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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三维模型的雾霾治理会计信息披露探析

【摘要】结合“长株潭”雾霾的形成机理，以物质流成本会计理论、生命周期评价理论及价值链理论

为基础，构建“企业/长株潭的物质流—价值流—组织”三维模型和“企业/长株潭”PM2.5的排放指标体

系，并提出基于价值链的雾霾计量法和基于三维模型的雾霾治理会计信息披露法，能够清晰地反映出雾

霾治理相关会计信息，为企业的资源节约及环境负荷降低提供详细数据与信息支持，从而提升雾霾治理

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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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我国雾霾天气频现，波及范围广、持续

时间长。雾霾主要由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可吸入颗

粒物三项组成，前两项为气态污染物，最后一项颗粒

物加重了雾霾天气。其中，细颗粒物PM2.5（其空气

动力学当量直径≤2.5微米，仅为毛发粗细的三十分

之一）容易进入人体肺部的深处，引发哮喘或支气管

炎等呼吸系统疾病，还有可能加大罹患肺癌的风险，

并给心脑血管系统带来不良影响。此外，它还影响农

业和工业的生产效率。2016年度湖南省环境质量状

况显示，全省14个市州所在城市全年环境空气中二

氧化硫（SO2）、二氧化氮（NO2）、一氧化碳（CO）、臭

氧（O3）等四项污染物浓度均优于国家二级标准；但

PM10（可吸入颗粒物）和PM2.5（细颗粒物）年均浓

度均超过国家二级标准。“长株潭”（湖南省长沙市、

株洲市、湘潭市的统称）地域是雾霾天气的重灾区。

尽管部分学者借鉴英国、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的环

保经验从治理政策目标、体系、工具、管理体及评估

机制等方面给出了完善我国雾霾治理的建议，但目

前我国尚无一套兼顾科学与效率的具有中国特色的

雾霾治理会计信息披露方法与体系，即国家对于

PM2.5的排放量核算标准及雾霾治理会计信息披露

标准尚未做出系统的规定，学界也未形成公认的雾

霾治理会计信息披露机制。这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现

代化进程的重要挑战。

目前，“长株潭”在雾霾治理会计信息披露制度

理论与实务方面还不够成熟，存在披露依据标准未

完全统一，披露模式不统一，披露位置散乱、不成体

系，披露内容不够全面，披露时定性描述多于定量描

述以及行业间的披露情况差别较大、可比性差等诸

多问题。鉴于此，探讨构建基于三维模型的“长株潭”

雾霾治理会计信息披露模式，对“长株潭”的“两型社

会”（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无疑具有

较大的应用价值和战略意义。

二、“长株潭”雾霾的形成机理

（一）产业链中的雾霾排放三段计量法

产品的全生命周期包括原材料采购、加工、制

造、运输、消费、废弃、回收及再利用等过程。全生命

周期的雾霾治理应由原来的“生产→出库”延伸到

“摇篮→坟墓”，即除了包括产品生产、产品使用，还

应包括从原材料生产和废弃物处理角度进行“从摇

篮到坟墓”的全过程治理。目前，有关雾霾的计量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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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参考GHG（Greenhouse Gas）国际标准三段计量

法。GHG适用于碳管理会计。笔者认为从产业链角

度，人类活动或者自然界形成的雾霾途径主要包括

三个方面：①企事业单位在作业过程中消耗原材料、

能源物质等导致的直接排放等。②上下游供应者作

业时的排放，如上游采掘企业在采掘原材料过程中

的排放；电力、热力供给过程中的排放；下游企业在

产品运输、产品使用过程及产品废弃过程中的间接

排放等。③其他间接排放，如企业职工上下班途中使

用交通车辆的排放和废弃物处理过程中的排放及废

弃物再资源化过程中的排放等。

（二）“长株潭”雾霾的形成过程

“长株潭”以长沙、株洲、湘潭三市为核心，辐射

包括岳阳、常德、益阳、衡阳、娄底五市。该地域雾霾

的成因主要包括能源消耗、机动车尾气排放、工业过

程排放及扬尘等。其中，在工业过程排放的雾霾不再

仅仅局限于产品生产制造，而需要追溯至资源开采

环节和延伸至产品寿终处理环节。在GHG国际标

准三段计量法的基础上，笔者认为，雾霾治理会计信

息分析与披露应贯穿于物料的全生命周期，贯穿于

“长株潭”产业链的整个上、下游企业。这与循环经济

由小循环、中循环和大循环三种模式构成的原理相

吻合。从全生命周期的角度观察得出，企业层面的小

循环是“资源→产品废弃”的代谢过程；在产业链中

则是“上游企业（目标3）原材料（或废弃物）→（目标

2）半成品→（目标 1）原材料的使用、燃料消耗生成

产成品→下游企业（目标3）产成品运输→产成品废

弃→回收处理→再资源化”的过程，企业层面与行业

相联系，地域层面与产业链相联系。“长株潭”的工业

污染、燃煤污染、城乡面源污染都是治理重点，流程

中的各个作业活动产生的雾霾等污染物共同导致了

“长株潭”地域的雾霾天气。“长株潭”雾霾形成过程

见图1。

三、雾霾治理会计核算与信息披露方法

雾霾治理会计核算的实践应用必须依赖于物质

流分析的信息收集、数据处理与核算，信息基础涵盖

原始数据与信息收集、数据处理与加工、数据与信息

集成、数据输出四大部分。在对前后数据或信息进行

对比分析后，再来评价方案效果。如果方案效果明显

或有效，则予以巩固与完善；如果方案效果较差或无

效，则需重新分析原因，寻找差距，重新制定方案予

以改进或完善，直至问题的解决。

（一）物量中心界定

物量中心是基于价值链的雾霾计量法分析中最

基本的核算单元，以区域特定生产企业或生产流程

中的某一部分构成，主要职能是对雾霾治理会计核

算分析所需数据进行统计和归类。根据研究对象的

规模，物量中心既可以指一个企业也可以是一条产

业链，再根据生产过程分为若干个物量中心。物量中

心是雾霾治理会计信息收集的基本单位，首先应明

确物量中心的雾霾污染物直接排放情况；其次计算

物量中心雾霾污染物的间接排放；最后核算其他间

接排放。

（二）基于价值链的雾霾计量方法

价值链是互不相同但相互关联的生产经营活动

图 1“长株潭”雾霾形成过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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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的一个创造价值的动态过程。行业价值链分析

是将企业的上、下游企业列出，并找出主要供应商

（上游企业）及主要顾客（下游企业）进行成本与利润

分析及外部负担环境损失分析，最后决定最佳合作

策略。具体到雾霾计量方面，物质流成本会计

（Material Flow Cost Accounting，即MFCA）将经济

计算与生命周期下的环境评价相融合，构成了资源

流转与环境损害的“经济—环境”二维计算与评价结

构，称为资源价值流会计方法体系。其中，“资源”被

界定为输入企业的原材料、燃料等物质，资源价值流

会计方法体系包括“内部资源流成本计算”“外部损

害价值评估”“资源流内部损失——废弃物外部损

害”三种方法，并将三种方法进行融合集成，形成较

完整的计算与评价模式。基于价值链的雾霾计量表

包括正制品、负制品（内部负担环境损失）和废气排

出量（外部负担环境损失）。在不同的作业活动环节

（或称物量中心），正制品成本主要由物质流成本、间

接成本和能源成本构成，负制品成本主要包括材料

成本、系统成本、能源成本及废弃物管理成本，废气

排出量主要包括原材料使用时排出量、燃料消耗排

出量及其他排出量。若干个物量中心排放雾霾的量

与若干个物量中心的成本之和，加上废气排出量构

成一个价值链，若干个价值链就构成了雾霾计量表，

如表1所示。

基于价值链的雾霾计量法可以较完整地反映生

产工艺全流程的成本和雾霾排放情况。即进入企业

生产经营活动的资源在若干个物量中心流转后，除

少部分负制品在内部企业循环外，大部分资源以正

制品或以雾霾为代表的废气等新的资源形态予以输

出，按合格品、废弃物两个物料流出方向分别计算产

成品成本（正制品）、废弃物损失（负制品）及雾霾为

代表的废弃物成本。通过对上游及下游企业的经营

活动进行分析，明确环境保全计划、已估算的环境保

全成本和基于价值链排放的雾霾减少量三者关系，

有助于管理者把握环境保全活动和内部负担环境损

失以及外部负担环境损失之间的关系，对雾霾治理

决策的制定意义重大。

（三）基于三维模型的雾霾治理会计信息披露

模式

目前，大多数的雾霾治理文献多以产品制造环

节为研究对象，较少涉及产品运输、产品消费、废弃

物回收、再资源化等阶段的雾霾治理会计信息披露。

即并没有将雾霾治理会计信息披露与全生命周期视

角下的物质流转融合，使雾霾治理会计信息披露贯

穿于从资源开采到产品制造、运输、使用、废弃、回收

等各阶段，从而由车间、企业、行业层面向工业生态

园区层面延伸。雾霾包括从发射源直接排放的颗粒

以及发射源排放的氮氧化物、二氧化碳、氨等原因物

质在大气环境中移动扩散，并发生化学变化及颗粒

化后生成的物质，涉及的物质和排放源众多，且行业

和业态多种多样。不同企业、不同行业的雾霾排放量

应如何确认呢？

目前确认雾霾的排放量（以PM2.5为例）主要采

用推算法，推算类型分为四种，包括排放系数型、自

主申报计划型、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申报型和其他类

型。具体见表2。

注：QC表示物量中心，VC表示价值链。

正制品、负制品
活动

正制品（资源有效利用成
本）（计量单位：万元）

负制品（内部负担环境损
失）（计量单位：万元）

总成本

废气排出量（外部负担环境
损失）（计量单位：万/m3）

物质流成本

间接成本

能源成本

材料成本

系统成本

能源成本

废弃物管理成本

原材料使用排出

燃料消耗排出

其他排出

VC1

QC1 …

…

…

…

…

…

…

…

…

…

…

…

QCg 小计

…

…

…

…

…

…

…

…

…

…

…

…

…

VCN

QCM …

…

…

…

…

…

…

…

…

…

…

…

QCX 小计

VC1~VCN

总 计

表 1 基于价值链的雾霾计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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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株潭”雾霾治理对策旨在将控制措施与自主

申报措施结合在一起。对于控制措施的实施，需针对

受雾霾天气影响大、社会责任重大的企业，即依据推

算类型A的最终产品生产厂家、行业团体提供原材

料的生产量和排放系数等推算出不同产生源种类的

PM2.5排放量。其他生产厂家和行业团体等依据政

府提出的节能减排目标，对不同物质、不同行业的排

放量进行自主申报，设定本行业和企业的PM2.5减
排量目标，开展PM2.5减排措施。通常在自主申报企

业、行业团体等汇总阶段把物质数据区分出来，其余

部分利用文献值等分配到不同物质，再依据产业数

据等和企业统计数据等，通过各类指标分配到“长株

潭”地域。具体见图2。
雾霾治理会计核算分析的最终目的在于通过信

息披露和报告为企业内部管理和政府部门等提供决

策支持，最终改善企业和地域的雾霾污染状况。因

此，本文借鉴肖序教授团队的环境管理会计“物质流

—价值流—组织”三维模型研究构建基于三维模型

的雾霾治理会计信息披露模式，揭示企业和地域的

雾霾污染物排放情况。为了解决因物料在价值链或

推算类型

A.排放系数
型

B.自主申报
计划型

C.环境空气
质量标准申
报型

D.其他类型

推算方法

正制品生产量×分配系数 a+负制品生产
量×分配系数b=PM2.5排放量
使用量主要是行业团体提供的采掘量。部
分数据通过问卷获得，还有部分数据是行
业团体推算得出的

行 业 团 体 等 的 自 主 申 报 计 划 涉 及 的
PM2.5 排放量用捕获率进行修正后计算
得出

应用申报排放量、申报外排放量推算

其他（不适用于A、B、C的部分）

表 2 不同企业/行业雾霾排放量的推算方法

图 3“企业/长株潭”雾霾治理三维模型

资源 制造 物流 使用 废弃 回收

黄山
水口山

株冶

正制品

负制品

系统成本

废弃物
损害价值

经济
附加值

价值流

物质流

湘潭
长沙

株洲

正制品

负制品

系统成本

废弃物
损害价值

经济
附加值

价值流

物质流资源 制造 物流 使用 废弃 回收

组织

图 2“长株潭”地域PM2.5排放量信息汇总

“长株潭”地域产品生产量和排放量等的信息汇总

推算类型A
最终产品生产厂家、行业团体

提供或本调查问卷收集

生产量、含量、排放系数

推算类型B
矿石等生产厂家、行业团体等

自主申报企业的
排放量、捕获率

申报排放量
申报外排放量

推算类型C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公布数据

推算类型D
其他

其他种类排放量与
其他种类排放量之比

通常在自主申报企业、行业团体等
汇总阶段已分为不同物质数据，其
余部分利用文献值等分配到不同
物质

不同产生源种类PM2.5排放量

“长株潭”地域PM2.5排放量 不同物质的PM2.5排放量

依据行业统计数据等
用各类指标分配到“长株潭”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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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间流动而产生的环境损害影响评估受到组织边

界的限制问题，该三维模型以全生命周期的物质流

为依据，运用基于价值链的雾霾计量方法来确认雾

霾的排放量，“长株潭”的雾霾治理信息除了包括产

品生产、产品使用，还应包括原材料生产和废弃物处

理等，以便于进行全生命周期的评价，由此构建了

“企业/长株潭”雾霾治理三维模型。具体见图 3。其
中：物质流维度是全生命周期中相互关联、相互影响

的一系列价值创造活动形成的链式集合，具体涵盖

资源、制造、物流、使用、回收、废弃等环节；价值流维

度反映了诸如正制品、负制品、系统成本、废弃物损

害价值、经济附加值等依托于输入组织的原材料、能

源等实体物质资源在时空流转中的价值转移；组织

维度分为企业和“长株潭”两个层级。三维模型中物

质流、价值流和组织三个维度之间存在复杂的对应

关系，通过模型中的任何一个模块即可剖析特定组

织层级因物质流转活动而产生的雾霾排放量与信息

披露情况，为雾霾治理奠定了良好的信息基础。

从图3可以看出，对于流程制造业企业而言，企

业层面的资源价值流分析以车间为基本业务单元，

地域层面的资源价值流分析以企业为基本业务单

元。三维模型中的第一部分（企业层面），以株冶、水

口山、黄山等企业为例，从“物质流—价值流”二维角

度对企业层面的资源输入、产品制造、产品运输、产

品使用、产品废弃、废弃物回收、废弃物再资源化过

程中雾霾的排放量进行全方位的计量与披露；第二

部分（“长株潭”层面），对长沙、株洲、湘潭三市各企

业雾霾的排放量进行汇总，最终得出“长株潭”地域

内所有组织排放的雾霾总量，有助于分析企业内部

物质流转、能量转化、产品运输、产品消耗、废弃物回

收及其再资源化中雾霾的排放量，进而为企业雾霾

治理的综合评价提供依据。

四、应用示范

“长株潭”地域的某冶炼公司是集有色金属采

矿、选矿、冶炼、加工、贸易于一体的大型集团公司，

以该公司碳素阳极生产工艺为例来进行格式示范。

碳素阳极生产工艺流程为：以石油焦为主要原料，液

体沥青为粘结剂，石油焦经粗碎后送入回转窑，在高

温下进行煅烧，煅烧后的石油焦进入冷却机，用冷水

直接和间接冷却后得到煅后焦。煅后焦、残阳极以及

收尘粉等物料经中碎筛分后，按一定配比送入连续

混捏机与液体沥青一起混捏，经成型机制成一定规

格的生阳极块，送入焙烧炉焙烧，焙烧块送仓库堆存

或送阳极组装车间组装后待用，因而得出其生产工

艺PM2.5的排放流程图。详见图4。

2016年公司碳素阳极产量为 10290930.3吨，其

中部分模块构成如下：组装合格块859661.6吨；自用

阳极焙烧块 353736.7 吨；商品焙烧阳极块 155823
吨；阳极生块为 16326.9吨；商品生块 11191.9吨。在

碳素阳极生产的原材料单耗方面，2016年该公司碳

素阳极组装块石油焦单耗为 902.82Kg/T；沥青单耗

为156.2Kg/T。以2016年产量10290930.3吨为基数，

废弃物折合碳素阳极数量，推算出该公司碳素阳极

生产的物质流输出结果，详见表3。

输入
（生石
油焦）
合计

材料数量（T）

材料成本

能源成本

系统成本

合计

1135194.9

198931.3万元

39555.6万元

82766.4万元

321253.3万元

输
出

正
制
品

合计

负
制
品

合计

数量（T）
材料成本

能源成本

系统成本

数量（T）
材料成本

能源成本

系统成本

11320023.3
198931.3万元

37511.2万元

78488.7万元

314931.2万元

61694.1
0万元

2044.3万元

4277.6万元

6321.9万元

表 3 碳素阳极物质流分析表

图 4 碳素阳极生产工艺PM2.5排放流程

碳素阳极生产工艺PM2.5排放流程图

生产消耗过程输入过程 输出过程

主要材料：

石油焦、沥青、液

碱、氯化钙

主要产品：

阳极炭块（组装块）

正制品PM2.5

生产

消耗

主要能源：
水、电、蒸汽、重
油、汽油、泾油、
压缩空气

污染产出（废物流）：
废水、废气、SO2、HF、
沥青烟、烟尘、氯化物、
悬浮物、油（废水含）
负制品PM2.5

减量化 再循环、再利用 无害化

最
终
处
置

盐溶
电解
再资
源化
PM
2.5



□·54·财会月刊2018. 05

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的资源投入量、资源消耗量

以及产品与污染物的排放量，与其产值、附加价值及

资源成本费用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因果逻辑和内在关

联。表4中的输入指所有投入生产过程的资源总和，

包括生产原料、能源物质等，描述输出过程的指标包

括正制品PM2.5排放量和负制品PM2.5排放量，表

示物质在流动过程中产生的由正制品分担的分配系

数是一种比例关系，它是PM2.5量化过程中的重要

因素。根据图4可知：

PM2.5 在正制品中的分配系数 a=（正制品

PM2.5排放量÷投入物总量）×100%
PM2.5 在负制品中的分配系数 b=（负制品

PM2.5排放量÷投入物总量）×100%
PM2.5 再资源化时的分配系数 c=（再资源化

PM2.5排放量÷投入物总量）×100%
企业节能减排需考虑的PM2.5排放系数d=（负

制品PM2.5排放量÷正制品PM2.5排放量）×100%
借鉴资源生产率、环境效率评价方法以及 IPAT

方程的基本原理，以此定位构建基于资源效率、附加

价值产出效率以及环境效率一体化的雾霾治理评价

分析方程式：

环境污染物排放量=资源投入量× 产值

资源投入量

× 附加价值

产值
× 环境污染物排放量

附加价值

即：环境污染物排放量=资源投入量×资源效

率×附加值产出率×环境效率。其数学表达式为：

EPi=RIi×Rpi×Vpi×Eei

其中：EPi表示第 i流程的环境污染物排放量；

RIi表示第 i流程资源投入量；Rpi表示第 i流程资源

效率（产值/资源投入量）；Vpi表示第 i流程附加值产

出效率（附加价值/产值），即资源价值流转循环带来

的附加值相对产出比率；Eei表示第 i流程环境效率

（环境污染物排放量/附加价值）。

由上式可知，EPi为企业环境负荷量强度，可以

分解为右边四个因素的连乘积。将上式中的资源投

入量左移，与环境污染物排放量相除，则公式变形之

后得到：

Rwi=Rpi×Vpi×Eei

其中：Rwi表示第 i流程单位资源投入所产生的

环境污染物排放量比率，即单位资源投入的环境负

荷量（环境污染物排放量/资源投入量）。进一步按各

组成要素进行展开，采用替代因子进行结构分析。在

输出端，可推导：

Eei=EVAVi×
1

DEDVi
=EVAVi×（1-RDri）

式中：Eei表示第 i流程环境效率；EVAVi表示第

i流程单位经济附加值的外部损害价值；DEDVi表示

第 i流程单位污染物的外部损害价值；RDri表示第 i
流程回收处置率。作为企业资源消耗、经济产出及环

境负荷的综合评价分析等式，资源价值流转方程式

的内部因子具有联动性。按因素变动情况来分有单

因子变动分析和多因子结构联动分析两种。

将Rwi=EPi/RIi=Rpi×Vpi×Eei变形扩展为：

EPi=RIi×Rwi=RIi×Rpi×Pwi=RIi×Rpi×Vpi×
Eei

EPi=AVi×Eei

EPi=PVi×Pwi=PVi×Vpi×Eei

其中：Pwi表示第 i流程单位产值环境负荷率

（污染物排放量/产值）；AVi表示第 i流程的资源流

转附加价值，即资源流转中产生的价值增量；PVi表

示第 i流程的产值。

将以上三式联立，则可进一步整理为：

EPi=RIi×Rwi=AVi×Eei=PVi×Pwi

由此可以分析企业、地域间的资源消耗、环境负

荷及经济效益间的两两关联及定量关系。同时，可进

一步将分析对象细化为总能耗、固体废弃物及各物

量中心PM2.5的排放量进行分析。在碳素阳极生产

过程中，产生的主要环境负荷为烟气、粉尘和焦油。

故得出该公司 2016年碳素阳极生产的废弃物数据

见表4。

从企业层面来看，物质流遵循一定的制造流程

和标准，资源经过功能不同的组织（如物量中心）时

以正制品、负制品等实物形态存在，同时在物质流转

过程中各物量中心产生PM2.5排放量。“长株潭”地

域的企业众多，涉及采掘业、制造业、物流业、服务

业、建筑业等行业，众多企业PM2.5排放量之和构成

了长沙、株洲、湘潭三城市的PM2.5排放总量，三城

市的 PM2.5排放总量之和构成了“长株潭”地域的

PM2.5排放总量。具体见图5。
综上所述，从“企业/长株潭”PM2.5排放指标体

碳素阳极
废弃物产量

烟气/粉尘

388421.8

渣/粉尘

14474.9

尾气/粉尘

41174.3

焦油

18779.9

表 4 2016年某冶炼企业碳素阳极生产的
主要环境负荷 单位：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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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中，可以清晰直观地了解和

追踪资源流转过程中正制品

PM2.5排放量、负制品 PM2.5
排放量及废弃物 PM2.5排放

量、处理量以及产生的损害价

值、资源流转附加价值等。当

然，依据不同的管理需求，还

可以只对其中的部分数据与

信息进行列示或标记，形成相

对应的雾霾治理结果表或分

析表。也可以针对特定的物量

中心、生产线、分公司等进行

详细描述与分析，形成特定对

象的雾霾治理报告。此外，与

雾霾治理相关的其他信息，或

者是上述披露形式无法揭示

的内容可在相关情况说明书

中列示。总而言之，“长株潭”

雾霾治理会计信息披露从组

织层面（主体）来看分为企业

和“长株潭”地域两类。从企业

的披露内容来看应当包含两

个方面：一是包括排放清单年

度报告、排放战略、节能减排

措施等与PM2.5排放相关的信息；二是包括排放权

确认、计量与列报的方法等与PM2.5排放权会计处

理相关的会计政策。借鉴《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有关会

计处理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笔者建议编制企业

PM2.5排放权变动情况表（详见表5），以便信息使用

者全面掌握企业乃至整个“长株潭”地域的PM2.5排
放情况，从而做出更加科学合理的雾霾治理决策。

五、结束语

本文结合“长株潭”雾霾形成的机理，以物质流

成本会计理论、全生命周期理论及价值链、产业链理

论为基础，构建了“企业/长株潭的物质流—价值流

—组织”三维模型，并结合某冶炼公司进行了应用示

范。从组织角度来看，雾霾治理会计信息披露可从企

业层面乃至整个“长株潭”地域层面进行，能够清晰

地反映出雾霾治理相关会计信息，以便信息使用者

全面掌握企业乃至整个“长株潭”地域的雾霾治理情

况，从而做出合理判断和决策，为企业乃至整个“长

株潭”地域资源节约及环境负荷降低的提供详细数

图 5“企业/长株潭”PM2.5的排放指标体系

项目

1．当期可用的PM2.5排放权

（1）上期配额

（2）当期政府分配的配额

（3）当期实际购入PM2.5排放权

（4）其他

2．当期减少的PM2.5排放权

（1）当期实际排放

（2）当期出售配额

（3）自愿注销配额

3．期末可结转使用的配额

4．超额排放

（1）计入成本

（2）计入当期损益

5．因 PM2.5 排放权而计入当期损
益的公允价值变动（损失以“-”号
列报）

6．因应付 PM2.5 排放权而计入当
期损益的公允价值变动（损失以

“-”号列报）

数量 金额

表 5 企业PM2.5排放权变动情况表

长株潭

（宏观）

层面

的

PM2.5
排放

指标

体系

企业

（微观）

层面

的

PM2.5
排放

指标

体系

物质流（元素流）
资源
开采

产品
制造

产品
运输

产品
使用

产品
废弃

回收
再资
源化

合计

正制品PM2.5

负制品PM2.5

PM2.5排放量合计

正制品PM2.5

负制品PM2.5

废弃物PM2.5

正制品PM2.5
价
值
流

PM2.5排放量合计

PM2.5排放量总计

正制品PM2.5

负制品PM2.5

PM2.5排放量合计

负制品PM2.5

废弃物PM2.5

正制品PM2.5
价
值
流

PM2.5排放量合计

PM2.5排放量总计

物质流（元素流） 长沙 株洲 湘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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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与信息支持。

具体而言，本文的创新性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

方面：

第一，构建了“企业/长株潭的物质流—价值流

—组织”三维模型，将价值流与全生命周期视角下的

物质流转融合，使雾霾治理会计信息披露贯穿于资

源开采、产品制造、产品运输、产品使用、产品废弃、

产品回收、产品再资源化等各阶段，拓宽了“物质流

—价值流”二维分析的视角，拓展了“物质流—价值

流”二维分析的组织边界，由车间、企业层面向“长株

潭”地域延伸。

第二，提出了基于价值链的雾霾计量法。基于价

值链的雾霾计量法可以较完整地反映生产工艺全流

程的PM2.5排放情况，即进入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

资源在若干个物量中心流转后，除少部分负制品在

内部企业循环外，大部分资源以正制品、负制品或以

PM2.5为代表的废气等新的资源形态输出。按合格

品、废弃物两个物料流出方向分别计算产成品成本

（正制品）、废弃物损失（负制品）及PM2.5的废弃物

成本，便于对雾霾治理成效进行评价，对雾霾治理决

策的拟定意义重大。

第三，提出了基于“企业/长株潭的物质流—价

值流-组织”三维模型的雾霾治理会计信息披露方

法。提出多级组织视角下的雾霾治理会计信息披露

理念，该模型将输入经济系统的资源成本按输出流

向分解为正制品、负制品、系统成本、环境损害成本

及经济附加值等项目，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会

计无法核算 PM2.5导致的环境外部损害价值的不

足，弥补了目前大多数研究多以产品制造环节为研

究对象，较少涉及物流、消费、回收、再制造等阶段的

雾霾治理的会计信息披露，为全生命周期的雾霾治

理工作提供了引领。

第四，立足现有会计、环境方面可获得的数据

与现代计量技术，构建了“长株潭”PM2.5排放指标

体系与企业PM2.5排放权变动情况表，为基于三维

模型的雾霾治理会计信息披露方法的应用起着抛砖

引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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