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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科学

林业资源多重效益评估研究现状
程云鹏
渊塔里木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袁新疆阿拉尔 843300冤
摘要 本文阐述了国内外林业资源多重效益评估研究现状袁指出我国林业资源多重效益评估研究主要集中在林
业综合效益评估尧建立资源综合效益评价模式等方面袁以期为我国林业发展提供研究方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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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虽然地广物博但是区域间资源禀赋差异异

美国环境会计包括自然资源尧物质影响以及对环境的

常显著袁生态环境以胡焕庸线分隔十分明显遥 林业资

损害影响等曰重视环境价值评估问题研究袁建议将开

源在我国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位置遥 将林业的生态效

发绿色国内生产总值简称为绿色 GDP袁 并与加拿大尧

益尧社会效益尧经济效益通过价值核算转化为资金价
值袁是林业价值的真正体现遥 国内第一笔关于森林经

芬兰尧意大利尧德国等共同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遥 关于
生态环境与经济综合核算体系渊SEEA冤袁联合国提出

营性的碳汇交易在伊春森林经营增汇减排项目 渊试

2 种核算方法院林业实物形式自然资源核算袁也就是反

家豆制品公司关于碳汇订金签署了相关协议遥 目前袁

环境会计袁在促进环境友好型社会积极发展的同时也

点冤成果发布会上完成袁伊春市政府与河南省勇盛万

映为期初尧期末的存量和中间变化 [4-5]曰货币量形式的

林业工作主要是增强森林经营袁提高森林的经营效益

为生态环境保护衡量评价奠定了一定的基础遥

和整体质量袁进一步实现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遥 在

2 国内林业资源多重效益评估研究现状

促进林业生态与经济尧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同时袁必须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袁资源不断消耗袁对原

加强林业管理袁提高林地质量效益遥 就新疆脆弱的生

有林业资源的滥伐现象日益严重袁环境污染日益严重遥

态环境现状而言袁对林业资源如胡杨林等进行综合效

林业是生态环境的重要部分袁林业发展速度和规模已

益核算评价袁并将其与林业生产效益及生态补贴相结

经远远不能承载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遥 因此袁促使林

合袁对调动民众保护尧恢复和改善生态环境的积极性

业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袁使资源与环境尧经济协调发

具有重要意义遥

展袁已成为当务之急遥 国内一些学者通过多年研究袁已

1 国外林业资源多重效益评估研究现状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袁法国进行了自然资源的价

取得了骄人成果遥
2.1 林业综合效益评估

值核算袁提出了生态功能尧社会尧环境资源核算的方法

李卫忠等 [6]研究发现袁现有关于公益林效益评价

和原则袁会计核算体系的建立完善了国际自然资源价

的理论存在很多不足袁具有一定的片面性遥 目前关于

值核算体系遥 之后袁挪威建立了更加系统的国家核算

公益林效益评价的方法较多袁但是其研究对象均属于

体系遥 20 世纪 50 年代初袁芬兰开始了环境核算袁核算
的主要内容有森林资源分类会计核算尧环保费用支出

会计核算以及 NAMEA 矩阵编制[1-2]遥 20 世纪 80 年代
中期袁荷兰开始进行自然资源核算研究袁中统局主要
负责能源尧土地尧森林等方面的统计工作袁其经费由国

各个二级林种袁具有较大的局限性袁对经济林和特用
林的效益评价研究较少袁且其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来自
不同视角袁因而造成指标体系不具备普遍性袁缺乏国
际指标的相容性袁结果评价也存在明显差异袁缺乏不

家统计局尧农业部尧林业部共同筹划拨款支持遥 美国在

同研究对象的指标差异比较遥 苏立娟等 [7]尧郭玉红等[8]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完成了野环境与资源会计冶的设计

前林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和环节遥 同时袁他们针对

研究[3]袁其研究重点是院提出衡量自然资源和环境变化

详尽而准确的具体指标体系曰提出新的概念体系袁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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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认为袁加强林业经营袁促进林业高质量发展是当

不同经营模式对森林的多功能影响提出了经济效益
综合评价方法遥 此外袁一些调查结果表明袁学者们在核
算体系及其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院一是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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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价值利用模型量化为经济价值曰二是进一步完善

了相关研究理论袁提出了翔实的核算体系遥 范 琳 尧刘
[9]

[10]

3 结语
林业资产是人与自然力量相互作用形成的袁其中

建华等 研究发现袁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建立虽然在后

大部分原始森林是自然形成的袁其成本无从考证袁而

期产生了很大的生态效益袁但是不同林种存在显著的

且它是有生命力的袁在不断生长繁殖中其价值也在不

效益差异遥 因此袁天然林建立之后考虑到生物多样性

断变化袁只有在交易时它的价值才能暂时相对固定遥

的提高袁此类项目应遵循自然规律袁高效尧科学地育

作为同一种林业资产的不同侧面袁 森林生物资产尧森

林袁恢复生态尧保护生态袁从而实现林业资源的可持续

林景观资产和森林生态环境资产等与森林相关但不

利用遥 在对山西省天然林保护工程的综合效益进行核

能产生预期经济效益的资产袁都不能脱离林地和森林

算评价后袁发现其生态效益远高于社会效益遥 这表明

环境单独存在袁它们的价值形成尧消费和补偿过程密

林业具有巨大的生态和社会经济价值袁同时反映了天

不可分遥 在林业资产交易市场上袁由于不成熟尧不规

然林保护工程对改善生态环境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遥

范袁市场公允价值难以自我实现袁而其整体特性又决

[8]

郭玉红等 探讨了云南省高原山丘型血吸虫病流行区

定了各类资产确认及其计量的复杂性尧差异性袁从而

林农复合经营抑螺模式袁调查了不同模式下的经济收

形成了不同的价值确认与计量方法袁至今尚未形成统

益和抑螺效果袁建立了综合评价模型袁在不同经营模

一的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遥

式下筛选出综合效益较高的林农复合经营抑螺模式遥

目前袁还存在注重核算林业实物量而忽视核算林

在此基础上袁不仅筛选出了经济效益较好的几种模式袁

业无形资产渊生态效益和社会经济效益冤的做法 [16]袁这

而且还发现了其他社会效益较好的模式袁其中一些模

样会使林业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模糊不清遥 一种观

式对钉螺有抑制作用遥 这些模式不仅可以提高林区经

点认为袁在林业核算中袁重视林业统计核算而忽视林

济收益袁同时也是林业血防高原山丘型血吸虫病的最

业核算袁造成林业核算不全面袁核算价值不能十分准

优选择遥 赵烈斌等[11]认为袁林业已逐步成为我国的重要

确地反映林业的实际价值曰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袁对林

组成部分袁生态林已成为林业发展的重点和关键遥 从

业的核算只侧重于对林业自身的核算袁忽视了对非林

总体上看袁林业综合效益评估工作存在一定的不科学

业企业的核算袁而且也没有在非市场价值评估方法方

性遥 因此袁应从林业发展全局出发袁对我国林业现状及

面取得突破性进展袁因而无法对林业的生态和社会经

发展模式进行分析袁不断推动我国林业发展遥 经济发

济价值进行全面核算袁从而导致林业价值核算小型化袁

展和环境保护历来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遥 实现生态环

束缚了人类对林业多重效益的认识袁最终未能建立良

境改善袁发展林业经济袁需要主动调整人与自然的关

好的生态补偿机制袁阻碍了林业的可持续发展和产业

系袁并且有效尧合理尧节约尧循环地利用自然资源遥 因此袁

化经营遥 在中国袁森林资产是一种重要的林业资产袁但

探讨由政府尧企业尧农民和高等学校等组成的集体对

是属于从未入账的资产袁其确认和计量模式尧评估方

林业生态产业化发展模式的影响袁探究影响林业综合

法和特殊性等方面的深层问题亟待解决遥 当前袁我国

效益提高的因素袁对提高学者研究热情和群众参与生

还没有制定叶林业资产会计制度曳袁也没有制定特殊领

遥

[12-13]

态建设的积极性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2.2 建立资源综合效益评价模式
[14]

域的相关准则遥 在林业核算方法上袁既要注重林业实
物量核算袁又要注重其多重效益的货币量化袁实现资

师庆东等 研究认为袁随着碳汇工程建设不断深

产双重核算曰在林业核算中袁既要重视统计核算袁又要

入袁社会经济中绿色生态的碳汇经济对碳汇效益的综

重视会计核算袁并建立相应的会计核算方法和制度袁

合评价显得更为重要遥 针对部分生态脆弱的干旱区袁

使核算价值能准确反映林业的实际价值遥 林业会计既

在严峻尧苛刻的自然环境下袁根据碳汇项目的功能和

包括林业企业本身的会计袁也包括非林业企业的会计遥

特点从社会尧经济尧生态方面选择代表性指标袁构架评

林业企业会计可以很好地反映林业实际价值袁最终形

价指标体系袁探究现有指标和传统指标之间的差异袁

成以林业生态产品和精神产品价格体系为核心的林

[15]

为寒旱区育林碳汇项目提供参考依据遥 都 阳等 将模

业生态产品和精神产品有偿使用制度袁建立林业生态

糊综合评价方法引入林业生态价值综合效益评价体

效益和社会效益补偿基金袁实现林业可持续发展和产

系袁构建了相关评价模型袁并建立了林下经济综合效

业化经营遥

益评价指标体系袁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社会尧经济和
生态的指标权重袁为林下经济综合效益的工程评价研
究提供了参考依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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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士会院景观设计中园林植物文化意蕴体现方法
用遥 因此袁设计人员在园林景观设计过程中可以根据

制作出来的园林景观设计方案与所在地区实际情况

当地民俗节日及所在地区特色花卉植物构建设计思

不吻合遥 设计前的调查工作袁能使园林景观设计人员

路遥 比如袁国庆节的北京等地区袁设计人员在园林景观

对各种植物蕴含的文化意蕴更加了解袁有助于提升设

设计方案中以红尧黄色花卉为主遥 其中院红色花卉可以

计者专业技能水平袁从而促进我国园林景观事业蓬勃

采用一品红尧一串红尧红色鸡冠花等袁其表达的文化意

发展[4]遥

蕴是喜庆尧祥和袁代表我国未来经济发展更加繁荣昌

5 结语

盛曰黄色花卉可以采用黄金菊尧万寿菊等袁其表达的文

在当前时代背景下袁我国园林景观设计人员想要

化意蕴是我国人民都是炎黄子孙袁代表我国各民族共

在设计方案中更好地体现园林植物的文化意蕴袁可以

同繁荣富强 遥
[3]

4 注重园林植物与周边环境的融合

从创造园林景观文化意向入手袁确立鲜明的文化主题袁
再将地区特色文化植物及所在地区周边环境融入其

设计人员在制作园林景观设计方案过程中要注

中袁以整体园林景观为有效载体袁全面展示园林植物

意园林植物与周边环境的相互配合遥 在为学校设计园

的文化意蕴袁以满足我国社会居民的精神文化需求袁

林景观方案时袁花卉可以选用蒲公英尧康乃馨尧太阳花

促进我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不断进步遥

等袁代表教师无私奉献精神曰树木可以选用桃树和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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