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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市洪泽区水资源资产核算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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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开展水资源资产核算表编制，是实现水资源集约高效利用的重要手段。以淮安市洪泽区
为例，探索开展水资源资产账户、水质账户、排放账户、经济账户核算，结果表明淮安市洪泽区
2017 年水资源实物量和价值量均显著增加。核算成果为未来其他地区的水资源资产核算提供
了参考，可为国民经济统计等提供数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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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water resources asset accounting in Hongze District, Huaian City
CHEN Songfeng, SUN Xiaowen, WEI Cheng, WANG Jing, HE Handan
（Water Resources Service Center of Jiangsu Province, Nanjing 210029, China）

Abstract: Compiling water resources balance sheets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identify the water resources asset
and realize intensive, economical and efficient utiliz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Taking Hongze District of Huai’an
City as an example, the water resources asset account sheet, water quality account sheet, discharge account sheet,
and finance account sheet were compil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water resources actual quantity and value of
Hongze District both increase significantly and the water quality turn better. The results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 for
water accounting of other districts and support for national economic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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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水资源是维持生态质量和稳定性的重要基础
资源，也是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资源［1］。
为实现水资源科学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亟需摸清
水资源资产“家底”及其变动情况［2］，2018 年开始开
展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工作。
水资源资产核算作为水资源资产化管理的基
础工作，以可持续发展为前提和最终目标，通过构
建“科学、规范、管用”的核算理论和方法，对水资源
进行有效计量并形成水资源资产核算报告，以提供

关于水资源资产、水使用与供给、水排放和水质量、
水资源补偿、政策工具等方面的信息，从而在科学
计量的基础上对水资源进行精细化管理，最终实现
区域和流域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本文以淮安市洪
泽区为例，探索开展水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工作。

2

水资源资产核算表编制策略

核算账户的编制策略需要重点把握账户的编
制目标、编制原则和编制方法 3 个方面。
2.1 编制目标
考虑到水资源系统的整体性和行政区域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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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分割性，在实践中可结合管理目标，适当将
水资源核算账户进行拆分，甚至可以打破水资源核
算账户的完整性和一致性。其中账户的编制范围
需要根据核算区域的管理目标来确定，按照各核算
账户的内容可以将其分为基础账户、应用账户和管
理账户（图 1）。

图2

图1

水资源核算账户按管理需求分类

（1）基础账户包括水资源实物量供给使用表、
水资源资产账户、水资源质量账户（功能区账户除
外）和排放账户。涵盖了水资源的供、用、耗、排的
相关信息，整合了不同部门统计的水信息，可以提
供一套全面的水资源实物量数据。
（2）应用账户包括水资源的混合供给使用账
户。主要应用在水资源需求管理方面，用水资源价
格来调整水资源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对水资源浪
费和水资源污染可以起到一定的限制作用。
（3）管理账户包括水经济账户和水资源质量功
能区账户。通过核算水资源开发、管理和保护的投
入和成本，可以提醒社会在该方面的投入力度是否
满足社会对水资源的需求，是否达到保护水资源环
境的要求，以及对废污水处理的投入是否可以维持
水资源生态环境的稳定。
2.2 编制原则
2.2.1 先实物后价值原则
实物量核算账户编制工作是基础，价值量核算
账户的编制是水资源核算账户编制的重要内容，其
分类见图 2。水资源实物量核算账户通过获取准确
可靠的水资源量及其开发利用的相关原始数据，以
账户的形式呈现水资源的存量、流量、质量及其平
衡状况，侧重于对水资源水平的评价［3］。价值量核
算是基于真实准确的水资源实物量统计数据和合
理的估价方法，运用账户来反映核算区域内水资源
价值问题及其收支或者增减情况。

实物量核算账户和价值量核算账户分类

2.2.2 先存量后流量原则
存量描述的对象是某个时点上的数据，水资源
存量核算主要反映某个时点上水资源资产的情况，
水资源流量核算展现某段时间内的变化情况，是对
存量核算的不断更新与完善。存量和流量是相互
联系的，并且在一定情况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账
户分类见图 3。

图3

存量核算账户和流量核算账户分类

2.3 编制方法
2.3.1 实物量核算账户编制方法
水资源实物量核算账户编制的基本方法就是
要依据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进行编制，并形成一个
以水资源资产负债表为中心的包括实物量、价值
量、投入产出平衡表在内的物质平衡表体系（图 4）。
实物量核算账户中的平衡关系主要表现在 3 个
方面：一是物质（包括水资源、排放及其处理、核
算区贸易等）平衡关系，二是在某个时点期初和期
末的静态平衡关系，三是涉及时空变化的供给使
用平衡关系。由于基础资料和管理需求的不同，
这 3 个平衡关系在编制过程中的方法和重要程度
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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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算账户之间的逻辑关系

（1）物质平衡关系
水资源核算账户的编制和财务账户的编制过
程类似，均需要结合核算区的统计基础和管理要求
采取汇总数据或汇总科目的方式。核算框架中有许
多组平衡关系（如有关供给和使用的平衡关系），利
用这些平衡关系可以进行检验数据是否一致。无论
采取何种编制方式，
都存在以下几组平衡关系：
总取水=总回归水+耗水
（1）
总取水+从其他经济单位获得的用水=向其他
经济单位的供水+总回归水+耗水
（2）
从其他经济单位获得的用水=向其他经济单位
的供水
（3）
耗水=取水-总回归水=生产性耗水+未回归水
源的耗水+其他耗水
（4）
核算区耗水=耗水+至非核算区的回归水 （5）
毛排放量=污水处理厂净排放量+污水处理量
（点源）
（6）
（2）期初、期末的平衡关系
期初和期末平衡关系表面上比较简单，增减预
示着资产或负债的增减。期初和期末在总量上主
要是 2 个方面的变化：一是水资源实物账户的实物
量（存量）变化，二是水经济账户（存量）变化。前者
变化反映的是水资源系统的资产和负债变化的情
况，后者变化反映的是水公共管理机构的资产和负
债变化的情况，增多即为资产增多，减少则为负债

增多。
（3）时空变化中的供给使用平衡关系
在水资源核算账户的编制过程中，由于水文年
和经济统计年份的差异及水资源核算时的管理需
求带来时空点的不一致问题，因此在具体水资源核
算时应尽可能考虑数据的一致性，包括与国民经济
核算的时点数据相一致。
2.3.2 价值量核算账户编制方法
价值量核算账户主要包括混合供给使用账户
和水经济账户，混合供给使用账户中体现的是水资
源的经济服务价值，水经济账户中体现的是水资源
的社会服务价值［4］。
（1）混合供给使用账户的编制
在混合供给使用账户中，水资源作为生产要素
在经济体系中发挥作用，体现出经济服务价值。混
合供给使用账户的编制要以国民经济核算为基础，
按照市场价格（生产者价格）进行计价。水的供给
和使用主要利用水量结合水价进行编制。
（2）水经济核算账户的编制
水经济账户主要通过成本核算法进行核算，重
点核算取水和防洪、水资源生态环境保护、水污染
治理以及水行政管理的相关投入和成本。
（3）水资源的综合价值核算
除了经济服务价值和社会服务价值之外，在水
资源价值量核算账户中还需考虑对于维持生态（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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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森林、湖泊、河流）、环境净化、泥沙推移、营养物
质运输等基本条件和环境所体现出来的非使用价
值，核算一般采用非市场价值评估法。

3
3.1

洪泽区水资源资产实物账户编制

水资源资产账户编制
水资源资产账户的编制主要数据来源为统计
数据及所在地区的水资源公报，选择 2017 年为基
准年。
经济体的排入回归水量根据基础调查表中相
应的经济体排放量整合统计，降水量数据来自水文
综合统计表。假定降水在经过土壤或地表水体（如
河流、湖泊等）后到达含水层，因而在水资源资产账
户中地下水的降水量为零。
水库、湖泊、河流的蒸发量，可采用实测资料或
根据多年平均水面蒸发量乘以各类水体的水面面
积进行计算；土壤水的蒸发蒸腾量采用水量平衡法
进行计算，即近似采用降水量与径流量的差值，数
据来自流域水资源公报；蒸发不直接发生在地下水
里，因此不考虑地下水蒸发量。取水量为区域内取
自河、湖、库的地表水和地下水的水量之和，即为公
报中的用水总量。入海量及其他变化量均为零。
期末存量为核算期内省域水资源期初存量与
水资源存量增加量之和，
再减去存量的减少量。通过
计算可知，2017 年洪泽区地表水资源量期末存量较
期初存量增加 4.61 亿 m3，
地下水资源量保持稳定。
3.2 水资源质量账户编制
水资源质量账户核算对象有各水资源分区河
流、湖泊、水库及水功能区，主要核算河流各类水质
的河长，各类水质的面积，各类水质的蓄水量及各
水功能区达标个数，主要来源于核算区域各水质测
站资料及水资源公报和环境公报。本文主要核算
对象为水功能区，由统计分析可知，2017 年洪泽区
水功能保护区期末达标率较期初达标率提高 25%，
河流类水功能区和湖泊类水功能区达标河长和达
标面积均稳定增加。

4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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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洪泽区水资源资产价值账户编制可知，
2017 年洪泽区期末水资源价值较期初有所增加，主
要是洪泽区大力开展水环境整治和水生态修复，水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提高［3］，水资源价值量随之提
高。本次核算以水环境与经济体系为基础，论述了
水资源资产负债表核算策略，并以淮安市洪泽区为
例进行探究。
（1）遵循水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原则和编制
方法，以淮安市洪泽区为例，对水资源资产账户、水
质账户、排放账户、经济账户等进行了核算，可为未
来其他地区的水资源资产核算提供参考，水资源
核算账户可为国民经济统计、产业行业规划等提
供支撑。
（2）从核算结果看，2017 年淮安市洪泽区地表
水资源量期末存量较期初存量增加 4.61 亿 m3，地下
水资源量保持稳定。水功能保护区期末达标率较
期初达标率提高 25%，河流类水功能区和湖泊类水
功能区达标河长和达标面积均稳定增加。
（3）在数据较为详细且全面的情况下，可进行
多年的水资源资产核算。在核算结果的基础上进
行对比，显示用水结构、水资源利用效率的变化，突
出水资源质量、储量的变化趋势以及水资源的发展
趋势等，对政策的提出与制定提供更加全面且有效
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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