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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资源资产评估和资本核算技术规范》 

编制说明 

 

一、编制工作简况 

（一）编制背景 

从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列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强调要

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和

全过程以来，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始终被给予高度的重视。《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的意见》（中发〔2015〕12 号）提出，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加快建

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引导、规范和约束各类开发、利用、保护自然

资源的行为，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中发〔2015〕

25 号）明确提出到 2020 年，构建起由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国土空间开发保

护制度、空间规划体系、资源总量管理和全面节约制度、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

偿制度、环境治理体系、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市场体系、生态文明绩效评价考核

和责任追究制度等八项制度构成的产权清晰、多元参与、激励约束并重、系统完

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推进生态文明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努

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目标要求。科学、规范地评价自然资源价值是

其中必不可少的基础性工作。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指出加快自然资源及其产品价格改革，要按

照成本、收益相统一的原则，充分考虑社会可承受能力，建立自然资源开发使用

成本评估机制，将资源所有者权益和生态环境损害等纳入自然资源及其产品价格

形成机制。构建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自然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

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着力解决自然资源及其产品价格偏低、生产开发成本

低于社会成本、保护生态得不到合理回报等问题。 

2019 年 4 月 14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统筹推进

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重申要开展自然资源统一调查监测评

价；研究建立自然资源资产核算评价制度，开展实物量统计，探索价值量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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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建立统一权威的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评价信息发布和共

享机制；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集约开发利用，完善自然资源资产分等定级价格评估

制度。并把开展自然资源资产价值研究问题作为统筹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

改革实施保障措施中要深入开展的重大、重点问题。 

2017 年 12 月《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

理情况制度的意见》对国有自然资源报告的重点提出了明确要求，针对提高报告

质量提出“加快编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和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2019 年 5 月《中

共中央关于建立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制度的意见五

年规划（2018－2022）》提出到 2021 年，人大常委会将听取国有自然资源（资

产）管理情况专项报告的要求。规范自然资源价值评估工作迫在眉睫。 

2012 年 3 月，联合国统计委员会第四十三届会议通过了第一个环境经济核

算的国际统计标准《2012 年环境经济核算体系——中心框架》（SEEA CF）；

2013 年 2 月，联合国环境经济核算委员会主持完成了《2012 年环境经济核算体

系——实试验性生态系统核算》（SEEA EEA），鼓励各国加以实践，2017 年又

发布了《SEEA EEA 技术建议》白皮书；2021 年 3 月《2012 年环境经济核算体

系——生态系统核算》正式发布，这些文件是当前自然资源价值评估领域最为权

威的文献，为进一步完善自然资源评价体系奠定了基础。 

森林是人类最重要的生存环境和自然资源之一，森林资源价值评价是自然资

源价值评价的重要内容和有机组成部分。应因市场需求和生态环境管理需求，原

国家林业局先后发布了《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技术规范》（LY/T 2407-2015）和《自

然资源（森林）资产评价技术规范》（LY/T 2735-2016）。前者规范了林木资产、

林地资产和森林景观资产等森林经济资产价值评估行为，后者规范了森林非经济

资产价值评估行为，对森林资源流评价、管理产生了重要影响。前者已执行近 5

年，虽然为森林资源流转、市场需求做出重大贡献。但随着自然资源及其产品价

格改革进程推进，其中部分内容需要调整，以更好地服务于森林资源流转、抵押

贷款等；而后者由于近年来国内外，包括联合国等在自然资源内核算领域的研究

成果不断涌现，而且 2021 年又新发布了相关国际标准，以及我国的生态文明建

设进程的不断推进，对自然资源非经济资产价值核算提出了更高的需求，因此原

有的两个行业标准都急需修订完善。考虑到森林资源经济和非经济资产属性是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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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资源不可分割有机组成部分，且存在转化发展的驱动力。另外，结合国家林业

和草原局进行标准整合、要求编制综合标准的要求，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森林资源

管理由数量到价值量的工作需要，修订和整合上述两个行业标准十分必要，具有

可行性和迫切的现实意义。 

（二） 承担单位与编制过程 

《森林资源资产评估和资本核算技术规范》标准任务来源于国家林业和草原

局科技司。根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局关于下达 2021 年林业行业标准制修订项

目计划的通知》（科标字[2021 ]21 号），《森林资源资产评估和资本核算技术

规范》标准列入 2021 年林业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项目编号 2021-LY-010，由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调查规划设计院牵头编制。 

编制《森林资源资产评估和资本核算技术规范》标准任务下达后，在国家林

业局相关司局的指导下，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调查规划设计院牵头，由从事森林资

源研究、生态环境、资产评估和国民核算等工作的相关专家和相关资产评估机构

组成了《森林资源资产评估和资本核算技术规范》编制组。 

编制组成立后，开展了广泛调研，收集了国内外森林资源价值评价方面的大

量案例和相关资料，总结了现行标准在实际应用中的经验和不足，结合我国森林

资源的特点和社会需求，认真学习新发布的国际相关标准，并参考现有相关行业

标准，以评估（或核算）目的为导向，以服务具体的实际工作为目标，在整合现

行的《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技术规范》（LY/T 2407-2015）和《自然资源（森林）

资产评价技术规范》（LY/T 2735-2016）两个行业标准的基础上完成了《森林资

源资产评估和资本核算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  

二、编制原则、依据和方法 

（一）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以适应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为目标，以价值为依托，遵照环境经济核算

体系国际标准，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坚持目的导向，制定的标准应具有实用性、

系统性和可操作性，能起到指导与规范森林资源资产评估和资本核算行为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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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用性 

评价方法的选定，参考现有相关国际、国家和行业标准，紧密结合森林资源

的特点，选用国内外相对成熟、应用普遍、具有可操作性和国际可比性的评价内

容、指标和方法。 

2.系统性 

评价方法能够全面系统覆盖森林资源资产评估和资本核算需求，符合国际上

关于生态系统评价的理念，与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相衔接，全面规范森林资源经济

资产和非经济资产的价值评估（或核算）行为，具有系统性、科学性和完整性。 

3.可操作性 

评价体系和方法符合资产作价/国民核算理论，方法具有操作简便、内涵明

确、易于掌握、涉及到的指标可以度量等特点。 

（二）标准的编制依据 

标准编写的依据及参考资料： 

（1）GB/T 26423  森林资源术语 

（2）GB/T 26424  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技术规程   

（3）GB/T 38582-2020 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规范 

（4）GB/T 18972 《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 

（5）GB/T 17775 《旅游区（点）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 

（6）GB/T 18005 《中国森林公园风景资源质量等级评定》 

（7）LY/T 1646 森林采伐作业规程 

（8）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 

（9）United Nations, European Commission,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World Bank. System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 Accounting 2012 Central Framework [M].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14. 

（ 10 ） United Nations, European Commission,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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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World Bank Group. System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 Accounting 

2012 Experimental Ecosystem Accounting [M].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14. 

（11）United Nations, European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World Bank. Handbook 

of National Accounting: Integrated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Accounting 

2003(Final draft circulated for information prior to official editing) [Z]. 

（12）United Nations. Technical Recommendations in support of the System of 

Environmental-Economic Accounting 2012– Experimental Ecosystem Accounting 

[M].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17. 

（ 13 ） United Nations. System of Environmental-Economic 

Accounting–Ecosystem Accounting [M].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21. 

（14）国家林业局全国林业发展区划办公室. 中国林业发展区划[M]. 北京：

中国林业出版社， 2011. 

（15）邱琼, 施涵. 关于自然资源与生态系统核算若干概念的讨论[J]. 资源

科学，2018，40(10)：1901-1914. 

（16）王宏伟, 侯元兆, 霍振彬. 对中国自然资源评估相关概念探讨[J]. 林业

资源管理， 2015(1)：17-22. 

（17）王宏伟，刘建杰，景谦平，崔雪晴. 森林资源价值核算体系探讨[J]. 林

业经济，2019(8)：62-68. 

（三）技术方法 

1.开展广泛调研，收集了国内外森林资源价值评价方面的大量案例和相关资

料，总结现行标准在实际应用中的经验和不足，结合我国森林资源的特点和社会

需求，认真学习新发布的国际相关标准，并参考现有相关行业标准，以评估（或

核算）目的为导向，以服务具体的实际工作为目标，整合现行的《森林资源资产

评估技术规范》（LY/T 2407-2015）和《自然资源（森林）资产评价技术规范》

（LY/T 2735-2016）两个行业标准。 

2.完成标准文本初稿编制，并向有关单位和专家咨询。 

3.修改完善标准文本初稿，形成征求意见稿后再广泛征求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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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综合专家们的反馈意见，进一步完善标准文本。 

三、标准的主要内容 

（一）主要变化 

本文件是对《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技术规范》（LY_T 2407-2015）、《自然资源

（森林）资产评价技术规范》（LYT 2735-2016）两个行业标准的整合、修订。与

所替代的文件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增加了森林资源经济资产、森林资源非经济资产、森林资源资本、森林

资源资产评估和森林资源核算定义（见第 3 章）； 

——本文件将市场经济行为需求的森林资源资产评估和非市场行为需求的

森林资源核算（包括森林资源资产核算和森林资源资本核算）两个方面的内容整

合到一个标准中。 

——本文件以服务目的为导向，分为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森林生态系统服务

核算、森林资源经济资产核算、森林资源非经济资产核算、森林资源资本核算 5

个层次规范了森林资源价值估算方法和指标体系。 

——《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技术规范》（LY/T 2407-2015）中的第六章森林资源

资产评估基本方法、第七章用材林资产评估、第八章竹林资产评估、第九章经济

林资产评估、第十章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资产评估、第十一章林地资产评估和第

十二章森林景观资产评估整合成修订后文件的第七章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方法；删

除了森林资源资产评估中的森林生态资产评价内容， 

——《自然资源（森林）资产评价技术规范》（LY/T 2735-2016）中的相关内

容整合到新修订的文件；增加了森林生态系统核算框架，森林资源经济资产核算、

森林资源非经济资产核算和森林资源资本核算等内容。 

（二）主要内容 

修改后的标准共分九章，包含五个规范性附录和两个资料性附录，其主要内

容为： 

1.范围：规定了森林资源经济资产评估、森林生态系统服务核算额、森林资

源经济资产核算和森林资源资本核算的相关概念、工作程序、指标体系及技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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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等。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不同目的的各种类型森林资源经济资产评

估、森林资源经济资产核算和森林资源资本核算行为。 

2.规范性引用文件（略） 

3.术语和定义 

包括：森林、森林资源、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森林资源经济资产、林木

资产、林地资产、森林景观资产、森林资源非经济资产、森林资源资本、森林资

源资产评估、森林资源核算、森林资源清单、森林资源核查、价值类型、基准日

等。 

4.评估（或核算）目的 

评估目的 指各种不同的经济行为对评估结果的特定用途。评估报告载明的

评估目的应唯一，评估报告只能在特定的评估目的下具有有效性。经济行为主要

指森林资源的有偿使用、抵押质押及投融资等。评估对象主要包括森林资源经济

资产所有权以及森林资源经济资产使用权（包括景观资源经营权）价值。 

核算目的 指核算结果的特定用途，核算报告只能在特定的目的下具有有效

性。具体用途主要包括：森林资源资产清查统计、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领

导干部离任审计、生态文明绩效评价考核、国土空间规划土地利用类型调整评价、

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和司法诉讼等。在实际应用中，应根据不同的目的和相关规定

选择恰当的核算指标，应用本标准的方法体系进行核算。 

5.评估（或核算）程序 

明确评估（或核算）基本事项，包括目的、对象、范围、基准日以及报告使

用者等； 

签订业务委托合同； 

委托人提交相关资料； 

森林资源核查； 

收集整理评估（或核算）相关资料；评定估算； 

编制出具评估（或核算）报告；整理归集工作底稿归档。 

6.资源核查 

包括：基本要求、核查项目、核查方法、核查精度要求、核查报告 

7.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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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资源经济资产评估方法。包括林木资产、林地资产、森林景观资产价值

的评估方法。 

8.森林生态系统服务核算 

包括森林森林系统服务核算的指标及其核算方法。 

 

图 1 森林生态系统服务核算指标框架 

9.森林资源核算 

包括：森林资源经济资产核算、森林资源非经济资产核算、森林资源资本核

算和储存碳价值核算方法。 

10.附录：规范性附录 A  抽样调查法 

      规范性附录 B  小班抽样法 

       规范性附录 C  森林资源经济资产评估林分质量综合调整系数 K

值和投资收益率 P 值的确定 

规范性附录 D  评估中林地使用费的确定 

规范性附录 E  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和森林资源非经济资产核算调

整系数 K 值和投资收益率 P 值的确定 

资料性附录 F  评估报告 

资料性附录 G  森林自然度 

11.参考文献 

四、与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分析 

本标准是在总结了现行标准在实际应用中的经验和不足，借鉴和吸收国内外

相关研究成果和标准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森林资源价值评价现状和实际工作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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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制定的。本标准与国际标准接轨，全面规范了各种类型森林资源经济资产评估、

森林资源经济资产核算和森林资源资本核算行为。 

五、与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与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一致无冲突。 

六、标准属性（作为强制性标准或者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森林资源资产评估和资本核算技术规范》为行业推荐性标准。 

七、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的建议 

标准的使用者具有一定的专业背景，需根据不同目的，恰当地选择和运用本

标准的具体方法和指标体系。为有利于本标准的贯彻实施，结合本标准的内容和

标准使用对象的实际情况，提出以下建议： 

（一）相关行业管理部门应通过举办培训班、讲座等形式，进行标准的宣传

和培训，帮助标准使用者明确理解标准的基本内容及技术方法。 

（二）以归口的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为依托，开展标准的宣传贯彻，组织相关

管理、专业技术人员进行学习，提高标准实施效果。 

（三）标准编制的主管部门应开展对标准实施情况的跟踪调查，要求标准执

行部门提出反馈意见，帮助下步修改完善。 

八、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替代现行《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技术规范》（LY/T 2407-2015）和《自然资源

（森林）资产评价技术规范》（LY/T 2735-2016）两个行业标准 

          

              

                      标准编制工作组 

                        2022 年 9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