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蕾蕾盛鲎Ｉ蹦函＿续叠纠晦舅Ｒ！－㈣㈣㈣㈣㈣㈥一嬲一

中国发展

２００５年第３期

环境审计研究
林兢

（福州１大学管理学院会计系，福州市工业路５２３号，３５０００２）

摘

要

本文着重分析了对内报告的环境审计的内容、审计的方法和审计程序，以期对我国的

环境审计实践提供借鉴意义。
关键词

环境审计；环境影响评估；环境全面调查；环境优劣势分析；生态审计

环境审计在工业和商业等各个方面都发挥越来

正如会计可以划分为对内报告会计（管理会计）

越重要的作用。英国环境标准委员会要求英国所有

和对外报告会计（财务会计）一样，相对应的，环境审

公司都要进行环境审计，欧盟也起草法规要求其成

计也可以划分为对内报告的环境审计和对外报告的

员国所有公司执行该审计。而且为了降低环境风险，

环境审计。从广义环境审计的内容来看，广义环境审

越来越多的公司要求其供应商和合同方执行环境审

计主要是为企业内部管理服务的，可以称为对内报

计。而环境审计在我国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尚缺少一

告的环境审计。也可以称为环境管理审计。
环境审计的狭义定义，则指注册会计师对公司

套完整的理论和方法。本文试图对对内报告环境审
计的内容和程序进行探讨，以资借鉴。

披露的环境信息进行独立的审计鉴证，看其是否遵

一、环境审计的内容及意义

守“真实公允”原则，该公司是否确立环保目标，环保

１．环境审计的内涵及外延

目标实现情况如何，本年度有多少目标已经达到，有

环境审计有广义和狭义之分。１９９０年英国工业

多少尚未达到，公司遵守环保法规情况，公司提取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ＣＢＩ）给广义环

环保负债情况．以及公司对环境信息的披露情况等

境审计下的定义是：“系统检查企业任何经营活动对

等。从其内容来看就是广义环境审计中的最后一项。

其周围环境的影响，具体包括：向空气、土壤和水所

因为它主要是对企业会计信息进行独立鉴证，并将

有的排放物、对邻近社区和风景区生态环境的影响

鉴证结果对外公布。因此，狭义的环境审计可以说是

以及经营企业当地的公众对企业的看法等等．环境

对外报告的环境审计。本文主要探讨对内报告环境

审计不只是对遵守环境法规情况进行审查，它是一

审计的内容、程序和方法。因此下文中除特别指明

整套针对组织活动对环境影响进行检查的方法体

外。环境审计都指广义的环境审计，即环境管理审

系。”ＣＢＩ认为广义环境审计的内容应包括：新开发

计。

联盟（Ｃｏｎ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ｒｉｔｉｓｈ

项目环境影响评估；新建企业环境全面调查研究；环

广义的环境审计具体形式有：

境检查、监督和监视；环境管理系统审计；生态审计

（１）遵循审计。主要包括三个层次，一是评估遵

和ＩＳＯ １４０００认证；环境信息的独立鉴证（对内部或

守现有环境法规情况，以及对即将颁布的环境法规

外部参与者）等方面。

公司是否已做好准备；二是评估遵守行业环境标准

收稿日期：２００４年３月
作者简介：林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财务会计与环境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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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指南情况；三是评估遵守公司环境政策和环境标

（５）帮助公司执行环保方针政策。

准情况。

二、环境管理审计方法

（２）能源审计。确定公司在哪些方面使用能源，

在进行内部环境审计时。可以采用环境影响评

是否对公司能源的节约可能性进行系统评估，能源

估法（ＥＩＡ）、新建公司全面环境调查法、环境优势劣

使用是否有效，在能源使用过程中是否执行环境的

势分析法（ＳＷＯＴ）、生态审计法、环境管理系统审计

保护计划；是否建立零成本或低成本能源节约方案；

等。

检查公司是否建立能源使用目标，是否对能源使用

１．环境影响评估法（ＥＩＡ）

进行监督检查。

该方法是１９６９年美国按照其“国民环境政策法

（３）废物审计。审计是否出现废物、是否建立废

案”要求而提出的．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新西兰

物存货：检查是否产生特殊废物，它们是如何管理

和日本等国随后效仿。英国１９８８年按欧共体指令

的；审计废物管理的程序和方法，并建立进行废物的

“环境评估”（８５／３３７）也采取该方法对企业的环境影

处理和储存最佳实务系统；是否明确清理责任，是否

响进行全面评估。ＥＩＡ可以定义为“辨别并预测新的

对员工进行必要培训：是否建立应对突发环境事件

开发对环境的影响．在众多备选方案中选择对环境

的应急程序：是否遵守国家有关清洁生产的法律法

影响最小的方案．并监督实际的环境影响的一个基

规。

本过程。”

（４）选址审计。检查选址是否符合环保要求，看

一般来说，对环境有影响的项目，在该项目批准

是否存在现实的和潜在的环境问题；是否已经建立

前都要进行ＥＩＡ，它的基本目的就是指导项目实施

了解决环境问题的方案。

者在项目实施前评估该项目对环境的影响，以减少

（５）活动审计。检查某项特别活动或程序是否符

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并提交环境影响评估报告。该方

合环保要求，当扩大生产规模和产量时，是否会对环

法是计划过程一种重要工具，也是进行环境管理和

境造成负面影响，如何消除这些负面影响。

环境审计非常重要的技术。为了使ＥＩＡ能够达到很

（６）收购／兼并审计。评估收购兼并对象是否符

好的效果．英国及欧盟正在寻求建立ＥＩＡ标准和指
南。

合公司的环境标准。是否已存在违反环境保护的法

环境影响评估的关键程序有：

律问题，或将要违反环保法律法规。

第一步，描述该计划项目，该项目建在哪里合

（８）程序审计。针对以上内容，设计的环保方针
政策、程序、责任、监管和评价、文件等各项工作是否

适，它的选址和设计是否有合理的备选方案；
第二步，阐述该项目建成后对环境可能造成的

已经到位。

（９）突发事件审计。评估企业是否存在应对突发

影响：

环境事件（如毒气、有害废物泄漏）的程序和机制；公

第三步，评估该项目对环境的影响；

司是否建立了应急预案。是否配备专人负责；是否定

第四步，阐述消除、降低或弥补环境的负面影响
的方法：

期进行环境保护方面的宣传教育等；预先评估公司

第五步，描述该建议和现存环境、土地使用计划

对突发事件应对的能力。

以及受影响区域的标准之间的关系：

２．环境审计的意义

进行环境审计具有以下几方面的重要意义：

最后。解释最终确定的项目选址和项目设计的

（１）环境审计可以确保公司的活动符合环保的

理由。

项目负责人要将上述六步程序所获得的信息，

法律法规，降低公司因环境损害带来的风险；
（２）可以降低公司处理废渣、废水、废气的成本；

以公众可理解的方式对外公布．以获得公众积极参

（３）减少公司生产过程的原料和能源的损耗；

与并接受其监督。通过该方法，在项目计划阶段就能

（４）可以提升该公司在公众心中的形象，从而提

对环境风险进行评估，并在项目选址和项目设计中

升公司的价值：

考虑环境因素和环境风险，这样才能降低环境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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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环保支出。实现企业经济效益最大化。环境影响评

环境审计，主要包括以下内容：（１）确认该组织最主

估最好是由独立的职业人员来进行，提高评估结果

要的环境问题；（２）评估环境影响程度；（３）学会如何

的可信性。

处理有关降低或提升该组织形象的环境事项；（４）确

２．新建公司环境全面调查研究

认处理以下问题相互影响的优先次序——确定发展

对于新建公司，要进行新建公司全面环境调查

与环境的关系．对环境法律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

研究，以提高对环境的敏感性，在公司建立之初就辨

变化做出反应，并考虑公众的态度；（５）建立环保方

认确定现实和潜在的环境影响领域，并拟定出要进

针政策和标准；（６）明确各个部门和个人应承担的责

一步进行环境审计的初始计划，以便进行更全面的

任；（７）培训员工，使它们了解公司的环保方针和政

环境管理。根据公司环境全面调查结果，确定企业的

策及环保标准；（８）在公司经营过程中将环境方针政

环保方针战略，并建立一种环保的公司文化，让管理

策付诸实施；（９）为了使环保方针得到较好的贯彻实

当局在其经营过程中时刻考虑环保问题。新建公司

施，要建立环境管理信息系统；（１０）监督环境业绩并

全面环保调查可以采用以下几个步骤（如果公司没

进行业绩评价；（１ １）把环境业绩与环境标准进行对

有合适的专家，可以请外部专家帮助）：

照分析，找出差距；（１２）根据评价结果进行优先排

（１）画出该公司的系统流程图，判断主要的输

序，然后再进行第一步，不断往复进行。

入、输出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通过系统流程图了解

企业在进行环境审计时，可能会涉及到多种因

企业主要业务流程以及所要使用的各种资产．了解

素，可以采用环境的ＳＷＯＴ分析，找出环境给本公

这些资产在使用过程中会产生的各种产出项目；

司带来的优势、劣势、机遇和威胁，ＳＷＯＴ分析可以

（２）对第一步的每个组成项目细化，辨别产品、

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表１）：

经过ＳＷＯＴ分析．能够找出企业在环保方面的

原料和活动之间的联系，去除流程图中对实现企业

目标没有用的多余的成分；
（３）然后检查流程图中每个项目，通过不使用、
减少使用或再利用，或循环使用，或采用替代品，使

优势、劣势、机遇和威胁，发挥优势，寻找机遇，去除
劣势和威胁。这样才能降低环境风险，减少环境支
出。使企业在激烈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

它们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最小；

（４）评估财务成本和收益，评估该组织实际的承

４．作业基础成本法（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Ｂａｓｅｄ Ｃｏｓｔｉｎｇ，

ＡＢＣ）

受能力是多少；

它产生于１９８０年代。“是将各种制造成本归集

（５）辨别关键经营因素，什么是不能妥协的问

到企业的各项作业活动，然后将那些成本分配给引

题，在哪些经营上会有环境损害，如何在不损害环

起那些活动的产品或服务的系统”（Ｈｏｍｇｒｅｎ，ｅｔ ａｌ，

境、不违反环保法情况下，使企业经济效益最大化；

１９９９）。作业基础成本法能把许多间接的制造成本

（６）根据以上分析，选择最佳方案，拟出详细的
计划：

（７）检查董事会和类似的监管机构的监督程序
是否到位；

（ｏｖｅｒｈｅａｄ）变成作业的直接成本。ＡＢＣ方法为各种
费用之间建立因果关系，使资源费用与驱动作业密
切相关，按照驱动作业将资源费用进行分类。通过
ＡＢＣ方法。将间接费用与对应的作业联系起来，可

（８）改良该组织，确定合适的管理机构和管理人

以使企业管理者清晰了解在购买材料、开发新产品、

员、管理程序、合适的产品／服务，确定企业的排放物

建设新项目等具体作业上的环境支出情况，以便更

和污染物种类：

好管理企业各项活动，降低环境支出，提高企业效

（９）了解现存行业和法律上的环保标准，并预计

益。审计人员可以利用该方法对企业新建项目、新开

未来可能的环保标准，并将这些标准与以上分析的

发产品、日常经营活动进行ＡＢＣ分析，寻找降低环

结果进行比较，是否达到环保要求。

境支出的方法和条件，降低环境支出，提高经济效

３．环境ＳＷＯＴ（优势、劣势、机遇、威胁）分析

益。

企业建成后，要对其日常经营决策进行日常的

５．全部成本评估法（Ｔｏｔａｌ

一Ｊ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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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环境的ＳＷＯＴ分析

优势

劣势

１公司在公众中有良好的环保印象

１公众对绿色和可见污染看法

２员工环保意识强

２权衡协调：成本与排放的权衡，不同排放的权衡

３产品优势．如环保产品

３世界环保标准

４技术优势

４循环再利用的水平差

５循环使用

５现有技术水平对生产绿色产品和采用清洁生产程序的固有限制

６与环保标准差距不大或符合环保标准

６运输

７所在行业对环保有较高认识

７废物的毒性

机遇

威胁

１本公司产品在环保方面的长处

１我国及海外有关环保的法律法规

２能够再利用

２能源的成本

３集思广益。员工参与意识很高

３

４在行业中是龙头企业

４世界范围有关环保的标准

５研发方面的优势

５现有的和未来的监管成本

Ｅｌ常维护及土地回填的成本

６现有的良好的公众印象使我们公司更易由于意外事故而受到外界攻击的风险

全部成本评估法是指“长期综合分析清洁生产、

出，或可以节约环境成本的项目的审计。

能源效率和其他环境项目的计划安排的内部成本和

６．环境管理系统审计

节约情况的方法”（ＵＳＥＰＡ，１９９５ａ）。它是在资本预算

环境管理系统（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

中结合分析环境成本的过程。该方法结合采用ＡＢＣ

ｔｅｒｎ，ＥＭＳ），是指为了实现环境管理目标，把环境目

方法恰当地把环境成本分配到相关产品。并评价污

标全面地结合进企业的经营活动的一个系统。环境

染预防与先污染后治理哪一种更能节约环境成本。

管理系统需要建立日复一日的管理程序。建立环境

ＴＣＡ是要揭示企业所发生的“四级”成本的总额

管理系统，首先了解企业经营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包

Ａ．，Ｓａｖａｇｅ Ｄ．ａｎｄ Ｂｅｃｈｅｒ

Ｍ．，１９９３）。四级成

括环境损害、环保法规和市场压力等对企业产生的

本是指：（１）与资本支出相关的直接成本，以及其他

环境影响：其次评估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可能遇到的

经营与维护成本等；（２）按法律要求进行监督检查和

环境风险和发展机遇；再次根据评估结果确定环境

报告的成本；（３）对污染采取补救措施成本，未遵守

保护的标准，包括废物排放标准、废物回收利用的标

法律法规的罚款等方面的或有负债；（４）客户看法、

准、厂址周围要达到的环境质量标准等：最后在以上

雇员和社区关系等方面的无形成本和收益。

分析基础上确定企业环境保护的目标和方针。为了

（Ｗｈｉｔｅ

全部成本会计是直接将废物管理成本（废物Ｂ）

实现环保目标企业要在环境保护的技术策略上做以

计人产生该废物的产品Ｂ的成本中去，而不是把它

下改变：技术上要尽量采用环保技术，开发环保产

计人间接的制造费用。然后再分配到各产品成本中

品；分析废物产生的根源并进行评估，检查企业环保

（图１）。它本着谁产生废物，由谁承担废物成本原

业绩是否达到企业所制定的目标．并确定企业所采

则，进行产品成本计量，这样可以更准确地计量各产

用的技术和管理方法是否能实现企业的环保目标：

品成本，为更准确定价提供依据；并可以有针对性地

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始终要把环保理念贯串于日常的

进行废物管理，明确责任，降低环境保护成本，降低

经营管理政策当中，并对企业员工进行环保知识和

环境风险。在任何形式的投资决策、扩大再生产决

技能培训；在销售中采用“绿色”营销的方法和手段；

策、产品定价决策、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环境污染决

在市场分析中，考虑环保因素。进行市场定位和新产

策、废物管理决策、与职业相关的健康与安全、遵守

品的开发；将以上分析结果系统化，形成企业环境管

环境保护法律等等决策进行审计时都可以采用

理系统。

ＴＣＡ方法。该方法特别适用于有大量环境成本支
一２Ｄ一

环境管理系统审计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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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企业是否建立环境保护的目标和可持续发

废的本企业产品实施回收，这些回收产品是否进行

展战略。该目标是否符合国家的环保法规，并有一定

再利用、再资源化，对于不能再利用的是否进行了符

的超前性。是否根据环境目标建立了环境管理系统；

合环保要求的处理等。

是否建立专门环保机构进行企业环保的日常管理和

７．生态审计（ｅｃｏ－ａｕｄｉｔ）

监督：

生态审计在１９９０年代盛极一时，生态审计也就

（２）是否始终将环境保护理念纳入企业日常经

是进行ＩＳＯ １４０００质量体系认证，或者是环保标志

营活动．领导者和员工是否都十分清楚企业的环保

认证。该项审计是检查公司在产品生产过程中是否

目标，在其管理制度中是否将环境保护的指标作为

达到ＩＳＯ １４０００的质量标准，或者是否符合环保标

业绩考核的标准，并与个人的收入挂钩；

志的认证标准。如果能达到这些标准，即确认该产品

（３）在新产品开发时是否秉持为环境而设计的

的质量符合环保要求，生产过程符合清洁生产要求。

理念．将环境保护的标准作为产品设计的标准，是否

目前各国都建立了环保标志的认证标准，如德国的

对产品设计以及产品包装物的设计进行了从生产到

“蓝色天使”计划。我国也有类似的标准。ＩＳＯ

运输、销售、顾客使用以及报废后处理这一产品寿命

则是一种世界标准。应鼓励企业进行ＩＳＯ １４０００质

周期的评估分析，在全面质量管理中是否导入环境

量体系认证。

１４０００

欧盟对生态审计提出指导意见：一个公司要想

因素．使产品生产制造、产品质量符合企业的环保目

通过生态审计应该满足以下条件——确定环境方

标：

（４）生产程序安全审计，生产过程是否存在产生
环境损害的风险，是否提取了环境负债准备；
（５）职业健康审计，主要检查企业的生产环境是
否会损害职工健康，有没有违反国家劳动法和职业

针，建立环保目标，开发环境管理系统，审计达到环
保目标的程序，向公众公布环保信息，对环保信息进
行检查验证，根据审计意见建立新的环保目标。生态
审计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病防治法的行为，企业采取哪些防护措施，是否为职

（１）检查企业是否确定企业环境方针；

工进行职业健康保险，是否对职工进行定期的健康

（２）检查企业是否建立企业环境目标和可持续
发展战略：

检查等：

（３）检查企业是否根据环保目标和可持续发展

（６）在营销过程中是否遵循“绿色”营销的理念，
所销售的产品是否通过ＩＳＯ １４０００体系认证，在顾

战略开发出环境管理系统；

（４）审计实现目标的程序，检查已经设计的程序

客使用后，是否建立有效回收渠道和措施，对顾客报
传鲮残拳会计

全部成本会计

图１传统和ＴＣＡ会计比较

一２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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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能保证目标实现，是否存在缺陷，如何改进；

少能源，是否定期检查能源的使用情况；热和电力能

（５）是否向公众公布环保信息，该信息是否真
实；

否联合使用；在本公司的经营活动中是否有潜在的
能源节约的方法。

（６）根据审计建议建立新的目标。

（５）对风景区和动物的栖息地是否有干扰。公司

为了实现我国的环保目标，减少环境污染，我国
应对企业实行强制的生态审计。

活动是否会损害风景区和动物栖息地；厂区是否尽
可能整洁、安静、无尘，看起来很吸引人；在公司周围

三、环境审计程序

是否尽可能保存自然栖息地。

１．挑选审计小组

（６）运输。是否有效运输本公司的产品（如避免

审计小组成员要有公司董事或经理参加，审计

空车）；在运送有环境损害风险的产品和废物时是否

小组成员要具备废物处理、能源、产品设计等方面的

有特别警告；是否定期维护运输工具，使有害物质的

知识，这就要求审计小组成员要有环保方面的专家、

排放降到最低等等；

工程技术人员等各方面人员参加。如果本公司不具

（７）是否存在噪音和气味。

备这方面的人才，可以聘请外部专家参加，但审计小

４．执行审计

组的负责人应是本公司的人员。

决定采用最有效的方式收集必要信息．评估相

２．建立审计Ｉｆｌ标

关领域的环境业绩：审计可以采用问卷调查、实地察

在进行审计之前，明确要从环境审计中得到什

看、突击检查等方法进行审计。审计过程中要按计划

么，环境审计的目标可以包括以下几方面：遵守环境

审查所有相关信息，鼓励公司员工全体参与，并进行

法规情况；公司的资金节约情况；提升公司的预期价

广泛的动员，确保公司每个人都了解企业环保目标。

值；增加效率；获得市场优势；保护投资方案等。

５．报告审计结果

３．设计审计方案

根据审计发现分析本公司的环境优势和劣势改

确定公司活动可能对环境产生影响的领域。这
些领域可能会随着公司活动特征不同而各不相同，

善原有的方案，并提出实践性强的环保方案。并撰写
环境审计报告。

一个典型的环境审计要评估以下内容：

６．改善环境管理策略

（１）环保法规遵守情况。知道国家的环境保护法

确定改进方案．并拟出时间表．建立一种监督该

律法规如何影响公司经营；公司在经营过程中是否

公司朝着环保目标前进的机制。最优的环保方案建

遵守这些法律法规和标准；在计划新项目时是否考

立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在环保实践中不断进行实

虑环保标准；公司是否能适应最新的环保法规和监

践检验，不断改进才能实现。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随着经济的快速

管要求；是否有更好的有利于环保的生产技术。
（２）废物管理以及向空气、水排放废物的情况。

发展，我国的环境污染状况越来越严重．而环境管理

有哪些废物，能否处理；能否将废物降到最低，能否

审计不失为一种很有效的方法，我国政府应在全社

循环利用；能否将废物变废为宝；能否循环利用办公

会范围内推广。

废物；是否有足够的应对环境突发事件的应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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