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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海洋治理视域下海洋资源资产负债表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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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全球海洋治理背景下，以国家为主体的海洋资源资产负债表能够宣示国家海洋主权，服务海洋开发决策，监管人类
海洋行为。海洋资源资产负债表按照海洋资源类型进行核算，海洋资源负债按性质分为政府负债和使用权人负债。在计量上
要审慎乐观，采用实物计量和货币计量，不宜低估海洋资源资产，也不宜高估海洋资源负债。海洋资源资产负债表体系以海
洋资源资产负债表为主表，海洋资源资产和负债变动表为副表，各类海洋资源明细表为子表。国家应协调好海洋资源与陆地
资源核算的范围，近海资源由沿海基层政府核算上报，其他海洋资源由自然资源部统一核算，最终汇总为国家海洋资源资产
负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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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balance sheet of marine resour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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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balance sheet of marine resources of a nation, can declare national maritime sovereignty, facilitate ocean de鄄
velopment decisions, and facilitate the regulation of human maritime behavior. Marine resource assets are accounted accord鄄

ing to the type of marine resources. Marine resource liabilities are divided into government liabilities and market body liabili鄄
ties. Physical measurement and currency measurement are used in measurement. Physical measurement and monetary mea鄄

surementare used in measurement, it is neither appropriate to underestimate marine resource assets nor overestimate marine

resource liabilities. The marine resources balance sheet system is based on the marine resources balance sheet. The statement
of marine resourceschange is the sub-table, and the various marine resource schedules are subsidiary table. The accounting
scope for marine resources and terrestrial resources should be well coordinated. Offshore natural resources are reported by the

coastal grassroots government, and other marine resources are uniformly aggregated by the 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and
finally aggregated into a unified national marine resource balance 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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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是海洋世纪，海洋治理是全球治理的

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统筹
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坚持陆海统筹，坚持走依海富
国、以海强国、人海和谐、合作共赢的发展道路，
扎实推进海洋强国建设。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是我
国“首倡”的生态文明制度创新，正在逐渐“落

地” （Shi， 2015）。在全球海洋治理的时代背景

下，探索如何编制海洋资源资产负债表，使其成为
推动海洋强国建设的有效工具，具有现实和理论意
义。本文从全球海洋治理的视域出发，探讨编制国
家海洋资源资产负债表的定位、确认、计量和报告
问题，以期为保护国家海洋权益、合理开发利用海

收稿日期：2019-04-27；修订日期：2019-07-24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15ZDB160）；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15AGL007）。

作者简介：王世杰 （1983-），博士生，讲师，主要从事自然资源核算研究。电子邮箱：wsj2017@cueb.edu.cn。
通讯作者：杨世忠，教授，博导，主要从事自然资源核算研究。电子邮箱：yangshiz@cueb.edu.cn。

http://hytb.nmdis.org.cn

1期

洋资源、监督海洋经管责任提供理论和方法支撑。

1

53

王世杰 等：全球海洋治理视域下海洋资源资产负债表探析

撑，海洋督查制度需要工具和抓手。海洋资源资产
负债表能够反映政府、企业、居民等主体经营管理

全球海洋治理与建设海洋强国
随着世界各国对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的深入，海

洋争端时有发生，通过漫长的谈判、磋商、妥协，
形成 了 《联合 国海洋法公 约》 （以 下 简 称 《公
约》
）。 《公约》 突破了传统领海公海制度，打破了
海洋强国独霸海洋的局面，建立了国际海洋新秩
序，是全球海洋治理中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里程碑
（朱坚真，2010），为我国海洋强国建设提供了国际
法律基础。
1.1 全球海洋治理和国家海洋权益

全球治理的客体是秩序、环境和人，其中秩序
和环境归根结底是人的行为。全球治理主要是对国
家和国际组织行为的规制。全球海洋治理首先是国
家及国际组织共同协商对各国海洋权益和行为的规
制，再由各国对其政府、企业、居民等主体海洋行
为进行规制 （胡键，2018）。

《公约》 照顾多方面的利益和各区域的政治、
资源、环境情况，对各国海洋空间责任和权利进行
了全面、明确的规范，被称为“海洋宪章”，为规
范国 家海洋权 益提供了国 际法律 基 础。 我 国 于
1996 年 6 月加入 《公约》，并先后颁布了 《中华人
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

经济区和大陆架法》 等法律，明确了中国在内水、
领海、毗邻区、专属经济、大陆架和国际海底的海
洋权益。海洋权益是建设海洋强国的基础，维护自
身海洋权益，充分发展海洋经济是我国建设海洋强
国的必由之路。
1.2 建设海洋强国的部署
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

海洋资源受托责任的落实情况，为涉海决策提供信
息，有利于提高海洋资源利用保护效率 （王斌 等，

2017），为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实现海洋强国战略
提供有力支撑。

2

海洋资源资产负债表研究现状和
定位

资产负债表是近现代企业会计的基础，是反映
组织或单位的资产及其权益的首要报表 （Yang et
al，2014）。1993 年，我国开始探索海洋资源资产
化管理 （钱阔，1993）。2006 年，有学者提出借鉴
会计学理论进行海洋资源核算 （刘良宏， 2006），
编制海洋资源性资产负债表 （许家林 等， 2006）。
2013 年中央提出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之
后，海洋资源核算研究进入了新阶段。
2.1 海洋资源资产负债表文献综述

海洋资源资产负债表是海洋资源核算研究的新

阶段。现代自然资源核算是对国民经济核算内容的
补充， 1993 年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共同推出了 《国

民核算手册：综合环境和经济核算体系》 （System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 Accounting，简称SEEA），
作为 SNA 的卫星账户，首次将环境核算纳入国民
经济核算体系中。最新版本 SEEA2012，已成为世

界各国进行宏观资源环境核算的权威指导性文件
（杨世忠 等， 2017），设置了 7 组自然资源资产账

户，即矿产和能源资源资产账户、土地资产账户、
土壤资源资产账户、木材资源资产账户、水生资源
资产账户、其他生物资源账户和水资源资产账户。

设海洋强国。习近平指出海洋事业关系民族生存发
展状态，关系国家兴衰安危。海洋开发要坚持开发

目前，SEEA2012 缺乏海洋资源核算的内容，国外
自然资源核算研究对海洋资源核算也关注不够。
在我国，刘良宏 （2006）、许家林等 （2006）
提出借鉴会计学、经济学理论，探索海洋资源核

和保护并重，把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海洋开发总
布局之中，科学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维护海洋
自然再生产能力。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

算，认为海洋资源具有稀缺性，能够以货币形式衡
量，具有资产的特征，海洋资源资产化为海洋资源
核算的基础。吴姗姗等 （2008） 将海洋资源分为水
产、港址、海洋石油、海盐、滨海景观、滩涂等类

要求设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自然生态监管机
构，完善生态环境管理制度。实施海洋主体功能区
制度，健全海洋资源开发保护制度，健全海洋督察
制度。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生态监督要有信息支

型，并用价值评估方法计算了渤海海洋资源价值
量。海洋资源资产负债表研究集中在基础理论探讨
和个别资源编表上。基础理论研究一般认为海洋资
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有利于发展海洋经济，有助于
http://hytb.nmdis.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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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海洋环境、理顺海洋保护机制，能够摸清海洋
资源家底，应用于领导干部离任审计，推动生态文
明建设 （刘大海 等， 2016；高阳 等，2017；赵梦
等， 2018）。贺义雄等 （2018） 阐述了海域资源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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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资源。
在国家治理层面，海洋资源资产负债表能够反
映海洋资源的赋存和变动，有利于摸清海洋资源家
底，为海洋管理和开发决策提供有用的信息，与优

产负债的内涵、实物量和价值量核算方法。李彦平
等 （2018） 阐述了海洋资产负债表的关键概念、核

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等重大制

资产负债表，分别探讨了海水、海洋生物、海洋矿

情况、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和环境责任离任审

产、海洋能源、海水化学资源、海洋空间资源、海
洋旅游资源和海洋无形资源等 8 类海洋资源资产的
核算。高阳等 （2017） 设计了价值量资产负债表，

计、实施海洋主体功能区制度、健全海洋督察制

省海洋捕捞为例，探索编制了海洋可再生资源权益
资产负债表。付秀梅等 （2018） 全面地论述了海洋

的结果，为国家调控企事业单位和个人海洋行为提
供信息支撑。因而海洋资源资产负债表能为海洋资

算范围、核算方法。商思争 （2016） 设计了实物量

度共同构成现代化的海洋治理体系。因而海洋资源
资产负债表能够为监督各级政府海洋管理职责履行

度、完善人大履行国有资产监督职能等制度提供抓
手和工具。

分别探讨了海洋生物资源、海洋矿产资源和海域资
源 猿 类海洋资源的核算。姜旭朝等 （2017） 以山东

在海洋行为管理层面，海洋资源资产负债表能
够反映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开发利用和保护海洋资源

生物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相关理论，探索编制了实物
量表和价值量表。

源超载区域采取限制性措施、海洋主体功能区划
定、海洋渔业资源总量确定、近海捕捞限额管理等

我国海洋资源资产负债表研究取得了丰富成
果，但在海洋资源资产负债表的核算主体、核算范

制度和措施提供支持。结合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和市
场需求，能够为海洋生态补偿机制和海洋资源有偿

围、资产和负债的分类体系、计量方法上并未形成
共识，甚至相互矛盾。究其原因是对海洋资源资产

使用制度落实提供信息基础。
因此海洋资源资产负债表既是宣示海洋主权、

负债表没有形成清晰的定位。只有清晰定位海洋资
源资产负债表，才能发挥其应有功能，为进一步研

维护海洋权益的报表，又是服务海洋管理决策、监
督海洋管理行为的报表，还是调控海洋行为，推行

究奠定基础。
2.2 全球治理视域的海洋资源资产负债表定位

海洋治理的报表。海洋资源资产负债表只有兼顾三
种定位，才能达成满意的效果。基于此，本文对海

全球海洋治理分为三个层面。国际层面上，通
过协商制定国际法明确国家的海洋权利和义务，对

洋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过程中的确认、计量和报告
问题进行了探讨。

各国海洋权益进行规制。国家治理层面，通过国内
法律规定各级政府海洋管理的职责和权利，对各级
政府海洋管理行为进行规制。个人行为管理层面，

3

通过法律法规明确企业和个人在海洋开发利用和保
护中的责任和权利，对企业和个人的海洋行为进行
规范。因此，从全球海洋治理视域出发，海洋资源
资产负债表也分三个层面进行定位。

无论是会计核算还是统计核算，核算过程主要
包括确认、计量和报告。确认包括对核算主体与核
算要素确认两部分。核算主体确认相对简单，核算
要素确认包括核算对象、核算要素和确认条件等内

在全球治理层面，海洋资源资产负债表是维护
国家海洋权益，宣示国家海洋国土的重要手段。实
际管辖是宣示国家海洋权益的重要手段，编制海洋
资源资产负债表必然需要对海洋国土范围内的海洋

容，相对复杂。计量要解决计量标准、计量单位的
选择和计量方法等问题。报告要解决核算结果呈现
的问题，包括报告呈现形式和呈现内容。
3.1 海洋资源资产负债表的核算主体

资源进行勘探、监测、调查等，这是国家的海洋
管辖行为。发布海洋资源资产负债表可以宣示国
家海洋主权，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因此海洋资源
资产负债表的核算范围应该包括国家主张的全部
http://hytb.nmdis.org.cn

海洋资源资产负债表要素确认

海洋资源资产负债表服务于宣示海洋主权、维
护海洋权益，需要以国家为主体进行编制。在我
国，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包括海洋资源在内的自然
资源所有权归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新一轮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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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改革中，国务院组建的自然资源部统一行使全
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为加强人大和全
社会对国有资产的监督，中央部署由国务院向全国

为生物、矿产和空间 3 类。商思争 （2016） 将海洋
资源分为 8 类，认为分类的详细程度造成了海洋资
源的不同分类。

人大报告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将国务院作为管

自然资源按照属性可以分为物质资源、空间资

理主体和报告主体。因此海洋资源资产负债表应由

源和能源资源。自然资源按照开发过程中能否再

国务院代表国家作为核算主体，将中华人民共和国

生，可划分为耗竭性资源和非耗竭性资源，非耗竭

主权范围内全部海洋资源纳入报表范围，具体由自

性资源进一步分为恒定的非耗竭性资源、可再生的

然资源部代行编制。
3.2 海洋资源资产负债表的核算对象

非耗竭性资源、不可再生的非耗竭性资源。本文结
合国家标准 《海洋及相关产业分类》 （GB/T207942006），参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

海洋资源种类繁多， 应全部纳入核算范围。
“类例既分，学术自明”，应根据海洋资源自身特征
进行分类，确定不同类型海洋资源的确认标准和计
量方法。当前海洋资源分类并未形成共识，全国科
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出版的 《资源科学技术名词
2008》 采用三分法， 《地理学名词 2006》 和 《海

洋科技名词 2007》 采用五分法。孙悦民等 （2009）
对海洋资源分类进行了系统梳理，在五分法的基础
上进一步细分。李彦平等 （2018） 则将海洋资源分

则》 等相关规范，综合考虑不同海洋资源的特征、
开发程度和类目数量，拟将海洋资源分为8 大类：
海洋生物资源、海洋能源矿产、海滨矿产、深海

矿产、海洋化学资源、可利用海水、海洋可再生
能、海洋空间资源。根据海洋资源特征，进一步
细分可以将海洋资源分为 5 级，203 个分类，其中
末级分类 163 个。海洋资源一级分类和二级分类如
表 1 所示。

表 1 海洋资源分类
分类编码
01

02

0101
0102
0201
0202

03

04

分类名称

推荐物理单位

分类编码

海洋生物资源

0203
0301
0302
0401
0403

海洋动物资源

吨

海洋植物资源

吨

05

海洋能源矿产
海洋油气资源

立方米

海底煤矿

吨

海底地热

千瓦时

海滨矿产
海滨金属矿产

吨

海滨非金属矿产

吨

深海矿产
大洋多金属结核

吨

0402

大洋富钴结壳

吨

海底热液矿

吨

0404

海底化学矿

吨

海洋资源分类能够明确海洋资源核算对象，各
级分类可以作为核算科目设置的基础。自然资源的
含义强调“自然生成”和“可利用性”两个方面
（乔晓楠 等， 2015）。纳入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核

算的自然资源应该包括人类即将开发利用或已经干
预但未改变其自然状态和自然价值的资源。因此，
凡是属于我国海洋国土范围内的海洋资源都属于海
洋资源资产负债表核算的对象，包括领海和毗邻区

06

07

08

0499
0501
0502
0601
0602
0701
0702

分类名称

推荐物理单位

其他深海矿

吨

海洋化学资源
海洋原盐

吨

其他海洋化学资源

吨

可利用海水资源
淡化海水

立方米

直用海水

立方米

海洋可再生能资源
海洋能

千瓦时

海洋风能

千瓦时

海洋空间资源

0801

海岸带

0803

米

0802

海岛

平方米

海洋水体空间

立方米

0804

海洋景观资源

平方米

除航线资源以外的所有海洋资源；专属经济区的生
物与非生物资源；大陆架的海床与底土的矿物和其
他非生物资源，以及属于定居种的生物；国际海
底中勘探合同约定具有勘探和优先开采权的深海
矿物。
3.3 海洋资源负债辨析
有学者认为 SNA 和 SEEA 均未承认资源环境
负债，且核算负债缺乏技术可行性，自然资源资产
http://hytb.nmdis.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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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表不需要核算自然资源负债 （耿建新 等，2015）。
但多数学者从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功能要求出
发，认为应该核算自然资源负债 （胡文龙 等，2015；
封志明 等，2015；张金昌，2016；高敏雪，2016；
王斌 等， 2017；贾玲 等， 2017）。商思争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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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可再生资源会因开发利用而减少，一定范围内
的减少可以自然恢复，但开发利用超出这一范围，
会导致资源质量下降，需要更长的时间或人工支持
才能恢复资源数量和质量，超出范围的部分称为降
等性负债。可再生海洋资源严重超标准开发，会导

将海洋资源负债分为：开发禁止开发海洋资源造成

致资源严重减少而无法恢复到可利用水平甚至是消

的负债，超许可红线开发海洋资源等造成的负债，

亡，如海洋渔业资源因过度捕捞而导致枯竭，这一

开发造成海洋自然环境不达标的负债。李彦平等
（2018） 则将海洋资源负债分为过渡耗减、环境破
坏、生态损坏等 3 类。这些分类以不同视角全面概

严重超标部分应该列入耗竭性负债。

括了海洋负债的内容，但并未界定海洋资源负债主

污染导致可利用海洋资源减少，需要通过改进资源
利用方式，减少或消除污染来恢复资源而形成的负

体，难以反映负债对应义务的责任人。海洋资源负
债必须有明确的责任归属对象、界定标准和量化结

债，如海水污染等。
从国家层面看，任何原因形成的海洋资源负债

果，才能充分发挥应有的监督职能。
全球海洋治理视域下，海洋资源资产负债表既

均是自然资源的损失，需要在未来弥补，将导致未
来利益流出。为分清责任，海洋资源负债应根据责

要宣示海洋主权，又要服务海洋管理和调控海洋行
为。海洋资源资产负债表应该站在国家角度进行核

任主体的不同，分为政府负债和使用权人负债。因
政府管理不当造成的负债应该纳入政府责任考核和

算，因此海洋资源负债应包括因本国资源不足，而
从外国进口的海洋资源。海洋资源进口涉及国际贸

离任审计，予以监督和处理。使用权人开发利用不
当造成的负债应该纳入生态补偿机制，由使用权人

易，多数进口时已支付对价，履行完义务，核算时
点负债关系已消除，不应体现在报表中，但为了反

承担责任。根据责任主体分别列报负债有利于对自
然资源实施监督管理和宏观调控。

映本国自然资源供需状况和国际资源贸易关系，应
以附注说明。

海洋资源负债分为国际贸易负债、开发许可负
债、耗竭性负债、降等性负债和损害性负债，并区

除了海洋资源国际贸易负债，根据自然资源负
债的性质，可以将海洋资源负债分为开发许可负

分政府责任和使用权人责任。理清各类负债的特
征，有利于反映海洋资源开发利用中，国与国、政

债、耗竭性负债、损害性负债和降等性负债。
国家拥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企事业单位和个
人 （以下称使用权人） 依法取得使用权。已经开发

府内部、政府与使用权人的关系，充分反映不同类
型资源的权利和责任现状，既有利于维护国家权

利用的自然资源转换为商品或私人物品，不再纳入
自然资源核算范围。尚待开发利用的自然资源所有
权并未变化，国家负有监督管理责任，但使用权的
设立使国家未来可分配的使用权减少，国家承担保
证使用权人依法行使相应自然资源使用权的责任。
因此这部分应确认为负债，可称为海洋资源开发许
可负债。
耗竭性负债主要涉及耗竭性资源，是指超出许
可范围开发利用耗竭性资源的部分。开发利用耗竭
性资源使其数量减少，且无法恢复。当开发利用超
出许可范围，将导致他人或者下代人可用资源数量
减少，应对他人或者下代人负有补偿义务，因此应
该视为负债。
降等性负债针对非耗竭性资源中的可再生资
http://hytb.nmdis.org.cn

损害性负债是指资源开发利用中造成生态环境

益，又能够反映政府和使用权人责任，服务于海洋
强国建设。
3.4 海洋资源资产负债表要素确认条件

所有者权益的确认依赖于会计恒等式“资产 负债 = 所有者权益”。海洋资源资产和负债的确认
决定了海洋资源所有者权益的确认 （乔晓楠 等，
2015）。资产和负债的确认条件可归纳为两条，其
一为：“很可能发生”，资产和负债导致的经济利
益流入或者流出，大概率发生时，才能予以确认。
如果未来不发生或者发生概率较小，则不应该确
认；其二为：“可靠地计量”，资产和负债导致经
济利益流入或流出的数量应能测量计算，无法计算
将无法纳入报表 （葛家澍 等，2011），计量不可靠
会误导决策，不利于发挥监督作用。海洋资源资产
和负债发生或存在的可能性相对容易判断，通过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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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监测或测算即可做出判断。而如何可靠地计量

资源数量巨大，但面对人类需求，任何资源都是有

是自然资源资产和负债核算的难点问题。

限的。耗竭性海洋资源有限性尤为明显，非耗竭性

4

资源在某时某地可供开发利用的资源也是有限的。

海洋资源资产负债表的计量

企业会计核算以货币计量为主。 SEEA2012 采
用实物量与货币量同时计量自然资源资产 （王泽霞

因此要尽量准确计量海洋资源，为开发利用和保护
决策提供信息。

（4） 海洋空间立体性
海洋是一个庞大的三维立体水结构。海洋深度

等， 2014）。自然资源计量应包括实物计量和货币
计量已成共识 （陈艳利等，2015；封志明等，2015）。

可达数千米，海洋资源分布在不同深度，需要一定

自然资源不同标准和不同计量单位转换为基本计量
单位。例如计量海洋石油的单位有“桶”或“吨”，

算范围，待未来技术成熟时，纳入核算范围。
（5） 海洋资源的共生性

的技术手段才能开发利用，因此可以利用、能够核

实物计量时，选择最能反映自然资源特征的单
位作为基本计量单位 （张友棠 等，2014），将同类

算的海洋资源范围随人类海洋技术提高而扩大。现
有技术条件下无法检测或利用的海洋资源不纳入核

可将法定计量单位“吨”作为基本计量单位，将进
“吨”
口海洋石油的国际标准桶折算为基本计量单位

不同的海洋资源在海洋中共生，相互影响，海
洋资源开发利用和管理时必须通盘考虑。一些海洋

进行计量。货币计量时，以自然资源市场价格为基
础进行计量；不存在市场价格时，通过估值技术进
行估价 （陈艳利 等， 2015；张友棠 等，2014；肖
序 等，2015；盛明泉 等，2017）。

资源可以同时开发形成协同效应，例如海水净化可
以同时开发海水资源和海洋化学资源。但多数海

自然资源的特征影响计量标准和计量单位的选
择，因此有必要梳理海洋资源特征，以确定海洋资

海洋资源计量要考虑海洋资源的共生性，具有互斥
效应的自然资源选择最具开发价值的资源进行开发

源的计量标准和方法。
4.1 海洋资源特点对计量的影响

和计量。
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和核算范围随技术提高而

海洋资源与陆地资源不同，各类海洋资源又各
具特点。在自然资源计量中，只有准确把握自然资

扩大，海洋资源资产负债表核算的范围是动态的、
现实的。海洋资源难以精确计量，但核算需要尽量

源的特点，才能准确计量。
（1） 海洋资源的流动性

准确，可根据实际工作需要确定海洋资源计量的精
确程度。海洋资源计量要与海洋主体功能区和开发

海水会发生水平或垂直方向的位移。除了海底
矿产、岛礁等少数资源不移动外，其余海洋资源均
随海水移动或扩散，鱼类等海洋生物本身有洄游习

利用规划相结合，与规划相符的自然资源予以计
量，与这些资源存在协同效应的资源予以计量，与
这些资源存在互斥效应的资源不予计量。在核算

性。流动性使海洋资源无法直接计量，只能依靠监
测、调查、勘探和取样等方法来确定数量。
（2） 海洋资源的公共性
全球海洋相通，海水不断流动，任何国家或地

时，对海域内开发价值最高的海洋资源进行确定，
为划分海洋主体功能区提供依据。
4.2 海洋资源资产负债表计量方法
海洋资源的流动性、立体性和共生性增加了计

区不能独占海洋资源。因此海洋资源具有两个特
征：淤海洋资源的国际性，国际海域的海洋资源属
于全人类；于海洋资源的国家性，海洋资源很难将
产权明确给个人所有。因此需要利用海洋资源资产

量的难度。不同类型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方式和人类
获益方式不同，使其计量的依据不同。海洋资源实
物计量是货币计量的前提，实物计量因资源类型的
不同而不同。
（1） 海洋资源实物计量方法

负债表宣示本国海洋权益，反映政府和使用权人的
权利和责任。
（3） 海洋资源的有限性
有限性是自然资源的本质特征之一。尽管海洋

洋资源开发行为产生互斥效应，例如同一海域开
发海底矿产资源，将无法开发海洋生物资源。因此

海洋生物资源属于可再生资源，可通过抽样调
查、卫星监测等方法，结合生物学特征，确定最大
可持续产量。以最大可持续产量和捕捞许可总量为
http://hytb.nmdis.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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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计量海洋生物资源。以最大可持续产量为基础

开发技术、交易地点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市场价

计量资产，以捕捞许可总量为基础计量开发许可负

格，因此利用市场价格进行货币计量，存在计量标

债，并视情况计量降等性负债和耗竭性负债。

准选取的问题，可采取统一价格体系加以解决。

海洋能源矿产、海滨矿产、深海矿产属于耗竭

海洋资源资产负债表货币计量应以全国各地市

性资源，可根据地质调查和矿产勘探，确定可开发

场价格为基础形成统一价格体系。该价格体系考虑

储量。海洋矿产资源勘探开发难度大，技术要求

相关因素消除不同地区市场价格的差异，有利于反

高。随着矿产资源价格上涨和技术发展，使原来不

映我国全部海洋资源，并根据市场价格变动调整核

具有开采价值的储量具有开采价值，或者勘探新增

算价格，以反映市场价格变化。为了保证各年数据

的海洋矿产储量，都会增加相应矿产资源的数量。

的可比性，同时按照不变价格进行计量，以利于比

因此以实际探明储量为基础计量资产，以开采许可
量为基础计量开发许可负债，并视情况计量耗竭性

较不同期间相关责任和供需关系变化。缺乏市场价
格的自然资源以估价为基础进行货币计量。

负债。
海洋化学资源和可利用海水在当前技术水平和

企业会计核算遵循谨慎性原则，不能高估资产
和收益，不能低估负债和损失。海洋资源资产负债

开发强度下，开发利用量占资源总量比例较低，可
参考不可再生的非耗竭性资源计量。以开发许可为

表计量时，应该保持审慎乐观，不能低估自然资源
资产，不能高估自然资源负债。海洋资源资产存在

基础计量资产和负债，视情况计量损害性负债。
海洋可再生能源属于恒定的非耗竭性资源，可

多种用途和不同开发方式，低估海洋资源资产不利
于发挥自然资源最大的开发价值，不利于严格监督

根据当前技术条件，计算可利用再生能源总量，以
此为基础计量资产，以开发许可量为基础计量开发

海洋行为后果。发生海洋资源负债时，履行义务方
式是多样的，不同方式成本不同，应该按照最佳履

许可负债。
海洋空间资源为不可再生的非耗竭性资源，一

行方式确定海洋负债，不能过高估计海洋资源负
债，造成无谓的浪费。

定时间内可永续利用，当期使用不会影响以后期间
的使用。因此以实际测算可利用总量为基础计量资
产，以开发许可量为基础计量开发许可负债，视开
发利用情况计量损害性负债。

（2） 海洋资源货币计量方法
以市场价格为基础进行自然资源的货币计量，

这与 SEEA2012 处理方式一致，得到学者一致认
可。不存在市场价格的自然资源则采用评估的方法
进行计量。分歧在于，张友棠等 （2014） 认为应该
按照不变价格进行计量，陈艳丽等 （2015） 主张采

用现值或公允价值。
企业会计核算货币计量属性包括：历史成本、
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和公允价值。重置成
本、可变现净值和公允价值均是基于现行市场价
格，现值根据未来净现金流进行折现，未来现金流
的预测也基于现行市场价格。历史成本则基于权利
或义务产生时的市场价格。企业会计核算中货币计
量均与市场价格有关，只是选用市场价格的形成时
间不同。企业资产和负债形成于一定的时空范围，
存在确定的市场价格。我国海域面积辽阔，海洋资
源分布广泛，自然资源的市场交易会因所处环境、
http://hytb.nmdis.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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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资源资产负债表的报告

5.1 海洋资源资产负债表报表格式和体系
企业资产负债表有账户式和报告式两种格式。

报告式资产负债表为上下结构，上半部列示资产，
下半部列示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多数学者主张海洋
资源资产负债表采用报告式 （商思争，2016；贺义
雄 等， 2018；付秀梅 等， 2018）。部分学者借鉴

SEEA2012，除了列示期初、期末值，还列示增减
变动额 （商思争， 2016；姜旭朝 等， 2017；付秀

梅等，2018）。报告式自然负债表的优点在于编制
简单，有利于化繁就简，便于编制。账户式资产负

债表为左右结构，左边列示资产，右边列示负债和
权益，优点在于能够较好反映海洋资源资产、负债
与权益的对应关系。高阳等 （2017）、李彦平等
（2018） 则支持采用账户式资产负债表。本文认为
报表格式应根据报告的内容与篇幅而定，账户式和
报告式二者均可。
海洋资源种类多样、情况繁杂，海洋资源资产
负债表不应该是一张表而是一套表。海洋资源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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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表作为主表，报告海洋资源的总情况，同时编

表。海洋资源种类繁多、纷繁复杂，宜分类型核算

制海洋资源资产变动表和海洋负债权益变动表作为

海洋资源资产。为了便于监督政府管理职责履行情

副表，并按照海洋资源的类型分别报告各类海洋资

况，监管使用权人开发利用海洋情况，宜对海洋资

源资产负债的明细情况，作为子表。最终形成一张

源负债分政府责任和使用权人责任进行核算。

主表、两张副表、多张子表的格局，以全面反映海
洋资源的赋存和变动、权利和责任关系。

5.2 海洋资源资产负债表编报机制
海洋资源资产负债表编报时要注意和陆地自然

海洋资源资产负债表采用实物计量和货币计
量，计量时要保持审慎乐观。自然资源的天然属性
是计量自然资源最好的标准，采用实物计量自然资
源，有利于直接收集数据，便于探索阶段工作开

资源的衔接。岸线资源既可作为海洋资源核算，也

展。货币计量采用统一的计量单位，便于不同自然

可作为土地资源核算。近岸海洋景观资源、滨海矿
产资源也有类似情况。要根据资源管理权限和用

资源之间进行比较，并能反映市场供需的影响，使

途，妥善解决不同自然资源核算内容的交叉部分。
海洋资源资产负债表以国家为主体进行编制，

体系和不变价格计量，以便于相互比较，利于管理
决策和监督监察。要保持审慎乐观，不宜低估海洋

由自然资源部具体执行。在编制过程中，根据政府
层级和管理权限，由沿海地区基层政府核算管辖范

资源资产，不宜高估海洋资源负债。

围内的近海海洋资源，编制本地区的海洋资源资产
负债表，然后逐级汇总，最终上报自然资源部。对

分层分类核算，汇总编制。海洋资源资产负债表不

于我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等地方政府管辖范围之
外海域的海洋资源，由自然资源部统筹协调，统一
进行核算。与各地区上报的近海海洋资源数据合
并，形成全国海洋资源资产负债表。
海洋资源是建设海洋强国的物质基础，海洋资
源资产负债表在披露过程中要注意保密工作，根据

决策信息更加全面。货币计量中同时采用市场价格

海洋资源资产负债表由多表构成，形成体系，
单包括海洋资源资产负债表本表，还应包括海洋资
源资产变动表和负债变动表，以及各类海洋资源资
产负债的明细表，以全面反映海洋资源现状。在编
制过程中，要协调好海洋资源与陆地资源重叠部分
的关系，不能重复核算。根据海洋资源管理权限，
近海资源由各级基层政府根据权限逐级核算上报，
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海洋资源由自然资源部统一核

工作需要分对象、分类型、分层次进行发布。

算，最终汇总数据编制国家海洋资源资产负债表。

6

在公布过程中，应该注意保密工作。

结论和探讨

海洋资源内容多样、情况复杂、开发技术要求
高，应从全球海洋治理视域出发确定海洋资源资产

海洋资源资产负债表作为宣示国家海洋主权、
维护海洋权益的工具。在全球海洋治理视域下，应
该兼顾国际和国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设计编制

负债表的定位。本文探讨了海洋资源资产负债表的

海洋资源资产负债表。
海洋资源资产负债表服务于海洋事务决策，有
助于监督海洋行为。海洋资源资产负债表能够反映
国家海洋资源的赋存和变动，结合资源需求情况，

资源实物量的测算、海洋资源资产价格体系的设置

有利于做出海洋治理决策。海洋资源资产负债表能
够反映海洋资源资产负债的变化，分清政府和使用
权人海洋行为的后果，有利于明确海洋责任，开展
对海洋管理、开发利用和保护行为的监督。

Shi D, 2015. Natura l Resources Balance Sheet: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海洋资源资产负债表以国家为主体，按资源类
型核算资产、按责任类型核算负债。海洋资源所有
权属于国家，管理权由政府行使，使用权人可以取
得使用权，应以国家为主体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

定位、确认、计量和报告等基础理论问题，如何将
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相结合尚待进一步探索，海洋
等问题都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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