产弃

置义务的会计处理准则与美国 FAS 143相比，在初

始确认、初始计量、折现率、后续计量等方面均存在

较大差异。当前国内关于资产弃置义务的会计准则

还存在一些缺陷，主要表现为负债计提对象不明确、

收入与费用不配比、主观性较强、信息披露缺失等。

例如，我国当前的核电站资产弃置义务会计处理模

式是将未来核电站资产弃置义务负债转换为企业现

时负债，而非特定资产的负债，造成负债计提对象不

明确。

三、核电站资产弃置义务会计的框架设计

核电站的生命周期包括建造（5 ~ 10年）、运营

（30 ~ 40年）及弃置（50年左右）三个阶段。国家核安

全局对核电站的退役步骤和退役各阶段的安全标准

均有明文规定，核电站弃置时间周期及相应的会计

处理确认时点如图1所示。基于此，本文根据FAS 143
及资产弃置义务会计框架体系（见图 2），重点从核

电站弃置费用估计、确认与计量、信息披露等方面展

开分析。

1. 资产弃置义务合理估计。“可计量”是资产弃

置义务确认的重要前提，FAS 143摒弃了原来准则

中有关义务支出“很可能”发生的标准，认为当资产

弃置义务已发生且能够合理估计时即确认为资产弃

置义务负债。另外，FAS 143和FIN 47一致强调资产

弃置义务在未来履行时间或方式上的不确定性不影

图 1 核电站生命周期及会计处理时点

在建工程
确认时点

开始建造 达到运营状态

弃置负债后续计量期间

弃置负债及固定
资产资本化初始
确认时点

第三方要求弃置
费用时点

弃置起始点

弃置义务履行期间

弃置终止点

时间

图 2 资产弃置义务会计框架体系

·计算资产弃置义务的期望现金流量
·对期望现金流量按无风险信誉调整折现率折现

资产弃置义务负债的初
始确认计量

确认为对应固定资产成本
的一部分

因时间推移对负
债影响的处理

对原估计未折现现金流量
在时间和金额上的修正

资产弃置成
本的分配

固定资产的
减值处理

估计未折现现金流量
增加的处理

估计未折现现金流量
减少的处理

披露：
a.对资产弃置义务和与之相关的固定资产的整体描述
b.因需解除资产弃置义务而受到法定限制的资产的公允价值
c.按以下变化，分别列示期初和期末资产弃置义务账面价值总额：①本期
发生的负债；②本期解除的负债；③增加的费用；④对估计现金流量的修正

如果资产弃置义务的公允价值不能合理估计，应披露事实和原因

披露
阶段

后续
确认
计量
阶段

初始
确认
计量
阶段

弃置
义务
事项

获取 建造 开发 正常使用

否
资产弃置义务的公允价值

金额能否合理估计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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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负债确认，只作为负债计量的考虑因素。对此，

FIN 47进一步界定了核电站弃置资产义务确认的

条件：①有证据表明弃置义务的公允价值被包括在

获取资产的价格中；②有转让该义务的活跃市场存

在；③存在充分的信息运用期望现值技术。判断是否

存在充分信息运用期望现值技术，还需要经过一系

列流程的判断，如图 3所示。例如，义务解除时间和

方式是否已由第三方指定，义务解除时间或潜在义

务解除时间范围及其发生概率能否合理估计，义务

解除方法或潜在义务解除方式及其发生概率能否合

理估计等。对合理估计所需信息是否充分的分析流

程，不仅有助于企业及时确认其资产弃置负债，也能

有效避免在信息充分的情形下企业以不能合理估计

为由推迟或放弃确认负债的情况发生。

2. 核电站资产弃置费用估计。核电站的建设和

运行过程中，可能造成的环境污染主要指放射性污

染、土地及地下水污染等，核电站退役时应采取措施

清除这些污染，对地表、地貌造成的伤害进行修补。

这些措施既包括对放射性污染的整治，也包括非放

射性污染物的整治、地貌修复、植被绿化等。因此，核

电站的资产弃置义务可以概括为：核电站所有者（国

家或者核电企业公司）因获得、建造和营运核电站，

在未来核电站弃置和退役阶段而应承担的核设施拆

除、放射性污染或非放射性污染清理及环境修复等

义务。

核电站资产弃置费用的预估是进行负债确认、

计量及信息披露的基础，目前关于核电站资产弃置

义务的预估方法可以分为三类：公允价值计量法

（FAS 143）、最佳估计法（国际会计准则）及其他方

法。本文借鉴FAS 143的公允价值计量方法，在计算

未来履行义务的现金流量的基础上，运用期望现值

技术计量资产弃置义务负债，根据无风险利率进行

折现，并应用利息分配法进行后续计量，总体实施思

路如图4所示。

标准化的退役成本估算格式和内容是提高核电

站退役透明度的保证，目前国际上对核电站企业成

本的预估主要有退役成本国际结构（International
Structure for Decommissioning Costing，ISDC）和工

程分解结构（Work Break Down，WBS）两种估算格

式。其中，由经合组织核能局（OECD/NEA）、欧盟

（EU）及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联合开发的退役成

本国际结构（ISDC）是核电站企业成本预估的常用

框架结构。如图5所示，根据11个作业项目将成本依

次分为三层：主要作业（第1层）、作业分组（第2层）

及典型作业（第3层）。与第3层对应的成本分为人工

成本、投资成本、管理费用及应急准备金（contingen⁃
cies）。具体的 ISDC层次结构如表1所示。

解除义务的时间和方法是否已
由其他方指定

解除义务的时间或潜在解除义
务的时间范围能否合理估计

解除义务的方法或潜在解除义
务的方法能否合理估计

潜在解除义务的时间和方法的
使用概率能否合理估计

·不存在充分信息运用现值技术
·资产弃置义务不能合理估计
·对资产弃置义务进行描述，并说
明不能合理估计公允价值的原因
·当有充分信息时，应及时确认资
产弃置义务负债（FIN 47指出不
能合理估计的情形非常少）

·存在充分信息运用期望现值技术
·资产弃置义务能合理估计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图 3 资产弃置义务合理估计的流程

基于公允价值而非特定主体假设下的估计内容：
·第三方履行与资产弃置义务有关的活动的成本
·第三方在决定受让价格时考虑其他影响因素，包括通货膨胀、
管理费用、设备折旧、要求的利润和技术进步等

·第三方成本金额、发生时间的分布范围及概率分布
·第三方因履行弃置义务在时间和金额的不确定性下所要求的
市场风险补偿金额

无风险信誉调整率=无风险利率+信誉调速利率，数据来源：
·可观察市场的无风险利率；
·可观察市场相同信誉等级企业的信誉调整利率

对估计的期望现金流量按无风险信誉调整率折现

期望现金流量估计

能否从可观察市场报价中获得公允价值

否

图 4 核电站资产弃置费用估计

主要作业

作业分组

典型作业

人工成本 投资成本 管理费用 应急准备金

第1层

第2层

第3层

成本分类

图 5 ISDC层次结构

公允价
值级次：
三级
参数

公允价
值级次：
二级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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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估核电站资产弃置成本时，首先需要确定责

任主体（本企业、承包方或监管方）、选择退役策略，

并进行弃置作业划分、内容定义以及提出所需达到

的要求和物理边际条件假设。在此基础上，确定成本

预估方法并定义成本模式下的财务成分，进而对放

射性废物的处置进行分类和定义，并按照弃置作业

流程依照成本预估方法进行汇总计算。由第三方在

核电站运营时开始对弃置阶段核电站运行费用进行

预估，考虑时间价值及通货膨胀因素，将每期预估费

用折现至弃置起始点。而核电站企业应在运营初期

将由第三方预估的弃置费用折现至运营起始点，将

其确认为资产弃置义务负债，并根据与弃置义务费

用预估相关的会计变更进行相应调整。

3. 核电站资产弃置义务负债的确认与计量。核

电站弃置涉及的费用金额巨大，会直接影响投资者

及财务报告使用者的经济决策。因此，当满足核电站

资产弃置义务的确认标准时就应当将其确认为资产

弃置义务，包括法定义务和推定义务。考虑到推定义

务确认时主观性较强，若将企业承担的推定义务计

入核电站资产弃置义务产生的负债中，有可能因主

观判断差异而导致报表披露方面的差异。鉴于此，

FASB在 FAS 143中仅考虑核电站资产弃置义务负

债的法定义务而未考虑推定义务。对核电站的资产

弃置义务而言，核电企业由于核电站报废而承担的

弃置、拆卸、填埋、清理及生态环境恢复等义务实质

上已经包含了法定义务和推定义务。通过对核电站

弃置费用的估计，不仅要在核电站建造完成开始运

营时点对其弃置义务负债进行初始计量，随着时间

推移报告主体还应在资产负债表日对核电站资产弃

置义务负债进行后续会计计量，保障会计信息质量。

如图 6所示，核电站弃置义务初始确认计量的

流程大致可以分为六个步骤：①依次估计未来时点

的弃置负债；②按照一定的折现率折现汇总得到弃

置义务发生时点的负债合计；③根据弃置负债合计

等额增加有形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借记“固定资

产”科目，贷记“资产弃置义务负债”科目）；④通过计

提折旧的方式将固定资产的增加额进行费用化处理

（借记“制造费用”科目，贷记“累计折旧”科目）；⑤随

着时间的积累，计算弃置负债的增加额并将其计入

利息费用（借记“资产弃置义务负债”科目，贷记“财

务费用”科目）；⑥弃置义务发生时，将实际支出与预

估之间的差异视为履行差额。当实际履行资产弃置

义务支出金额大于已计提资产弃置义务负债时，借

记“营业外支出”“资产弃置义务负债”科目，贷记“库

存现金（或银行存款等）”科目；反之，借记“资产弃置

义务负债”科目，贷记“库存现金（或银行存款）”“营

业外收入”科目。

弃置作业

01 退役前活
动

01.0100 退役
计划

01.0101 策略
计划

……

01.0200 设施
监测

……

02 设施关闭
活动

……

11 设施关闭
活动

总计

成本分类

人工
成本

L01

L01.0100

L01.0101

L01.0200

L02

L11

L01-11

投资
成本

I01

I01.0100

I01.0101

I01.0200

I02

I11

I01-11

管理
费用

E01

E01.0100

E01.0101

E01.0200

E02

E11

E01-11

应急
准备金

C01

C01.0100

C01.0101

C01.0200

C02

C11

C01-11

合 计

L01+I01+E01+
C01

L01.0100+I01.0100+
E01.0100+C01.0100

L01.0101+I01.0101+
E01.0101+C01.0101

L01.0200+I01.0200+
E01.0200+C01.0200

L02+ I02+E02+
C02

L11+I11+E11+
C11

L01- 11 + I01- 11 +
E01-11+C01-11

表 1 标准化 ISDC成本核算结构

有形固定资产
（增加额）

③等额增加有
形固定资产的
账面价值

资产弃置义务

发生时点 弃置时点

④计提折旧

②未来资产
弃置负债的
贴现价值

①未来的资产
弃置义务（贴
现前的负债）

⑤随时间累积而增加
的利息费用 ⑥履行差额

弃置时实
际支出额

图 6 核电站资产弃置义务负债初始确认与计量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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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鉴于核电站弃置可能交由第三方完成，因

此核电站资产弃置义务初始确认与计量有以下特

点：第一，采用市场参与者假设，而非特定主体假设。

确定履行清理活动的预估成本时应当参照市场价

格，包括所有的原材料及人工成本的市场价格、第三

方所要求的利润等，如此预估成本更具客观公正性。

第二，使用期望现值技术对履行资产弃置义务的现

金流量进行计量。相对于最佳估计法，FAS 143所倡

导的期望现值技术在初始确认与计量时考虑了未来

履行资产弃置义务负债金额及概率的不确定性，确

定了资产弃置义务负债的预估弹性空间。

在核电站资产弃置义务负债的后续确认与计量

中，由于核电站资产弃置义务的时间跨度较大，必须

充分考虑技术变革、会计准则变更等因素对资产弃

置义务的影响，并根据资产弃置义务负债与固定资

产的联动关系调整和修正相应的会计处理，尤其是

弃置负债利息费用计量与资本化处理及折旧方式选

择等问题。弃置负债利息费用是指企业的资产弃置

义务负债随时间推移根据实际利率法计量而产生的

增加额。在实务中，核电企业应根据期初资产弃置义

务负债的账面金额采用实际利率法计量增加额，同

时根据FAS 143的利息费用化原则增加相应的资产

弃置负债。另外，根据资产弃置义务负债与固定资产

的联动特征，需要及时调整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因

此，折旧方式选择与核电企业的资产弃置义务负债

后续计量密切相关。对此，日本、中国等国家通常采

用“产量法”对核电站进行折旧处理，具体而言：核电

机组总工作量=∑（机组功率×24小时×365天×预计

使用年限×负荷因子），当月单位工作量折旧额=［固

定资产原值×（1-残值率）-已计提折旧］/（预计总工

作量-截至上月已完成工作量），当月应计提折旧额

=当月单位工作量折旧额×当月实际发电量。

4. 核电站资产弃置义务的信息披露。完善核电

企业资产弃置义务信息披露机制，规范核电企业资

产弃置义务信息披露内容，既便于理解资产弃置义

务负债对核电企业的影响，也可以反映核电企业履

行社会责任的程度。结合国内外有关核电企业资产

弃置义务披露的现状及 FAS 143的规定，核电站资

产弃置义务的信息披露需要重点围绕四个方面展开

（见表2）。
综上，通过核电站的资产弃置义务会计处理及

借贷记账的基本原理，不难发现负债与资产（或费

用）的核算具有联动效应（罗福凯，2010）。其一，发生

在长期有形资产获取或建造阶段的环境损害事项，

需要企业主体承担相应的资产弃置义务以保证资产

在整个生命周期的合法使用，使资产弃置义务成本

与资产的定义吻合。因此，资产弃置义务成本应资本

化为长期有形资产。其二，长期有形资产服务于生产

经营，资产弃置义务的成本化使其通过折旧的形式

转化为费用；根据货币时间价值理论，本应未来履行

的资产弃置义务负债需要在每个会计期间确认对应

的费用。由此可见，FASB通过资产弃置义务负债的

资本化，将未来的环境修复义务转化为长期有形资

产的成本，是充分运用了负债与资产之间联动关系

的创新实践。

四、核电站资产弃置义务会计的案例分析

1. 案例背景。Vermont Yankee核电站位于美国

东北部佛蒙特州弗农镇，是一座由通用电气设计的

620Mev级的沸水反应堆。1972年，Vermont Yankee

项目

信息
披露
方式

总体
描述

量化
描述

其他

内容描述

财务
报表

附注

社会
责任
报告

资产弃置义务项目的构成（如厂区拆除、场地清
理等），简要描述负债性质（如履行义务的时间边
界、物理边界及假设）

核电企业资产弃置义务负债及固定资产资本化
的金额，并对计量基础（期望现值技术、最佳估计
值）、折现率与折旧方法选择、通货膨胀率进行详
细披露

①对未能如期确认核电企业资产弃置义务负债
的原因进行描述，例如核电站的核废料目前还没
有方法对其进行准确的估算
②对核电企业资产弃置义务负债账面价值变动
进行说明，例如产生的利息费用、法律法规修订、
乏燃料转移等

①资产负债表列示：在负债项目中的“预计
负债”下单独列示“资产弃置义务负债”，同
时在“固定资产”项目中列示“资产弃置义
务资本化成本”项目
②利润表列示：在“财务费用”项目下列示

“弃置负债利息费用”项目
③现金流量表列示：将税收返还在“经营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量”项目中增列“收到的税
费返还——资产弃置义务”项目，履行资产
弃置义务时将满足弃置义务资产回收的现
金净额在“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中增
列“资产弃置义务资产回收的现金净额”

应包括核电企业资产弃置义务的主要性质
和简单介绍、预估方法和折现率选择、折旧
方法选择、已履行的资产弃置义务负债和
新确认的资产弃置义务负债、重大事项（例
如民事纠纷）

在社会责任报告书里单独加入资产弃置义
务相关的内容，介绍核电站弃置时发生的
弃置义务事项，以及解除弃置义务的标准。
同时，披露国内外的技术改革及相关规定

表 2 核电站资产弃置义务信息披露的框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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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电站建成开始投入商业营运，并于 2014年 12月
29日由其所属Entergy公司关闭。Entergy公司在向

NRC递交的退役报告中估计其退役总成本约为

12.4亿美元，而该核电站在42年的运营期内仅收集

了6.65亿美元的退役费用，导致Entergy公司需要通

过外部融资的方式弥补资金缺口。由Entergy公司向

美国核管委员会（NRC）出具的Vermont Yankee核
电站退役报告可知，Vermont Yankee核电站的退役

进度如图7所示。

2. Vermont Yankee 核电站资产弃置义务的会

计处理。

（1）Vermont Yankee核电站资产弃置义务负债

预估。为了估计 Vermont Yankee 核电站的退役费

用，需做如下假设：①Entergy公司下属的某一子公

司或组织（记作Entergy VY）将从事Vermont Yankee
核电站的去污、拆除以及场地安全维护、放射卫生和

安全、质量保证和整体的场地退役等作业；②由某一

退役承包商监督并参与执行相关领域的去污和拆除

工作；③人工成本以Entergy VY提供的工资为计算

标准，生产成本根据承包场地退役作业的人工费进

行评估。Vermont Yankee核电站资产弃置义务作业

成本（根据 2014年的美元购买力水平）预估数据见

表3。
（2）Vermont Yankee核电站资产弃置费用确认

与初始计量。本文根据相关基础数据与FAS 143，对
Vermont Yankee核电站的资产弃置义务进行会计

计量。使用期望现值技术估计Vermont Yankee核电

站资产弃置债务负债的公允价值时，首先需要估计

期望现金流量。但是，根据 Entergy 公司 Vermont
Yankee小组所给Vermont Yankee核电站的退役成

本可知，其并未考虑通货膨胀、货币时间价值、工资

涨幅以及可能发生的概率等指标。对此，为了便于计

量本文给出如下假设：

假设 1：测算期望现值时，假定 3种可能的现金

流出量发生的概率分别为 75%（1242721千美元）、

15%（1151128千美元）和10%（1059535千美元）。

图 7 Vermont Yankee核电站退役进度安排

湿的乏
燃料封存

干的乏
燃料封存

无乏燃料
封存

对安全储存的准备
核电站关闭

退役前准备活动

退役准备

主要组件
移除

系统移除
及建筑物

去污

吊销
场地清理

退役阶段

营运终止

乏燃料管理

场地清理

合 计

计划及
准备

119981
23068

143049

封存

湿的
乏燃料
封存

45746
217244

262990

干的
乏燃料
封存

137229
128035

265264

无乏燃
料封存

54016

54016

退役准备

场地
放射性
检查

43277

578
43855

对拆除
的准备

36283

456
36739

拆卸及去污

大组件
的移除

141032

25
141057

核电系统
移除及建
筑物去污

208167

4118
212285

吊销

30668

30668

场地
清理

823

51968
52791

总计

817222
368347
57145

1242714

表 3 Vermont Yankee核电站弃置作业成本预估 单位：千美元



2017.34 财会月刊·45·□

假设2：经合同双方协商一致，承包方在成本的

基础上得到20%的补偿（利润）。

假设 3：合同发包方以现金流的 5%承担未来不

可预见因素带来的风险。

假设4：不考虑通货膨胀的影响，资产弃置义务

负债的折现率为3.5%。

经计算，Vermont Yankee核电站资产弃置义务

的预估成本为1210663000美元（2014年），承包方利

润为 242133000美元，预期现金流量为 1452796000
美元，风险补偿金为 72640000 美元。1972 年年末

Entergy公司应同时确认 359666000美元的“固定资

产——资产弃置义务成本”和“资产弃置义务负债”。

（3）Vermont Yankee核电站资产弃置费用后续

计量。在后续计量中，主要涉及Vermont Yankee核
电站资产弃置义务利息分配、弃置固定资产的资本

化处理以及弃置义务解除的会计处理。其中，

Vermont Yankee核电站各年度的资产弃置义务利

息分配额可以根据实际利率法计算得到，囿于篇幅

限制，本文仅列示1972年年末（借：财务费用——弃

置负债利息费用 12588000；贷：资产弃置义务负债

12588000）和 2013年年末（借：财务费用——弃置负

债利息费用 51585000；贷：资产弃置义务负债

51585000）利息费用与负债的确认情况。此外，根据

前文提到的“产量法”对核电站进行折旧处理，1972
年年末和2013年年末分别计提折旧8556000美元和

8870000美元。解除核电站弃置义务时，企业应核销

相应的资产弃置负债，将实际支付金额与负债金额

之间的差额记为利得或损失。假定 2013年 12月 31
日Entergy公司以外包的方式对Vermont Yankee核
电站的资产弃置负债进行结算，且年末“资产弃置义

务负债”余额为 1525435000美元，若实际发生的成

本为1500000000美元，则将差额25435000美元确认

为利得。

（4）Vermont Yankee核电站资产弃置义务负债

的修正调整。由于核电站退役周期跨度较长，第三方

在对Vermont Yankee核电站进行处置的过程中可

能遇到国家环保政策、会计处理模式、退役技术等因

素的变更或调整，因此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对资产弃

置负债的金额进行适时修正。如此一来，直接导致折

现现金流的变更，若新估的现金流量高于原估金额，

将增加负债；若新估的现金流量低于原估金额，将减

少负债。同上，后续计量中需要从利息分配和折旧处

理两个方面进行相应调整。另一方面，折现率的下调

或上调也会直接影响Vermont Yankee核电站资产

弃置义务负债的账务处理。

本文以折现率由 2005年的 3.5%下降至 3%为例

（其他影响因素不变），分析了Vermont Yankee核电

站资产弃置义务负债的变化情况，会计后续计量过

程本文不再赘述。如图8所示，折现率下调后Vermont
Yankee核电站在运营期内的资产弃置义务负债结

构、利息费用及折旧费用均发生了相应的改变。

3.案例启示。基于前文所构建的核电站资产弃

置义务会计核算框架体系，本文以美国 Vermont
Yankee核电站为例进行了案例分析，既反映了FAS 143
在核电企业中的具体应用，也进一步阐述了核电站

资产弃置义务会计处理的步骤及流程。通过Ver⁃
mont Yankee核电站的案例，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两

点启示：第一，完善核电站资产弃置义务的会计处理

可以预防和减少类似于Vermont Yankee核电站退

役的法律纠纷。同时，通过合理的资产弃置费用预估

和会计处理也可以为弃置实际发生时提供充足的资

金准备。第二，核电作为当前及未来大力推崇的清洁

能源之一，建立健全与核电站弃置相关的会计处理

准则和规范意义重大，需要从国家法律法规、企业管

理、第三方监管等方面完善核电站弃置义务会计处

理的制度保障。例如，国家可以通过法律的形式为核

电站弃置费用预估提供指导；企业内部需要建立完

善的资产弃置义务会计处理制度规范。同时，审计师

在环境审计、核电站资产弃置义务会计处理审计方

面也有据可依。

五、结语

在全球能源过度消耗的背景下，尽管三次核泄

漏事故使大众对核能的发展持谨慎态度，但核电作

为清洁能源依然是未来有效缓解能源危机的理想选

择，预期未来将在核电安全、环境影响评价及核设施

实时监测等方面日趋成熟。以核电站退役为切入点，

本文系统地研究了核电站资产弃置义务的会计处理

问题，结合 FAS 143构建了核电站资产弃置义务会

计核算框架体系，并借助Vermont Yankee核电站的

案例详细介绍了该核算框架在资产弃置费用预估、

确认、计量等方面的具体实践应用。

本研究价值在于：①构造了核电站资产弃置费

用预估方法体系，搭建了核电站资产弃置义务会计

处理框架。FAS 143为核电站资产弃置义务的会计

确认、计量及信息披露提供了指引，本文据此所构建

的核电站资产弃置义务会计核算框体系从理论层面

规范了核电企业的会计处理范式。同时，也为进一步

完善我国资产弃置义务方面的会计准则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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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参考。②本文构建的核电站资产弃置义务会计核

算体系为核电企业的会计处理提供了指导和参考。

就核电站退役成本的估算方法而言，各国的处理方

式大相径庭，我国目前还没有形成一套成熟的核电

站弃置费用估算方法，本文所阐述的核电站退役费

用估算方法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核电站弃置的会

计处理以弃置费用预估为基础，目前我国在核电站

弃置义务确认时点及后续处理上还无章可循，本案

例研究为核电企业提供了一个有效参考。

资产弃置义务会计是财务会计的一个新领域，

针对核电站的资产弃置义务会计研究尚属一个新的

尝试。尽管本研究在弃置费用预估、会计处理方面力

争科学、严谨，但仍然存在诸多不足：其一，核电站弃

置作业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工程，且其退役过程历时

较长，加之难以进行实地考察，因此在核电站弃置流

程的梳理方面难免会出现实际情况与理论抽象存在

出入。其二，鉴于核电站的特殊性，相关案例资料、数

据难以获取，本文在案例研究部分设置了诸多假设，

难免会影响资产弃置费用的预估和分析结果。

主要参考文献：

OECD. International structure for

decommissioning costing （ ISDC ） of nuclear
installations［R］．．Issy- les- Moulineaux（France）：

OECD Nuclear Energy Agency，2012．．
FASB．．FAS 143：Accounting for asset retirement

obligations ［S］ ．．Norwalk: 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FASB），2001．．

肖序，许松涛．．资产弃置义务会计：理论诠释与

准则展望［J］．．会计研究，2013（2）．．

FASB．．FIN 47：Accounting for conditional asset
retirement obligation ［S］ ．．Norwalk ：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FASB），2005．．

Martha A. Fasci，Veronda F. Willis．．The impact
of GAAP guidance on asset retirement obligations［J］．．

Research in Accounting Regulation，2013（25）．．

James M. F.，Huang H. W.．．Further evidence
of earnings management and opportunistic behavior
with principles-based accounting standards：The case
of conditional asset retirement obligations ［J］．．

Account Public Policy，2012（31）．．

肖序．．环境会计制度构建问题研究［M］．．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0．．
作者单位：中南大学商学院，长沙410083

图 8 折现率下调后Vermont Yankee核电站资产弃置义务负债、费用增加额及折旧的变化（金额单位：千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