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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命周期的企业环境成本核算探析
——以 Y 煤化工企业为例

【摘要】运用生命周期理论核算企业环境成本，探讨企业环境成本的概念、计量方法，并运用作业成

本法进行环境成本分配。通过对煤化工企业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相比于传统财务会计核算方式，将生命

周期理论融入企业环境成本核算，能更精确地反映企业环境成本内容并通过更合理的方式将环境成本

分配到各项产品中，以供企业经营者做出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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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综述

（一）环境成本的定义与文献综述

联合国统计署（UNSO）于 1993年提出的环境

成本主要包含：①因自然资源数量耗减和质量降低

产生的经济损失；②防护支出，即出于防止环境污染

以及因维护与提升、恢复环境质量与自然资源发生

的各种支出。之后，环境成本的概念由美国环境保护

局（USEPA）在1995年正式提出。其中最受认可的阐

述是：“环境成本是指基于对环境负责的准则，想要

管理企业活动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而主动采取措施或

者被动要求产生的成本以及因企业执行环境目标和

要求所付出的其他成本。”

我国关于环境成本的定义研究大多是建立于国

外研究，以不同研究目的与角度试图总结出何为环

境成本，导致对环境成本并没有清晰统一的定义。最

早对此进行研究的是王立彦（1998），其依据不同空

间、时间以及不同功能对环境成本进行分类。企业内

部与外部环境成本的分类标准是：内部环境成本为

由本企业引发并发生于当前会计期间内最终由企业

自身承担的可计量的环境成本，外部环境成本则体

现为虽由本企业引发，最终却并未承担。

一些学者认为环境成本与产品息息相关。曾勇

（2001）认为，产品环境成本为产品开发导致相应的

环境污染损失和生态环境破坏损失的货币总和。李

洁（2009）认为，企业具有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与义

务，考虑并设计了计量方法来计算产品生产前后对

生态环境的影响。例如以人力资源消耗标准研究产

品全部投入时，重点在于其中产生的资源消耗与发

生的环境治理补偿性费用，这两部分便是环境成本。

另有学者将环境成本分为治理污染的费用与耗

减了自然和生态资源的损失两部分。如林积泉等

（2006）认为，环境成本即企业发展所带来的必然的

环境代价。其实物形式表现为自然资源可用数量耗

减和质量降低以及环境污染加剧；在价值形式上表

现为资源消耗补偿和环境污染治理付出的费用。郭

红燕（2007）认为，以环境成本是否在SNA体系中体

现作为分类标准，可以将环境成本分为环境保护成

本与环境退化成本，前者是一种实际发生的成本，后

者则是虚拟的成本。

还有一些学者从企业发生的环境支出能否资本

化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如郭莲（2012）认为判断环境

支出能否费用化或者资本化才是较为合理的处理方

式。例如，企业可以试着将已发生的环境治理成本、

生产过程中用于污染治理或是环境监测的支出进行

费用化；而企业为预防环境污染的成本，生产流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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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投入环保工艺的开发设计成本，为改善厂区及

附近环境所支出的环保费用，预期能带来增量的经

济效益，则应资本化。

（二）环境成本核算方式

1996年德国自《环境成本核算手册》中提出了

可采用的环境成本核算模式，很多国外学者研究了

如何在实践中对环境成本进行合理计量的问题。最

具代表性的是Christine Jasch（2003），他指出企业应

建立一套包括原材料、能源以及生产用水在企业内

流转情况及其费用等方面的环境评价体系。1997
年，美国非营利环境经济组织（CERES）和联合国环

境规划署（UNEP）共同发起了全球报告倡议组织

（GRI），旨在建立一个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规范性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框架，并且每隔几年都会更新其

内容。

我国学者在环境成本核算方面也做了不少尝

试，其中很多学者以生命周期理论来分析具体案例。

姜洪殿等（2016）以炼油企业为例，实证研究了如何

应用产品生命周期法核算企业内外部环境成本的问

题，其中外部环境成本包括原油开采、炼油生产及产

品使用外部环境成本，内部环境成本包括原油开采

内部环境成本和炼油生产内部环境成本。少部分学

者如李虹等（2014）通过对造纸企业的实证研究，应

用嵌套XBRL标准的作业成本法计量并分配企业发

生的环境成本，据此判断出企业哪些产品可以进行

环境方面的改进工作。

不难看出，传统财务会计无法准确计量企业环

境成本，故大多数学者从管理会计入手，运用作业成

本法（Activity-based Costing，简称“ABC法”）或者

是生命周期成本法（Life Cycle Costing，简称“LCC
法”）来核算企业环境成本。基于这种情况，考虑到环

境成本分配中的分配标准难以确定，故决定将生命

周期成本法作为核算基础，涉及环境成本分配时再

结合作业成本法，最终合理得出企业相关产品的环

境成本。

二、产品生命周期与企业环境成本核算

（一）基于产品生命周期的环境成本核算基本

原理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即以产品的视角，追溯从产

品设计与原材料取得到生产加工最后到销售以及回

收利用的全过程中，对造成环境的外部性影响作全

面评价分析，无论是企业内部还是外部环境成本全

都纳入计量。一般而言，随着企业整合资源的不断流

转变动，可以将其分为原材料获取、生产加工、包装、

销售使用、产品维修及重复利用、循环利用及处理这

六个阶段，具体如图1所示。

由上图可知，基于产品生命周期思想核算企业

环境成本的流程为：

（1）将企业产品生产分为六个阶段，详细考核每

个阶段会产生环境污染的所有环节，即该阶段所涉

及的全部环境成本内容。比如，以前由于人们的环保

意识较为落后，对于煤化工企业在原材料获取阶段

也就是原煤采购阶段，除考虑煤矿开采过程对地表

森林土壤的损毁价值以外，并没有重视在原煤运输

过程中，由于运输车辆的车厢多是开放状态，所造成

的原煤经风吹洒落路边农田导致的污染成本。如今，

政府部门通过制定规章制度以及媒体的不断宣传教

育，这种情况已经较为罕见，很多煤炭企业在进行煤

炭运输时一定会对车辆的车厢进行密封处理，将由

风吹洒的煤炭污染减小到最少。

（2）依据每阶段包括的环境成本内容，分别计算

对应环境成本内容所涉及的具体金额，计量过程中，

应注意方法的选用。

（3）将每阶段所包含的所有环境成本内容依次

计量列示出来之后，下一步便是如何分配。由于环境

成本往往具有较复杂的起因和发生过程，大体可分

为如下几个方面：预防环境破坏、环境污染治理、改

良生产投入环保工艺等。复杂的起因让合理分配

环境成本于产品中变得难以实现，而作业成本法恰

恰可以借由环境成本动因，依据建立起来的环境作

业成本库，将企业产品所发生的环境成本进行合理

分配。

（二）基于产品生命周期的环境成本分配

环境成本分配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将之前各生

命周期阶段的环境成本内容分配到具体产品当中。

具体步骤如下：

原材料获取

产品
生命周期

循环利用及
处理

产品维修及
重复利用

生产加工

包装

销售使用

环境成本内容

环境成本计量

环境成本分配

图 1 基于产品生命周期的企业环境成本核算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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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先根据企业从原材料获取到循环利用

及处理的六个阶段中，哪些阶段对环境的影响有计

量的必要，比如工业企业污染程度特别明显的多是

生产加工阶段，然后该阶段的环境数据应当易于计

量并收集。假设某企业可分为N个生命周期阶段，

并随即对每个阶段的环境成本内容建立作业成本库

A。这个过程中有的环境成本内容可能并不能建立

作业成本库，那么这部分环境成本在分配时就不能

将作业动因作为分配依据，应予以说明。

第二步，确定作业动因D。作业动因即作业的行

为驱动因素，要把环境成本分配到各产品上去，首先

需了解这部分环境成本行为发生的原因。企业原来

的处理方式是参照数量标准把环境方面的支出简单

分配到企业产品中，难免造成产品成本扭曲现象的

发生。因此，应依据不同产品所确实存在的成本行为

来进行分配。

第三步，计算产品成本P。若企业的产品有M个，

则其所归集的环境成本就依据M个产品各自发生

的作业成本动因量乘以作业成本动因率，得出该作

业成本库中该项产品的作业成本具体数据，最后分

别加计汇总得到每个产品的环境成本。

三、企业环境成本核算的案例研究——以Y煤

化工为例

（一）背景介绍

Y煤化工企业是一家集煤、油、气、化、电综合

转化利用的大型能源化工企业。主要从事甲醇、醋

酸等煤化工产品的生产、加工和销售。该企业年产

20万吨甲醇、20 万吨醋酸启动项目，于 2011 年 4
月建成投产，2012年 1月转入生产经营，同年建成

年产5万吨CO2提纯装置，2014年升级改造，醋酸年

产能达 30万吨，甲醇产能达到 25万吨，2015年建成

15万吨/年合成气制油示范装置。其生产流程如图2
所示。

（二）环境成本核算现状

现阶段Y煤化工企业环境成本核算的会计处理

如下：

（1）预付某污水处理公司污水处理费：借：制造

费用——环保费用（排污费）408975.30；贷：预付账

款——其他预付款408975.30。
（2）付中水回购费用：借：基本生产成本——动

力（水费）2676871.1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

项税额）——自购455068.10；贷：财务公司存款——

财务公司3131939.20。
（3）预付炉渣清运费：借：制造费用——排污费

31732.83，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

额）——运费 3490.61；贷：预付款项——材料费用

35223.44。
（4）预付四季度排污费：借：制造费用——排污

费310620.18 ；贷 ：预 付 账 款 —— 其 他 预 付 款

310620.18。
（5）付烟气脱硝改造项目竣工环保验收检测费：

借：在建工程——待摊支出（检测费）48000；贷：财务

公司存款——财务公司48000。
从上文可知，Y煤化工企业在进行环境成本核

算时，仅仅计算了应该由企业负担的部分责任成本，

其余如由废气排放造成的外部污染，不仅没有计算，

而且由污染导致的罚款也只是计入了管理费用中，

并没有引起企业足够的重视。虽然企业已经采取了

一些措施来减少对环境的污染，但无论是中水回购

循环使用还是安装脱硫脱硝项目设备，企业都没有

考虑到应该以独立的环境成本进行核算计量，并最

终分配到对应产品甲醇、醋酸中。因此，下文基于生

命周期法核算企业环境成本，来对比究竟哪种方式

更符合企业的实际情况。

四、基于生命周期法核算企业环境成本

（一）Y煤化工企业的生命周期阶段

由于Y煤化工企业是一种以煤为原料进行发

电、提供动力并且最终合成产品的企业，期初期末没

有在产品与产成品之分，且属高污染企业。通过对该

公司进行实地考察，收集其生产过程中排放的各种

废气、废水、废渣等的数据，将生命周期理论作为计

量其环境成本的基础，并运用作业成本法进行分配，

试图揭示能源化工型企业环境污染的现状。

对于Y煤化工企业而言，在该企业生产产品之

前，会先进行相应的甲醇醋酸项目设计与建造。此过

制浆 煤化气 低温
甲醇洗

甲醇

发电与
动力 醋酸

煤

煤 空分
废渣

废
气
脱
硫
、碳
、氮

废水、
废试剂

CO2 SO2 NOX

加
试
剂

图 2 Y煤化工生产流程

加试
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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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涉及环境评价环节，即市环保部门会对甲醇醋

酸项目的环境影响进行评价，发生的费用记为环评

费。但由于这笔费用发生时间已较为久远，且具有较

大主观性，故仅按甲醇醋酸系数分配处理。甲醇和醋

酸就是整个工厂的主要产品，当然还有CO2之类的

副产品存在，但由于其数量较小且大多可以再生产

利用，故暂时不予计量。

由于甲醇与醋酸的产品特殊性（即从产品的包

装阶段至循环利用等阶段对环境产生的影响难于计

量），因此考虑Y煤化工企业对环境的影响时，可以

将Y煤化工的生命周期依次划分为产品设计与原料

的获取阶段、产品生产阶段这两个阶段。在产品设计

与原料的获取阶段，该企业所用原料为原煤，都来自

于附近地区的煤矿企业。在产品的生产阶段，由于采

购的原煤是高硫高硝煤，所以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大

量的污染物，故投入建设脱硫脱硝装置，将净化后的

烟气由烟囱排入大气。该企业生产废水及生活污水

经过处理达标后，对部分中水会回购利用，其余部分

则交由污水处理厂处理。该企业合成、造气车间因生

产产生的灰渣均由拉渣汽车运出进行综合利用或送

往灰场贮存。

（二）环境成本的计量

该企业所用原煤来自附近地区 5个矿点，经由

汽车运输，该企业并不直接承担原料开采对环境的

影响，但根据生命周期理论，在企业原料的获取过程

中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也应该纳入企业的外部环境成

本。煤化工企业产生的污染物主要有 SO2、NOx、
CO2、炉渣。众所周知，SO2是造成酸雨的罪魁祸首，

CO2是温室气体，而NOx产生的温室效应大约是

CO2的200多倍，环境成本计量见表1。
（三）环境成本的分配

计算出具体企业每项环境成本内容的数据之

后，便是如何将各项环境成本分配到对应的产品中

去，而优化企业的环境业绩只有在进行分配之后方

能实现。按照传统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制造费用是

以产量为标准进行分配的，期间费用则直接计入损

益。本文所研究的企业基本上属于大量单步骤生产

企业，依据传统财务会计制度，制造费用属于直接费

用，故无需归集分配就可以直接计入生产成本。甲

醇、醋酸生产的特点是期末没有在产品与产成品之

分，所以也不存在生产费用在期末在产品以及在完

工产品之间的分配问题，其成本核算较为简单，将当

期（会计期间）的全部生产费用加上非生产费用就形

成了产成品成本。

可是由于企业的合成与醋酸车间分别生产的甲

醇与醋酸并不相同，各自使用的原材料也不同，且醋

阶段

产品设
计与获
取原煤

总计

产品
生产

总计

环境成本内容

环评费

森林价值损失

人体健康损失

废水排放

废气排放

固体废弃物

危险化学品处
理

治理环境设备
投资

计量方法

预防支出法

生产率变动法

意愿调查法

生产率变动法

生产率变动法

生产率变动法

预防支出法

预防支出法

参数选择

甲醇与醋酸项目设计时产生

每吨煤开采扰动表土 1.1t，土壤平均容重 1.5t/m3；土层厚
0.3m；森林价值 2.28 万元/ha，该公司年耗煤量约为 73.78
万 t
经调查额外支付 258.20元/月，职工意愿从事其他无危险
工作，平均每年直接影响人数共500人

厂区全年排水量70万m3，废水环境价值9.6元/m3

包括锅炉废气与工艺废气两部分，锅炉废气 165.53kg/h，
运行 8000h；工艺废气是以原料煤含硫总量减去硫回收硫
磺产量的数量来计算，是 194199.79kg；SO2、NOx 环境价
值为 1.2元/kg，烟尘为 0.6元；SO2、NOx当量常数为 0.95，
烟尘为2.18
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气化炉渣、锅炉渣处理费用，年产
渣量 12万 t，炉渣环境价值 46元/t；第二部分厂区内部运
输费用年产渣量787730t，环境价值为1.24元/t

废试剂、COD废液等处理费用

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投入资金为 3104.8万元，第二部分
运行成本为1993.6万元

计量结果（万元）

6

411.2

154.92

566.12
580.6

216.33

649.68

10

5098.4

6555.01

表 1 Y煤化工企业环境成本计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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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是以消耗甲醇进行生产，因此两者在生产过程中

产生的有毒有害物质的种类与程度必定不同。从生

产流程（图 2）中就可以看出，甲醇生产过程中会产

生大量的废气、废渣，而在醋酸生产过程中并不会产

生废气与废渣。若简单将环境成本（排放物的防治费

用）统统归入一般费用（如记入“制造费用”科目）

中，并以甲醇与醋酸的转化系数（醋酸生产过程中消

耗甲醇与原甲醇产量直接的比值）进行分配，其结果

将是锅炉废气与工艺废气作业成本以及固体废弃物

作业成本这两部分分配数据失真。如果管理者想要

具体考核生产流程中某步骤的细分环境成本时，得

到的数据便与实际情况不符，无法获得甲醇与醋酸

环境成本的真实信息，不利于其做出符合获得最佳

环境效益策略的生产经营决策。

针对这种情况，本文认为可以在环境成本分配

阶段运用作业成本法对该企业的产品成本进行分

配，如图3所示：

（1）之前每个环境成本内容可能对应的作业成

本库并不唯一，应当仔细分析后确定合适的作业成

本库，例如废气排放污染就包含有锅炉废气与工艺

废气两部分，对应的成本动因也不相同。

（2）确定成本动因后，应先计算出成本动因率，

以便于计算该作业甲醇醋酸各自耗用的成本动因数

量，从而更真实地反映两种产品环境成本的耗用情

况，而并非以Y煤化工原有的甲醇醋酸转化系数来

分配。

（3）将采用作业成本法分配后的环境成本与企

业原有成本计量分配方法进行比较，哪个更真实、更

全面一目了然。

由表 2可知，按该企业生产流程图将环境成本

在甲醇与醋酸之间进行分配的结果如下：甲醇耗费

4.19万元危险化学品，醋酸耗费 5.81万元危险化学

品，甲醇耗费243.16万元废水，醋酸耗费337.44万元

废水。甲醇耗费环境成本共 6780.39万元，而甲醇年

产量是25.47万吨，故甲醇的单位环境成本为266.21
元/t；醋酸耗费环境成本共346.74万元，醋酸年产量

是27.14万 t，故醋酸的单位环境成本为12.76元/t。
依据调研的数据，该企业在原来的成本计算方

式下，甲醇的年成本总额为32787.35万元，扣除副产

品回收（CO2、SO2等）854.7万元，剩余为31932.65万
元，其单位成本为 1253.73元/t；而醋酸的年成本总

额为 40562.56 万元，单位成本为 1494.57 元/t。而
按照将该企业制造费用中的排污费扣除后，甲醇的

年成本总额为31574.02万元，单位成本为1239.66元/t，
加上甲醇的单位环境成本 266.21 元/t，得到甲醇

真正的单位成本为 1505.87元/t。同理，醋酸扣除排

污费后的年成本总额为 40064.86万元，单位成本为

1476.23元/t，加上醋酸单位环境成本 12.76元/t，醋
酸真正单位成本为 1488.99 元/t。具体计算如表 2
所示。

基于此，将采用生命周期法与作业成本法相结

合的环境成本核算方式所得到的企业产品真实的单

位成本与原有的传统方式所计算得出的单位成本比

较之后，甲醇环境成本得到合理的归集分配，其单位

成本不仅不低于醋酸，反而要比醋酸高出一些。本文

建议Y煤化工企业应该引起相应的重视，考虑从以

下方面进行环境成本优化改善：

（1）改进生产工艺。在美国等国家，生产甲醇醋

酸等的化工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已实现全面采用天

然气为原料，其特点是副产品少，所以污染小，无需

森林价值
作业成本
411.2万元

原煤数量
（t） 5.57元/t

人体健康
作业成本
154.92万元

职工人数
（人）

3098.4
元/人

锅 炉 废 气
作 业 成 本
157.27万元

运行时间
（h）

废气数量
（kg）

甲醇产量
（t）

炉渣数量
（t）

工 艺 废 气
作 业 成 本
59.06万元

厂 区 治 理
作 业 成 本
5098.4万元

固体废弃物
运 输 处 理
作 业 成 本
649.68万元

196.59
元/h

3.04
元/kg

200.17
元/t

6.69
元/t

甲
醇
醋
酸
生
产
阶
段

项
目
设
计
与
原
煤
获
取
阶
段 甲

醇

醋
酸

生产
阶段 作业成本库 成本动因 成本动因率 产品

危 险 化 学
品 废 液 处
理 作 业 成
本10万元

废 水 污 染
作 业 成 本
580.6万元

0.2
元/kg

废液数量
（kg）

8.75
元/m3

废水数量
（m3）

图 3 该企业环境成本分配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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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相应的脱硫脱硝处理，环境成本减少很多。

（2）选择外购甲醇。考虑到现阶段我国天然气不

足以大量应用于甲醇醋酸的生产，那么可以向甲醇

提炼技术更成熟、对环境污染更小的企业购买原料

甲醇用于生产醋酸以及其他化工产品。

（3）将企业的产品进行转型升级。近几年来，受

国内能源行业普遍低迷的影响，Y煤化工企业的甲

醇醋酸产品的价格持续走低，并伴有较为严重的产

能过剩现象。基于这种情况，再参考神华集团采用自

主研发的煤液化技术，在内蒙古鄂尔多斯投产了煤

制油项目，已被中国煤炭工业“十一五”发展规划列

为煤化工示范工程。Y煤化工企业同样可以考虑建

设升级煤制油技术，将主要产品升级转变为石脑油、

汽油、柴油等其他化工产品，以替代现在高环境成本

的甲醇醋酸产品。

五、启示

从Y煤化工企业的案例，我们可以认识到：

采用两种不同核算方式得到的结果大相径庭，

说明了选择合理科学的环境成本核算方式对企业决

策者掌握真实的环境成本信息至关重要。而且企业

环境成本的计量分配应当单独列示，而不是计入单

一账户如“制造费用”中。传统的财务会计往往习惯

于简单地将产品生产过程中相关环境成本费用化，

并没有尝试从作业的角度寻求真正驱动对应作业成

本行为的因素，不能真实全面地反映企业整个生产

过程中到底付出了多大的环境代价，尤其是外部环

境成本。

从宏观制度方面，政府应加快建立一套符合我

国工业企业实际情况的环境成本核算指导标准。这

样一来就可以解决由于现有的环境成本核算方式较

多，导致企业在实际操作中无所适从的问题。从微观

个体企业方面来讲，管理者应该注重培养重视环境

成本的意识。通过实地调研后发现，像Y煤化工这样

的大型国有高能耗高污染企业虽是排放大户，却仍

没有提高对环境成本方面的重视，而在同行业民营

企业中这样的情况可能更加普遍，由此可见我国发

展环境会计的道路仍然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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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成本计算方式下：

单位成本（未扣除排污费）

基于生命周期法结合作业成本法下：

森林价值作业成本

人体健康作业成本

锅炉废气作业成本

工艺废气作业成本

厂区治理作业成本

固体废弃物运输处理作业成本

危险化学品废液处理作业成本

废水污染作业成本

单位环境成本

真实单位成本（扣除排污费）

甲醇

1253.73
甲醇

411.2
154.92
157.27
59.06
5098.4
649.68
4.19

243.16
266.21
1505.87

醋酸

1494.57
醋酸

0
0
0
0
0
0

5.81
337.44
12.76

1488.99

表 2 基于产品生命周期计算产品单位成本前后对照

单位：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