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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聚焦国家政策导向,梳理国内外自然资源资产核算研究进展和研究现状,追溯自然资源核
算的发展历史,界定自然资源资产核算相关概念内涵,为提出自然资源资产核算体系打下基础。本文对各
种核算方法进行比较和适用性分析,选出在数据可得、计算方法难易程度、核算结果准确度等方面较为
合适的核算方法。对资源进行实物量核算和价值量的评估,尝试建立实物量转换到价值量之间的参数标
准,并展望下一步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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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Study on Accounting Methods of Natural Resource Assets
Xiaoyue Hu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Abstract] Focusing on the national policy orientation,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research progress and status quo
of natural resource asset accounting at home and abroad, traces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natural resource asset
accounting, defines the concept connot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 asset accounting, and lays a foundation for
putting forward the natural resource asset accounting system. Then, a variety of accounting methods a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for suitability to select a more appropriate accounting method in terms of data
availability, difficulty of calculation method and accuracy of accounting results. Physical quantity accounting and
value quantity evaluation are carried out for resources, and the parameter standard of physical quantity
conversion to value quantity is attempted to be established, and the next research direction is prosp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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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地、渔场和水；也包括对绝大多数人

表 1 资源价值量核算方法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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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和水的过滤、防洪、碳储存、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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