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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 年国民账户体系* 是一个为决策( 分析和研究提供一套全面( 一致和灵活的宏观经济账户

的统计框架+ 它是在联合国( 欧洲联盟委员会(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

行集团的主持下制订和发布的+ 依照联合国统计委员会 "##? 年所作任务规定" 这五个组织共同负责

对 )';;? 年国民账户体系* 进行了更新" 形成了 )"##$ 年国民账户体系*+ 和早期的版本一样"

)"##$ 年国民账户体系* 反映了不断变化的用户需求( 经济环境的新近发展和方法论研究领域的

进展+

由这五个组织的代表组成的工作组负责管理和协调相关工作+ 世界各国的国家统计局和中央银

行也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专家小组对正在审查中的问题开展了研究+ 此外还成立了一个专家咨询小

组" 提供来自许多国家的专家意见+ 在更新工作期间" 联合国统计司在其网站上张贴了相关建议和

更新案文" 供世界各国评论" 从而实现了整个过程的完全透明化+

)"##$ 年国民账户体系* 是针对所有国家使用的" 其设计宗旨在于满足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

各个国家的需要+ 它还提供了一个其他经济统计领域的总体标准框架" 以促进这些统计系统的整合"

使其与国民账户保持一致+

联合国统计委员会在其第四十届会议上" 一致通过了 )"##$ 年国民账户体系* 作为国民账户的

国际统计标准+ 我们鼓励所有国家尽快在 )"##$ 年国民账户体系* 的基础上编制和报告其国民账户+

!!!!!!

联合国

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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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说明

)"##$ 年国民账户体系 &)16'* &旧译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是 )';;? 年国民账户体系* 的

更新版本+ 经联合国正式授权" 由中国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与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核算研

究所联合组成翻译组" 承担了 "##$ 年 )16的中文翻译工作+ ';;? 年 )16曾有两个中文版本" 一个

是联合国出版的中文版本" 另一个是由中国国家统计局翻译在国内出版的中文版本+ "##$ 年 )16则

只有一个中文版本" 由国内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 以下将相关事项做一说明+

首先" 关于本书的中文译名+ 联合国此前版本一直译为 -国民账户体系." 而国内则从 ';@$ 年

)16开始一直沿用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的译法" 并已得到广泛认同+ 此次中文版本遵照联合国相

关机构的要求" 将书名统一为 -国民账户体系." 希望国内读者能够逐渐习惯这一变化+

其次" 本书在关键性专业术语的处理上" 绝大部分延续了 ';;? 年 )16的译法" 以便于读者阅读

使用" 只对若干个词语做了适当修正" 比如" 将原来的 -原始收入. 改为 -初始收入.+ 此外" "##$

年 )16还出现了很多新的专门词语" 译本均参照国内相关领域的习惯用法斟酌给出中文对译+ 有关

词语的中英文对照" 读者可参见书后的 -索引表.+

最后" 在翻译过程中还发现英文原版中若干处行文或词语错误" 译本在确认其有误前提下做了

更正" 并在更正处做了注释" 敬请读者注意+

"#'" 年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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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9的特征 $?

!!!!!!!!!!!!!!!!!!!!!!!!!!!!!!!!!!

"&从事市场生产的1C9 $?

!!!!!!!!!!!!!!!!!!!!!!!!!!!!!!

!为企业服务的市场1C9 $?

!!!!!!!!!!!!!!!!!!!!!!!!!!!!!

?&从事非市场生产的1C9 $D

!!!!!!!!!!!!!!!!!!!!!!!!!!!!!

!政府控制的非营利机构 $D

!!!!!!!!!!!!!!!!!!!!!!!!!!!!!

!为住户服务的1C9&1C9)W' $D

!!!!!!!!!!!!!!!!!!!!!!!!!!

M&非金融公司部门及其子部门 $>

!!!!!!!!!!!!!!!!!!!!!!!!!!!!

E&金融公司部门及其子部门 $>

!!!!!!!!!!!!!!!!!!!!!!!!!!!!!

'&中央银行 $<

!!!!!!!!!!!!!!!!!!!!!!!!!!!!!!!!!!!

"&中央银行以外的存款性公司 $<

!!!!!!!!!!!!!!!!!!!!!!!!!!!

?&货币市场基金 &HHA' $<

!!!!!!!!!!!!!!!!!!!!!!!!!!!!!

D&非HHA投资基金 $<

!!!!!!!!!!!!!!!!!!!!!!!!!!!!!!!

>&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 &9BCA' 以外的其他金融中介机构 $<

!!!!!!!!!!!!!!!

@&金融辅助机构 $$

!!!!!!!!!!!!!!!!!!!!!!!!!!!!!!!!!

<&专属金融机构和贷款人 $$

!!!!!!!!!!!!!!!!!!!!!!!!!!!!!

$&保险公司 &9B' $;

!!!!!!!!!!!!!!!!!!!!!!!!!!!!!!!!

;&养老基金 &CA' $;

!!!!!!!!!!!!!!!!!!!!!!!!!!!!!!!!

A&一般政府部门及其子部门 $;

!!!!!!!!!!!!!!!!!!!!!!!!!!!!!

'&作为机构单位的政府单位 $;

!!!!!!!!!!!!!!!!!!!!!!!!!!!!

!作为生产者的政府单位 $;

!!!!!!!!!!!!!!!!!!!!!!!!!!!!!

!社会保障计划和社会保障基金 ;#

!!!!!!!!!!!!!!!!!!!!!!!!!!

"&一般政府部门 ;'

!!!!!!!!!!!!!!!!!!!!!!!!!!!!!!!!!

?&一般政府部门的子部门 ;'

!!!!!!!!!!!!!!!!!!!!!!!!!!!!!

!中央政府 ;'

!!!!!!!!!!!!!!!!!!!!!!!!!!!!!!!!!!!

!省级政府 ;"

!!!!!!!!!!!!!!!!!!!!!!!!!!!!!!!!!!!

!地方政府 ;?

!!!!!!!!!!!!!!!!!!!!!!!!!!!!!!!!!!!

!社会保障基金 ;?

!!!!!!!!!!!!!!!!!!!!!!!!!!!!!!!!!

D&另一种子部门划分方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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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住户部门及其子部门 ;D

!!!!!!!!!!!!!!!!!!!!!!!!!!!!!!!

'&作为机构单位的住户 ;D

!!!!!!!!!!!!!!!!!!!!!!!!!!!!!!

"&住户中的非法人企业 ;D

!!!!!!!!!!!!!!!!!!!!!!!!!!!!!!

?&住户部门及其子部门 ;>

!!!!!!!!!!!!!!!!!!!!!!!!!!!!!!

!按收入划分子部门 ;>

!!!!!!!!!!!!!!!!!!!!!!!!!!!!!!!

!按参照人的特征划分子部门 ;>

!!!!!!!!!!!!!!!!!!!!!!!!!!!

!按住户的规模和所在地划分子部门 ;@

!!!!!!!!!!!!!!!!!!!!!!!!

W&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部门 ;@

!!!!!!!!!!!!!!!!!!!!!!!!!!!

9&国外 ;@

!!!!!!!!!!!!!!!!!!!!!!!!!!!!!!!!!!!!!!

'&国际组织 ;<

!!!!!!!!!!!!!!!!!!!!!!!!!!!!!!!!!!!

"&货币联盟的中央银行 ;<

!!!!!!!!!!!!!!!!!!!!!!!!!!!!!!

第 + 章'企业% 基层单位和产业 ;$

!!!!!!!!!!!!!!!!!!!!!!!!!!!!!!

6&引言 ;$

!!!!!!!!!!!!!!!!!!!!!!!!!!!!!!!!!!!!!!

:&生产活动 ;;

!!!!!!!!!!!!!!!!!!!!!!!!!!!!!!!!!!!!

'&)16的活动分类 ;;

!!!!!!!!!!!!!!!!!!!!!!!!!!!!!!!!

"&主要活动和次要活动 ;;

!!!!!!!!!!!!!!!!!!!!!!!!!!!!!!

!主要活动 ;;

!!!!!!!!!!!!!!!!!!!!!!!!!!!!!!!!!!!

!次要活动 ;;

!!!!!!!!!!!!!!!!!!!!!!!!!!!!!!!!!!!

?&辅助活动 ;;

!!!!!!!!!!!!!!!!!!!!!!!!!!!!!!!!!!!

B&把企业分解为更具同质性的单位 '##

!!!!!!!!!!!!!!!!!!!!!!!!!!

'&生产单位分类 '##

!!!!!!!!!!!!!!!!!!!!!!!!!!!!!!!!!

!活动类型单位 '##

!!!!!!!!!!!!!!!!!!!!!!!!!!!!!!!!!

!地点单位 '##

!!!!!!!!!!!!!!!!!!!!!!!!!!!!!!!!!!!

!基层单位 '##

!!!!!!!!!!!!!!!!!!!!!!!!!!!!!!!!!!!

"&基层单位的数据和账户 '##

!!!!!!!!!!!!!!!!!!!!!!!!!!!!!

?&特定情况下原则的运用 '#'

!!!!!!!!!!!!!!!!!!!!!!!!!!!!!

!综合性企业中的基层单位 '#'

!!!!!!!!!!!!!!!!!!!!!!!!!!!!

!一般政府所属的基层单位 '#'

!!!!!!!!!!!!!!!!!!!!!!!!!!!!

M&辅助活动 '#"

!!!!!!!!!!!!!!!!!!!!!!!!!!!!!!!!!!!!

!辅助活动产出的记录 &或不记录' '#?

!!!!!!!!!!!!!!!!!!!!!!!!

!辅助活动在经济体系中的作用 '#?

!!!!!!!!!!!!!!!!!!!!!!!!!!

E&产业 '#D

!!!!!!!!!!!!!!!!!!!!!!!!!!!!!!!!!!!!!!

'&市场( 自给性和非市场生产者 '#D

!!!!!!!!!!!!!!!!!!!!!!!!!!

"&产业和产品 '#D

!!!!!!!!!!!!!!!!!!!!!!!!!!!!!!!!!!

A&同质生产单位 '#D

!!!!!!!!!!!!!!!!!!!!!!!!!!!!!!!!!!

第 , 章'生产账户 '#@

!!!!!!!!!!!!!!!!!!!!!!!!!!!!!!!!!!!!

6&引言 '#@

!!!!!!!!!!!!!!!!!!!!!!!!!!!!!!!!!!!!!!

:生产的概念 '#<

!!!!!!!!!!!!!!!!!!!!!!!!!!!!!!!!!!!!

'&作为经济活动的生产 '#<

!!!!!!!!!!!!!!!!!!!!!!!!!!!!!!

!货物 '#<

!!!!!!!!!!!!!!!!!!!!!!!!!!!!!!!!!!!!!

!服务 '#<

!!!!!!!!!!!!!!!!!!!!!!!!!!!!!!!!!!!!!

!知识载体产品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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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范围 '#;

!!!!!!!!!!!!!!!!!!!!!!!!!!!!!!!!!!!

!一般生产范围 '#;

!!!!!!!!!!!!!!!!!!!!!!!!!!!!!!!!!

! )16中的生产范围 '#;

!!!!!!!!!!!!!!!!!!!!!!!!!!!!!!!

!住户部门的生产范围 ''#

!!!!!!!!!!!!!!!!!!!!!!!!!!!!!!

! !!不包括住户部门的大部分自给性服务 ''#

!!!!!!!!!!!!!!!!!!!!!

! !!货物的自给性生产 ''#

!!!!!!!!!!!!!!!!!!!!!!!!!!!!!

! !!自有住房服务 '''

!!!!!!!!!!!!!!!!!!!!!!!!!!!!!!!

! !!雇佣付酬家政人员生产家庭和个人服务 '''

!!!!!!!!!!!!!!!!!!!!

! !! -自己动手. 的装修( 维护和小修 '''

!!!!!!!!!!!!!!!!!!!!!!

! !!消费品的使用 '''

!!!!!!!!!!!!!!!!!!!!!!!!!!!!!!!

! !! -未观测. 经济 ''"

!!!!!!!!!!!!!!!!!!!!!!!!!!!!!!

B&基本价格( 生产者价格和购买者价格 ''?

!!!!!!!!!!!!!!!!!!!!!!!!

'&基本价格和生产者价格 ''?

!!!!!!!!!!!!!!!!!!!!!!!!!!!!!

! !!S6X和类似可抵扣税 ''?

!!!!!!!!!!!!!!!!!!!!!!!!!!!!

! !!S6X总额和净额的记录 ''D

!!!!!!!!!!!!!!!!!!!!!!!!!!!

"&购买者价格 ''>

!!!!!!!!!!!!!!!!!!!!!!!!!!!!!!!!!!

?&基本价格( 生产者价格和购买者价格###总结 ''>

!!!!!!!!!!!!!!!!!!!

M&增加值和VMC ''>

!!!!!!!!!!!!!!!!!!!!!!!!!!!!!!!!!!

'&总增加值和净增加值 ''>

!!!!!!!!!!!!!!!!!!!!!!!!!!!!!!

"&增加值的不同测度 ''@

!!!!!!!!!!!!!!!!!!!!!!!!!!!!!!!

!按基本价格计算的总增加值 ''@

!!!!!!!!!!!!!!!!!!!!!!!!!!!

!按生产者价格计算的总增加值 ''@

!!!!!!!!!!!!!!!!!!!!!!!!!!

!按要素成本计算的总增加值 ''<

!!!!!!!!!!!!!!!!!!!!!!!!!!!

?&国内生产总值 &VMC' ''<

!!!!!!!!!!!!!!!!!!!!!!!!!!!!!

D&国内生产 ''<

!!!!!!!!!!!!!!!!!!!!!!!!!!!!!!!!!!!

E&产出的测度 ''$

!!!!!!!!!!!!!!!!!!!!!!!!!!!!!!!!!!!

'&生产与产出 ''$

!!!!!!!!!!!!!!!!!!!!!!!!!!!!!!!!!!

"&记录时间 '';

!!!!!!!!!!!!!!!!!!!!!!!!!!!!!!!!!!!

?&产出的估价 '';

!!!!!!!!!!!!!!!!!!!!!!!!!!!!!!!!!!

D&市场产出( 为自身最终使用的产出和非市场产出 '';

!!!!!!!!!!!!!!!!!!

!市场产出 '"#

!!!!!!!!!!!!!!!!!!!!!!!!!!!!!!!!!!!

! !!销售的记录 '"#

!!!!!!!!!!!!!!!!!!!!!!!!!!!!!!!!

! !!易货交易的记录 '"#

!!!!!!!!!!!!!!!!!!!!!!!!!!!!!!

! !!实物报酬或其他实物支付的记录 '"#

!!!!!!!!!!!!!!!!!!!!!!!

! !!企业内部交付的记录 '"'

!!!!!!!!!!!!!!!!!!!!!!!!!!!!

! !!制成品存货变化 '"'

!!!!!!!!!!!!!!!!!!!!!!!!!!!!!!

! !!在制品存货变化 '"'

!!!!!!!!!!!!!!!!!!!!!!!!!!!!!!

!为自身最终使用的产出 '""

!!!!!!!!!!!!!!!!!!!!!!!!!!!!!

! !!住户部门生产的货物 '""

!!!!!!!!!!!!!!!!!!!!!!!!!!!!

! !!家政人员的服务 '""

!!!!!!!!!!!!!!!!!!!!!!!!!!!!!!

! !!自有住房服务 '""

!!!!!!!!!!!!!!!!!!!!!!!!!!!!!!!

! !!自身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

!!!!!!!!!!!!!!!!!!!!!!!!!!!

! !!存货变化 '"?

!!!!!!!!!!!!!!!!!!!!!!!!!!!!!!!!!

! !!自身中间消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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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自身最终使用的产出估价 '"?

!!!!!!!!!!!!!!!!!!!!!!!!!

!非市场产出 '"D

!!!!!!!!!!!!!!!!!!!!!!!!!!!!!!!!!!

!市场和非市场生产者 '">

!!!!!!!!!!!!!!!!!!!!!!!!!!!!!!

A&特殊产业的产出 '">

!!!!!!!!!!!!!!!!!!!!!!!!!!!!!!!!!

'&引言 '">

!!!!!!!!!!!!!!!!!!!!!!!!!!!!!!!!!!!!!

"&农业( 林业和渔业 '">

!!!!!!!!!!!!!!!!!!!!!!!!!!!!!!!

?&机器( 设备和建筑物 '">

!!!!!!!!!!!!!!!!!!!!!!!!!!!!!!

D&运输和仓储 '"@

!!!!!!!!!!!!!!!!!!!!!!!!!!!!!!!!!!

!运输 '"@

!!!!!!!!!!!!!!!!!!!!!!!!!!!!!!!!!!!!!

!仓储 '"@

!!!!!!!!!!!!!!!!!!!!!!!!!!!!!!!!!!!!!

>&批发和零售 '"<

!!!!!!!!!!!!!!!!!!!!!!!!!!!!!!!!!!

@&中央银行的产出 '"$

!!!!!!!!!!!!!!!!!!!!!!!!!!!!!!!!

!诸如监管服务之类的临界情形 '"$

!!!!!!!!!!!!!!!!!!!!!!!!!!

!非市场产出的提供 '"$

!!!!!!!!!!!!!!!!!!!!!!!!!!!!!!!

!市场产出的提供 '"$

!!!!!!!!!!!!!!!!!!!!!!!!!!!!!!!!

<&保险和养老基金以外的金融服务 '";

!!!!!!!!!!!!!!!!!!!!!!!!!

!直接收费并提供相应金融服务 '";

!!!!!!!!!!!!!!!!!!!!!!!!!!

!与存贷款利息费用相关的金融服务 '?#

!!!!!!!!!!!!!!!!!!!!!!!!

!与金融市场上金融资产和负债获得与处置相关的金融服务 '?'

!!!!!!!!!!!!!!

$&与保险和养老金计划相关的金融服务 '?'

!!!!!!!!!!!!!!!!!!!!!!!

!非人寿保险 '?"

!!!!!!!!!!!!!!!!!!!!!!!!!!!!!!!!!!

!人寿保险 '??

!!!!!!!!!!!!!!!!!!!!!!!!!!!!!!!!!!!

!再保险 '??

!!!!!!!!!!!!!!!!!!!!!!!!!!!!!!!!!!!!

!社会保险计划 '??

!!!!!!!!!!!!!!!!!!!!!!!!!!!!!!!!!

!标准化担保计划 '?D

!!!!!!!!!!!!!!!!!!!!!!!!!!!!!!!!

;&研究和开发 '?D

!!!!!!!!!!!!!!!!!!!!!!!!!!!!!!!!!!

'#&原件和复制品的生产 '?D

!!!!!!!!!!!!!!!!!!!!!!!!!!!!!

V&中间消耗 '?>

!!!!!!!!!!!!!!!!!!!!!!!!!!!!!!!!!!!!

'&中间消耗的范围 '?>

!!!!!!!!!!!!!!!!!!!!!!!!!!!!!!!!

"&中间消耗的记录时间和估价 '?>

!!!!!!!!!!!!!!!!!!!!!!!!!!!

?&中间消耗和雇员报酬之间的界限 '?@

!!!!!!!!!!!!!!!!!!!!!!!!!

D&中间消耗和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之间的界限 '?<

!!!!!!!!!!!!!!!!!!!!!

!小型工具 '?<

!!!!!!!!!!!!!!!!!!!!!!!!!!!!!!!!!!!

!保养和修理 '?<

!!!!!!!!!!!!!!!!!!!!!!!!!!!!!!!!!!

!研究和开发 '?<

!!!!!!!!!!!!!!!!!!!!!!!!!!!!!!!!!!

!矿藏勘探和评估 '?<

!!!!!!!!!!!!!!!!!!!!!!!!!!!!!!!!

!军事设备 '?$

!!!!!!!!!!!!!!!!!!!!!!!!!!!!!!!!!!!

>&政府为生产者提供的服务 '?$

!!!!!!!!!!!!!!!!!!!!!!!!!!!!

@&实物社会转移 '?$

!!!!!!!!!!!!!!!!!!!!!!!!!!!!!!!!!

<&商会提供的服务 '?$

!!!!!!!!!!!!!!!!!!!!!!!!!!!!!!!!

$&外包 '?$

!!!!!!!!!!!!!!!!!!!!!!!!!!!!!!!!!!!!!

;&固定资产租赁 '?$

!!!!!!!!!!!!!!!!!!!!!!!!!!!!!!!!!

W&固定资本消耗 '?;

!!!!!!!!!!!!!!!!!!!!!!!!!!!!!!!!!!

'&固定资本消耗的范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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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本消耗和固定资产租金 '?;

!!!!!!!!!!!!!!!!!!!!!!!!!!

?&固定资本消耗的计算 'D#

!!!!!!!!!!!!!!!!!!!!!!!!!!!!!!

D&永续盘存法 'D#

!!!!!!!!!!!!!!!!!!!!!!!!!!!!!!!!!!

!资本存量总额的核算 'D'

!!!!!!!!!!!!!!!!!!!!!!!!!!!!!!

!相对效率 'D'

!!!!!!!!!!!!!!!!!!!!!!!!!!!!!!!!!!!

!固定资本消耗率 'D'

!!!!!!!!!!!!!!!!!!!!!!!!!!!!!!!!

!固定资本消耗的价值 'D'

!!!!!!!!!!!!!!!!!!!!!!!!!!!!!!

第 , 章附录'从持有损益中分离出仓储所致产出 'D"

!!!!!!!!!!!!!!!!!!!!!!!

6&引言 'D"

!!!!!!!!!!!!!!!!!!!!!!!!!!!!!!!!!!!!!!

'&仓储成本和持有损益 'D"

!!!!!!!!!!!!!!!!!!!!!!!!!!!!!!

:&真实价值跨时变化的货物 'D"

!!!!!!!!!!!!!!!!!!!!!!!!!!!!!

'&生产过程非常长的货物 'D?

!!!!!!!!!!!!!!!!!!!!!!!!!!!!!

"&在储存时其物理特性发生变化的货物 'D?

!!!!!!!!!!!!!!!!!!!!!!!

?&具有供给或需求季节模式的货物 'DD

!!!!!!!!!!!!!!!!!!!!!!!!!

D&谁从仓储货物的价值增加中获益/ 'DD

!!!!!!!!!!!!!!!!!!!!!!!!

>&何时应记录仓储所致产出/ 'D>

!!!!!!!!!!!!!!!!!!!!!!!!!!!

@&举例 'D>

!!!!!!!!!!!!!!!!!!!!!!!!!!!!!!!!!!!!!

!例 ' 'D>

!!!!!!!!!!!!!!!!!!!!!!!!!!!!!!!!!!!!!

!例 " 'D>

!!!!!!!!!!!!!!!!!!!!!!!!!!!!!!!!!!!!!

!例 ? 'D>

!!!!!!!!!!!!!!!!!!!!!!!!!!!!!!!!!!!!!

第 - 章'收入初次分配账户 'D@

!!!!!!!!!!!!!!!!!!!!!!!!!!!!!!!!

6&引言 'D@

!!!!!!!!!!!!!!!!!!!!!!!!!!!!!!!!!!!!!!

'&收入形成账户 'D@

!!!!!!!!!!!!!!!!!!!!!!!!!!!!!!!!!

!营业盈余和混合收入 'D<

!!!!!!!!!!!!!!!!!!!!!!!!!!!!!!

"&初始收入分配账户 'D;

!!!!!!!!!!!!!!!!!!!!!!!!!!!!!!!

!平衡项与国民收入 '>#

!!!!!!!!!!!!!!!!!!!!!!!!!!!!!!!

!国民净收入与国民总收入 '>#

!!!!!!!!!!!!!!!!!!!!!!!!!!!!

?&业主收入账户 '>'

!!!!!!!!!!!!!!!!!!!!!!!!!!!!!!!!!

D&其他初始收入分配账户 '>"

!!!!!!!!!!!!!!!!!!!!!!!!!!!!!

:&雇员报酬 '>"

!!!!!!!!!!!!!!!!!!!!!!!!!!!!!!!!!!!!

'&雇员的认定 '>"

!!!!!!!!!!!!!!!!!!!!!!!!!!!!!!!!!!

!雇佣关系 '>?

!!!!!!!!!!!!!!!!!!!!!!!!!!!!!!!!!!!

! !!雇主和自雇工作者 '>D

!!!!!!!!!!!!!!!!!!!!!!!!!!!!!

! !!外包工 '>D

!!!!!!!!!!!!!!!!!!!!!!!!!!!!!!!!!!

"&雇员报酬的构成 '>>

!!!!!!!!!!!!!!!!!!!!!!!!!!!!!!!!

!工资和薪金 '>>

!!!!!!!!!!!!!!!!!!!!!!!!!!!!!!!!!!

! !!现金工资和薪金 '>>

!!!!!!!!!!!!!!!!!!!!!!!!!!!!!!

! !!实物工资和薪金 '><

!!!!!!!!!!!!!!!!!!!!!!!!!!!!!!

! !!股票期权 '>$

!!!!!!!!!!!!!!!!!!!!!!!!!!!!!!!!!

!雇主社会缴款 '>;

!!!!!!!!!!!!!!!!!!!!!!!!!!!!!!!!!

! !!雇主向社会保险计划的实际缴款 '>;

!!!!!!!!!!!!!!!!!!!!!!!

! !!雇主向社会保险计划的虚拟缴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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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雇主虚拟养老金缴款 '>;

!!!!!!!!!!!!!!!!!!!!!!!!!!!!

! !!雇主虚拟非养老金缴款 '@#

!!!!!!!!!!!!!!!!!!!!!!!!!!!

B&生产和进口税 '@#

!!!!!!!!!!!!!!!!!!!!!!!!!!!!!!!!!!

'&生产和进口税的记录 '@#

!!!!!!!!!!!!!!!!!!!!!!!!!!!!!!

!生产和进口税在账户中的记录 '@'

!!!!!!!!!!!!!!!!!!!!!!!!!!

!税收与收费 '@'

!!!!!!!!!!!!!!!!!!!!!!!!!!!!!!!!!!

! !!与9HA和JEBM税收分类的联系 '@"

!!!!!!!!!!!!!!!!!!!!!!!

!基于权责发生制进行记录 '@?

!!!!!!!!!!!!!!!!!!!!!!!!!!!!

!利息( 罚金或其他罚款 '@D

!!!!!!!!!!!!!!!!!!!!!!!!!!!!!

!初始收入分配账户中的税收和补贴 '@D

!!!!!!!!!!!!!!!!!!!!!!!!

"&产品税 '@D

!!!!!!!!!!!!!!!!!!!!!!!!!!!!!!!!!!!!

!增值类税 '@D

!!!!!!!!!!!!!!!!!!!!!!!!!!!!!!!!!!!

!进口税和进口关税" 不包括S6X '@D

!!!!!!!!!!!!!!!!!!!!!!!!

! !!进口关税 '@>

!!!!!!!!!!!!!!!!!!!!!!!!!!!!!!!!!

! !!进口税" 不包括S6X和关税 '@>

!!!!!!!!!!!!!!!!!!!!!!!!

!出口税 '@>

!!!!!!!!!!!!!!!!!!!!!!!!!!!!!!!!!!!!

!产品税" 不包括S6X( 进口和出口税 '@>

!!!!!!!!!!!!!!!!!!!!!!!

?&其他生产税 '@@

!!!!!!!!!!!!!!!!!!!!!!!!!!!!!!!!!!

M&补贴 '@<

!!!!!!!!!!!!!!!!!!!!!!!!!!!!!!!!!!!!!!

'&产品补贴 '@<

!!!!!!!!!!!!!!!!!!!!!!!!!!!!!!!!!!!

!进口补贴 '@$

!!!!!!!!!!!!!!!!!!!!!!!!!!!!!!!!!!!

!出口补贴 '@$

!!!!!!!!!!!!!!!!!!!!!!!!!!!!!!!!!!!

! !!不包括在出口补贴中的项目 '@$

!!!!!!!!!!!!!!!!!!!!!!!!!

!其他产品补贴 '@$

!!!!!!!!!!!!!!!!!!!!!!!!!!!!!!!!!

"&其他生产补贴 '@$

!!!!!!!!!!!!!!!!!!!!!!!!!!!!!!!!!

E&财产收入 '@;

!!!!!!!!!!!!!!!!!!!!!!!!!!!!!!!!!!!!

'&财产收入的界定 '@;

!!!!!!!!!!!!!!!!!!!!!!!!!!!!!!!!

"&利息 '<#

!!!!!!!!!!!!!!!!!!!!!!!!!!!!!!!!!!!!!

!按权责发生制记录 '<#

!!!!!!!!!!!!!!!!!!!!!!!!!!!!!!!

!贷款和存款的应收应付利息 '<'

!!!!!!!!!!!!!!!!!!!!!!!!!!!

!债券应付利息 '<'

!!!!!!!!!!!!!!!!!!!!!!!!!!!!!!!!!

!进一步的阐释 '<'

!!!!!!!!!!!!!!!!!!!!!!!!!!!!!!!!!

!名义和实际利率 '<"

!!!!!!!!!!!!!!!!!!!!!!!!!!!!!!!!

!中央银行设定利率的特殊情形 '<"

!!!!!!!!!!!!!!!!!!!!!!!!!!

! !!对存款准备金制定低于市场水平的利率 '<"

!!!!!!!!!!!!!!!!!!!!

! !!为支持货币设定高于市场水平的利率 '<"

!!!!!!!!!!!!!!!!!!!!!

! !!对优先支持产业设定低于市场水平的利率 '<?

!!!!!!!!!!!!!!!!!!!

?&公司已分配收入 '<?

!!!!!!!!!!!!!!!!!!!!!!!!!!!!!!!!

!红利 '<?

!!!!!!!!!!!!!!!!!!!!!!!!!!!!!!!!!!!!!

! !!记录时间 '<?

!!!!!!!!!!!!!!!!!!!!!!!!!!!!!!!!!

! !!超级红利 '<?

!!!!!!!!!!!!!!!!!!!!!!!!!!!!!!!!!

!准公司收入提取 '<D

!!!!!!!!!!!!!!!!!!!!!!!!!!!!!!!!

!外国直接投资的再投资收益 '<D

!!!!!!!!!!!!!!!!!!!!!!!!!!!

! !!国内企业的留存收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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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投资收入支付 '<>

!!!!!!!!!!!!!!!!!!!!!!!!!!!!!!!!!

!属于投保人的投资收入 '<>

!!!!!!!!!!!!!!!!!!!!!!!!!!!!!

!养老金权益的应付投资收入 '<>

!!!!!!!!!!!!!!!!!!!!!!!!!!!

!属于投资基金股东集体的投资收入 '<@

!!!!!!!!!!!!!!!!!!!!!!!!

>&地租 '<@

!!!!!!!!!!!!!!!!!!!!!!!!!!!!!!!!!!!!!

!不同于租金的地租 '<@

!!!!!!!!!!!!!!!!!!!!!!!!!!!!!!!

!自然资源地租 '<@

!!!!!!!!!!!!!!!!!!!!!!!!!!!!!!!!!

!土地地租 '<@

!!!!!!!!!!!!!!!!!!!!!!!!!!!!!!!!!!!

!地下资产地租 '<<

!!!!!!!!!!!!!!!!!!!!!!!!!!!!!!!!!

第 # 章'收入再分配账户 '<$

!!!!!!!!!!!!!!!!!!!!!!!!!!!!!!!!!

6&引言 '<$

!!!!!!!!!!!!!!!!!!!!!!!!!!!!!!!!!!!!!!

'&收入再分配账户 '<$

!!!!!!!!!!!!!!!!!!!!!!!!!!!!!!!!

!所得税( 财产税等经常税 '<;

!!!!!!!!!!!!!!!!!!!!!!!!!!!!

!社会缴款和社会福利 '<;

!!!!!!!!!!!!!!!!!!!!!!!!!!!!!!

!其他经常转移 '$#

!!!!!!!!!!!!!!!!!!!!!!!!!!!!!!!!!

"&可支配收入 '$#

!!!!!!!!!!!!!!!!!!!!!!!!!!!!!!!!!!

!与经济理论中收入概念的联系 '$"

!!!!!!!!!!!!!!!!!!!!!!!!!!

!国民可支配收入 '$"

!!!!!!!!!!!!!!!!!!!!!!!!!!!!!!!!

?&实物收入再分配账户 '$?

!!!!!!!!!!!!!!!!!!!!!!!!!!!!!!

D&调整后可支配收入 '$?

!!!!!!!!!!!!!!!!!!!!!!!!!!!!!!!

:&经常转移 '$D

!!!!!!!!!!!!!!!!!!!!!!!!!!!!!!!!!!!!

'&经常转移和资本转移的区别 '$D

!!!!!!!!!!!!!!!!!!!!!!!!!!!

"&转移的记录 '$>

!!!!!!!!!!!!!!!!!!!!!!!!!!!!!!!!!!

!现金转移 '$>

!!!!!!!!!!!!!!!!!!!!!!!!!!!!!!!!!!!

!企业提供货物和服务 '$>

!!!!!!!!!!!!!!!!!!!!!!!!!!!!!!

!实物社会转移 '$@

!!!!!!!!!!!!!!!!!!!!!!!!!!!!!!!!!

B&所得税( 财产税等经常税 '$<

!!!!!!!!!!!!!!!!!!!!!!!!!!!!!

'&税收 '$<

!!!!!!!!!!!!!!!!!!!!!!!!!!!!!!!!!!!!!

!税收与收费 '$<

!!!!!!!!!!!!!!!!!!!!!!!!!!!!!!!!!!

!与9HA和JEBM税收分类的联系 '$$

!!!!!!!!!!!!!!!!!!!!!!!!!

!基于权责发生制进行记录 '$$

!!!!!!!!!!!!!!!!!!!!!!!!!!!!

!利息( 罚金或其他罚款 '$$

!!!!!!!!!!!!!!!!!!!!!!!!!!!!!

"&所得税 '$;

!!!!!!!!!!!!!!!!!!!!!!!!!!!!!!!!!!!!

?&其他经常税 '$;

!!!!!!!!!!!!!!!!!!!!!!!!!!!!!!!!!!

!资本经常税 '$;

!!!!!!!!!!!!!!!!!!!!!!!!!!!!!!!!!!

!经常税杂项 ';#

!!!!!!!!!!!!!!!!!!!!!!!!!!!!!!!!!!

M&社会保险计划 ';#

!!!!!!!!!!!!!!!!!!!!!!!!!!!!!!!!!!

'&社会保险计划的覆盖范围 ';#

!!!!!!!!!!!!!!!!!!!!!!!!!!!!

"&社会保险计划的组织 ';'

!!!!!!!!!!!!!!!!!!!!!!!!!!!!!!

!社会保障计划 ';"

!!!!!!!!!!!!!!!!!!!!!!!!!!!!!!!!!

!其他就业相关社会保险计划 ';?

!!!!!!!!!!!!!!!!!!!!!!!!!!!

E&净社会缴款 ';?

!!!!!!!!!!!!!!!!!!!!!!!!!!!!!!!!!!!

'&社会缴款的构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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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实际社会缴款 ';?

!!!!!!!!!!!!!!!!!!!!!!!!!!!!!!!

?&雇主虚拟社会缴款 ';?

!!!!!!!!!!!!!!!!!!!!!!!!!!!!!!!

D&住户实际社会缴款 ';D

!!!!!!!!!!!!!!!!!!!!!!!!!!!!!!!

>&住户追加社会缴款 ';D

!!!!!!!!!!!!!!!!!!!!!!!!!!!!!!!

A&实物社会转移以外的社会福利 ';D

!!!!!!!!!!!!!!!!!!!!!!!!!!!

'&制度安排 ';>

!!!!!!!!!!!!!!!!!!!!!!!!!!!!!!!!!!!

!社会保险计划或社会救济 ';>

!!!!!!!!!!!!!!!!!!!!!!!!!!!!

!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 ';>

!!!!!!!!!!!!!!!!!!!!!!!!!!!!!!

"&社会福利的类型 ';@

!!!!!!!!!!!!!!!!!!!!!!!!!!!!!!!!

!养老金 ';@

!!!!!!!!!!!!!!!!!!!!!!!!!!!!!!!!!!!!

!现金形式的应付非养老金福利 ';@

!!!!!!!!!!!!!!!!!!!!!!!!!!

! !!住户应得但不属于社会福利的项目 ';@

!!!!!!!!!!!!!!!!!!!!!!

!实物形式的应付非养老金福利 ';<

!!!!!!!!!!!!!!!!!!!!!!!!!!

!政府提供的实物福利 ';<

!!!!!!!!!!!!!!!!!!!!!!!!!!!!!!

?&收入再分配账户中记录的社会福利 ';<

!!!!!!!!!!!!!!!!!!!!!!!!

V&其他经常转移 ';;

!!!!!!!!!!!!!!!!!!!!!!!!!!!!!!!!!!

'&保险相关交易 ';;

!!!!!!!!!!!!!!!!!!!!!!!!!!!!!!!!!

!非寿险净保费 ';;

!!!!!!!!!!!!!!!!!!!!!!!!!!!!!!!!!

!非寿险索赔 "##

!!!!!!!!!!!!!!!!!!!!!!!!!!!!!!!!!!

!再保险净保费和索赔 "##

!!!!!!!!!!!!!!!!!!!!!!!!!!!!!!

!标准化担保的费用和代偿 "##

!!!!!!!!!!!!!!!!!!!!!!!!!!!!

"&一般政府内经常转移 "#'

!!!!!!!!!!!!!!!!!!!!!!!!!!!!!!

?&国际经常性合作 "#'

!!!!!!!!!!!!!!!!!!!!!!!!!!!!!!!!

D&杂项经常转移 "#'

!!!!!!!!!!!!!!!!!!!!!!!!!!!!!!!!!

!中央银行和一般政府之间的经常转移 "#'

!!!!!!!!!!!!!!!!!!!!!!!

!支付给1C9)W的经常转移 "#'

!!!!!!!!!!!!!!!!!!!!!!!!!!!!

!住户间经常转移 "#"

!!!!!!!!!!!!!!!!!!!!!!!!!!!!!!!!

!罚金和罚款 "#?

!!!!!!!!!!!!!!!!!!!!!!!!!!!!!!!!!!

!抽彩和赌博 "#?

!!!!!!!!!!!!!!!!!!!!!!!!!!!!!!!!!!

!补偿支付 "#D

!!!!!!!!!!!!!!!!!!!!!!!!!!!!!!!!!!!

W&实物社会转移 "#D

!!!!!!!!!!!!!!!!!!!!!!!!!!!!!!!!!!

'&实物收入再分配账户 "#D

!!!!!!!!!!!!!!!!!!!!!!!!!!!!!!

"&支付给非常住者的实物社会转移 "#D

!!!!!!!!!!!!!!!!!!!!!!!!!

第 . 章'收入使用账户 "#@

!!!!!!!!!!!!!!!!!!!!!!!!!!!!!!!!!!

6&引言 "#@

!!!!!!!!!!!!!!!!!!!!!!!!!!!!!!!!!!!!!!

'&可支配收入使用账户 "#<

!!!!!!!!!!!!!!!!!!!!!!!!!!!!!!

"&调整后可支配收入使用账户 "#$

!!!!!!!!!!!!!!!!!!!!!!!!!!!

?&两个收入使用账户的联系 "#;

!!!!!!!!!!!!!!!!!!!!!!!!!!!!

D&养老金权益变化调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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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卫星账户 @'#

!!!!!!!!!!!!!!!!!!!!!!!!!!!!!!!!!

!卫生保健的功能分类 @'#

!!!!!!!!!!!!!!!!!!!!!!!!!!!!!!

!卫生保健提供单位 @'#

!!!!!!!!!!!!!!!!!!!!!!!!!!!!!!!

!卫生保健支出 @'#

!!!!!!!!!!!!!!!!!!!!!!!!!!!!!!!!!

!卫生保健的资金来源 @''

!!!!!!!!!!!!!!!!!!!!!!!!!!!!!!

!将 )W6转换为卫生卫星账户 @''

!!!!!!!!!!!!!!!!!!!!!!!!!!

D&未付酬住户活动 @''

!!!!!!!!!!!!!!!!!!!!!!!!!!!!!!!!

!未付酬住户服务 @''

!!!!!!!!!!!!!!!!!!!!!!!!!!!!!!!!

!耐用消费品 @'D

!!!!!!!!!!!!!!!!!!!!!!!!!!!!!!!!!!

!义务劳动 @'D

!!!!!!!!!!!!!!!!!!!!!!!!!!!!!!!!!!!

附录 (')16中的层级分类及相应编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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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引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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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中的分类层级 @'$

!!!!!!!!!!!!!!!!!!!!!!!!!!!!!!!!

'&部门分类 &代码 )' @'$

!!!!!!!!!!!!!!!!!!!!!!!!!!!!!!

"&交易分类 @""

!!!!!!!!!!!!!!!!!!!!!!!!!!!!!!!!!!!

!产品交易分类 &代码C' @""

!!!!!!!!!!!!!!!!!!!!!!!!!!!!

!非生产资产交易分类 &代码1C' @"?

!!!!!!!!!!!!!!!!!!!!!!!!

!分配性交易分类 &代码M' @"D

!!!!!!!!!!!!!!!!!!!!!!!!!!!

!金融资产与负债交易分类 &代码A' @"@

!!!!!!!!!!!!!!!!!!!!!!!

?&其他流量 @"<

!!!!!!!!!!!!!!!!!!!!!!!!!!!!!!!!!!!

!资产物量其他变化账户中的登录 &代码[' @"$

!!!!!!!!!!!!!!!!!!!!

!平衡项与资产净值项分类 &代码:' @"$

!!!!!!!!!!!!!!!!!!!!!!!

D&资产与负债存量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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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项目 &代码\' @";

!!!!!!!!!!!!!!!!!!!!!!!!!!!

!非金融资产 &代码61' @";

!!!!!!!!!!!!!!!!!!!!!!!!!!!!

!金融资产 &代码6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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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补充分类项目 @?'

!!!!!!!!!!!!!!!!!!!!!!!!!!!!!!!!!!

'&不良贷款 @?'

!!!!!!!!!!!!!!!!!!!!!!!!!!!!!!!!!!!

"&资本服务 @?"

!!!!!!!!!!!!!!!!!!!!!!!!!!!!!!!!!!!

?&养老金表 @?"

!!!!!!!!!!!!!!!!!!!!!!!!!!!!!!!!!!!

!表中各列 @?"

!!!!!!!!!!!!!!!!!!!!!!!!!!!!!!!!!!!

!表中各行 @??

!!!!!!!!!!!!!!!!!!!!!!!!!!!!!!!!!!!

D&耐用消费品 @??

!!!!!!!!!!!!!!!!!!!!!!!!!!!!!!!!!!

>&外商直接投资 @?D

!!!!!!!!!!!!!!!!!!!!!!!!!!!!!!!!!

@&或有头寸 @?D

!!!!!!!!!!!!!!!!!!!!!!!!!!!!!!!!!!!

<&通货与存款 @?D

!!!!!!!!!!!!!!!!!!!!!!!!!!!!!!!!!!

$&按未偿债务证券的到期时间分类 @?D

!!!!!!!!!!!!!!!!!!!!!!!!!

;&上市与未上市债务证券 @?>

!!!!!!!!!!!!!!!!!!!!!!!!!!!!!

'#&到期日短于一年的长期贷款及长期抵押贷款 @?>

!!!!!!!!!!!!!!!!!!!

''&上市与未上市投资基金份额 @?>

!!!!!!!!!!!!!!!!!!!!!!!!!!

'"&利息及还款拖欠 @?>

!!!!!!!!!!!!!!!!!!!!!!!!!!!!!!!

'?&个人汇款及汇款总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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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账户序列 @?<

!!!!!!!!!!!!!!!!!!!!!!!!!!!!!!!!!!!!

附录 )'与/01(..) 相比的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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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引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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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统计单位的进一步规定以及对机构部门的修订 @>$

!!!!!!!!!!!!!!!!!!!

'&在某些情形下" 从事辅助活动的生产单位被确认为单独的机构单位 @>$

!!!!!!!!!!

"&虚拟子公司不作为机构单位看待" 除非对一经济体而言" 该子公司的常住性不同于其

母公司 @>$

!!!!!!!!!!!!!!!!!!!!!!!!!!!!!!!!!!!!

?&可确认为一个机构单位的非常住单位的分支机构 @>;

!!!!!!!!!!!!!!!!!!

D&澄清了跨国企业的常住性 @>;

!!!!!!!!!!!!!!!!!!!!!!!!!!!!

>&确认了特殊目的实体 @>;

!!!!!!!!!!!!!!!!!!!!!!!!!!!!!!

@&划分为金融公司部门的控股公司 @>;

!!!!!!!!!!!!!!!!!!!!!!!!!

<&按照子公司的主要活动将公司总部划入相应机构部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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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扩展了金融服务的定义 @@#

!!!!!!!!!!!!!!!!!!!!!!!!!!!!!

'#&修订了金融公司部门的子部门" 以反映金融服务( 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的新发展 @@#

!!!

B&包括生产边界在内的交易范围的其他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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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与开发不是附属活动 @@#

!!!!!!!!!!!!!!!!!!!!!!!!!!!!

"&改进了金融中介服务的间接测算方法 &A9)9H' @@'

!!!!!!!!!!!!!!!!!!

?&澄清了中央银行的产出 @@'

!!!!!!!!!!!!!!!!!!!!!!!!!!!!!

D&改进了非寿险服务产出的记录 @@"

!!!!!!!!!!!!!!!!!!!!!!!!!!

>&参照直接保险来记录再保险 @@"

!!!!!!!!!!!!!!!!!!!!!!!!!!!

@&包括资本回报在内的住户与公司自给性产出的估价 @@?

!!!!!!!!!!!!!!!!!

M&关于资产( 资本形成和固定资本消耗的概念扩展及其进一步规定 @@?

!!!!!!!!!!!!

'&引入了经济所有权变更 @@?

!!!!!!!!!!!!!!!!!!!!!!!!!!!!!

"&扩展了资产边界" 将研究与开发包括在内 @@?

!!!!!!!!!!!!!!!!!!!!!

?&引进了经修订的资产分类 @@?

!!!!!!!!!!!!!!!!!!!!!!!!!!!!

D&扩展了资产边界和政府固定资本形成" 将武器系统支出包含在内 @@>

!!!!!!!!!!!

>&修订了 -计算机软件. 资产类别" 将数据库包含在内 @@>

!!!!!!!!!!!!!!!!

@&将原件与拷贝视为不同的产品 @@>

!!!!!!!!!!!!!!!!!!!!!!!!!!

<&引进了资本服务的概念 @@@

!!!!!!!!!!!!!!!!!!!!!!!!!!!!!

$&详细阐述了关于所有权转移费用的处理 @@@

!!!!!!!!!!!!!!!!!!!!!!

;&矿藏勘探与评估 @@@

!!!!!!!!!!!!!!!!!!!!!!!!!!!!!!!!

'#&土地改良 @@<

!!!!!!!!!!!!!!!!!!!!!!!!!!!!!!!!!!

''&商誉和营销资产 @@<

!!!!!!!!!!!!!!!!!!!!!!!!!!!!!!!

'"&在某些情况下被记录为资产的水资源 @@<

!!!!!!!!!!!!!!!!!!!!!!

'?&利用相关资产的不变质量价格指数" 按照一时期的平均价格来测量固定资本消耗 @@<

!!!

'D&使培育性生物资源的定义与非培育性资源的定义相对称 @@$

!!!!!!!!!!!!!!

'>&引入了知识产权产品 @@$

!!!!!!!!!!!!!!!!!!!!!!!!!!!!!

'@&引入了针对自然资源的资源租赁概念 @@$

!!!!!!!!!!!!!!!!!!!!!!

'<&引入了出现在资产物量其他变化账户中的项目变动 @@$

!!!!!!!!!!!!!!!!

E&关于金融工具和金融资产之处理和定义的进一步完善 @@$

!!!!!!!!!!!!!!!!!

'&澄清了对证券回购协议的处理 @@$

!!!!!!!!!!!!!!!!!!!!!!!!!!

"&描述了雇员股票期权的核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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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阐述了不良贷款的处理 @@;

!!!!!!!!!!!!!!!!!!!!!!!!!!!

D&详细阐述了对担保的处理 @@;

!!!!!!!!!!!!!!!!!!!!!!!!!!!!

>&详细阐述了对指数关联型债务证券的处理 @<#

!!!!!!!!!!!!!!!!!!!!!

@&修订了对外币关联型债券工具的处理 @<#

!!!!!!!!!!!!!!!!!!!!!!!

<&非上市股权估价的灵活性 @<#

!!!!!!!!!!!!!!!!!!!!!!!!!!!!

$&作为金融资产与负债处理的未分配黄金账户 @<#

!!!!!!!!!!!!!!!!!!!!

;&修改了货币黄金和金块的定义 @<#

!!!!!!!!!!!!!!!!!!!!!!!!!!

'#&确认了特别提款权负债 @<'

!!!!!!!!!!!!!!!!!!!!!!!!!!!!

''&将存款与贷款区别开来 @<'

!!!!!!!!!!!!!!!!!!!!!!!!!!!!

'"&证券借贷和黄金贷款的应付费用 @<'

!!!!!!!!!!!!!!!!!!!!!!!!

'?&金融资产分类 @<'

!!!!!!!!!!!!!!!!!!!!!!!!!!!!!!!!

'D&基于经济所有权来区分融资租赁与经营租赁 @<"

!!!!!!!!!!!!!!!!!!!

'>&记录养老金权益的若干建议发生了变化 @<"

!!!!!!!!!!!!!!!!!!!!!

A&关于政府和公共部门交易范围的进一步规定 @<?

!!!!!!!!!!!!!!!!!!!!!

'&澄清了私人%公共%政府部门的界限 @<?

!!!!!!!!!!!!!!!!!!!!!!!!

"&详细阐述了对重组机构的处理 @<?

!!!!!!!!!!!!!!!!!!!!!!!!!!

?&澄清了对政府发放的许可的处理 @<?

!!!!!!!!!!!!!!!!!!!!!!!!!

D&公营公司的异常支付应记录为权益收回 @<?

!!!!!!!!!!!!!!!!!!!!!!

>&政府对公营准公司的异常支付应被记录为资本转移 @<?

!!!!!!!!!!!!!!!!!

@&按权责发生制记录税收 @<D

!!!!!!!!!!!!!!!!!!!!!!!!!!!!!

<&税收抵免 @<D

!!!!!!!!!!!!!!!!!!!!!!!!!!!!!!!!!!!

$&澄清了通过公=私合伙所创立的固定资产所有权的核算原则 @<D

!!!!!!!!!!!!!

;&继续将持有收益税记录为所得和财富经常税 @<D

!!!!!!!!!!!!!!!!!!!!

V&)16与:CH@ 在有关概念与分类上的协调 @<D

!!!!!!!!!!!!!!!!!!!!!!

'&主要经济利益中心是确定单位常住性的基本依据 @<D

!!!!!!!!!!!!!!!!!!

"&常住性改变的个人 @<>

!!!!!!!!!!!!!!!!!!!!!!!!!!!!!!!

?&根据所有权变更原则记录送到国外加工的货物 @<>

!!!!!!!!!!!!!!!!!!!

D&三角贸易 @<>

!!!!!!!!!!!!!!!!!!!!!!!!!!!!!!!!!!!

W&各章变动清单 @<>

!!!!!!!!!!!!!!!!!!!!!!!!!!!!!!!!!!

'&简介 @<>

!!!!!!!!!!!!!!!!!!!!!!!!!!!!!!!!!!!!!

!第 ? 章$ 存量和流量与核算规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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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D 章$ 机构单位和机构部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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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章$ 企业基层单位和产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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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章$ 生产账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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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章$ 收入使用账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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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章$ 资本账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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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章$ 金融账户 @<$

!!!!!!!!!!!!!!!!!!!!!!!!!!!!!!

!第 '" 章$ 资产其他变化账户 @<$

!!!!!!!!!!!!!!!!!!!!!!!!!!

!第 '? 章$ 资产负债表 @<$

!!!!!!!!!!!!!!!!!!!!!!!!!!!!!

!第 'D 章$ 供给使用表及货物服务账户 @<$

!!!!!!!!!!!!!!!!!!!!!!

!第 '> 章$ 价格和物量 @<$

!!!!!!!!!!!!!!!!!!!!!!!!!!!!!

!第 '@ 章$ 账户综述和整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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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章$ 账户的交叉和其他特殊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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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章$ 账户的扩展和展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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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章$ 人口和劳动投入账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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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章$ 资本服务和国民账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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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章$ 公司活动核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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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章$ 一般政府部门和公共部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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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章$ 非营利机构部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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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D 章$ 住户部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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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章$ 非正规经济 @$#

!!!!!!!!!!!!!!!!!!!!!!!!!!!!!

!第 "@ 章$ 国外账户及其与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联系 @$#

!!!!!!!!!!!!!!!!!

!第 "< 章$ 与货币统计和资金流量的联系 @$#

!!!!!!!!!!!!!!!!!!!!!

!第 "$ 章$ 投入产出表与其他基于矩阵的分析 @$#

!!!!!!!!!!!!!!!!!!!

!第 "; 章$ 卫星账户及其扩展 @$#

!!!!!!!!!!!!!!!!!!!!!!!!!!

"&附录和其他项目 @$#

!!!!!!!!!!!!!!!!!!!!!!!!!!!!!!!!

附录 *'研究议程 @$'

!!!!!!!!!!!!!!!!!!!!!!!!!!!!!!!!!!!!

6&引言 @$'

!!!!!!!!!!!!!!!!!!!!!!!!!!!!!!!!!!!!!!

:&基本核算规则 @$"

!!!!!!!!!!!!!!!!!!!!!!!!!!!!!!!!!!

'&)16与96):的关系 @$"

!!!!!!!!!!!!!!!!!!!!!!!!!!!!!!

"&企业集团的合并 @$"

!!!!!!!!!!!!!!!!!!!!!!!!!!!!!!!!

?&信托机构 @$"

!!!!!!!!!!!!!!!!!!!!!!!!!!!!!!!!!!!

D&公司的最终消费 @$?

!!!!!!!!!!!!!!!!!!!!!!!!!!!!!!!!

>&测算政府服务的产出 @$?

!!!!!!!!!!!!!!!!!!!!!!!!!!!!!!

@&对国外的实物社会转移的处理 @$?

!!!!!!!!!!!!!!!!!!!!!!!!!!

<&中央银行的产出$ 中央银行采用的利率上的税和补贴 @$?

!!!!!!!!!!!!!!!!

$&)16对基层单位的处理 @$?

!!!!!!!!!!!!!!!!!!!!!!!!!!!!!

;&在 )16中包括国际组织 @$?

!!!!!!!!!!!!!!!!!!!!!!!!!!!!

B&收入概念 @$D

!!!!!!!!!!!!!!!!!!!!!!!!!!!!!!!!!!!!

'&澄清 )16中的收入概念 @$D

!!!!!!!!!!!!!!!!!!!!!!!!!!!!

"&基本价格VMC @$D

!!!!!!!!!!!!!!!!!!!!!!!!!!!!!!!!

?&)16中税收的作用 @$D

!!!!!!!!!!!!!!!!!!!!!!!!!!!!!!!

D&人寿保险 @$D

!!!!!!!!!!!!!!!!!!!!!!!!!!!!!!!!!!!

>&再投资收益 @$D

!!!!!!!!!!!!!!!!!!!!!!!!!!!!!!!!!!

@&)16中的应计利息 @$>

!!!!!!!!!!!!!!!!!!!!!!!!!!!!!!!

<&A9)9H的计算 @$>

!!!!!!!!!!!!!!!!!!!!!!!!!!!!!!!!!

$&高通货膨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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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性和实际持有损益的测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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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带来的收入 @$>

!!!!!!!!!!!!!!!!!!!!!!!!!!!!!!!

''&从事非正规经济活动所产生的收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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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与金融工具有关的议题 @$@

!!!!!!!!!!!!!!!!!!!!!!!!!!!!!!

'&由金融危机引发的议题 @$@

!!!!!!!!!!!!!!!!!!!!!!!!!!!!!

"&将社会保障权益确认为负债 @$@

!!!!!!!!!!!!!!!!!!!!!!!!!!!

?&对贷款更多地使用公允价值 @$@

!!!!!!!!!!!!!!!!!!!!!!!!!!!

D&拨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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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减让 @$@

!!!!!!!!!!!!!!!!!!!!!!!!!!!!!!!!!!!

@&股权估价及其含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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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向交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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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与非金融资产有关的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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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交易的排污许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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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使用或开采租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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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固定资产的边界" 包括其他知识产权资产在内 @$<

!!!!!!!!!!!!!!!!!

!创新 @$<

!!!!!!!!!!!!!!!!!!!!!!!!!!!!!!!!!!!!!

!营销资产 @$$

!!!!!!!!!!!!!!!!!!!!!!!!!!!!!!!!!!!

!人力资本 @$$

!!!!!!!!!!!!!!!!!!!!!!!!!!!!!!!!!!!

D&贵重物品和非生产资产的所有权转移费用 @$$

!!!!!!!!!!!!!!!!!!!!!

>&经常维修和资本修理之间的区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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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私合伙的处理 @$$

!!!!!!!!!!!!!!!!!!!!!!!!!!!!!!!

<&在寿命期内的资产所有权转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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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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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 年国民账户体系* &)16"##$' 是 )';;? 年

国民账户体系* & )16';;?' 的更新版本+ 这是

)16的第五个版本" 第一个版本出版于 ># 多年前+

"##? 年第 ?? 届大会上" 统计委员会决定对

)16';;? 予以更新" 以便使国民经济核算框架与

数据用户的需要联系起来+ 更新的背景在于" 自

';;# 年代前期 )16';;? 发布以来" 许多国家的经

济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 而且" 过去十余年间"

针对该账户体系中一些比较困难的组成部分" 相

关的方法论研究在核算方法改进方面业已取得很

多成果+ 根据该委员会的授权" )16"##$ 没有打

算进行根本性或综合性变动" 那样将会给那些依

据早期版本实施国民经济核算的国家###其中包

括 )16';@$ 版本" 仍然有若干个国家以此为其国

民经济核算框架###如何顺利转型带来困难+ 进

一步看" 与相关统计手册###比如国际收支统计(

政府财政统计( 货币金融统计###保持一致" 也

是实施更新的一个重要原因+

)16"##$ 是在国民账户秘书处工作组 &9)PV16'

的支持下完成的" 该工作组由以下五个组织组成$

欧盟委员会统计办公室 &E8F/+,2,'( 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 &9HA'(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JEBM'( 联

合国统计司和联合国地区委员会( 世界银行+

)16"##$ 是由这五个组织联合发布的+

从实践目的出发" )16"##$ 分两卷向联合国统计

委员会报告" 第 '卷包括前 '<章" 第 "卷包括后 '"

章和 D 个附录+ 第 ' 卷已在 "##$ 年 " 月 "@#"; 日

纽约召开的联合国统计委员会第 ?; 届会议上原则

通过 &见注释 ' 和 "'+ 在其形成过程中" 第 ' 卷

的内容已经过广泛的评论###评论期到 "##$ 年 D

月 ?# 日才截止" 为此" 联合国统计委员会向联合

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建议" )16"##$ 应该作为新

的编辑国民经济核算统计数据的国际标准使用+

第 " 卷已在 "##; 年 " 月 "D#"< 日纽约召开的联合

国统计委员会第 D# 届会议上通过" 建议终止 -第

' 卷.( -第 " 卷. 的提法" )16"##$ 应作为一个统

一的文献发布 &见注释 ?'+

)16"##$ 从绪论和综述开始" 然后给出核算规则(

账户和表" 最后进行综合+ 这些主题分别构成第 '

章至第 '< 章 &原来作为第 ' 卷' 的对象+ 第 '$ 章

至第 "; 章进一步就该套账户的各个方面做详细阐

述" 并提出一些可能的扩展" 以便在一个宽泛的

目标下提升该套账户的有用性+

本文献的完整的电子版本可以通过联合国统计司

网站获取" 从作为 9)PV16成员的其他组织的网

站也可以链接到这个网址" 同时还会以传统印刷

方式出版+

为提高文本的可读性做出了很多努力" 仿照早期版

本的做法" 也给出了一个贯通始终的数字案例" 从

网上可以下载该数字实例的电子数据表+ 该电子版

中将包括对其他领域出版物的链接以及与外部出版

物的链接+ 还将针对相关文献( 数字实例增加跨期

链接" 对相关关键主题的重要研究进展予以更新+

23国民账户体系的新面貌

根据统计委员会的指示" )16"##$ 的新面貌在于" 将那些近年来越来越重要的经济特征引入核算之

'>



中" 对那些日益成为分析焦点的各种观点做详细

阐述" 澄清这一系列广泛主题在国民经济核算中

的处理方法+ 这些新面貌涉及研究( 实践经验(

以及 &如果必要' 作为企业会计和公共核算的国

际标准+ 然而" 从 )16';;? 到 )16"##$" 其间变

化不如 ';;? 版本发布所体现的变化那么广泛+

新面貌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资产! 金融部门!

全球化及其相关问题! 一般政府和公共部门! 非

正规部门+ 以下分别予以介绍+

资产

先前称之为 -无形生产资产. 的资产" 现在采用

-知识产权产品. 这一更具说明性的提法" 对其核

算处理做了进一步澄清和扩展+ 许多此类资产

###常常被冠之以 -新经济. ###都与这种或那

种形式的知识产权的确立有关+

改进了数据库( 原件与拷贝的处理方法+ 研究与

开发支出开始作为资本形成处理+

重新审视了资产的一般定义" 以便能够将有关资

产的讨论纳入该框架之中+ 通过此番审视" 完善

了几处有关非生产性非金融资产的处理" 包括有

形资产 &例如自然资源' 和无形资产 &合约( 租

约和许可" 它们在特定情况下可以视为资产'+

在符合一般资产定义的武器系统上的支出" 被重

新归类为固定资本形成+

引入了资本服务这一分析性概念+ 对市场生产者"

在附属表中给予了详细的展示" 由此将近几十年

在增长和生产率领域的研究进展纳入 )16之中"

从而有助于满足许多用户的分析需求+

金融部门

更新了有关金融部门的建议" 使其能够反映这一

在许多经济中都显示出快速变化的领域的进展+

特别地" )16"##$ 对金融服务提供了一个更加综

合的概括+

)16';;? 几年前曾做修改" 以适应 ';;# 年代在金

融衍生工具方面的进展+ 在 ';;; 年 > 月会议上"

联合国统计委员会批准了关于金融衍生工具处理

上的变化+ 其中两个最显著的变化是$ 金融资产

的边界被扩展到包括金融衍生合约" 无论其是否

-交易. 或交换! 与利率掉期有关的流量被记录为

金融交易而不是记录为利息流量+ 此外" 引入了

一些新的功能分类+

改进了非寿险服务的核算方法" 以便适应那些会

带来很大保险赔付的重大事件" 提供更显真实的

估计+ 详细解释了受损 &不良' 贷款的处理方法+

在 )16';;? 建议之实施经验基础上" 改进了间接

测算的金融中介服务 &即所谓 A9)9H' 的计算

方法+

金融领域的最大变化" 是针对养老金权益记录方

法给出了新的指导+ 无论该基金是否存在" )16

都要识别雇主养老金计划的负债+ 关于政府提供

的养老金" 各国在具体处理上有一些灵活性" 可

以不同于核心表体系的规则+ 然而" 进行养老金

综合分析所需要的一套完整信息" 应该基于一套

新的标准表式提供" 在此套表式中" 要显示其负

债及有关所有私人和公共养老金计划的其他流量"

无论是否设立了基金" 是否包括在社会保障中+

全球化及相关问题

澄清并详细解释了针对那些显示经济全球化特征

的存量和流量的处理方法+

扩展了来自国外移民的汇款的处理方法" 覆盖了

那些更接近于经济实际的流量+

普遍采用了货物所有权变更原则" 结果改变了送

去加工 &海外加工以及在国内加工' 然后返回其

所有者的货物的贸易记录方法+ 通过此类改变"

转换了关注问题的焦点" 不再关注货物的实物运

动" 而是关注产品所有者和加工者对经济的影响+

通过这样处理" 使其与国际金融交易 &在全球化

经济中越来越重要' 的处理保持了一致+

为了识别在许多国家不断变化的生产和金融结构"

针对由公司或政府创建的 -特殊目的实体. ###

有时称为壳公司或铜牌公司###提供了有关指导"

建议应将其作为机构单位处理" 还为如何对其进

行归类( 其运行如何处理提出了建议+

一般政府和公共部门

为了开发关于政府的核算标准" 澄清并改进了若

干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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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了政府和公共部门与经济体其他部门之间的

界限+

澄清了关于公营公司支付的超级红利( 对公共企

业的注资等项目的处理方法+

为公私合伙企业的处理提供了框架" 详细阐明了

重组机构的处理方法+

为了改进对那些可能会显著影响到政府债务的项

目的记录" 澄清了对一般政府部门与有关公营公

司之间的交易( 以及通过证券化工具所完成的交

易的核算方法+

澄清了几类贷款担保的核算方法" 并在诸如出口

信贷担保和学生贷款担保等标准化担保中引入了

新的核算方法+

还有其他一些新特点" 虽然不容易总结" 但并非

不重要+ 其中较为突出的变化有$ 澄清了附属单

位和控股公司" 引入了对雇员股票期权的核算"

雇员股票期权在 ';;# 年代在某些国家开始广泛

采用+

在既有的坚实框架之上" 这些新特点有助于使

)16在一个经济和制度急剧变迁的时代具有意义+

相应地" )16"##$ 针对核算规则( 账户与表式及

其整合所提供的指导" 与各国落实 )16';;? 的持

续努力是相一致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 )16';;?

序言中指出的关于 )16的综合性( 应用的广泛性

等四点概括不仅仍然成立" 而且在 )16"##$ 版中

得到了强化+

非正规部门

)16"##$ 设置了一章来阐述如何测量在住户内部

进行的非正规活动 &即所谓非正规部门' 和游离

于正规统计测量之外的活动 &即所谓未观测经济'

有关的问题+

$3/01与其他统计体系

/01为国民经济核算提供了几乎全球普适的

指导

)16';;? 最后阶段的工作适逢 ';;# 年代初期到中

期那些前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转型之时+

自彼时以来" )16在此类经济体中的适用性和稳

健性已经被证明是经得起检验的+ )欧洲核算体系

';;>* 的设计在定义( 核算规则与分类等方面与

)16';;? 保持高度一致" 其正处于修订中的新版

本" 将采纳为 )16"##$ 所提出的已取得国际共

识的建议和澄清+ 关于货物加工与国外工人汇

款所提出的新核算方法" 对于那些正在融入全

球经济的发展中经济体尤为重要+ 此外" 关于

公私合伙以及非常住单位使用自然资源的核算

方法所提出的新指南" 在许多国家都可能具有

重要的意义+

/01承认需要灵活应用

)16';;? 采纳了卫星账户的概念" 由此在提高

)16灵活性的方向上迈出了一大步+ 进一步地"

卫星账户有望继续为具有挑战性的测算 &例如环

境核算问题中的测算' 提供有用的解决方案" 赋

予其更高的可信度+ 利用卫星账户来扩展相关国

民经济核算账户( 同时又不影响用于经济决策之

中心框架的可比性" 这一做法已经被用来开发和

检验各种新的数据来源与方法+ 另外" )16"##$

还引入了 -补充. 项目与 -补充. 表+ 当 )16

认为某些项目仅在某些国家才有意义或者仅具

有某种分析意义( 无法使一张表达到与中心系

列账户相同的精度时" 就会采用此类 -补充.

形式+

/01加强了国民账户体系在统计体系中的中

心地位

)16"##$ 使用的概念和分类与其他国际统计标准

和手册是协调一致的" 其协调程度比 )16';;? 有

过之而无不及+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 )国际收支*

手册的修订与 )16的更新是同步进行的" 两个过

程之间存在密切协作+ 价格与物量测算一章得益

于自 )16';;? 发布以来在国际比较项目以及消费

者价格和生产者价格指数之国际手册所取得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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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16"##$ 与国际劳工统计学家会议决议中所

给出的建议也保持了高度一致+ 有一章专门阐述

非营利机构在经济中的作用" 该章汇集了自

)16';;? 发布以来在该领域所取得的成果+ 对于

环境账户" 已经奠定了与经修订的 )国民账户手

册$ 综合环境经济核算* &该手册有望成为一个国

际标准' 保持一致的基础+ 类似地" )16"##$ 与

各主要分类体系也保持了一致" 其中最为重要的

有)全部经济活动的国际标准产业分类* &第D 版'

和)主产品分类* &第" 版' +

未来发展方向& 研究议程

第一套综合国民经济核算标准于 ';>? 年发布" 随

后在 ';@$ 年( ';;? 年和 "##$ 年经过了三次大的

修订+ 不过" 国民经济核算的发展显然不是每隔

'> 到 "# 年才爬一次台阶的" 因此" 尽管全面修订

是间断的" 但是确认 )16所需要的更新却是一个

连续的过程+ )16的发展应该是经济发展 &如出

现新的金融工具'( 统计估计和测量技术进展( 以

及数据收集手段完善等综合作用的产物+

此次 )16的修订过程中考虑了一些有争议的议题"

并根据目前所能得到的最好的信息与技术" 就这

些议题做出了最终决定+ 但是" 还有某些方面的

研究在此次 )16更新过程中尚未完成" 因此" 基

于这些未竟研究所得的某些结果" 可能在 )16进

行下次修订之前就需要做出调整+

9)PV16已经指出了许多此类未竟的研究领域+

9)PV16建议将这些主题包括在国民经济核算的

研究议程中+ 有待考虑的项目清单" 即在更新过

程结束时识别出来的那些项目" 已列在附录

D 中+

9)PV16将负责推进这些议题 &以及任何其他已知

的重要问题' 的研究进展" 但是它需要得到全世

界其他负责国民经济核算的机构的支持+ 有了这

些研究结果" 才有可能在下次重大更新之前将研

究结果整合进 )16"##$ 中+

43致谢

)16"##$ 是一个因透明和国际统计界通力参与而

著称的过程的产物" 这一过程之所以具有这些特

征" 源于创新性地使用了一个项目网站作为交流

工具+ 这一过程包括六个阶段$

!!第一阶段 &"##"#"##D'$ 就更新时需要考虑

的议题进行识别并达成共识!

第二阶段$ 就这些议题进行研究" 并提出修

改 )16';;? 的建议!

第三阶段 &"##D#"##@'$ 专家考虑这些议题

并就初步建议达成一致!

第四阶段 & "##@ '$ 征求各国关于建议的

意见!

第五阶段 &"##<'$ 向统计委员会提出一整套

建议!

第六阶段 &"##<#"##;'$ 将取得共识的建议

整合进 )16"##$ 文本中" 统计委员会分别于

"##$ 年和 "##; 年两次予以批准+

%/5601及其项目组人员

修订过程涉及组成 9)PV16的五个国际组织! 其

他国际性( 区域性和非政府组织! 项目成员! 很

多国家负责编制官方统计数据的机构! 工作组(

其他专家组以及电子讨论小组! 以及来自全世界

各个地区的国民经济核算和相关领域的专家个人+

在如此复杂且持续的一个过程中" )16"##$ 凝聚

了众多来自方方面面的贡献是可想而知的+

与 )16';;? 的修订过程一样" 应统计委员会的要

求" 由9)PV16管理并协调整个修订过程+ 9)PV̂

16的成员组织既提供现金支持" 也提供实物支

持+ 其高级代表包括$

C3-,-FEN-F2-F+和\28F+1/F584I &E8F/+,2,'!

B2F/5)&B2F+/4和Z/_-F,EIT2FI+&9HA'!

E4F37/V3/N244343&JEBM'!

P355-.I-SF3-+和C285BR-84K&O43,-I 12,3/4+

),2,3+,37+M3N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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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3I2:2I3--&P/F5I :24Q'+

经常性地参与协调任务并担任实质性领导的国民

经济核算专家和9)PV16组织的其他专家包括$

!!E8F/+,2,$ V255/V8-*-" BRF3+,324 Z2N-,+" M3-,-F

V52,L-5和:F324 1-T+/4+

9HA$ 6IF3224 :5/-.和[3. 3̀-+7R24K+

JEBM$ AF24a/3+\-b8355-F和BR2F5-+6+GI-4+

O43,-I 12,3/4+),2,3+,37+M3N3+3/4$ 9N/W2N34K2"

S3-,S8" H2KI/542B+3L.2I32" V852_ )34KR"

W-F.24 ).3,R和644-,,-:-7Q-F+

O43,-I 12,3/4+E7/4/.37B/..3++3/4 0/FE8F/G-$

\3I32:F2,24/N2和X3R/.3F2M3./N2+

P/F5I :24Q$ :2F_F/W-c-_-FK+

做出重要贡献的9)PV16组织的其他人员包括$

!!E8F/+,2,$ C2/5/C2++-F343" AF2473+H25R-F_-" \3̂

K32AF24Q0/FI和Y/R4 S-FF34I-F+

9HA$ EIK2F6*25-+" )2KdI-B5-F7Q" Z/_-F,M3G^

G-5+.24" [-3,R M8_534" Z-4dA3dN-," B/F4-53+

V/F,-F" Z/_-F,W-2,R" Y/R4 Y/3+7-" \873-

\253_-F,d" 650F-I/\-/4-" Z25GR [/L5/T" Z8++-55

[F8-K-F" Y2F/+52N[87-F2" Z24I255H-FF3+" Y/+-

=B2F5/+H/F-4/" 1-35C2,,-F+/4" \3+_-,R Z3N2+"

6F.3I2)24 Y/+-" H243Q )RF-+,R2和H37Q )35N-F+

JEBM$ 12I3.6R.2I" P35532.B2N-" Y-24 =C3̂

-FF-M8G83+" 64I-F+1/FI34和C285)7RF-*-F+

O43,-I 12,3/4+),2,3+,37+M3N3+3/4$ 65-++24IF2

6503-F3" e/853264,/4/N2" Z250:-7Q-F和 S-,5-

WN3I+,-4+

联合国统计司经济统计处的工作人员在9N/W2N34K2

的领导下" 履行了 9)PV16秘书处的职能+ 联合

国统计司开发并维护了其项目网站" 该网站提供

了更多参与者的信息" 本序言只是择其要者而列

之 & 参 见 R,,G$ %%84+,2,+&84&/FK%84+I%42,3/42527̂

7/84,%+42F-N'&2+G'+ 一个来自世界银行发展数据

组的小组在H3+R2:-5Q34I2+的领导下" 提供了行政

管理支持" 包括管理为 )16更新项目建立的捐助

者信托基金+

项目组人员包括自 "##D 年至 "##$ 年 " 月担任项目

组经理的B2F/5)&B2F+/4" 自 "##$ 年 " 月起担任项

目组经理的 C285H7B2F,R*" 以及编辑 644-W2FF3̂

+/4+ 644-在项目的各个阶段担任专家发言人" 并

承担了 )16"##$ 文本修订的众多任务+

顾问专家组

国民经济核算的顾问专家组 &6EV' 成立于 "##?

年+ 该顾问组在修订过程中一直发挥着核心作用"

它要斟酌各项修订建议并陈述己见+ 下述各位是

6EV的成员$ 菲律宾的W-3I36F_/5-I2! 丹麦的J5-

:-F4-F! 哥斯达黎加的 H2F32.B/N-FY3.-4-L! 埃塞

俄比亚的 H-+R-+R2V-,2R84! 约旦的 J.2FH/R2.̂

.2I 653W2Q/8L! 澳大利亚的 C-,-FW2FG-F! 捷克共

和国的 Y24 W-55-F! 俄罗斯联邦的 64IF-*[/+2F-N!

印度的6QR35-+R B&[85+RF-+R,R2! 大不列颠及北爱

尔兰联合王国的Z/_34 \*47R! 法国的 Y27b8-+H2K̂

43-L! 欧盟中央银行的 Z-3.84I H34Q! 美利坚合众

国的:F-4,Z&H/85,/4! 马来西亚的 BR-552.C2524^

*24I*!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 C-,-FC2F32K! 南非的

Y/R24 CF34+5//! 巴西的 Z/_-F,/\8f+J534,/Z2./+!

立陶宛的9F-42XN2F3g/42N3738,-! 荷兰的C-,-FN24 I-

S-4! 加拿大的[2F-4 P35+/4+

6EV开过六次碰头会$ "##D 年 " 月" 华盛顿" 由

9HA主办! "##D 年 '" 月" 纽约" 由联合国统计司

主办! "##> 年 < 月" 曼谷" 由联合国经济与社会

亚太委员会主办! "##@ 年 '#" 月" 法兰克福" 由

欧盟中央银行主办! "##< 年 ? 月" 纽约" 由联合

国统计司主办! "##$ 年 '' 月" 华盛顿" 由世界银

行主办+ 9)PV16的国民经济核算专家也出席了各

次会议" 参与电子征询" 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C285H7B2F,R*是 "##>年 <月( "##@年 "月和 "##<年

? 月会议的报告起草人+

为6EV所准备的论文构成了研究的主体+ 这些论

文在前面给出的项目网站上仍可获得+ 作者们包

括$ 12I3.6R.2I" 65-++24IF26503-F3" BR2F5-+6+G^

I-4" 6IF3224 :5/-." ),82F,:F/T4" B2F/5)&B2F+/4"

P35532.B2N-" P&EFT34 M3-T-F," Z/_-F,M3GG-5+̂

.24" :F324 M/42KR8-" Z-4dA3dN-," Z8++-5AF--.24"

Y-24 V2524I" 64,/43/V253732=E+7/,,/" Y-00V/5524I"

B/F4-53+V/F,-F" 644-W2FF3+/4" 9N/W2N34K2" X/4*

Y/R4+/4" Y/R4 Y/3+7-" :F-,,[280.244" 64IF-T[3,353"

Z25GR [/L5/T" AF24a/3+\-b8355-F" Z/_34 \*47R"

BRF3+,/GR H23-F" Z-3.84I H34Q" :F-4,Z&H/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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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I-F+1/FI34" C2,F37Q J0 W2K24" 1-35C2,,-F+/4"

Y/R4 C3,L-F" Y-4+Z-34Q-" \3+_-,R Z3N2+" CR353GG-I-

Z/8K-./4," Y/R4 Z8+-F" B2F5/+)h47R-LH8i/L" C285

)7RF-*-F" Z37R2FI )R-GR-FI" H243Q )RF-+,R2" V852_

)34KR" W-F.24 ).3,R" C3-FF-)/52" CR353GG-),2800-F"

W3I-,/+R3X2Q-I2" S3-,S8" Y/R4 P25,/4 和 BRF3+

PF3KR,+

其他专家组

议题的绝大部分研究工作以及向 6EV提出更新建

议的准备工作是由主题专家组承担的" 其中一些

组是现有的" 另外一些是专门为推进修订而成立

的小组+ 专家组包括负责非金融资产测算的堪培

拉99组 &主席是C-,-FW2FG-F" 秘书是BR2F5-+6+G^

I-4'" 负责雇主退休计划的 9HA=:E6工作组

&主席是6IF3224 :5/-.和Y/R4 Z8+-F" 秘书是:F324

M/42KR8-'" 负责公共部门账户协调的9HA=JEBM

工作组 &主席是 \873-\253_-F,d" 秘书是 Y-24 =C3̂

-FF-M8G83+'" 负责金融服务的 JEBM工作组 &主

席是Z8,R H-3-F" 秘书是CR353GG-),2800-F和64I-F+

1/FI34'" 负责非寿险测算的 JEBM工作组 &首任

协调人是A-4-552H23,524I =).3,R" 继任是 AF24a/3+

\-b8355-F'" 以及负责股权计价和测算的 JEBM工

作组 &协调人是 C2,F37Q JjW2K24'+ 序言的附录列

出了由这些小组准备和考察的议题论文的作者+

9HA国际收支统计委员会 &主席是Z/_-F,EIT2FI+"

秘书是Y/R4 Y/3+7-" H243Q )RF-+,R2和64IF-T[3,353'

及其下属小组考察了许多为国民经济核算人员和

国际收支平衡表编制人员所共同关注的议题+ 这

些与 )16高度相关的议题论文的作者也列在附

录中+

许多其他小组负责将一些与 )16相关的主题作为

其更广泛议程的组成部分+ 其中包括$ 负责一般

政府部门养老金计划资产与负债测算的欧盟中央

银行%欧盟委员会统计办公室工作组 &主席是 EI8^

2FI/:2FF-I/和 Z-3.84I H34Q" 秘书是 Y/R4 S-F̂

F34I-F'" 负责科学与技术的 JEBM各国专家组

&主席是AF-I V285," 秘书是65-++24IF2B/5-77R32'"

负责劳动力与雇员报酬的巴黎小组 &协调人是

M-43+P2FI'" 负责非正规部门统计的德里小组

&主席是CF/42_ )-4'" 负责产业统计的联合国专家

组 &主席是 9N/W2N34K2" 秘书是 S3-,S8 和 V852_

)34KR'" 负责国际分类的联合国专家组 &主席是

9N/W2N34K2" 秘书是 Z250:-7Q-F'" 以及负责自然

人移动#模式 D 的联合国技术小组 &主席是 9N/

W2N34K2" 秘书是65-++24IF26503-F3'+

其他咨询小组也介入了修订过程+ 包括JEBM的会

议和欧盟委员会统计办公室的国民经济核算工作

组" 一些联合国区域委员会的国民经济核算会议

和研讨会" 以及国际收入与财富研究协会+

国家参与

负责官方统计编制的机构通过若干种不同的方式

参与到修订过程中+ 首先" 各国统计局局长通过

参加统计委员会而参与到修订过程中" 他们同意

监督修订过程" 然后确定修订中拟考虑的议题的

清单+

其次" 各国对更新的初步建议提出了评论" 评论

深度是空前的+ 每次会议之后" 6EV的建议都会

被传达给各国的统计机构和有关的中央银行" 邀

请它们参与评论+ 每轮建议后都有 D##@# 个国家

会给出评论+ 总之" 共计收到近 '## 个的评论+ 所

有评论都会张贴在项目网站上" 它们详细解释了

各国为何会支持或在某些情况下反对某建议" 申

明各国关于执行该建议的看法" 提出各国希望在

新版 )16中看到何种指南的要求+

第三" 各国对章节初稿提出了评论+ 大约 <# 个国

家在 "##$ 年 D 月和 > 月间对第一卷的终稿提出了

评论" 在 "##; 年 ' 月和 " 月间对第二卷的终稿提

出了评论+

第四" 一些国家的统计机构提供了实物帮助" 例

如赞助6EV成员会议 &并向发展中国家的6EV成

员提供旅费资助'+

最后" 还有一些国家统计局和中央银行通过捐款

的方式支持修订项目+ 捐款来自瑞典统计局( 澳

大利亚统计局( 加拿大统计局( 塞浦路斯中央银

行( 哈萨克斯坦中央银行( 荷兰统计局( 英国统

计局和美国经济分析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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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H1E 跨国企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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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章"绪""论

#$ 什么是国民账户体系!

!"! 国民账户体系 !#$%" 是一套按照基于经

济学原理的严格核算规则进行经济活动测

度的国际公认的标准建议# 这些建议的表

现形式是一套完整的概念$ 定义$ 分类和

核算规则% 其中包含了测度诸如国内生产

总值 !&'(% 衡量经济表现最常用的指

标" 之类项目的国际公认的标准# 通过

#$%的核算框架% 经济数据得以按照经济

分析$ 决策和政策制定的要求以一定程式

予以编制和表述# 这些账户本身以凝缩的

方式提供了根据经济理论和理念组织起来

的有关经济运行的大量详尽信息# 它们详

细而全面地记录了一个经济体内发生的复

杂的经济活动% 以及在市场或其他地方发

生的不同经济主体之间$ 不同经济主体组

之间的相互作用# 在 #$%的框架中% 整个

账户体系具有以下特性&

)"全面性# 因为% 一个经济体中所有设定

的活动和所有经济主体运行的结果都包

含在其中了#

*"一致性# 因为% 在度量一项特定活动对

于所有参与主体产生的结果时% 使用了

相同的核算规则% 形成了一致的价值#

+"完整性# 因为% 某经济主体之特定活动

所产生的所有结果都在对应的账户中得

到了反映% 包括对资产负债表中财富度

量的影响#

!", #$%账户不仅反映某一个时点上的经济情

况% 实践中此套账户要在一段连续时期内

编制% 因此就为监测$ 分析和评估一经济

体在不同时间上的表现提供了必不可少的

连续信息流# #$%不仅提供一段时期内发

生的经济活动的有关信息% 还提供一定时

点上一经济体之资产和负债规模以及其居

民之财富规模的信息# 另外% #$%还包括

一个对外账户% 以展示该经济体和国外的

联系#

!"- 某些关键总量统计指标% 如广泛应用于反

映经济总体经济活动情况的国内生产总值%

是由 #$%界定的% 但这些总量的计算早已

不是编制该套账户的主要目的# 要了解一

个经济体的运作状况% 至关重要的是能够

观察和分析发生在该经济体中不同部门之

间的相互作用# #$%可以在以下不同总量

层次上实施& 单个经济主体或本体系所称

机构单位层次' 这些单位组或机构部门层

次' 经济总体层次#

!". #$%是为经济分析$ 决策和政策制定而设

计的% 无论一国的产业结构如何% 其经济

发展处于何种阶段# #$%的基本概念及定

义是以一套经济逻辑和原理为基础的% 这

些逻辑和原理应该具有普适性% 不会因具

体经济环境不同而改变# 类似地% 它所遵

循的分类和核算规则也是普遍适用的# 比

如说% 没有理由认为% 在一个欠发达国家%

其 #$%的组成应该不同于那些发达国家%

类似地% 对于一个相对封闭的大国和一个

相对开放的小国% 一个高通胀的经济体和

一个低通胀的经济体% 也不应该对应不同

的 #$%# #$%中确立的某些定义或者核算

规则在某些情形下可能是多余的 !例如在

没有通货膨胀的情形下"% 但作为一个综

合体系% #$%有必要将适用于所有情况的

定义和规则都包含在内#

!



!"/ 有些国家 !至少在最初阶段" 或许只能编

制一小部分国民账户和表式% 即使这一小

部分账户% 也很少或根本没有按部门分解%

但是% 这些被简化的账户或表式也应该服

从 #$%而不是另搞一套# 不同国家之间的

经济情况差别可能相当大% 因此难以制定

普遍适用的数据收集的优先顺序# 在实践

中% 各国的优先顺序只能由熟悉本国经济

形势$ 需要和问题的分析人员或政策制定

者确定# 例如% 从世界范围看% 发展中国

家是一组差别极大的国家% 要给出具体说

明普遍适用于这些国家的优先顺序可能是

徒劳的# 数据收集优先顺序在两个发展中

国家之间的差别% 可能和一个发展中国家

与一个发达国家之间或两个发达国家之间

的差别差不多#

%$ &'#的基本概念

!"0 #$%要测度经济中各主体之间出于各种目

的所发生的一切交易# #$%的核心是货物

服务的生产% 这些生产出来的货物服务可

能用于核算期当期的消费% 也可能积累起

来留待以后再使用# 简言之% 生产过程所

产生的增加值便是&'(# 将与&'(相对应

的总收入分配给不同经济主体或不同经济

主体组成的群体% 构成其收入% 这就是分

配与再分配的过程' 通过该过程% 一个经

济主体可以消费由另一个经济主体生产出

来的货物服务% 或者可以获得货物服务以

备在未来时期进行消费# #$%刻画此类经

济流量模式的途径是& 分别经济体中的不

同机构单位% 针对货物服务在生产和最终

消费过程中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相

关交易来构造各个账户% 由此对相关活动

予以识别# 下面对这些概念进行扼要介绍%

第 , 章及之后各章节中将对其进行更深入

的讨论#

!$ 活动和交易

!"1 #$%旨在以有利于分析的形式提供有关机

构单位行为及其所从事诸如生产$ 消费和

资产积累之类活动的信息# 为达此目的%

要记录机构单位之间以交易形式发生的货

物$ 服务和资产交换# 同时也要记录体现

交换支付形式的其他交易% 这些支付可能

是货物$ 服务或具有类似价值的资产% 但

更常见的是包括纸币和硬币在内的某种金

融债权#

!"2 交易数据为账户编制提供了基本的资料来

源% 从中可获得或推算出账户中各个项目

的价值数据# 使用交易数据具有以下显著

优点# 首先% 市场上买卖双方通过交易实

现的货物服务交换价格% 直接或间接地提

供了对账户中所有项目进行估价所需要的

信息# 其次% 发生在两个不同机构单位之

间的交易必然同时记录在交易双方% 因此

一般会在宏观经济账户中出现两次# 由此

可以在 #$%的各个账户之间建立起重要的

联系# 例如% 通过加总销售的数额$ 易货

贸易的数额或转移给其他单位的数额% 再

加上入库额减去出库额 !即存货变动"%

就可以得到产出总额# 实际上% 产出价值

就是通过以交易数据记录的产出各种使用

得到的# 利用这种方法% 即可从生产者到

最终使用者来对货物服务流量进行全经济

系统的跟踪# 如果同一单位同时从事两种

活动% 比如既生产又消费同一货物或服务%

此时的交易就只是一种内部记账交易' 但

是% 绝大多数交易都是发生在市场上不同

单位之间的#

($ 经济中的机构部门

!"3 #$%对如下两类主要机构单位或交易者进

行了区分& 住户和法律实体# 法律实体既

包括以生产为目的而创立的实体% 比如公

司和非营利机构% 也包括政治过程创立的

实体% 尤其是政府单位# 机构单位本质上

是能够拥有货物和资产$ 承担负债$ 从

事经济活动并有权与其他单位进行交易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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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4 #$%把经济体中的常住机构单位分成五个

互不包容的部门% 这些部门由以下几类单

位组成&

)"非金融公司'

*"金融公司'

+"政府单位% 包括社会保障基金'

5"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 !$(6#7"'

8"住户#

这五个部门一起组成整个经济总体% 其中

每个部门还可进一步分为若干个子部门#

例如% 非金融公司和金融公司部门被分成

子部门% 以便将受政府或外国单位控制的

公司与其他公司区分开来# 如果需要的话%

#$%还为每个部门和子部门以及经济总体

准备了一套完备的可供编制的流量账户和

资产负债表# 因此% 可供编制的账户数量

可以相当大% 这将取决于由需求和可行性

所决定的部门分类程度# 只有分解成部门

和子部门% 才能观察那些为制定政策目的

而需要测算和分析的经济体中不同部分之

间的相互作用#

!"!! 常住在国外的机构单位合在一起组成国外

部门# #$%不要求就发生在国外的经济活

动编制账户% 但是为了全面核算常住单位

的经济行为% 常住单位和非常住单位之间

的所有交易必须予以记录# 常住单位和非

常住单位之间的交易可以合并为一个账户%

即国外账户#

+$ 账户及对应的经济活动

!"!, 本节的目的是非常简洁地概述 #$%的账户

序列# 要在这样短短一节中正确评价 #$%

所包含的丰富信息是很难的% 必须参阅第

, 章对本体系的综述#

货物服务账户

!"!- #$%的最基本恒等式是一个经济体中所生

产的货物和服务必须用于消费$ 资本形成%

或者用于出口' 同时在该经济体中使用的

所有货物和服务要么来自于国内% 要么来

自于进口# 由此可知% 只要就产品税和产

品补贴对价格的影响做适当处理% 即可推

导出货物服务账户% 进而可估计出&'(#

账户序列

!"!. 详细的 #$%包括以下两个部分& 一套与一

定时期内各类经济活动有联系的$ 相互关

联的流量账户序列% 一套记录机构单位和

部门在该时期期初$ 期末持有资产和负债

存量价值的资产负债表# 每个流量账户都

涉及一类特定的活动% 如生产% 收入的形

成$ 分配$ 再分配或使用# 每个账户都分

别显示各机构单位可利用的来源以及这些

来源的使用# 账户通过一个平衡项实现平

衡% 该平衡项被界定为账户两侧所记录的

总来源和总使用之间的差额# 一个账户的

平衡项结转为下一个账户的初始项% 从而

使账户序列形成一个环环相扣的整体# 平

衡项通常会概括该账户所覆盖活动的净成

果% 因此这些平衡项中就包含了那些具有

重要经济意义和分析意义的项目% 如增加

值$ 可支配收入和储蓄# 账户和资产负债

表之间也具有密切的联系% 因为% 一定时

期内对机构单位和部门持有资产或负债发

生影响的全部变化均会被系统地记录在这

个或那个流量账户中#

!"!/ 以上描述的一整套账户被称为 (账户序

列)# 应该指出的是% 虽然按一定顺序表

述账户是必要的% 但不能认为该顺序就是

账户中所描述活动发生的时间顺序# 例如%

收入是由生产过程连续形成的% 而对所生

产产出的购买支出可能是几乎同时发生的#

经济体是一个一般均衡系统% 在这个系统

中% 涉及不同机构单位之间无数笔交易的

相互依存的经济活动在同时进行# 一类经

济活动对另一类经济活动的反馈是连续发

生的#

经常账户

!"!0 经常账户记录货物服务的生产% 生产中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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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形成% 收入在机构单位之间的分配和

再分配% 以及出于消费或储蓄目的对收入

的使用#

!"!1 生产账户记录了本体系界定的货物服务生

产活动# 它的平衡项***总增加值***被

定义为产出价值减去中间消耗价值% 是衡

量各个生产者$ 产业部门或机构部门对

&'(所做贡献的指标# 总增加值是本体系

中初始收入的来源% 因此要转入收入初次

分配账户# 增加值也可以按总增加值减去

固定资本消耗后的净额计算% 固定资本消

耗反映生产过程中所使用固定资本的消耗

价值#

!"!2 收入分配和使用账户由一套环环相扣的账

户组成% 它们反映与收入有关的以下问题&

)"怎样在生产中形成的'

*"怎样分配给那些对生产所创造增加值有

贡献的机构单位的'

+"怎样在机构单位之间***主要由政府单

位通过社会保障缴款$ 社会福利以及税

收***进行再分配的'

5"怎样被住户$ 政府单位或为住户服务的

非营利机构 !$(6#7" 出于最终消费或

储蓄目的而使用的'

8"怎样形成用于财富积累的储蓄的#

收入账户本身具有重要的内在经济意义#

特别地% 需要用收入账户来解释机构单位

作为最终消费者的行为% 所谓最终消费者%

是指出于满足住户和社会的个人和集体需

要而使用货物服务者# 整套收入账户的平

衡项是储蓄#

!"!3 收入账户中的平衡项***储蓄% 要转入资

本账户% 资本账户是本体系积累账户序列

中的第一个账户#

积累账户

!",4 积累账户是用来记录那些会影响资产负债

表从期初到期末状态的流量的账户# 有四

个积累账户& 资本账户$ 金融账户$ 资产

物量其他变化账户以及重估价账户#

)"资本账户% 记录因如下原因引起的非金

融资产的获得和处置& 与其他单位进行

交易% 与生产有关的内部记账交易 !存

货变动和固定资本消耗"% 以及通过资

本转移进行财富再分配#

*"金融账户% 记录通过交易而发生的金融

资产和负债的获得和处置#

+"资产物量其他变化账户% 记录因交易之

外因素引起的机构单位或部门持有资产

和负债的变化额% 例如% 固定资产因自

然灾害导致的毁损#

5"重估价账户% 记录因价格变化引起的资

产和负债价值的变化#

!",! 积累账户和经常账户之间的联系是由以下

事实决定的& 储蓄一定用于获取包括现金

在内的这种或那种金融或非金融资产# 如

果储蓄为负% 消费超过可支配收入的部分

一定是通过处置资产或发生负债进行弥补

的# 金融账户反映了资金从一组单位流向

另一组单位 !尤其是通过金融中介机构所

实现" 的运动方式# 融资一般是从事各种

经济活动的先决条件#

资产负债表

!",, 资产负债表反映机构单位或部门在核算期

初和期末的资产和负债存量价值# 正如已

经指出的% 在任何时刻上% 每当交易$ 价

格变化或影响持有资产负债物量的其他变

化发生时% 所持有的资产和负债的价值即

会自动变化# 这些变化都会被记录在这个

或那个积累账户中% 因此期初与期末资产

负债表的价值之差可以在 #$%中全部得到

解释% 当然% 其前提是% 在资产负债中记

录的资产负债与交易和其他变化的估价是

一致的#

#$%中的其他账户

!",- #$%是一个丰富而详尽的经济核算体系%

其内容并不限于上述主要账户序列的范围%

而是还囊括了其他的账户和表式% 这些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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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和表式或是包含了主要账户未能包括的

信息% 或是以更适于某些分析的其他方式

!例如矩阵" 来提供信息# 这里不打算像

第 , 章那样逐个列出这些方式% 但有必要

对在 #$%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两个特殊部分

予以关注#

供给使用表

!",. 除了前文所述流量账户和资产负债表之外%

#$%中心框架还包括了一个以矩阵形式表

现的细分类供给使用表% 一方面记录各类

货物和服务的来源***如何由国内各产业

部门和进口来提供% 另一方面记录这些货

物服务的去向***如何在各项中间使用或

最终使用 !包括出口" 间进行分配# 供给

使用表涉及一套完整的按产业部门编制的

生产和收入形成账户% 编制此类账户的数

据来源于产业普查或调查中的细分类数据#

通过供给使用表可以提供一个核算框架%

在此框架下% 用于编制国民经济账户的商

品流量法才可以得到系统性地拓展使用%

因为% 该方法要求表中各类货物服务的总

供给和总使用必须相互平衡# 利用供给使

用表提供的基础信息% 还可以导出详细的$

可广泛用于经济分析和预测的投入产出表#

物量核算

!",/ #$%还在方法论层面为编制一套关于货物

服务流量$ 总增加值$ 净增加值和&'(的

价格$ 物量指数提供了具体指导% 这些建

议与本体系的概念和核算原则是一致的#

#$%建议尽可能使用年度链式指数#

!",0 可以用 #$%各主要总量的价格指数和物量

指数来衡量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增长率% 它

们是评估过去经济表现$ 制定未来经济政

策目标的关键变量# 它们是 #$%的基本组

成部分% 当通货膨胀在许多国家出现且逐

步成为主要问题时% 尤其如此# #$%还认

识到% &'(物量增长和经济体中的实际收

入增长不是一回事% 因为% 国际贸易条件

的变化会造成贸易损益#

,$ &'#的用途

!",1 #$%的主要目标是提供一套综合的概念和

核算框架% 以便建立一个适于分析和评估

经济表现的宏观经济数据库# 该数据库的

存在是制定明智$ 合理的政策并进行决策

的先决条件# 以下简要论述 #$%的一些具

体用途#

!$ 经济活动的监测

!",2 #$%中的某些关键总量指标% 比如&'(和

人均&'(等% 已获得广泛认可% 作为衡量

经济活动和福利的综合性$ 全局性指标为

分析人员$ 政治家$ 媒体$ 商业界和大众

所广泛使用# 这些总量指标的变动和与之

相关的价格和物量测度% 常被用于评估经

济总体的表现% 判断政府所采取经济政策

的相对成败#

!",3 国民经济核算数据所提供的信息涵盖了不

同类别的经济活动和经济中的不同部门%

从而可以从价值和物量角度动态监测诸如

生产$ 居民消费$ 政府消费$ 资本形成$

出口和进口等主要经济流量指标的变化情

况# 此外% 本体系还可提供某些只能在相

关核算框架下定义和计算的关键平衡项和

比率的信息% 例如预算盈余或赤字% 针对

各个部门或经济总体计算的储蓄或投资占

收入的比重% 以及贸易差额等# #$%还能

为解释和评估诸如工业生产$ 消费品价格

或生产者价格月度指数等短期指标变动提

供背景# 尽管 #$%的许多账户$ 表式或资

产负债表通常不能以高于一年一次的频率

编制% 但是只要体系中的某些主要总量指

标是以季度及年度编制的% 就可以极大提

高对经济行为的监测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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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观经济分析

!"-4 国民经济核算也可用于研究经济中的因果

机制# 此类分析通常采取的形式是& 将计

量经济方法运用于依据国民经济核算框架

编制的现价和不变价的时间序列数据% 估

算不同经济变量之间函数关系的参数# 进

行此类研究采用什么样的宏观经济模型%

会因研究人员所属经济思想学派和所持分

析目的不同而有所差别# 但是% #$%是非

常灵活的% 可以适应不同经济理论或模型

的需要% 只要它们接受 #$%赖以建立的生

产$ 消费$ 收入等基本概念#

!"-! 短期经济政策制定是在评估近期经济行为

和目前经济状况$ 展望或准确预测未来发

展趋势的基础上形成的# 短期预测通常采

用上述经济计量模型进行% 而中长期经济

政策则必须结合各种经济战略来制定#

!"-, 各级政府$ 公营企业和私营企业都会涉及

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决策# 大型企业% 例如

跨国公司% 有能力建立适合自身需要的宏

观经济模型% 为此它们需要国民经济核算

数据# 骨干企业的长期投资计划必须依赖

于对未来经济发展的长期预测% 这也需要

国民经济核算数据# 还有为客户提供预测

并收取费用的专业机构% 它们通常需要非

常详细的国民经济核算数据#

+$ 国际比较

!"-- #$%能够以一种标准的$ 国际通行的概

念$ 定义和分类形式向世界报告其国民经

济核算数据# 由此产生的数据可广泛应用

于主要总量之物量的国际比较% 例如 &'(

或人均&'(% 也可用于统计数据的结构比

较% 例如投资$ 税收和政府支出占&'(的

比重# 经济学家$ 新闻工作者和其他分析

人员在评价一国经济表现与类似的他国经

济表现时% 经常使用这种比较# 就像人们

判断一国在不同时间上的经济发展状况一

样% 这些比较也能帮助公众和政界针对经

济计划是否相对成功进行判断# 多国国民

账户可以组成一个国家集团数据库% 这些

数据可用于计量经济学分析% 在分析中可

以将时间序列数据和截面数据汇集起来%

提供更宽泛的观测资料% 估计函数间的相

互关系#

!"-. 国际组织还使用各国&'(或人均国民收入

!&$6" 数据来决定其是否有资格得到贷

款$ 援助或其他资金% 或决定一国得到此

类贷款$ 援助或其他资金的条件# 如果目

的是要比较货物服务的人均产量或人均消

费量% 则必须将以本国货币计量的数据按

照购买力平价 !而不是汇率" 转换成以通

用货币计量的数据# 众所周知% 通常市场

汇率和固定汇率都不能反映不同货币之间

的内在相对购买力# 若按照汇率将&'(或

其他统计数据转换为以通用货币计量的数

据% 则相对于低收入国家来说% 高收入国

家的货物服务价格会被高估% 结果就会夸

大二者实际收入的差异# 因此% 不能将通

过汇率换算的数据作为衡量货物服务相对

量的尺度# 不同国家 &'(或人均 &'(指

标还会全部地或部分地用来决定一个国际

组织各成员国所缴纳的用以维持该组织运

转的会费#

!"-/ 尽管国际组织会利用 #$%收集国际可比的

国民经济核算数据% 但 #$%并不是为此目

的创立的# #$%已经成为一个标准的或通

用的体系% 对世界大多数国家而言% 稍加

修改或不加修改即可将其应用于各自的国

民经济核算# 通过确保本体系满足其自身

分析需要和政策需要% 各国统计部门和政

府机构从中受益良多% 因此它们在 #$%开

发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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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范围

!$ 非货币交易

!"-0 如果经济中生产的货物服务是经货币交易

出售的% 其价值会自动纳入 #$%的账户之

中# 但是% 很多货物或服务并没有真正出

售% 而是以其他方式提供给其他单位的%

例如& 可能以易货形式用于交换其他货物

或服务% 或是以转移形式免费提供# 对于

这类货物和服务% 尽管它们的价值需要估

算% 但也必须将其纳入 #$%的账户中# 此

类货物服务的生产与用于销售的货物服务

的生产没有本质区别# 并且% 向其他单位

提供货物服务的交易也属于有效交易% 即

便在交换中生产者并没有获得货币收入#

将这类产出描述为 (虚拟产出) 是一种误

解# 例如% #$%中所谓间接测算的金融中

介服务是确实发生过的% 只是其价值需要

间接估算# 需要 (虚拟) 的是其价值% 而

不是交易本身#

!"-1 对于自用的货物或服务来说% 生产者没有

与其他单位发生任何交易# 在这种情况下%

为了能够在账户中记录这些货物或服务%

就必须对内部交易进行记录% 反映生产者

用于自身消耗或资本形成的那部分货物和

服务% 并估算其价值#

!"-2 因此% 为了能够在账户中记录那些未通过

与其他单位之间进行货币交易来处置其产

出的生产行为% 就必须运用估算和虚拟的

方法# 采用此类估算和虚拟的方法% 并不

是要在 #$%中引入假设的生产行为或货物

服务流量% 恰恰相反%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

了能在账户中反映那些经济中已实际发生

但却被忽视的重要货物服务流量# 为了保

证核算的全面性% 所有生产出来的货物和

服务% 即使未经销售渠道而是通过其他方

式被处置% 其价值也都必须进行估算#

!"-3 然而% 在实际操作中% #$%并没有记录所

有的产出% 因为由住户成员生产和消费的

家庭和个人服务被排除在外了# 由于这个

主要例外% 本体系将&'(定义为所有常住

机构单位所生产的总增加值之和# &'(的

统计范围被限于可以由一个部门提供给另

一个部门的经济生产活动的产出# 从经济

角度看% 并非所有付出时间和精力的行为

都具有生产性# 例如% 吃饭$ 喝水和睡觉%

一个人无法为了他人的利益而从事这些活

动% 因而这些活动不具备经济意义上的生

产性#

($ 生产范围

!".4 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活动# 在 #$%中% 生

产被理解为是在机构单位负责$ 控制和管

理下进行的一种物理过程% 在此过程中%

劳动和资产用于将货物服务投入转换为另

一些货物服务产出# 作为产出的所有货物

和服务都必须能够在市场上出售% 或者至

少能够有偿或无偿地由一个单位提供给另

一个单位# 因此% #$%将实际上注定要进

入市场的全部生产***无论是用于销售还

是用于以货易货***均列入生产范围# 它

也包括由政府单位或 $(6#7无偿提供给单

个住户或社会团体的所有货物或服务#

住户生产

!".! 要界定 #$%生产账户所记录活动的范围%

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于如何处理本来能够

通过市场提供给其他单位$ 但实际上生产

者却留作自用的那部分货物服务的生产活

动# 这类生产性活动所涵盖的范围很广%

特别是&

)"住户企业为自身最终消费所进行的农产

品生产'

*"住户为自身最终使用目的所进行的其他

货物的生产% 包括住宅建造$ 食物和服

装的生产等'

+"自有住房者为自身最终消费所进行的住

房服务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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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供同一住户内消费的家庭服务和个人服

务的生产% 包括做饭$ 照顾和培育儿

童$ 清洗$ 修理等#

从经济角度看% 上述所有活动都是生产性

活动# 然而% 把这些活动纳入 #$%% 不仅

仅是如何估计这些活动产出之货币价值的

问题# 如果给这些产出赋予价值% 则也就

给其生产所形成的收入以及产出的消费分

配赋予了价值# 显然% 这些流量的经济意

义完全不同于货币流量# 例如% 其所形成

的收入将自动地与所生产的货物服务的消

费相联系% 而与经济中的通货膨胀$ 通货

紧缩或其他失衡现象的分析却几乎没有任

何关联# 将大量的这类非货币流量与货币

流量一起纳入账户% 会使市场上发生的问

题含糊不清% 并降低数据的分析效果#

!"., 设计 #$%的目的是为了在广泛范围内满足

分析和政策的需要# 因此% 一方面需要使

账户的核算范围尽可能地全面% 另一方面

又要防止用于市场行为和市场失衡分析的

流量数据受到非货币价值的影响% 生产范

围的确定需要在这两种需求之间寻求平衡#

因此% #$%的生产范围包含所有自产自用

的货物% 因为生产者可以在货物被生产出

来之后再确定是将其出售还是自用# 但是%

#$%把为住户自身最终消费而进行的全部

服务生产排除在生产范围之外 !付酬家庭

雇员所生产的服务和自有住房者的自给性

住房服务生产除外"# 因为% 在提供这些

服务之前% 生产者已经明确该服务是用于

住户内部消费的# #$%关于生产范围的界

定其实是一种妥协% 但作为一个严谨的体

系% 它充分考虑了绝大多数用户的需求#

应该指出的是% 在劳动力统计中% 经济活

动人口被定义为从事如 #$%所定义的生产

活动的那些人口# 如果将生产范围扩展为

包括住户成员为其自身最终消费所从事的个

人和家庭服务的生产% 那么所有从事这些活

动的人口都将是自雇人口% 这将导致无法对

失业做出定义# 这说明了在 #$%和其他相关

的统计体系中% 将生产范围限定于市场活动

或准市场活动的必要性#

其他生产范围问题

!".- 自然过程是否可以作为生产活动% 要取决

于所发生的环境# 将某项活动视为生产活

动的一个必要条件是& 该活动必须在机构

单位的推动$ 控制和管理下进行% 并且该

机构单位对所生产的货物享有所有权# 例

如% 公海中鱼类数量的自然增长不能作为

生产活动% 因为这个过程没有受到任何机

构单位的管理% 并且这些鱼类也不属于任

何机构单位所有# 但另一方面% 养殖场内

的鱼的生长则是生产过程% 同样牲畜饲养

也是生产活动# 类似的% 野生的$ 未经培

育的森林$ 野果或野浆果的自然生长不属

于生产活动% 而经济林木的培育% 以及为

用作木材或其他用途而种植的树木% 则与

各种一年生作物的生长一样% 都属于生产

活动# 但是% 在野生森林中砍伐树木$ 采

集野果野浆果和拾拣木柴等活动则属于生

产活动# 同样% 降雨以及天然河道的水流

不属于生产活动% 而水库和水坝的蓄水以

及利用管道或运输工具把水从一处输送到

另一处则属于生产活动#

!".. 这些例子表明% 给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的

机构单位带来好处的许多活动或过程% 并不

都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生产过程# 降雨可能对

一国的农业生产至关重要% 但它却不是生产

过程% 其产出不能包括在该国的&'(中#

+$ 消费范围

!"./ 如何界定 #$%生产范围% 其影响远远超出

了生产账户本身# 生产范围决定了所记录

的增加值数额% 从而决定了生产所形成的

收入总量# 住户最终消费支出和实际消费

中所涵盖的货物服务的范围% 也要受生产

范围的制约# 例如% 这些支出应该包括自

产自用的农产品的估计价值% 也包括自有

住房服务的价值% 但不包括自己动手修理

和维护车辆或家庭耐用品$ 清扫住宅$ 看

护培育儿童的价值% 以及类似地为自身最终

消费而生产的家庭和个人服务价值% 只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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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这些目的所消耗的货物支出 !例如清洁

材料" 才包括在住户最终消费支出中#

.$ 资产范围

!".0 资产负债表是为机构单位或机构部门编制

的% 用于记录这些单位或部门所拥有资产

或所承担负债的价值# #$%将资产定义为

由某个或某些单位所拥有的实体% 其所有

者会因对它们的持有或在一段时间内的使

用而获取经济利益# 金融资产和诸如机器$

设备$ 建筑物这些本身是过去作为产出生

产出来的固定资产% 显然都属于这个定义

范围# 然而% 所有权标准对于确定哪些自

然资源属于 #$%中的资产是非常重要的#

自然资源% 例如土地$ 矿藏$ 能源储备$

非培育性森林或其他植物和野生动物% 只

要机构单位能够对其行使有效的所有权%

即确实能够从中获得经济利益% 那么即可

包括在资产负债表中# 资产不一定要归私

人所有% 也可以由政府部门代表整个社会

行使所有权# 因此% 许多环境资产都可以

包括在 #$%中# 资产范围中不包括诸如空

气或公海等无法有效行使所有权的自然资

源与环境% 以及尚未发现或开采的矿藏和

能源储备% 因为在现有技术条件和相对价

格下% 这些资源无法为其所有者带来任何

经济利益#

!".1 机构单位所拥有的自然资源在两个相邻时

点资产负债表间的价值变化% 要记入 #$%

的积累账户# 例如% 自然资源因生产中的

使用而枯竭% 要与因自然灾害 !比如洪

水$ 地震等" 毁坏而产生的损失一起% 记

录在资产物量其他变化账户中# 相反地%

当矿藏或能源储藏被探明时% 或者先前无

法开采的储藏变得可以开采时% 它们的出

现也要记入这一账户% 并以这种方式记入

资产负债表#

/$ 国民范围

!".2 #$%的账户是针对归并成部门和子部门的

常住机构单位编制的# 这里定义的常住概

念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69:" 在 +国际

收支平衡和国际投资头寸手册, 第六版

!即;(90" 中使用的概念是一样的# 当一

个机构单位在一国经济领土上保持一个经

济利益中心% 即当它无限期或在一个长时

期 !通常为一年" 内从事或打算从事一定

规模的经济活动或交易时% 就称其为该国

的常住单位#

!".3 作为衡量生产的总量指标% 一国的 &'(是

所有从事生产的常住机构单位的总增加值

之和 !加上不包括在产出价值中的所有产

品税减补贴"# 它不同于发生在该国地理

范围内的全部生产活动的总增加值之和%

因为常住机构单位的某些生产活动可能发生

在国外% 例如% 某些出口机器或设备的安

装% 或临时在国外工作的专家顾问组承担的

咨询项目# 相对应地% 发生在本国内的某些

生产活动可能是由非常住机构单位进行的#

!"/4 当从支出角度核算&'(时% 还需要对常住

单位消费的由非常住单位生产的货物服务%

以及非常住单位消费的由常住单位生产的

货物服务予以反映# 为了保持 #$%核算范

围的完整性% 与国外部门之间的所有交易

都必须进行识别和记录% 以便恰当地反映

这些交易对该国有关经济指标产生的影响#

#$%中记录的与国外部门的所有交易% 与

国际收支平衡表中记录的有关交易是完全

匹配的#

0$ 最终消费! 中间消耗和固定资本形成

总额

!"/! 这些账户的内容不仅取决于 #$%的概念框

架$ 定义和分类% 还取决于实际工作中对

它们的理解和实施的方式# 无论这些概念

和分类从原则上看是多么简单明了% 在实

际操作中仍然会碰到不可避免的划分困难%

并且这些困难很难预先确定# 通过研究经

济学和 #$%中有关消费和固定资本形成总

额 !在其他文献中通常被称为固定资产投

资总额" 之间的基本区别% 即可略见一斑#

!"/, 在区分消费和投资之前% 有必要先弄清楚

消费的本质# 消费是指机构单位耗尽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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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服务的一种活动% 但有两种截然不同的

消费% 即中间消耗和最终消费# 中间消耗%

是指在核算期内的生产过程中耗尽的货物

和服务# 最终消费% 是指核算期内各住户

或全社会为满足它们个人或公共需要或需

求而使用的货物和服务# 与中间消耗一样%

涉及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活动仅限于具有

生产者身份的机构单位% 它被定义为固定

资产获得减处置后的价值# 固定资产是在

多个核算期 !超过一年" 内反复或持续使

用的生产性资产 !例如机器$ 设备$ 房屋

或其他建筑物"# 区分中间消耗和资本形

成总额的关键在于& 所使用的货物和服务

是否在一个核算期内被完全消耗# 在一个

核算期内完全消耗的货物和服务是经常交

易% 记录为中间消耗' 反之% 则是积累交

易% 记入资本账户#

!"/-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消费 !无论是中间消

耗还是最终消费" 之间的区别就其一般性

质和目的而言是明确的% 二者间的区分对

于经济分析和政策制定至关重要# 然而在

实践中% 消费和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之间的

界限并不总是那么容易划清的# 有些活动

从某个角度看起来像是消费% 但同时从另

一个角度看又像是资本形成# 为了保证

#$%实施的统一性% 有必要采用一定方

式% 对那些难以区分甚至有争议的项目进

行归类# 下面给出两个例子予以说明#

人力资本

!"/. 通常认为% 应当将员工培训和教育支出作

为一种人力资本的投资方式% 归为固定资

本形成总额# 因为% 知识$ 技能和资格的

获得会提升当事人的生产潜能% 并构成个

人未来经济利益的来源# 但是% 尽管从广

义上来看% 知识$ 技能和资格确实是资产%

却无法将其等同于 #$%所界定的固定资

产# 知识$ 技能和资格是通过个人自身的

学习$ 研究和实践获得的% 无法由别人替

代% 因此知识的获得不是生产过程% 尽管

教育服务是生产活动# 所以% 由中小学$

大专院校等所提供的教育服务可视作学生

获取知识和技能过程中的消费% 这种类型

的教育应作为最终消费处理# 当雇主为了

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而对其进行培训时%

所发生的相关成本可视为中间消耗#

!"// 尽管对教育成本的处理与 #$%中生产和资

产的范围是一致的% 但无法使所有用户在

所有情况下都满意# 为此% 正如下面所解

释的% #$%鼓励用户以卫星账户形式开发

替代方法 !关于卫星账户将在第 ,3 章进

行阐述"% 人力资本记录的替代方法就属

于此类应用#

修理! 维护和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0 要说明把消费和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截然分开

所具有的内在困难% 还有一个不太常见的例

子是修理和维护# 企业为维持固定资产处于

良好工作状态而进行的日常维护和修理费

用% 通常作为中间消耗处理# 但为了改善性

能$ 增加产能或延长使用寿命而对固定资产

!包括机器和建筑物" 进行的大修$ 改造或

扩建% 则视为固定资本形成# 虽然 #$%中提

供了一些针对性建议% 但在实践中要划清日

常修理维护与大修之间的界限是很不容易的#

一些分析人员认为% 日常修理维护与大修扩

建之间的区分既不具备可操作性% 又无充分

理由# 他们赞成采用一种更加笼统的 (总

额) 记录法% 即将所有这些活动都作为固定

资本形成总额来处理#

1$ 作为不同统计体系协调框架的&'#

!$ 不同统计体系之间的协调

!"/1 作为经济统计的协调框架% 是 #$%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功能% 这主要体现在两个不同

方面& 第一% 它作为一个概念性框架% 可

以确保在相关不同统计领域中所使用的定

义和分类具有一致性' 第二% 它作为一个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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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算框架% 可以确保来自不同来源的数据

具有一致性% 这些来源包括工业调查$ 住

户调查$ 商品贸易统计$ 增加值统计和其

他行政资料来源#

!"/2 不同统计体系之间保持协调一致% 会增强

所有相关统计数据的分析作用# 国民账户

体系在经济统计中一直占据核心地位% 来

自更为专门的统计体系的数据% 如国际收

支统计或劳动力统计% 一般说来都必须与

国民经济核算数据配合使用# 为在 #$%与

诸如金融统计或国际收支统计之类相关统

计体系之间进行协调% 需要其他统计体系

与 #$%密切协作% 同时进行修订# 这种协

调一致可以消除不同体系之间在概念上的

差异***除若干因满足不同种类数据的具

体特点和不同种类用户的特殊要求而保留

的概念差异以外# 事实证明% #$%和其他

主要体系之间的协调工作是非常成功的%

通过调整 #$%以及其他体系% 促成了它们

之间的协调一致#

($ 微观数据在宏观经济核算中的运用

!"/3 从原则上讲% #$%的一系列账户和资产负

债表可以在任何汇总层次上% 甚至可以在

单个机构单位层次上进行编制# 如果部门

或经济总体的宏观经济账户能够通过汇总

各个单位的数据而直接获得% 这是求之不

得的# 如果有与部门和经济总体之相应宏

观经济账户完全匹配的微观数据库% 那对

分析会大有好处# 一般说来% 总量或平均

数据常常会掩盖在所涉总体内所发生变化

的大量有用信息# 例如% 经济理论表明%

收入分配模式的变化对消费总量的影响%

应比收入总量变化对消费总量的影响要大

得多# 用户可能需要获得单个单位的信息%

这不仅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经济运行状况%

而且是为了能够监测政府政策或其他事件

对备受关注的某些类型单位 !如低收入住

户" 所带来的影响# 此外% 利用微观经济

数据集还能够跟踪观测单个单位的动态行

为# 随着电脑和通信技术的不断进步% 大

型微观数据库的管理和分析变得越来越简

单# 数据可以从不同的来源获得% 例如行

政和工商纪录以及专门进行的普查和调查#

!"04 然而% 在实践中% 宏观经济账户很少能够

通过相应微观数据的简单汇总获得% 因为%

即使各个机构单位保存了账户或记录% 但

适用于微观层面的概念可能在宏观层面上

并不适用# 单个单位可能不得不使用为其

他目的 !如税收" 而设计的概念# 微观层

次上所使用的核算惯例和估价方法通常不

同于 #$%所要求的核算惯例和估价方法#

例如% 广泛使用的历史成本核算法意味着

单个企业的账户与 #$%所使用的账户具有

明显的不同# 从经济角度来看% 将以税收

目的下计算的折旧作为固定资本消耗是非

常武断且不可取的# 在这种情况下% 试图

在汇总之前对成千上万的单个企业账户进

行调整显然不切实际# 在实践中% 这些数

据是经过一定程度的汇总后才进行调整的#

当然% 并不是在调整之前必须将数据汇总

到经济总体的层次% 甚至无须汇总到部门

或产业层次% 对较小的更具同质性的单位

群数据进行调整可能更加有效# 这就需要

编制所谓的中间账户体系# 无论对哪个层

次的汇总数据进行调整% 都会导致最终的

宏观数据与原先获得的微观数据的简单汇

总不相等# 如果微观数据的来源不是工商

会计或行政记录% 而是统计性质的普查和

调查% 则所使用的概念可能与所要求的比

较接近% 但也会因普查或调查覆盖范围不

全 !如调查仅限于一定规模以上的企业"

和被调查者回答错误产生的偏差% 仍然需

要在宏观层次上对调查结果进行调整#

!"0! 大多数住户都不会有 #$%所需要的那种

账户# 有关住户的微观数据主要来源于抽

样调查% 但此类调查明显受制于回答和填

报误差# 要想针对住户拥有的小型非法人

企业活动获得可靠且有意义的数据% 就更

加困难# 以住户调查为基础的汇总数据必

须对某些种类的偏差***如某些支出类别

!如烟草$ 酒精饮料$ 赌博等" 的低报

***做出适当调整% 同时还必须使该总量

与其他来源的宏观数据 !例如进口" 保

持一致# 微观数据的系统开发也可能因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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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对这类数据库的保密性和可能滥用的情

况日益关注而受到限制#

!"0, 因此% 可以肯定的是% 由于各种原因% 在

实践中要想实现微观数据库和宏观经济账

户的完全匹配% 即使不是不可能% 也是非

常困难的# 然而% 作为一个总的目标% 经

济核算中所使用的概念$ 定义和分类应尽

可能地在宏观和微观层面上保持一致% 以

促进这两类数据的互相衔接#

2$ 与工商会计之间的联系

!"0- #$%所使用的核算规则和程序是以工商会

计长期使用的那些规则和程序为基础的#

传统的复式记账原则% 即一笔交易要在交

易双方每一方的账户中做一对互相匹配的

借方和贷方登录% 这是经济核算或国民经

济核算的一个基本原则# 例如% 对于产出

的销售% 不仅要在卖方的生产账户中有一

笔登录% 同时必须在卖方金融账户中也有

一笔等值的登录% 以记录因出售产出而收

到的现金或短期金融信贷# 由于这两笔等

值登录也是买方所必需的% 因此这项交易

实际上在涉及卖方和买方两方的宏观经济

账户体系中同时会有四笔等值的登录# 一

般说来% 两个不同机构单位之间的交易%

总是需要在 #$%账户中同时作四笔等值的

登录 !即四式记账"% 即使该交易仅是一

种转移而不是交换% 甚至没有发生货币转

手也是如此# 多重记账使得不同机构单位

和部门之间的交互作用能够得到记录和分

析# 但是% 一个机构单位的内部交易 !例

如单位对自身产出的消费" 只需两笔记录

即可% 而且其交易价值需要估算#

!"0. #$%的设计和结构高度依赖于经济理论和

原则以及工商会计的核算惯例% 例如生产$

消费和资本形成等基本概念都根植于经济

理论# 当工商会计的惯例与经济原理相冲

突时% 要优先考虑后者% 这是因为% #$%

是为了经济分析和政策制定的目的而设计

的# 工商会计和经济理论之间的区别% 可

以通过 #$%中所使用的生产成本的概念来

说明#

!"0/ 工商会计通常 !但不是一成不变" 按历史

基础来记录成本%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证

其完全客观性# 历史成本核算要求对生产

中所使用的货物或资产按照获得时发生的

实际支出估价% 不管这些支出是在过去什

么时候发生的# 然而% #$%所使用的是经

济学中定义的机会成本概念# 换句话说%

在某一特定生产过程中使用或耗尽的某些

现有资产或货物的成本% 是通过将这些资

产或货物以其他方式使用时能够获得的收

益来衡量的# 机会成本是以在使用资产或

资源时放弃的机会为基础来计算的% 它不

同于为获得该资产或货物而发生的成本#

在实践中% 机会成本核算的最切实际的近

似值是现期成本核算% 为此要对生产过程

中所使用的资产和货物按照该项生产活动

发生时的实际或估算的当期市场价格进行

估价# 有时将当期成本核算称之为重置成

本核算% 尽管在使用该资产或货物后可能

并没有实际替换它的打算#

!"00 如果发生了持续的通货膨胀% 即使是温和

的通货膨胀% 使用历史成本也会低估经济

意义上的生产机会成本% 也许会导致历史

成本利润大大高于 #$%所定义的营业盈

余# 基于历史成本计算的利润很容易对生

产过程的盈利性发出误导信号% 因为相对

于产出来说% 投入被系统地低估了# 这样

的误导可能同时会在宏观和微观经济层次

上导致错误的决策#

!"01 现期成本核算会产生一些继发影响% 并渗

透到整个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它影响着所

有的账户$ 资产负债表及其平衡项# 关于

总增加值和 &'(核算的一个基本原则是%

产出和中间消耗必须按生产发生时的现价

进行估价# 这就意味着从存货中提取的货

物必须按照货物出库而非入库时的市场价

格进行估价# 这种记录存货变动的方法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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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在工商会计中被普遍使用% 因此这两

种方法有时会产生非常不同的结果% 尤其

在存货水平随价格上升而发生剧烈波动时

更为突出# 同样% 在 #$%中% 固定资本消

耗是根据资产使用时的机会成本来计算的%

这与该资产获得时的价格不同# 即使在核

算期间已经用尽的固定资产实际上并未重

置% 作为生产成本提取的固定资本消耗额

也应足以更换该资产 !如果需要的话"#

当出现持续通货膨胀时% 即使 #$%和工商

会计对资产使用寿命及其磨损和淘汰的速

度做出相同的假设% 固定资本消耗的价值

也可能远大于按照历史成本计算的折旧#

为了避免混淆% #$%使用 (固定资本消

耗) 这一术语% 以区别于工商会计中常用

的 (折旧)#

!"02 #$%与工商会计的一个区别在于% #$%中

所使用的平衡项并不采用工商会计中 (利

润) 这个术语# 企业收入近似于税前利

润% 可支配收入近似于税后利润# #$%使

用可支配收入这个术语是基于以下事实&

住户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反映住户在维持其

资产净值 !即按现价估计的资产减去负债

后的价值" 不变的情况下% 可用于消费的

最大数额# 对于企业来说% 由于它没有最

终消费% 因此其可支配收入等于可用于投

资的数额#

!"03 与工商会计的另一个区别在于% #$%在

计算收入时不包括因那些仅仅由不同单位

之间的财富再分配而产生的资本转移才得

到或处置的资产% 也不包括从与生产无关

的事件 !如地震$ 其他自然灾害或战争"

中得到或处置的资产% 同理% 生产活动所

得的收入中也不包括由于相对价格变化引

起的资产或负债实际持有收益和损失#

!$ 国际会计准则

!"14 #$%,442 最新修订的一个特点在于% 它认

识到了国际会计准则在企业和公共部门中

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以下各章都参考了国

际会计准则委员会 !6%#;" 和国际公共部

门会计准则委员会 !6(#%#;" 制定的相关

条款# 在某些情况下% 特别是在养老金负

债和无形资产的核算中% 能否将某些项目

包括在 #$%中% 其可行性将特别依赖于国

际会计准则的应用#

3$ &'#范围的扩展

!"1! #$%的设计旨在全面和综合% 任何一个国

家% 不论其经济结构$ 制度安排或发展水

平如何% 都能够根据各自的需要和能力从

#$%中选择对其最相关最有用的部分来实

施# #$%应当以灵活的方式实行% 本卷中

介绍的账户$ 表格$ 分类和部门划分都不

是一成不变的# 例如% 通过进一步的加总

或分解% 可以实施灵活的机构单位$ 交易

和资产的分类% 以适应数据的可获得性和

不同国家的特殊环境# 然而% 对分类的灵

活运用并不会改变 #$%中的基本概念和定

义#

!"1, 在某些情况下% #$%会对灵活性提出明确

要求# 例如% 第 . 章中提出一般政府部门

细分的两种方法% 但并没有指出孰优孰劣#

类似的% 尽管 #$%建议应按照住户主要收

入来源对住户部门进行细分% 但同时强调

这只是部门细分中的一种可行标准# 在某

些情况下% 按照社会经济标准或者住户所

处的地理位置来划分可能更加合适% 或者

也可以同时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标准对

住户部门进行分层细分#

!"1- 第 !2 章到第 ,3 章阐述了 #$%为适应不同

环境和需求的各种应用方式# 第 ,3 章介绍

了如何通过开发与 #$%主体系密切相关的

卫星账户将灵活性发扬光大% 而不一定要

使用完全相同的概念或是受制于以货币表

示的数据# 开发卫星账户旨在满足某些特

殊用途的需要% 例如监测全社会的卫生或

环境状况# 卫星账户也可以用于新方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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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算程序的研究% 当研究成熟并被广泛接

受后% 就可以在适当时候将其纳入主体系%

例如% 投入产出分析就已经被纳入了

#$%#

!"1. 灵活运用 #$%的另一种方式是按照社会核

算矩阵形式重新组织账户中的数据% 以更

好地满足某些特殊的分析和政策需求# 这

类矩阵并不是建立不同的体系% 而是用另

一种方式来呈现 #$%中所包含的大量信

息% 很多用户和分析人员发现这种方法能

够提供更多更有用的信息% 更加有助于对

社会经济发展的监测和模拟#

4$ &'#与福利测算

!"1/ 国内生产总值 !&'(" 常被用作福利测度

指标% 但 #$%并没有认同这种说法% 实际

上% #$%中有几项惯例是反对对相关账户

作出福利解释的# 本节以下对部分惯例的

含义进行简单介绍#

!$ 用支出测度福利的条件

!"10 在市场经济中% 用来估计货物服务价值的

价格不仅应当反映其相对的生产成本% 而

且还应当反映将其用于生产或消费会获得

的相对利益或效用# 这样% 在生产和消费

总量变化与福利变化之间就建立了相应联

系# 然而% 消费物量的变化并不等同于福

利的变化#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货

物服务支出的增加会导致福利的增加% 这

一点是被广泛接受的# 但福利的增加可能

不与支出的增加成比例% 发生支出的单位

也不一定能从福利的增加中受益# #$%对

实际消费和消费支出进行了区分% 实际消

费反映的是货物服务实际消费量# 住户实

际消费通常高于其消费支出% 因为前者还

包括了由一般政府部门和 $(6#7为单个住

户所发生的支出#

!"11 生活极度贫困的人与实现温饱的人相比%

前者增加食品支出所带来的福利增加可能

大于后者# 但是% #$%无法对此进行区

分% 尽管根据相关规定可以区分发生支出

的单位和实际消费的单位% 但是 #$%的估

价基础是食品价格% 没有针对从消费中获

得的福利进行质量调整# 用支出衡量福利%

最多可以将其作为支出所产生的福利水平

的一个合理下限#

($ 非付费服务和福利

!"12 #$%的生产范围中不包括住户自产自用的

服务% 只将自有住房的虚拟房租以及付酬

家庭雇员的工资包括在其中# 类似地%

#$%也不包括个人为非营利机构提供的非

付费劳务# 在这两种情况下% 所投入的时

间增加了社会中其他个体的福利# 从生产

中剔除这些服务并不是对其福利性质的否

定% 而是认为对于 #$%的设计目的 !即经

济分析$ 决策和政策制定" 来说% 包含这

些服务将削弱而不是提高 #$%的有效性#

+$ 外部事件对福利的影响

!"13 个人和国家的福利水平可能受到一系列非

经济因素的影响# 例如寒冬和流感% 在其

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由于严寒和流感创

造了额外需求% 许多货物服务的生产和消

费可能会相应增加' 燃料$ 衣物和医疗服

务的生产和消费也可能有所增加# 与上一

年相比% 受极端恶劣天气和流感的影响%

人们会觉得他们的总体情况变坏了% 尽管

对应于取暖和卫生服务的额外需求% 相应

的生产和消费可能增加了# 从这个角度来

说% 尽管&'(在物量上有所增加% 但总的

福利水平可能是下降的#

!"24 这种情况并不意味着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

下% 福利不会随着&'(的增加而增加# 假

设发生了严寒和流感% 公众可能会发现与

不发生相比% 整体福利会随着取暖和卫生

服务的额外生产和消费而提高# 从广义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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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 甚至会有一个促进生产的普遍趋势%

去弥补因特殊事件给人们造成的福利损失#

例如% 为了修复地震$ 飓风和洪水等自然

灾害造成的损害% 生产可能会趋于增加#

假定灾难已经发生% 额外的生产活动将会

增加福利# 但问题在于% 应该如何测算福

利随时间的变化- 如果损害得以修复% 一

个遭受自然灾害袭击的地区将会拥有更高

的福利水平% 但是相比于没有灾难的情况%

应当如何衡量这个新的福利水平-

.$ 外部性对福利的影响

!"2! 一些生产活动会导致福利损失% 但后者无

法记录在 #$%中# 例如% 一家工厂可能产

生噪声并且向空气和附近水域中排放污染

物% 破坏了周边的原有环境% 从而导致附

近居民的福利损失# 只要不对这家工厂进

行经济处罚% #$%就无法对后果进行测

量# 如果依据政府立法或其他规定% 工厂

增加开支以减少噪音或污染物排放量% 则

成本和福利都将增加% 但两者的增加并不

一定是相称的% 治理污染后的福利水平可

能会低于直接关闭这家工厂所达到的福利

水平#

!"2, 环境外部性是对福利测算和经济增长本身

测算产生关注的一个主要原因# 出于这些

考虑% 专家们开发了一个卫星账户并正在

逐步改进% 以期回答这些问题#

/$ 非经济因素对福利的影响

!"2- 个人的福利水平并非仅由经济因素决定#

个人和家庭的环境$ 健康状况$ 从工作中

获得的满足感等% 都是影响福利的因素#

很难用一种客观的方法对这些因素进行量

化% 要将这些因素包括在一个主要用于促

进经济分析的体系中% 就更难保证其有效

性#

0$ 福利指标和宏观经济总量指标

!"2. 福利是一个范围很广的概念% 涵盖了很多

不同的方面# 其中有些方面可以直接从

#$%的一个或多个关键总量指标中获取%

另外一些方面可以通过 #$%的基本结构并

对某些内容进行扩展来获得% 例如将环境

损害的影响和非付费服务纳入统计范围#

但对于不以福利测算作为主要目标的 #$%

来说% 还有些方面的数据可能永远无法通

过它来得到# 否认这一点是不明智的% 因

为要想使一个经济核算体系能够随着需要

自动地进行令人完全满意的福利测算是不

现实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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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章"综""述

#$ 引言

,"! 本章对 #$%的账户框架做一个综述% 并对

后面的绝大部分章节进行简要介绍#

)"本章介绍构成核算体系的概念性要素%

以及核算体系所遵循的核算规则# ;节

和<节对这些内容有进一步的解释% 详

细阐述见第 -$ 第 . 和第 / 章#

*"本章给出对构成核算主体结构的中心框

架的标准理解# 介绍每个账户时% 会指

出账户的性质% 并探析可由每个账户引

发的分析内容# 账户在'节给出% 并在

第 0 至第 !1 章逐一加以介绍#

+"最后% 本章将介绍适应特定国家的需要

而对中心框架加以灵活应用的若干方式#

特别地% 本章将介绍卫星账户# 这些对

#$%的扩展与应用将在=节作简要概括%

并在第 !2至第 ,3章中作深入阐述#

,", 如同第 ! 章所指出的% 中心框架描绘了构

成经济活动的各种本质现象& 生产$ 消费$

积累以及与收入和财富有关的一些概念#

#$%的目的是表述这一系列现象及其相互

联系% 尽管为了使读者更好地理解这些内

容% 这种表述是经过简化的% 但是它仍然

涵盖了所有的重要事项# 为了达到这一目

的% 中心框架必须满足两个条件% 即它必

须既是完整的% 又是一致的#

,"- 为了使中心框架具有综合性% 必须在所有

的账户和子账户中使用相同的概念$ 定义

和分类# 例如% 一旦住宅被作为资产记录%

则无论住宅是房主自有的$ 还是在市场上

租住的% 所有的住宅都一定会产生住房服

务% 该服务应包括在生产范围内# 同理%

所有的住宅都产生收入% 在 #$%中% 无论

房主和居住者之间是什么关系% 这些收入

应当按照同样的方式进行记录#

,". 为了使中心框架具有一致性% #$%中出现

的每个经济流量或存量水平% 在其交易各

方都必须采用相同的度量# 在整个 #$%中

采用相同的概念和定义% 对 #$%中的所有

登录使用同一套核算规则% 一致性就可以

实现# 在实践中% 出于种种原因% 基本单

位所提供的实际会计或统计数据不会完全

一致% 因此需要做大量的额外工作% 方能

达到 #$%所要求的一致性#

!$ 分析流量与存量

,"/ 从根本上说% 国民账户体系的目标是记录

经济流量和存量# 经济流量可以从不同的

角度来理解# 考虑这样一个问题& (谁做

什么-) (谁) 指的是做某件事的经济主

体% 即经营者# (什么) 则与这个经济主

体正在实施的某种活动有关# 在某些情况

下% 对这个很简单的问题做回答% 就可以

较好地概括一个经济流量的基本特征# 但

是在通常情况下% 这个问题过于简单% 无

法对一个特定流量进行大致的经济描述#

例如% 某人买了一条面包# 为了总结这个

流量的特征% 有必要考虑这条面包是从谁

那里买的 !面包房或是超市"% 以及购买

时支付的是什么 !硬币或纸币"# 因此刚

才的问题应换一种提法& (谁$ 做什么$

和谁$ 交换什么-) 这个相当简单的流量

涉及两个经营者 !一个买者% 一个卖者"%

两个主要活动 !一个购买% 一个出售"%

0!



两个次级活动 !一个支付% 一个收受"%

以及两个对象 !面包% 硬币或纸币"# 此

外% 一个完整的描述可能还需要更多的信

息& 至少应包括面包的重量$ 种类和价格#

,"0 现实中的情况远比上面的例子复杂# 在流

量发生之前% 卖者在他的店里已经存有一

定数量的面包' 出售面包之后% 他的面包

减少了但是钱却多了# 买者先有一定数量

的钱% 然后他的钱少了但是 !在吃掉面包

之前" 拥有了一些面包# 因此发生在他们

之间的流量改变了他们的初始状况# 这就

意味着不能孤立地看待流量' 还需要考虑

流量发生前和发生后的状况# 在这两个时

点上% 人们必须考虑 (谁有什么-) 这样

的问题# 面包师不仅有面包和通货% 还有

一个设有店面的房子$ 烤制设备$ 一些面

粉$ 银行存款$ 汽车% 等等# 换言之% 他

有 !拥有" 一定存量的物品# 买者亦然#

在流量和存量自身概念基础上% 流量可以

改变存量# 流量与存量的变化有内在的联

系# 因此% 前面的问题可进一步转化为&

(谁$ 做什么$ 和谁$ 交换什么% 存量变

化如何-)

,"1 然而% 还有一些考察本例的角度未被穷尽#

在面包师出售面包之前% 他必须把面包烤

制好# 他使用面粉$ 水$ 电$ 烤制设备等#

因此% 另一个问题是 (谁用什么做什么-)

他做什么也可以用两种方法来概括& 他的

活动 !烤面包" 及其活动的结果 !产品&

面包"# 至于买者% 我们会问 (他为什么

买面包-) 一个显而易见的目的是为了把

面包当作食物来吃' 不过% 也可能是为了

施善行而施舍给乞丐#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

题& (谁$ 做什么$ 为了什么目的-)

,"2 把所有这些问题合并在一起% 就会出现一

个由简单问题连接起来的$ 非常复杂的组

合问题& (谁- 做什么- 和谁- 交换什么-

用什么- 为了什么目的- 存量变化如何-)

对一个特定的经济体中的所有经济流量和

存量以及经营者都回答这些问题% 将会产

生大量的描绘整个经济联系网络的信息#

但是% 这要求有大量的基础数据% 而数据

未必总能获取% 而且未必是完整的% 有可

能只涵盖这个复杂的问题链的某些方面#

进一步地% 有必要将各种经济流量和存量

记录按照一种易于理解的方式组织起来%

下一节将讨论这个问题#

($ 记录流量与存量

,"3 用户的需求对核算框架提出了一些特定的

要求# 第一个要求是% 核算框架应当提供

一幅经济图像% 而且该图像必须简单明了%

以保证其可理解性和可操作性# 第二个要

求是% 核算框架应当如实表述经济活动%

应当以一种均衡的方式涵盖所有的重要方

面% 而不能厚此薄彼# 最后% 核算框架应

当刻画出经济活动的所有重要的经济联系

及其结果# 尽管有必要满足上述所有要求%

但是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矛盾的# 在

这些要求之间达成恰当的平衡并不容易#

过分简化就会遗漏或忽略经济活动的某些

重要方面' 过分逼真就会使图像过于繁琐

并降低其洞察力' 而过分复杂的联系又会

降低可理解性并误导一些用户' 如此等等#

,"!4 为了满足上述要求% #$%使用了有限的基

本类别对纷繁复杂的基础流量中的某些方

面 !谁- 什么- 什么目的- 存量如何-"

进行分析和汇总# 然而% #$%简化了该图

像% 它在描述经济联系时并不是以完全系

统的方式来记录 (从谁到谁-) 的问题%

即它并不总是把不同类型经营者之间的流

量网络全部描绘出来# 考虑三个单位% %$

;和<% 每个单位都对其他两个单位做出

了相同类型的支付' 例如% 他们可能是三

个店主% 各自出售不同类型的货物# 假定%

从;处购买了 ,% 从<处购买了 -' ;从%

处购买了 0% 从<处购买了 !' <从%和;

处分别购买了 .# 如果对这些流量进行完整

的描绘% 则可以用下面的 - >-的表来表示&

% ; < 总购买

% , - /

; 0 ! 1

< . . 2

总销售 !4 0 .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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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只指明了购买支付量% 但是从表中也

可得到每个单位的销售收受量# 最右边一

列的合计显示了三个单位各自的总购买量%

最下边一行的合计数则显示了三个单位各

自的总收受量# 显然% 依行计算的合计数

必须等于依列计算的合计数% 因为两个合

计数都是表中所有项目之和# 在中心框架

中% 一般来说并不显示来自 %$ ;和 <中

各方并去向其他两方的流量的全部细节'

仅仅显示最右边一列和最下边一行的合计

数$ 并且知道二者相互匹配就足够了#

,"!, 在某些情况下% 尤其是在利用矩阵形式进

行记录的情况下% 可能会显示这些附加的

细节# 第 !.$ 第 ,2 和第 ,3 章会讨论这种

情况# 不过即使在中心框架中% 也有可能

获得全部细节# 例如% 在有些情况下% %$

;和<并不是彼此交易% 而是都与另外的

一个单位&进行交易% 比如交税% 则只显

??

示四个项目& %$ ;和 <各自的支付和 &

的收受#

,"!- #$%进行简化的另外一种情形是关于 (用

什么交换什么-) 的问题' 例如% 它并不

指明购买货物和服务或支付税款的金融对

应物 !通货或存款或短期贷款等" 的特定

属性#

,"!. 虽然 #$%只是以二维而非三维的形式进行

表述% 不过我们已然看到了 #$%是综合的

这一事实% 这一事实并不会冲淡对它的一

致性的要求# 实际上% #$%的目标是得到

一套一致的账户% 其一致性应当与假如账

户是完全衔接地编制的情况下所能达到的

一致性相同' 就所涉及的双方而言% 每个

经济流量或存量应采用相同的测算方法#

通过在整个体系中应用相同的概念和定义

以及采用一套严格的核算规则% #$%实现

了其一致性#

%$ &'#的概念性要素

,"!/ #$%包含若干个基本概念% 它们决定了

#$%的核算框架% 从而能够回答上述一系

列问题的不同方面# 这些概念包括&

)"机构单位和机构部门 !谁-"'

*"交易和其他流量 !什么-"'

+"资产和负债 !什么存量-"'

5"产品和生产单位 !谁和什么的其他方

面"'

8"目的 !为什么-"#

下面依次加以介绍#

!$ 机构单位和机构部门

,"!0? #$%所识别的最基本单位是能够从事所有

交易% 并能够以自己的名义拥有资产$ 发

生负债的经济单位# 这些单位被称为机构

单位# 另外% 由于能为其活动承担法律责

任% 因此机构单位是经济活动各方面的决

策中心# 现实中% 有些机构单位是由其他

单位控制的% 因此决策自主性并不完整%

而且会随时间改变# 依法独立持有资产和

负债与自主行为并不总是一回事# 在 #$%

中% 通常更注重前一方面% 原因是它更便

于组织统计数据的搜集和显示% 当然在某

些情况下它不是非常有效#

机构部门

,"!1 将机构单位按照主要职能$ 活动和目标分

组% 形成以下机构部门&

)"非金融公司& 主要从事市场货物和非金

融服务生产的机构单位'

*"金融公司& 主要从事包括金融中介在内

的金融服务活动的机构单位'

+"广义政府& 除了履行政治义务和经济监

管职能之外% 主要基于非市场基础为个

人消费或公共消费生产服务 !也可能是

货物"$ 对收入和财富进行再分配的机

构单位'

2!

())* 年国民账户体系



5"住户& 由一个人或一群人组成的机构单

位# 经济中所有的自然人必须属于且只

能属于一个住户# 住户的主要职能是提

供劳动力% 进行最终消费% 充当企业

主% 生产市场货物和非金融 !也可能是

金融" 服务# 住户的企业主活动是指保

留在住户内部的非法人企业***某些特

殊情况除外'

8"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 !$(6#7" #

主要从事面向住户或全社会的非市场服

务生产的法人实体% 其主要资源来自于

志愿捐献#

,"!2 根据层级分类 !见第 . 章"% 每个部门可

划为若干个子部门# 每个子部门由完整的

机构单位组成% 每个机构单位属于且仅属

于一个子部门% 当然也可能有其他的分组

方式# 为了满足决策的需要% #$%中还按

照公有$ 本国私有和外国控制的公司进行

区分% 并对住户部门中的不同社会经济群

体进行区分#

界定经济总体和国外

,"!3 经济总体是根据机构单位定义的# 经济总

体由在一个国家经济领土内常住的所有机

构单位组成# 一国经济领土的主体是地理

领土% 不过二者并不完全重合' 对地理领

土做一些加减之后才能得到经济领土 !见

第 ,0 章"# #$%中的常住性概念不是建立

在国籍或法律标准之上的# 如果一个机构

单位在一国经济领土内拥有一个主要的经

济利益中心% 则称该机构单位是该国的常

住单位' 即该机构单位在一个较长的时期

内 !实践中以一年及以上为准" 在该国的

经济领土内从事经济活动# 上述机构部门

仅包括常住单位#

,",4 常住单位会与非常住单位 !即其他经济体

的常住单位" 发生交易# 这些交易是该经

济体的对外交易% 归入国外部门核算# 严

格讲来% 国外是对常住单位与非常住单位

之间发生的交易的核算% 不过也可以视为

与常住单位发生交易的所有非常住单位的

集合# 在 #$%的核算结构中% 非常住单位

仅在其与常住单位发生交易时才被包括进

来% 不过国外的作用与机构部门的作用是

类似的#

($ 交易与其他流量

,",! 机构单位承担着各种经济职能% 生产$ 消

费$ 储蓄$ 投资% 等等# 它们可能作为企

业主从事不同类型的生产 !农业$ 制造业

等"% 也可能提供劳动或供给资本# 在所

有这些经济职能和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里%

它们从事着大量的基本经济行为# 这些行

为可以被归纳为各种经济流量% 通过这些

流量 !分门别类为工资$ 税$ 固定资本形

成等"% 创造$ 转换$ 交换$ 转移或清偿

了经济价值% 并会牵涉到机构单位之资产

或负债的物量$ 构成或价值的变化# 经济

价值可以体现为对有形物品 !一条面包%

一幢住房" 或无形资产 !电影原件" 或金

融债权 !负债被理解为具有负的经济价

值" 的所有权# 总之% 经济价值潜在地可

用来获取货物或服务$ 支付工资或缴税等#

,",, 多数经济活动是按照机构单位之间的相互

协议而发生的# 它们或者是一项经济价值

的交换% 或者是一项自愿的转移***一个

机构单位向另一个机构单位转移一定数量

的经济价值而没有获得对应的回报# 这种

按两个机构单位双方协议而发生的活动在

#$%中被称为交易# #$%还把某些仅涉及

一个机构单位的经济活动作为交易看待%

这些活动被称为内部交易# 例如% 自给性

固定资本形成被视为机构单位自己与自己

进行的一项交易& 机构单位一方面作为生

产者% 另一方面作为固定资本的获得者#

从本质上看% 此类交易与两个不同的机构

单位按相互协议而进行的活动是类似的#

,",- 然而% 并非所有的经济流量都属于交易#

例如% 某些由一个机构单位单方面进行的

活动会对其他机构单位造成影响% 却没有

征得后者的同意# #$%只在有限的范围内

对此类活动加以记录% 主要限于政府或其

他机构单位不经充分补偿就占有其他机构

单位 !包括非常住单位" 的资产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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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 单方面的经济活动会对其他经济

单位产生影响 !外部性"% 无论其影响是

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此类影响的范围很广%

但是 #$%并不记录这些外部性# 人类活动

可能导致自然资产向经济活动的转移% 以

及随之而来的此类资产的转化# #$%将这

种现象记录为经济流量% 这些流量会产生

经济价值# 一些非经济现象% 例如战争和

自然灾害% 可以毁灭经济资产% 对这种经

济价值的灭失必须加以记录# 在持有期内%

随着价格的变化% 经济资产和负债的价值

可能发生变化# 这些流量以及类似的流量

并非交易% #$%中称其为其他经济流量%

将在第 !, 章进行阐述#

,",. 经济流量可以是实际的$ 可观测的流量%

也可以是出于分析目的而建立或估计出来

的# 某些流量可以以价值形式被直接观测#

两个机构单位之间的货币交易就是如此%

例如货物的买卖或缴税# 发生在两个机构

单位之间的其他流量虽然可以被观测% 但

是不能直接得到其价值# 易货交易属于这

种情况% 学生消费的由政府免费提供的教

育服务也属于这种情况' 必须赋予此类交

易一个货币价值# 易货交易是涉及 (补偿

物) 的两单位间流量的一个例子% 即一个

方向的流量与相反方向的对应流量相联系'

现金社会福利是不涉及补偿物的两单位间

流量的一个例子# 另一类流量仅涉及一个

机构单位# 这种流量可能是可观测的$ 有

形的% 例如为了自给性消费或固定资本形

成而提供的产出% 又如自然灾害造成的破

坏# 对此类流量也必须赋予价值 !在某些

情况下% 这是轻而易举的% 例如大部分产

出被出售的情形"# 与前面所说的流量不

同% 其他内部流量可能是不可观测的' 为

了正确地测算经济运行状况% 必须为它们

设立核算登录# 固定资本消耗或资产负债

的重估价就属于这种情况# 还有一些特定

的内部流量如外国直接投资的再投资收益%

也需要出于分析目的而设立核算登录# 最

后% 某些可观测的货币交易并不是按照其

实际观测到的价值进行记录% 或者是由于

它们具有混合的性质 !如名义利率% 保费

总额"% 或者是由于它们的法律性质与其

经济性质不一致 !如金融租赁"# 因此%

在 #$%中% 这些流量要分解为不同的部

分% 并要对其分类和记录方式进行调整#

,",/ 尽管货币交易在 #$%的流量估价中具有基

础性作用% 但是非货币交易也非常重要#

非货币流量包括机构单位之间的货物和服

务流量% 必须对这些流量的价值加以估计%

此外% 还有一些假定发生在机构单位内部

的流量# 非货币交易的相对重要性依据经

济的类型以及核算体系所追求目标的不同

而不同# 虽然相比而言% 非货币流量在欠

发达经济体中的规模往往会更大一些% 但

其在发达经济体中的规模也是不容忽视的#

交易与其他流量的主要类型

,",0 基本交易与其他流量是数不胜数的# 按照

性质% 可以把流量分为若干个类别# #$%

对交易与其他流量的主要分类包括四个一

级类% 在每个一级类之下再按照层级进行

细分# 这种分类方式被系统地应用在中心

框架的账户和表中% 并与机构部门分类$

产业分类和产品分类以及目标分类等形成

交叉分类# 完整的交易分类体系及其代码

见附录 !#

,",1 货物和服务 !产品" 交易% 反映货物服务

的来源 !国内产出或进口" 与使用 !中间

消耗$ 最终消费$ 资本形成或出口"# 根

据定义% #$%中的货物和服务都是生产的

成果& 或者是国内生产的成果% 或者是国

外的成果' 或者是当期的成果% 或者是前

期的成果# 因此% 产品这个术语是货物和

服务的同义语#

,",2 分配交易% 包括将生产创造的增加值分配

给劳动力$ 资本以及政府的交易% 以及涉

及收入和财富再分配的交易 !如所得税$

财产税和其他转移"# #$%区分经常转移

和资本转移% 认为后者是对储蓄或财富的

再分配% 而不是对收入的再分配# !第 2

章会详细讨论二者的区别#"

,",3 金融工具交易!或金融交易"% 是指针对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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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金融工具的金融资产净获得或者金融负

债净发生# 此类变化通常是作为非金融交

易的对应部分而出现的# 纯粹的金融工具

交易也属于金融交易# 在 #$%中% 或有资

产和负债的交易不被视为交易 !见第 !!

章"#

,"-4 其他积累项% 包括改变资产和负债之数量

或价值的$ 不属于前面几种类型的交易和

其他经济流量# 具体包括& 非生产性非金

融资产的获得减处置' 非生产资产的其他

经济流量% 例如地下资源的发现或耗减%

或其他自然资源向经济活动的转移' 非经

济现象的影响% 如自然灾害和政治事件

!如战争"' 由价格变动引起的持有损益%

以及其他一些较小项目#

#$%中交易的特点

,"-! 为了更好地回答流量分析中所提出的问题%

#$%在记录某些交易时% 并不是按照直接

观测到的结果来记录# #$%常常采用与经

济概念更为一致的类别# 例如% 固定资本

总形成是货物服务交易的一个子类% 其范

围比狭义的 (固定资产购买) 更广泛# 为

了更贴近经济概念% 固定资本形成既包括

新固定资产获得也包括现有固定资产的获

得% 获得方式可以是购买$ 易货交易或自

给性固定资本形成% 同时要减去现有固定

资产的处置% 处置方式可以是出售% 也可

以是易货交易#

,"-, 正如前面的例子所表明的% #$%还常常使

用经压缩的类别***将若干基本交易合并

起来# 例如% (存货变动) 是指入库与出

库之差以及经常性损失# 类似的取净值的

做法也用于金融工具交易# 作为资产 !或

负债" 持有的某种金融工具的所有交易都

被归并在该金融工具名下# 例如% (贷款)

包括新发放的贷款以及现有贷款的转换$

偿还和注销# 最后% 对于 #$%中某些交易

类别% 需要把一个实际的交易拆分成几部

分% 例如与利息和非人寿保险费净额有关

的分配交易#

+$ 资产和负债

,"-- 资产和负债是经济总体与机构部门之资产

负债账户的构成内容# 与反映经济流量的

账户不同% 资产负债账户反映的是在一个

特定时点上% 由一个单位或部门或经济总

体所持有的资产和负债的存量# 资产负债

账户通常是在核算期的期初或期末编制%

但原则上它们可以在任何一个时点上编制#

不过% 现有存量是由过去的交易与其他流

量积累而成的% 而且会被未来的交易与其

他流量所改变# 因此存量和流量是紧密联

系的#

,"-. 资产的范围被局限于这样一些资产& 它们

的所有权有归属$ 所有者可以通过持有它

们或在 #$%所定义的经济活动中使用它们

而取得经济收益# 大多数耐用消费品$ 人

力资本和自然资源都不能为其所有者带来

经济收益% 因此不在 #$%的资产范围内#

,"-/ 资产的分类% 在第一级别区分为金融资产

和非金融资产 !后者包括生产资产和非生

产资产" !见第 !4 章"# 大多数非金融资

产通常被用于两个目的& 主要是在经济活

动中作为可被使用的物品% 同时还可以充

当价值储藏手段# 金融资产必须是而且主

要是用作价值储藏手段% 当然它们也可以

发挥其他作用#

.$ 产品和生产单位

产品

,"-0 货物和服务% 也被称为产品% 是生产的成

果# 它们可用于交换和其他各种目的& 可

作为其他货物服务生产的投入% 作为最终

消费品或投资品# #$%在这里再次对市场

货物服务$ 为自己最终使用的货物服务以

及非市场货物服务做了理论上的区分% 原

则上讲% 每种货物或服务都能被归入上述

三种类型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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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单位

,"-1 诸如公司等机构单位可以生产不同类型的

货物和服务# 这些货物服务是生产过程的

产物% 生产过程可能会依所消耗的材料和

用品$ 所使用的生产设备和劳动力以及所

采用的技术不同而不同# 换言之% 同样的

货物服务可能来自不同的生产活动# 为了

更细致地研究货物和服务交易% #$%使用

了主产品分类 !<(<"#

,"-2 为了详细研究生产和生产职能% 有必要使

用同质性较强的单位# 理想的解决办法是

识别并观察那些仅从事一种生产活动的单

位# 此外% 由于还有必要描绘生产的空间

分布% 这个单位还应当仅在一个地点 !或

相邻场所" 从事活动# 在实践中% 并不总

是能够从从事多种活动的单位内部区分出

那些从事单一活动的生产单位% 并取得这

些单位的必要数据# 结果不得不将一些无

法分离出去的次要活动包含在内# 出于这

个原因% 为了对生产进行详细研究% #$%

使用了这样一种单位& 除了其主要活动之

外% 可能还包含了一些次要活动# 这种单

位就是基层单位#

,"-3 根据 +所有经济活动的国际标准产业分

类, !6#6<% 第四版"% 基层单位按照其主

要活动的相似性被归类为不同的产业部门#

,".4 鉴于市场在现代经济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把基层单位区分为市场生产者$ 为自

己最终使用的生产者和非市场生产者% 这

种分类是 #$%结构的一个基本特征# 市场

基层单位生产货物服务的目的% 主要是为

了以有经济意义的价格出售它们# 为自己

最终使用的生产者生产货物服务的目的%

主要是为了企业主自己的最终消费或固定

资本形成# 非市场基层单位则会免费或以

非经济意义价格提供其所生产的大部分货

物服务#

,".! 在机构单位与基层单位之间存在着层级关

系# 一个机构单位会包含一个或多个完整

的基层单位' 而一个基层单位属于且仅属

于一个机构单位#

/$ 目的

,"., 目的或功能的概念与一次或一批交易需要

满足的需求类型有关% 或者与它所追求的

目标类型有关# 在 #$%中% 首先根据交易

的性质对其进行分析# 其次% 对于特定的

部门或交易类型% 则要按照目的对支出方

进行分析% 从而回答前面提出的 (为了什

么目的) 这样的问题# 在第 !. 章介绍供

给与使用表时% 将对根据目的进行的分类

加以阐述#

,$ 核算原则

!$ 引言

账户两方的术语

,".- 对于增加一单位或部门之经济价值的交易%

#$%使用来源这样的术语# 例如% 工资与

薪金是其接受单位或部门的来源# 按照惯

例% 来源放在经常账户的右方# 账户的左

方被称为使用% 使用是指减少一单位或部

门之经济价值的交易# 仍以工资与薪金为

例% 对于支付的单位或部门而言% 它们是

使用#

,".. 在资产负债账户中% 负债和资产净值 !资

产与负债的差额" 放在右边% 资产放在左

边# 通过比较两张连续的资产负债账户%

可以得到负债和资产净值的变化以及资产

的变化#

,"./ 积累账户与资产负债账户有机地联系在一

起% 积累账户的右边被称为负债和资产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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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变化% 左边被称为资产的变化# 在金

融工具交易中% 负债的变化是指负债的

!净" 发生% 资产的变化则是指资产的

!净" 获得#

所有权变更与货物服务交易的记录

,".0 货物可能被一个单位持有并加工% 而这个

单位却不具有该货物的所有权# 例如一件

货物被送到某单位进行修理# 修理者的活

动仅仅体现为修理过程中发生的成本% 而

所修理货物的成本并不会出现在修理者的

账户上# 对于日常所见的修理活动而言%

如修鞋或修车% 这是不言而喻且顺理成章

的# 然而% 如果一个单位以另一个单位的

名义对货物进行加工% 同样的原则仍然适

用# 例如% 一个单位可能从另一个单位收

到一套元件% 然后把组装好的产品返回去#

,".1 #$%对法定所有权和经济所有权作了区

分# 在 #$%中% 记录产品从一个单位转移

给另一个单位时所遵循的准则% 是该产品

之经济所有权从一单位转移给了另一单位#

法定所有者是依法对产品价值中所蕴含收

益享有权益的单位# 然而% 一个法定所有

者有可能与另一个单位签订协议% 同意由

后者在生产中使用产品% 并承担由此带来

的风险$ 享有由此带来的利益% 从而换取

一个约定好的$ 蕴含风险因素较小的金额#

例如% 如果一家银行在法律上拥有一架飞

机% 不过它同意一家航空公司使用这架飞

机% 从而换取约定的金额# 航空公司对这

架飞机的飞行频次$ 飞行目的地以及机票

价格等进行全权决策# 于是航空公司被认

为是这架飞机的经济所有者% 尽管银行仍

然是其法定所有者# 编制账户时% 飞机应

记录为由航空公司购买% 而不是由银行购

买# 同时要虚拟一笔由银行发放给航空公

司的贷款% 其金额等于在双方协议的有效

期内应付给银行的金额#

,".2 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被送到国外进行加工

的货物# 如果加工者并不关心由其所组装

的物品将怎样出售$ 卖到哪里以及价格是

多少% 那么法定所有者仍然拥有该货物的

经济所有权# 尽管该货物从形体上看可能

从一个国家运到了另一个国家% 但是它不

会被记录为进口和出口% 因为其经济所有

权并未发生变更#

,".3 在一个有若干个专业化基层单位的大型企

业内部% 对一个基层单位交付给另一个基

层单位的货物是否应加以记录% 并不是显

而易见的# 既然所有的基层单位都有同样

的所有权% 那么经济所有权与法定所有权

之间的差别就需要更精细的界定# #$%所

采用的准则是& 如果从经济风险和收益来

看是由接收单位承担责任的% 则应记录货

物交付# 如果接收单位并不承担责任% 例

如它会把加工好的物品送回原来的发送单

位% 则认为接收单位只是提供了一项围绕

物品的服务% 因此不记录货物从第一个单

位到第二个单位的发送#

复式记账还是四式记账

,"/4 对于一个单位或部门而言% 国民经济核算

如同工商会计一样% 是以复式记账为基础

的# 每笔交易必须记录两次% 一次作为来

源 !或负债变化"% 另一次作为使用 !或

资产变化"# 记录为来源或负债变化的交

易总额与记录为使用或资产变化的交易总

额必须相等% 这样才能检查账户的一致性#

依据 #$%的构造% 那些不是交易的经济流

量自有其直接作为资产净值变化的对应部

分# '节将表述这一点 !另见第 !, 章% 该

章将阐述资产物量其他变化账户以及重估

价账户"#

,"/! 复式记账原则的含义在许多情况下不难理

解& 如果住户赊购一件消费品% 则该笔购

买将作为使用列在最终消费支出项下% 同

时作为负债发生列在贷款项下# 但是% 如

果货物是用现金支付的% 则情况会稍许复

杂一些& 列在最终消费项下之使用的对应

方现在变成资产负获得% 列在现金和存款

项下# 还有些交易则更为复杂# 货物的产

出记录为生产者账户的来源% 作为其对应

方的使用记录为存货正变化# 如果产出被

出售了% 则有一个存货的负变化% 即非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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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产的负获得% 然后由一笔金融资产

!如通货或存款" 的正获得来平衡# 正如

前面所解释的那样% 在很多情况下% 人们之

所以难于理解如何使用复式记账的原则% 主

要是由于在 #$%中各种交易类别被压缩了#

,"/, 原则上讲% 记录一项活动对所有单位$ 所

有部门的影响% 应以四式记账原则为基础%

因为大多数交易都会涉及两个机构单位#

每项此类交易都必须由交易双方分别记录

两次# 例如% 由政府单位向住户支付的现

金社会福利% 在政府账户中% 要作为使用

列在有关的转移项下% 同时作为资产的负

获得列在通货和存款项下' 在住户账户中%

要作为来源列在转移项下% 同时作为资产

的获得列在通货和存款项下# 即使账户中

并没有显示出部门间 (从谁到谁) 的详细

关系% 四式记账原则也同样适用# 正确地

记录与此有关的四笔交易% 才能确保账户

的完全一致性#

,"/- 正如引言部分所指出的那样% 现实中% 国

民经济核算编制者能够获得的数据一开始

可能并不满足 #$%的一致性要求# 针对国

家的一套账户不会像企业单位或政府的账

户那样% 实际记录发生在一段时期内的全

部流量# 国家账户要依赖于不同单位的账

户% 而各单位的账户不一定是一致的$ 完

整的% 甚至是得不到的# 尤其是住户账户%

不得不使用从住户调查等途径得来的其他

统计数据# 协调这些形形色色的数据来源

以满足由四式记账原则所决定的一致性要

求% 是编制一套完整的账户的基础工作#

($ 记录时间

,"/. 四式记账原则的含义之一是% 交易或其他

流量必须在同一时点记入交易双方的有关

账户中# 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金融资产和

负债的存量#

,"// 国民经济核算的总原则是机构单位间的交

易必须在债权和债务产生$ 转换或取消之

时进行记录# 这种记录时间被称为权责发

生制# 一个机构单位的内部交易也要按同

样的方法记录% 即在经济价值被创造$ 转

换或清偿之时记录# 总的来说% 所有的交

易% 无论是何种交易% 都始终被视为与经

济价值有关#

,"/0 因此% 必须仔细区分一项交易以及与其相

应的现金流发生的时点# 就算一笔交易

!例如购买或出售某货物" 与其收付是同

时发生的% 仍然存在这两个方面# 作为货

物交付的对应部分% 购买者发生了一笔负

债% 出售者获得了一笔债权' 然后% 债务

和债权随着付款而取消# 在大多数情况下%

实际交易与其相应的收付之间会存在时滞#

原则上讲% 国民经济核算是按照权责发生

制对实际交易进行记录% 而不是按照现金

收付制# 从理论上看% 国民经济核算遵循

了与工商会计相同的原则#

,"/1 虽然原则很明确% 但实施起来远没有这么

简单# 机构单位并不总是应用同样的规则#

就算它们采用同样的规则% 由于各种现实

原因% 如通讯的时滞% 实际记录也会有差

异# 结果% 交易双方可能在不同时间上对

交易进行了记录% 有时甚至会记录在不同

的核算期# 国民经济核算必须通过事后调

整的办法来消除这些差异# 此外% 由于债

权或负债产生的时间并不总是明确无误的%

因此会产生更多的实施问题# 后续章节%

尤其是第 - 章% 将会介绍 #$%针对特定交

易所使用的规则和惯例#

+$ 估价

一般原则

,"/2 按照四式记账原则% 一笔交易还必须在交

易双方的各个账户中以相同的价值加以记

录# 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资产和负债# 这

意味着金融资产及其负债对应部分必须在

债权人和债务人账户中以相同的金额进行

记录#

,"/3 交易是按照交易双方约定的实际价格来估

价的# 因此% 市场价格就成为 #$%估价的

基本基准# 如果没有市场交易% 应按照发

生的成本来估价 !例如% 政府生产的非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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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服务"% 或者参照类似货物或服务的市

场价格来估价#

,"04 资产和负债应按照编制资产负债账户时的

当期价格来记录% 而不是按照原价来记录#

从理论上说% 国民经济核算是以如下假定

为基础的& 资产和负债的价值应连续不断

地按照当期价格进行重估% 虽然事实上重

估价只能定期进行# 资产和负债的恰当的

估价基础% 是在需要估价的时间上可以在

市场上买到它们的价格# 估计时最好采用

市场上的实测价格% 或根据实测的市场价

格估算出来的价格# 如果得不到此类价格%

资产负债账户的当期价格估价还可以采取

另外两种方法& 对一段时期内的交易进行

累加和重估价% 或者估计某资产未来期望

收益的贴现值 !见第 !- 章"#

,"0! 内部交易应按照交易发生时的当期价格进

行估价% 而不是按照原价# 这些内部交易

包括存货的入库和出库$ 中间消耗以及固

定资本消耗#

估价方法

,"0, 对产品 !货物和服务" 交易进行估价时%

如何处理产品税$ 补贴以及贸易和运输加

价所产生的影响% 有不同的方法#

,"0- 对产出进行估价的优先方法是基本价格%

当然% 如果得不到基本价格% 也可以采用

生产者价格# 二者的区别在于对产品税和

产品补贴的处理方式不同# 基本价格是在

加上产品税和减去产品补贴之前计算的价

格# 生产者价格则要在基本价格之上加上

增值类型税以外的产品税减产品补贴# 由

此产生了三种对产出的估价方法& 基本价

格% 不含增值类型税的生产者价格% 以及

含增值类型税的生产者价格#

,"0. 在同一套账户和表中% 关于货物服务使用

的所有交易 !如最终消费$ 中间消耗$ 资

本形成" 都要按照购买者价格估价# 购买

者价格是购买者支付的金额% 不包括增值

类型税中的可抵扣部分# 购买者价格对用

户而言是其实际发生的成本#

,"0/ 对中间消耗的估价总是采用购买者价格%

但由于对产出估价采用的方法不同% 因此

会影响到生产者$ 部门或产业之增加值

!总产出减中间消耗之差" 的内涵及其应

用# 如果产出用基本价格估价% 那么% 增

加值中除了由劳动力和资本创造的初始收

入之外% 仅包括产品税减产品补贴之外的

生产税减生产补贴' 如果产出用生产者价

格估价% 则增加值中还会包括增值类型税

之外的产品税减产品补贴 !如果没有增值

类型税% 这就意味着所有的产品税减产品

补贴都包括在内"# 此外% 基于不包括任

何生产税的要素成本% 还可以给出增加值

的另一种界定% 但 #$%没有明确使用这一

概念#

物量计算和实际值计算

,"00 到目前为止% 只介绍了与当期价值有关的

内容# 此外% #$%还包括对某些交易的实

际价值的测算***利用过去时期通行的价

格系统# 货物服务流量以及多类资产的当

期价值随时间所发生的变化要被分解为两

部分& 这些货物服务或资产的价格变化%

以及它们的物量变化# 以物量来度量流量

或存量% 要考虑每件物品的价格变化# 但

是% 很多流量或存量本身不具有价格和数

量这两个方面# 可以用某些相关的一揽子

货物服务或资产的价格变化% 或者用价格

总水平的变化% 对其当期价值进行缩减#

在后一种情况下% 流量或存量被称为 !按

照不变购买力计算的" 实际价值# 例如%

#$%提出应按照实际价值计算收入# 在空

间比较中也会遇到与在时期比较中类似的

问题% 但由于涉及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

家% 因此问题会更为复杂#

,"01 时期比较和空间比较的方法在第 !/章讨论#

.$ 合并和取净额

合并

,"02 合并可以涵盖不同的核算过程# 总而言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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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合并是指& 如果从事交易的单位被合

并为一组% 就要把这些单位间发生的交易

从使用和来源两方面加以剔除% 并把相互

间存在的金融资产及其相应的负债予以剔

除#

,"03 从原则上讲% 处于同一子部门或部门范围

内的机构单位之间的流量是不应当合并的#

但是% 为了补充说明或分析% 可以编制合

并账户# 即使编制合并账户% 那些在不同

账户中出现的交易也不能合并% 以便保证

平衡项不受合并的影响# 例如% 如果把政

府部门作为一个整体% 则合并是有用的%

可以显示政府与经济体中其他部分的

(净) 关系# 第 ,, 章会详细解释这种情

况#

,"14 如果对经济总体的账户做完全合并% 就产

生了国外账户 !外部交易账户"#

取净额

,"1! 必须把合并同取净额区别开# 对于经常性

交易而言% 取净额是指使用与来源的相互

抵消# 在 #$%中% 只对一些特定的情形才

取净额# 例如% 产品税可以用扣除产品补

贴之后的净额来表示# 对于资产变化或负

债变化而言% 取净额可以用两种方式来处

理# 第一种方式是针对资产变化的不同类

型 !例如入库和出库" 或者负债变化的不

同类型 !例如新发生负债和现有债务的清

偿" 分别取净额# 第二种方式是对某金融

工具而言% 将金融资产的变化与负债的变

化 !或者在资产负债账户上的金融资产和

负债本身" 二者取净额# 从原则上讲%

#$%不鼓励超出 #$%所列示的分类层次之

上取净额# 尤其要避免对金融资产 !金融

资产的变化" 和负债 !负债的变化" 二者

取净额# 第 - 和第 !! 章将讨论取净额的问

题#

(净) 额的用途

,"1, 除了极少数例外% #$%所说的 (净) 额仅

用于账户平衡项的表述***与 (总) 额并

列# 这些例外包括& 资产净值$ 与积累账

户有关的净借入和净贷出$ 与保险有关的

净保费等#

-$ 账户体系

!$ 引言

,"1- 利用在前面;节和<节所介绍的办法% 可

以对所有的流量和存量进行记录# 它们被

记录在 #$%的账户中# 每个账户与经济行

为的某个特定方面相关# 账户记录流量或

存量% 显示一个机构单位或一批单位 !例

如一个部门或国外" 的所有登录# 一般

地% 账户中的登录从理论上看并不平衡%

因此必须引入一个平衡项# 平衡项本身就

是有关经济运行过程的有意义的测量指标#

如果对经济总体计算平衡项% 就会形成一

系列重要的总量#

,"1. 账户体系包括两个部分&

)"综合经济账户'

*"核算体系的其他部分#

,"1/ 综合经济账户采用;节所述 #$%概念性要

素中的前三个要素 !机构单位和部门$ 交

易$ 资产和负债" 以及国外的概念% 从而

形成一组覆盖范围广泛的账户# 综合经济

账户包括机构部门 !单独的或集体的"$

国外以及经济总体的全套账户序列# 全套

账户序列的简要描述见下文# 对每个账户

的详细解释是第 0 至第 !- 章的任务# 国外

账户在第 ,0 章中介绍#

,"10 账户体系的其他部分会用到 ;节介绍的另

外三个概念性要素% 即基层单位$ 产品和

目的% 此外还有人口和就业# 这些账户包

括& 第 !. 章介绍的供给和使用框架% 第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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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章介绍的人口和就业表% 第 ,1 章介绍

的关于金融交易以及金融资产和负债存量

的$ 显示部门间关系 !从谁到谁" 的三维

分析% 此外还包括功能分析% 其中会将机

构部门的某些交易按照其服务的目的来表

述# 这些内容出现在包括第 !. 章在内的很

多章节中#

,"11 接下来的各节将会介绍&

)"全套账户序列'

*"包括货物服务账户$ 国外账户在内的账

户体系的综合表述% 以及对 #$%总量

的考察' 以及

+"核算体系的其他部分#

($ 全套账户序列

,"12 在展示机构单位和机构部门的全套账户序

列之前% 有必要做几点初步说明# 本节的

目的在于解释 #$%总的账户结构% 而不是

表述每个特定单位或部门账户的确切内容#

在整个 #$%中% 账户结构是一致的# 这种

结构既适用于机构单位$ 子部门$ 部门%

也适用于经济总体# 然而% 有些账户可能

与某些部门无关# 类似地% 并不是所有的

交易都与每个部门有关% 如果有关% 它们

就会构成某些部门的来源% 其他部门的使

用#

,"13 第二个说明是关于在表述账户总体结构时

所使用的交易的分类方式# ;节只是介绍

了交易的主要类别% 而不是详细类别% 详

细类别会在本手册后面的相关章节中阐述#

但是% 为了使账户清楚起见% 有必要将一

些特定的交易包含在内# 为达此目标% 要

利用 #$%中对交易的实际分类% 其详细程

度要足以使人们很好地理解账户# 如果不

是绝对必要% 这里暂且不对这些交易进行

定义% 而是放在后面的章节中#

,"24 此外% 还有必要指出% 平衡项既可以表达

为总额% 也可以表达为净额% 二者的差异

在于是否包括固定资本消耗# 从理论上看%

净额平衡项更有意义# 但是% 总额平衡项%

尤其是有关总量指标的总额% 使用要更加

广泛% 而且总额账户的估计比起净额账户

来往往更容易$ 更准确$ 更快捷# 为了把

两种方法都包括进来% 并使账户的综合表

述更为方便% 这里把两个平衡项都表述出

来#

,"2! 最后必须指出% 该账户系列表述的是 #$%

账户体系的结构' 这不一定就是发布结果

时所使用的形式#

账户序列的三个部分

,"2, 整个账户序列被分为三类& 经常账户$ 积

累账户和资产负债账户#

,"2- 经常账户记录生产以及收入的形成$ 分配

和使用# 除了第一个账户% 其他每个账户

一开头都将上一个账户的平衡项记录在来

源方# 经常账户的最后一个平衡项是储蓄%

在 #$%中% 它代表由国内或国外生产所产

生的收入中没有被用于最终消费的部分#

,"2. 积累账户记录资产和负债的变化以及资产

净值 !任一机构单位或一批机构单位的资

产与负债的差额" 的变化# 积累账户包括

资本账户$ 金融账户$ 资产物量其他变化

账户以及重估价账户# 积累账户显示了两

个资产负债账户之间的全部变化#

,"2/ 资产负债账户表述资产和负债以及资产净

值的存量# 对全套账户序列而言% 其中要

包括期初和期末资产负债账户# 即使没有

编制资产负债账户% 也有必要清晰地理解

积累账户与资产负债账户之间的理论关

系% 因为它关系到能否正确地阐释积累账

户#

生产账户

,"20 生产账户 !见表 ,"!" 的设置是用来显示

#$%中的重要平衡项之一& 增加值# 因

此% 该账户并没有覆盖与生产过程相关的

所有交易% 而仅仅覆盖了生产的成果 !产

出" 和生产产出过程中所用掉的货物和服

务 !中间消耗"# 中间消耗不包括固定资

本的逐渐磨损# 后者作为一项单独的交易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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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生产账户

使用 来源

中间消耗

产出

增加值

!固定资本消耗" 来记录% 就是它% 造成

了平衡项总额和净额之间的差异#

,"21 如同<节所解释的那样% 根据在基本价格

或生产者价格之间所做出的选择% 可以对

产出使用不同估价方法# 如果使用生产者

价格% 还会有包含或不包含增值类型税的

差别# 因此% 增加值中所包含的产品税

!减产品补贴" 的程度是不同的#

,"22 所有的机构部门都设有生产账户# 但是%

在机构部门的生产账户中% 总产出与中间

消耗都只列出合计数% 而没有按产品细

分#

,"23 生产账户的平衡项是增加值# 与经常账户

的所有平衡项一样% 增加值既可以是总额%

也可以是净额#

收入分配账户

,"34 由于收入分配和收入再分配过程非常重要%

因此有必要区分收入分配的不同步骤% 并

在不同的账户中分别反映这些步骤# 收入

分配被分解为三个主要的步骤& 初次分配$

再分配以及实物再分配# 只要 #$%中所包

含的各种分配性经常交易都被实际测算出

来% 那么增设一些账户既不增加什么工作

量% 还可以引出一些平衡项% 这些平衡项

是有意义的收入概念#

收入初次分配账户

,"3! 收入初次分配账户表述了总增加值是如何

被分配给劳动力$ 资本和政府的% 此外%

必要时还会显示来自国外的流量和流向国

外的流量# 事实上% 收入初次分配账户从

来不是一个单独的账户% 而是一向被分解

为两个子账户# 第一个子账户是收入形成

账户 !见表 ,","% 这个账户表述增加值如

何分配给劳动 !雇员报酬"$ 资本和政府

!生产和进口税减去生产和进口补贴% 前

提是它们被包含在总产出的估价中"# 分

配给资本的收入出现在该账户的平衡项中%

即营业盈余或混合收入#

,"3, 初始收入分配账户 !见表 ,"-" 表述收入

初次分配的其余部分# 它把营业盈余或混

合收入作为来源# 对每个部门% 该账户记

录了应收和应付的财产收入% 对于住户部

门还要记录应收的雇员报酬% 对于政府部

门还要记录应收的生产和进口税减去生产

和进口补贴# 此类交易也可能出现在国外

账户中% 因此也必须把这些交易包括进来#

表 ($(" 收入形成账户

使用 来源

雇员报酬

生产和进口税与生产和进口补贴 ! @"

增加值

营业盈余

混合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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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初始收入分配账户

使用 来源

财产收入

营业盈余

混合收入

雇员报酬

生产和进口税与生产和进口补贴 ! @"

财产收入

初始收入

,"3- 初始收入分配账户 !以及整个收入初次分

配账户" 的平衡项是初始收入#

,"3. 对于非金融公司和金融公司而言% 初始收

入分配账户还可以作进一步的细分% 以便

显示出一个附加的平衡项% 即业主收入%

它比较接近于工商会计中的税前当期利润

概念# 这个平衡项及其相关的子账户见第

1 章#

收入再分配账户

,"3/ 收入再分配账户 !见表 ,"." 包括通过转

移完成的收入再分配% 但由政府和 $(6#7

支付的实物社会转移除外# 实物社会转移

在实物收入再分配账户中记录# 在收入再

分配账户的来源方% 除了初始收入之外%

还要记录所得税和财产税等经常税$ 以及

实物社会转移以外的其他经常转移# 使用

方也要记录同类的经常转移# 由于这些转

移对某些部门是来源% 而对其他部门是使

用% 因此其确切内容会随部门而异#

,"30 这里需要对社会保障缴款在 #$%中的记录

方式稍加说明# 尽管社会保障缴款通常是

由雇主代表其雇员直接支付给社会保险计

划% 但是在 #$%中% 这种支付被处理为好

像它们首先被支付给雇员% 然后再由雇员

支付给社会保险计划# 从账户来看% 这就

意味着缴款首先会出现在雇主之收入形成

账户的使用方% 列在雇员报酬项下% 同时

出现在住户之初始收入分配账户的来源方

!用对外支付的雇员报酬调整之后"# 然

后% 它们被记录在住户 !也可能是国外"

之收入再分配账户的使用方% 同时记录在

社会保险计划管理部门之该账户的来源方#

所有的由雇主支付的社会保障缴款都采用

这种记录方式# 在这种记录方式下% 交易

好像遵循的是另外一种路径% 此种记录方

式常常被称为 (改道)#

,"31 收入再分配账户的平衡项是可支配收入#

对于住户部门而言% 可支配收入是可以用

作最终消费和储蓄的收入# 对于非金融公

司和金融公司而言% 可支配收入是在支付

所得税之后剩余的未分配给权益所有者的

收入#

表 ($." 收入再分配账户

使用 来源

经常转移

所得税和财产税等经常税

净社会缴款

实物社会转移以外的社会福利

其他经常转移

初始收入

经常转移

所得税和财产税等经常税

净社会缴款

实物社会转移以外的社会福利

其他经常转移

可支配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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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物收入再分配账户

,"32 由于所涉及的交易的特殊性质% 该账户仅

对政府$ 住户和 $(6#7才有意义# 在收入

再分配过程中% 实物社会转移包括两部分

内容# 第一是由政府和 $(6#7提供的个人

服务的非市场生产% 第二是由政府和

$(6#7购买$ 并免费或以非经济意义价格

向住户转移的货物和服务# 实物收入再分

配账户 !见表 ,"/" 中% 实物社会转移的

记录方式是& 住户记录为来源% 政府和

$(6#7记录为使用#

,"33 本账户有四个目的# 首先% 它可以绘制一幅

图像% 更清楚地反映政府向单个住户提供货

物服务的作用# 其次% 它可以更全面地测算

住户的收入# 第三% 在经济社会体制不同或

者发生变化的情况下% 它有助于跨国比较和

跨时期比较# 最后% 它可以更全面地反映子

部门之间或住户其他子类之间的收入再分配

过程# 实物收入再分配是收入的第三次分配#

,"!44 实物收入再分配账户的平衡项是调整后可

支配收入#

收入使用账户

,"!4! 收入使用账户有两种形式& 可支配收入使

用账户 !见表 ,"0" 和调整后可支配收入

使用账户 !见表 ,"1"# 可支配收入使用账

户把收入再分配账户的平衡项 !即可支配

收入" 结转过来% 记在来源方# 调整后可

支配收入使用账户则把实物收入再分配账

户的平衡项 !即调整后可支配收入" 结转

过来% 记在来源方# 对于那些进行最终消费

的部门 !即政府$ $(6#7和住户" 而言%

这两个账户都反映了可支配收入或调整后可

支配收入是如何在最终消费和储蓄之间分配

的# 此外% 对于住户和养老金而言% 两个收

入使用账户里还包括一个关于养老金权益变

化的调整项% 该调整与 #$%对住户和养老

金之间的交易的记录方式有关# 该调整项将

在第 3章进行解释% 这里不予赘述#

表 ($/" 实物收入再分配账户

使用 来源

实物社会转移

可支配收入

实物社会转移

调整后可支配收入

表 ($0" 可支配收入使用账户

使用 来源

最终消费支出

养老金权益变化调整

可支配收入

养老金权益变化调整

储蓄

表 ($5" 调整后可支配收入使用账户

使用 来源

实际最终消费

养老金权益变化调整

调整后可支配收入

养老金权益变化调整

储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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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两个收入使用账户在来源方的区别取决于

它们从上一个账户结转过来的平衡项是什

么# 从使用方来看% 二者的区别在于记录

的是最终消费支出还是实际最终消费# 可

支配收入使用账户记录的是前者% 调整后

可支配收入使用账户记录的是后者#

,"!4- 一个部门的最终消费支出包括围绕货物服

务最终消费而发生的交易% 该部门是这些消

费支出的最终承担者# 政府和$(6#7生产非

市场货物和服务% 记录在其生产账户中% 中

间消耗或雇员报酬被记录为生产账户的使用#

用这些非市场货物服务产出的价值减去其以

非经济意义价格出售产品所得到的收入%

结果就是这些生产者的最终消费支出# 此

外% 这些单位的最终消费支出也包括那些

由政府和 $(6#7购买的$ 不经任何改变而

最终转移给住户的货物和服务#

,"!4. 住户的实际最终消费包括住户可实际用于

个人消费的货物和服务% 无论其支出最终

是由政府$ $(6#7还是住户自己承担# 政

府和$(6#7的实际最终消费等于其消费支

出减去实物社会转移% 也即集体消费#

,"!4/ 从经济总体来看% 可支配收入等于调整后

可支配收入% 同时% 最终消费支出等于实

际最终消费# 只有在考虑有关部门时% 它

们才存在差别# 对于每个部门% 最终消费

支出与实际最终消费的差别等于其提供的

或收到的实物社会转移# 这个差别也等于

可支配收入与调整后可支配收入之间的差

别# 由于在两个收入使用账户中% 记录在

来源方的收入的差异等于记录在使用方的

消费的差异% 因此两个账户得到的储蓄数

额相等#

,"!40 两个收入使用账户的平衡项是储蓄# 储蓄

是经常账户系列的终结#

积累账户

,"!41 储蓄是最后一个经常账户的平衡项% 因此

成为积累账户的起始项#

,"!42 第一组积累账户包括了在储蓄和资本转移

是资产净值变化的唯一来源的条件下% 与

资产或负债以及资产净值的全部变化相对

应的交易# 这组账户包括资本账户和金融

账户# 区分这两个账户是为了显示出在经

济分析中很有用的一个平衡项% 即净贷出

或净借入#

,"!43 第二组积累账户记录了由其他原因导致的

资产$ 负债和资产净值的变化# 例如% 地

下资源的发现和耗减% 由政治事件 !如战

争" 或自然灾害 !如地震" 所造成的破

坏# 这些因素确实改变了资产的物量% 可

能是形态改变% 也可能是数量改变# 资产

其他变化还可能与价格水平和价格结构有

关# 在后一种情况下% 资产和负债的物量

没有改变% 但是价值改变了# 由此% 第二

组积累账户分为资产物量其他变化账户和

重估价账户#

资本账户

,"!!4 资本账户 !见表 ,"2" 记录了与非金融资

产获得有关的交易% 以及涉及财富再分配

的资本转移# 账户右方记录了净储蓄$ 应

收资本转移以及应付资本转移 !用负号表

示"% 从而得到由储蓄和资本转移引起的

资产净值变化# 资本账户的使用方包括非

金融资产投资的各种方式# 固定资本消耗

是固定资产的负变化% 因此在账户左方以

负号记录# 在账户同一方记录固定资本形

成总额减固定资本消耗% 相当于记录的是

固定资本形成净额#

,"!!! 资本账户的平衡项如果是正值% 就称为净

贷出% 衡量一个单位或一个部门可用来直

接或间接地借给其他单位或部门的资金数

额' 如果是负值% 就称为净借入% 衡量一

个单位或一个部门不得不从其他单位或部

门借入的资金数额#

金融账户

,"!!, 金融账户 !见表 ,"3" 按照金融工具类型

记录了各种金融交易# 在 #$%中% 账户左

方记录的交易反映金融资产的净获得% 账

户右方记录的交易反映负债的净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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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资本账户

资产变化 负债和资产净值变化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固定资本消耗 ! @"

存货变化

贵重物品的获得减处置

非生产资产的获得减处置

?

?

储蓄

应收资本转移 ! A"

应付资本转移 ! @"

净贷出 !A" B净借入 !@" 因储蓄和资本转移引起的资本净值变化

表 ($6" 金融账户

资产变化 负债和资产净值变化

金融资产净获得

?货币黄金与 #'C

?通货和存款

?债务性证券

?贷款

?股权与投资基金份额

?保险$ 养老金和标准化担保计划

?金融衍生工具和雇员股票期权

?其他应收B应付款

净贷出 !A" B净借入 !@"

金融负债净发生

?货币黄金与 #'C

?通货和存款

?债务性证券

?贷款

?股票与投资基金份额

?保险$ 养老金和标准化担保计划

?金融衍生工具和雇员股票期权

?其他应收B应付款

,"!!- 金融账户的平衡项还是净贷出或净借入%

不过这里出现在账户的右方# 原则上% 资

本账户和金融账户所计算出的净贷出或净

借入应当相等# 在实践中% 实现这种恒等

关系是编制国民经济账户时遇到的最棘手

的任务之一#

资产物量其他变化账户

,"!!. 资产物量其他变化账户 !见表 ,"!4" 记录

各种异常事件的影响% 这些事件不仅会导致

资产和负债价值的变化% 而且会导致资产和

负债物量的变化# 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事件

!如战争或地震" 以外% 该账户还会记录一

些调整项目% 如分类和结构的变化% 这种变

化可能会$ 也可能不会影响资产净值 !见第

!,章"# 该账户的平衡项是由资产物量其他

变化引起的资产净值变化% 记录在账户右方#

重估价账户

,"!!/ 重估价账户 !见表 ,"!!" 记录持有损益#

它以名义持有损益作为起始项# 该项目记

录了从核算期初或者是从资产或负债进入

存量之时以来% 到资产或负债退出存量之

时或者核算期末为止的时期内% 由于资产

和负债之价格变化而导致的资产或负债价

值的全部变化#

,"!!0 正如资产的交易和其他流量出现在账户的

左方$ 负债的交易出现在右方一样% 资产

的名义持有损益记录在重估价账户的左方%

而负债的名义持有损益记录在账户的右方#

金融负债的重估价为正% 相当于发生了名

义持有损失' 负债的重估价为负% 则相当

于获得了名义持有收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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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资产物量其他变化账户

资产变化 负债和资产净值变化

资产的经济出现

非生产资产的经济消失

巨灾损失

无偿没收

未另分类的其他物量变化

分类变化

物量其他变化总计

生产资产

非生产资产

金融资产

资产的经济出现

非生产资产的经济消失

巨灾损失

无偿没收

未另分类的其他物量变化

分类变化

物量其他变化总计

生产资产

非生产资产

金融资产

由资产物量其他变化引起的资产净值变化

表 ($!!" 重估价账户

资产变化 负债和资产净值变化

名义持有损益

非金融资产

?生产资产

?非生产资产

金融资产B负债

名义持有损益

非金融资产

?生产资产

?非生产资产

金融资产B负债

由名义持有损益引起的资产净值变化

中性持有损益

非金融资产

?生产资产

?非生产资产

金融资产B负债

中性持有损益

非金融资产

?生产资产

?非生产资产

金融资产B负债

由中性持有损益引起的资产净值变化

实际持有损益

非金融资产

?生产资产

?非生产资产

金融资产B负债

实际持有损益

非金融资产

?生产资产

?非生产资产

金融资产B负债

由实际持有损益引起的资产净值变化

,"!!1 重估价账户的平衡项是由名义持有损益引

起的资产净值变化#

,"!!2 名义持有损益被分解为两个组成部分# 第

一部分是与一般价格水平同比例的重估价%

它是通过运用同一时期之一般价格水平变

化指数对全部资产或负债的初始价值进行

重估而得到的重估价% 那些货币价值固定

的资产或负债也要包括在内# 由于所有资

产和负债的购买力在重估后都保持不变%

因此这个重估价结果被称为中性持有损益#

,"!!3 第二个部分是名义持有损益与中性持有损

益之差# 这个差值被称为实际持有损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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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某些资产的名义持有损益大于中性持

有损益% 则产生实际持有收益% 原因在于

平均来说% 这些资产的实际价格比一般价

格水平提高得更快 !或下降得更慢"# 换

言之% 资产的相对价格提高了# 同理% 资

产相对价格的下降会导致实际持有损失#

,"!,4 这三类持有损益应根据资产和负债的主要

类别进行细分% 即使是在简化的账户表述

中% 这种分解也是必要的# 由名义持有损

益引起的净值变化可以被分解为由中性持

有损益引起的净值变化和由实际持有损益

引起的净值变化#

资产负债账户

,"!,! 期初和期末资产负债账户 !见表 ,"!," 在

左方显示资产% 右方显示负债和净值# 如

前所述% 资产和负债是按照资产负债账户

编制日的价格进行估价的#

,"!,, 资产负债账户的平衡项是净值% 即资产和

负债之差# 净值相当于一个单位或部门持

有的经济价值存量的现值#

,"!,- 资产负债变化账户概述了积累账户的内容%

就是说% 在该账户中% 每项资产或负债的

登录应等于该资产或负债在四个积累账户

中登录的总和# 利用这些登录可以计算出

净值变化% 但是按照定义% 它必须等于资

本账户中由储蓄和资本转移引起的净值变

化加上资产物量其他变化账户中由资产物

量其他变化引起的净值变化% 再加上重估

价账户中由名义持有损益引起的净值变化#

,"!,. 从理论上看% 逐项资产和逐项负债在期末

资产负债账户上的登录应等于它们各自在

期初资产负债账户上的登录加上在四个积

累账户中所记录的变化#

表 ($!(" 期初资产负债账户# 资产负债变化账户和期末资产负债账户

资产存量及其变化 负债存量及其变化

期初资产负债账户

非金融资产

?生产资产

?非生产资产

金融资产B负债

期初资产负债账户

非金融资产

?生产资产

?非生产资产

金融资产B负债

资产净值

交易和其他流量总额

非金融资产

?生产资产

?非生产资产

金融资产B负债

交易和其他流量总额

非金融资产

?生产资产

?非生产资产

金融资产B负债

资产净值变化总额

?储蓄和资本转移

?资产物量其他变化

?名义持有损益

期末资产负债账户

非金融资产

?生产资产

?非生产资产

金融资产B负债

期末资产负债账户

非金融资产

?生产资产

?非生产资产

金融资产B负债

资产净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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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账户的综合表述

,"!,/ 现在% 我们可以把前面各节介绍的不同内

容合在一起了% 这样可以对综合经济账户

进行更详细的表述# 表 ,"!- 是综合经常账

户的简化示范# 该表取自表 ,"!$ 表 ,",$

表 ,"-$ 表 ,". 和表 ,"0% 系将它们一个接

一个地叠加而成# 在这个表中% 交易和其

他流量项目名称被放在表的中间% 左边的

列显示其使用% 右边的列显示其来源# 如

果用这种方法进行一个完整的表述% 则我

们感兴趣的每个部门或子部门都会占据一

列# 这里只是为了简要地介绍这个表% 因

此表 ,"!- 中仅仅给出四列# 第一列是经济

中五个部门 !非金融公司$ 金融公司$ 一

般政府$ $(6#7和住户" 的合计% 第二列

是国外% 第三列是货物和服务% 最后一列

是前三列的合计# 最后一列没有什么经济

意义% 但它是保证表的完整性和一致性的

重要方式% 因为每一行的左方合计与右方

合计必须相等# !当平衡项出现在上一个

账户的最后一项% 又出现在下一个账户的

第一项时% 这个恒等关系会串行% 不过依

然是显而易见的#"

,"!,0 表 ,"!. 是综合账户的继续% 包括了在前面

表 ,"2$ 表 ,"3$ 表 ,"!4$ 表 ,"!! 以及

,"!, 中介绍的积累账户和资产负债表# 这

里% 左边的列表示资产或资产的变化% 右

边的列表示负债或负债和资产净值的变化#

表 ,"!- 和表 ,"!. 共同构成综合经济账户#

两个表中的数据来自一个数值例子% 该例

子将贯穿整个手册# 第 0 至第 !- 章中每个

账户的表式都是这两个表的扩展% 扩展时

所有机构部门在账户中都占有一列% 而且

交易和其他流量也更加全面# 这两个表的

完整版***囊括适才指出的所有细节***

见附录 ,#

,"!,1 综合经济账户提供了包括资产负债账户在

内的经济总体账户的完整图像% 它能够表

述出各主要经济关系及其主要总量# 该表

同时还展现出了 #$%的总体账户结构% 以

及机构部门$ 经济总体和国外的一套数据#

,"!,2 以这种方式表述的综合账户是鸟瞰账户

体系的多种方式之一# 另一种方法是图

,"! 给出的图示法% 它可以提供同样的

信息#

,"!,3 综合经济账户对经济总体进行了综述# 正

如前面所指出的% 综合表述可以比表中所

包含的内容要多得多% 而且% 如果你愿意%

还可以用它作更细致的观察# 可以为子部

门设置列# 国外这一列可以按照不同的地

理区域进行细分# 货物和服务这一列可以

把市场货物和服务单独列示# 每行中交易

的分类可以更为细致# 可以进行诸如此类

的各种细化# 不过% 在一个表中同时包括

太多的细节可能会使表变得过于复杂% 不

易管理# 为此% 如果要对货物服务的生产

和交易$ 金融工具的交易$ 详细的资产负

债账户等进行更详尽的分析% 或者根据特

定需要进行一些分析% 需要在其他框架下

进行# 下一节将介绍这一点% 并阐述它们

与综合经济账户的联系#

国外账户

,"!-4 国外账户包括常住机构单位与非常住机构

单位之间发生的交易% 以及有关的资产和

负债存量#

,"!-! 国外在账户结构中的作用类似于机构单位%

因此国外账户是从国外的角度设置的# 国

外的来源是该经济总体的使用% 反之则反#

平衡项为正值% 表示国外有盈余% 而该

经济总体则是赤字% 平衡项为负值则含义

相反#

,"!-, 货物和服务的国外账户与机构部门的生产

账户位于同一个层次# 货物和服务进口

!.33" 是国外的来源% 出口 !/.4" 是国

外的使用# 货物和服务的对外差额为@.!#

如果符号为正% 表明国外为顺差 !国内为

逆差"% 反之则反# 在此基础上% 要加上

或减去付给国外的或来自国外的各种税$

雇员报酬和经常转移# 对外经常交易差额

为@-,% 表明国外是逆差% 而国内是顺差#

同样% 如果该差额为正值% 则表示国外有

顺差 !国内为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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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整套经常账户的综合表述

使用 来源

经济

总体

国外 货物和

服务

合计

交易和平衡项

经济

总体

国外 货物和

服务

合计

?

.33 .33 货物和服务进口 .33 .33

-3, -3, ?货物进口 -3, -3,

!41 !41 ?服务进口 !41 !41

/.4 /.4 货物和服务出口 /.4 /.4

.0, .0, ?货物出口 .0, .0,

12 12 ?服务出口 12 12

生产账户
-04. -04. 总产出 -04. -04.

-411 -411 ?市场产出 -411 -411

!.1 !.1 ?为自己最终使用的产出 !.1 !.1

-24 -24 ?非市场产出 -24 -24

!22- !22- 中间消耗 !22- !22-

!.! !.! 产品税 !.! !.!

@2 @2 产品补贴 ! @" @2 @2

!2/. !2/. 总增加值B国内生产总值

,,, ,,, 固定资本消耗

!0-, !0-, 净增加值B国内生产净值

@.! @.! 对外货物和服务差额

收入形成账户
总增加值B国内生产总值 !2/. !2/.

净增加值B国内生产净值 !0-, !0-,

!!/4 !!/4 雇员报酬

,-/ ,-/ 生品税和进口税

!.! !.! ?产品税

3. 3. ?其他生产税

@.. @.. 补贴

@2 @2 ?产品补贴

@-0 @-0 ?其他生产补贴

./, ./, 营业盈余总额

0! 0! 混合收入总额

,!. 营业盈余总额中的固定资本消耗

2 混合收入总额中的固定资本消耗

,-2 ,-2 营业盈余净额

/- /- 混合收入净额

初始收入分配账户
营业盈余总额 ./, ./,

混合收入总额 0! 0!

营业盈余净额 ,-2 ,-2

混合收入净额 /- /-

0 0 雇员报酬 !!/. , !!/0

4 生品税和进口税 ,-/ ,-/

4 补贴 @.. @..

-3! .. .-/ 财产收入 -31 -2 .-/

!20. !20. 初始收入总额B国民总收入

!0., !0., 初始收入净额B国民净收入

收入再分配账户
初始收入总额B国民总收入 !20. !20.

初始收入净额B国民净收入 !0., !0.,

!,!, !1 !,,3 经常转移 !!1. // !,,3

,!, ! ,!- 所得税和财产税等经常税 ,!- 4 ,!-

--- 4 --- 净社会缴款 --- 4 ---

-2. 4 -2. 实物社会转移以外的社会福利 -2. 4 -2.

,2- !0 ,33 其他经常转移 ,.. // ,33

!2,0 !2,0 可支配收入总额
!04. !04. 可支配收入净额

可支配收入使用账户
可支配收入总额 !2,0 !2,0

可支配收入净额 !0., !0.,

!-33 !-33 最终消费支出 !-33 !-33

!! 4 !! 养老金权益变化 !! 4 !!

.,1 .,1 总储蓄

,4/ ,4/ 净储蓄

@!- @!- 对外经常差额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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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整套积累账户及资产负债账户的综合表述

资产变化 负债和资产净值变化

经济

总体

国外 货物和

服务

合计

交易和平衡项

经济

总体

国外 货物和

服务

合计

?

资本账户
净储蓄 ,4/ ,4/

对外经常差额 @!- @!-

.!. .!. 资本形成总额 .!. .!.

!3, !3, 资本形成净额 !3, !3,

-10 -10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10 -10

@,,, @,,, 固定资本消耗 @,,, @,,,

按资产类型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2 ,2 存货变化 ,2 ,2

!4 !4 贵重物品获得减处置 !4 !4

4 4 非生产资产获得减处置 4 4

应收资本转移 0, . 00

应付资本转移 @0/ @! @00

由储蓄和资本转移引起的资产净值变化 ,4, @!4 !3,

!4 @!4 4 净贷出 !A" B净借入 !@"

金融账户
净贷出 !A" B净借入 !@" !4 @!4 4

.-0 .1 .2- 金融资产B负债净获得 .,0 /1 .2-

@! ! 4 ?货币黄金与 #'C

23 !! !44 ?通货和存款 !4, @, !44

20 3 3/ ?债务性证券 1. ,! 3/

12 . 2, ?贷款 .1 -/ 2,

!41 !, !!3 ?股票与投资基金份额 !4/ !. !!3

.2 4 .2 ?保险$ 养老金和标准化担保计划 .2 4 .2

!. 4 !. ?金融衍生工具和雇员股票期权 !! - !.

!/ !4 ,/ ?其他应收B应付款 -3 @!. ,/

其他流量
资产物量其他变化账户

!- !- 物量其他变化总计 - -

@1 @1 生产资产
!1 !1 非生产资产
- - 金融资产B负债 - -

由资产物量其他变化引起的资产净值变化 !4

重估价账户
名义持有损益

,24 ,24 非金融资产
2. 1 3! 金融资产B负债 10 !/ 3!

由名义持有损益引起的资产净值变化 ,22 @2 ,24

中性持有损益
!32 !32 非金融资产
!-0 !, !.2 金融资产B负债 !,0 ,, !.2

由中性持有损益引起的资产净值变化 ,42 @!4 ,!.

实际持有损益
2, 2, 非金融资产

@/, @/ @/1 金融资产 @/4 @1 @/1

由实际持有损益引起的资产净值变化 24 , 00

负债存量及其变化
期初资产负债账户

.0,! .0,! 非金融资产
2,-! 24/ 34-0 金融资产B负债 110, !,1. 34-0

资产净值 /434 @.03 .0,!

资产资产和负债变化总额
.2, .2, 非金融资产
/,- /. /11 金融资产B负债 /4/ 1, /11

资产净值变化总额 /44 @!2 .2,

储蓄和资本转移 ,4, @!4 !3,

资产物量其他变化 !4 !4

名义持有损益 ,22 @2 ,24

?中性持有损益 ,42 @!4 !32

?实际持有损益 24 @, 2,

期末资产负债账户
/!4- /!4- 非金融资产
21/. 2/3 30!- 金融资产B负债 2,01 !-.0 30!-

资产净值 //34 @.21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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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和服务账户

,"!-- 如同前面所指出的% 在综合账户中% 左右

两方分别包括了一列货物和服务# 通过这

两列% 可以记录出现在机构部门账户中的

各种货物服务交易# 机构部门账户中的货

物服务使用记录在右方的货物服务列下'

机构部门账户中的货物服务来源则记录在

左方的货物服务列下# 在表的来源方% 货

物和服务纵列中显示的数值是各部门及国

外记录为使用的对应部分& 出口 !/.4"$

中间消耗 !!22-"$ 最终消费 !!-33"$ 固

定资本形成总额 !-10"$ 存货变化 !,2"

以及贵重物品获得减处置 !!4"# 在表的

使用方% 货物和服务纵列中显示的数值是

各部门及国外记录为来源的对应部分& 进

口 !.33" 和产出 !-04."# 产品税 !减补

贴" 也包括在账户的来源方% 其中所包含

的内容会依产出估价方法不同而不同 !见

<节关于估价的讨论"# 产出价值中未包含

的那部分 !或全部" 产品税 !减产品补

贴" 在特定部门或产业中并不出现' 它是

经济总体的来源# 在这个数值例子中% 产

品税减产品补贴 !!--" 直接放在货物和

服务纵列下# 它们是货物和服务供给价值

的组成部分% 但却没有哪个机构部门的产

出价值与其相对应#

,"!-. 货物和服务账户非常重要% 因为它是对人

们耳熟能详的 &'(进行定义的基础# 表

,"!/ 就是货物和服务账户% 该表采用的形

式与本章前面的表相同 !只是包括了数值

例子"#

总量

,"!-/ #$%的总量% 例如增加值$ 收入$ 消费和

储蓄等% 都是为了反映经济总体的某类活

动而测算的综合价值% 它们是宏观经济分

析以及时间和空间比较中使用的汇总指标

和关键总量# #$%的目标在于为复杂的经

济提供一幅简明但全面而细致的图像% 因

此这些总量的计算既非国民经济核算的唯

一目标% 也非其主要目标' 尽管如此% 这

些汇总数值还是非常重要的#

,"!-0 有些总量可以通过加总 #$%中的某些特定

交易而直接得到% 例如最终消费$ 固定资

本形成总额和社会保障缴款# 其他总量可

以通过加总机构部门的平衡项而得到% 例

如增加值$ 初始收入$ 可支配收入和储蓄#

对这些总量可能需要作进一步解释# 不过

其中一些总量颇为常用% 因此有必要在这

里做一些补充解释#

,"!-1 图 ,", 概括了 #$%的总量% 并指出其所在

的账户#

国内生产总值 !&'("

,"!-2 总的来说% &'(是从增加值这个概念得来

的# 总增加值是指产出与中间消耗之差#

&'(就是所有常住生产单位的总增加值之

和% 另外还要加上没有包含在产出估价中的

那部分 !或全部" 产品税减去产品补贴#

表 ($!/" 货物和服务账户

使用 来源

中间消耗 !22-

最终消费支出 !-33

资本形成总额 .!.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10

?存货变化 ,2

?贵重物品获得减处置 !4

货物出口 /.4

产出 -04.

货物和服务进口 .33

?产品税 !.!

?产品补贴 ! @" @2

总使用 .,-0 总来源 .,-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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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主要账户! 平衡项和主要总量概览

账户????? 平衡项 主要总量

经常账户

?生产账户

??生产账户 增加值 国内生产总值 !&'(% $'("

?收入分配账户!

??收入初次分配账户

???收入形成账户 营业盈余

混合收入

???初始收入分配账户 初始收入 国民收入 !&$6% $$6"

????业主收入账户 业主收入

????其他初始收入分配账户 初始收入

??收入再分配账户 可支配收入 国民可支配收入

??实物收入再分配账户 调整后可支配收入

?收入使用账户

??可支配收入使用账户 储蓄

??调整后可支配收入使用账户 储蓄 国民储蓄

积累账户

?资本账户 净贷出! A"B净借入! @"

?金融账户 净贷出! A"B净借入! @"

"

?资产其他变化账户

??资产物量其他变化账户

??重估价账户

资产负债表

?期初资产负债表 资产净值 国民财富

?资产和负债变化 资产净值变化

?期末资产负债表 资产净值 国民财富

资产净值变化的原因

?资本账户 由储蓄和资本转移引起的资产净值变化

??资产物量其他变化账户 由资产物量其他变化引起的资产净值变化

??重估价账户 由名义持有损益引起的资产净值变化

,"!-3 其次% &'(也等于用购买者价格度量的货

物服务最终使用 !从所有使用总计中扣除中

间消耗" 的总和减去货物服务进口的价值#

,"!.4 最后% &'(也等于由常住生产单位所分配

的初始收入总和#

总额和净额

,"!.! 原则上% 增加值在概念上不应当包括固定

资本消耗# 后者实际上并不是新创造的价

值% 而是以前创造的固定资产因用于生产

过程而逐渐减少的价值# 因此% 从理论上

看% 增加值应是一个净额的概念# 这个结

论同样也适用于国内产值' 即从理论上看%

国内产值应当是净额# 从 &'(中扣除固定

资本消耗就可得到国内生产净值 !$'("#

,"!., 然而% 出于种种原因% 常用总额来测量生

产和收入# 工商会计中计算的固定资产折

旧通常满足不了 #$%的要求# 计算固定资

本消耗要求统计人员对固定资本存量的现

值$ 不同类型资产的使用寿命以及折旧模

式等进行估计# 并非所有国家都能进行这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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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计算% 而且这样做的国家所使用的计

算方法也可能不一样 !有些国家使用工商

企业数据% 即使这些数据并不充分"# 结

果% 总量数据更容易获得% 或者可以更快

地获得% 而且一般认为它们具有更强的国

际可比性# 因此% 尽管从理论上看% &'(

不如$'(更能说明问题% 但是它仍被广泛

使用# 不过% 必要时也应当利用改进后的

固定资本消耗估计来计算 $'(% 以便为不

同类型的分析提供一个重要工具#

国民总收入 !&$6"

,"!.- 由常住生产单位在生产活动中所形成的初

始收入% 主要分配给其他常住机构单位%

但可能会有一部分分配给非常住单位# 相

应地% 一部分由国外形成的初始收入也可

能支付给本国常住单位#

! 于是就产生了

国民总收入 !&$6" 的概念及其测算方法#

&$6等于&'(减去应付给非常住单位的初

始收入% 加上应收自非常住单位的初始收

入# 换言之% &$6等于 &'(减去应付给国

外的生产税 !减补贴" 和进口税 !减补

贴"$ 雇员报酬以及财产收入% 再加上应

收自国外的此类项目# 因此% &$6就是常

住机构单位或部门应收的初始收入总额#

与&'(不同% &$6不是增加值的概念% 而

是一个收入概念#

,"!.. 从&$6中扣除固定资本消耗% 就得到国民

净收入 !$$6"# 前面在生产核算中关于净

额理论意义的说明同样适用于国民收入%

而且其意义甚至更为重要#

国民可支配收入

,"!./ 常住机构单位得到的初始收入中% 有一部

分可能会转移给非常住单位% 同时常住单

位也可能收到源自国外初始收入的转移#

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等于 &$6减去应付给非

常住单位的经常转移 !生产税减补贴和进

口税减补贴除外"% 加上常住单位应收自

国外的此类转移# 国民可支配总收入测量

了经济总体可用于最终消费和总储蓄的收

入# 如果在国民可支配总收入中扣除固定

资本消耗% 就可得到国民可支配净收入#

国民可支配收入等于所有常住机构单位或

部门的可支配收入之和#

物量账户

,"!.0 上述各个总量都是用现价计算的# 还可以

消除价格变化的影响# 为了反映从一个时

期到另一个时期发生的实际变化% 需要从

物量角度计算国内生产# 这种做法是可行

的% 因为产出$ 中间消耗和产品税减补贴

都可以从物量角度进行计算# 另一方面%

收入总量可能不好表达为物量% 因为严格

来说% 收入流量可能无法分解为数量和价

格两个组成部分# 但这些总量可以按照不

变购买力计算% 或者计算其实际价值# 从

按照物量计算的国内生产转向实际国民收

入时% 必须把经济总体与国外之间的贸易

条件变化的影响考虑进去# 第 !/ 章将介绍

这一必要的调整#

.$ 账户体系的其余部分

核心供给使用表及其他投入产出表

,"!.1 按照产业分类对生产进行深入分析% 按照

产品分类对货物和服务流量进行深入分析%

是综合性中心框架的有机组成部分# 可以

设法在综合经济账户表中涵盖更多详细信

息# 例如% 可以根据经济活动类型对产出$

中间消耗和增加值等横行进行细分' 也可

以按照产品类型对货物和服务纵列进行细

分# 但是% #$%并没有采用这种方法% 原

因在于如果这样做% 表就会变得过于繁复#

#$%所采用的方法是& 按照机构部门和产

业部门% 对产出$ 中间消耗和增加值及其

组成部分进行系统的交叉分类# 第 !. 章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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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将对此作详细阐述% 这里只概括其

主要特征#

,"!.2 综合经济账户中只包括机构部门的生产账

户和收入形成账户% 以及货物和服务的总

体平衡# 供给和使用表则可以对生产活动

和产品平衡做详细分析# 该表可以提供如

下信息&

)"对每种产品而言% 货物和服务的来源及

其使用'

*"按照经济活动类型划分的每个产业部门

的生产账户和收入形成账户'

+"关于各产业使用的生产要素 !劳动力和

固定资本" 的数据#

金融交易与金融资产和负债表

,"!.3 综合经济账户可以反映哪些部门获得何种

金融资产$ 发生何种金融负债# 为了审视

金融部门的作用% 对金融账户的第一个扩

展是在金融公司内部区分出 3 个子部门%

以及将金融资产和负债划分为 2 个类别#

第 . 章讨论金融机构的子部门% 第 !! 章介

绍金融工具的详细内容#

,"!/4 但是% 正如本章引言部分所说明的% 本章

所表述的金融账户还没有做到彻底衔接%

即使在第 . 和第 !! 章对子部门和金融工具

作了细分以后也是如此# 金融账户能够反

映哪些部门及其子部门获得了贷款$ 形成

了存款% 但却不能对中间过程进行详察%

即它不能提供如下信息& 一家金融机构吸

收资金% 将资金重新打包% 然后把它们作

为另一种金融工具发行给其他单位# 为了

研究这一过程% 需要一种 (从谁到谁) 的

三维表# 该表有时被称为资金流量矩阵#

金融交易的三维表常常被表示为一系列矩

阵% 每一种金融工具都有一个矩阵% 可以

反映从一个部门到另一个部门的流量#

,"!/! 这样的表式在实际表述数据时不一定有用%

因此% 现实中发布数据时可能会采用其他

形式# 例如% 把金融工具的详细分类与部

门分类结合在一起% 按金融工具分类与部

门分类的交叉分类表述% 从而反映债务部

门的债务状况变化% 同时反映债权部门的

债权状况变化# 简而言之% 与综合经济账

户中的金融账户相比% 这种方式意味着%

如果需要% 就可以在金融工具名下引入部

门类别 !全面的解释见第 ,1 章"#

完整的资产负债表和资产负债账户

,"!/, 在综合经济账户中% 资产负债表是高度综

合的# 如果需要% 可以利用资产和负债的

详细分类为各个部门或子部门建立一个更

为完整的资产负债表# 这样就既可以从每

种资产和负债的角度% 也可以从每个变化

原因的角度% 对各部门的资产和负债变化

进行分析#

,"!/- 此外% 对三维表的深入解析还可以针对每

种金融工具揭示 (从谁到谁) 的联系% 从

而做出更好的分析# 该表在形式上与金融

交易表完全相同% 只不过是用资产和负债

存量替换了资产或负债的变化% 用每个部

门的净金融状况替换了净贷出或净借入#

这些表所遵循的原则与流量表的原则极为

相似% 第 ,1 章会对此加以介绍#

功能分析

,"!/. 如同;节所解释的% 对交易的描述揭示了

哪类流量会被记录下来% 但是却没有解释

为什么要记录这些交易# 为了分析交易的

目的% 有必要对基本交易进行功能分析#

例如% 不是按照产品对住户消费进行细分%

而是按照衣$ 住$ 保健$ 娱乐等进行细分#

对于政府消费% 则可以按照法律和秩序$

国防$ 健康或教育等对其消费进行区分#

针对不同部门的需要% 会采用相容但不相

同的分类方法% 因此% 这些按照目的进行

的分析不可能被整合进一张表中% 而且%

在大多数情况下% 无法在中心框架中穷尽

经济总体的所有可能的功能分析#

,"!// 看待功能分析的另外一种方式是识别出与

某种特定功能活动有关的所有支出% 例如%

环保支出# 并不是所有的相关支出都能够

很容易地识别出来% 因此建议在中心框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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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的卫星账户中进一步开发这种方法#

人口与劳动力投入表

,"!/0 通过计算人均数据% 可以使许多国民经济

核算总量的用处更大# 对于那些广为采用

的总量% 例如&'($ &$6或住户最终消费%

分母通常采用总 !常住" 人口数# 在编制

住户部门的子部门账户或部分账户时% 还

需要各子部门住户数和人数这样的数据#

,"!/1 在生产率研究中% 每个产业在生产过程中

使用的劳动力投入数据是必不可少的# 总

工作时数是 #$%测量劳动力投入的首选指

标# 此外还可以选择全日制等值职位数或

者受雇人数#

,"!/2 通常必须对人口和劳动力投入的数据进行

调整% 以求与 #$%的概念$ 定义和分类保

持一致# 所得的表是 #$%的有机组成部

分% 相关解释见第 !3 章#

1$ 综合中心框架及其灵活性

!$ 灵活应用中心框架

,"!/3 从概念和核算结构来看% #$%的中心框架

是一致的# 为了简明且完整地描述 #$%的

结构% 前面已经介绍了该综合账户体系中

的不同部分之间的联系# 不过这种表述方

式并没有指明在编制国民账户时应采用何

种优先顺序或频率 !季度$ 年度等"# 确

定编制国民账户的优先顺序是一个统计政

策问题% 无法给出一个普遍适用的建议#

!有关的使用手册中会给出适用于某些特

定情形的建议#" 类似地% 账户结构也不

意味着核算结果一定要严格按照本章或其

他章节所述的方式来表述# 一国既可以选

择公布那些主要时间序列% 也可以只公布

某些账户或总量% 或采取其他做法#

,"!04 总的来说% 应当用一种既一致又灵活的眼

光来认识 #$%# 根据分析的需要和数据的

可获得性% 对中心框架各方面的侧重会有

所不同# 一般地% 对机构部门$ 产业$ 产

品$ 交易以及账户序列进行分解时可能会

有不同的层次% 可能会采用不同的估价方

法% 对账户不同部分的优先顺序和编制频

率可能有不同的设置% 可能会重新排列核

算结果% 或者可能会增加一些额外的内容%

等等% 上述种种都可能导致侧重点的不同#

,"!0! 以住户部门为例% 可以很好地说明应该进

一步做什么% 以便深入分析住户状况及其

经济总体的运行状况# 首先% 在 #$%所设

主要子部门分类基础上进行住户部门分解%

可以对住户部门进行深入分析% 例如% 可

以区分住户从事的经济活动类型 !正规的

或非正规的"$ 住户的所在地 !城镇或农

村" 以及住户的技能水平# 其次% 可以利

用编制账户序列的方式来描绘住户活动#

例如% 可以采用自由支配收入的概念***

从可支配收入中扣除那些以实物形式获得

的部分和那些住户无权决定如何花费的收

入% 或者可以补充住户交易的分类% 以便

反映其不同类型收入来自哪些产业% 等等#

,"!0, 通过公共部门 !其组成会在机构部门分类

系统中给予系统展示"% 可以更好地揭示

#$%的灵活性# 可以对公共部门的组成部

分进行重新排列% 从而对整个公共部门账

户进行分组# 这些账户可以放在合并账户

的前面或后面% 利用它们可以描述公共部

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关系% 以及公共部门

与国外之间的关系 !需要把公共部门的外

部交易单独分离出来"#

,"!0- 第 ,! 至 ,3 章会详细分析上述例子% 而且

会解释如何在关键部门核算$ 外部账户问

题以及非正规经济等领域灵活应用中心框

架#

($ 引入社会核算矩阵

,"!0. 社会核算矩阵 !#%9" 是 #$%的矩阵表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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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 它可以包含更多的受到特别关注的

细节# 目前% #%9的编制者已经利用它的

灵活性突出了一些特殊的关注点与问题%

例如对住户部门的分解% 显示收入形成和

消费之间的关系等# 与 #$%一样% #%9的

功能来自于通过适当的分解来研究所关注

的问题# 除了灵活应用之外% #%9还可以

包含更多的扩展性调整% 这些调整具有卫

星账户的性质% 其目的是服务于特殊的分

析目的# 对矩阵表述以及 #%9的详细解释

可见第 ,2 和第 ,3 章#

+$ 引入卫星账户

,"!0/ 在某些情况下% 仅仅利用中心框架是不够

的% 即便灵活应用也不行# 尽管中心框架

从理论上看是一致的% 但是如果细节太多%

它就会繁复不堪# 此外% 有些要求可能与

中心框架的概念和结构是相抵触的#

,"!00 对于某些类型的分析而言% 其基本目的并

非要使用某些替代性经济概念% 而只是要

在国民经济核算的框架中重点分析经济社

会行为的某个领域或方面# 其目的是要使

人们看清楚隐藏在中心框架账户之中的或

者表露有限的一些方面% 并对其进行深入

分析# 旅游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与旅

游业有关的生产和消费活动的很多方面可

能在活动$ 产品与目的的详细分类中有所

体现# 但是% 只有在少数情况下% 旅游业

特有的交易和目的才会单独出现# 为了在

国民经济账户中描述和测算旅游业% 有必

要在两个方法之间做出选择& 一种方法是

在中心框架账户中对很多内容进行细分%

以便得到旅游业所需的数据% 其代价是账

户的许多内容变得繁琐且失衡' 另一种方

法是为旅游业建立一个专门的核算框架#

利用后一种方法% 可以修订各种分类% 并

测算一些附加的总量% 如国民旅游支出%

它可以既包括最终消费也包括中间消费#

,"!01 在其他一些类型的分析中% 可能更注重使

用替代性的概念# 例如% 生产范围可能会

发生改变% 往往是扩大生产范围% 比如把

住户成员为自己最终消费而进行的家庭服

务生产纳入生产范围# 通过把耐用消费品

和人力资本包含在内% 可以扩大固定资产

以及有关的固定资本形成概念# 通过记录

地下资源或其他自然资源的耗减或退化%

还可以在环境核算中以不同方式记录自然

资源与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 这些方法以

不同方式刻画了经济过程本身% 并计算了

一些补充的或替代性的总量# 建立一个框

架% 使之一方面包含那些已经在中心账户

中明确或隐含地包括的内容% 同时再增加

一些补充内容 !货币量或实物量" 和替代

性概念和表述% 将有助于分析一些重要领

域% 如社会保护$ 健康或环境等# 但是%

在任何情况下% 都应该明确这些框架与中

心框架的联系' 许多内容是共有的% 对立

的特征不应贸然采用% 而是要经过对现实

情况的深思熟虑#

,"!02 这些与中心框架并非完全一致的特殊构造

被称为卫星账户% 将在第 ,3 章进行深入

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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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章"存量! 流量和核算规则

#$ 引言

-"! #$%是测算经济价值的存量和变动% 识别

对经济价值具有要求权的个体$ 群体$ 合

法实体或社会实体的核算体系# 本章讨论

经济价值存量和反映经济价值变动的流量

这两个概念% 以及记录存量和流量的核算

规则# 为了在核算体系中描述流量和存量%

有必要确定对那些按存量核算或受流量影

响的经济价值具有要求权的参与人# 这些

参与人就是相关的个体$ 群体$ 合法实体

和社会实体# #$%称其为机构单位% 并根

据它们的经济目标$ 功能和行为划分为机

构部门# 第 . 章将介绍这些单位和部门#

-", 存量是一个时点的经济价值% 流量是经济

价值在一个时期内的变化# 存量出现在资

产负债表和相关表中 !某些存量在投入产

出表的使用表中显示"# 流量出现在 #$%

的所有其他账户和表中# 在机构部门完整

账户序列中% 流量账户由经常账户和积累

账户组成% 经常账户反映生产$ 收入和收

入的使用% 积累账户反映两个资产负债表

间的全部变化#

-"- 为了使该体系保持完整和一致% 以存量测

算的经济价值在两个时点间的全部变化必

须等于流量# 要确立核算惯例% 首要条件

是恰当定义存量和流量的含义# 明确了定

义之后% 需要制订规则以衡量核算体系中

经济价值的变化# 这些规则和定义确保了

#$%在价值$ 记录时间和分类上的一致#

!$ 存量和流量

-". 存量是指某一个时点的资产和负债头寸或

持有# 通常 #$%把存量记录在核算期期

初$ 期末编制的资产负债表中# 然而% 存

量与流量有关& 它们来源于以前的交易和

其他流量的积累% 随着核算期的交易和其

他流量而变化# 实际上% 存量就是一定资

产或负债在持有期内伴随某些物量或价值

变化而连续增减的结果#

-"/ 资产是一种价值储备% 反映经济所有者在

一定时期内通过持有或使用该实体而产生

的一次性经济利益或连续性经济利益# 它

是价值从一个核算期向另一个核算期结转

的载体# 资产可以是金融性的也可以是非

金融性的# 对于几乎所有金融资产来说%

它们都有对应的 !金融" 负债# 当一个单

位!债务人" 在特点条件下有义务向另一

个单位 !债权人" 提供一笔或一系列支付

时% 负债即得到确立# 这些定义的解释$

其中所包含的概念以及 #$%中不同资产和

负债类型都将在本章;节介绍#

-"0 经济流量反映经济价值的产生$ 转换$ 交

换$ 转移或消失' 它会涉及机构单位之资

产和负债在物量$ 构成或价值方面的变化#

与经济多样性相对应% 经济流量也具有多

种性质% 如工资$ 税收$ 利息$ 资本流量

等% 它们记录了一个单位之资产和负债的

变化方式#

-"1 经济流量由交易和其他流量组成# 交易是

一种经济流量% 这种流量或是来自于达成

协议的机构单位间的合作活动' 或虽是某

机构单位的内部活动% 但该活动被处理为

交易在分析上是有益的% 通常这样处理是

因为该机构单位存在两种不同身份# 资产

/.



或负债价值也会受到一些不满足交易要求

的经济流量的影响% 这类流量称为 (其他

流量)% 指在不发生交易的情况下资产和

负债的价值变化# 例如由于自然灾害和价

格变化造成的资产负债价值的损失#

-"2 经济流量的不同类型将在本章<节讨论#

($ 平衡项

-"3 经济流量分组合计进入账户% 在账户中%

左方记录经济流量的流出 !可称为借方项

目$ 使用或资产变化"% 右方记录经济流

量的流入 !可称为贷方项目$ 来源$ 负债

变化或资产净值"# 平衡项是通过账户一

方登录的总价值 !使用或资产变化" 减去

另一方登录的总价值 !来源或负债变化"

来构建的一个核算指标# 它不是独立于账

户中各项目的测度% 而是一个派生结果%

反映了一般核算规则在账户两方特定项目

中的应用# 资产负债表的平衡项是资产净

值% 等于资产和负债的差额#

-"!4 之所以构建平衡项% 是因为它可以传递一

些有意义的经济信息# #$%的许多关键总

量指标% 包括&'(% 实际上都是作为平衡

项而出现的# 平衡项的讨论详见'节#

+$ 存量和流量分类

-"!! #$%中的账户和表式涵盖了一定时期内发

生的经济活动或事件的有关信息% 以及这

些事件对该时期期初$ 期末资产负债存量

影响的相关信息#

-"!, #$%中流量和存量的分类体系详见附件 !#

在最高一级上% 交易和其他流量分为五类&

产品交易$ 在 #$%范围内的收入分配和再

分配交易$ 非生产资产交易$ 金融资产和

负债交易$ 其他积累项目# 在积累账户中%

要同时按照交易和所涉及的资产类型进行

分类#

-"!- 流量和存量记入各有关机构单位账户% 并

相应地记入机构单位所属的部门账户# 第

. 章将阐述机构单位和部门# 一般来说%

流量和存量记入现在拥有或曾经拥有有关

货物和资产的机构单位账户% 记入提供或

接受服务的单位账户% 或者记入提供劳动

力和资本或在生产中使用劳动力和资本的

单位账户# 基于某些目的% 参与生产的机

构单位被视为是由一个或多个基层单位组

成的% 要在基层单位基础上划分产业# 基

层单位和产业将在第 / 章予以界定和讨论#

.$ 核算规则

-"!. 账户中所有项目必须用货币来计量% 因此%

这些项目的构成元素也必须用货币来计量#

在某些情况下% 记录的数额是实际支付额%

它们组成了与货币有关的流量' 在其他情

况下% 记录的数额则是参照实际货币价值

估计出来的数额# 因此% 货币是记录所有

存量和流量的计量单位#

-"!/ 原则上% 可选择任何一段时间作为核算期#

时期太短的缺点是统计数据容易受偶然因素

影响' 时期太长则不能充分描述经济中持续

发生着的变化# 只有当核算期覆盖周期性

经济现象的一个完整变化周期时% 才能避

免季节性影响# 大多数企业和政府的核算

是年度核算# 一般而言% 日历年度$ 财政

年度或季度最适宜于编制整套国民账户#

-"!0 #$%覆盖了所有经济活动% 因此有可能形

成各组单位或所有经济单位的账户# 为了

实现这个目标% 流量和存量在估价$ 记录

时间$ 分类和分组等方面的核算规则必须

一致# 为了给以下;$ <$ '节所进行的存

量$ 流量和平衡项性质的讨论提供一些背

景知识% 这里将这些规则概述如下&

)"流量和存量的记录必须在估价方面保持

一致# 各项登录应采用当期市场价值

!即双方商定价值" 或者最接近的相当

价值# 市场价值可能需要调整到 #$%界

定的存量或流量的范围% 并根据流量或

存量的性质% 适当地表示出来% 其中涉

及产品税和产品补贴$ 运输成本和商业

毛利#

*"流量和存量的记录必须在记录时间方面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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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一致# 流量是在核算期内权责发生

的时刻 !即经济价值产生$ 转换$ 交

换$ 转移或消失" 记录# 存量是在与账

户编制有关的时刻记录% 一般在核算期

初或期末记录#

+"流量和存量项目必须在分类方面保持一

致% 按照交易$ 其他流量和资产分类中

的类别% 以及按照由交易者构成的机构

!子" 部门或产业部门分类中的类别进

行记录#

5"根据项目的性质% 应该区分来源和使

用% 或者区分资产和负债# 在归类过程

中% 可能会隐含着对若干个项目取净

额% 但不提倡合并#

-"!1 #$%的基本核算框架体现了四式记账# 这

意味着每一笔交易在交易双方各记录两次#

对于每笔登录% 每个单位内部要纵向一致%

两个单位之间要横向一致# 四式记账原则

将在本章=节进一步详细解释#

%$ 存量

-"!2 存量是某一时点的资产或负债总额# !在

国际收支核算方法中% 存量水平被称为头

寸#" 为了讨论存量% 有必要先定义资产

和负债% 这些定义主要取决于经济利益和

所有权的概念# 定义明确后% 进一步要讨

论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和负债分类$ 项目

登录或撤销的方法#

!$ 经济利益

-"!3 #$%的核心是描述劳动力$ 资本$ 自然资

源 !包括土地" 被如何用于货物服务的生

产# #$%认为% 这些货物服务将用于三种

经济活动& 生产$ 消费和积累# 经济利益

是指通过一种行为产生的收益或正效用%

它意味着要在两种状态之间进行比较# 在

#$%中对此可做如下解释& 经济利益可以

视为提供服务***例如投入生产的那些劳

动和资本服务***的报酬% 也可以视为获

得货物服务***用于当期或未来的生产$

消费或积累***的手段#

-",4 有时候% 经济利益可以直接用货物服务表

示% 例如% 自产自用产品或实物工资和薪

金# 更多情况下% 经济利益要以交换媒介

!货币" 来表示% 例如工资和薪金# 消费

活动只在当期发生% 但可以用过去所得经

济利益来支付其费用' 生产和积累也会将

经济利益延期到未来时期# 因此% 必须确

认那些使经济利益从一个核算时期转移到

另一个核算时期的手段# 由此形成了各种

形式的资产和负债# 通过它们% 一个时期

的经济利益被转换为一个或多个未来时期

的经济利益# 同样% 可以通过各种形式的

金融负债% 花费未来经济利益获得货物服

务 !即变成当期经济利益"#

($ 所有权

-",! 所有权区分为两类& 法定所有权和经济所

有权# 诸如货物服务! 自然资源! 金融资

产和负债的法定所有者" 是指在法律上有

权并能持续获得这些相关实体之经济利益

的机构单位#

-",, 有时候% 政府可以代表一般团体拥有实体

的法定所有权# #$%认为% 任何实体% 在

单个意义上或者在集体意义上% 都应有一

位法定所有者#

-",- 生产$ 消费和积累行动存在不同程度的风

险# 主要风险有两类# 第一类是生产风险#

这些风险产生于以下方面的不确定性& 对

已生产的货物服务的需求% 经济的总体发

展状况% 影响从资本和自然资源中获取经

济利益的技术创新# 就是说% 由营业盈余

所体现的来自资本$ 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的

经济利益以及来自就业的收入是无法完全

预测的% 因而蕴藏着一定的风险#

-",. 第二类风险发生于经济利益在两个时期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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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转移过程中# 这种风险产生于未来时

期利率的不确定性% 它反过来影响到不同

类型经济利益的相对表现#

-",/ 当经济代理人决定消费或积累时% 需要判

断应在当期将经济利益转换为货物服务还

是留待未来再予转换% 两者谁更具优势#

这样% 所有经济活动都会涉及经济利益和

风险两个方面# 两个时期之间的经济利益

转换不可避免地涉及转换风险# 一个代理

人可能选择风险低但未来经济利益比较确

定的转换% 而不选择经济利益比较高但确

定性较低的转换# 特别有趣的情况是% 代

理人会将有关生产的经济利益和风险与有

关金融资产和负债的经济利益和风险进行

交换#

-",0 诸如货物服务$ 自然资源$ 金融资产和负

债等实体的经济所有者" 是指由于承担了

有关风险而有权享有该实体在经济活动期

间内运作带来的经济利益的机构单位#

-",1 每个实体都具有法定所有者和经济所有者%

虽然很多情形下各实体的经济所有者和法

定所有者是相同的# 在法定所有者和经济

所有者不同的情况下% 法定所有者对经济

所有者在经济活动中使用该实体所涉及的

风险以及相关的经济利益具有责任# 作为

回报% 法定所有者要从经济所有者处获得

另外的风险和经济利益# 一般而言% 在

#$%中% 若提到 (所有权) 或 (所有人)

等词语且法定所有者和经济所有者不同时%

应理解为是指经济所有者# 第 !1 章第 / 部

分介绍了合约$ 租约和许可% 其中就涉及

许多法定所有者和经济所有者不同的情况#

-",2 当政府代表整个社会拥有某实体的法定所

有权时% 代表整个社会的政府也享有其经

济利益# 这样% 政府既是这些实体的法定

所有者也是其经济所有者#

-",3 金融资产和负债的固有经济利益很少会以

完全相同的形式从法定所有者转移给经济

所有者# 它们通常要以金融机构为中介转

换为新的金融资产和负债形式% 在这一过

程中% 金融机构承担部分风险和收益% 并

将剩余的风险和收益转移给其他单位#

+$ 资产的定义

-"-4 根据以上描述% 资产可以定义为& 资产是

一种价值储备% 代表经济所有者在一定时

期内通过持有或使用某实体所产生的一次

性或连续性经济利益# 它是价值从一个核

算期向另一个核算期结转的载体#

-"-! #$%中% 所有资产均是指经济资产# 诸如

声誉$ 技能等通常被认为是资产% 但 #$%

不予认可% 因为基于所有权视角% 它们在

本质上没有经济意义#

.$ 金融资产和负债

-"-, 一个经济单位得以与另一个经济单位交换

一组特定经济利益的机制% 是一项特别重

要的经济机制# 经济利益依靠支付实现交

换% 由此即可以定义金融债权和负债#

#$%认为没有非金融负债% 因此负债一词

仅指金融负债#

-"-- 当一个单位 #债务人$ 在特定条件下有义

务向另一个单位 #债权人$ 提供一次性支

付或连续性支付时% 负债即得到确立# 最

普遍的情况是% 负债是依据具有法律约束

力的合法合同确定的% 该合同明确了期限$

付款方式% 并规定应依合同无条件付款#

-"-. 另外% 长期且得到普遍接受的惯例可以替

代合同确立负债# 这种情况下% 债权人尽

管没有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法合同% 但具

有有根据的支付期望# 这类负债称为推定

负债#

-"-/ 无论是哪种负债% 债权人对债务人均享有

相应的债权# 金融债权指债务人基于合约

条款应向债权人所做的一次性或连续性支

付# 和负债一样% 债权的主张是无条件的#

此外% 如下金融债权也可以存在& 债权人

有权向债务人索取支付% 就债权方而言%

索取本身具有酌情行事的特点% 而对债务

人而言% 只要债权人索取% 就必须无条件

支付#

-"-0 金融资产由企业的所有债权$ 股票或其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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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权益% 加上货币当局所持有的黄金储

备所组成# 货币当局作为储备资产持有的

金块按金融资产处理% 尽管持有者没有对

其他特定单位拥有债权# 股票处理为金融

资产% 即使持有者对公司的金融求偿权不

是一个固定的或预先确定的货币金额#

/$ 资产范围和资产一级分类

-"-1 #$%的资产包括符合上述资产定义的所有

实体# 非金融性的资产称为非金融资产#

非金融资产进一步区分为生产性和非生产

性两类#

-"-2 资产代表未来经济利益的储备% 因此所有

资产可以表示为货币价值# 该价值代表着

从市场观点来看资产所能带来的经济利益

之和# 没有直接市场价值的资产% 其价值

按其他方法近似估算# 相关内容在第 !! 章

讨论#

-"-3 只有其所有者是本经济体之常住单位的非

金融资产才属于该经济体的资产范围# 然

而% 就多数自然资源和不动固定资产而言%

它们在物理上无法离开本经济体% 如果其

经济所有者在技术上是非常住单位% 则需

要建立一个名义上的常住单位来处理此种

情况# 通过这种方式% 此类资产就会变为

常住经济所有者的资产% 因此可以包括在

资产范围中% 并纳入资产负债表# 在物理

上处于一个经济体内但属于非常住者所有

的可移动非金融资产不包括在资产负债表

中' 而那些在物理上处于国外但被常住者

所有的可移动非金融资产则包括在资产范

围内# 例如% 属于国内航空公司的飞机无

论在世界上任何地方% 永远是国内经济体

的资产#

或有负债和准备金

-".4 按照上述 -"-- 段的定义% 一旦合同确立的

负债被当事双方接受% 负债就是无条件的#

如果负债不是通过合法合同而是根据长期

且得到普遍接受的惯例而确定的% 这种负

债就是推定负债# 某些负债可能涉及一个

合法合同% 但是指定了仅在某些特定条件

具备的情况下% 当事者一方才必须向另一

方提供一次性或连续性支付% 这种负债称

为或有负债# 一般而言% #$%包括 !合

法" 负债和推定负债% 但不包括或有负

债# 标准化担保是个例外% 此种情况下%

虽然就单个协议而言属于或有负债% 但是

许多类似这样的担保合在一起% 实际上就

形成了由担保比例所确立的负债#

-".! 一个企业留出的用于应对意外事件或顾客

违约的资金称为准备金# #$%中% 这些准

备金不处理为负债% 因为它们不受与负债

有关的合法或推定合同的约束# 例如% 虽

然金融机构定期冲销坏账% 但是把留出的

准备金看作是借款人的资产是不合适的#

即使指定了准备金的具体用途% 但作为准

备金的这笔资金仍属于企业资产净值的一

部分# 准备金是有特定用途的资金% 就其本

身而言不构成金融资产和负债的一种类型#

0$ 资产负债表的资产进入和退出

-"., 所有资产都显示在经济体的资产负债表中#

资产的第一级分类非常重要% 因为这三类

资产在资产负债表中的登录和注销处理方

法并不相同#

-".- 生产性非金融资产通过生产加工或进口形

成# 但有两个例外# 历史性纪念碑包括在

生产资产中% 即使它们是在经济账户出现

很早以前建造的# 有时% 纪念碑会因具有价

值被重新确立为生产资产% 而不是通过当期

生产过程进入生产资产范围# 与此类似% 人

工制品按贵重物品处理也存在争议# 生产性

非金融资产退出资产范围有以下途径& 耗

减$ 出售给常住单位不再作为未来经济利益

来源继续使用$ 或出售给非常住单位#

-".. 非生产性非金融资产有三类& 自然资源' 合

约$ 租约和许可' 外购商誉和营销资产# 哪

些自然资源属于资产范围哪些不属于% 其界

限取决于第 !4 章所描述的一系列因素# 如

果协议限定了产品的一般使用或者供给$ 并

使协议参与方所获得的经济利益超过了未限

定供给时的经济利益% 合约$ 租约和许可就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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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其持有者的资产# 在协议签订并明显增

加了经济利益时% 这些资产开始形成# 如

果对进入的约束条件消失或持有约束进入

的资产不再带来经济利益% 它们就要退出

资产负债表# 在 #$%中% 商誉和营销资产

仅在它们被用于销售时才被视为资产#

-"./ 当一个单位许诺向另一个单位进行支付时%

金融资产和负债就产生了# 当一个单位对另

一个单位进行支付的承诺消失时% 金融资产

和负债就终止了# 终止的原因可能是承诺

中特定协议条款已经失效或者其他原因#

5$ 不包括在资产范围内的项目

-".0 资产范围限定在经济活动中使用和拥有所

有权的资产' 因此% 耐用消费品$ 人力资

源以及没有所有者的自然资源不包括在资

产范围中#

-".1 耐用消费品因为其提供的服务不属于生产

范围而不属于 #$%所界定的资产# 耐用消

费品存量信息具有分析价值% 因此建议将

耐用消费品信息作为备忘指标体现在资产

负债表中% 但不计入表的总量#

-".2 人力资源在 #$%中不作为资产# 人的 (所

有权) 确定非常难% 即使这个问题可以解

决% 估价也是个大问题#

-".3 某些环境资源不包括在 #$%的资产范围

内# 这些资源在形式上通常与资产范围中

的某些资产相同% 但却没有经济价值#

,$ 流量

-"/4 经济流量有两种类型% 大多数流量是交易'

#$%包括的$ 但不符合下面描述的交易特

征的流量被称为 (其他流量)# 交易出现

在所有流量账户和表式中***除资产物量

其他变化账户和重估价账户外' 而其他流

量则仅出现在后面这两个账户中# 通过对

两类经济流量的描述% 可以赋予流量定义

以更多的意义#

!$ 交易

-"/! 交易是一种经济流量# 这种流量是机构单

位之间基于共同协议所发生的相互作用%

或是某个机构单位内部的行为***由于这

种单位常常以两种身份进行活动% 因此将

此类内部行为作为交易处理具有分析价值#

-"/, 根据定义% 机构单位是 #$%的基本经济单

位# 第 . 章描述和界定了基本经济单位#

下面是机构单位的主要属性% 这些属性与

参与交易有关&

)"它们有权拥有货物或资产% 并因此能够

对其进行交换#

8"它们能够进行经济决策$ 实施经济活

动% 为此直接负责并承担法律责任#

+"它们能够代表自身利益而承担负债$ 其

他义务或未来承诺以及订立合同#

-"/- 交易的定义规定% 机构单位之间的相互作

用要通过共同协议实现# 交易按共同协议

进行% 这意味着机构单位对此是预先知道

的和同意的# 然而% 这并不意味着两个单

位一定是自愿地进行交易% 因为某些交易

是由法律强制规定的% 例如纳税或其他强

制性转移# 虽然各个机构单位不能自由决

定它们所支付的税金数额% 但是% 整个社

会对纳税义务仍然有共同的认可和接受#

因此% 尽管纳税是强制性的% 但它仍然被

视为交易#

-"/. 交易会采取许多不同的形式% 因此即使有

上述解释% 一般性定义还是相对不够精确#

为更精确起见% 必须对各种类型的交易进

行系统的描述和分类# 首先是货币交易和

非货币交易间的区分# 接下来可以针对每

一类进行区分% 比如有对应物的交易和没

有对应物的交易之间的区分# 通常% 日常

经济生活中发生的单项的$ 可识别的交易

要直接加总起来放到账户中' 有时% 为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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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 #$%的交易类别% 要对这些交易进行

细分和重新安排#

货币交易

-"// 货币交易是这样一种交易% 在这种交易中%

机构单位会以货币单位做出一笔支付 !收

到一笔支付" 或发生一笔负债 !得到一笔

资产"# 在 #$%中% 所有流量都以货币形

式记录% 而货币交易的特有特征是交易各

方会以货币形式表示他们的协议# 例如%

货物的购买或出售按每单位货物一定数量

的货币单位进行% 劳动力的雇佣或提供按

每小时或每天一定数量的货币单位进行#

-"/0 所有货币交易都是机构单位间的相互作用'

也就是说% 所有货币交易都是双边交易#

常见货币交易有以下几种&

)"货物和服务消费支出

*"证券的获得

+"工资和薪金

5"利息$ 红利和租金

8"税金

D"现金社会救济福利

有对应物的交易和没有对应物的交易

-"/1 货物服务消费支出% 证券$ 工资薪金$ 利

息$ 红利和租金的获得% 都是双边交易%

在这种交易中% 一方向另一方提供货物$

服务$ 劳动力或资产% 然后会得到对应价

值作为回报# 这类交易有时称为 (有换

有) 交易或有对价物的交易# 此类交易有

时被称为交换#

-"/2 税金和社会救济福利是另一类双边交易的

例子& 一方向另一方提供货物$ 服务或资

产% 但不获得对应物作为回报# 这类交易

有时称为 (有换无) 交易或无对价物交

易% 在 #$%中称之为转移#

-"/3 在描述交换和转移时% 所提到的对应物的

范围不包括对于或有福利的权利或公共服

务# 这样的福利一般是不确定的或无法定

量表示的% 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而且% 各

个单位最终可能得到的这种福利的数额与

以前支付的数额并不成比例% 前者可能比

后者大得多或小得多# 因此% 即使诸如社

会保险缴款或非人寿保险费这样的支付可

能使支付单位有权得到某种未来的或有福

利% 纳税住户也可能能够享受到政府单位

提供的某些公共服务% 但这些支付仍被视

为转移而非交换#

-"04 转移进一步区分为经常转移和资本转移#

资本转移的特点在于& 在这种转移中% 会

发生资产 !而非现金或存货" 所有权的转

移% 或者会导致一方或双方有义务获得或

处置其资产 !而非现金或存货"# 资本转

移是对财富的再分配% 但不影响储蓄% 如

资本税和投资补助金等项目都属于资本转

移# 其他转移被称为经常转移# 经常转移

是对收入进行的再分配% 收入税和社会福

利等都属于经常交易# 对转移的全面描述

见第 2 章#

交易的重新安排

-"0! 货币交易在账户中的记录方式% 并不总是

与它们在有关机构单位实际出现的方式相

同# 这些实际的或可观察到的交易的价值

可以在有关单位账户中获得% 但 #$%要对

某些交易进行重新安排% 以便更清楚地揭

示出其潜在的经济关系# 有三种类型的重

新安排将影响人们所观察到的交易的发生

渠道$ 发生次数或涉及的单位# 以下三节

分别说明这些重新安排的主要特征以及要

达到的分析目的#

改变交易的流程 !改道"

-"0, 改变交易流程% 是要按照不同于实际发生

的途径来记录所发生的交易% 或者要记录

从经济意义上看已经发生但从实际记录看

并未发生的交易# 在第一类改道中% 单位

%和单位<之间的直接交易要做为间接地

通过第三单位;进行的交易来记录% 通常

在交易类别上还要做些改变# 在第二类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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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中% 从单位%到单位;的一项交易要与

从单位;到单位%的另一项不同类别交易

匹配起来记录#

-"0- 社会保障缴款支付的记录是第一种改道的

例子# 实践中% 雇主通常会从雇员工资薪

金中扣除雇员需要缴纳的社会保障基金#

此外% 雇主也可能会代表雇员用雇主自有

资金支付社会保障基金# 两种缴款都是由

雇主直接向社会保障基金支付的# 然而%

在 #$%中% 这些雇主缴款被处理为雇员报

酬的一部分% 记录为对雇员的支付# 然后%

要将雇主缴款和雇员自己缴款全部记录为

雇员对社会保障基金的支付# 社会保障缴

款要严格按照 #$%关于交易记录的一般原

则来记录% 目的是显示出为管理方便所采

取的方法背后的经济实质# 由于改道处理%

雇主社会保障缴款就可以列为劳动成本的

一部分#

-"0. 外国直接投资企业留存收益的处理是第二

种改道的例子# 外国直接投资企业的收益

可能会有一部分或全部保留在企业内% 应

将其视为外国所有者有意识做出的投资决

定# 因此% 这种留存收益在 #$%中被改变

流程% 首先把它显示为汇给外国所有者的

财产收入% 然后显示为外国所有者对直接

投资企业股本的再投资#

-"0/ 同样% 人寿保险基金准备金上所获得的财

产收入应被视为首先支付给保单持有者%

然后作为追加保险费再支付给保险企业%

即使实际上这种财产收入是由保险企业留

存下来的# 因此% 个人或住户的储蓄包括

了改道财产收入的数额% 而保险企业的储

蓄则不包括相应的数额# 储蓄状况的这种

变化正是改道的目的% 它可以更好地反映

经济的真实情况#

分割交易

-"00 分割交易是把交易各方视为单一的交易记

录划分为两个或多个不同分类的交易# 例

如% 承租人依照融资租约实际支付的租金%

不能记录为是对服务的支付% 而是要分解

为本金偿还和利息支付两项交易# 对所付

租金的分割反映了 #$%对融资租赁所持的

经济观点和相应的处理方法% 它被认为是

筹集购买资本设备资金的一种方法% 融资

租约在 #$%中被显示为是出租人对承租人

的贷款#

-"01 另一个例子是某些金融服务的处理# 例如%

#$%规定% 把金融中介应付存款利息和应

付给金融中介的贷款利息分割为两部分#

一部分为 #$%的名义利息% 其余部分是对

金融中介机构没有直接收费的金融中介服

务的购买# 实施这种分割的目的是为了区

分出服务% 其处理会影响某些产业部门和

机构部门的中间消耗和最终消费% 也会影

响到国内生产总值# 但是% 所有有关单位%

包括金融中介机构本身的储蓄不受影响#

-"02 #$%关于批发商和零售商交易的记录没有

再现有关方面看待这种交易的方式# 在此

并不直接记录批发商和零售商等单位为转

售而购买的货物% 这些商人被认为是出售

了服务***储存并在方便的地方摆放这些

货物以便于顾客购买的服务% 而不是出售

了货物# 在这种分割中% 批零贸易商的产

出要按出售所购买货物而实现的贸易加价

来衡量#

代表其他参与方进行交易的单位

-"03 许多服务活动由一个单位替交易双方安排

实施交易% 交易一方或双方以手续费作为

酬金# 这种交易记录在交易双方的账户上%

而不记录在促成交易的第三方账户中# 但

有一些服务产出可以被认为是属于代理人

的# 例如% 一个商业代理人在另一方指示

和承担费用的情况下所做的购买% 应被直

接认定为后者的购买% 代理人账户上只显

示通过提供中介服务向委托人收取的酬金#

-"14 第二个例子是一个政府单位代表另一个政

府单位征税# #$%遵循政府财政统计手册

!69:% ,44!"% 即 &:#9,44! 的规定% 一

般来说% 税收会在以下情况下分配给这个

政府单位&

)"行使职权征收税金 !作为委托方或者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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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委托方的权威机构"'

*"具有建立和调整税率的最终决策权#

-"1! 当一个政府为另一个政府或代表另一个政

府征收一定数额的税收% 且后者具有征税$

制定和调整税率的权力时% 就意味着前者

担当着后者的代理人% 且所得税额需要再

分配# 征税政府作为征收手续费留存的数

额应该处理为服务支付# 征税政府留存的

任何其他数额% 例如税收比例留存等% 应

该作为当期补贴# 如果征税政府拥有权力

制定和调整税率% 那么征收的税金要作为

这个政府的税收收入#

-"1, 在不同政府联合平等地制定税率$ 决定收

益分配% 没有一个政府具有最终压倒性决

策权的情况下% 税收收入按各自份额在各

政府间分配# 如果协议允许某个政府单位

拥有压倒性最终决策权% 则所有税收收入

计入该政府单位#

-"1- 也存在如下情况& 依据宪法或某个政府的

其他权力而征税% 但其税率由其他政府在

其管辖范围内独立制订% 此时各个政府管

辖范围内形成的税收收益要作为那个政府

的税收收入#

-"1. 类似原则也适用于补助金或社会福利支付#

非货币交易

-"1/ 非货币交易指原本不以货币单位表示的交

易# 因此% #$%记录的此类交易的价值来

自于间接计量或另外估计# 在某些情况下%

这种交易也许是实际交易% 需要估计一个

价值以便记录在账户中# 易货贸易是一个

明显的例子# 在另外一些情况下% 必须构

建整个交易% 然后估计它的价值# 固定资

本消耗就是一例# !在过去% 价值估计有

时被称为虚拟% 但是最好是把虚拟这个术

语留给不仅要估计一个价值而且要构建一

个交易的情况#"

-"10 与非货币交易有关的货币数额的登录% 因

为它不代表可自由支配的货币数额% 其经

济意义不同于现金支付的登录# 非货币交

易的各种估价方法在=节估价中讨论#

-"11 非货币交易可能是双边交易或一个机构单

位内的活动# 双边交易包括易货贸易$ 实

物报酬$ 实物报酬以外的实物支付和实物

转移# 以下首先讨论双边交易% 随后再讨

论内部交易#

-"12 虽然实践中确实存在双边实物交易% 但

#$%中常常采用与货币交易相同的方式%

将它们记录为实物项目的提供和与之相关

的支出# 这样即可保证& 赠予者没有获得

转移产品但其财富发生了变化% 同时接受

者获得了产品但没有发生任何财富变化#

进一步讨论参见第 2 章经常转移和第 !4 章

资本转移#

易货交易

-"13 易货交易涉及两方% 一方向另一方提供货

物$ 服务或现金以外的资产% 作为对另一

方所提供货物$ 服务或现金以外的资产的

回报# 如上所述% 易货交易是必须估计其

实际交易价值的例子# 以货物换取货物的

易货交易一直是很重要的# 这种易货交易

可能是在正常的市场上系统地组织进行%

或者只是在某些国家小规模地偶尔发生#

国家之间会发生涉及出口和进口的易货交

易#

实物报酬

-"24 当雇员接受货物和服务形式的支付来代替

货币形式的支付时% 就产生实物报酬# 在

大多数经济中% 这种做法是很普遍的% 其

原因多种多样% 从雇主希望为其部分产出

找到稳定的市场% 到逃税$ 漏税# 实物报

酬的形式很多% 如下所列是一些最常见的

类型% 它们通常都是由雇主以免费或减价

的方式向其雇员提供的货物和服务&

)"膳食和饮料'

*"为雇员所属住户之所有成员使用的住房

服务或住宿设施'

+"提供给雇员个人使用的车辆服务'

5"雇主自己生产过程中生产出来的货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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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如免费提供给矿工的煤#

此外% 除了货物和服务% 某些雇员也可能

愿意或被迫接受金融或其他资产作为其部

分报酬#

实物报酬以外的实物支付

-"2! 在种类繁多的支付中% 任何以货物和服务

的形式而不是货币形式的支付% 都属于实

物报酬以外的实物支付# 例如% 医生可能

接受酒的支付以代替货币支付# 或者% 土

地或固定资本使用者会分别向其所有者支

付货物或服务以代替货币租金# 例如% 在

农业中% 可能通过向地主交付所生产的部

分收成作为 (地租) 支付 !即分成制"#

税金也可以用实物支付% 例如% 遗产税可

以通过捐赠绘画或其他贵重物品来支付#

实物转移

-"2, 如上所述% 实物交易通常按如下虚构的方

式记录在账户中& 货币转移以及与之相伴

随的接受方对相关产品的购买支付# 这种

处理适用于政府的国际合作$ 赠与和慈善

捐献# 为方便$ 效率或赋税的目的% 政府

的国际合作$ 赠与和慈善捐献经常采用实

物形式# 例如自然灾害后的国际援助% 如

果直接采用药品$ 食品和帐篷的形式% 而

不是货币形式% 可能更有效% 交付更迅速#

实物慈善捐献有时候能避免将有关货物或

服务出售后以货款捐献给慈善事业应付的

税金#

-"2- 实物转移的一个特例是实物社会转移% 包

括一般政府和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

!$(6#7" 向各个住户提供的货物和服务#

医疗和教育服务是最好的例子# 与其提供

一定数额的钱用来购买医疗和教育服务%

往往还不如以实物的形式提供这类服务%

可以确保对这种服务的需要得到满足#

!有时% 接受者购买服务% 而由保险或救

济计划予以报销# 这样的交易仍视为实物

交易% 因为接受者只起到了保险计划代理

人的作用"#

-"2. 实物社会转移被记录为从政府$ $(6#7向

住户的隐含收入转移% 以及货物和服务消

费的转移# 转移后测算的收入称为调整后

的可支配收入 !而不是可支配收入"% 测

算的消费称为实际最终消费 !而不是最终

消费支出"#

内部交易

-"2/ 为了对生产和产出的最终使用做出在分析

上更有用的描述% #$%把一单位内部的某

些活动视为交易# 这些只涉及一个单位的

交易被称为内部交易或单位内交易#

-"20 一些住户$ 所有 $(6#7和一般政府既是生

产者% 也是最终消费者# 当一个机构单位

从事两种活动时% 它可能选择在生产活动

结束后消费自己生产的部分或全部产出#

在此情况下% 没有发生机构单位之间的交

易% 但却有必要构建一种交易并估计它的

价值% 以便在账户中记录这些产出和消费#

-"21 对于住户来说% #$%的原则是& 由个人生

产的被同一个人或同一住户成员用于最终

消费的所有货物都包括在产出中% 其处理

方式与在市场上出售的货物相同# 这意味

着假设了一种交易% 在这个交易中% 负责

货物生产的个人被认为向他们自己或其住

户成员提供了这些货物# 必须把这些交易

同价值联系起来% 以便把它们记入账户中#

-"22 政府或$(6#7拥有的基层单位常常向住户

免费或以没有显著经济意义的价格提供教

育$ 医疗或其他类型服务# 提供这些服务

的费用由政府或 $(6#7承担% 其价值被记

录为内部交易% 即记录为政府或 $(6#7对

其所拥有的基层单位所生产产出的最终购

买支出# !正如已经解释过的% 住户获得

这些服务被分别记录在实物社会转移项下%

这是政府单位或 $(6#7与有关住户之间的

另一种形式的非货币交易"#

-"23 为了更全面地描述生产% #$%区分了同一

企业内的几种其他交易# 例如% 当企业为

自用而生产固定资产时% #$%记录为企业

向作为后续用户的自己的交货# 同时% 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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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使用固定资产 !不论是

自给性的还是购买的" 时% #$%将生产期

内这种资产价值的下降记录为成本#

-"34 一个基层单位和同一企业的另一基层单位

之间的交货如何记录% 将在 0"!4. 中讨论#

外部效应和非法活动

-"3! 以上几节讨论了 #$%视为交易的活动类

型# 本节集中讨论外部效应和非法活动%

说明外部效应为什么不应视为交易% 并要

区分被视为交易和不被视为交易的各种类

型的非法活动#

外部效应

-"3, 机构单位在未征得某些单位同意的情况下

开展某些经济行动% 从而引起这些单位的

条件或情况发生变化# 这些变化就是外部

效应& 它可视为没有获得受影响单位同意

而提供的未经请求的服务或反服务# 它是

一种非合作的行动% 通常产生不合乎需求

的后果#

-"3- 首先要考虑是否应当对此类外部效应赋予

价值# 经济账户必须在决定相对价格和费

用之特定法律和社会经济制度范围内计量

诸如生产或消费等活动的经济功能# 而且%

要将有经济意义的价值与本质上属于非市

场现象的外部效应联系起来% 其技术难度

会相当大# 因为外部效应并不是机构单位

出于自己的意愿进行的市场交易% 因此没

有任何机制确保所涉及各方对外部效应所

赋予的正值和负值会相互一致# 此外% 包

括外部效应价值的账户不能被解释为代表

均衡或经济上可持续的状况# 如果这样的

价值被实际支付所取代% 所涉及的单位的

经济行为可能变化相当大#

-"3. 典型的例子是生产者对其他单位用于生产

或消费的空气或水的污染# 如果允许生产

者制造污染% 不付代价也无需冒被罚的风

险% 那么污染者的生产成本将低于社区的

社会成本# 某些国家% 至少在其历史上的

某些时期% 可能选择制订允许某些生产者

制造污染而不受惩罚的法律% 从而降低其

私人成本# 例如为了促进迅速实现工业化%

就可能有意这样做# 这种政策是否明智%

尤其从长远来看是很值得怀疑的% 但不能

因此说% 经济账户将社会不愿承认的成本

让生产者承担% 以纠正这种假定在体制上

的失误是适当的或在分析上有用的# 例如%

试图通过对污染物质的排放征税或征收其

他费用而将某些外部效应内部化% 这种做

法的全部目的在于改变生产工艺以减少污

染# 对外部效应进行完整的核算是极其复

杂的% 因为仅仅把成本计入生产者账户是

不够的% 还有必要引进在经济意义上有争

议的各种其他调整% 才能使账户得到平衡#

-"3/ 这类例子说明% 卫星账户最适合开展某些

分析% 因为在卫星账户中% 可以放松 #$%

的一些常规约束和惯例# 关于污染问题%

#==%,44- 在其他环境部分中已经进行了

清晰的阐述和探讨#

非法活动

-"30 符合交易特征 !特别是交易双方有共同协

议" 的非法活动应按合法活动处理# 某些

货物或服务% 如麻醉品% 其生产或消费可

能是非法的% 但这样的货物和服务的市场

交易在账户中必须记录# 如果因非法之故

而忽视住户关于非法货物或服务的支出%

住户的储蓄就会高估% 从而认定住户得到

了他们事实上没有得到的资产# 显然% 如

果将事实上发生的货币交易排除在外% 整

个账户就可能被严重扭曲# 当然% 要获得

非法交易的数据可能是困难的% 甚至是不

可能的% 但是% 原则上应当把它们包括在

账户中% 哪怕只是为了减少平衡项等其他

项目的误差#

-"31 然而% 许多非法活动是对人或财产的犯罪%

这种活动决不能解释为交易# 例如% 盗窃

很难解释为两个单位依共同协议进行的活

动# 从概念上讲% 盗窃或暴力是外部效应

的一种极端形式% 它是故意地而不仅仅是

意外或偶然地使另一个机构单位遭受损害#

因此% 如从住户盗窃货物等活动不应视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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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 其估计价值也不记入住户支出项目#

-"32 如果盗窃或暴力行为 !包括战争" 涉及资

产的重大再分配或毁坏% 就有必要考虑它

们# 正如下面所解释的% 它们应被处理为

其他流量而非交易#

($ 其他流量

-"33 其他流量是指不是源自于交易的资产和负

债的价值变化# 这些流量因其不符合交易

的一个或多个特征而不作为交易# 例如%

有关机构单位可能不是依据共同协议而行

动% 如资产的无偿没收# 或者由自然事件

如地震而不是纯粹的经济现象引起的变化#

此外% 外币资产价值受汇率变动引起的变

化也是一例#

-"!44 其他资产变动账户由两个账户构成% 其他

流量项目会出现在其中的某个账户上# 资

产物量其他变化账户包括由于资产的数量

或外观特征改变引起的资产价值的变化#

重估价账户包括由于价格水平和价格结构

变化引起的资产$ 负债和资产净值的变化%

这种变化反映在持有收益和损失中#

资产物量的其他变化

-"!4! 资产物量的其他变化分为三个主要类别#

-"!4, 第一种类别涉及除交易原因以外的资产和

负债的出现和消失# 其中一些可能与自然

产生的资产有关% 如与地下资源有关% 所

以资产和负债的出现和消失是作为机构单

位与自然界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发生的# 另

外一些与人类活动所创造的资产如贵重物

品有关# 例如% 对于贵重物品来说% 资本

账户将其记录为新生产的货物或交易中的

进口% 同时还记录归入贵重物品的现有货

物的交易# 这是对尚未计入资产负债表之

货物具有重要的或特殊的价值的承认% 该

价值被视为一种经济出现% 被记录为一种

其他流量# 这些贵重物品不包括在资产负

债表中% 可能有若干种理由& 它们产生在

这些账户之前% 或者它们最初被记录为消

费品#

-"!4- 第二种类别与外部效应和灾难影响有关#

比如一个机构单位未经所有者同意% 就从

所有者处有效地取走了资产# 这是一种不

被视为交易的行动% 因为它不具有共同协

议因素# 还有包括诸如自然灾害或战争等

毁坏资产的事件# 相反% 诸如固定资本消

耗或库存变化等交易指的是正常的损耗或

毁坏率#

-"!4. 第三种类别与如下原因所导致的资产和负

债变化有关& 机构单位在部门间分类的变

化% 机构单位结构的变化% 或资产和负债

分类的变化# 例如% 如果一个非法人企业

在财务上逐渐与其所有者分离开来% 具有了

一个准公司的特征% 那么% 它和它持有的资

产和负债就要从住户部门转移到非金融公

司部门% 由该准公司拥有的资产和负债在

部门配置上的变化要记录在该项目之下#

持有收益和损失

-"!4/ 对资产及负债所有者来说% 如果这些资产

和负债的价格在核算期内发生变化% 就可

能产生正值或负值的名义持有收益# 持有

收益有时称为 (资本收益)% 但在这里用

(持有收益) 表述更可取% 因为它强调%

持有收益的发生纯粹是一定时期内持有资

产或负债的结果% 资产或负债本身并未发

生任何方式的改变# 持有收益不仅包括持

有诸如固定资产$ 土地和金融资产等 (资

本) 的收益% 而且包括生产者持有的所有

各种类型货物存货 !包括在制品" 带来的

收益% 这种收益通常称为 (存货升值)# 在

核算期内% 不论资产持有时间多长% 都可能

产生持有收益% 因此% 不仅仅是核算期内全

程持有的资产会产生持有收益% 既未出现

在期初资产负债表上也未出现在期末资产

负债表上的资产也可以产生持有收益#

-"!40 名义持有收益取决于一定时期内资产和负

债价格的变化# 这里所说的价格是资产在

市场上出售的可能价格# 名义持有收益可

以进一步分解为反映一般价格水平变化的

中性持有收益和反映资产相对价格变化的

实际持有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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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衡项

-"!41 平衡项是通过从账户一方项目总价值中减

去另一方项目总价值所得到的# 它不能独

立于其他项目进行计量' 作为一个导出项%

它反映一般核算规则在账户两方具体项目

上的应用# 它与任何具体的交易或任何资

产没有关系% 所以它不能以它自己的价格

或数量单位来表示#

流量账户的平衡项

-"!42 平衡项并不只是用来确保账户平衡# 各个

平衡项经常会作为评价经济现象的重要宏

观经济指标# 它蕴含了大量的信息% 包括

账户中最重要的一些项目% 以下就是从各

个流量账户中再生产出来的平衡项&

)"增加值或国内产值

*"营业盈余

+"可支配收入

5"储蓄

8"净贷出B净借入

D"对外经常账户差额

资产负债表的平衡项

-"!43 资产净值被定义为机构单位或机构部门拥

有的所有非金融资产和金融资产价值减去

其所有未偿负债价值% 资产净值是资产负

债表的平衡项# 像 #$%中的其他平衡项一

样% 资产净值的计量不能脱离其他项目%

它与任何特定交易集没有关系#

-"!!4 资产净值是一种存量价值% 不同种类的交

易和其他流量都可以引起资产净值变化#

如同任何资产总量变化可以通过核算期内

交易和其他流量变化来描述% 资产净值总

量变化可以根据引起资产和负债总水平变

化的交易和其他流量来体现#

1$ 核算规则

-"!!! 如引言所述% 本节包括四式记账原则$ 估

价$ 记录时间$ 核算项目分类和交易分组#

这些核算原则在各个流量和存量上的应用%

将在描述各种表和核心账户序列所涉及的

各种项目的章节中分别进行详细说明# 各

账户核算项目分类的详细讨论见第 0 章至

第 !- 章#

!$ 四式记账

-"!!, #$%核算系统主要源自簿记原理# 为了理

解 #$%的核算系统% 特将簿记原理区分为

以下三类&

!"垂直复式记账法% 即企业会计使用的简

单复式记账法

,"水平复式记账法

-"四式记账法

-"!!- 垂直复式记账法的主要特征是每笔交易最

少产生两笔登录% 按照传统定义% 要在交

易者的账簿中做一笔贷方分录和一笔借方

分录# 该原则可以确保所有交易的贷方分

录合计等于借方分录合计% 由此即可检查

每个单位之账户的一致性# 每笔交易需要

登录两次#

-"!!. 其他流量在资产净值变化项下直接登录#

因此% 垂直复式记账法可以保证一个单位

之资产负债表的基本恒等% 即资产总值等

于负债总值加上资产净值# 一个实体拥有的

资产总值减去负债总值即可得到资产净值#

-"!!/ 水平复式记账法在概念上有助于以一致的

方式编制那些反映不同机构单位之间共同

经济关系的账户# 它意味着% 如果单位 %

提供某物给单位 ;% %和 ;双方的账户应

该反映相同数额的交易& %账户的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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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户的获得# 水平复式记账法可以确保

有关双方针对每个交易类别进行记录的一

致性# 例如% 如果将与国外之间的交易也

包括在内% 所有经济体的应付红利应该等

于应收红利#

-"!!0 垂直复式记账法和水平复式记账法同时应

用% 结果就是四式记账法***#$%核算记

录所采用的方法# 通过四式记账% 可以用

一致的方法处理多个分别执行垂直复式记

账法的交易者或者交易者组# 这样% 一笔

交易在对应双方会引起四笔登录# 与企业

会计不同% 国民核算需要平行处理大量发

生在单位之间的相互作用% 因此需要特别

注意一致性问题# 例如% 一个单位负债会

对应于另一个单位的金融资产% 因此需要

在估价$ 时间分配以及分类上保持一致%

以避免按部门或经济总体汇总各单位资产

负债表时出现矛盾# 所有交易和其他流量

也是如此% 因为它们会影响双方的资产负

债表#

-"!!1 #$%使用下列惯例和术语记录与国外之间

的往来流量# 例如% 进口来自国外而被国

内经济使用% 进口支付对国内经济而言是

财富的减少% 但却是国外的资金来源# 通

过设定一个国外账户部门% 可以应用四式

记账核算原则% 实现所有存量和流量在经

济体内和国外之间的完全平衡# 国际收支

平衡表以合并方式描述了所有国内部门与

国外部门之间的总体情况% 因此可以作为

#$%中之国外部门账户的准确镜像# 尽管

#$%和国际收支平衡表在具体项目设置上

存在差异% 但两个体系在范围$ 测算方法

和分类上是一致的% 详细讨论见第 ,. 章#

($ 估价

一般原则

-"!!2 作为一种分析工具% #$%的作用主要在于

它能够将众多的$ 各种各样的经济现象联

系起来% 通过一个单独的核算单位予以表

现# #$%并不想确定在其范围内产生的这

些流量和存量的效用# 相反% 它只是以货

币单位测度账户中各个项目的现期交换价

值% 即货物和其他资产$ 服务$ 劳力可进

行交换或能够交换的现金 !货币或可转让

存款" 价值#

交易的估价

-"!!3 交易的市场价格是指有意购买者从有意出

售者手中获得某物所支付的货币数额' 交

换在两个独立当事人之间进行并仅以商业

考虑为基础% 有时称为 (平等) 交换 !)E

)FGHIJ8KLEM% 即双方均不受对方控制的交

换***译者注"# 根据这个严格定义% 市

场价格仅指一定条件下一个特定交换的价

格# 即使交换环境几乎完全相同% 同一单

位进行第二次交换所形成的市场价格也可

能不同# 如此定义的市场价格即可与市场

报价$ 世界市场价格$ 通行价格$ 合理市

场价格% 或者其他任何用以表达某类假定

相同交换的一般性价格 !而非特定交换的

实际价格" 等清晰地区分开来# 此外% 市

场价格不应该必然地被认为等价于自由市

场价格' 也就是说% 不能认为市场交易仅

在纯粹的竞争市场内发生# 事实上% 市场

交易可以发生在卖方垄断$ 买方垄断或任

何其他市场结构中# 当然% 市场可能狭小

到只由独立当事人之间同类产品的单一交

易构成#

-"!,4 交易发生前双方达成价格共识时的价格属

于协议价格或契约价格% 无论交易发生时

的通行价格是多少% 此类价格都被认定为

是市场价格#

-"!,! 多数情况下% 实际交换价值代表了如以上

各段所述的市场价格# -"!-! @-"!-. 段描

述了实际交换价值不代表市场价格的例子#

涉及倾销或打折交易的价格是市场价格#

货物和服务的交易价格中应包含合理的税

和补贴# 市场价格是购买者考虑销售者所

采取的所有诸如退税$ 退款等调整措施后

应付的价格#

-"!,, 金融资产和负债交易按获得或处置时的价

格记录# 金融资产和负债交易不应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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佣金$ 手续费以及无论征收与否的税***

这些应包括在购买者价格中% 或者应从销

售者收益中扣除# 这样做是因为% 债务人

和债权人双方针对相同的金融工具记录相

同的数额# 佣金$ 手续费和税要从金融资

产和负债交易中剥离出来单独记录在其他

项目类别下# 金融工具的估价要将佣金等

扣除在外% 这种处理不同于非金融资产的

估价% 后者要将所有权转移的全部成本包

括在内#

-"!,- 当交易的市场价格不可观测时% 可以按等

价物的市场价格进行估价% 作为市场价格

的一种近似估计# 这种情况下% 只要存在

相同或类似交易的市场价格% 就可以提供

应用市场价格原则的很好基础# 如果存在

经常进行大量的$ 相同环境下之相同或相

似项目交易的市场% 市场价格一般可从该

市场获得# 如果没有经常交易特定货物或

服务的市场% 有关货物或服务的交易估价

则需要根据类似货物服务的市场价格通过

质量和其他差异调整来得到#

农场销售的农产品

-"!,. 对于农场直接销售的农产品% 必须在前面

所述基础上补充一个重要条件# 所谓的农

场出厂价格会明显低于能观测其价格之最

近市场的价格% 因为该市场价格中包括了

货物到达市场的运输费用# 另外% 在某种

农作物只有一小部分上市时% 其价格要高

于所有该种农作物都上市时的价格# 因此%

所要补充的条件就是& 只有在类似产品被

大量地$ 在相似环境下进行交易形成的价

格% 才是恰当的市场价格# 不具备这些条

件时% 必须对所观察价格进行调整#

易货贸易

-"!,/ 易货贸易需要做专门考虑# 易货贸易的商

品必须既在生产完成时估价% 也在为消费

或形成资本而获得时估价# 虽然可能出现

生产者进行的小范围易货贸易无须支付产

品税的情况 !或者名义上应该付税% 但易

货贸易方式意味着可以避税% 实际上没有

付税"% 但并不意味着这些产品可以自动

免除缴税义务# 易货贸易产品在概念上可

以存在补贴% 但是不可能很显著# 根据易

货贸易的性质% 易货贸易产品中不存在批

发或零售贸易加价% 但可能会发生相应的

货物运输费用# 如果提供货物方同时还提

供运输服务% 一般而言% 这就意味着在易

货贸易 (一揽子) 活动中包括运输服务%

因此接受方价格就应该是包含运输费用的

购买者价格# 如果是货物接收方提供运输

服务% 那就会降低接收方的货物估价#

-"!,0 易货贸易的交易对象可以是新货物% 也可

以是易货贸易参与方已经获得的现存货物#

就前者而言% 易货贸易的价值就是获得该

产品的成本' 对后者而言则应是现存货物

的可实现价值#

-"!,1 易货贸易涉及两个单位和 !至少" 两种产

品# 易货贸易项目对每个单位而言会有不

同的价值# 由于 #$%核算原则要求双方必

须按同一价值记录% 从实际来看% 可以采

用不同估价 !含各种税和运输费用" 的简

单平均价值作为交易价值#

-"!,2 易货贸易包含的两个交易并非总是同时发

生#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虽然交易双方都

没有发生货币支付% 但也应该同时在收B支

账户中予以记录#

报价价格

-"!,3 货物交易中% 市场估价还会遇到以下问题&

合同设立的报价时期经常会跨越货物交换

后的好几个月# 在这种情况下% 需要估算

所有权转移时点的市场价值# 一旦实际市

场价值已知% 就要据此修正此前的估算价

值# 如果不知道所有权转移时点% 则以合

同价格作为市场价值#

实物转移的估价

-"!-4 当所提供的是无互换物的非金融资源时%

应该按这些资源如果在市场上销售可以获

得的市场价格来对其进行估价# 如果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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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价格% 赠与人所认定交易的虚拟价值

往往会与接受人认定的价值很不相同% 此

时建议以赠与人认定的价值作为记录依据#

转让定价

-"!-! 有时实际交换价值并不代表市场价格# 例

如附属企业之间涉及转让价格的交易$ 与

第三方的控制协议和某些非商业性交易%

包括优惠利息 !即政策因素降低利率的应

付利息"# 此时价格会高于或低于发票价

格% 为此需要估算市场等价物的价格# 尽

管当实际交换价值不符合市场价格时应该

进行调整% 但很多情况下可能无法操作#

调整实际交换价值来反映市场价格% 将会

影响到其他账户# 因此% 一旦进行这种调

整% 其他账户也应做出相应的调整% 例如%

如果调整了货物价格% 就要调整相关收入

账户$ 金融账户或两个账户同时调整#

-"!-, 发票所记录的价值可能会系统性地或大幅

度地偏离类似项目的市场支付价格% 可以

推测% 该总价值中覆盖了指定交易以外的

价值# 一个例子是所谓的转让定价& 附属

企业在制订企业间交易价格时% 为了实现

未指明的收入支付或资本转移% 会人为地

将价格定高或定低# 如果交易价值很大%

并会影响账户的合理解释% 就需要另外处

理# 有些情况下% 转让定价会受收入分配

或股权集结或撤资等动机所左右# 当扭曲

严重$ 且可用于调整的数据 !例如来自海

关或税收部门或伙伴经济体的修正" 可得

时% 原则上应用等价物的市场价值替代账

面价值 !转让价格"# 当然% 如何挑选最

佳等价物% 以其市场价值替代账面价值%

这是一项要求具有谨慎且有见地的判断力

的工作#

-"!-- 附属企业之间的货物交换常常属于不会发

生在独立当事人之间的交换活动 !例如只

能用于组合某种成品的专业零件"# 与此

类似% 诸如管理服务和专业技术推广等服

务交换% 通常也没有发生在独立当事人之

间的近似等价物# 因此% 确定附属方之间

的与市场价值可比的交易价值很困难% 编

表者没有任何选择% 只能接受企业在生产

直接成本或其他分配价值基础上的估价#

优惠性定价

-"!-. 有一些非商业交易如实物补助是没有市场

价格的% 而其他一些非商业交易虽然基于

隐含价格发生% 但因为这种价格包括某些

补助或优惠成分% 因此也不属于市场价格#

这类交易的例子有政府间协议货物交换和

低利率政府贷款% 在优惠期$ 还款期或其

他条件类似的情况下% 该利率会低于纯商

业贷款的利率# 优惠贷款将在第 ,. 章介

绍# 一般政府主体和不从事纯商业活动的

私人非营利实体所进行的交易通常都包含

非商业的考虑# 但其他经济部门也可能提

供或接收有关货物和服务的转移#

成本估价

-"!-/ 如果存在合适的可用以类比的市场% 则特

定的非货币流量或存量项目的价值可通过

类比获得% 如果不存在这样的市场% 则可

以利用关系密切程度稍次些的市场上所形

成的价格来推出相应项目的估价# 最后%

有些货物服务只能按照目前生产它们所需

成本的数额来估价# 按这种方法对市场性

和自给性货物服务进行估价% 应当考虑生

产者应获得的营业盈余或混合收入净额%

将此作为一个加项加到成本上去# 然而%

对于政府单位或 $(6#7生产的非市场性货

物和服务来说% 则不应该考虑任何营业盈

余净额#

资产估价

-"!-0 有时有必要使用经减记的当期获得价值或

生产成本来对存量进行估价# 减记中应当

包括自从该项目购进或生产出来以来所发

生的一切变化 !如固定资本消耗$ 局部损

坏$ 耗竭$ 退化$ 意料之外的报废$ 异常

损失和其他未预期事件"# 同样的方法可

应用于现有资产的非货币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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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果上述方法都不能应用% 源于资产使用

所形成的存量或流量可以按照预期未来收

益的贴现值来记录# 对于某些金融资产%

特别是那些拥有未来某个时刻票面价值的

金融资产% 当期市场价值可通过将票面价

值按照市场利率贴现到现在的方式得到#

因此% 如果能够合理稳健地估算资产带来

的未来收益流% 结合适当的贴现率% 原则

上就可以测算当期价值# 然而% 由于很难

准确估算具有相当不确定性的未来收益%

而且还需要做出资产使用寿命以及贴现因

素等方面的假定% 因此% 采用本方法前%

应该充分利用前面章节所描述的其他估价

方法# 此外% 如果使用本方法% 还有必要

对某些假定进行敏感度测试# 事实上% 此

类将未来收益流与生产中所用固定资产价

值下降联系在一起的方法% 主要是用来测

算固定资本消耗和固定资本存量的 !这就

是永续盘存法% 详细描述见第 !- 章和第

,4 章"#

-"!-2 尽管净现值法要依赖于对未来收益的预测

和贴现率% 但对大部分金融资产而言% 它

在理论上具有合理性并经常可以得到验证#

如果将该方法用于非金融资产% 就有必要

对某些假定进行敏感度测试#

-"!-3 按照一般规则% 提供资产$ 服务$ 劳力或

资本用以换取外币现金% 应按照交易双方

商定的实际交换价值记录# 与外币有关的

流量和存量要按它们记入账户时***即交

易或其他流量发生时$ 或资产负债表编制

时***的通行汇率转换成本国货币价值#

所使用的汇率应当是买入汇率和卖出汇率

的中间值% 以便排除任何服务费用#

企业会计估价

-"!.4 企业会计$ 报税单和其他经营记录是编制

国民账户的主要数据来源# 然而% 应当知

道% 这些资料不一定都符合 #$%的估价要

求% 因此需要进行调整# 特别是% 从审慎

原则出发% 企业会计常常采用未必适宜于

国民经济核算的估价方法# 同样% 征税目

的下进行估价所要达到的目标常常不同于

宏观经济分析的目标# 例如% 企业会计喜

欢采用的折旧方法和税务部门所规定的折

旧方法几乎总是不同于 #$%所使用的固定

资本消耗概念#

跨类流量的估价

-"!.! 如果一项支付涉及 !#$%所界定的" 一种

以上的交易类别% 需要把各个流量分开记

录# 这种情况下% 分解后各个交易的总价

值一定要等于实际发生的市场价值# 例如%

涉及外币的实际交易价值中包括了外币兑

换佣金% 外币兑换的这一部分应该作为服

务交易分开记录# 又如% #$%建议把与金

融企业有关的利息交易分成两个交易类别&

一部分表示 #$%概念的利息% 另一部分代

表对金融中介服务的隐含支付#

-"!., 分解不只局限于交易# 实际持有收益就是

一例% 为分析的目的% 需要区分实际持有

收益和与一般价格水平变化成比例的中性

持有收益#

-"!.- 在某些情况下% 分解与欺骗行为有关#

-"!-, 段讨论的那种转让定价就是一例#

-"!.. 如果资产提供和有关货币支付不是同时发

生的% 就会产生一种不太明显的混合交易#

如果时滞特别长和所提供的商业信贷数额

非常大% 即可以断定其中隐含地收取了利

息费# 在这种极端情况下% 为了得到所转

移资产的正确价值% 应当根据应计利息对

实际支付进行调整# 对于正常的商业信贷%

建议不进行这种调整#

有关产品的特殊估价

-"!./ 通常来说% 由于存在产品税和产品补贴$

支付的运输费用和发生的商业毛利等项目%

生产者和使用者对给定产品的价值会具有

不同看法# 为了尽可能接近经济交易者各

自的观点% #$%在记录产品使用时均采用

包括上述这些项目的购买者价格% 而在测

度这些产品的产出价值时% 所采用的价格

则不包括这些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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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产品的产出按基本价格记录# 基本价格定

义为& 生产者销售单位货物或服务从购买

者处应得到的金额% 减去因生产或出售它

们而应付的产品税% 再加上应得的产品补

贴# 它不包括生产者单独开具发票的任何

运输费用# 如果确实不可能得到按基本价

格估价的信息时% 产出可以按生产者价格

估价# 生产者价格定义为& 生产者销售单

位货物或服务从购买者处应得到的金额%

减去任何增值税或类似可抵扣税 !给购买

者开具了发票"# 它也不包括生产者单独

开具发票的任何运输费用#

-"!.1 产品的使用按购买者价格记录# 购买者价

格定义为& 购买者在其指定的时间和地点

取得单位货物或服务所支付的金额% 扣除

任何可抵扣的增值税或类似可抵扣税# 货

物的购买者价格包括购买者在指定的时间

和地点取得货物而单独支付的任何运输费

用#

-"!.2 产品在生产出来时所记录的价值和它被使

用时 !如最终消费支出" 所记录的价值之

间可能存在很大差别# 这个差别包括如下

组成部分&

)"生产者应支付的产品税减产品补贴'

*"商业毛利和运输费用% 包括批发商和零

售商应付的产品税减产品补贴'

+"消费者单独支付的运输费用% 包括产品

税减产品补贴'

5"可预测的由质量提高引起的附加产出量

减去储存期间的当期损失'

8"产品给生产者和批发商及零售商带来的

持有收益#

由上述组成部分可以看出% 对特定货物而

言% 从最初的基本价格到最终的购买者价

格% 其间差额中既包括纯价格因素% 也包

括物量因素# 当然% 在实践中% 这种估计

并不是针对单个产品的% 而是要针对各产

品类别进行更综合的估计#

-"!.3 #$%按边境价值记录货物的进口和出口#

货物的进口总额和出口总额按离岸价值

!:N;% 即出口国海关边界价值" 估价# 有

可能得不到按详细产品分类的离岸价值%

因此先用包含外贸详细情况的报表反映按

进口国海关边界价值 !<6:% 到岸价值%

包括成本$ 保险和货运费" 估价的货物进

口% 然后将其全面调整为离岸价# 到岸价

值中包括发生在出口者边界和进口者边界

之间的保险和货运费# 商业发票上开具的

价值可能与上述两种价值都不相同#

-"!/4 进口和出口的总体平衡必须与实际情况相

符% 因此% 货物的边界价值会对 #$%货运

费和保险费的记录产生影响# 通常% 这些

服务项目的进口和出口价值必须进行相应

调整% 以便与对外货物贸易中的特殊惯例

相适应# 关于此类处理方法的进一步细节

见第 !. 章和第 ,0 章#

其他流量的估价

资产物量的其他变化

-"!/! 为了得到资产物量其他变化的估价% 通常

有必要分别估计资产物量变化前后的价值

然后求其差额% 该差额不属于任何交易而

要作为其他变化的价值#

-"!/, 金融资产和负债的其他物量变化按类似工

具的市场对应价格记录# 针对按名义价值

估价注销的金融工具% 在资产账户之物量

其他变化项中所记录的价值要符合它们注

销前的名义价值# 如果对资产和负债进行

重新分类% 其新$ 旧工具的估价应该相同#

持有收益和损失

-"!/- 无论是非金融资产和负债% 还是金融资产

和负债% 持有收益和损失都会持续产生#

一般来说% 持有收益和损失要通过从资产

价值总变化中扣除那些因交易和物量其他

变化所引起的变化来估算得到#

-"!/. 在一国经济内部或在与国外往来中% 多数

金融资产是与负债相匹配存在的% 因此在

一方的持有收益与另一方的持有损失之间

保持对应非常重要% 反之亦然# 资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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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或负债价值减少会产生持有收益' 资

产价值减少或负债价值增加会出现持有损

失# 各种资产负债之持有收益和持有损失

的变动净额就是核算期内的持有收益和损

失价值# 实践中% 每项资产和负债都要计

算以下两个时点间的持有损益% 一个是核

算期初$ 或资产 !或负债" 获得 !或产

生" 时% 另一个是核算期末$ 或资产 !或

负债" 出售 !或注销" 时#

金融资产和负债头寸的估价

-"!// 在资产负债表报告日% 金融资产和负债存

量的估价方法应该是& 如果当日通过市场

交易购买这一存量规模% 所需支付的费用

是多少% 那么存量的价值就是多少# 许多

金融资产定期在市场中进行交易% 因此可

以直接利用这些市场报价进行估价# 如果

金融市场在资产负债表报告日期关闭% 估

价中应采用市场开放时最近日期的价格作

为市场价格# 债券有当期市场价值和票面

名义价值之分% 此时% 对某些目的而言%

有必要针对债券头寸票面价值提供某些辅

助数据#

-"!/0 对那些从不或只是偶尔在金融市场上进行

交易的金融资产和负债% 需要按等价物的

市场价值估价# 对这些资产和负债% 有必

要估算其公允价值% 该价值可以有效逼近

市场价格# 当然% 使用恰当的贴现率% 未

来现金流的当期价值也能作为近似的市场

价格#

-"!/1 市场价值$ 公允价值和名义价值不同于摊

销价值$ 面值$ 账面价值和历史成本等概

念#

)"公允价值是等价物市场价值# 它被定义

为知情且有意愿的当事方在平等交易中

交换资产或清偿负债的金额# 因此它代

表了对债权人出售债权所能获得金额的

估计#

*"名义价值是指债务人欠债权人的金额%

它由未偿还本金和全部应付利息组成#

+"摊销价值反映以初始确认金额减去已偿

还本金额来测度的金融资产或负债的数

额# 超出预定本金偿还额的额外付款可

以减少摊销价值% 反之% 低于预定本金

偿还额或预定利息的付款会增加摊销价

值# 在每个预定日期上% 摊销价值与名

义价值相同% 但在其他日期上两者可以

不同% 因为名义价值中包括应计利息#

5"面值是需要偿还的未经贴现的本金数

额#

8"企业会计中的账面价值一般是指企业记

录中所记价值# 由于账面价值受资产或

负债获得的记录时间$ 公司收购$ 重估

价频率$ 税收和其他规章的影响% 它可

能有不同的含义#

D"严格地讲% 历史成本体现的是资产或负

债获得时刻的成本% 但有时它也反映非

常规的重估价#

-"!/2 企业或其他被调查者在数据报告中提供的

金融资产和负债估价可能是以商业$ 监管$

税收或其他核算标准为基础的数据% 未必

完全反映资产和负债的市场价格# 这种情

况下% 要对数据予以调整% 以便尽可能地

体现金融资产和负债的市场价值# !关于

估价规则的更多说明参见 +外债统计& 编

制者和使用者指南,% 国际清算银行$ 英

联邦秘书处$ 欧盟统计局$ 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巴黎俱乐部

秘书处$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和世界银

行 !,44-"% 即 (外债指南)"#

+$ 记录时间

记录时间的选择

-"!/3 讨论 #$%的记录时间% 应当把在资产负债

表中记录的存量数据和账户中记录的流量

数据区分开来# 根据定义% 资产负债表对

应特定的时点% 而流量则是分散在某一选

定核算期间内所发生的各项交易和其他流

量的总和#

-"!04 因此% #$%虽然不显示逐项交易和其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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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但是有两条理由说明为什么必须明确

给出关于逐项交易和其他流量记录时间的

规则# 第一% 必须拟订规则% 说明各种分

散发生的流量应该记录在哪个核算期间'

第二% 核算期内各流量的确切记录时间%

对于区分因交易引起的资产净值变化和因

持有收益或损失引起的资产净值变化来说

是至关重要的# 这种区分在严重通货膨胀

情况下尤其重要#

-"!0! 确定交易记录时间所面临的一个问题是&

机构单位的活动时常会持续一段时间% 其

间存在好几个可以识别该项交易的重要时

刻# 例如% 许多商业销售是从出售者与购

买者之间签订合同开始的% 然后会有某个

交货日期和一个或多个到期支付日期% 直

到出售者得到最后一笔支付的日期% 销售

才完成# 以上每个不同时刻在某种程度上

都具有经济意义#

-"!0, 同样% 进行政府支出分析% 可能需要区分

预算被立法机构表决的日期$ 财政部授权

某个部门支出资金的日期$ 各部门承担具

体义务的日期$ 交货发生的日期% 以及最

后发出支付指令和支付支票的日期# 以纳

税为例% 有以下不同的重要时刻& 纳税义

务产生的日期或时期% 明确地确定纳税义

务金额的时刻% 不受处罚到期付税的日期

和实际付税或退税的日期#

-"!0- 显然% 要在机构单位活动之一系列可辨别

的阶段都进行记录% 理论上虽然是可能的%

但会过分加重 #$%的负担# 因此% 必须综

合 !)" 宏观经济分析的需要$ !*" 微观

视角和 !+" 通常可得到的资料来源% 做

出某种选择# 通常是在现金收付制$ 到期

应付制$ 承诺制和权责发生制等几种记录

流量的方法之间进行选择# 针对某些资料

来源也可能使用其他记录时间方法% 例如

物流法或行政程序法# #$%建议自始至终

应按权责发生制进行记录#

选择权责发生制作为记录原则

-"!0. 现金收付制只记录现金支付% 并在这些支

付发生时记录# 这种方法被广泛应用于某

些商业目的# 它的一个实际优点是避免了

那些与非货币流量估价相联系的问题# 然

而% 现金收付制不能作为一般原则应用于

经济和国民核算% 因为支付发生的时间可

能会与经济活动和交易 !与支付相关" 发

生的时间显著不同% 而 #$%要描述的又正

是这些支付背后的活动和交易# 而且% 现

金记录不适用于 #$%中的许多非货币流

量#

-"!0/ 到期应付制记录在不引起附加费用或罚款

的最后支付时刻产生的现金支付流量% 除

此之外% 还记录在支付发生时的实际现金

支付# 在到期应付时刻和实际支付时刻之

间的时段 !如果存在的话"% 要通过在金

融账户中记录应收应付项而连接起来# 到

期应付制记录比现金收付制提供了更全面

的货币流量描述% 其缺点是所登录的仍只

限于货币流量#

-"!00 权责发生制核算是在经济价值被创造$ 转

换$ 交换$ 转移或消失时记录各流量# 这

就是说% 所有权变更的流量在所有权转移

时记录% 服务在提供时记录% 产出在产品

创造时记录% 中间消耗在材料和用品被使

用时记录# #$%选择权责发生制作为核算

原则% 是因为&

)"权责发生制核算的记录时间与 #$%界定

经济活动和其他流量的方式完全一致#

这种一致性可以支持用户正确 !即不受

现金流量超前和滞后的干扰影响" 评价

生产活动的盈利能力$ 正确计算一个部

门在任何时点上的资产净值#

*"权责发生制作为核算原则可应用于非货

币流量#

-"!01 许多交易***比如住户在商店日常购物

***都是货币交易% 其中某些资产是在现

金支付的同时或者几乎同时就实现了交付#

此时这里讨论的三种方法之间没有差异#

针对各种各样的内部交易 !比如产出用于

增加生产者存货"$ 双方在不同时间的交

换 !比如延期支付的出售" 和强制性转移

!税金和与社会保障有关的流量"% 根据权

责发生制确定记录时间会特别具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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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通常% 权责发生制是相关机构单位进行记

录的常规原则# 大量交易由两个企业之间

的交换组成% 如货物同金融资产的交换#

在这样的交换中% 每个企业会进行对应的

会计登录% 显示在同一日期上% 一方获得

货物$ 交付金融资产% 另一方获得金融资

产$ 交付货物# 然而% 有时交易所涉及的

双方并不认为交易是在同一时刻发生的#

而且% 某些交易者% 尤其是政府单位% 可

能不按权责发生制对购买做记录# 在这种

情况下% #$%的一致性原则要求% 应设法

校正基层统计中出现的主要偏离和缺陷#

下面讨论权责发生制作为一般记录规则在

最常规情况下的应用#

货物服务获得的记录时间

-"!03 货物获得的记录时间是货物之经济所有权

发生转移的时刻# 当所有权的变更不明显

时% 交易各方在账簿中登录的时刻可能是

一种好的选择' 如果没有这样的记录% 则

可以参照货物的物理占有和支配的时刻作

为记录时间# 这些辅助规则尤其适用于内

部交易或所有权变更依照金融租赁或分期

付款购买协议发生的情况# 货物的进口和

出口在所有权变更发生时记录# 如果没有

说明所有权变更日期的资料% 则强制性假

设该货物在所有权变更前后很短时间内就

越过了有关国家的边界# 因此常常利用贸

易统计***以记录货物越过国家或关境之

实物运动的海关记录为依据***作为近似

资料#

-"!14 在 #$%中% 服务在提供时记录# 某些服务

具有持续供应的特征% 因此具有特殊性#

营业租赁$ 保险和住房服务 !包括自有住

房服务" 就是此类服务的例子# 这些服务

应该在合同持续或住房可使用期内持续提

供时被记录#

再分配交易的记录时间

-"!1! 按一般规则% 分配交易在有关债权产生的

时刻记录# 所以% 诸如雇员报酬$ 利息$

地租$ 社会缴款和福利均在应支付数额形

成的时期登录# 同样% 税金是在基础交易

或其他流量产生纳税义务时登录# 这意味

着产品税和进口税应根据征税原则在有关

产品生产$ 进口或出售时记录# 当期所得

税应在与税收有关的收入获得时记录% 虽

然税收中的可扣除项目不得不在实际扣除

时才记录# 对某些分配交易而言% 权责发

生的时间可能取决于单位何时分配收入或

做出转移的决定# 如果股息额不能明确地

归于一个特定的赚取期% 那股息应在宣布

除息时记录# 另外的例子还有准法人公司

的收入提取和各种各样的自愿转移% 应在

其实现时记录#

金融资产和负债交易的记录时间

-"!1, 在 #$%中% 金融资产交易 !包括现金的支

付" 的记录以所有权变更为准# #$%所界

定的某些金融债权B债务% 尤其是商业信用

和预付款% 是非金融交易的隐含结果% 并

无专门证明# 在这些情况下% 金融债权被

认为是在它的非金融对应物出现时产生的#

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 #$%记录的发生在准

法人公司和其所有者之间的金融交易#

-"!1- 一项金融交易在所涉及双方各自账簿中可

能是以不同日期记录的% 因为% 它们得到

交易证明文件的时间可能具有差异***由

于结算程序$ 支票邮寄时间等引起# 就可

转让存款和其他应收应付账款而言% 此类

(时滞) 所涉及的金额一般会很大# 按照

一致性要求% 双方应以同一日期记录交易#

如果所有权变更的准确日期不能确定% 那

么起决定作用的应该是交易全部完成的日

期 !因此是债权人得到支付的日期"#

-"!1. 对有价证券而言% 交易日期 !指有价证券

所有权变更的时间" 可能早于结算日期

!即有价证券正式移交日期"# 双方应按金

融资产所有权变更时间记录交易% 不应按

正式移交时间记录# 交易日期和结算日期

之间如果出现重大差异% 应按照应付款和

应收款处理#

-"!1/ 按照权责发生制% 债务偿还款项应在其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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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时记录 !例如债务支付$ 或重新计划$

或债权人免除债务时"# 如果发生到期未

付款% 无须虚拟任何交易% 在债务偿还前

按原有工具继续显示即可# 如果合同规定

了金融工具一旦成为到期未付款就会发生

的特征变更% 则应按这种变更重新分类记

录在金融资产和负债账户的其他变化中#

重新分类也适用于原始合同依然存在但合

同条款有所改变的情况 !例如利率或偿还

周期"# 如果合同经重新协商% 或金融工

具从某种工具类别变为另一种 !例如从公

债变为股本"% 其结果应被记录为新的交

易#

产出和中间消耗的记录时间

-"!10 根据权责发生制% 产出应在生产过程发生

的时期记录# 这样% 在制品的增加会随着

工作的进行被持续记录下来# 当生产过程

终止时% 累计到那一时点的全部在制品将

被实际转换成准备交货或出售的制成品存

量#

-"!11 同样% 货物或服务的中间消耗应在货物或

服务进入生产过程的时间记录% 该时间不

同于生产者获得相应货物或服务的时间#

存货变化和固定资本消耗的记录时间

-"!12 存货可能是生产者作为投入而持有的材料

和用品$ 尚未出售的产出% 或者是批发商

和零售商持有的商品# 在所有这些情况下%

存货增加都要在产品被购买$ 生产或以其

他方式获得时记录# 存货减少应在产品被

售出$ 作为中间消耗使用或以其他方式放

弃时记录#

-"!13 固定资本消耗的记录时间与其估价问题几

乎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 固定资本

消耗是一种成本% 它产生于该固定资产用

于生产的整个时期% 在核算期内如何准确

地分摊% 将取决于折旧率#

复合交易和平衡项的记录时间

-"!24 对那些作为两个或多个其他交易差额计量

的交易% 应遵循其基本构成流量发生的时

间来记录# 例如间接测算的金融中介服务

!:6#69"% 应按贷款和存款发生利息的时

刻记录#

-"!2! 平衡项采用相同的记录时间原则# 然而%

由于所涉及的交易和其他流量多种多样%

且各有特点% 因此在解释平衡项时需要加

以考虑# 例如% 分析非金融法人公司的

(储蓄) 平衡项时应当知道% 营业盈余产

生的时间不一定与其他要素如股息应付时

间完全一致#

其他流量的记录时间

-"!2, 资产其他物量变化通常是在某一准确时刻

或在相当短的时期内产生的离散事件#

持有收益和损失的记录时间

-"!2- 价格的变化往往具有连续性的特征% 尤其

是对那些存在活跃市场的资产而言# 在实

践中% 应该计算以下两个时点之间的名义

持有收益或损失#

)"一个时刻% 即

!

核算期开始的时刻' 或

!

从其他单位获得所有权的时刻 !通过购

买或实物交易"' 或

!

资产生产的时刻'

*"另一时刻% 即

!

核算期终止的时刻' 或

!

放弃资产所有权的时刻 !通过出售或实

物交易"' 或

!

在生产过程中消耗资产的时刻#

-"!2. 人们可能不解% 为什么名义持有损益不在

以两个单位同意交换资产之时为起点计算%

而在以获得资产之时为起点计算# 签订合

同确定了价格% 不就意味着此后任何价格

变化风险已经转移了吗- #$%认为% 在当

事方之一履行了它的义务 !把某些资产的

所有权转移给另一方% 提供服务$ 提供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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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或资本" 之前% 由合同产生的义务是有

条件的义务# 而且一个单位也可能只是在

它有经济所有权的资产或负债上产生持有

收益和损失# 这两条规则合起来意味着%

在签订合同日与第一方交货日之间的时期

内% 第二方不能就此合同承担任何价格风

险& 第二方既不拥有将被交付的资产% 也

不拥有应记录在金融账户中的对第一方的

债权#

-"!2/ 根据 #$%的原则% 结构和分类的变化应当

在某单位或资产进入同以前分类不同的类

别时记录# #$%是个完整的存量流量体

系% 因此要求记录所有的重新分类% 并在

同一时间记录重新分类的所有项目#

-"!20 为了得到时间上更具可比性的统计序列%

人们也许会把一些重要的重新分类搁置若

干年% 到这个时期结束时再成批处理# 这

种做法虽然可以理解% 但却与 #$%的建议

不一致% 后者的目的是要对分类层次做出

正确的估计# 只有对重新分类予以记录%

原则上才有可能基于核算期的情况重新构

造时间序列#

国际交易的记录时间调整

-"!21 由于存在各种各样的因素% 经济体之合作

伙伴的记录时间可能会有不同# 国际交易

记录的一个本质问题是时区不同% 此外还

可能因为邮递迟滞或清算过程而导致记录

时间差异# 大多数情况下% 编制国际账户

使用的是总合水平的数据% 而不是个体记

录# 可能会采用多种资料来源% 针对这些

资料间存在的主要差异% 进行记录时间调

整非常重要#

-"!22 从可获得的统计资料中进行选择时% 编制

者可能希望优先采用那些具有精确记录时

间的数据# 例如% 借贷实际提款记录被认

为是最好的资料来源% 因为它提供了授权

日期或实际中可能未注意到的日程# 编制

者选取的被认为是最合适的某些资料来源%

可能并不是专门为编制国际收支平衡表而

设计的#

资产负债表项目

-"!23 资产负债表可以在任何时点编制# #$%要

求所有部门的资产负债表都应在一个核算

期结束和新核算期开始的时刻编制# 一时

期期末资产负债表与下一时期的期初资产

负债表是相同的% 所以不会有未经 #$%正

式承认的价格变化$ 重新分类或其他经济

流量#

.$ 汇总! 取净额! 合并

汇总

-"!34 #$%范围内的大量个体交易$ 其他流量和

资产必须本着可操作$ 分析上有用的原则

进行分组# 在 #$%中% 此类分组要按照两

种或更多种分类相交叉来构造# 首先要以

机构部门或产业部门分类与交易$ 其他积

累登录或资产分类进行交叉分组# 此外%

还必须区分来源与使用$ 资产与负债# 为

了满足更详细的分析% 这些类别还可以进

一步细分& 比如按产品或资产类型分组$

按功能分组$ 按交易伙伴分组等#

-"!3! #$%的分类包括若干层次并用代码予以明

确标识% 据此即可区分出相应的汇总水平#

-"!3, 从概念上说% 每个总量的价值都是其中各

有关类别所有基本项目价值之和% 但实际

中常常要使用其他估计方法# 首先% 基础

交易$ 其他流量和资产的有关信息可能不

完备% 甚至不存在# 其次% 由于定义上的

差异和口径上的不同% 从不同初始来源获

得的数据通常会存在不一致% 有必要在总

量一级进行调整% 使它们相互协调#

取净额

-"!3- 个体单位或部门内部可能发生以下情况&

同一类交易既作为使用出现也作为来源出

现 !例如% 它们既支付利息% 也得到利

息"% 同一种金融工具% 既作为资产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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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作为负债出现# 将所有构成项目的全部

价值加总起来% 这样的合并称为总额记录'

如果某些构成项目是用账户另一方的相同

项目抵消$ 或通过取相反符号而加总合并

而来的% 则称为净额记录#

-"!3. #$%推荐按总额记录% 除非分类本身具有

取净额的内在性质# 但事实上% 取净额已

经成为 #$%诸多建议中的一个特征# 这主

要是为了突出在经济上的某些重要属性%

用总额数据看这些属性是不明显的#

-"!3/ 取净额隐含在许多交易类别中% 最突出的

例子是 (存货变化)% 以此强调其在整个

资本形成中的分析意义% 而不是追踪日常

的入库和出库# 同样% 除少数例外% 金融

账户和资产其他变化账户也是按净额记录

其资产增加和负债增加% 在核算期期末显

示出此类流量的最终结果# 当然% 所有平

衡项也是取净额# 为了避免混乱% #$%只

在限制性很强的意义上使用 (总额) 和

(净额) 这两个词语# 除了若干项目 ! (净

保费)$ (资产净值) 和 (净贷出或净借

入)" 之外% (净额) 一词在 #$%分类中

专指扣除了固定资本消耗之后的变量价值#

-"!30 对金融资产和负债流量而言% (资产净变

化) 和 (负债净变化) 被用来显示金融流

量的状况# 金融流量反映核算期内全部贷

方和借方登录引起的变化# 也就是说% 金

融流量对每一种金融资产和负债都分别按

净额进行记录# 使用 (资产净变化) 和

(负债净变化) 等词语% 可以使金融账户

与积累账户的惯例保持一致% 由此成为金

融账户$ 金融资产和负债其他变化账户的

通用术语# 使用这些术语% 也可以简化对

数据的说明# 对于资产和负债来说% 正值

变化表示存量增加% 负值变化表示存量减

少# 如果用贷方或借方概念表述增加或减

少% 其解释将取决于这些增加或减少是涉

及资产还是负债 !资产的借方是增加% 负

债的借方是减少"# 金融账户并不重视交

易对应借方还是贷方% 而是认为有必要认

可并保持核算的一致性' 例如% 概念上说%

贷方总是与相应的借方相匹配的% 后者要

么是资产的增加要么是负债的减少#

合并

-"!31 合并是针对流量和存量的另一种类型的相

互抵消% 应当将其与取净额区分开来# 合

并的目的是要消除发生在属于同一机构部

门或分部门之两个交易者之间的交易或借

方B贷方关系# 不能认为合并会造成信息的

完全损失' 通过交易伙伴% 仍然可以给出

一些基本说明# 合并可能主要涉及金融机

构和一般政府# 更详细的讨论说明见第 ,,

章和第 ,1 章# 对于某些类型的分析来说%

关于这些 !子" 部门与其他部门的交易以

及相应的 (对外) 金融头寸的信息比综合

性的总额数字更有意义# 然而% 作为一项

规则% #$%对各个项目的记录不做合并处

理#

-"!32 对 (产出) 和 (中间消耗) 等类交易% 采

用一种特殊的不合并规则# 这些交易自始

至终是在基层单位这一级记录% 这就是说%

各机构部门和产业部门账户不应当对同属

某一机构单位之基层单位之间提供的产出

进行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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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章"机构单位和部门

#$ 引言

."! 本章给出机构单位的定义和解释% 并说明

把机构单位合并成 #$%之部门和子部门的

方法# 经济总体是由其全部常住机构单位

所组成的% 所以本章讨论的另一个重要概

念是常住性#

!$ 机构单位

.", 机构单位是指能够以自己的名义拥有资产!

发生负债! 从事经济活动并与其他实体进

行交易的经济实体# 机构单位的主要属性

可描述如下&

)"机构单位有权以自己的名义拥有货物或

资产% 并因此能够通过与其他机构单位

的交易变更对货物或资产的所有权'

*"机构单位能够作出经济决策$ 从事经济

活动% 并以自己的名义在法律上承担相

应的直接责任'

+"机构单位能够代表自己发生负债% 或承

担其他的义务$ 承诺% 签订合同等'

5"机构单位或者编制有一套包括资产负债

表在内的全套账户% 或者在被要求时%

有可能编制出这样的全套账户% 而且从

经济观点看% 这种编制是有意义的#

."- 在现实社会中% 具备成为机构单位条件的

单位主要有两类& 一类是以住户形式出现

的个人或一群个人% 另一类是法律或社会

实体#

.". #$%认为% 住户是指这样的一群个人% 他

们共用生活设施" 把成员的部分或全部收

入或财产汇聚起来使用" 集体性地消费某

些货物和服务&&&主要是住房和食物# 除

了个体住户之外% 还有所谓的机构住户%

是指长期住在医院$ 养老院$ 宗教场所$

监狱等地的人员所组成的住户#

."/ 多成员住户中的每个个体不作为单独的机

构单位处理# 首先% 许多资产拥有或负债

发生是由住户中的两个或更多成员共同承

担的' 其次% 为了整体的利益% 住户中的

个体成员们会把获得的部分或全部收入汇

集起来共同分享' 再次% 许多支出决策%

尤其是与食物$ 住房消费相关的决策% 是

为了住户整体而集体做出的# 这样% 要为

住户成员个体构建有意义的资产负债表或

其他账户几乎是不可能的# 上述种种原因%

使得 #$%必须把住户整体而不是其中的个

体处理为机构单位#

."0 第二类机构单位是代表自身从事经济活动

和交易的法律或社会实体% 例如公司$ 非

营利性机构 !$(6"$ 政府等# 一个法律或

社会实体是指" 被法律或社会承认的! 独

立于可能拥有或控制它的自然人或其他实

体而存在的实体# 这些单位都要为其所做

出的经济决策或行为负责% 即使是其自主

权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其他机构单位

的情况下% 比如从根本上说由股东们控制

的公司# 有些属于住户或政府的非法人公

司在运作模式上可能与公司大体相同% 若

其能提供全套账户% 则将之视为准公司#

."1 在法律意义上% 公司可用不同的名称来描

述& 公司$ 法人企业$ 公营有限责任公司$

公营公司$ 私营公司$ 股份公司$ 有限责

任公司$ 有限责任合伙公司等等# 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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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具有非营利机构性质的法律实体有时

也称作 (公司)% 所以一个机构单位的属

性不能完全顾名思义% 而是要通过衡量其

目的和功能来判断# 在 #$%中% 公司这一

术语" 覆盖依法成立的法人公司" 以及合

作社! 有限责任合伙企业! 名义常住单位

和准公司等# 对这些各类机构单位的说明

将在;节给出#

."2 非营利性机构 #'78$ 是出于生产货物或

服务的目的而建立的法律或社会实体" 但

其法律地位不允许那些建立它们! 控制它

们或为其提供资金的单位利用该实体获得

收入! 利润或其他财务收益# 实践中% 非

营利机构的生产活动一定会有盈余或亏损%

只不过产生的任何盈余都不能为其他机构

单位占有# 通常在建立非营利机构的章程

中会有明文规定& 控制或管理非营利机构

的机构单位无权分享所产生的任何利润或

其他收入# 同时由于此原因% 非营利机构

常常会被免征多项税收# 在 #$%中如何处

理$(6的说明将在<节给出#

."3 政府单位是唯一一类通过政治程序设立的!

在特定区域内具有对其他机构单位行使立

法! 司法或行政权的法律实体# 政府单位

作为机构单位% 其根本功能在于& 用来源

于税收或其他收入的资金承担为社会和住

户提供货物和服务的责任' 通过转移的手

段进行收入和财产的再分配' 从事非市场

生产#

($ 常住性

."!4 所谓一个机构单位的常住性% 是指它与其

所在的经济领土有着最紧密的联系% 换言

之% 在此经济领土上具有显著的经济利益

中心# #$%中的经济领土概念与 ;(90

!国际收支手册第 0 版" 是一致的# 下文

将说明有关经济领土的一些关键特性# 最

广义的% 经济领土是指任何有统计需求的

地理区域或管辖区域# 某实体与某一确定

的经济领土的联系% 取决于该实体的自然

存在地点和是否受该领土上政府之管辖等

因素# 使用最普遍的经济领土概念是指处

于单一政府有效经济控制下的区域# 不过%

经济领土的含义可能会大于或小于这一概

念% 比如它可以是一个货币或经济同盟$

也可以是国家的一部分或世界的一部分#

."!! 经济领土涵盖陆地$ 天空$ 水域% 包括有

捕鱼权和能源或矿物开采权的管辖区域#

就海洋领土而言% 经济领土包括属于领土

范围的岛屿# 经济领土还包括在国 !境"

外的领土飞地# 所谓飞地% 是指位于国

!境" 外领土内% 经与所在地政府达成正

式协议后% 为一政府所拥有或租用% 用于

外交$ 军事$ 科学或其他用途的有清晰界

限的土地区域 !例如% 使领馆$ 军事基

地$ 科学站$ 信息或移民办公机构$ 援助

机构$ 央行的代表机构等% 它们一般具有

外交豁免权"#

."!, 经济领土既有坐落何处的自然属性% 又有

归谁管辖的社会属性# 经济领土和常住性

概念的设计是为了保证每一个机构单位是

唯一一个经济领土上的常住者# 以经济领

土作为经济统计的范围意味着% 一个包含

多个附属企业的集团% 其每一个成员都是

各自所在经济领土的常住者% 而不是全部

归并到总部所在地的经济体中#

."!- 一般而言% 说一个机构单位在一个且仅在

一个经济领土上常住% 是根据它在该经济

领土上具有显著经济利益中心而确定的#

但有些在一个以上经济领土上进行无缝运

营的跨国公司可以作为例外% 此时% 虽然

该企业在多个经济领土上都从事着实质性

的活动% 但因为其运行过程不可分% 没有

独立的账户或决策% 从而不能将该企业拆

分成独立的子公司或母 @子公司# 此类企

业常常涉足于各种跨境活动% 包括水运$

空运$ 界河上的水电工程$ 管道$ 桥梁$

隧道$ 海底电缆等# 如果不能辨别出母公

司或单独的子公司% 就有必要把企业的总

运营指标按比例分配给各个经济领土# 关

于此种特殊情况的更多信息% 可参阅

;(90#

."!. 如果一个机构单位使用一个经济领土内的

一些地点$ 住宅$ 生产场地或其他活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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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从事而且有意持续 !无限期或者相当长

期限" 从事具有显著规模的经济活动或交

易% 则称该机构单位在该经济领土上具有

显著的经济利益中心# 只要在同一经济领

土内% 具体地点可以并不固定# 判定常住

性的操作化定义是% 事实上或意向上住在

一地的时间达一年或一年以上# 当然时间

选择为一年带有一定主观性% 之所以如此%

是为了避免不确定性和有利于国际一致性#

."!/ #$%中的常住性概念与 ;(90 是完全一致

的# 以下是由之引申出的几个关键推论&

)"个人的常住性决定于其所属的住户而非

其工作地# 即使有住户成员从事跨界工

作% 或者是在国外居住一段时间% 同一

住户的所有成员应与住户本身具有相同

的常住性# 但如果有人在国外工作或居

住的时间长到在国外形成了经济利益中

心的程度% 则其不再是原住户的成员'

*"不属于准公司的非法人企业不能成为独

立于其所有者的单独的机构单位% 因此

与其所有者有相同的常住性'

+"正常情况下可认为% 公司和 $(6在其依

法成立和登记的国家具有经济利益中

心# 但可能存在如下情况& 公司的常住

国并非其股东的常住国' 子公司的常住

国不同于母公司的常住国# 如果一个公

司或非法人公司% 为了长期 !通常是一

年以上" 从事生产活动而在别国保有分

支机构$ 办事处或生产场地% 但并未因

此成立子公司% 则这样的分支机构$ 办

事处或生产场地应被视为常住所在国的

准公司 !即独立的机构单位"'

5"一国经济领土上的土地$ 建筑物等不动

产的所有者% 或者持有上述任一种不动

产长期租赁协议的单位% 即使在该国并

没有从事除此之外的经济活动或交易%

也总是被认为在该国具有经济利益中

心# 因此% 所有的土地和建筑物都为常

住者所拥有'

8"开采地下资源的活动只能由常住机构单

位进行# 一家进行资源开采的企业% 即

使之前不是常住单位% 当其获得必需的

许可证或租赁协议后就应视为是常住单

位'

D"对于那些几乎没有关于其活动场所特征

信息的实体% 如一些特殊目的实体% 可

以将其公司成立的地点确定为活动场

所#

关于各类跨界案例更加详尽的讨论在第 ,0

章和;(90 中给出#

+$ 部门划分和经济行为

."!0 #$%的机构部门由具有相似特征的机构单

位合并而成# 由于在经济目的$ 功能和行

为方式等方面的不同% 公司$ $(6$ 政府

单位和住户在本质上彼此不同#

."!1 应根据机构单位所从事经济活动的特性将

其归入相应的机构部门# #$%记录了三种

基本经济活动& 货物和服务的生产$ 满足

人类需求的消费$ 各种形式的资本积累#

公司或从事生产活动或从事积累活动 !或

两者都从事"% 但不会进行 !最终" 消费'

政府代表全社会从事生产 !但基本上以不

同于公司的方式"$ 积累和最终消费' 全

体住户代表自己进行消费% 同时也可能从

事生产和积累活动# $(6在性质上呈现多

样化& 有的像公司% 有的实际上是政府的

一部分% 还有的虽独立于政府但从事着类

似政府的活动#

."!2 公司和政府的根本区别在于进行生产的基

础是不同的# 公司为市场而生产% 努力以

有显著经济意义的价格卖出产品# 所谓有

显著经济意义的价格是指% 对生产者愿意

供给的数量和消费者愿意购买的数量具有

显著影响的价格# 当生产者或是为了长线

获利 !或是为了至少能弥补资本和其他成

本" 而愿意调整其供给% 而消费者具有购

买与否的自由并可根据要价来做出选择时%

通常就会形成这样的价格# 关于有显著经

济意义的价格的定义和市场与非市场生产

的含义% 在第 0 章和第 ,, 章有更广泛的讨

论#

."!3 公司被划分为两类& 一类主要提供金融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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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一类主要提供货物和其他服务# 这两

类公司就是一般所称的金融公司和非金融

公司% 作如此划分是由于金融公司在经济

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

.",4 政府单位在经济目的$ 功能和行为方式等

方面是独具特色的# 政府单位会组织和提

供资金支持% 向个别住户和社会供给货物

和服务% 并因而产生最终消费支出# 政府

能够自己生产其供给的货物服务中的大部

分% 但其产品通常或是免费提供% 或是以

由纯粹的市场力量之外的因素决定的价格

提供# 政府单位还通过税收和其他转移手

段进行收入与财产的分配和再分配# 社会

保障基金属于政府单位#

.",! 住户在经济目的$ 功能和行为方式等方面

又有所不同# 住户主要是消费单位% 但也

能从事生产活动# 一般而言% 这种生产活

动的规模较小% 其中还包括一些非正规的

和维持生计的活动# 如果住户中的生产单

位不是法律实体 !那就不能被处理为法律

实体"% 就将其称为非法人企业% 它们仍

是其所属住户这个机构单位的一部分#

.",, 建立$(6这种机构单位的目的是生产或分

配货物或服务% 而不是为了给那些控制或

提供资金给 $(6的单位创造收入或利润#

但实际中% 有的 $(6是以具有显著经济意

义的价格向客户提供货物服务的% 此时

#$%则按与公司相同的方式处理之# 由政

府控制的$(6被处理为政府单位# 其余的

$(6% 就是那些既不以有显著经济意义的

价格出售所生产的货物和服务% 也不受政

府控制的 $(6% 被归为专门的一类% 称为

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 !$(6#7"# 实际

上% 它们是非政府社会机构#

.$ 经济总体

.",- 经济总体定义为所有常住机构单位的集合#

构成经济总体的常住单位被分为五个相互

独立的机构部门# 机构部门是机构单位的

集合% 而所有机构单位中的每一个都必须

归属于 #$%中的某一个机构部门# #$%的

全套账户可以以一个机构单位为对象编制%

也可以以一个机构单位群为对象编制# .",

段所阐述的机构单位特征解释了为什么针

对一个机构单位中的一部分编制全套账户

是不可行的# 然而% 针对公司中从事不同

类别生产活动的某部分编制一些子部门账

户% 却是可能的$ 有价值的$ 在实践中经

常使用的做法% 这将是第 / 章的主题# 本

章的关注点在于一个完整的单位应该划入

哪一个部门#

/$ 机构部门概览

.",. 每个常住机构单位都要归属于五个机构部

门中的某一个且唯一一个部门# 这五个机

构部门是&

非金融公司部门

金融公司部门

一般政府部门

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部门

住户部门

.",/ 如何把一个单位归属于适合的机构部门%

其概念基础可参见图 ."!# 图中% 经济总

体的所有部门和国外部门用双线框围绕#

一旦把非常住单位和住户除外% 余下的就

只有常住法律和社会实体# 此时只需再问

三个问题就能确定所有此类单位的部门归

属# 首先要问& 该单位是市场生产者还是

非市场生产者- 答案取决于该单位的多数

产出是不是以有显著经济意义的价格提供

的#

.",0 决定部门归属的第二个问题是针对非市场

单位的# 所有的非市场单位% 包括非市场

$(6% 或归属于一般政府部门% 或归属于

$(6#7部门# 其决定因素是& 该单位是否

是政府的一部分% 或为政府所控制# 控制

与否的标准% 将在<节讨论#

.",1 决定部门归属的第三个问题是针对市场性

单位的# 所有的市场性单位% 包括市场性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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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或归属于非金融公司部门% 或归属

于金融公司部门# 与 #$%中其他地方一

样% 在部门的语境下% 公司这个术语包括

依法成立的法人公司% 以及合作社$ 有限

责任合伙企业$ 名义常住单位和准公司#

.",2 所有的常住非金融公司都归于非金融公司

部门% 且在实际中占了该部门的大多数#

此外% 该部门还包括从事市场性货物和非

金融服务生产的 $(6% 比如% 收取费用并

能弥补其经常性生产成本的医院$ 学校'

经费来自非金融公司或非法人企业缴款的$

因而其角色是推进和服务于这些企业之利

益的各种行业协会$ 商会等# '节将对非

金融公司部门作进一步讨论#

.",3 金融公司部门包括所有主营活动是提供金

融服务***包括金融中介$ 保险和养老金

服务***的常住公司% 以及所从事的活动

能为金融中介提供便利的单位# 此外% 该

部门还包括从事具有金融特性之市场生产

的$(6% 例如% 那些经费来自金融企业缴

费$ 从而其角色是推进和服务这些企业之

利益的 $(6# =节将对金融公司部门作进

一步讨论#

."-4 一般政府部门主要由如下单位构成& 中央

政府单位$ 省级政府单位和省之下的地方

政府单位% 以及受这些政府单位影响和控

制的社会保障基金% 此外还有受政府和社

会保障基金控制的从事非市场生产的$(6#

."-! 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部门由所有为住

户或社会提供非市场性货物服务的常住

$(6构成% 但要除去受政府控制的$(6#

."-, 住户部门由所有的常住住户组成% 其中包

括由长期住在医院$ 养老院$ 宗教场所$

监狱等地的人员所组成的机构住户# 如前

所述% 住户所拥有的非法人企业被认为是

住户整体的一部分% 而不作为独立的机构

单位% 除非它具备足够详细的账户% 才能

如处理准公司的活动那样处理其活动#

0$ 子部门

."-- 上述五个机构部门中的每一个都能再分成

子部门# 但是% 不存在一个对所有目标或

对所有国家都是最优的子部门划分方法%

所以% 对特定的部门会对应地推荐可供选

择的子部门划分方法# 把经济总体分解为

各机构部门% 能加强账户在经济分析中的

作用% 因为机构部门是按照目的相似$ 行

为方式相似的原则把机构单位集合起来而

形成的# 划分部门和子部门的作用还在

于& 为了政策目标% 可以定位或监控特定

的机构单位组群# 例如% 把住户部门分

成不同子部门% 是为了可以观察不同社

会阶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或在政府的

经济$ 社会政策措施下是如何受影响或

受益的# 同样% 在金融公司部门和非金

融公司部门下% 把受非常住单位控制的

公司作为单独的子部门处理可能也是具

有重要意义的% 这不仅是因为其行为方

式很可能与受国内单位控制的公司不一

样% 还因为政策制定者希望能够通过这

种区分来观察经济中受外部影响部分的

情况# 怎样把部门分成子部门% 取决于

开展分析的类型$ 政策制定者的需求$

数据的可得性和国家的经济环境与制度

安排等多方面的因素#

公营部门和外资控制部门

."-. 一种常见的子部门划分是识别出那些由政

府控制的非金融公司和金融公司% 即所谓

的公营公司% 以及识别出那些受国外控制

的公司# 而余下的公司则组成了经济体中

的本国私营公司# ;节将讨论是否受政府

或国外控制的标准# 图 ."! 显示了对这两

种公司的子部门划分#

非营利机构

."-/ 如前所述% #$%根据是否从事市场生产的

标准***而不论动机$ 雇员构成和从事何

种活动***把 $(6分别归于不同的部门#

然而% 现今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把所有

$(6作为 (公民社会) 的标志% 所以有建

议认为应该把公司和政府中的 $(6划分出

来% 放入一个独立的子部门% 这样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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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需要时% 直接导出一个描述所有 $(6活

动的补充表#

其他子部门划分

."-0 以下各节将在对每个部门进行更详细的讨

论时% 论及子部门划分的问题# 对一般政

府$ 金融公司和住户部门提出若干种专门

的子部门划分方法#

5$ 国外部门

."-1 有时会直接将非常住住户或公司称为国外

的常住单位# 只要是 !像编制经济总体账

户一样" 编制机构部门的账户% 就要编制

一个额外的账户来反映与国外部门关系#

从效果上看% 记录与国外的交易时% 事实

上就好像是把国外当成了第六个部门#

%$ &'#中的公司

!$ 公司的类别

."-2 #$%所使用的公司概念% 要比单纯法律意

义上的概念更为宽泛# 一般而言% 所有实

体如果满足以下条件&

)"能够为其所有者创造利润或其他财务收

益'

*"在法律上被认定为独立于其承担有限责

任的所有者的法律实体'

+"为从事市场生产而成立#

即可作为 #$%概念中的公司% 而不论它们

如何描述自己% 或冠以何种称呼# 公司这

个术语% 既包括依法成立的法人公司% 也

包括合作社$ 有限责任合伙企业$ 名义常

住单位和准公司等# 无论何时% 只要使用

公司这个术语% 除非另有说明% 就是指宽

口径概念% 而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窄口径概

念# 下文将依次讨论宽口径公司的各主要

组成部分#

依法成立的法人公司

."-3 依法成立的法人公司可以有多种名称& 公

司$ 法人企业$ 公营有限公司$ 公营公司$

私营公司$ 股份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有

限责任合伙企业等# 依法成立的公司是一

个法律实体" 它成立的目的是生产市场性

货物或服务" 并以此作为公司所有者获得

利润或其他财务收益的来源' 它由股东集

体所有" 股东有权任命负责常规管理的管

理者#

.".4 各国在依法成立公司的设立$ 管理和运营

等方面的法律规定不尽相同% 所以不太可

能给公司下一个普遍有效且精确的法律定

义# 然而% 尽量详细地揭示公司的那些与

#$%观点最相关的典型特征却是可能的#

这些特征总结如下&

)"公司是按照法律程序成立的实体% 被承

认具有独立于其他机构单位***即使是

拥有公司股份的机构单位***而存在的

地位# 为此% 公司的存在$ 名称$ 地址

等信息要在专门机构做登记# 正常情况

下% 可以认为公司在其建立和登记的国

家具有显著经济利益中心 !即是常住

者"#

*"若建立公司的目的是在市场上以有显著

经济意义的价格出售其所生产的货物或

服务% 这就意味着该公司是市场生产

者# !第 0 章和第 ,, 章将说明有显著经

济意义的价格和市场与非市场生产的区

别#"

+"公司在法律上对自身的行为$ 义务和合

同负全责% 这是 #$%中机构单位的一项

关键特征# 公司因其生产活动$ 收入或

资产而接受其常住国家的税务当局的管

理#

5"公司的所有权归股东集体所有% 在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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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核算期% 以红利形式实际分配给股

东的收入额度由公司管理者决定% 分配

通常是根据股东所持股份的价值或数

量% 或者其他资本份额成比例地进行#

同一个公司可能会发行拥有不同权利的

多种股票#

8"当公司被清盘或清算时% 股东有权以类

似分红的方式对公司的资产净值进行分

割% 资产净值是公司在变卖了所有资产

且偿还了所有债务之后的剩余价值# 如

果公司因为负债额超过资产额而宣布破

产% 股东没有义务偿还超出部分的债

务#

D"对公司的控制最终是由股东们集体实施

的# 公司董事会负责政策制定和高级管

理人员的任命% 而董事会一般由股东集

体投票产生#

L"但实际上% 有些股东对公司的政策和运

营发挥着比其他股东大得多的影响或控

制#

M"股东的投票权可以不相同# 有些股票没

有投票权% 而有的则有额外权利***例

如% 对董事会做出某些特定任命的权

利% 或者否决某些根据多数投票做出的

任命的权利等# 当政府作为公司股东

时% 就可能拥有这种额外权利#

O"许多有投票权的股东选择不使用权利#

这样% 少数有组织的活跃股东就有可能

处于控制公司政策和运营的地位#

合作社! 有限责任合伙企业等

.".! 生产者们建立合作社的目的是营销其共同

的产出# 合作社的利润按达成的协议进行

分配% 而不一定按持股比例进行分配% 但

在运营方面% 合作社实际上与一般公司一

样# 合伙企业是独立的法律实体% 其成员

承担有限责任% 其运营方式与一般公司类

似# 合伙人既是股东同时又是管理者#

准公司

."., 有些非法人企业在所有 !或几乎所有" 方

面的行为都像是法人企业% 在 #$%中称之

为准公司% 准公司和公司一起被纳入非金

融和金融公司部门# 所谓准公司&

9"或是常住机构单位拥有的非法人企业"

它有编制全套账户的充分资料" 如同独

立公司一样运营" 而且事实上它与所有

者的关系就像公司与股东的关系(

:"或是非常住机构单位拥有的非法人企

业" 但由于该非法人企业长期或无限期

在经济领土范围内从事有显著数量规模

的生产" 它被认为是常住机构单位(

.".- 在 #$%中% 主要有以下三类准公司&

)"政府单位拥有的非法人企业% 它们从事

市场生产% 运营方式与公营公司类似'

*"住户拥有的非法人企业% 包括非法人合

伙公司或信托公司% 其运营方式与私营

公司类似'

+"非常住机构单位拥有的非法人企业% 被

视作 (分支机构)#

.".. 准公司概念的清晰意图是& 应该把那些相

当程度上独立的% 其运行方式与公司一样

的非法人企业% 与其所有者分离开来# 而

如果与公司一样运营% 就必然会有全套账

户# 事实上% 保有包括资产负债表在内的

全套账户% 是将一家企业处理为准公司的

必要条件% 否则从核算的角度看% 把准公

司与其所有者区分开是不可行的#

."./ 把准公司处理为独立于其所有者的机构单

位% 它就必须有自己的增加值$ 储蓄$ 资

产$ 负债等% 就必须能够区分并记录发生

在准公司与其所有者之间的收入流量和资

本流量# 在给定的核算期内% 准公司所有

者能决定对准公司收益的提取额度% 这种

提取相当于公司对股东的分红# 给定了收

益提取额度% 准公司的储蓄额 !即留存在

准公司的收益" 也就随之确定# 准公司还

需要有资产负债表% 以反映用于生产的非

金融资产的价值$ 以企业名义拥有的金融

资产和发生的金融负债#

.".0 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 把住户拥有的非法

人企业作为准公司处理存在着困难% 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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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住户拥有的准公司的定义中引入其他标

准 !如规模等" 并没有什么用处% 如果企

业的实际运行并不像公司一样% 且没有自

己的全套账户% 即使规模再大% 也不能且

不应作为准公司处理#

分支机构

.".1 如果一个非常住单位在一个显著长的时期

中在该经济领土内从事着实质性的活动%

即使没有独立的法律实体% 仍可将其视为

具有机构单位身份的分支机构# 为了统计

目的而把分支机构划分出来% 是因为分支

机构除了不是法人外% 从各方面看% 其活

动都与活动地点有着很强的联系# 对一个

在国外的非法人企业% 如果其实质性活动

能与其所属实体其他部分的活动区分开%

则可以把该企业处理为准公司# 与其他准

公司一样% 该单位或者已有全套的账户%

或者从经济观点看% 编制这些账户是有意

义的# 具备独立的记录就表明确实存在着

一个单位% 对此单位进行统计就是可行的#

以下是识别分支机构时所应全部具备或多

数具备的要素&

)"在与总部所在地不同的经济领土内% 从

事或意向从事一年或以上的生产活动&

!

若生产过程涉及自然存在% 则其运营活

动就是在自然所在地的领土范围内进

行# 用于反映在领土范围内有运营意图

的指标有& 购买或租用业务用房产$ 获

得资本设备和招聘当地雇员等#

!

若生产过程不涉及自然存在% 例如银

行$ 保险或其他金融服务% 则可以通过

其运营活动的注册地或法律上的经营地

来确定其运营活动所在的领土范围#

*"运营活动被认定要受所在地所得税制度

的管理% 即使是享有免税待遇时也是如

此#

.".2 有些由非常住承包商开发的建筑项目也会

产生分支机构# 建筑活动的执行或管理方

可能是并不在当地成立法律实体的非常住

企业% 例如% 由于大型项目 !如桥梁$ 水

坝$ 电厂等" 一般耗时一年或以上才能完

成% 其管理需要通过当地的现场机构进行#

名义常住单位

.".3 不动产% 如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 建筑和

构筑物等% 一般都被常住单位所有% 只有

一种特殊情况除外# 如果法律上的所有者

在事实上是非常住者% #$%就人为虚设一

个单位% 称之为名义常住单位# 名义常住

单位被记录成资产所有者% 并获得该资产

所产生的地租或租金% 而法律上的所有者

则拥有该名义常住单位的权益% 并获得该

名义常住单位以向国外支付财产收入的形

式所提供的收入# 唯一的例外是位于外国

政府拥有治外法权的飞地上 !例如大使

馆$ 领事馆$ 军事基地等" 的土地和建筑

物% 它们受母国领土法律的约束% 不属于

其自然所在地位于的领土#

."/4 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等不动产的长期使用

租约也必须由常住者持有% 如果需要% 也

可以在这种情况下引入名义常住单位#

($ 特殊情形

集团公司

."/! 大型集团公司或多元化企业集团是由母公

司及其所控制的若干个子公司组成的% 而

一些子公司又可能会控制自己的子公司%

这种关系可能是多层级的# 为了某些特定

目的% 可能需要有关集团公司整体的信息#

但每一个个体公司% 不论其是否集团的组

成部分% 都应处理为独立的机构单位# 即

使是完全被其他公司所拥有的子公司% 也

是独立的$ 需要根据法律和税收当局的要

求编制包括资产负债表在内的全套账户的

法律实体# 虽然子公司的管理可能受其他

公司的控制% 但子公司仍然要对其从事生

产活动的行为负责#

."/, 不把集团公司作为单一机构单位的另一理

由是& 在实践中% 并非总能很好地界定集

11

第 . 章"机构单位和部门



团% 也并非总能稳定地或容易地识别集团#

对于从事并非紧密关联的活动的集团而言%

取得其数据是有困难的' 另外% 许多多元

化企业集团的规模太大而呈很强异质性%

也不能被处理为单一单位% 而且% 集团的

规模和组成还会由于兼并$ 收购等原因而

不断发生变化#

总部和控股公司

."/- 有两种非常不同的单位都可称为控股公司#

一种是对子公司在某些方面实施管理性控

制的总部% 有时总部员工的人数显著少于

子公司 !只是其级别更高"% 但总部仍积

极从事着生产活动# 在第 . 版6#6<的9门

类 14!4 小类% 对这种活动的描述是&

本小类的活动是对公司或企业其他单位进

行监督和管理% 承担公司或企业之战略或

组织规划$ 政策制定的角色% 执行对相关

单位的经营控制和日常运营管理#

这种单位应归属于非金融公司部门% 但当

其大部分或全部的子公司是金融公司时%

则可按惯例归入金融公司部门的金融附属

活动#

."/. 更适合被称为控股公司的一类单位是掌握

子公司的资产% 但并不进行任何管理活动

的单位# 在第 . 版 6#6<的 P门类 0.,4 小

类% 对这种活动的描述是&

本小类是关于控股公司的活动% 控股公司

是指掌握 !拥有达到控制程度的权益" 一

组子公司资产的单位# 它的主要活动就是

拥有一组公司# 本小类中的控股公司并不

对所控股企业的业务提供任何其他的服务%

换言之% 对其他单位既没有行政上的% 也

没有经营上的管理#

即使其全部的子公司都是非金融公司% 此

类单位也总是归入金融公司部门% 处理为

专属金融机构#

特殊目的实体

."// 有些机构单位可称为特殊目的实体 !#(="

或特殊目的工具# 关于 #(=没有通用的定

义% 但可能具备如下一些特点#

."/0 这类单位一般没有雇员% 也没有非金融资

产# 可能除了确认其注册地的 (铜牌) 外

几乎没有任何自然存在# 它们总是和另一

个公司相关联% 通常是作为其子公司% 特

别的是% #(=I通常常住在与所关联公司不

同的经济领土上# 如果一家企业没有任何

自然信息% 其常住地可根据其依法成立公

司或登记时所在的经济领土而定# 关于其

他问题的详细说明参见;(90#

."/1 此类实体经常由另一家公司的员工来管理%

而这家公司可能与该实体相关联% 也可能

不相关联# 此类单位会为所得到的服务支

付费用% 同时向母公司或其他关联公司收

取费用以弥补成本# 这是此类单位所参与

的唯一生产活动% 虽然它经常会代表其所

有者发生负债% 并经常通过所持有的资产

获得投资收入和持有收益#

."/2 一个单位不论是完全具有还是完全不具有

这些特点% 不论是被称为还是不被称为特

殊目的实体或其他类似的实体% #$%对之

的处理方式与对所有其他机构单位的处理

方式是一致的% 即根据其主营活动来归属

部门和行业% 除非该单位属于以下三种情

况之一&

)"专属金融机构'

*"公司的虚拟子公司'

+"一般政府的特殊目的单位#

以下对每种情况加以说明#

专属金融机构

."/3 只拥有子公司资产而不提供任何服务的控

股公司% 是专属金融机构的一个例子# 其

他一些具有上述 #(=I特点的单位也要处理

为专属金融机构% 包括& 投资和养老基金$

为个人或家庭持有和管理财富的单位$ 为

资产证券化而持有资产的单位$ 代表关联

公司发行债券的单位 !这种公司可被称为

导管公司"$ 作为证券化工具和执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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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功能的单位#

."04 这类实体对资产和负债行使了一些实质性

控制% 达到了承担相关风险和获取相关收

益的程度% 由此表明了其独立于母公司的

程度# 此类单位归入金融机构部门#

."0! 如果这类实体不能独立于母公司运作% 仅

作为一个资产和负债的被动持有者 !有时

称这种情况为 (自动驾驶)"% 它就不能单

独作为机构单位% 除非它是母公司所属经

济体之外的经济体的常住者# 当它与母公

司常住在同一经济体内时% 它应被处理为

马上在下文描述的 (虚拟子公司)#

公司的虚拟子公司

."0, 在 #$%中% 公司这一术语所指称的机构单

位既包括法律所承认的公司% 也包括 #$%

中处理为公司的其他单位% 明确地说就是

准公司$ 分支机构和名义单位# 但在下面

六个段落中% 公司术语只用于指称作为法

律实体的公司#

."0- 有一类子公司% 它们完全为母公司所有%

创建它们的目的在于为母公司或同一集团

下其他公司提供如下服务& 避税% 破产时

使负债最小化% 在特定国家的税法和公司

法之下获得其他技术上的好处# 例如% 母

公司可以成立一个子公司% 把母公司对土

地$ 建筑物和设备的所有权都转移给该子

公司% 而子公司的唯一功能就是把这些所

有权回租给母公司' 又例如% 一个子公司

可以是所有与集团中其他公司签订了合同

的员工的名义雇主% 该子公司可能会在独

立的计算机设备上保有母公司的账户和记

录# 成立这类子公司就是为了获得融资$

管理等方面的优惠# 母公司还会在某些情

况下设立 (休眠) 子公司***实际并不从

事任何生产活动% 但在母公司需要时可被

激活#

."0. 一般而言% 这类公司并不满足 #$%中关于

机构单位的定义% 因为它们缺乏独立于母

公司的行动能力% 而且% 它们持有和交易

其资产负债表上之资产的能力也可能是受

到限制的# 它们的产出量和产出价格都是

由作为其唯一客户的母公司 !也可能是同

一集团中的其他公司" 决定的# 这样% 在

#$%中这类公司就不能处理为独立的机构

单位% 而应做为母公司的一部分% 其账户

应和母公司的账户统一编制# 如前所述%

被动型 #(= !处于 (自动驾驶) 状态" 的

账户也要和其母公司账户统一编制% 除非

它与母公司分属不同经济体的常住者#

."0/ 母公司也可能出于与成立上述子公司类似

的理由成立如合伙$ 信托等形式的准公司#

在 #$%中% 这些准公司要做为母公司的

一部分处理% 从而其账户要与母公司统一

编制#

."00 必须对刚才所描述的虚拟子公司和只从事

辅助活动的单位加以区分# 第 / 章 '节将

会详细阐述& 辅助活动的范围只限于那些

所有企业都或多或少需要的服务功能% 例

如物业保洁$ 员工薪酬发放或为企业提供

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等# 只从事辅助活动的

单位一般都不满足成为机构单位的条件

!基于同样的原因% 虚拟子公司也不满足

条件"% 但如果有分析价值% 有时可将它

处理为独立的企业基层单位#

一般政府的特殊目的单位

."01 一般政府也可能成立具有与上述专属金融

机构和公司虚拟子公司相似特点与功能的

特殊目的单位# 这种单位不具有独立行为

的权力% 所能从事的交易范围也受到限制#

它们不需要承担或获得与所持有资产和负

债相联系的风险和收益# 此种单位% 若是

常住者% 则作为一般政府的一部分处理%

不作为独立单位# 其执行的任何在国外的

交易都应视为与政府的相应交易# 所以%

此类单位在国外的借款要被等额地看作是

!国外" 对一般政府的贷款% 且所属项目

也与原始借款相同#

+$ 公司的所有权与控制

."02 上市公司的所有权按所持股份比例分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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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该公司股票的各个机构单位# 有可能

是一个单独的机构单位***无论是另一家

公司$ 一个住户还是一个政府单位***拥

有上市公司的全部权益或股份% 但更常见

的情况是& 上市公司的所有权分散在数家

或很多家机构单位#

."03 如果单独一个机构单位持有一个公司过半

数的股份或权益% 它就能在需要时通过投

票胜过所有其他股东从而控制公司的政策

和经营# 类似地% 少数有组织的股东只要

其加在一起的股份超过总数的 /4Q% 就能

通过一致行动控制公司# 当然也存在例外

的情况% 如特定股票的持有者可享受到特

殊的投票权% 比如 (黄金股) 具有的否决

权# 但一般而言% 只要一个机构单位或一

组机构单位拥有一个公司过半数的有投票

权的股份% 就能够以自己选择并任命董事

等方式来实施对公司的完全控制% 因此%

公司董事和经理们行使自主权的程度可能

差别很大% 这取决于有多少所有权份额集

中到了少数其他机构单位的手中% 无论这

些其他机构单位是其他公司$ 住户还是政

府单位# 一般而言% 机构单位不必具有完

全的自主权% 但必须要对它们制定的决策$

采取的行动负责#

."14 由于许多股票持有者并不行使其投票权%

单独一个持股者% 或少量一致行动的持股

者% 即使其所持股份远低于总股份的一半%

也有可能获得对公司的控制# 就是说% 当

股份的所有权分散在相当多的股东手中时%

即使只拥有明显低于半数总股份的股份%

也可能实现控制#

."1! 但是% 不可能制定出一个保证在所有情况

下都能实施控制的$ /4Q以下的最低持股

数# 这个最低数必定会随着股东总数$ 股

份在股东中的分布和小股东的积极参与程

度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

子公司和联营公司

."1, 对公司而言% 拥有别的公司的股份是常见

的情况% 从 #$%的立场看% 需对公司间的

某些相互关系加以规定#

子公司

."1- 当出现如下情况时% 称公司;为公司 %的

子公司&

)"公司%控制了公司;半数以上的股东投

票权' 或者

*"公司%是公司;的股东% 拥有任免公司

;多数董事的权力#

."1. 在上述情形下% 公司 %可被称为母公司#

由于母公司和子公司间的关系是按控制而非

所有来定义的% 这种关系一定是可传递的&

这就是说% 如果<是;的子公司% 而 ;是

%的子公司% 则 <一定也是 %的子公司#

如果%持有;的多数股权% 而 ;又持有 <

的多数股权% 那么% %可能未必也持有<的

多数股权% 但%如能控制;% 则一定能控制

<# 参照人类家庭关系类推% 公司;可称为

公司%的第一代子公司% 公司<则为%的

第二代子公司# 显然% 在所建立的公司大家

庭中% 每一层或每一代的子公司数目可以是

任意的% 代的数目也可以是任意的# 一些国

家已经出现了超大规模的公司大家庭***

多元化企业集团# 所辖公司常住于不同国家

的多元化企业集团被称为跨国公司#

联营公司

."1/ 如果公司%及其子公司持有公司;!4Q R

/4Q的股东投票权% 由此 %对 ;的决策和

管理有了一定的影响力% 则可把公司 ;称

为公司%的联营公司#

."10 根据定义% 一家公司对联营公司所能施加

的影响力会小于对子公司的影响力# 虽然

有的公司可以对其联营公司施加可观的影

响% 但不能保证能够一直具有这种影响力#

联营公司间的联系要弱于母公司与子公司

间的联系% 因此也就不能对联营公司集团

给出一个清晰的界定#

政府控制的公司

."11 如果一家公司由一个政府单位$ 或另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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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营公司$ 或某种政府单位和公营公司的

组合形式所控制% 则称其为公营公司# 此

处的控制是指具有决定公司总体政策的能

力# 此处的 (公司总体政策) 应作广义的

理解% 指与作为市场生产者的公司的战略

目标相关联的财务和运营方面的关键政策#

."12 因为政府是通过颁行法律$ 实施法规$ 发

布命令等方式来行使权力的% 这就需要仔

细地判定% 是否由于此种权力的行使而导

致了某家公司总体政策的确定并因此控制

了该公司# 应用于全社会所有单位或某一

行业所有单位的法律法规不应视为对这些

单位的控制#

."13 具有决定公司总体政策的能力% 并不必然

意味着直接控制公司的日常活动或运营%

正常情况下% 是由公司的官员来管理这些

事务的% 而且管理方式是与公司总体目标

相一致并且支持总体目标的# 决定公司总

体政策的能力也并不必然意味着直接控制

公司在专业$ 技术或科研等方面的一切决

定% 即使这些方面一般被看作是公司的核

心竞争力# 例如% 一家从事飞机适航性认

证的公司% 虽然公司整体政策中具有由政

府单位确定其总的运营$ 财务政策 !包括

适航标准等" 的内容% 但公司按照政府的

各项审批意见% 执行专业或技术方面的规

定% 不应该被认为是受到控制#

."24 由于控制公司的安排多种多样$ 差异很大%

无法 !也没有必要" 明确给出一张罗列各

种需要考虑的要素的清单# 但是% 以下还

是列出了八个标志% 它们通常是最重要$

也是最可能想到的要素&

)"控制大多数有投票意愿者# 在一股一票

制的基础上% 拥有多数股票通常就可形

成控制# 股票分直接持有或间接持有%

应该加总所有其他公共实体拥有的股

票# 如果不是一股一票制的决定机制%

应该基于其他公共实体拥有的股票是否

达到多数进行判断#

*"控制董事会或其他主管团体# 根据现行

的法律$ 规章$ 契约或其他协议可以预

料% 拥有任免董事会或其他主管团体多

数成员的能力将构成控制# 如果能影响

理事成员的选择% 甚至拥有对任命提议

的否决权也是一种控制形式# 如果是另

一个团体负责任命董事% 那么就有必要

检查其构成成份以判定公共影响力的大

小# 如果政府负责任命首期董事% 但不

控制对董事的更换% 那么该单位在最初

任命到期之前% 属于公共部门的一部分#

+"控制关键人员的任免# 如果对董事会或

其他主管团体的控制较弱% 那么对关键

管理人员的任命就是决定性的% 关键管

理人员包括& 首席执行官$ 主席$ 财务

主管等# 不直接参与公司日常经营事务

的董事若处在关键的位置上***如决定

高级职员收入的薪酬委员会% 也会与控

制力相关#

5"控制实体中关键的委员会# 董事会或其

他主管团体下设的委员会将能决定实体

的关键经营和财务政策% 若公共部门的

成员在这些委员会中占多数% 就能形成

控制# 此类委员会的会员资格系依据公

司的章程或其他可用工具而获得的#

8"黄金股和期权# 政府可能拥有公司***

尤其是私营化公司***的黄金股% 在某

些情况下% 黄金股给予政府一些保留权

力以保护公共利益% 例如% 阻止公司变

卖某些种类的资产% 任命在某些情形下

具有很大权力的特设董事# 黄金股本身

并非控制权的标志% 但如果黄金股的权

力确实赋予政府在特定情形下决定一实

体之总体政策的能力% 而且这些特定情

形是现实存在的% 该实体就应从黄金股

权力可以实施之日起归入公共部门# 政

府单位或公营公司在某些情形下会拥有

购买公司股票的期权% 这在概念上与上

述黄金股的安排有相似之处# 就期权问

题有必要考虑& 如果行使期权的条件得

到满足% 期权所允许购买的股票数量和

购买的后果是否意味着政府通过行使期

权就具有了 (决定实体的公司总体政策

的能力)# 一般而言% 一个实体的状态

应根据政府在正常条件下决定公司政策

的实际能力而定% 而非战争$ 动乱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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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灾害等例外经济或其他情形#

D"管制和控制# 管制适用于一个类别或行

业中的所有实体% 而控制则是针对个体

公司的% 两者间的界限有时难以辨清#

政府通过管制介入经济的例子有许多%

尤其是在垄断和公用事业私有化等领

域# 在一些重要领域可能存在管制性介

入% 例如在实体并未转让其公司总体政

策控制权的情况下设定价格# 实体能选

择进入或者留在高度管制的环境中运

营% 意味着该实体并未受到控制# 只有

当管制收紧到能有效支配实体开展业务

的方式的程度% 才可认为管制是一种形

式的控制# 如果一个实体在诸如是否向

公共部门实体发生融资$ 与之进行商业

交往或其他交易等问题上保留了单方面

的决定权% 那么该实体就具有最终决定

公司政策的能力% 就是一个不受公共部

门实体控制的实体#

L"以大客户身份实施控制# 如果一个公司

的全部销售只以一个或一组公共部门单

位为客户% 客户显然就具有了支配性的

影响# 若有少量私营部门客户存在% 则

通常意味着公司还能独立地做出一些决

定% 因此就不应把它看作受控制的实

体# 一般而言% 若能明确证实某一公司

因为公共部门的影响而不能选择与非公

共部门客户交易% 则意味着该公司已受

到公共部门的隐性控制#

M"通过政府借款实施控制# 贷款方经常把

能施加控制作为贷款的条件# 如果政府

通过贷款% 或提供比通常情况 !如一个

健康的私营部门实体向银行借款时" 更

多的担保来实施控制% 则控制是显性

的# 类似地% 只要政府准备提供贷款%

就可能有隐性的控制#

上述某一个标志就足以确定控制的存在%

但对其他一些情况来说% 则需要一组标志

共同确定控制的存在# 综合各方面标志做

出的判断从本质上讲肯定是具有主观性的%

但在类似情况下做出的判断必须是明显类

似的#

非常住单位控制的公司

."2! 一般而言% 如果非常住单位持有常住公司

/4Q以上的权益% 则认为非常住单位控制

了常住公司# 非常住单位的分支机构从本

质上说总是受国外控制的# 但是% 只要非

常住单位能够运用前文所述的政府用以实

施控制的一些权力***比如% 控制董事会

或其他主管团体% 控制关键人员的任免%

控制公司关键的委员会等等% 即使持有权

益低于 /4Q也可能实施控制#

."2, 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 对非常住单位持有

权益 /4Q以上的公司和持有权益 !4Q R

/4Q的公司做了区分# 所有外方持股 !4Q

以上的公司称为外商直接投资企业% 其所

得要进行特殊处理% 第 1 章和第 ,0 章将对

此方面的问题做详细讨论# 这里需要指出

一点& 虽然所有受国外控制的公司都是外

商直接投资企业% 但反过来则不成立# 例

如% 即使是一个由公共部门控制的公司%

也可能是一个外商直接投资企业% 因为%

除了政府所控制的半数股份之外% 只要再

有 !4Q的股份为非常住者所有% 即可满足

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条件#

,$ 非营利机构

."2- 非营利机构是这样一类法律或社会实体%

其创建目标虽也是生产货物和服务" 但其

法律地位不允许那些建立它们! 控制它们

或为其提供资金的单位利用该实体获得收

入! 利润或其他财务收益# 实践中% 非营

利机构的生产活动一定会产生盈余或亏损%

但产生的任何盈余都不能分配给其他机构

单位# 在非营利机构的成立章程中一般会

有这样的条文& 控制或管理非营利机构的

机构单位无权分享非营利机构所产生的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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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利润或其他收入# 也正因为如此% 非营

利机构经常被免除多种税收#

."2. $(6可以由住户$ 公司$ 政府等创建% 但

创建的动机有多种# 例如% 成立 $(6可能

是为那些实施控制或提供资金的住户或公

司自己提供服务' 或者是出于慈善$ 关爱

人类或福利的原因而向需要帮助的人提供

货物或服务' 或者是提供虽然收费但不以

营利为目标的健康或教育方面的服务' 或

者是为了推进工商业界或政界压力集团的

利益' 等等#

!$ '78的特征

."2/ $(6的主要特征可概括如下&

)"$(6是按照法律程序成立的法律实体%

被承认独立于成立它$ 向它提供资金$

控制或管理它的个人$ 公司或政府单位

而存在# $(6的宗旨通常会在其成立时

明确记载在机构章程的条文或类似文件

中# 在一些国家%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 非

营利机构可能是一个非正式实体% 其存在

虽被社会承认但并不具有任何正式的法

律身份' 成立此类 $(6的目的是为个体

住户或住户群提供非市场货物或服务#

*"许多$(6的控制者是团体% 团体的成员

有平等的权利% 包括对所有影响 $(6事

务的重大决定的平等投票权# 成员对

$(6的运营承担有限责任#

+"不存在对$(6的利润或权利具有索取权

的股东# 所有成员都无权分享 $(6通过

生产活动所创造的任何利润或盈余% 这

些利润要存留在$(6中#

5"$(6的政策决定权通常归属于一组管理

人员$ 理事会或类似的团体% 它们是全

体成员以简单多数原则投票选出来的#

这些管理人员就相当于公司董事会中的

董事% 并负责任命付酬的经理人员#

8"$(6的称谓来自于如下事实& 控制 $(6

的团体的任何成员都不可以从其运营中

获得财务利益% 也不能将其所挣得的任

何盈余划归己有# 但这并不意味着 $(6

不能通过其生产获得营业盈余#

."20 在有些国家里% $(6享有优惠的税收政策%

如免征所得税等% 但这并非必然如此% 也

不是认定$(6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21 对于政府单位拥有的生产者单位% 区分市

场$(6和非市场 $(6是很重要的% 因为这

关系到把 $(6归属到哪一个经济部门#

$(6不一定从事非市场生产#

($ 从事市场生产的'78

."22 市场生产者是以有显著经济意义的价格销

售其大部分或全部产出的生产者% 换言之%

其销售价格会对生产者愿意提供的数量和

消费者愿意购买的数量有显著的影响# 作

为$(6的学校$ 学院$ 大学$ 诊所$ 医院

等% 如果根据其生产成本来收取费用% 且

费用高到足以对所提供服务的需求产生显

著影响% 则它们就是市场生产者# 它们的

生产活动一定会产生营业盈余或亏损# 所

产生的任何盈余都要留在机构内部% 因为

$(6的身份将阻止它们把盈余分配给其他

单位# 另一方面% (非营利机构) 的身份

允许它们向个人$ 公司或政府吁请捐献而

筹集额外的资金% 用此种方式% 它们可以

要求获得能产生可观财产收入的资产% 以

此作为其收费收入的补充% 从而使其收费

能低于平均成本' 然而% 只要其收费标准

主要是依生产成本而定% 并高到足以显著

影响需求的程度% 就要继续把它们作为市

场生产者处理# 成立这样的 $(6不是为了

慈善% 其真实目标通常是提供高水平的教

育$ 健康或其他服务% 使用来自于捐助的

收入仅仅是为了能有所降低不得不收取的

高费用#

为企业服务的市场$(6

."23 有些市场$(6的服务对象限定为某些特定

的其他市场生产者# 多数为企业服务的市

场性$(6由企业协会成立% 而这些协会的

目标是推进会员企业的利益# 企业协会主

要包括& 商会% 农业$ 制造业或贸易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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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业公会% 雇主组织% 研究或测试实验室%

其他组织或机构% 它们从事的活动服务于

控制它们$ 向它们提供资金的一组企业的

共同利益# $(6往往代表这些团体从事宣

传活动$ 游说政客$ 或为由于各种原因而

有难处的个体会员提供建议或帮助# $(6

的资金一般来自相关企业群体的捐助或缴

款% 这些缴款被处理为对所提供服务的支

付而非转移支付% 因此这些 $(6应该划归

市场生产者之列# 当为企业利益服务的商

会或者类似组织受政府单位控制时% 他们

就属于非市场$(6#

+$ 从事非市场生产的'78

."34 在多数国家% $(6的主体是非市场生产者

而不是市场生产者# 非市场生产者是免费

或以无显著经济意义的价格提供其大多数

产出给其他单位的生产者% 所以% 判别

$(6主要从事非市场生产时% 不仅要观察

到它不能为控制和管理它的单位提供财务

收益% 而且要观察到它必须主要以资金支

持而不是销售收入来弥补其生产或其他活

动的成本# 其主要资金来源是控制它们的

协会之成员的定期缴款% 或来自包括政府

在内的第三方转移或捐献% 或来自财产

收入#

."3! 主要从事非市场生产的 $(6可分为两类&

被政府控制的 $(6和没有被政府控制的

$(6# 前者属于一般政府部门' 后者称为

(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 !$(6#7"%

并在 #$%中自成一个独立部门#

政府控制的非营利机构

."3, 控制一个 $(6被定义为& 具有决定其总体

政策或规划的能力# 所有归入一般政府部

门的$(6应该在统计记录上保持其 $(6的

身份% 以方便对全体 $(6进行分析的需

要# 判断一个 $(6是否被政府所控制% 应

该考虑以下五个控制标志&

)"官员的任命# 根据 $(6的章程$ 协会的

规定% 或其他可授权文书% 政府有权任

命管理$(6的高级管理人员#

*"授权文书的其他条款# 授权文书可能含

有有别于管理人员任命的条款% 该条款

实际上允许政府决定$(6总体政策或规

划的重要方面# 例如% 授权文书可以规

定或限制$(6的功能$ 目标或其他一些

经营方面的事项% 从而使得管理层的任

命变得较不重要% 甚至无所谓' 授权文

书也可以赋予政府更换关键人员或否决

任命提名的权利' 其他可形成控制的条

款还包括& 要求在预算和资金安排上预

先征得政府的同意' 不允许 $(6未经政

府同意而修改章程$ 宣布解散或终止与

政府的关系#

+"合约安排# 政府和 $(6间合约安排的存

在% 可能会允许政府决定 $(6总体政策

或规划的关键方面# 只要 $(6对其政策

或规划的最终决定权达到一个显著的程

度% 比如能够违反合约安排并承担后

果% 能够除了通行的规则要求外% 无须

征得政府同意即可修订自己的章程或宣

布解散% 则可认为它未受政府控制#

5"资金来源状况# 一个$(6的资金若主要

来源于政府% 则可能受政府控制# 但一

般而言% 如果$(6能够保持其对政策或

规划的决定权达到如上条所述的显著程

度% 则可认为它未受政府控制#

8"风险暴露# 如果政府公开地让自己暴露

在与$(6活动有关联的所有$ 或大部分

的财务风险面前% 那么这样的安排会形

成控制# 当然仍要判别是否满足以上两

条所涉及的不受控制的条件#

有些情况下% 只需以上一个方面的标志就

足以识别控制% 而在另一些情况下% 需要

把多个方面的标志结合起来识别控制的存

在# 综合各方面指标做出的判断肯定具有

主观性#

为住户服务的$(6"$(6#7#

."3- 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 #'78&4$ 是指

那些不受政府控制的非市场'78# 它们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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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或以没有显著经济意义的价格向住户提

供货物或服务# 这些货物或服务的大部分

属于个人消费% 但 $(6#7也可能提供公共

服务#

-$ 非金融公司部门及其子部门

."3. 非金融公司是指那些以生产市场性货物或

非金融服务为主要活动的公司# 非金融公

司部门由以下常住机构单位组成&

)"所有的常住非金融公司 !为 #$%所理

解的公司% 不限于依法成立的公司"%

无论其股东的常住性如何'

*"非常住企业在该经济领土内长期从事非

金融生产的分支机构'

+"作为货物或非金融服务市场生产者的所

有常住$(6#

."3/ 有些非金融公司或准公司会有一些次要的

金融活动# 例如% 货物生产商或零售商可

能直接向其消费者提供消费信贷# 但正如

以下会详细解释的那样% 这些公司或准公

司因为其主要活动是非金融的而应被整体

地划入非金融公司部门# 部门就是机构单

位的集合% 每一个机构单位***即使是

从事了一种以上类型的经济活动% 必须

被整体地归入 #$%的这一个或那一个部

门中#

."30 划分非金融公司部门的子部门时% 会使用

两种分类标准& 一种是把 $(6与部门中的

其他单位区分开做单独显示% 所有不是

$(6的单位就称为营利机构 !:(6"' 另一

种标准是根据控制权将非金融公司分为如

下类型&

)"公营非金融公司'

*"本国私营非金融公司' 和

+"国外控制的非金融公司#

由政府$ 非常住单位控制的公司和 $(6

的标准% 在 ;节已有详细讨论% 由非常

住单位控制的公司被称为国外控制的公

司#

."31 对非金融公司部门之子部门进行完全划分%

可通过一个双重分类表 !见表 ."!" 来展

示# 但子部门的具体呈现形式要考虑分析

和统计两方面的因素# 如果 $(6的数量过

少% 会出现某些控制类型是零或数量很少

的情况% 出于保密的原因就不能显示其细

节# 但至少有必要分离出表 ."! 中最左一

列与最底下一行的各项% 而且这也应该是

可行的#

表 .$!" 非金融公司部门的子部门

非金融公司 $(6 :(6

公营非金融公司 公营非金融$(6 公营非金融:(6

本国私营非金融公司 本国私营非金融$(6 本国私营非金融:(6

国外控制的非金融公司 国外控制的非金融$(6 国外控制的非金融:(6

非金融公司合计 非金融$(6合计 非金融:(6合计

1$金融公司部门及其子部门

."32 金融公司部门包括所有的主要从事向其他

机构单位提供金融服务 #含保险! 养老基

金服务等$ 活动的常住公司# 构成金融公

司部门的常住单位包括如下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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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常住金融公司 !为 #$%所理解

的公司% 不限于依法成立的公司"% 无

论其股东的常住性如何'

*"非常住企业在在经济领土内长期从事金

融活动的分支机构'

+"作为金融服务市场生产者的所有常住

$(6#

金融服务的产出是金融中介$ 金融风险管

理$ 流动性转换或辅助性金融活动的成果#

由于提供金融服务通常要接受严格的监管%

提供金融服务的单位通常不会提供其他的

货物和服务% 金融服务一般也不会作为次

要产出来提供#

."33 有一类金融创新活动出现了显著增长% 这

类活动在传统上是由金融公司或通过金融

公司进行的% 但现今也可以由非金融企业

自己直接来做了# 例如% 有些国家出现了

货物生产者或零售商直接向其消费者提供

消费信贷的趋向# 再例如% 有些国家出现

了非金融企业通过直接在货币或资本市场

上出售自己的证券来融资的趋向# 但是%

只要如下条件成立% 这些企业仍必须整体

划入非金融公司的范畴&

)"非金融企业没有成立一个新的机构单位

!如子公司" 来从事金融活动' 同时

*"相对于其主要活动% 金融活动在该企业

中仍属次要活动#

."!44 上述划分子部门的原则同样适用于金融公

司部门# 举例来说% 许多中央银行也从事

着一些商业银行的活动% 但作为一个单一

机构单位% 中央银行整体% 包括它的商业

银行活动% 仍归入 (中央银行) 子部门#

同样% 若中央政府内的某些机构执行着中

央银行或货币当局类型的功能% 但这些机

构又不是独立于政府的机构单位% 则不能

把这些机构归入中央银行子部门# !在随

后各节和第 ,, 章中将对此方面内容作进一

步讨论#"

."!4! 金融公司可以分为三大类& 金融中介机构$

金融辅助机构和其他金融公司# 金融中介

机构是以通过在市场上从事金融交易获得

金融资产为目的$ 以自己的名义发生负债

的机构单位% 其中包括保险公司和养老基

金# 金融辅助机构是主要为金融市场提供

服务$ 但不获得所经手的金融资产和债务

所有权的机构单位' 其他金融公司是提供

金融服务$ 但其大多数资产或负债并不在

公开市场上交易的机构单位#

."!4, 根据公司在市场上的活动和其负债的流动

性% 可以把金融公司部门分成九个子部门#

这九个子部门见表 .",% 本节随后将对其

中各项分别加以说明# 其中% 子部门 0 对

应于金融辅助活动' 子部门 1 对应于其他

金融活动' 而所有其他子部门都属于不同

种类的金融中介机构#

."!4- 金融公司部门可以按金融活动的性质来划

分子部门% 也可以用非金融公司部门的方

法来划分子部门% 以显示出$(6和 :(6I的

区别% 显示出哪些单位为政府所控制$ 哪

些是本国私营公司$ 哪些是国外控制的公

司# 所以% 在原则上% 表 .", 的每一行都

可以用表 ."! 的方式做进一步分解% 但给

出所有的交叉分类是不可能的% 能够根据

当地条件或某些特定的分析需求给出缩小

的子部门划分通常就足够了#

表 .$(" 金融公司部门的子部门

!"中央银行

,"中央银行以外的存款性公司

-"货币市场基金 !99:"

."非99:投资基金

/"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 !6<(:" 以外的其他金融中介机构

0"金融辅助机构

1"专属金融机构和贷款人

2"保险公司 !6<"

3"养老基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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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银行

."!4. 中央银行是对金融系统的关键方面实施控

制的国家金融机构# 一般而言% 如下金融

中介机构归入此子部门&

)"国家中央银行% 包括中央银行系统的各

个部分#

*"发行由外汇储备完全支撑的国家货币的

货币委员会或独立货币当局#

+"编制有全套的账户但并未归为中央政府

一部分的$ 在本质上具有公共性的中央

货币机构 !如外汇管理机构或银行票

据$ 硬币发行机构"# 作为独立机构单

位的监管机构不归入中央银行% 而是归

入金融辅助机构#

只要中央银行是独立的机构单位% 即使它

基本上是一个非市场生产者% 也总是把它

归入金融公司部门#

($ 中央银行以外的存款性公司

."!4/ 中央银行以外的存款性公司以金融中介活

动为其主要活动( 为达到这一目的" 它通

过存款或是作为存款近似替代物的金融工

具 #如短期存单$ 来形成负债 # 通常会

把存款性公司的负债包括在广义货币指标

中#

."!40 一般而言% 如下金融中介机构会归入此子

部门&

)"商业银行% (全能) 银行% (通用) 银

行'

*"储蓄银行 !包括信托储蓄银行$ 储蓄与

贷款协会"'

+"邮政直接转账机构% 邮政银行% 直接转

账银行'

5"农村信贷银行% 农业信贷银行'

8"合作信贷银行% 信用合作社' 和

D"从事吸收存款或发行存款近似替代物活

动的专业银行或其他金融公司#

+$ 货币市场基金 $;;2%

."!41 货币市场基金 #;;2$ 作为共同投资计

划通过向社会发行股份或权益单位来融资"

所得款项主要投资于货币市场工具! ;;2

股份或权益单位! 距到期时间不超过一年

的可转让债务工具! 银行存款和追求回报

率接近于货币市场工具利率的工具( ;;2

的股份可以通过支票或其他直接第三方支

付的方式转让# 由于所投资的工具的特性%

其股份或权益单位可视为存款的近似替代

物#

.$ 非;;2投资基金

."!42 非;;2投资基金是通过公开发行股份或

权益单位来融资的共同投资计划( 所得款

项主要投资于金融资产 #但不包括短期资

产$ 和非金融资产 #通常是房地产$ # 投

资基金的股份或权益单位一般不能作为存

款的近似替代物% 也不能通过支票或其他

直接第三方支付方式转让#

/$ 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 $8,72% 以外

的其他金融中介机构

."!43 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以外的其他金融中介

机构是指以下述方式提供金融服务的金融

公司% 以自己的名义发生负债&&&负债的

形式不包括通货! 存款! 存款的近似替代

物" 进而试图在市场上从事金融交易来获

得金融资产( 此类金融中介机构的一个特

点是& 其资产负债表两边的交易项目都是

在公开市场上进行的#

."!!4 一般而言% 如下金融中介机构应划入此子

部门&

)"从事资产证券化的金融公司'

*"证券和衍生产品交易商 !独立经营"'

+"从事贷款的金融公司% 包括零售商的资

金互助社***负责金融租赁和为个人或

商业用途提供资金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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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央对手方清算机构# 这类机构提供

证券和衍生产品的清算和结算交易#

清算与交易双方的义务确认有关% 而

结算是指证券和衍生产品的交换及

对应的支付# 中央对手方清算机构本

身也参与到交易中以降低交易对手

风险'

8"提供下列服务的专业金融公司&

!

公司合并和收购所需的短期融资

!

出口B进口融资

!

代收账款服务

!

风险投资公司和发展投资公司

0$ 金融辅助机构

."!!! 金融辅助机构是指这样一些金融公司% 主

要从事与金融资产和负债交易相关联的活

动" 或与对这些交易进行监管相关联的活

动" 但在交易过程中并不获得所交易的金

融资产和负债的所有权#

."!!, 一般而言% 如下金融辅助机构应归入此子

部门&

)"保险经纪人$ 估价与理赔人员 !他们或

为保险公司雇佣% 或是独立的理赔师%

或是保单持有者雇用的公共理赔师"$

保险和养老基金顾问'

*"贷款经纪人$ 证券经纪人$ 投资顾问

等'

+"管理证券发行的发行公司'

5"主要功能是以背书$ 票据和类似工具提

供担保的公司'

8"安排 !不包括发行" 衍生产品和对冲工

具% 如掉期$ 期权和期货等的公司'

D"为金融市场提供基础设施的公司'

L"养老基金$ 共同基金等的管理人 !不是

所管理的基金本身"'

M"提供股票交易和保险交易的公司'

O"外汇交易咨询公司'

S"为金融公司服务且具独立法律实体地位

的非营利机构'

T"金融公司的总部% 如果其主要从事对金

融公司或金融公司集团实施控制% 而不

是亲自从事金融公司业务'

J"具独立机构单位身份的$ 对金融中介机

构和金融市场进行监管的中央机构#

5$ 专属金融机构和贷款人

."!!- 专属金融机构和贷款人是指这样一些机构

单位% 提供金融服务" 其大部分资产或大

部分负债不在公开市场上交易# 它包括仅

在成员有限的单位组 !如子公司" 的内部

进行交易的实体% 或属于同一个控股公司

的子公司% 或用来源于单一赞助者的资金

或自有资金发放贷款的实体#

."!!. 一般而言% 如下金融公司应归入此子部门&

)"信托公司$ 不动产公司$ 会计代理记账

公司或铜牌公司这样一些法律实体单

位#

*"只持有一组子公司资产 !拥有能进行控

制的权益额" 的控股公司% 公司的主要

活动就是拥有其持有权益的这组子公

司% 而并不向子公司提供任何服务% 即

不对其他单位进行行政和经营方面的管

理#

+"具有机构单位资格% 并为母公司在公开

市场上融资的特殊目的实体或导管公

司#

5"以自有资金或来源于单一赞助者的资

金% 向一定范围的客户提供排他性金融

服务% 并承担债务人违约金融风险的单

位% 此类单位包括&

!

贷款人#

!

使用来自于一家赞助者 !如政府单位$

非营利机构" 的基金进行贷款活动

!如学生贷款$ 出口B进口贷款" 的公

司#

!

主要从事放贷活动的典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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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险公司 $8,%

."!!/ 保险公司可以是法人公司! 共同公司和其

他形式的实体" 其主要功能是向个体机构

单位或团体单位提供人寿! 意外事故! 健

康! 火灾或其他险种的保险服务" 或向其

他保险公司提供再保险服务# 仅为其所有

者服务的保险公司% 即专属保险公司也包

括在这一子部门中# 开展存款保险$ 存款

担保及其他标准化担保的业者% 若其是独

立实体% 且像保险公司一样收取保费$ 保

有准备金% 即可归入保险公司子部门#

6$ 养老基金 $72%

."!!0 当雇主或政府责成或鼓励住户成员参加一

项能在退休后领取收入的社会保险计划时%

就发生了养老基金负债# 社会保险计划可

以由雇主或政府来组织% 也可以由保险公

司代表雇员来组织% 还可以成立单独的机

构单位来持有和管理用于形成养老基金和

分发养老金的资产# 养老基金子部门只包

括有机构单位身份! 且独立于其创建单位

的社会保险养老基金#

2$ 一般政府部门及其子部门

!$ 作为机构单位的政府单位

."!!1 政府单位是一种独一无二的法律实体% 它

通过政治程序而设立% 能在一给定区域内

对其他机构单位行使立法$ 司法和行政方

面的权力# 作为机构单位% 政府的主要功

能是& 承担向社会和个体住户供给货物和

服务的责任% 并通过税收和其他收入在资

金上支持这种供给' 通过转移的手段对收

入和财产进行再分配' 从事非市场性生产#

一般而言&

)"政府单位通常具有通过向其他机构单位

征税或强制转移以获得资金的权力# 为

了满足 #$%中对机构单位的基本要求%

一个政府单位% 无论是在经济总体层面

上% 还是在区域或地方层面上% 都必须

通过向其他单位征税$ 或接受其他政府

单位的转移而使自己拥有资金% 并有权

为实现其政策目标而全部或部分地支出

这些资金# 政府单位还必须能以自己的

名义借入资金'

*"政府单位的最终支出有三种典型类型&

!

第一类是向社会提供免费的公共服务

!如公共管理$ 国防$ 司法$ 公共卫生

等" 时所发生的实际或虚拟支出# 这些

服务由政府集体组织% 其资金源于政府

的税收或其他收入'

!

第二类是在向个体住户免费$ 或者以没

有显著经济意义的价格提供货物或服务

时发生的支出# 这类支出的发生是政府

为了追求其社会和政策目标而有意为之

的结果% 即使可以根据使用量而对居民

收取费用时政府也会这么做% 支出的资

金来源于政府的税收或其他收入'

!

第三类是向其他机构单位 !主要是住

户" 的转移支付% 目的是对收入和财产

进行再分配#

."!!2 在一个经济领土内% 当存在中央$ 省级和

地方多级政府时% 会形成许多个独立的政

府单位# 此外% 社会保障基金也构成一类

政府单位# 在以下关于一般政府子部门划

分的说明中% 将会对这些不同种类的政府

单位进行讨论#

作为生产者的政府单位

."!!3 政府不仅会提供公共服务% 而且会以免费

或者没有显著经济意义的价格向住户或其

他机构单位提供许多货物和个人服务% 这

一事实并不必然说明这些货物或服务都肯

定由政府自己生产# 即使是那些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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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所谓 (公共产品)% 政府的责任可能也

仅表现为组织产品生产和为生产提供资金%

而不是直接生产产品# 但是在实践中% 政

府单位也确实从事着范围广泛的生产活动&

不仅是公共服务% 而且包括许多货物和个

人服务# 生产什么货物和服务在很大程度

上属于政治选择% 所以% 政府单位所生产

货物和服务的范围在不同国家间差异很大#

除了如公共管理$ 国防等公共服务外% 有

些种类的生产% 如教育和卫生服务% 即使

经常由政府单位提供% 也很难说它们从本

质上就是属于政府范畴的#

."!,4 如果一个政府单位希望介入生产领域% 它

可以有三种选择&

)"创建一个公营公司% 该公司之诸如定价

和投资等公司政策由政府控制'

*"创建一个受政府控制的$(6'

+"通过一个为政府所拥有$ 但没有脱离政

府单位而成为独立法律实体的基层单

位% 生产货物或服务#

."!,! 但是% 政府的一个基层单位% 或一组在统

一管理下从事同类生产活动的基层单位%

在具备如下三个标准时应处理为准公司&

)"该单位对产出的定价具有显著经济意

义'

*"该单位用与公司类似的方式实施经营和

管理'

+"该单位具有全套账户% 从而能独立地识

别和测度其营业盈余$ 储蓄$ 资产和负

债等#

这样的准公司应作为独立于拥有它们的政

府机构单位的市场生产者处理% 在分类上$

部门与子部门归并上都应采用与公营公司

一样的处理方式#

."!,, 作为准公司处理的前提是% 政府必须允许

企业在管理上有相当大程度的决定权% 这

种权力不仅体现在生产过程的管理上% 而

且体现在资金的使用上# 政府准公司必须

能够保持自身经营的节余和商业信用% 能

够以自有的储蓄$ 减值准备或借款等为其

部分或全部资本形成提供资金# 能够把准

公司和政府的收入流量和资本流量区分开

就意味着% 虽然两者并未成为彼此独立的

法律实体% 但准公司的运营和融资活动实

际上并未完全与政府的收入或财政统计交

织在一起#

."!,- 不能处理为准公司的政府生产单位% 应和

所有不能与其所有者分离开来的非法人企

业一样% 被视为与其所有者处在同一个机

构单位中% 在本议题下就应属于一般政府

部门# 此类政府生产单位主要或全部是由

非市场生产者组成% 也就是说% 其大部分

或全部产出都是以免费$ 或没有显著经济

意义的价格提供给其他单位的# 除了向社

会公众提供非市场货物或服务之外% 还有

些政府生产者为其他政府单位的中间消耗

或固定资本形成提供非市场货物或服务%

例如% 政府中从事武器生产$ 印刷服务$

运输服务$ 计算机或通信服务等生产的单

位# 不过% 政府中的非法人企业仍有可能

成为市场生产者% 博物馆中的书店就是一

个例子#

社会保障计划和社会保障基金

."!,. 社会保障计划是指由政府单位实施和控制

的$ 覆盖全社会或社会大部分人群的社会

保险计划# 该计划包括多种多样的以现金

或实物形式为年老$ 伤残或死亡$ 抚恤$

疾病和生育$ 工伤$ 失业$ 家庭补助$ 卫

生保健等提供福利或救济的项目# 在该计

划中% 个体缴款的数量与其可能获得的福

利数量并不具有必然的直接关联#

."!,/ 如果社会保障计划与政府单位的其他活动

是分开运作的% 单独持有资产和承担负债%

并以自己的名义从事金融交易% 它就获得

了作为机构单位的资格% 被称为社会保障

基金# 但是% 各国在社会保障计划的机构

安排上是有差异的% 有些国家的社会保障

计划与政府其他财政活动的联系相当紧密%

于是就会产生是否应将其处理为独立机构

单位的疑问#

."!,0 可能会为了实现某些与通过社会保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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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社会成员提供社会福利的概念并无直接

联系的政府政策目标% 而精心调控通过社

会保障缴款筹集到的资金数额和福利性支

出的数额# 比如% 通过提高或降低筹集资

金或福利支出的数额% 来影响经济体的总

需求水平# 但不管怎样% 只要社会保障计

划能够保持其作为独立设立的基金的性质%

就必须将之处理为 #$%中的独立的机构单

位#

($ 一般政府部门

."!,1 一般政府部门由以下几种常住机构单位组

成&

)"所有的中央$ 省级或地方政府单位 !下

面即作讨论"'

*"所有政府单位控制下的非市场$(6'

此部门中还包括社会保障基金% 无论它是

作为机构单位还是作为中央$ 省级或地方

政府的一部分# 该部门不包括公营公司%

甚至在此类公司的所有权益都由政府单位

所持有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同样% 该部门

也不包括政府单位拥有或控制的准公司#

然而% 政府单位拥有的$ 不属于准公司的

非法人企业仍是政府单位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 因此必须归于一般政府部门#

+$ 一般政府部门的子部门

."!,2 对一般政府来说% 一个完整的子部门划分

应该可以在中央$ 省级和地方政府每一个

层级上都能把 $(6和社会保障基金区分出

来# 不过在实践中% 通常会把社会保障基

金全部放在一个子部门中表示% 或者是与

相应的政府层级合并表示% 而不是如政府

那样按层级表示# 而 $(6则通常是作为一

般政府整体的其中项% 或中央$ 省级$ 地

方各级政府各自的其中项#

."!,3 一般政府子部门划分的第一种方法为&

)"中央政府'

*"省级政府'

+"地方政府'

5"社会保障基金#

此处应该这样理解& 在子部门 )$ *$ +的

每一项中都包含 $(6% 但都不包含社会保

障基金#

."!-4 一般政府子部门划分的第二种方法为&

)"中央政府'

*"省级政府'

+"地方政府#

此处应该这样理解& 在子部门 )$ *$ +的

每一项中% 都既包含 $(6% 又包含社会保

障基金#

."!-! 不论采用哪一种子部门划分方法% $(6都

是相应层级政府标题下的其中项#

."!-, 在两种子部门划分方法间如何取舍% 主要

取决于一个国家社会保障基金的规模$ 重

要性和管理方式#

."!-- 在有些国家%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不

存在中间层级% 这种情形下就不必分出省

级政府子部门' 在其他一些国家% 在中央

政府之下可能有多于两层的政府% 这种情

形下就要把多出的层级与省级或地方政府

合并起来#

中央政府

."!-. 中央政府子部门由组成中央政府的机构单

位或单位$ 再加上由中央政府控制的非市

场$(6所组成#

."!-/ 中央政府的政治权力遍及国家的全部领土#

因此% 中央政府有权对所有常住单位和在

国内从事经济活动的非常住单位征税# 中

央政府的政治责任包括& 国防% 维护法律

和秩序以及与外国政府的关系# 它要通过

恰当的法律和管制来保证社会和经济系统

的有效运行# 它要为了全社会的利益而提

供集体服务% 并为此目的而支出经费用于

国防和公共管理% 支出还可用于提供主要

针对个体住户福利的教育$ 卫生等服务#

最后% 中央政府还可能对其他的机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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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住户$ $(6$ 公司$ 其他层级的政

府***实施转移支付#

."!-0 在大多数国家% 中央政府是一个庞大而复

杂的子部门% 它一般由一组中央部委 !作

为一个单独的机构单位" 外加 !在某些国

家" 其他机构单位而组成# 部委可能会在

政府总体预算框架下负责数量相当可观的

支出% 但通常它们并不能独立于中央政府

这个整体成为一个拥有资产$ 发生负债和

从事交易的独立机构单位#

."!-1 中央政府各部门在地理上常常分散开来位

于国家的不同地方% 但它们仍然是一个单

独的机构单位的组成部分# 类似地% 如果

中央政府为了满足地方需要% 在国家的不

同地方设有分支或代理机构% 包括服务于

国防目的的军事基地或军事设施% 这些机

构也必须看做是中央政府这个单独机构单

位的组成部分#

."!-2 除了政府部门之外% 可能还存在一些具有

独立法律地位和实质自主权的中央政府代

理机构% 这些机构可以自己决定其支出的

规模和结构% 可以有直接的收入来源% 如

专用目的税# 建立此类机构经常是为了执

行如道路建设$ 卫生或教育服务的非市场

生产等特定职能# 如果此类机构有全套的

账户% 则应处理为独立的机构单位% 但如

果其生产的服务是非市场性的% 且同时被

中央政府所控制% 则仍应视为中央政府子

部门的一部分#

."!-3 有些国家的中央政府会包括一些从事金融

交易的单位% 而这在其他国家则是中央银

行的职责# 特别是% 中央政府单位可能负

责货币发行$ 国际储备管理$ 外汇平准基

金的操作% 以及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69:" 的交易等# 如果这些单位在财务上

与中央政府交织在一起% 而且处于中央政

府的直接控制和监管之下% 就不能处理为

单独的机构单位# 而且% 中央政府所执行

的任何货币当局的功能% 都要记录在政府

部门中% 而不是在金融公司部门中# 但是%

因为涵盖货币当局整体的账户对分析而言

很重要% 同时也为了提供与其他统计体系

***如;(90$ &:#9,44!$ 货币和金融统

计手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69:" ,444%

即9#:9" ***的联系% 建议对执行货币

当局和存款功能的中央政府单位的交易进

行独立识别% 这样就能在需要时将它们与

中央银行和其他存款公司的交易整合在一

张特定的表中加以反映#

省级政府

."!.4 省级政府子部门由作为独立机构单位的省

级政府和受省级政府控制的非市场 $(6构

成#

."!.! 省级政府是执行某些政府功能的机构单位%

其层级在中央政府之下$ 在地方政府之上#

这种机构单位在财政$ 立法$ 行政方面的

权力仅及于一个 (省) !国家作为一个整

体分为多个省"# (省) 的概念在不同的国

家可能有不同的名词来表达# 有些国家

***尤其是小国家% 可能不存在省级区域

和省级政府# 而在一些比较大的国家***

尤其是实行联邦制的国家% 省级政府则被

赋予了很大的权力和责任#

."!., 省级政府通常拥有财政权力% 据此能对常

住在管辖范围内的机构单位或对在管辖范

围 !而非其他区域" 内从事的经济活动或

交易征税# 省级政府必须在能以自己的名

义拥有资产$ 筹集资金$ 发生负债之时%

才被认作机构单位# 在遵守国家一般法规

前提下% 省级政府应有权部分地或可能是

全部地根据自己的政策来使用或分配所收

取的税收及其他收入% 尽管有些来自中央

政府的转移收入的使用是与特定目的挂钩

的# 它还应该能独立任命自己的官员% 而

不受外界行政控制# 另一方面% 如果一个

地区单位完全依赖于中央政府的资金% 而

且这些资金在该地区也要按中央政府规定

的方式使用% 则该单位就应作为中央政府

的派出机构处理% 而不是独立的机构单位#

."!.- 识别省级政府 !如果存在的话" 所依据的

事实是& 其财政权力覆盖国家整体出于政

治或行政管理目的所做区划的最高一级地

理区域# 有些国家在中央政府和最低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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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机构单位间有不止一级政府存在%

这种情况下% 为了 #$%部门划分的需要%

中间层的政府就应和联系最紧密的政府层

级合并% 或归入省级政府或归入地方政府#

."!.. 省级政府可能以与中央政府一样的方式拥

有或控制着一些公司# 类似地% 这些公司

可能是从事市场生产的单位% 此时% 只要

其经营方式和账目记录能证明这一点% 就

应把相关生产者作为准公司处理#

地方政府

."!./ 地方政府子部门由作为机构单位的地方政

府加上受地方政府控制的非市场$(6构成#

原则上% 地方政府单位是其财政$ 立法$

行政权力覆盖国家出于政治和行政管理目

的所做区划的最低一级地理区域的机构单

位# 地方政府的权力范围一般来说远小于

中央或省级政府% 它们可能有也可能没有

对常住自己辖区内的机构单位征税的权力%

因而通常会高度依赖于上级政府的拨款或

转移% 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是作为中央或省

级政府的代理人来活动的# 地方政府必须

在能以自己的名义拥有资产$ 以自己的名

义通过借款方式筹集资金和发生负债之

时% 才能被认作是机构单位' 类似地% 它

们必须对资金如何使用具有一定的决定

权% 它们还应该能不受外界行政控制地任

命自己的官员# 地方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是

作为中央或省级政府代理人的事实% 并不

妨碍将之处理为机构单位% 只要它们能够

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自己的责任去筹集和使

用资金#

."!.0 地方政府是与辖区内常住机构单位联系最

紧密的政府单位% 因此% 地方政府单位通

常要向当地常住者提供范围广泛的服务%

所需资金部分来源于上级政府的转移# 对

地方政府所从事的货物和服务生产% 其处

理规则与对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同样行为

的处理规则是一致的# 政府开办的基于市

场规则提供货物或服务的单位***如影剧

院$ 博物馆$ 游泳池等% 只要有相应的核

算信息% 就应处理为准公司% 并归入非金

融公司部门# 其他基于市场规则提供货物

和服务的单位% 应作为地方政府内的非法

人企业处理# 基于非市场规则提供如教育

或卫生服务的单位% 则依然作为所属地方

政府单位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社会保障基金

."!.1 社会保障基金子部门由各级政府运作的社

会保障基金构成#

.$ 另一种子部门划分方法

."!.2 另一种划分一般政府子部门的方法是% 将

各级政府所运营的社会保障基金与相应的

政府单位以及各级政府控制和提供资金的

$(6集合在一起% 按政府层级划分子部门#

两种子部门划分方法适用于不同的分析需

求% 对特定国家来说% 哪一种方法更适宜%

不能仅靠主观推断% 而要取决于社会保障

基金的重要性如何% 以及它的管理能在多

大程度上独立于所关联的政府单位# 如果

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与政府总体经济政策

的短期或中期目标具有非常紧密的联系%

会为了总体经济政策而对缴款和福利进行

精心调控% 那么% 就很难在概念层面上对

社会保障基金管理和政府的其他经济功能

做出清晰的区分# 另外% 还有些国家的社

会保障计划尚处于起步阶段# 在这两种情

况下% 都难以把社会保障基金处理为与中

央$ 省级$ 地方政府一样的子部门% 而更

适合于采用另一种子部门划分方法% 即把

社会保障基金与对应层级的政府单位集合

在一起% 按政府层级进行划分% 这正是

&:#9,44! 所推荐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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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住户部门及其子部门

!$ 作为机构单位的住户

."!.3 就 #$%而言% 住户被定义为这样的一群

人& 他们共用生活设施% 把成员的部分或

全部收入或财产汇聚起来使用% 集体消费

某些货物和服务***主要是住房和食物#

一般而言% 每一个住户成员对住户中的集

体资源都拥有一定的权利# 至少某些影响

消费或其他经济活动的决定必须由住户成

员全体做出#

."!/4 住户与家庭经常是一致的% 但同一住户的

成员不一定要属于同一家庭% 因为住户只

要求在资源和消费上存在某些共享# 由于

传统$ 宗教$ 教育$ 气候$ 地理$ 历史和

其他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 在不同的社会

或文化中% 住户可以有不同的规模% 可以

有种类广泛的不同形式# 熟知某给定国家

社会经济情况的统计调查工作者所采用的

住户定义% 虽然会加上一些适用于该给定

国家的更精确$ 或更可操作的判断标准%

但一般而言与 #$%的住户概念是很接近

的#

."!/! 和雇主生活在同一住所的家政人员% 即使

他们被提供住宿和膳食作为实物报酬% 仍

不能成为雇主所在住户的成员# 因为付酬

的家庭雇员对雇主住户的集体资源没有主

张的权利% 而其消费的住宿和膳食也并不

包括在其雇主的消费中# 所以他们应处理

为独立于雇主住户的其他住户的成员#

."!/, 永久居住在某机构中的人员% 或者可预期

将在相当长或无上限的时期内居住在该机

构中的人员% 即使只有很少或者没有行动

的自主权或经济事务的决策权% 仍要作为

该单独机构住户的成员处理# 属于机构住

户的人员可举例如下&

)"居住在寺院$ 修道院或者类似宗教机构

中的成员'

*"医院 !包括精神病院" 的长期住院病

人'

+"长期服刑的犯人'

5"长年在养老院中居住的人#

."!/- 另一方面% 短期进入医院$ 诊所$ 疗养院$

宗教静修场所或类似机构的人员% 常住在

学校$ 学院或大学学习的人员% 以及短期

服刑的人员% 应处理为他们正常所属住户

的成员#

."!/. 个人的常住性决定于其所属住户的常住性%

而非其工作地的常住性# 同一住户的所有

成员与住户本身有同样的常住性% 即使他

们跨越边境工作或者在国外呆上一段时间

也是如此% 但如果在国外工作或居住的时

间长到在国外具有经济利益中心的程度%

他们就不再是原属住户的成员了#

($ 住户中的非法人企业

."!// 如绪论所言% 住户不同于公司之处在于住

户要进行最终消费' 而相同之处在于住户

也可能从事生产# 住户成立市场性非法人

企业的目的% 在于生产能在市场上销售或

易货的货物或服务# 住户事实上可以从事

所有的生产活动& 农业$ 采掘业$ 制造业$

建筑业$ 零售业或其他种类的服务业% 其

规模可以差异很大& 小到几乎不需要资本

或不动产的单人工作% 如街头小贩或擦鞋

匠% 大到拥有许多员工的大型制造$ 建筑

或服务企业#

."!/0 住户的市场性非法人企业也包括那些生产

能在市场上销售或易货之货物或服务的非

法人合伙企业# 合伙人可以来自不同的住

户# 当合伙人对于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

时% 合伙企业必须处理为住户部门内的非

法人企业% 其理由是% 住户的所有资产%

包括住所本身% 在企业破产时都是有清偿

风险的# 但是% 由合伙人组成的诸如大型

法律$ 会计或建筑企业等一些非法人合伙

企业% 其行为模式类似于公司% 如果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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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企业具有全套账户% 就应该将其处理

为准公司# 合伙人承担有限责任的合伙企

业实际上就是一个独立的法律实体% 如已

指出的那样% 应处理为公司#

."!/1 只有在有可能将住户所有资产***包括直

到现金层次的金融资产***划分为作为消

费者所需的部分和作为生产者所需的部分

时% 一家非法人企业才能处理为公司#

+$ 住户部门及其子部门

."!/2 住户部门由所有常住住户构成# 划分住户

部门的子部门有多种方法% 建议统计机构

对各种可能都给予应有的考虑# 如果不同

的用户$ 分析者$ 政策制定者对划分住户

部门的需求不同% 可以采用一种以上的划

分方法#

."!/3 应该灵活而非僵化地应用 #$%# 为了实施

下文建议的任何一种可能用于划分住户部

门子部门的方法% 每个国家必须确定什么

是其认为最有价值的分类# 所以% 尽管此

处以分析价值为标准提出了各种特定$ 详

细的分类方法% 但不能就此认为& 此分类

所提出的特征一定是或总是实现经济分析

和政策制定目标的最重要特征#

按收入划分子部门

."!04 住户可以按其最大收入来源的性质进行分

组% 形成子部门# 那么% 就要把住户收入

分为如下类型&

)"来自住户非法人企业 !有付酬雇员" 所

有者的收入 !雇主的混合收入"'

*"来自住户非法人企业 !无付酬雇员" 所

有者的收入 !自雇工作者的混合收入"'

+"雇员报酬'

5"财产收入和转移收入#

."!0! 根据哪一类是住户整体的最大收入***即

使它未必总能占住户总收入的半数以上%

住户被归入相应的子部门# 若同一个住户

在某收入类型上获得了一份以上的收入%

例如有一个以上的住户成员挣取雇员报酬%

或获得一份以上的财产或转移收入% 则应

针对该类收入计算总数% 并在此基础上决

定住户的子部门归属# 四类子部门列示如

下&

)"雇主'

*"自雇工作者'

+"雇员'

5"财产收入和转移收入接受者#

."!0, 第四类子部门% 即以财产收入和转移收入

为最大收入来源的住户% 是一个异质的集

合% 建议在可能时应将其进一步划分为三

个子部门% 这三个子部门是&

!

财产收入接受者'

!

养老金接受者'

!

其他转移收入接受者#

按参照人的特征划分子部门

."!0- 另一种子部门划分方法通常需要在每个住

户中确定出一个参照人# 参照人不必是住

户中被其他成员视为 (户主) 的那个人%

因为参照人是根据经济重要性而非年龄或

地位排行来决定的# 参照人通常是有最多

收入的那个人% 但也可以是对住户消费做

出主要决定的那个人#

."!0. 一旦确定了参照人% 就可根据参照人的特

征对住户进行分组% 成为子部门% 比如%

子部门的定义根据可以是&

)"参照人的职业'

*"如果工作% 参照人工作所在的行业'

+"参照人的受教育程度'

5"参照人所拥有的资格或技能#

上列每一类标准都能划分出相应的子部门#

如果出于某种原因不能按住户所获得的最

大收入类别对住户进行分组% 还可以根据

参照人的主要收入把住户分组归入子部门

***使用上文推荐的按最大收入划分住户

类别的收入分类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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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住户的规模和所在地划分子部门

."!0/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 可以用适用于全部住

户的标准来划分住户子部门# 例如% 可以

根据如下指标来界定子部门&

)"住户总收入'

*"住户成员数'

+"住户居住地区的类别#

最后一项标准用以划分农村住户$ 城镇住

户或大都市住户% 或者可以用来划分居住

在不同地理区域的住户#

4$ 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部门

."!00 之前各节已经说明& $(6如果从事市场生

产% 应将其归入公司部门' 如果从事非市

场生产且受政府控制% 则应归入一般政府

部门# 剩下的 $(6就称为为住户服务的非

营利机构 !$(6#7"% 它们全都是免费或以

没有显著经济意义的价格提供货物和服务

的#

."!01 第一类$(6#7是团体为了满足成员的需求

而建立的% 它优先向成员提供货物或服务

!服务更常见"# 这些服务一般是免费提供

的% 其资金来源于定期缴纳的会员费或缴

款# 此类 $(6#7包括& 专业或学术团体$

政党$ 工会$ 消费者协会$ 教会或宗教团

体% 以及社会$ 文化$ 娱乐$ 体育等方面

的俱乐部# 政府控制的有类似功能的机构

不在其列# 对于宗教机构而言% 即使其资

金主要来源于政府单位% 但只要这种多数

资金地位并不意味着政府的控制权% 则仍

可将其处理为 $(6#7# 一党制国家中的政

治党派% 被政府单位通过提供必要的资金

而控制% 应属于一般政府部门#

."!02 在有些社会里% $(6#7可以没有法律地位%

或没有正式的组织章程# 但只要它们发挥

着与上述社会团体$ 政党$ 工会等相同的

功能% 即使它们没有依法成立为 $(6#7%

也应处理为 $(6#7# 但是% 当一组住户合

作进行社区建筑项目 !如房屋$ 道路$ 桥

梁$ 沟壕$ 堤坝等的建设" 时% 应该将其

视为从事自营建筑活动的非正式合伙公司

而非$(6#7# $(6#7在正常情况下应该是

一个持续的角色% 而不是只为一个项目而

成立并只会存在有限的一段时间的单位#

."!03 第二类$(6#7是出于慈善目的而成立的慈

善$ 救济或援助机构% 它们不是服务于控

制它们的团体的成员利益的# 此类 $(6#7

基于非市场原则向有需要的住户提供货物

或服务% 包括那些受自然灾害或战争影响

的住户# 此类 $(6#7的资源主要来自于社

会公众$ 公司或政府的现金或实物形式的

捐赠% 也可能来自非常住者***包括常住

于其他国家的同类机构***的转移#

."!14 第三类$(6#7是提供公共服务的机构% 如

无偿提供其成果的研究机构$ 环保组织等#

与前两类 $(6#7相比% 这类机构比较少

见% 在一国中可能没有显著的代表性#

."!1! 如果由国外资助的 $(6#7在数量或规模上

相当可观的话% 就有必要把 $(6#7分解成

主要由国内资助和主要由国外资助两部分#

8$ 国外

."!1, 在 #$%中% 所有与常住单位有交易或有其

他经济联系的非常住机构单位构成了国外#

虽然为方便起见% 经常称国外为部门% 但

它其实并不是一个一定要编制全套账户的

部门# 关于国外的账户或表% 只限于记录

常住单位与非常住单位间的交易或其他经

济关系% 例如常住者对非常住者的索赔%

或相反# 国外应包括在自然意义上处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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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地理边界以内的某些机构单位% 例如%

使领馆或军事基地等外国飞地以及国际

组织#

!$ 国际组织

."!1- 某些国际组织具有机构单位的所有基本特

性# 在 #$%中% (国际组织) 这一术语所

具有的特征可总结如下&

)"国际组织的成员或者是民族国家% 或者

是由民族国家组成的其他国际组织' 所

以% 该组织的权利或者直接来源于作为

本组织成员的民族国家% 或者间接地来

源于其他国际组织'

*"国际组织是通过成员国间正式的$ 具有

相当于国际条约地位的政治协议而成立

的实体' 其存在应获得成员国法律的

承认'

+"由于经国际协议而成立% 国际组织享

有超越国家主权的地位' 也就是说%

国际组织不受所在地国家 !一国或多

国" 法律或规章的管辖' 这样国际

组织就不能处理为所在地国家的机构

单位'

5"成立国际组织的目的多种多样% 其中包

括如下活动类型&

!

为成员利益而提供非市场公共服务'

!

国际层面的金融中介服务% 即在不

同国家的借方贷方之间融通资金#

."!1. 经国际组织所有成员所达成的正式协议%

有时在成员国内部也具有法律效力#

."!1/ 大多数国际组织的资金全部或部分来源于

成员国的捐献 !转移"% 但有些国际组织

也另有筹资渠道% 如在金融市场上借款%

或要求成员国认缴国际组织股本% 或接受

成员国的贷款# 在 #$%中% 把国际组织作

为国外常住单位处理#

($ 货币联盟的中央银行

."!10 货币联盟的中央银行是一类特殊的国际组

织% 该组织的成员是货币联盟成员国的政

府或中央银行# 货币联盟的中央银行不作

为联盟中任何一个国家的常住单位处理%

而是作为联盟区域整体的常住单位# 更多

关于货币和经济联盟的处理方法可见

;(90 的附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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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章"企业! 基层单位和产业

#$ 引言

/"! 机构单位的定义已在第 . 章给出% 本章所

关注的是生产活动和从事这些活动的单位#

讨论从机构单位开始% 也会涉及机构单位

的组成部分# 企业是以货物和服务生产者

形象出现的机构单位# 企业这一术语可以

指公司$ 准公司$ 非营利机构和非法人企

业# 公司和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

!$(6#7" 以外的非营利机构成立的基本目

的是进行生产% 因此其全部核算信息都与

生产和相关的积累活动有关# 对政府$ 住

户和 $(6#7三者而言% 在必定有消费活动

的同时% 可能也从事生产活动' 事实上%

政府和 $(6#7一直从事生产活动% 而许多

住户***虽然不是全部***也会从事生产

活动# 如第 . 章所述% 只要存在所需的核

算信息% 就要把这些单位从事的生产活动

和其他活动区分开来% 并作为准公司处理'

如果无法识别所需信息% 则要把它们作为

非法人企业# 由此可以给非法人企业一个

定义& 政府单位$ $(6#7或住户中无法作

为准公司处理的生产活动% 构成一个非法

人企业#

/", 大多数企业往往只从事一种生产活动% 然

而大部分的生产是由数量相对较少的大

公司承担的% 而且大公司往往进行多样

化生产***其多样化的程度是没有限制

的# 如果根据主要活动性质对企业进行

分类% 则从生产过程或所生产的货物服

务产品角度看% 至少有些类别所包括的

内容会是异质的# 然而% 若要进行主要

以生产技术为特征的生产分析% 其对象

就必须是实质上从事着同样生产的生产

者# 为此需要将某些机构单位分解成更

小$ 更同质的单位***#$%称之为基层单

位# 基层单位可以是企业 % 也可以是企业

的一部分 % 它具有单独的场所 % 只从事一

种生产活动 % 或者其主要生产活动在其全

部增加值中占有最大部分 # #$%在基层

单位基础上定义产业# 产业是由从事相同

或类似活动的基层单位组成的 # 在 #$%

中% 生产账户和收入形成账户既针对产业

编制也针对部门编制#

/"- 本章首先讨论生产活动及其分类% 以便为

定义基层单位和产业奠定基础# 所有企业

的生产活动都需要一些基本的$ 日常的服

务性活动作为支持% 如果这些活动是由企

业内部提供的% 则称之为辅助活动# 辅助

活动的记录要根据提供记录的方式而遵循

相应的惯例% 这些将在'节讨论#

/". 关于活动类型和除基层单位之外统计单位

的定义% 无论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 都和

+全部经济活动的国际标准产业分类, 第 .

版 !!"!#% $%&'(" 的定义相一致# 如果本

章词语与!"!#引言有差异% 下文都会在适

当地方给予提示和解释# 此处以及别处也

会参照 +主产品分类, 第 , 版 !#)#*"%

它是 #$%所采用的产品分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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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活动

/"/ 如第 0 章将要详细讨论的% #$%的生产是

指在机构单位控制之下$ 并由机构单位承

担责任的生产过程或活动% 在这样的过程

或活动中% 机构单位要投入劳动力$ 资本$

货物和服务% 产出货物和服务# 可以根据

各种特征对这些活动进行描述和分类% 比

如&

)"根据产出的货物和服务种类分类%

*"根据被使用或被消费的投入种类分类%

+"根据所采用的生产工艺技术分类%

5"根据产出被使用的方式分类#

同一种货物或服务其生产方法可能不同#

某些货物的生产可能有相当不同的投入%

比如% 生产糖的原料可以是甘蔗% 也可

以是甜菜' 发电可以用煤$ 油$ 核能%

还可以用水力# 很多生产过程会生产出

用途非常不同的联产品% 比如肉类和

皮革#

!$ &'#的活动分类

/"0 #$%依据 !"!# !$%&'(" 进行生产活动分

类# !"!#包括 ,! 个门类$ 22 个大类$ ,-2

个中类和 .,4 个小类% 四个层次的分类依

据相当复杂# 在大类和中类层次上% 对每

一类所讨论的活动% 主要关注作为该项活

动之主产品的货物或服务的性质% 判别主

产品性质时% 要考虑其物理构成$ 所处的

制造阶段和所能满足的需求# 以这些分类

标准为基础% 根据产品在原材料消耗和需

求方面的相似性和关联性% 即可对生产单

位进行分类# 另外% 分类时还要考虑以下

两方面的依据& 一是货物和服务的用途%

二是生产的投入$ 过程和工艺技术#

/"1 从本章目的出发% 不必对一项活动的性质

做详细解释% 但却有必要分清主要活动

和次要活动以及辅助活动之间的根本

区别#

($ 主要活动和次要活动

主要活动

/"2 如果某项活动在一家生产单位所产生的增

加值超出该单位所有其他活动% 则该项活

动就是该单位的主要活动 !生产单位可能

是企业% 也可能是基层单位% 具体见下文

讨论"# 主要活动的产业归类要以 !"!#为

标准进行% 先在较高层次上归类% 然后逐

步过渡到更详细的类别# 企业的主要活动

是由主产品及其副产品 !伴随主产品而生

产出来的产品" 组成的% 主要活动的产出

必须是能供应给其他单位的货物或服务%

即使这些货物或服务可能被用于自身消费

或自身资本形成#

次要活动

/"3 次要活动是一家生产单位在主要活动之外

实施的活动% 与主要活动一样% 其产出也

必须能够供应给本单位以外的单位# 根据

定义% 次要活动的增加值必须小于主要活

动的增加值# 次要活动的产出是次要产品#

大多数生产单位会生产至少一种次要产品#

+$ 辅助活动

/"!4 顾名思义% 辅助活动是企业主要活动的附

带活动% 它为企业有效率地运行提供便利%

但并不产生能供应市场的货物和服务# 对

于相对较小且只有一处场所的企业而言%

可以不对辅助活动进行单独区分' 但对于

有多处场所的大企业而言% 有必要像对待

次要活动$ 甚至主要活动一样去处理辅助

活动# 如何记录辅助活动的相关问题将在

'节详加讨论***在主要活动$ 次要活动

记录问题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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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企业分解为更具同质性的单位

/"!! 虽然用!"!#就能根据主要活动情况将企业

归类并且合并成 (产业)% 但是% 因为有

些企业可能存在多种与主要活动差异较大

的次要活动% 故而这样合并而成的产业很

可能非常不同质# 为了使生产者的集合更

具同质性% 企业必须分解为更小$ 更同质

的单位#

!$ 生产单位分类

活动类型单位

/"!, 一种方法是按其活动对企业做分解% 分解

形成的单位被称为活动类型单位 !TOK5 @

UD@)+EOVOEWXKOE% P%Y"# 一个活动类型单

位可以是一个企业% 也可以是企业的一部

分% 它只从事一种生产活动% 或者其主要活

动产生了大部分的增加值# 根据定义% 每个

企业由一个或多个活动类型单位组成% 分解

成两个或更多的活动类型单位之后% 所形成

的单位肯定比原有的整体企业在产出$ 成本

结构$ 生产工艺技术诸方面更同质化了#

地点单位

/"!- 企业通常在不止一个场所从事生产活动% 出

于某些目的% 可能有必要按地点对企业做分

解# 一个地点单位 #<=>9<?@AB$ 可以是一

个企业% 也可以是企业的一部分% 其生产活

动只在一个地点进行或只来自一个地点# 此

定义只涉及地点% 并不关心该单位从事什么

性质的生产活动# 地点的含义可以根据目的

来确定% 狭义讲可以是一处具体地址' 广义

讲可以是一个县$ 一个市$ 一个省等#

基层单位

/"!. 基层单位是产业活动维度和地方维度的综

合# 基层单位可以是一个企业% 也可以是

企业的一部分% 它只位于一个场所% 且只

从事一种生产活动% 或由其主要活动产生

大部分的增加值# 基层单位有时被认为是

地点活动类型单位 !JU+)JP%Y"#

/"!/ 基层单位在定义上并不否认可能会从事一

种以上次要活动% 但是% 其次要活动的规

模应当比主要活动小% 如果次要活动与主

要活动一样重要或者几乎一样重要% 那就

应该把该次要活动处理为另一个独立的基

层单位的主要活动#

/"!0 所以% 经这样设计的基层单位可以为侧重

于生产技术研究的生产分析提供更合适的

数据# 然而% 若要供投入产出分析之需%

还需要对数据做必要的变换% 关于这方面

的问题% 将在随后说明同质生产单位时做

简要讨论% 并在第 ,2 章中做详细论述#

/"!1 实际操作时% 通常会通过一个独立的场所

***在此场所从事一种特定的生产活动

***识别一个基层单位% 此类场所包括&

农场$ 矿井$ 采石场$ 工厂$ 车间$ 商店$

仓库$ 建筑工地$ 运输场站$ 飞机场$ 修

车厂$ 银行$ 办公楼$ 医疗诊所等#

($ 基层单位的数据和账户

/"!2 对基层单位而言% 唯一有编制意义的数据

就是与生产活动相关的数据% 包括&

)"生产账户$ 收入形成账户中的项目'

*"雇员人数$ 雇员类别$ 工作小时数等统

计'

+"所使用非金融资本和自然资源存量的估

算'

5"存货变动和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估算#

/"!3 编制生产账户$ 收入形成账户% 就意味着

肯定能够计算产出$ 中间消耗从而得到增

加值% 能够计算劳动者报酬$ 生产税和进

口税及补贴$ 营业盈余或混合收入等项目#

原则上% 在基层单位这一层% 至少可以收

集到上述项目的统计资料% 尽管在实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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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必总能得到或总是必需的#

+$ 特定情况下原则的运用

/",4 上述使企业分解为基层单位的原则% 实施

起来未必总是畅通的# 本节将讨论几种特

殊情况% 这些情况中的生产组织结构方式

会给原则实施带来困难#

综合性企业中的基层单位

/",! 横向一体化企业是指这样一类企业& 使用

相同的生产要素同时进行若干种不同的活

动% 生产出可供市场销售的不同货物或服

务# 此定义与 !"!# !$%&'( " 是一致的%

在此引用如下&

当一项活动生产出数种具有不同特点的最

终产品时% 则发生横向一体化# 可以在理

论上将之表述为使用相同的生产要素且同

时进行的数种活动# 在这种情况下% 不可

能为了统计目的把整个活动分成不同的过

程$ 分到不同的单位中% 或者提供细分活

动的不同数据# 通过垃圾焚化过程发电就

是一个例子% 此例中的垃圾处理活动与发

电活动是不能分离的#

/",, #$%要求% 只要可能% 就应该把每一项不

同的活动作为一个独立的基层单位#

/",- 纵向一体化企业是指这样一类企业& 将通

常由不同企业完成的不同阶段的生产% 全

部由一个企业的不同组成部分连续完成#

上一阶段的产出构成下一阶段的投入% 只

有最终阶段的产出才真正在市场上出售#

6#6<对纵向一体化企业给予如下解释&

当同一单位连续地进行不同的生产阶段$

一个阶段的产出作为后续阶段的投入% 就

发生了生产活动的纵向一体化# 常见例子

有& 树木砍伐和现场锯切% 黏土采挖和砖

的制作% 纺织厂中合成纤维的生产等#

/",. !"!# !$%&'(" 对纵向一体化的处理与对其

他形式的多重活动的处理是一样的# 一个

有纵向一体化活动链的单位应该归入其链

条范围内之主要活动所对应的类别% 所谓

主要活动% 是指把增加值从大到小排列后

份额最大的那类活动# 这种处理方法改变

了前几版!"!#的做法# 应该注意的是% 此

处 (活动) 一词是指生产过程中每一个在

!"!#中有对应小类的阶段% 即使在此阶段

的产出并不会在市场上销售#

/",/ 如果纵向一体化生产过程中某阶段的增加

值或其替代指标不能通过单位自身的账户

直接得到% 就需要与其他单位 !比如中间

消耗和最终产品都是用市场价格衡量的单

位" 进行比较后推算得出# 如果仍然不能

确定生产过程中各阶段的增加值或其替代

指标所占的份额% 可以采用典型垂直综合

企业的结构值作为默认替代值# +!"!#和

#)#的配套指南, !联合国即将推出" 提

供了一组这方面的例子#

/",0 此类处理纵向活动的方法可能会应用到所

有单位% 所以应该注意% #$%推荐的是&

当纵向一体化企业中的活动涉及两个及以

上的!"!#门类时% 每个门类至少要有一个

基层单位# 这样% 纵向一体化单位中的活

动就不会超出!"!#的门类边界#

/",1 从核算角度看% 很难把纵向一体化企业分

解成基层单位% 因为产出并不能真正在市

场上出售% 为此就必须虚拟出前一阶段生

产的产出价值% 并以之作为后一阶段的中

间投入# 有些企业可能会以市场价格记录

这些内部 (交易)% 但有些企业则不会#

即使每个生产阶段所发生的成本数据很充

分% 在各阶段间分配企业营业盈余时% 仍

然可能难以找到合适的方法# 可能的解决

方法之一是对每个阶段的成本使用统一的

营业盈余率#

/",2 尽管存在上述现实困难% #$%仍然建议%

如前所述% 如果纵向一体化企业覆盖两个

及以上!"!#门类% 则每个门类中至少要有

一个基层单位# !"!#门类对应的是诸如农

业$ 渔业$ 采掘业$ 制造业等大级别的产

业集合#

一般政府所属的基层单位

/",3 从所从事活动的类别看% 政府尤其是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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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可能是非常庞大$ 复杂的# 上述原则

应该一致而系统地应用于政府% 后文是处

理政府所属各主要生产者的方法#

/"-4 如果政府所属非法人企业是一个市场生产

者% 并具备成为准公司的充分数据% 即可

相应地将之作为非金融公司部门或金融公

司部门中的公共单位处理% 常规的区分不

同基层单位的做法也适用于准公司#

/"-! 市立游泳池就是一个把非法人市场性企业

处理为准公司的例子% 它独立经营% 具有

可以使其收入$ 储蓄和资本等的计量与政

府分开的账户% 这就意味着它与政府之间

发生的收入流量或资本流量是可以识别的#

/"-, 如果一个政府所属非法人企业虽然是市场

生产者% 但却不具备成为准公司所需的充

分信息% 或者它就是一个非市场生产者%

则它应该仍保留在一般政府部门内% 但应

作为独立的基层单位处理% 归入适合的产

业#

/"-- 对于如公共管理$ 国防$ 卫生$ 教育等提

供最终货物或服务的非市场生产者% 应按

照 !"!# !$%&'(" 中相应门类 !N$ ($ Z

门类等" 的定义% 将它们分解成基层单

位# 中央政府各机构可能在国家各地有派

出单位% 为此应有必要将其识别出来作为

在不同的地点从事活动的基层单位处理#

/"-. 如果一个政府机构向另一个政府机构提供

货物% 应将其视作独立的基层单位% 归入

相应的!"!#类别# 这种处理适用于武器等

军需品$ 文件印刷和文具$ 道路或其他建

筑物等的生产# 政府自己生产武器% 再供

应给自己的武装力量% 实际上相当于一个

跨两个以上 !"!#门类的纵向一体化企业%

所以% 至少应该在每个门类下分解出一个

基层单位# 政府的印刷等生产活动也应如

此处理#

-$ 辅助活动

/"-/ 如;节所述% 根据辅助活动的不同情况%

需要有不同的记录方法% 所以自然要对辅

助活动加以特别考虑# 第一步还是应该明

了辅助活动的确切含义# 从本质上看% 辅

助活动是每个企业都需要的$ 保证其有效

运营的基础性服务% 它包括& 通过书面的

或计算机管理的文件或账目记录各种活动%

提供电子的和传统书写方式的通信设施'

材料和设备采购' 雇员的录用$ 培训$ 管

理和薪酬发放' 材料和设备的存贮管理'

仓库管理' 单位内外货物和人员的运输'

市场营销' 楼房等建筑物的清洁和维护'

机器设备的维修和维护' 安全保卫和实时

监控#

/"-0 这些服务可以由单位内部生产% 也可以在

市场上向专门的生产者购买***但实际上%

当地市场并不能保证按时按量地提供所需

的服务内容# 一旦这些服务由内部生产%

就是所谓的辅助活动# 辅助活动就是企业

在其内部进行的支持性活动% 它能为主要

或次要活动的开展创造条件# 另外从产出

看% 辅助活动具有如下共同特点&

)"辅助活动产出没有用于企业之外的意

向'

*"典型辅助活动的产出可以作为几乎所有

类别生产活动的投入'

+"辅助活动的产出形式是服务 !作为例

外% 也会有货物产出% 但其并不作为主

要或次要活动产出的实际构成部分"'

5"与企业主要或次要活动相比% 辅助活动

的产出价值通常较小#

/"-1 辅助活动是企业主要或次要活动的支持性

活动% 其产出供企业内部使用% 这两条定

义性特征还不足以识别一项辅助活动# 有

许多活动% 其产出完全在同一企业内消费%

但却不能视为辅助活动# 货物通常不能像

会计$ 运输或清洁这些服务一样地作为公

共性投入# 例如% 一家企业所生产的牛奶

可以全部用于该企业的奶油或奶酪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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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牛奶生产不能被看作是辅助活动% 因为

牛奶是特定生产活动的特定投入# 一般的%

如果货物已经内含在主要或次要活动的产

出中% 则它就不是辅助活动的产出#

/"-2 有些活动虽然常见% 但仍然达不到可被认

定为辅助活动的程度# 许多企业自行生产

机器设备$ 建造建筑物$ 开展研发% 但不

论这些活动是否集中进行% 都不作为辅助

活动处理% 因为它们并不是所有企业 !不

论大小" 都能经常进行或普遍存在的活

动#

辅助活动产出的记录 "或不记录#

/"-3 辅助活动不是为自身开展的% 而纯粹是为

相关主要或次要活动提供支持性服务# 如

果所有辅助活动及其产出的使用都发生在

基层单位范围内% 则应把辅助活动和相关

的主要或次要活动视为一体# 由此带来的

结果是&

)"辅助活动产出无法明确识别出来% 从而

#$%不能单独记录这些产出#

*"辅助活动中消耗的所有投入% 包括材

料$ 人工$ 固定资本消耗等% 都作为辅助

活动所支持的主要或次要活动的投入处理#

/".4 如果企业生产发生在两个以上基层单位里%

某些辅助活动可能集中进行% 为所有基层

单位提供集体性服务# 例如% 企业采购$

销售$ 会计$ 计算$ 维修等部门会负责全

部的相应业务% 但其办公室却与从事主要

或次要活动的基层单位不在一处#

/".! 如果一家专门从事辅助活动的基层单位具

备了所从事生产活动的独立账目% 或者与

所服务的基层单位在地理上不在一处% 即

在统计上是可被观测的% 那就应该把它作

为独立的单位% 并根据其主要活动归入相

应的产业类别% 而且这样做也是有意义的#

但统计工作者不应在缺乏足够基础资料情

况下% 付出额外的努力来人为地区分出这

样的独立基层单位#

/"., 一旦可以认定此类单位% 则辅助活动就是

其主要产出# 产出的价值应基于总成本计

算***包括该单位的资本使用成本# 根据

其母企业是非市场性或是市场性的% 该项

产出也被相应地看作是非市场性的或市场

性的# 如果是非市场性的产出% 其资本成

本就应该代之以固定资本消耗% 加总各项

成本即可得出产出的价值# 辅助单位的产

出是其所服务的各基层单位的中间消耗%

应该依据合适的指标在各个基层单位间分

劈% 分劈指标可以是基层单位的产出$ 增

加值或劳动力等#

/".- 对服务于中央政府的专门机构***比如计

算机或通信机构% 此类机构往往较大***

可以在整体上将其作为独立的基层单位处

理#

/"..?即使一项辅助活动是在使用该活动的企业内

部进行的% 它仍可能发展到能向企业外提供

服务的程度% 比如% 一个计算机数据处理单

位可能会将其对内服务能力拓展到满足外部

的需求# 当一项活动开始向外提供服务时%

应把外销的那部分产出作为次要活动而不再

是辅助活动来处理#

辅助活动在经济体系中的作用

/"./ 对那些在某些情况下会作为辅助活动的服

务活动% #$%的生产账户无法提供全面信

息# 由此就难以得到有关信息来反映其在

经济中的作用% 例如% 难以知道生产了多

少产出% 有多少从业人员% 消耗了多少资

源等# 对某些目的而言% 这可能是一种严

重的缺陷# 比如% 如果把信息处理与信息

传输看作是典型的辅助活动% 会不利于分

析 (信息技术) 对生产率的影响' 分析货

物运输的作用时也是如此# 为了某些目的%

可以编制卫星账户对某种活动进行整体估

算% 不管它是否是辅助活动# 此时% 产出

和中间消耗会以同等的量增加% 所以估算

出来的增加值在总量上不会变% 但却能够

为该类活动在经济中的作用提供更为全面

的描述# 第 ,3 章将对卫星账户的作用进行

讨论#

-4!

第 / 章"企业! 基层单位和产业



=" 产业

/".0 #$%对产业的定义与!"!#是一致的& 一个

产业是从事相同或类似活动的基层单位的

集合# 在最详细的分类层级% 产业就是属

于某个 !"!#小类的所有基层单位的集合#

在经汇总形成的较高层级上***对应着

!"!#的中类$ 大类以及最终的门类% 产业

由大量从事类似活动的基层单位组成#

!$ 市场! 自给性和非市场生产者

/".1 (产业) 一词并不是专属市场生产者的%

如!"!#和 "+,所定义的那样% 产业由一群

从事同类生产活动的基层单位组成% 而不

论从事活动的机构是否是市场生产者# 区

分市场性生产与其他生产是从另外一个维

度看生产和经济活动% 例如% 一国卫生产

业由一群基层单位组成% 一部分是市场生

产者% 其他部分则是非市场生产者# 区分

市场性生产和其他生产的标准与根据活动

本身特性进行区分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因

此% 根据活动类型分类和根据市场生产者$

非市场生产者还是自身最终使用生产者来

分类% 结果可能形成基层单位的交叉分类#

($ 产业和产品

/".2 如前所述% 活动与产品间不存在一一对应

关系% 从而产业和产品间也同样不存在这

种对应关系# 某些活动可同时产生多种产

品% 而同一种产品也可以通过不同的生产

工艺技术生产出来#

/".3 如果两种以上的产品同时由同一种生产活

动生产出来% 它们被称作 (联产品)# 联

产品的例子有& 屠宰动物产生的肉和皮革%

提炼甘蔗而产生的糖和糖浆# 一种活动生

产的副产品也可能会通过其他活动生产%

但有些副产品% 比如糖浆% 却只能作为一

种特殊生产活动的副产品而生产出来#

/"/4 一项活动与一个产品在分类上的关系% 可

以由 !"!#和 #)#间的关系来表现# #)#

是根据货物的物理特征或服务的本质特点

分类的% 而!"!#除此之外还要考虑生产过

程中的投入和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工艺技术#

#)#在其开发中试图这样定义其所列出的

每一项货物或服务% 即在正常情况下它应

是由!"!#所定义的唯一的一类活动生产

的# 然而% 由于所采用的标准不同% 这种

目标并不是总能实现的# 蘑菇就是一个例

子% 它可以通过有控制的栽培而生产出来

***属于!"!#的农业活动% 也可以通过采

集野生的蘑菇而生产出来***属于林业活

动# 对!"!#的能源生产活动% 在国家级详

细分类中% 根据工艺技术的不同可以作进

一步细分% 比如可以单列出水力发电活动$

核能发电活动等% 但这些活动都只产生电

力这一种产品#

/"/! 相反地% 每一项!"!#的活动% 不论其定义

的范围多么狭窄% 都可能生产出#)#所定

义的数种产品% 虽然它们可以在#)#的结

构中合并% 形成一 (种) 产品# 应尽可能

根据现实实际% 使#)#的每一个产品类别

分别与6#6<中主要生产这种货物或服务的

类别相对应% 以此建立起两种分类间的对

应关系# 当然% 由于前述原因% 通常在

!"!#与#)#之间不能形成一一对应的关

系& 多数情况下是一对多的关系% 少数情

况下是多对一的关系# 要想把这种关系强

制性地变成更严格的对应% 从多对一的对

应中选择一种即可# 这种选择当然有利于

数据转换% 但却未必是两种分类对应关系

的真实反映#

:" 同质生产单位

/"/, 在大多数统计领域中% 统计单位的选择和 统计方法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要受统计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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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即如何应用统计数据***的影响#

从投入产出分析的目的出发% 最理想的情

形是每个生产单位只从事一项生产活动%

这样% 只需合并所有的从事该生产活动的

单位就能形成一个产业% 无须考虑任何次

要活动# 这样的单位被称为 (同质生产单

位)#

/"/- 同质生产单位对特定分析目的***尤其是

投入产出分析***是最优的单位% 但却不

大可能直接从企业或基层单位取得关于同

质生产单位的核算数据# 因而这种数据只

能通过对企业数据在多种假设条件下的转

化而推算得到# 这样通过对所收集数据进

行统计处理而形成的单位被称为分析单位#

/"/. 如果一生产单位从事一项主要活动和一项

以上的次要活动% 它可以被分解成同样个

数的同质生产单位# 如果要编制分地区的

生产账户和投入产出表% 就必须把处在不

同地区的同质生产单位按不同的独立单位

处理% 即使它们从事的是同一种活动或者

属于同一机构单位#

/"// 第 ,2 章将讨论满足投入产出分析之需的分

析单位的估计方法#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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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 章"生产账户

#$ 引言

0"! 机构单位和机构部门序列账户展示了收入

在经济体中是如何产生$ 分配和使用的%

而生产账户则是其起点# 因此% 哪些活动

定义为生产% 将会决定&'(的规模和整个

经济的收入水平# 从概念上看% 经济总体

的生产账户是各个生产单位类似账户的汇

总# 重要的是% 生产账户既可以按机构单

位和机构部门编制% 也可以按基层单位$

进而按产业编制# 正是这种特点% 才得以

对经济中的产业活动进行研究并编制供给

使用表和投入产出表#

0", 生产账户与生产的概念相关# 生产是在机

构单位负责! 控制和管理下" 利用劳动!

资本! 货物和服务投入而生产货物和服务

的活动( 生产账户反映了生产活动的产出

和各项投入# 为此% 需要澄清以下三个概

念#

0"- 首先需要澄清 #$%所指生产的构成% 即生

产范围# 然后% 根据生产是用于销售$ 自

用或无偿 !或收取很少的费用" 提供给其

他单位% 来确定几种关键的生产类型#

0". 另一个需要说明的概念是如何估价产出#

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搞清楚政府针对

产品和生产活动征收的各种税收 !和所发

放的补贴" 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0"/ 第三个需要考虑的主要概念是% 生产过程

如何增加货物服务的价值从而产生收入#

是将劳动和资本的全部价值都加入到这些

货物和服务的价值中去- 还是仅需考虑资

本价值随着使用而下降的部分-

0"0 账户序列中各账户的一般格式是& 来源是

如何得到的% 使用是如何被扣除的% 剩下

来的就是一个平衡项# 生产账户是账户序

列中的第一个账户% 因此在此第一次出现

平衡项的概念# 在依次考察生产账户的各

项目之前% 将先讨论平衡项的一般意义%

然后讨论生产账户之平衡项的特殊意义#

0"1 机构单位和机构部门的生产账户见表 0"!#

除了平衡项外% 它只包括三个项目# 生产

活动的产出记录在账户右侧的来源方% 它

还可以按产出的不同类型进行分解# 例如%

在机构部门账户中% 如果可能% 应将非市

场产出$ 市场产出和为自身最终使用的产

出分开列示# 使用记录在账户左侧% 包括

中间消耗和固定资本消耗% 它们也都可以

进一步细分#

0"2 生产账户的平衡项是增加值% 它根据是否

包含固定资本消耗% 可以按总额或净额来

计算#

!"总增加值是总产出价值减去中间消耗价

值后的差额'

""净增加值是总产出价值减去中间消耗价

值和固定资本消耗价值后的差额(

0"3 增加值是用于衡量生产过程所创造的新增

价值的% 而固定资本消耗是生产费用% 因

此增加值应该按净额计算# 然而% 正如后

面所解释的% 计算固定资本消耗实际上是

比较困难的% 并且也未必总能对其价值做

出令人满意的估计% 由此也会影响到净增

加值的计算# 因此% #$%不得不规定% 增

加值既可以按总额计算% 也可以按净额计

算# 这样% #$%随后账户中的各平衡项也

04!



可以同时按总额或按扣除固定资本消耗后 的净额来计算#

%$ 生产的概念

!$ 作为经济活动的生产

0"!4 一般地说% 可以把生产描述为企业利用投

入而生产产出的活动# 但对生产进行经济

分析时% 主要关注的是那些其产出能够交

付或提供给其他机构单位的生产活动# 除

非生产的产出能够个别地或共同地提供给

其他单位% 否则就不存在劳动分工$ 生产

专业化或贸易收益# 产出主要有两种类型%

即货物和服务% 为了区分经济意义上的生

产活动和其他活动% 就有必要考察货物和

服务的特征# 本体系将货物和服务统称为

产品#

0"!! 在 #$%中% 通常不需要对货物和服务做出

明确区分% 但在将它们与其他数据集联系

在一起时% 就经常需要了解哪些产品属于

货物% 哪些产品属于服务#

0"!, 诸如6#6<之类的产业分类% 确定了制造业

的分组# 然而% 这其中的许多产业同时也

从事服务生产# 例如% 有些飞机发动机制

造商可能既生产飞机发动机% 也提供现有

发动机的维修和保养服务# 如果货物运送

到另一个单位加工但并不改变其所有权%

则加工便构成了一项服务% 即使它可能是

由一家制造企业完成的# 将加工活动列为

一项服务与加工者属于制造业之间并不矛

盾#

0"!- 同样地% 一些服务产业生产的产品可能具

有货物的很多特征# 为方便起见% #$%将

这些产业的产品称为知识载体产品

!TKU[J85L8@+)\EXFOKL\FU5X+EI"#

0"!. 产品包括货物与服务 #含知识载体产品$"

它们是生产过程的结果#

货物

0"!/ 货物是指对它有某种需求! 并能够确定其

所有权的有形生产成果" 这种所有权可以

通过市场交易从一个机构单位转移给另一

个机构单位( 由于货物不仅可以用于满足

住户或社会需要% 而且可以用于生产其他

货物或服务% 因此% 它们是社会所需要的#

货物的生产和交换是完全独立的两种活动#

有些货物可能从不交换% 而另一些货物可

能被买卖多次# 货物的生产可以与其随后

的销售或转售相分离#

服务

0"!0 服务的生产仅限于一个单位为其他单位服

务而进行的活动# 否则% 服务业就无法发

展% 也不可能有服务市场# 一单位也可能

从事自给性服务的生产% 但前提是该项服

务本来可以由其他单位提供#

0"!1 服务是生产活动的结果" 通过这些生产活

动" 可以改变消费单位的状况" 或促进产

品或金融资产的交换( 这些服务大体可以

分为两类% 一类是变化促成服务 !+M)KL8@

8DD8+EOKLI8FVO+8"% 一类是增值服务 !G)F]

LOK I8FVO+8"# 所谓变化促成服务% 是指生

产者按照消费者需求进行的活动% 以实现

消费单位状况的改变# 此类服务不是能够

确定其所有权的独立存在实体% 无法脱离

生产单独交易# 生产一旦完成% 它们必定

已经提供给了消费者#

0"!2 服务消费者通过聘请服务生产者提供服务

所能获得的变化% 可以表现为如下多种不

同形式&

)"改变消费品的状况& 生产者通过运输$

清洁$ 修理或其他改变货物的方式% 直

接作用于消费者所拥有的货物上'

*"改变消费者的身体状况& 生产者向消费

者提供运输$ 食宿$ 医疗或手术$ 美容

等服务'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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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 生产账户&&&使用方

使用

交易和平衡项
非金融

公司

金融

公司

一般

政府

住户 $(6#7 经济

总体

国外 货物和

服务

合计

产出 -04. -04.

?市场产出 -411 -411

?为自身最终使用的产出 !.1 !.1

?非市场产出 -24 -24

中间消耗 !.11 /, ,,, !!/ !1 !22- !22-

产品税 !.! !.!

产品补贴 ! @" @2 @2

总增加值B国内生产总值 !--! 3. !,0 !// !/ !2/. !2/.

固定资本消耗 !/1 !, ,1 ,- - ,,, ,,,

净增加值B国内生产净值 !!1. 2, 33 !-, !, !0-, !0-,

+"改变消费者的精神状况& 生产者向消费

者提供教育$ 信息$ 咨询$ 娱乐或类似

的面对面服务#

0"!3 这些改变可能是暂时的% 也可能是永久的#

举例来说% 医疗或教育服务可能引起消费

者状况的永久性变化% 消费者可以从中受

益多年# 而参加一场足球比赛则是一种短

暂的经验# 一般而言% 可以姑且认为这些

变化是一种改善% 因为服务是按照消费者

的需求提供的# 这种改善通常体现在消费

者个人身上或他们所拥有的货物上% 而不

是属于生产者的独立实体# 生产者无法将

这种改善作为存货持有% 也不能将它们脱

离生产而单独交易#

0",4 一个生产过程可以同时向一群人或一组单

位提供服务# 例如% 一群人或属于不同机

构单位的货物可以由同一架飞机$ 同一艘

轮船$ 同一列火车或其他交通工具一起运

输# 人们可以一起参加同一节课$ 同一场

讲座或观看同一场表演% 一起接受教育或

享受娱乐# 某些服务可以被共同地提供给

整个社会或其中的大部分成员% 如法律和

秩序的维护$ 国防等#

0",! 如果一个机构单位为另外两个机构单位之

间的货物$ 知识载体产品$ 某些服务或金

融资产的所有权变更提供了便利% 就产生

了增值服务# 增值服务是由批发商$ 零售

商和各类金融机构所提供的# 增值服务与

变化促成服务类似% 也不是能够确定其所

有权的独立实体% 不能脱离生产单独交易'

当生产完成时% 它们必定已经提供给消费

者了#

知识载体产品

0",, 知识载体产品是指那些以消费单位能重复

获取知识的方式而提供$ 存储$ 交流和发

布的信息$ 咨询和娱乐# 生产这些产品的

产业是那些涉及提供$ 存储$ 交流和发布

各种信息$ 咨询和娱乐的产业% 从最广义

的角度来看% 包括生产一般或专业信息$

新闻$ 咨询报告$ 电脑程序$ 电影$ 音乐

等的产业# 这些产业的产出可以确定所有

权% 它们经常存储于一个实物 !无论是纸

质媒体还是电子媒体" 之中% 而这些实物

可以像普通货物一样进行交易# 它们具有

货物的很多特征% 例如可以确定这些产品

的所有权并可以重复使用它们# 无论将这

些产品定性为货物还是服务% 它们都具备

基本的共同特征% 即可以由一个单位生产

并提供给另一个单位% 从而使劳动分工和

市场的出现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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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 $续%" 生产账户&&&来源方

来源

交易和平衡项
非金融

公司

金融

公司

一般

政府

住户 $(6#7 经济

总体

国外 货物和

服务

合计

产出 ,242 !.0 -.2 ,14 -, -04. -04.

?市场产出 ,242 !.0 4 !,- 4 -411 -411

?为自身最终使用的产出 4 4 4 !.1 4 !.1 !.1

?非市场产出 -.2 -, -24 -24

中间消耗 !22- !22-

产品税 !.! !.!

产品补贴 ! @" @2 @2

($ 生产范围

0",- 明确了作为产出生产出来的货物和服务的

一般特征% 就可以定义生产# 首先要为生

产下一个一般定义% 然后再给出 #$%所使

用的具有较多限制的生产定义% 接下来再

讨论生产的范围问题% 因为它会影响到住

户活动和未观测活动#

一般生产范围

0",. 可以将经济生产定义为& 在机构单位控制

和负责下% 利用劳动$ 资本$ 货物和服务

作为投入以生产货物或服务的活动# 必须

有一个机构单位对生产过程负责任% 并拥

有作为产出的货物或知识载体产品% 或者

有权因其提供变化促成服务或增值服务而

得到付款或其他补偿# 没有人类参与或管

理的纯自然过程不是经济意义上的生产#

例如% 国际水域中鱼类资源的自然生长不

是生产% 而渔业养殖活动则是生产#

0",/ 尽管货物的生产过程不难确认% 但是要把

服务生产与其他重要而有益的活动区分开

来却并非总是那么容易# 经济意义上的非

生产性活动包括吃饭$ 喝水$ 睡觉$ 锻炼

等基本的人类活动% 这些个人的基本活动

无法由他人代替进行% 付钱雇他人进行锻

炼不能使自己身体健康# 另一方面% 洗衣$

做饭$ 照看儿童$ 看护病人$ 照顾老人等

活动都可以由其他单位提供% 因此在一般

生产范围之内# 许多住户雇佣付酬家政人

员为他们提供这些服务#

#$%中的生产范围

0",0 #$%对生产范围的限制比一般生产范围更

严格# 由于下文所解释的原因% 除自有住

房服务和付酬家政人员提供的服务外% 住

户为自身最终使用而进行的服务生产都不

在 #$%的生产范围之内# 除了这一点%

#$%的生产范围与上一节中定义的一般生

产范围完全一致#

0",1 &'#的生产范围包括以下几类活动%

!"生产者提供或准备提供给其他单位的所

有货物或服务的生产" 包括在生产这些

货物或服务过程中所消耗的货物或服务

的生产'

""生产者为了自身的最终消费或资本形成

所保留的所有货物的自给性生产'

#"生产者为了自身的最终消费或资本形成

所保留的知识载体产品的自给性生产"

但 #按照惯例$ 不包括住户部门的自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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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产品生产'

$"自有住房者的自给性住户服务'

%"雇佣付酬家政人员提供的家庭和个人服

务的生产(

住户部门的生产范围

不包括住户部门的大部分自给性服务

0",2 住户成员为自身最终消费而进行的服务生

产历来不包括在国民经济核算的生产范围

内% 这里有必要简要说明一下这样做的原

因# 首先有必要列出那些由住户成员生产

并在同一住户内消费的$ 不在账户中记录

的服务% 它们是&

)"住户对其所住房屋的清洁$ 装饰和维

护% 包括通常由房主和承租人进行的小

修'

*"包括家用车辆在内的住户耐用消费品或

其他货物的清洁$ 保养和维修'

+"膳食的准备和提供'

5"儿童的看护$ 培养和管教'

8"病人$ 体弱者或老人的照顾'

D"住户成员或其货物的运输#

0",3 在大多数国家% 相当多的劳动被用于生产

这些服务% 而这些服务的消费对经济福利

具有重要贡献# 但是% 国民账户服务于多

种分析和政策目的% 并非仅为或主要为获

得福利指标而编制# 对于住户内生产和消

费的$ 不付酬的家庭或个人服务% 不虚拟

估算其价值的原因可以归纳如下&

)"住户内部服务的自给性生产是一种自给

自足的活动% 对经济中其他部门的影响

非常有限# 住户决定生产住户服务的同

时也决定了消费该项服务# 而货物的生

产则不同# 例如% 如果一个住户从事农

产品生产% 并不意味着他会消费其所有

的产出# 一旦农作物收获了% 生产者将

面临选择& 多少用于消费% 多少存储起

来供未来的消费或生产% 多少在市场上

出售或交换其他物品# 尽管习惯上称为

货物的自给性生产% 但实际上% 在生产

时无法确定最终有多少被生产者消费#

举例来说% 如果农作物收成比预期要

好% 住户可能会在市场上卖掉一些农作

物% 虽然原来可能打算全部用于自己消

费# 对于服务来说% 不存在这种可能

性% 不可能生产出一项服务后再决定是

否出售#

*"由于绝大多数住户服务不是为市场而生

产的% 因此通常没有合适的市场价格可

用来对这些服务进行估价# 所以% 估算

服务产出以及相关收入和支出的价值%

并且使之与货币性交易 !账户中大多数

项目以此为基础" 价值加起来仍有意

义% 这是非常困难的#

+"除自有住房的虚拟租金以外% 自给性服

务的生产决定既不受经济政策的影响%

也不影响经济政策的制定% 因为其虚拟

价值不等于货币流量# 例如% 住户服务

生产水平的变动不影响经济中的税收收

入或汇率水平#

0"-4 就是说% 核算人员之所以不愿虚拟估算与

住户内部服务的生产和消费有关的产出$

收入和支出的价值% 是有多种原因的% 即&

这些活动与市场是相对分离和独立的' 对

其价值进行具有经济意义的估价极其困难'

对账户体系在制定政策$ 分析市场和市场

失衡方面的有效性将产生不利影响#

0"-! 生产范围内不包括住户服务% 对劳动力和

就业统计是有意义的# 国际劳工组织

!6̂N" 的相关准则规定% 经济活动人口是

指在 #$%生产范围内从事生产活动的人

口# 如果将生产范围扩大至包括住户服务

的自给性生产% 则几乎所有成年人口都是

经济活动人口% 失业也就不存在了# 因此%

在实践中即使仅仅是为了得到有意义的就

业统计% 也有必要回到 #$%现有的生产范

围上来#

货物的自给性生产

0"-, 尽管住户内部为自身消费而生产的服务不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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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在 #$%的生产范围之内% 但由于某些

住户活动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非常重要% 因

此有必要对这些活动的处理方法给予进一

步的指导# #$%的生产范围包括所有货物

的生产# 下列几种类型的住户生产% 无论

是否用于自身最终消费% 都包括在生产范

围内&

)"农产品的生产及随后的储存' 野果或其

他野生作物的采集' 林业' 伐木和木柴

采集' 狩猎和捕鱼'

*"其他初级产品的生产% 如采盐% 刨泥炭

等'

+"农产品加工' 谷物脱粒' 面粉生产' 皮

革加工' 鱼肉制品的生产和存储' 通过

烘干$ 罐装等方法储藏水果' 黄油$ 奶

酪等乳制品的生产' 啤酒$ 葡萄酒或白

酒的生产' 编筐或织席等'

5"其他类型的加工% 如织布$ 制衣$ 制

鞋' 陶器$ 器皿或耐用器具的生产' 家

具制作等'

8"水的供应在这里也被视为货物生产活

动# 原则上% 供水活动类似于原油的开

采和管道运输#

0"-- 要详尽列出所有可能的生产活动是不切实

际的% 但上面所列已经涵盖了最常见的生

产类型# 对一国而言% 如果能确认由住户

内部生产的货物量相对于该种货物的国内

总供给量非常重要% 就应该记录这种生产#

否则% 在实践中就不值得费力去估算它#

自有住房服务

0"-. 自给性服务生产一般不在生产范围之内%

但自有住房者为自身最终消费生产的住房

服务是个例外% 它一直都包括在国民经济

核算的生产范围之内# 自有住房与租用住

房的比率% 在不同国家之间% 在一个国家

的不同地区之间% 甚至在同一国家或同一

地区的各较短时期之间% 都可能存在较大

的差异# 因此% 如果不虚拟估算自有住房

服务的价值% 住房服务生产和消费的国际

比较和跨期比较就会失实# 有些国家还对

自有住房服务的虚拟收入额征税#

雇佣付酬家政人员生产家庭和个人服务

0"-/ 付酬家政人员提供的很多服务如果由住户

成员承担的话是要被排除在 #$%的生产范

围之外的% 然而% 如果付报酬给一个外人

让其到家里来做诸如洗碗$ 做饭或照看孩

子等事务% 就类似于送衣服到洗衣店$ 去

饭店吃饭或付费给托儿所照顾孩子等一样%

属于市场活动# 但按照惯例% 仅将家政人

员的工资视为产出价值% 而他们在工作中

使用的其他材料则视为住户消费支出% 因

为很难确定这些材料哪些是家政人员所用%

哪些是住户成员所用# 支付给其他住户成

员的费用也不视为服务支出% 即使该项支

出名义上是为了家庭事务% 例如给孩子的

零花钱#

(自己动手) 的装修$ 维护和小修

0"-0 住户成员 (自己动手) 进行的耐用消费品

和住房的维修和保养属于自给性服务% 不

包括在 #$%的生产范围之内% 所购买的原

材料作为最终消费支出处理#

0"-1 对住宅而言% (自己动手) 的活动包括通

常由承租人和房主进行的各类装饰$ 维护

和小修 !包括相关装置的修理"# 另一方

面% 由房主进行的较大规模的维修% 如重

新刷墙或修屋顶% 在本质上属于住房服务

生产活动的中间投入# 但是作为住房服务

生产者% 这种维修活动只是自有住房者的

次要活动# 这两种活动的生产账户可以合

并% 这样% 在实际处理时% 维修材料的购

置便成为住房服务生产过程中的中间费用#

住房的重大翻新和扩建应作为固定资本形

成予以单独记录#

消费品的使用

0"-2 住户内部为直接满足人的需要或欲望而使

用货物不能视为生产# 这个原则不仅适用

于为消遣或娱乐活动而购买的材料和设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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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适用于为准备膳食而购买的食品# 准备

膳食是一项服务活动% 在 #$%和 6#6<第 .

版中都是这样处理的# 因此% 为住户成员

的自身消费而准备膳食不是生产活动# 个

人或住户为其自身利益或为满足自身需要

而使用汽车等耐用消费品% 本质上是一种

消费活动% 不应视为生产的扩展或延续#

(未观测) 经济

0"-3 未观测经济现象备受关注# 未观测经济是

指由于某种原因% 在常规统计调查中未被

观测到的活动# 原因可能是这项活动是非

正规的% 从而避开了面向正规活动开展的

调查' 也可能这虽是一项合法活动% 但生

产者急欲掩盖它' 或可能因为它是一项非

法活动# 第 ,/ 章讨论了住户部门内非正规

经济的测算问题#

0".4 某些活动可能明确属于 #$%的生产范围%

同时也是完全合法的活动 !如果它们遵守

了某些标准和规章"% 但出于以下原因而

故意向政府当局隐瞒# 这些原因是&

)"为了避免缴纳所得税$ 增值税或其他

税'

*"为了避免缴纳社会保障缴款'

+"为了避免遵从某些法定标准% 如最低工

资$ 最长工时$ 安全或卫生标准等'

5"为了避免遵守某些行政管理程序% 如填

写统计调查表或其他行政管理表格#

0".! 尽管某些生产者试图对政府当局隐瞒其活

动% 但并不意味着实际中这些活动不包括

在国民经济核算中# 许多国家在将未观测

经济包含在内的生产核算方面取得了相当

成功的经验# 对一些产业% 如农业或建筑

业% 运用各种调查和商品流量法就可以对

产业总产出作出令人满意的估算% 但却不

能识别或测算出其中的未被观测部分# 由

于未观测经济可能在一些国家的经济总量

中占据着重要位置% 因此尽力估算包括未

观测经济在内的总产出特别重要% 即便未

必总能将未观测经济单独区分出来#

0"., 未观测经济和非法生产之间可能没有明确

的界线# 例如% 不符合某些安全$ 卫生或

其他标准的生产可以被视为非法# 同样%

逃税本身通常是一种犯罪行为# 不过% 对

#$%来说% 没有必要确定未观测经济和非

法生产之间的精确界限% 因为无论如何这

两种活动都包括在生产范围之内# 这就是

说% 在与官方市场 !例如% 受官方价格管

制的外汇市场或货物市场" 并存的非官方

市场中进行的交易也必须包括在账户中%

无论该市场实际上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

0".- 非法生产有两类&

)"法律禁止销售$ 流通或持有的货物和服

务的生产'

*"生产活动本身通常是合法的% 但由于生

产者未经许可而成为非法活动% 如未获

得行医许可的人员所从事的医疗活动#

0".. 虽为非法% 但在经济意义上属于生产性活

动的例子有& 麻醉品的制造和销售% 货物

走私$ 人口偷渡等非法运输% 以及卖淫等

色情服务#

0"./ 只要生产过程真实% 产出的货物和服务具

有有效市场需求% 以上这两种非法生产就

都应包括在 #$%的生产范围之内# 这些货

物服务的购买者% 例如购买走私物品的单

位% 可能并未参与任何非法活动% 甚至不

知道其交易对象的行为是非法的# 需要记

录这些非法货物服务的购买和销售交易%

不仅仅是为了全面核算生产和消费% 而且

也是为了防止在其他账户中出现误差# 因

为非法生产形成的收入可能完全合法地花

掉% 相反地% 在非法货物服务上的支出却

可能是合法获得的资金# 如果这些非法交

易的结果被记录在金融账户和对外账户中%

而在生产账户和收入账户中却没有相应记

录% 就会导致重大误差#

0".0 库存产品的常规性盗窃不包括在产值中#

假设一间店铺的库存经常遭到盗窃% 在计

算该商店的产值时% 所售货物的部分利润

必须用于弥补被盗货物的成本# 因此% 利

润等于所售货物的价值减去出售货物和被

盗货物的成本# 如果被窃产品在其他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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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街边货摊出售% 街道小商贩的产值

仍是以他们销售货物的价值和为此付出的

成本之差来计算的%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小商贩没有为货物支付任何费用% 则整个

销售价值就是利润#

0".1 非法生产不涉及外部效应的产生% 如污染

物的排放# 外部效应可能产生于完全合法

的生产过程# 外部效应的产生并不需要得到

受影响单位的同意% #$%也不虚拟估算其

价值#

0".2 尽管需要专门考虑未观测活动和非法活动%

但无须将它们从正常的数据收集过程中排除#

,$ 基本价格" 生产者价格和购买者价格

0".3 根据产品税$ 产品补贴以及运输费用的记

录方式% 可以采用不同的价格来估价产出

和投入# 此外% 增值税 !_%̀ " 和类似可

抵扣税也可以采用不同的方式来记录# 本

节将介绍 #$%中使用的估价方法#

0"/4 第 1 章<节会详细讨论生产税% 但在讨论

不同价格测度指标时区分产品税 !和补

贴" 和其他生产税 !和补贴" 是非常重要

的# 顾名思义% 产品税就是每单位产品应

缴纳的税# 产品税可以根据产品数量定额

征收或是按照其销售价值的百分比来征收#

其他生产税是对生产者征收的% 其征税对

象既不是产品% 也不是生产利润# 例如对

在生产中使用的土地和房屋或雇用的劳动

力所征收的税# 产品补贴和其他生产补贴

也基于类似的标准来划分#

!$ 基本价格和生产者价格

0"/! #$%使用两种价格来核算产出% 即基本价

格和生产者价格&

!"基本价格" 是生产者就其生产的每单位

货物或服务产出从购买者那里所获得

的! 扣除了生产或销售时应付的所有

税! 再加上所获得的所有补贴后的金

额( 它不包括生产者在发票上单列的任

何运输费用(

""生产者价格" 是生产者就其生产的每单

位货物或服务产出从购买者那里所获得

的! 扣除了向购买者开列的所有_%̀

或类似可抵扣税后的金额( 它不包括生

产者在发票上单列的任何运输费用(

生产者价格和基本价格中都不包括在销售

发票上单列的增值税或类似可抵扣税#

0"/, 与基本价格不同% 生产者价格中包括产品

税 !每单位产出的应缴税额"% 但不包括

产品补贴 !每单位产出获得的补贴"# 生

产者价格是不包括 !在生产者开具给购买

者的发票中单列的" 增值税的价格# 基本

价格是归生产者所有的那部分% 因此该价

格同生产者的决策密切相关# 在许多国家

越来越普遍的做法是% 生产者在他们的发

票中分别注明各项税款% 这样一来% 购买

者就能知道他向生产者支付了多少钱$ 向

政府缴纳了多少税#

0"/- 基本价格中不包括生产者从购买者那里获

得$ 再转移给政府的任何产品税% 但包括

生产者从政府那里获得$ 用于降低向购买

者所收取价格的所有产品补贴#

0"/. 生产者价格和基本价格都是能够直接观测

和记录的实际交易价格# 在统计调查中获

得的通常是基本价格% 一些官方的 (生产

者价格) 指数实际上是指基本价格% 而不

是这里定义的生产者价格#

_%̀ 和类似可抵扣税

0"// 许多国家都征收某种形式的 _%̀ !即增值

税"# _%̀ 是一种涉及面很广的税种% 通

常要覆盖大部分或所有的货物和服务# 在

一些国家% _%̀ 可以取代大多数其他形式

的产品税% 但也可以在征收其他产品税

!如对烟草$ 酒精饮料或燃油所征收的消

费税" 之外% 再征收_%̀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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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_%̀ 是在各个环节上由企业征收的一种产

品税# 生产者按政府要求对其销售的货物

或服务征收一定比例的 _%̀ # _%̀ 在销售

者开具的发票中单独列示% 这样购买者就

能知道他支付了多少税款# 但是生产者不

必向政府缴纳他们在开给顾客的发票上所

列的全部_%̀ % 因为通常这些_%̀ 是可以

用生产者在购买用于中间消耗$ 转售或固

定资本形成的货物服务时自己所支付的

_%̀ 来抵扣的# 生产者必须缴纳的增值税

额只是销项_%̀ 与 !购买中间消耗或固定

资本形成时的" 进项_%̀ 的差额% 这也就

是增值税一词的由来# _%̀ 税率根据货物

和服务的类别和购买者的类型而不同# 例

如% 非常住游客购买的商品有时被作为出

口% 从而可以免征_%̀ #

0"/1 实际中还存在一些不称为 _%̀ 但以类似方

式运转的税种# #$%将_%̀ 这一术语应用

于任何类似可抵扣税种% 即使其范围比完

整的_%̀ 体系窄#

0"/2 下列术语需要界定&

!"发票单列C#D% 生产者销售时的应交

C#D" 它在生产者出具给购买者的销售

发票上单独列出(

""可抵扣C#D% 购买用于中间消耗! 固定

资本形成或转售的货物或服务时的应交

C#D" 允许用于抵扣生产者在出具给顾客

的发票上单列的! 应交给政府的C#D(

#"不可抵扣增值税% 购买者支付的! 无法

从其应交增值税额 #如果有的话$ 中扣

除的C#D(

因此% 市场生产者可以通过从 _%̀ 负债

!即给自己顾客所开具发票上的 _%̀ " 中

扣除自己购买所产生的任何应付可抵扣

_%̀ % 从而收回这部分成本# 但另一方面%

住户用于最终消费或针对住宅的固定资本

形成所缴纳的_%̀ 不能被抵扣# 此外% 政

府单位或$(6#7所属的非市场生产者的应

缴_%̀ 也不能被抵扣#

_%̀ 总额和净额的记录

0"/3 记录 _%̀ 的可选方式有两种% 即 (总额)

制和 (净额) 制# 在总额制下% 所有交

易% 包括发票单列 _%̀ 税额都要予以记

录# 这样% 无论购买者随后能否抵扣

_%̀ % 购买者和销售者都按同一价格记录#

0"04 总额记录制似乎符合按 (市场) 价格记录

的传统概念% 但存在一些困难# 首先% 许

多国家多年实施_%̀ 的实际经验表明% 由

于工商会计的记账方法和记录的保存方式%

很难 !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 使用总额

制# 大多数产业调查和企业调查中填报的

销售额不包括发票单列 _%̀ # 反过来% 生

产者记录的货物和服务的购买通常不包括

可抵扣_%̀ # 虽然有些国家试行使用总额

制% 但由于上述原因不得不放弃# 其次%

可以认为总额制歪曲了经济的真实状况%

因为它不能反映企业实际缴纳的 _%̀ 税

额# 大量发票单列_%̀ 都可以被抵扣% 因

此它仅代表名义税负或假定税负#

0"0! 因此% #$%要求按净额制记录 _%̀ # 在净

额制中&

)"货物和服务的产出价值不包括发票单列

_%̀ ' 进口价值同样也不包括发票单列

_%̀ '

*"货物和服务的购买额中包括不可抵扣

_%̀ #

在净额制下% _%̀ 被记录为由买方而非卖

方支付% 并且只由那些不能抵扣 _%̀ 的买

方支付# 因而在 #$%中% 几乎所有 _%̀

都被记录为在最终使用***主要是在住户

消费***上的支付# 只有少量_%̀ 由企业

支付% 因为企业的某些进项 _%̀ 是不可抵

扣的#

0"0, 净额制的缺点在于& 当 _%̀ 不可抵扣时%

同一交易的双方会记录不同的价格# 生产

者记录的价格中不包括发票单列 _%̀ % 而

只要这部分_%̀ 不可抵扣% 它就包括在购

买者记录的价格中# 这样% 在汇总时% 购

买者记录的总支出必定超过生产者记录的

对应的销售总收入% 超出部分等于不可抵

扣_%̀ 的合计额#

0"0- 这样一来% #$%所界定的生产者价格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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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混合价格% 它排除了部分而非全部产品

税# 相比之下% 不包括任何产品税 !但

包括产品补贴" 的基本价格的概念更加

清晰% 从而成为生产者产出估价的首选

方法#

($ 购买者价格

0"0. 购买者价格是购买者在指定时间地点获得

每单位货物或服务所支付的金额" 它不包

括任何可抵扣_%̀ 或类似可抵扣税( 货物

的购买者价格包括按购买者要求在指定时

间运送货物到指定地点而另行支付的运输

费用(

0"0/ 如果购买者直接从生产者手中购买% 那么

购买者价格超出生产者价格的部分可能

包括&

)"购买者支付的任何不可抵扣的_%̀ '

*"购买者另行支付的货物运输费用% 这部

分费用不包括在生产者价格中#

可见% 购买者价格超出基本价格的部分等

于上面列举的两项加上 !除 _%̀ 之外的"

产品税减去产品补贴#

0"00 如果购买者不是直接从生产者手中购买产

品% 而是从批发商或零售商那里购买% 那

就需要将批发商零售商的毛利包括在基本

价格和购买者价格的差额中#

0"01 出于某些包括投入产出分析在内的目的%

将产品购买看作两个独立的交易可能更加

方便# 第一是从生产者手中购买产品% 第

二是向产品的批发商或零售商支付商业毛

利# 商业毛利是指& 经过批发和零售环节

后% 产品最终购买者支付的价格和该产品

最初生产者所获得的生产者价格之间的

差额#

0"02 在_%̀ 或类似可抵扣税制下% (市场) 价

格的传统概念变得有些模糊不清% 因为一

项交易根据税项是否可以抵扣可能存在两

种不同的价格& 一种为销售者价格% 另一

种为购买者价格# 为了防止混淆% #$%建

议% 在定义增加值和所采用的价格基础

!基本价格$ 生产者价格或购买者价格"

时% 应避免使用 (市场价格) 这一术语#

+$ 基本价格! 生产者价格和购买者价格

&&&总结

0"03 图 0"! 概括了基本价格$ 生产者价格和购

买者价格之间的本质区别#

?图 0$!" 基本价格! 生产者价格和购买者价格

??

基本价格

A

产品税# 不包括发票单列_%̀

@

产品补贴

a

生产者价格

A

购买者的不可抵扣_%̀

A

另行支付的运输费用

A

批发商和零售商的商业毛利

a

购买者价格

-$ 增加值和3-7

!$ 总增加值和净增加值

0"14 经常账户的平衡项是来源方合计与使用方

合计的差额# 将各项交易划分到一套账户

之中的基本原理在于% 每个账户的平衡项

都具有经济意义# 生产账户的平衡项是增

加值% 之所以称为增加值% 是因为它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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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生产所创造的价值# 由于机构单位$ 机

构部门$ 基层单位或产业均可编制生产账

户% 因此可以获得它们之中任何一个层次

的增加值# 增加值具有分析意义% 因为%

所有常住单位增加值之和% 再加上产品税

!减产品补贴"% 就构成了国内生产总值

!&'("#

0"1! 增加值代表劳动和资本对生产过程的贡献#

一旦增加值中扣除了以其他生产税形式拨

给政府的那部分增加值并加上相应的补贴%

剩下的就是劳动和资本的报酬# 但是% 以

固定资本形式存在的资本% 其使用寿命有

限% 因此应将一部分增加值视为固定资本

因其在生产过程中使用而扣减的价值% 这

部分补偿价值被称为固定资本消耗#

0"1, 固定资本消耗是 #$%中最重要的要素之

一# 在大部分情况下% 一提到 (总额) 和

(净额) 的区别% (总额) 就意味着没有扣

除固定资本消耗% 而 (净额) 则意味着扣

除了固定资本消耗# 特别是账户中所有的

主要平衡项% 从增加值到储蓄% 都可以记

录成总额或净额% 也就是在扣除固定资本

消耗之前或之后的数额# 还应该指出的是%

固定资本消耗一般比大多数的平衡项净额

大得多% 大约可以占到&'(的 !4Q或者更

多#

0"1- 固定资本消耗是本账户体系中在概念上最

难定义$ 在实际中最难核算的项目之一#

此外% 固定资本消耗不代表一系列交易的

汇总价值% 它是一项虚拟价值% 其经济意

义不同于账户中其他主要根据市场交易设

置的项目# 基于上述原因% 国民经济账户

中的各个主要平衡项总是既按包括固定资

本消耗的总额也按扣除固定资本消耗后的净

额来记录# 这一版 #$%继续保持这一惯例%

规定从增加值到储蓄的所有平衡项都按上述

两种方式记录# 一般来说% 总额数字比较容

易核算% 因而也可能更加可靠# 但对于分析

来说% 净额在概念上更加合适和贴切#

0"1. 如前所述&

)"总增加值是指产出价值减去中间消耗价

值之差'

*"净增加值是指产出价值减去中间消耗和

固定资本消耗价值之差#

在下面章节中% 当净增加值的相应结论是

显而易见时% 为了避免重复% 将仅在总增

加值层面进行讨论#

($ 增加值的不同测度

0"1/ #$%中% 中间投入在其进入生产过程的时

候进行估价和记录% 而产出则在它们从生

产过程中出现的时候进行估价和记录# 中

间投入通常按购买者价格计算% 而产出按

基本价格计算% 当基本价格无法获得时就

按生产者价格计算# 中间投入的价值与产

出价值之差就是总增加值% 总增加值在扣

除固定资本消耗$ 生产税 !减补贴" 和雇

员报酬后的余值 !可正可负" 便是营业盈

余或混合收入净额#

0"10 如上所述% 通过将不同的价格基础与一组

投入量和产出量相结合% 可以计算得到不

同的总增加值# 下面介绍使用 #$%认可的

不同价格基础所计算的各种总增加值#

按基本价格计算的总增加值

0"11 按基本价格计算的总增加值定义为按基本

价格估价的产出减去按购买者价格估价的

中间消耗( 虽然产出和投入按不同的价格

标准估价% 但为了简洁起见% 这里用估价

产出的价格来描述增加值# 从生产者的角

度看% 估价投入的购买者价格和估价产出

的基本价格代表了实际的收付价格% 使用

这些价格得到的总增加值特别适合于生产

者角度的测算#

按生产者价格计算的总增加值

0"12 按生产者价格计算的总增加值定义为按生

产者价格估价的产出减去按购买者价格估

价的中间消耗( 前面已经提到% 如果没有

_%̀ % 无论按生产者价格还是购买者价格

计算% 消耗的中间投入的总价值都是一样

的% 在这种情况下% 按生产者价格计算的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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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增加值与同时用生产者价格计算投入和

产出所得到的结果是相同的# 因此% 用这

种方法计算的总增加值具有经济意义% 它

相当于传统所说按市场价格计算的总增加

值# 但是% 如果存在 _%̀ % 由于生产者价

格不包括发票单列 _%̀ % 因此把这种总增

加值描述为按 (市场) 价格计算就不合

适#

0"13 这种总增加值与上节介绍的总增加值都使

用购买者价格来估算中间投入# 这两种总

增加值的区别完全在于对产出上应付的产

品税或产品补贴 !不包括发票单列 _%̀ "

的不同处理方式# 按照定义% 按生产者价

格计算的产出超出按基本价格计算的产出

的部分 !如果有的话"% 其数额应等于产

品税减产品补贴% 因此上述两种相关联的

总增加值的差额也必定等于这一数额#

按要素成本计算的总增加值

0"24 按要素成本计算的总增加值这一概念在

#$%中并未明确提出% 但它很容易从上述

任何一种总增加值中推算出来% 即从以上

定义的总增加值中减去应付生产税减补贴#

例如% 在按基本价格计算的总增加值中%

应付生产税只有 (其他生产税)# 其他生

产税主要是对企业使用的劳动或资本所征

收的经常税 !或拨付的补贴"% 例如工资

税$ 对车辆或房屋征收的经常税等# 因此%

按基本价格计算的总增加值减去 (其他生

产税 !减其他生产补贴") 便可得到按要

素成本计算的总增加值#

0"2! 按要素成本计算的总增加值在概念上的难

点在于它缺少可观测的价格% 如果存在合

适的价格% 用它乘以产量即可直接得到按

要素成本计算的增加值# 按照定义% (其

他生产税或生产补贴) 不是产品税或产品

补贴% 后者能从投入和产出价格中扣除#

因此% 尽管按要素成本计算的增加值这一

名称由来已久% 但严格来说它不是增加值

的一个测度指标% 它实质上是一个收入测

度指标而非产出测度指标# 按要素成本计

算的增加值反映了从总增加值 !无论如何

界定" 中扣除所有应付生产税 !减生产补

贴" 后的待分配余额# 至于选用哪种总增

加值是无关紧要的% 因为上述几种计算方

法的差异仅在于总增加值中应扣除的生产

税或生产补贴的数额#

+$ 国内生产总值 $3-7%

0"2, 经济总体之国内生产总值 !&'(" 这一概

念的理论基础是% 它应当衡量经济中所有

常住机构单位生产的总增加值的合计# 然

而% 虽然&'(概念是以此原则为基础的%

但 #$%所定义的 &'(却是一个等式% 即

按增加值$ 收入法和支出法所计算的 &'(

应该相等# 要做到这一点% 重要的是% 以

上三种方法中生产税必须对 &'(具有相同

的贡献# 支出法计算的&'(应包括所有生

产税和进口税% 因为这些税项最终都要包

括在最终使用者的购买者价格中#

0"2- 根据&'(的定义% 对所有常住生产者求和

时% 有下列等式&

)"&'(a按生产者价格计算的总增加值之和

A进口税

@进口补贴

A不可抵扣_%̀ '

*"&'(a按基本价格计算的总增加值之和

A所有产品税

@所有产品补贴'

+"&'(a按要素成本计算的总增加值之和

A所有产品税

@所有产品补贴

A所有其他生产税

@所有其他产品补贴#

在等式 !*" 和 !+" 中% 产品税和产品补

贴中既包括对产出征收的税和补贴% 也包

括进口税和补贴#

.$ 国内生产

0"2. &'(测度了所有常住生产者的生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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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未必与该经济领土的地理范围内发生的

所有生产活动相符合# 常住生产者的某些

生产活动可能发生在国外% 而在该经济体

地理范围之内发生的某些生产活动可能是

由非常住生产单位进行的# 例如% 常住生

产者可能派雇员到国外暂时从事设备安装$

修理或操作% 该产出属于常住生产者的出

口% 而且这项生产活动不会增加活动发生

国的&'(# 因此% 有关常住和非常住机构

单位的区分对&'(的定义和核算范围至关

重要# 实际上% 常住生产者的大部分生产

活动都发生在其常住国的范围内# 但是%

那些不管客户位于何处% 通常必须直接

向客户提供其产出的服务业生产者% 目

前越来越倾向于在多个国家从事生产%

而交通和通信设备的快速发展更加助长

了这种趋势# 对流动服务生产者来说%

相邻国家之间的地理边界正变得越来越

不重要% 尤其是对那些与几个国家接壤

的小国而言#

1$ 产出的测度

!$ 生产与产出

0"2/ 生产是基层单位所从事的一项活动# 一个

基层单位所从事的活动究竟是生产货物还

是提供服务% 有时很难明确区分# 例如%

一家炼油厂用自有原油提炼产品属于货物

生产 !炼油"' 而同一家炼油厂对属于另

一个单位的原油进行提炼% 则是给那家单

位提供提炼服务# 货物在同一企业的不同

基层单位间传递时% 经常出现这种难以确

认的情况% 明确何时将其记录为货物产出$

何时记录为变化促成服务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基层单位属于不同企业 !即不同机构

单位"% 则应以经济所有权为原则# 如果

一个基层单位无权决定货物的生产水平$

销售价格和销售目的地% 则可以认定该机

构单位对于所加工的货物没有经济所有权%

其产值只应作为加工服务来处理# 上述所

举炼油厂提供服务例子就属这种情况#

0"20 如果相关基层单位属于同一企业% 由于两

个基层单位的所有者相同% 所以不存在所

有权的变更% 但是伴随所有权变更的风险

转移原则仍然适用# 例如% 假设一个基层

单位收到来自同一企业另一基层单位的煤

炭% 用它来发电并在公开市场上出售# 发

电单位有权决定煤的需求量$ 发电量和电

的售价# 在这个案例中% 虽然由于两个基

层单位属于同一企业% 所有权在法律上没

有发生变更% 但在测度发电价值时仍应包

括发电过程中所消耗的煤的成本#

0"21 一般而言% 由同一基层单位生产然后使用

的所有货物和服务都不包括在产出测度之

中% 但也有例外# 例如% 如果生产的货物

和服务被基层单位用于资本形成% 就要记

录为产出# 类似地% 进入存货的产品也要

记录为产出% 即使这些产品在后来某时期

最终将作为同一基层单位的中间消耗而退

出存货# 如果基层单位是一个种植玉米的

住户非法人企业% 则玉米的产出中应包括

留作住户消费的那一部分#

0"22 一个基层单位生产的货物和服务可能用于

自己的中间消耗# 例如% 瓷器只有在上釉

之后才交付给其他单位# 一般而言未上釉

的瓷器不记录为产出% 但是在生产期末仍

未上釉的瓷器应该记录为在制品% 并进入

存货# 在接下来的生产期中% 未上釉的瓷

器将从存货中提取出来并被上釉% 上釉后

的瓷器构成这一期的产出#

0"23 尽管生产与活动相关% 一个生产过程的产

出就是一组产品% 但是产出是对基层单位

进行测度的% 可能包括多个生产过程的产

出# 因此产出被定义为" 一个基层单位生

产的货物和服务" 它不包括%

!"基层单位在生产中使用的不承担风险的

任何货物和服务的价值"

""同一基层单位消耗的货物和服务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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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但用于资本形成 #固定资本形成或

存货变动$ 或自身最终消费的货物服务

除外(

($ 记录时间

0"34 大部分货物和服务的产出通常在其生产完

成时予以记录# 然而% 如果生产一单位产

出所要花费的时间很长% 就需要将该产出

视为持续性生产% 并记录为 (在制品)#

例如% 某些农产品或船舶$ 建筑物等大型

耐用品的生产% 可能需要数月或数年才能

完成%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将全部产出都

作为生产过程结束时生产的% 将会扭曲实

际的经济情况# 因此% 只要生产过程持续

两个或两个以上核算期% 就需要计算每个

核算期完成的 (在制品)% 以便核算每个

时期的产值#

0"3! 另一方面% 货物和服务可能在一个核算期

内被生产出来% 但是没有在该核算期内交

付 !出售" 给使用者# 由于产出是在完工

时而不是出售时记录% 从而对一个核算期

而言% 其产出价值与销售价值之间可能会

存在很大差别% 该差别可以通过制成品和

在制品的存货变动来解释#

+$ 产出的估价

0"3, 在市场上按有显著经济意义的价格出售的

货物和服务% 可以按基本价格或生产者价

格进行估价# 首选估价方法是基本价格%

在实行 _%̀ 或类似可抵扣税制时尤其如

此# 只有在按基本价格估价行不通时% 才

使用生产者价格#

0"3- 市场生产者为自身最终使用生产的产出%

应按照市场上销售的相同货物服务的平均

基本价格来估价% 前提是此类货物服务的

销售数量足够多% 从而可以获得其平均价

格的可靠估值# 如果无法获得平均基本价

格% 则应以所发生的生产总成本来核算这

些产出% 生产总成本包括固定资本消耗$

除产品税 !或产品补贴" 以外的生产税

!减生产补贴"$ 生产中使用的固定资产和

自然资源的净收益# 本章 7节介绍了资本

净收益这一概念% 第 ,4 章对它作了进一步

的讨论#

0"3. 政府单位和$(6#7生产的$ 无偿或以无显

著经济意义的价格提供给其他机构单位或

整个社会的非市场产出% 应以生产总成本

估价% 生产总成本包括固定资本消耗$ 除

产品税 !或产品补贴" 以外的生产税 !减

生产补贴"# 按照惯例% 非市场生产不含

资本净收益# 与此类似% 当以生产总成本

估价时% 非市场生产者为自身最终使用进

行的生产的估价中也不包括资本净收益#

." 市场产出! 为自身最终使用的产出和

非市场产出

0"3/ 由于产出的估价方法不同% 市场产出与非

市场产出在 #$%中具有根本性区别# 市场

产出是市场经济的一般情形% 生产者根据

预期的需求水平和供给成本来决定生产什

么以及生产多少# 生产决策背后的决定性

因素是起主导作用的$ 有显著经济意义的

价格# 有显著经济意义的价格是指对生产

者愿意提供和购买者愿意购买的产品数量

有重要影响的价格( 这些价格通常产生于

如下情形出现时&

!"出于长期盈利" 或至少也能弥补资本和

其他成本等目的" 生产者有调整供给的

动机'

""消费者有购买或不购买的自由并根据价

格做出选择(

0"30 第 ,, 章将对有显著经济意义的价格做进一

步讨论#

0"31 非市场产出是在缺少有显著经济意义价格

的情况下% 由一般政府和 $(6#7生产的产

出# 如果某一价格对生产者准备提供的产

品数量没有或只有很少影响% 并且对需求

量的影响也很小% 则称该价格不具有显著

经济意义# 无论从供给角度还是需求角度

看% 此价格都不具有数量显著性# 以此价

格定价可能是为了获得一些收入% 或是抑

制免费服务所引起的过度需求% 但目的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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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消除这种过度需求# 一旦基于行政管

理$ 社会或政治方面的原因% 对某一非市

场货物或服务的总供应量做出决定% 其定

价将会故意低于使市场出清的均衡价格#

因此% 无显著经济意义的价格和零价格之

间的区别% 只是程度上的不同# 无显著经

济意义的价格只能抑制那些需求最不迫切

的单位的购买% 而不会大幅度削减总需求

量#

0"32 非市场产出的生产可能出于以下两方面原

因&

)"要让个人为公共服务付费从技术上来说

是不可行的% 因为无法对这些消费进行

监测和控制# 当交易费用过高且存在市

场失灵时% 价格机制将无法发挥作用#

因此% 这类服务的生产必须由政府单位

集中组织% 资金来源不是销售收入% 而

是税收或其他政府收入#

*"政府单位和$(6#7本来也可以向住户提

供收费的货物和服务% 但由于社会或经

济政策方面的原因它们没有这样做# 最

常见的例子是免费或按无显著经济意义

的价格提供教育或卫生服务% 当然也可

以提供其他种类的货物和服务#

市场产出

0"33 市场产出是指准备以有显著经济意义的价

格予以销售的产出( 市场产出的价值由下

列各项之和构成&

)"以有显著经济意义的价格出售的货物和

服务的价值'

*"用于交换其他货物$ 服务或资产的货物

或服务的价值'

+"用于实物支付 !包括实物报酬" 的货物

或服务的价值'

5"一个基层单位向属于同一市场企业的另

一基层单位提供的$ 用于中间投入的货

物或服务的价值% 继续生产的相关风险

也随货物而转移'

8"准备用于上述某种用途的制成品和在制

品存货的变动价值#

D"提供货物服务所收取的服务费$ 运输

费$ 金融资产获得和处置的附加费等#

销售的记录

0"!44 销售的记录时间是产生应收应付的时间&

即货物的所有权从生产者转移到购买者或

服务提供给购买者的时间# 货物或服务应

按其销售时的基本价格估价% 如果不能按

基本价格估价% 可以用生产者价格代替#

如果需要以生产者价格而非基本价格估价

所销售的货物% 那么增值服务的隐含价值

中也应包括适用的所有产品税# 对一些增

值服务% 尤其是涉及金融资产的服务而言%

其服务价值可能是隐含的#

0"!4! 销售价值由生产者和购买者的应收应付额

决定% 并适当地进行贸易加价和运输费用

的调整# 应收应付额与实收实付额并不总

是完全一致# 应付额记录在生产账户中%

而应付额和实付额之差则记录为金融账户

中的应付B应收款# 这些未偿款项的后续支

付记录为金融交易% 不在生产账户中体现#

由于提前支付或拖欠支付而产生的利息费

用应记录为一项单独交易% 不包括在销售

价值中#

易货交易的记录

0"!4, 如果用货物和服务交换其他货物$ 服务或

资产% 就产生了易货交易# 进行易货交易

的货物或服务的价值% 应在货物所有权发

生转移或服务提供之时进行记录# 易货货

物的产出按它们如果出售时可得到的基本

价格进行估价#

实物报酬或其他实物支付的记录

0"!4- 作为实物报酬提供给雇员$ 或用于其他实

物支付的货物或服务% 应该在货物所有权

发生转移或服务提供之时进行记录# 它们

应按如果出售时可得到的基本价格进行估

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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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内部交付的记录

0"!4. 只有在接收货物的基层单位有权决定其向

市场提供的产出水平和价格时% 才将相关

产品记录为内部交付# 在记录交付时% 应

按如果出售可得到的基本价格进行估价#

制成品存货变化

0"!4/ 制成品存货变化核算的基本原则是% 无论

产出是出售或是予以它用% 还是进入库存

将来再销售或使用% 都应在其生产时进行

记录% 并按同一价格进行估价# 实际上%

只有生产出来后未立即销售或予以他用的

货物才进入库存# 类似地% 当某一货物的

需求量超过当期产出时% 该货物的存货就

减少# 除非发生了 :节所述的仓储活动%

否则以前生产的货物出库用于销售或其他

用途时% 不记录为产出#

0"!40 因此% 制成品存货可以解释一个时期内生

产和销售 !或其他用途" 之间的差异# 进

入库存的货物必须按入库时通行的基本价

格估价% 而从库存中退出的货物则应按其

销售价格估价# 存货变化的这种估价方法%

被称作 (永续盘存法) !(69"% 但是% 在

实践中这种方法有时很难实行% 并且可能

导致与直觉相反的结果#

0"!41 如果价格稳定% 对存货变化的核算会相对

比较简单# 但是% 如果存在通货膨胀 !或

通货紧缩"% 那么库存货物的价格可能显

著上涨 !下降"# 货物生产出来后若作为

存货持有% 则其持有收益 !损失" 不能包

括在产出价值中# 按所使用的估价方法%

当价格不断变化时% 不同时间入库和出库

的货物应按不同的价格估价% 即使在同一

核算期内也是这样 !在不同时间出售的货

物也是如此"# 所以% 原则上要求对所有

入库和出库的货物在其发生时进行连续记

录% 这也正是永续盘存法的复杂性所在#

永续盘存法对出库货物按其出库时的市场

价格估价% 而不是按其入库时的价格 !或

称为 (历史成本)" 估价% 从而能够确保

剔除持有收益 !或损失"# 在通货膨胀时

期% 通过永续盘存法计算的产出额和利润

额比采用历史成本为基础的企业会计计算

的数值要小得多# 第 !4 章将对存货估价作

进一步的讨论#

0"!42 根据上述一般原则% 可以得出&

)"进入库存的货物按其入库时通行的基本

价格 !即该货物最初生产出来时的销售

价格" 估价'

*"从存货中退出的货物按其出库时通行的

基本价格 !即该货物销售时的价格" 估

价#

0"!43 库存货物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变质% 还存在

被盗或受到意外损坏的风险# 由正常损耗$

盗窃和意外损坏导致的经常损失% 其处理

方法与出库货物相同% 即减少产出价值#

即使损失相对于产出而言较高% 但只要它

是经常性的% 也必须按此方法处理# 某一

核算期内产成品存货变化的总价值计算如

下&

入库货物的总价值

@?出库货物的总价值

@?库存货物的所有经常性损失的价值

在制品存货变化

0"!!4 如果生产过程持续时间很长% 就必须用正

在不断生产的在制品来识别其产出# 随着

生产过程的持续% 中间投入在连续消耗%

这就需要记录其对应的产出% 否则% 所记

录的投入和产出就好像是在不同时间$ 甚

至是在不同核算期发生的% 这将会导致增

加值数据没有意义# 在制品实质上是尚不

能销售的未完工产出% 即未充分加工的$

不能随时提供或出售给其他机构单位的产

出# 只要生产过程未在一个核算期内完成%

就有必要对在制品产出进行记录% 以便将

在制品从一个核算期结转至下一个核算期#

在这种情况下% 截至一个核算期末完成的

在制品的当期价值% 被记录在期末资产负

债表中% 同样也记录在下一期的期初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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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表中#

0"!!! 任何产业都可能需要记录在制品% 包括电

影制片业等服务业% 这取决于生产一单位

产出所需要的时间# 这对于生产周期较长

的产业尤其重要% 例如% 某些农产品的生

产% 或耐用生产资料的生产% 其生产周期

可能持续好几年#

0"!!, #$%将在制品视为生产者持有的存货产出

中的一部分# 但是% 很难明确区分部分完

工的房屋建筑物存货和固定资本形成之间

的界限# 固定资本形成由固定资产的使用

者承担% 因此在资产的法定所有权从生产

者转移到使用者之前不能记录为固定资本

形成总额% 而转移通常要在生产过程结束

时才发生# 但如果事先签订了销售合同%

即可认为法定所有权是随着价值形成而逐

步转移的# 在这种情况下% 通常用购买者

的分期付款额作为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近

似估计% 尽管分期付款有时预先支付% 有

时延期支付% 前者相当于购买者向生产者

提供短期信贷% 后者相当于生产者向购买

者提供短期信贷# 如果没有销售合同% 无

论部分完工的建筑物有多大% 都应将产出

作为生产者存货的增加即在制品处理# 当

生产过程结束时% 所有累积的在制品都有

效转变为可供交付或销售的制成品存货#

当销售发生时% 必须从存货中减去与销售

额相等的价值% 这样一来% 只有在上述生

产过程中记录的在制品增加额才是产出#

通过这种方法% 可将产出在整个生产过程

中进行分摊#

0"!!- 在制品增加和减少的处理方法与制成品入

库和出库的处理方法相同% 必须在发生时$

按当时通行的基本价格记录# 但是% 鉴于

在制品本身的特点% 还需要进一步解释其

估价% 相关内容将在第 ,4 章中介绍#

为自身最终使用的产出

0"!!. 为自身最终使用的产出是指生产者为自身

最终消费或资本形成而留用的产品( 它的

价值等于下列各项之和&

)"住户非法人企业生产的$ 被同一住户消

费的货物的价值'

*"付酬家政人员为住户提供的服务的价值'

+"自有住房服务的虚拟价值'

5"企业某一基层单位生产的$ 并被同一企

业为将来在生产中使用而留用的固定资

产的价值 !自给性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8"打算用于上述某一用途的制成品和在制

品存货变化价值'

D"在例外情形下% 可能有用于自身中间消

耗的产出% 本节后面会对此进行介绍#

住户部门生产的货物

0"!!/ 住户部门生产的所有货物都包括在生产范

围内% 那些不提供给其他单位的货物应作

为即时消费或是供将来使用的存货#

家政人员的服务

0"!!0 付酬家政人员 !保姆$ 厨师$ 园丁$ 司机

等" 在形式上被视为该住户所有的非法人

企业的雇员% 所生产的服务被生产它们的

同一单位消费% 从而构成一种自给性生产#

依照惯例% 家政服务生产过程中所发生的

任何中间成本都不视为家政服务产出的中

间消耗% 而应视为该住户的最终消费支出#

因此% 其产出价值必然与所支付的雇员报

酬相等% 其中包括食宿等所有实物报酬#

自有住房服务

0"!!1 对所居住的房屋拥有所有权的住户% 在形

式上被看作为自身消费提供住房服务的非

法人企业的所有者# 如果存在规范的房屋

租赁市场% 可以使用市场上同类服务的销

售价格对自给性住房服务产出进行估价%

这与自给性货物或服务的一般估价方法是

一致的# 换言之% 自有住宅者的住房服务

产出是根据承租人在市场上租住同样住房

所愿支付的租金来估计的% 其中要考虑住

房的地理位置$ 邻里关系以及房屋本身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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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和质量等因素# 同一数据也记录在住

户部门的最终消费支出项中# 在很多情况

下并不存在规范的房屋租赁市场% 这就需

要研究其他方法来核算住房服务价值#

自身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0"!!2 任何企业% 无论是法人企业还是非法人企

业% 都可能为自身固定资本形成而生产货

物或服务# 举例来说% 这些货物和服务包

括& 工程企业生产的供自己使用的专用机

床% 住户部门从事的房屋建造或扩建# 有

些国家可能会采用一个比较宽泛的建筑活

动范围% 以便反映农村地区为自身的固定

资本形成总额% 包括住户团体进行的公共

建筑活动# 此外% 研发和软件等知识产权

产品也可能为了自用而生产#

存货变化

0"!!3 打算自用的建筑物在制品的增加% 应记录

为生产者的固定资产获得# 为自身最终使

用而生产的货物服务可能进入制成品存货

供将来使用# 对于这些产品% 应按照其入

库时市场上销售的同类产品的基本价格估

价% 如果没有合适的基本价格% 就按其生

产成本估价#

自身中间消耗

0"!,4 在同一基层单位内用于中间消耗的货物和

服务通常不予记录% 但也存在例外# 如果

进行记录% 则相关的货物和服务将同时加

大中间消耗和产出的价值% 因此对增加值

没有影响#

0"!,! 如果类似于送货服务这样的活动具有特殊

意义% 并且对于是将它作为次要产出 !对

服务收费" 还是作为自给性服务 !对服务

不收费" 处理存在分歧% 那么合理的做法

是% 将所有送货服务均视作次要产品% 如

有必要可将其产出记录为自身中间消耗#

0"!,, 正如 0"!4. 段所解释的% 如果一基层单位

将一产品交付给同一企业内的另一基层单

位% 则只有在后者有权决定其向市场提供

的产出水平和价格时% 才将该产品记录为

前者的产出和后者的中间消耗# 当不符合

以上情形时% 第一个基层单位的产出应计

入存货% 而第二个基层单位应作为对该产

出提供加工服务并收取服务费处理# 在编

制整个企业的生产账户时% 更好的做法是&

在第一种情形下% 将该产品同时记录为企

业的产出和中间消耗% 而不是将二者合并

掉' 在第二种情形下% 整个企业的产出价

值是前一个基层单位生产的产品价值加后

一个基层单位的加工费#

0"!,- 在某些情况下% 部分当期产出可以放入库

存供将来的中间消耗使用# 农业就是一个

例子% 当期的一些农作物在将来可以作为

种子使用#

为自身最终使用的产出估价

0"!,. 为自身最终使用的产出应该以这些货物和

服务如在市场上销售所能得到的基本价格

来估价# 为此% 同类货物或服务在市场上

必须拥有足够多的买卖量% 以计算用于估

价的可靠的市场价格# (在市场上) 这一

表述是指% 在货物服务生产的某一时间和

地点% 价格是在有意愿的买方和卖方之间

起支配作用的因素# 以农业生产为例% 由

于可能包含运输成本和批发商的商业毛利%

当地市场的价格不一定等于基本价格% 最

接近的替代价格可能是所谓的 (农场出

厂) 价格% 即农场主向直接去农场收购农

产品之购买者出售其产品的价格#

0"!,/ 如果无法获得可靠的市场价格% 可以使用

次优方法来计算& 为自身最终使用而生产

的货物或服务的产值等于其生产成本之和%

也就是下列各项之和&

)"中间消耗'

*"雇员报酬'

+"固定资本消耗'

5"固定资本净收益'

8"其他生产税 !减生产补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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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惯例% 非市场生产者进行自给性生产

时% 产值不包括固定资本净收益#

0"!,0 对非法人企业来说% 可能无法单独核算雇

员报酬$ 固定资产消耗和资本收益% 此时%

应该估算涵盖所有这些项目的混合收入#

0"!,1 直接核算不准备销售的各个具体建筑项目

的产出比较困难% 因此% 通常需要根据成

本来核算自给性建筑的产出# 如果建筑物

是企业为自己最终使用建造的% 那么获取

所需的成本资料可能比较容易# 但是% 对

于住户的自建住房% 非正式住户协会或住

户团体所建造的公益性公共建筑物% 就很

难获得所需的成本资料# 公共建筑项目的

大部分投入% 包括劳动投入在内% 很可能

是无偿提供的% 因此即便是对投入进行估

价也可能存在问题# 由于无偿劳动可能占

总投入的很大一部分% 因此% 利用本地劳

动力市场上同类工作的工资率对其价值进

行适当估价就很重要# 虽然要找到一个合

适的工资率比较困难% 但相比于对具体建

筑项目本身进行直接估价% 可能要容易些#

对劳动力投入的价值进行虚拟估算% 是一

种近似估算建筑物市场价格的方法% 并不

意味着将这些劳动成本也视作雇员报酬#

如第 1 章中所解释的% 如果劳动者为某生

产单位 !而非劳动者所在住户" 提供的是

义务劳动% 则无须虚拟其雇员报酬# 如果

提供的劳动获得了象征性的报酬% 那么只

有这部分报酬才记录为雇员报酬# 其他劳

动成本都被视作混合收入#

非市场产出

0"!,2 非市场产出是指由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

构 # $(6#7$ 或政府生产的! 免费或以没

有显著经济意义的价格提供给其他机构单

位或全社会的货物和个人B公共服务( 尽管

这一产出在收入使用账户中显示为政府和

$(6#7的获得% 但是不能将它与自用性生

产混淆# 虽然非市场产出的支出由政府和

$(6#7承担% 但是个人货物和服务的使用

者是住户% 公共服务的使用者是住户或其

他常住机构单位# 对于自用产出来说% 生

产单位不但要虚拟相关支出% 而且还是产

出的实际使用者# 因此% 决不能将非市场

产出与自用产出混淆# 第 3 章将对支出和

使用之间的差别进行更详细的讨论#

0"!,3 如上所述% 由于市场失灵或出于经济$ 社

会政策的考虑% 政府单位或 $(6#7可能从

事非市场生产% 其产出在产生时记录% 对

于非市场服务来说% 生产时间也是交货时

间# 然而% 一般来说% 不能采用为自身最

终使用或自身资本形成而生产的货物服务

的估价方法来估算非市场产出的价值% 因

为前者除了供自身使用以外还可以大量生

产并在市场上出售# 公共服务% 不仅如公

共管理和国防是没有市场的% 即便是提供

给住户个人的非市场教育$ 卫生或其他服

务也缺少合适的价格# 虽然与非市场服务

类似$ 且以市场为基础进行生产并销售的

同类服务不在少数% 但二者往往在所提供

的服务类型和质量上存在明显差异# 大多

数情况下% 要找到足够多的$ 与对应非市

场服务充分相似的市场服务% 并用其价格

估算非市场服务是不可能的% 当非市场服

务的产量非常大时% 更是如此#

0"!-4 向住户部门免费提供的非市场产出的价值

按以下生产成本之和核算&

)"中间消耗'

*"雇员报酬'

+"固定资本消耗'

5"其他生产税 !减生产补贴"#

0"!-! 如果支付象征性的成本就可以获得产出%

那么相关价格就不是有显著经济意义的价

格% 它既不能反映相关生产成本也不能反

映相关消费者的偏好% 因此也就不能以此

为基础来计算相关货物服务的产出# 以这

些价格出售的非市场货物服务的产出的估

价方法% 与那些免费提供的货物服务的估

价方法一样% 应按照其生产成本计算# 这

些非市场产出% 部分会被住户部门购买%

剩余部分则构成政府单位或 $(6#7的最终

消费支出#

0"!-, 政府单位和$(6#7可能同时从事市场和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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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生产活动# 只要有可能% 就应该将从

事这两种活动的基层单位区分开来% 但这

有时可能行不通# 因此% 非市场基层单位

也可能销售其作为次要活动生产的市场产

出% 从而获得一些收入% 例如% 非市场性

博物馆可以销售各种复制品# 然而% 即使

非市场基层单位可能有销售收入% 其总产

出 !包括市场和非市场产出" 仍然按生产

成本估价# 市场产出的价值等于市场产品

的销售收入% 非市场产出的价值等于总产

出与市场产出之间的差额# 以无显著经济

意义的价格出售非市场货物服务所获得的

收入是非市场产出价值的一部分#

市场和非市场生产者

0"!-- 市场生产者是指其大部分或全部产出是为

市场而生产的基层单位' 非市场产出者是

指政府单位或$(6#7所拥有的基层单位"

它们免费或以无显著经济意义的价格向住

户或全社会提供货物或服务( 非市场生产

者也可能销售一些次要性的市场产出% 意

在以其价格补偿成本或取得盈利% 例如%

非市场性博物馆销售的复制品# 尽管政府

和$(6#7的某些基层单位可能从事市场生

产 !包括自给性资本形成"% 但是它们的

大部分活动还是非市场生产活动#

0"!-. 为自身最终使用的生产若由一般政府或

$(6#7部门中的单位所承担% 应处理为由

非市场生产者所从事的生产# 为自身最终

使用的生产也可以由市场生产者承担% 或

由一般政府和 $(6#7以外$ 只为自己最终

使用而生产的单位来承担#

2$ 特殊产业的产出

!$ 引言

0"!-/ 记录和估价产出的一般规则% 并不足以确

定某些产业***特别是服务业% 如批发和

零售贸易$ 金融机构等产业***之产出的

测度方法# 下文对一些具体产业的产出核算

方法作了进一步阐述# 为了方便起见% 以下

按照6#6<中的产业排序来分别予以介绍#

($ 农业! 林业和渔业

0"!-0 由机构单位控制$ 管理和负责的庄稼$ 树

木$ 牲畜或鱼类的生长和再生% 构成了经

济意义上的生产过程% 此类生长不能解释

为生产范围外的纯粹自然过程# 很多生产

过程都是利用自然力量来达到经济目的的%

例如% 水电站利用河流和重力发电#

0"!-1 由于农业$ 林业和渔业的生产过程可能要

持续数月甚至几年% 因此其产出的计算比

较复杂# 很多农作物是一年生的% 其大部

分成本发生在种植季之初播种的时候% 以

及季末收获的时候# 而未成熟的农作物的

价值取决于它们距离收获期的时间# 因此%

需要将农作物的价值在一年之中分摊% 并

作为在制品处理# 农作物的最终价值通常

不等于其早期估计值和收获前农作物的虚

拟价值# 在这种情况下% 需要对早期的估

值进行修正以反映实际结果# 农作物收获

后% 在制品的累积价值就转为制成品存货%

然后随着生产者的使用$ 出售或虫害损失

等逐渐被消耗掉#

0"!-2 一些植物和很多动物要经过好几年才能成

熟# 在这种情况下% 应将其价值的增加反

映在产出中% 并根据该植物或动物是否能

够生产重复性的产出% 来决定是将所增加

的价值作为固定资本还是存货处理 !第 !4

章对于此间差别作了更详细的讨论"# 植

物或动物价值的增加应该考虑到其产出获

得实现之前的延迟% 这在第 ,4 章中有相关

解释# 植物或动物一旦成熟% 其价值就会

下降% 下降的价值应记录为固定资本消耗#

+$ 机器! 设备和建筑物

0"!-3 船舶$ 重型机器$ 房屋和其他建筑物等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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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资本品的生产可能需要几个月或几年

才能完成# 这类生产的产出一般必须通过

在制品来计算% 而不能简单地在生产过程

结束时一次性记录# 记录和估价在制品的

方法将在第 ,4 章中介绍#

0"!.4 与其他跨期生产不同% 如果房屋和其他建

筑物在动工之前预先签订了销售合同% 则

应将每期完成的产出视为在期末就销售给

了购买者% 即作为销售而非在制品处理#

事实上% 工程承包者生产的产出按分阶段

销售给购买者处理% 因为后者是该产出的

合法所有人# 因此% 该产出应记录为购买

者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而不是生产者的

在制品# 若合同要求分期付款% 则产出的

价值通常以每期付款额来近似估计# 但是%

如果没有签订销售合同% 则必须将每期的

未完工产出记录为生产者的在制品# 带有

投机动机 !即没有预售合同" 而建造的住

宅在出售之前应作为建筑公司的存货% 如

果在完工时还未出售% 则存货状态应由在

制品转变为制成品#

.$ 运输和仓储

运输

0"!.! 运输业的产出用运送货物或旅客的应收额

来测度# 经济学理论认为% 相同货物在不

同地点的品质是不同的% 所以将货物从一

个地点运输到另一个地点是生产过程% 在

此过程中% 即使货物没有发生其他变化%

也认为其发生了显著的经济变化# 运输服务

量可以用吨公里或人公里等指标衡量% 上述

指标综合考虑了货物数量或旅客人数和运输

距离# 此外% 运输速度$ 间隔时间或舒适

度等因素也会影响所提供服务的质量#

仓储

0"!., 虽然市场化的仓储服务的规模可能不是非

常大% 但由于很多企业都从事这项活动%

因此它对整个经济来说非常重要# 存储期

间% 必须将库存货物存放于某处# 很多货

物都必须被储存于一个受到恰当控制的环

境中% 仓储活动将货物从一个时间点 (运

送) 至另一个时间点% 因此它本身就成为

生产的一个重要过程# 在经济学中% 通常

认为同一货物在不同的时间或地点% 可能

会存在质量上的差别% 从而其价格也不同#

一件产品价格的增加是由于它经过存储并

且在这一生产过程中发生了存储成本% 因

此其价格增加就是一个生产过程# 然而重

要的是% 仓储导致的价格增加与持有收益

和损失明显不同% 因此与其他生产活动一

样% 不能将这部分持有损益计入仓储生产

价值#

0"!.- 货物最初生产出来后可能被存储一段时间%

以期在未来销售$ 交换或使用时能获取更

多的收益# 如果货物的升值只反映了价格

的上升% 而没有仓储所导致的质量变化%

那么除了刚才所描述的仓储成本外% 这一

时期就不存在更多的生产# 然而% 以下三

种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货物升值可视为进

一步的生产# 第一个原因是& 生产过程足

够长% 以至于应该把贴现因子应用到在交

付前相当长时间已完工的部分上' 第二个

理由是% 货物的品质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

而改善 !如葡萄酒"' 第三个理由是% 即

使货物的物理品质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但

季节因素可能对该货物的供求产生影响%

从而导致其价格在一年内发生有规律且可

预测的变动# 在这些情况下% 可以将仓储

活动视为生产过程在时间上的延续# 仓储

服务被纳入货物成本% 从而在存储过程中

增加了货物的价值# 因此% 原则上% 存货

价值的增加不仅包括货物入库时的价值%

还应包括货物存储期间新增产出的价值#

0"!.. 然而% 大部分工业制品是全年持续生产和

销售的% 且不受供求状况常规变化的影响%

也不会在储存期间逐渐 (成熟)# 因此%

库存中的这些货物的价格变化不能作为在

制品价值的增加# 为了对超出存储成本的

那部分库存货物增值进行估计% 可以使用

预定时期内超出一般通货膨胀率的预期价

值增值# 预定时期之外产生的任何收益都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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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继续记录为持有收益或损失# 本章附录

进一步解释了仓储价值的计算以及与持有

损益分离的问题#

0"!./ 这种将存储带来的产出纳入存货价值的方

法% 只适用于生产周期很长的货物% 该类

货物或者具有确定的年度季节性模式% 或

者它们的完成是规律性生产过程的一部分#

它不适用于所持有的金融资产$ 贵重物品

或是土地和建筑等其他非金融资产% 虽然

在这些情况下也会产生价值的预期增长%

但持有这些项目的动机只是为了投机# 因

此% 此时应将价值的增长处理为持有收益

而不作为生产过程的一部分#

/$ 批发和零售

0"!.0 虽然批发商和零售商实际上买卖了货物%

但它们所购置的货物不能作为中间消耗处

理% 因为它们在转卖过程中仅对货物作极

少量的加工% 如分级$ 清洗$ 包装等# 因

此% 可将批发商和零售商视为向顾客提供

服务& 即在方便的场所存储和展示其所挑

选的货物% 方便顾客购买# 它们的产出应

该用转售其所购货物而实现的商业毛利总

额来衡量( 商业毛利 #或称贸易加价$"

是指转售所购货物时的实际价格或虚拟价

格减去该货物在经销商销售时或另作他用

时如想重新购置该货物所需支付的价格(

如果降价销售% 那么有些货物的商业毛利

可能为负# 因浪费或被盗而从未售出的货

物% 其商业毛利肯定为负数#

0"!.1 测算批发商或零售商的产出时% 需要对标

准公式作如下修正& 从用于销售或其他用

途的货物价值中扣除该货物的重置价值%

后者中应包括用于弥补由正常损耗$ 被盗$

意外损坏造成的经常损失所需的额外货物#

在实际操作中% 批发商和零售商的产出按

下列公式计算&

产出价值a销售价值

A?为转售而购买的货物价值中用于中间

消耗$ 雇员报酬等的价值

@?为转售而购买的货物价值

A?用于转售的存货的增值

@?从存货中退出用于转售的货物价值

@?由于正常损耗$ 被盗或意外损坏造成

的经常损失的价值#

0"!.2 应注意以下几点&

)"所售货物的价值按其实际销售价格计

算% 即使经销商为了消除积压或避免浪

费不得不降价销售# 此外% 会员计划或

其他类似计划会在一定条件下向某些顾

客提供折扣价% 由此造成的降价影响也

要予以考虑#

*"作为实物报酬提供给雇员的货物% 应按

照经销商重置该货物的当前购买者价格

估价# 也就是说% 实现的商业毛利为

零# 类似地% 对于非法人企业所有者为

其最终消费而提取的货物也应以此价格

估价#

+"为转售所购货物的价值中不包括供应商

另开发票收取的$ 或由批发商和零售商

向第三方支付的任何运输费用% 这些运

输服务构成批发商或零售商中间消耗的

一部分#

5"转售货物的存货增加应按其入库时的通

行价格估价#

8"出库用于转售的货物的价值取决于% 货

物的取得是否是为了获取经过一定存储

期后的持有收益# 一般情况下% 如果转

售货物预期在存储期内不会产生实际持

有收益% 那么从库存中提取货物的价值

应该等于& 批发商或零售商在提货的时

点上再去获取完全相同的$ 用于以后销

售的替代货物所要付出的成本# 作为

#$%的一般规则% 产出的价值核算中应

扣除持有收益和损失# 然而% 如果由于

价格季节波动的原因而存储货物% 或者

存储是货物成熟过程中的一部分% 则应

将经过预计时期后的期望实际持有收益

从出库货物的重置价值中扣除# 扣除的

价值在货物入库时就确定了% 不会改变

实际或名义持有收益#

D"经常损失是由于正常损耗$ 盗窃或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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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坏造成的% 而损失货物的估价方法与

从库存中提取货物相同# 因此% 通常将

这两个术语合并在一起#

0"!.3 批发商和零售商的库存成本不增加出库货

物的价值% 而是作为中间消耗的一部分#

0"!/4 根据所购转售货物的最终用途不同% 由此

所实现的商业毛利也有所差异# 按经销商

制定的全价出售货物所实现的商业毛利称

为正常商业毛利# 在确定这些商业毛利时%

经销商考虑的不仅是中间消耗和雇员报酬

等正常成本% 还要考虑到有些货物可能最

终不得不降价出清% 还有一些货物可能被

浪费或是被盗# 那些降价货物实现的商业

毛利明显低于正常商业毛利% 并且有可能

为负# 那些用于向雇员支付实物报酬或用

于业主最终消费的货物% 由于所采用的估

价方法会使其商业毛利为零# 最后% 损耗

或被盗货物的商业毛利为负% 等于重置该

货物的当前购买者价格# 因此% 可以预计

所购转售货物实现的平均商业毛利要低于

正常商业毛利% 某些种类的货物% 例如时

尚货物或易坏货物等% 其平均商业毛利可

能会更低#

0$ 中央银行的产出

0"!/! 在讨论更一般的金融服务之前% 有必要先

介绍中央银行的产出# 中央银行的服务分

为三大类% 即货币政策服务$ 金融中介服

务和一些临界情形# 货币政策服务本质上

是服务于整个社会的公共性服务% 因此是

非市场产出# 金融中介服务是中央银行在

没有对利率进行政策干预的情况下所承担

的本质上具有个体性的服务% 被视为市场

生产# 某些临界情形% 例如监管服务% 既

可以划分为市场服务也可以划分为非市场

服务% 这主要取决于是否存在足以弥补服

务成本的直接收费#

0"!/, 原则上应该区分市场产出和非市场产出%

但在实施这些理论建议之前% 应该考虑操

作的可行性% 以及进行这种区分的相对重

要性# 当无法将市场产出和非市场产出区

分开来时% 中央银行的所有产出都应被视

为非市场产出% 其价值等于成本之和#

诸如监管服务之类的临界情形

0"!/- 中央银行频繁地从事监督金融公司的监管

服务# 有观点认为% 这是一项造福社会的

行为% 在国民经济核算账户中应记录为政

府部门的最终消费# 为了支持这种观点%

可以列举出一些类似的情况% 例如某些执行

市场监管政策的政府部门% 也会委托专门机

构或从事道路$ 水坝和桥梁建设的政府单位

来执行监管# 从这个角度来看% 监管服务是

公共服务% 应记录为政府的消费支出#

0"!/. 然而% 也有观点认为% 政府监管的服务对

象是金融中介机构% 因为这些服务有助于

金融机构的正常运作和业绩的提升# 从这

个角度来看% 它类似于政府的某些监管服

务% 例如食品和药品的质量控制% 这些服

务在国民经济账户中被记录为生产者的中

间消耗# 在有些国家 !例如拉丁美洲的很

多国家"% 金融中介机构需要为这些服务

付费% 这一事实也支持了这个观点# 根据

这个逻辑% 金融监管服务不是公共服务%

应该记录为金融中介机构的中间消耗# 然

而% 即使由于金融监管服务是收费服务而

采纳这种观点% 但如果央行收取的费用不足

以弥补其监管成本% 那么该项服务就应作为

非市场产出% 记入政府部门的消费支出#

非市场产出的提供

0"!// 中央银行只要能够作为一个独立的机构单

位% 就应该始终属于金融机构部门% 而不

是一般政府部门# 以货币政策服务为代表

的公共消费记为一般政府部门的支出% 但

政府并不承担中央银行发生的成本# 因此%

非市场产出的价值应作为经常转移% 记录

为中央银行的应付项和一般政府部门的应

收项% 以对应政府对中央银行非市场产出

的购买# 2"!-4 段对此进行了阐释#

市场产出的提供

0"!/0 如果中央银行所提供的金融中介服务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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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 且有可能并值得为提供服务的独立

基层单位编制数据% 那么这些服务应记录

为服务接收单位的应付项# 被视为市场产

出的监管服务按同样方式记录#

5$ 保险和养老基金以外的金融服务

0"!/1 关于核算期内金融资产和负债对收入形成$

分配及财富变化的影响% 将在第 !1 章第 .

部分中予以全面讨论# 以下将概述影响金

融服务产出测算的主要方面# 金融活动可

以分为三类% 即金融中介服务$ 金融辅助

服务和其他金融服务# 金融服务包括& 监

测服务$ 便利服务$ 流动性提供$ 风险承

担$ 承销和贸易服务#

0"!/2 金融中介活动包括金融风险管理和流动性

转换% 以及机构单位主要以获取金融资产

为目的而发生金融负债的活动# 从事这些

活动的公司通过各种途径获得资金% 不仅

吸收存款% 还发行票据$ 债券或其他有价

证券# 它们通过向他人提供垫款或贷款$

购买票据$ 债券或其他有价证券等方式%

将这些资金和自有资金主要用于获取金融

资产# 金融辅助活动是为风险管理和流动

性转换活动提供便利# 金融辅助机构是主

要从事金融辅助活动的单位% 它们通常代

表其他单位发生金融负债或获取金融资产%

并将其作为中介服务的一部分% 但自身并

不承担风险#

0"!/3 金融服务几乎只能由金融机构提供% 因为

这些服务的提供通常会受到严格的监管#

同样地% 金融机构也很少提供其他服务#

举例来说% 如果一个零售商想要向其客户

提供信贷服务% 那么此项服务通常要由该

零售商的某一附属机构来提供% 该附属机

构就被视为一个独立的金融机构% 而无论

其母公司是何种类型的公司# 金融机构也

可以建立专门从事某些金融服务的子公司#

例如% 信用卡的运作可能与某一银行相关%

但在机构上可能是分开的#

0"!04 金融服务费可能是直接收取的% 也可能是

隐含的# 一些金融资产的交易可能既包含

直接收费也包含隐含费用# 金融服务的提

供和收费有以下四种主要途径&

)"直接收费并提供相应金融服务'

*"与存贷款利息费用相关的金融服务'

+"与金融市场上金融资产和负债的获得与

处置相关的金融服务'

5"与保险和养老金计划相关的金融服务#

以下各节将依次介绍上述四种途径# 第 !1

章对与各类金融工具相关的交易和其他流

量进行了概述# 有关投资收益的记录将在

第 1 章中介绍% 金融资产和负债的获得与

处置将在第 !! 章中介绍% 由交易以外的原

因引起的金融资产和负债价值变动将在第

!, 章中介绍#

直接收费并提供相应金融服务

0"!0! 在此标题下可包含多种服务% 并且可能由

不同类别的金融机构提供# 吸收存款机构

***例如银行***可能向住户部门提供抵

押贷款$ 投资组合管理$ 税务咨询$ 不动

产管理等收费服务# 专业金融机构可能会

向非金融公司提供股票发行或企业重组管

理等收费服务# 但是% 最普遍也可能是数

量最大的直接收费% 是信用卡发放机构向

接受信用卡作为对其提供货物和服务之支

付手段的那些单位所收取的费用# 费用通

常按销售额的一定百分比计算% 就零售商

而言% 销售额是指营业额而不是产出# 因

此% 尽管从绝对数来看这一百分比通常很

小% 也许只是 !Q或 ,Q % 但对应总数庞

大的营业额而言% 就意味着收费总额是非

常可观的# 收费额代表了信用卡公司的产

出% 以及接受信用卡作为支付手段的公司

的中间消耗# 忽视信用卡公司的作用% 并

不影响相关货物和服务支出 !通常是最终

消费或出口" 的测度% 但却会低估货物和

服务供给者的成本和信用卡公司的产出%

从而导致增加值错误地从信用卡公司分配

给了货物和服务的供给者***这些货物和

服务是用信用卡付款的#

0"!0, 信用卡公司的例子清楚表明% 金融公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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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针对不同顾客或不同环境提供不同方式

的付费服务# 前面讨论了对接受信用卡作

为支付手段的企业的收费问题# 信用卡公

司通常每年还将向持卡人收取一定数额的

直接费用# 此外% 如果持卡人使用信用卡

所提供的信贷便利% 他还将支付与未偿信

贷 !在 #$%中作为贷款" 应付利息相关的

间接费用#

与存贷款利息费用相关的金融服务

0"!0- 提供金融服务的传统方式是通过金融中介

机构# 它是指这样一个过程& 金融机构

***如银行***向拥有闲置资金并希望从

中获取利息的单位吸收存款% 并将这些存

款借给那些资金不足以满足其需求的单位#

银行通过这种方式提供了一个机制% 使得

第一家单位可以借款给第二家单位# 双方

都向银行支付服务费% 贷出资金的单位获

得的利率要低于借款单位支付的利率% 存

贷利差中即包含了银行向存款人和借款人

收取的隐含费用# 从这一基本思路出发%

可以引出 (参考) 利率的概念# 借款人向

银行支付的利率与参考利率的差额% 加上

参考利率和实际付给存款人的利率之间的

差额% 即为间接测算的金融中介服务

!:6#69" 费用#

0"!0. 然而% 金融机构的贷款额与存款额完全匹

配的情况是很少的% 可能有些存款尚未贷

出% 而有些贷款可能来自银行的自有资金%

而非借入资金# 但是% 对于存款人来说%

无论资金是否被贷出% 它都会获得同等的

利息和服务' 对于贷款人来说% 无论资金

是来源于中介资金还是银行的自有资金%

它都要支付相同的利率并得到相同的服务#

基于这个原因% 金融机构提供的所有存贷

款服务都要虚拟为收取了间接服务费% 而

不考虑其资金来源# 参考利率既适用于贷

款利息也适用于存款利息% 从而记录在

#$%中的利息额等于参考利率与相应存款

或贷款数额的乘积# 计算的利息额与金融

机构实际收付的利息额之差% 记录为存款

人或贷款人支付给金融机构的服务费# 为

了清楚说明该问题% 将 #$%中记录的根据

参考利率得出的利息额称为 (#$%利息)%

将实际支付给金融机构或由金融机构支付

的利息总额称为 (银行利息)# 这样一来%

隐含服务费就等于银行贷款利息之和减去

相同贷款数额的 #$%利息% 加上存款的

#$%利息减去同一存款数额的银行利息#

这些服务费应作为应付项目记录在相应的

贷款人或存款人名下#

0"!0/ 按照 #$%的惯例% 这些与利息相关的间接

收费只适用于金融机构提供的存贷款业务#

这里所说的金融机构不一定是常住单位'

金融机构的客户也不限于常住单位% 因此%

可能发生这类金融服务的进出口# 金融机

构不必同时提供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服务%

零售商的金融辅助机构就是一个只发放贷

款但不吸收存款的金融机构# 拥有详细账

目$ 被作为法人或准法人的贷款人可以收

取这项费用% 事实上% 由于贷款人通常收

取非常高的利率% 由此其服务费可能大大

超过 #$%利息#

0"!00 用于计算 #$%利息的参考利率介于银行的

存贷款利率之间# 然而% 由于存贷款额不

一定相等% 因此不能使用存贷款利率的简

单平均数来计算参考利率# 参考利率应该

不考虑服务因素% 而要反应存贷款的风险

和期限结构# 银行间拆借利率或许就是一

个比较合适的参考利率# 但是% 需要为各

种币种的存贷款确定不同的参考利率% 特

别在涉及非常住金融机构的情况下# 对同

一经济体中的银行而言% 在提供与银行间

互相借贷相关的服务时% 通常很少存在上

述多币种问题#

0"!01 银行可以提供它们称之为固定利率贷款的

贷款# 在这种情况下% 由于银行的利息水

平是固定的% 而参考利率是变动的% 因此

#$%利息和服务费会发生变化#

0"!02 如果企业通过融资租赁获得固定资产% 则

要将此虚拟为出租人和承租人之间的一项

贷款% 租期内的定期付款被视为利息支付

和本金的偿付# 如果出租人是金融机构%

融资租赁条款下的应付利息就相当于银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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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 和其他贷款一样% 这部分利息应分

为 #$%利息和金融服务费#

0"!03 即使一项贷款成为不良贷款% 在 #$%中仍

应继续记录利息和相关服务费# 第 !- 章中

讨论了不良贷款的处理方法#

与金融市场上金融资产和负债获得与处置
相关的金融服务

0"!14 债务性证券***如票据和债券***是其他

能够产生利息支付的金融资产% 利息由证

券发行人向证券持有人支付# 如第 !1 章中

所述% 随着证券接近到期% 证券价值会变

化% 一些利息费用本身可基于此种变化来

进行虚拟# 金融机构给所销售的证券定价

时% 就包含了服务费% 证券的购买价格

!或要价" 表现为证券的估计市场估值加

上服务加价# 证券销售时还需要征收另一

项服务费% 提供给卖方的价格 !出价" 表

现为市值减去服务加价#

0"!1! 证券价格可能发生快速波动% 为了避免在

计算服务加价时包含持有收益和损失% 用

中间价来计算销售和购买加价非常重要#

证券的中间价是给定时点上出价和要价的

平均数# 因此% 购买证券的加价就是购买

时要价和中间价之差% 销售证券的加价就

是销售时的中间价与出价之差#

0"!1, 在证券购买日至到期日 !或购买后出售的

日期" 之间% 证券的价值会增长% 在测算

这一阶段的利息时% 重要的是要从一个中

间价到另一个中间价进行测度% 同时把购

买$ 销售或赎回时的中间价与出价或要价

之差作为服务加价# 如果忽略服务加价%

就会低估金融机构的产值% 也可能会低估

利息支出#

0"!1- 股票和投资基金份额或单位产生的是财产

收入而不是利息% 但与债务性证券一样%

其销售价格与购买价格也不相同# 与证券

的处理方法一样% 买价和中间价之差以及

中间价和卖价之差应作为金融服务的供给#

出于相同的原因% 适用于证券的相同原则

也在此适用#

0"!1. 尽管不涉及财产收入流量% 但买价与卖价

之差作为加价的原则也适用于外汇购买

!包括以外币计价的交易% 如进出口支付

以及外币实物纸币及铸币的获得"# 与证

券的处理方法一样% 这些加价应作为金融

服务的供给#

*$ 与保险和养老金计划相关的金融服务

0"!1/ 本标题下的金融服务包括以下五类活动&

非寿险'

寿险和年金'

再保险'

社会保险计划'

标准化担保计划#

0"!10 所有这些计划都将导致资金的再分配% 并

记录在收入再分配账户或金融账户中# 对

于非寿险服务和标准化担保计划来说% 大

部分再分配活动发生在同一时期的不同单

位之间# 大量客户每人缴纳相对较少的保

费或费用% 而它们中的少数人将收到相对

较多的赔偿或给付# 对于寿险$ 年金和养

老金计划来说% 主要 !并非完全" 是对单

个客户在不同时期间的收入进行再分配#

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在履行其管理资金的

职责时% 会涉及风险管理和流动性转换等

金融机构的主要职能#

0"!11 非寿险的业务范围涵盖了保单持有人在事

故中遭受的损失或伤害# 保单持有人向保

险公司支付保费% 只有当保险事故发生时

保单持有人才能获得赔付# 保单中已经规

定了事故一旦发生后的最高赔偿额% 所以

不确定性在于是否发生赔偿% 而不在于赔

付数额是多少#

0"!12 根据寿险保单% 投保人将在一段时期内多

次缴纳小额保费% 承保人在未来或以一次

趸付的形式$ 或以在某些预先约定的时间

分期支付的形式对投保人进行支付# 人寿

保险中很少包含限制条款% 通常的情况是%

赔付是确定的但数额却可能是不确定的#

0"!13 年金服务由保险公司提供% 是个人将一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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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趸交转换为未来给付流的一种方式#

0"!24 就像个人通过购买保单来控制其风险暴露

一样% 保险公司本身也要控制风险# 两家

保险公司之间的保险被称为再保险 !再保

险之外的其他保险称为直接保险"# 很多

再保险交易是由少数几个国际金融中心的

专业机构提供的# 再保险人也可能购买再

进一步的再保险保单% 这种做法被称为

(分保)#

0"!2! 社会保险计划是由第三方 !通常是雇主或

政府" 鼓励或强迫个人参加的一项计划%

它会在一些被认定的状态下向参加人提供

包括退休金在内的福利# 社会保险计划同

直接保险有很多相似之处% 也可以由保险

公司运营# 但实际中也不一定如此% 同时

社会保险计划在缴款支付 !相当于直接保

险中的保费" 和福利如何记录上存在一些

特殊之处#

0"!2, 在某些情况下% 一个单位***可能 !但不

一定" 属于一般政府***可以提供大量的

同质担保% 例如出口担保和学生贷款# 由

于这类担保的数量众多且非常相似% 因此

可以对担保人需要赔付的违约数量进行稳

健的统计估计% 这种处理方式也类似于直

接非寿险的处理方式#

0"!2- 有关这些活动的详细记录方法将在第 !1 章

第 - 部分中介绍% 包括产出的测算% 保险

公司或养老基金与保单持有人或受益人之

间的流量记录% 对应两类机构之资产负债

表变动的含义# 下面将对上述各项活动产

出核算的关键特征进行概述#

非人寿保险

0"!2. 非人寿保险保单下% 保险公司接受并留存

客户的保费% 直至做出赔付或保险到期#

同时% 保险公司将保费用于投资% 投资收

入成为弥补应付索赔的一项额外资金来源#

投资收入代表了客户的预计收入% 因此应

作为实际保费的隐性补充追加来处理# 保

险公司设置保费水平时% 会使实际保费加

上实际保费赚取的投资收入之和在减去预

期赔付后能给自己留下一个差额' 该差额

即代表了保险公司的产出# 在 #$%中% 为

确定保险行业产出% 需要模拟保险公司设

定保费的过程#

0"!2/ 核算非寿险产出的基本方法如下&

实收保费总计

A?追加保费

@?调整后已生索赔

0"!20 实际保费是指为了获得在一具体时期内某

个特定事件的保险覆盖而向直接保险人或

再保险人支付的金额( 一次提供的保险常

常覆盖一年% 保费要在年初支付' 然而保

险覆盖的时间也可能短一些 !或长一些"%

保费也可能分期支付% 比如按月支付#

0"!21 实收保费是指实际保费中覆盖核算期的那

一部分# 比如% 如果一份 !,4 单位保费的

年度保单在 . 月 ! 日生效% 且账户按日历

年度编制% 则该日历年度的实收保费就是

34 单位# 未满期保费是指已收取的$ 实际

保费中覆盖核算时点以后部分的金额# 在

刚刚给出的例子中% 在核算期末将会有 -4

单位的未满期保费% 为次年的头三个月份

所准备# 赔付 #保险金$ 是指在保单有效

期内所覆盖事件发生的情况下" 由保险人

或再保险人支付给投保人的金额# 当事件

发生时% 赔付一般会变成应付状态% 即便

支付是在此后某时发生的# !2"!,! 段介绍

了时间记录上的例外情况"# 变成应付状

态的赔付称为已生索赔# 在某些极端的情

形下% 引发索赔事件的发生和赔付完成之

间可能会有几年的时间差# 未决索赔包括

未报告! 已报告未受理及已报告已受理但

未付款的各种索赔情况#

0"!22 未满期保费和未决索赔构成了保险公司的

准备金% 这一准备金叫做专门准备金% 保

险公司用它来获取投资收入# 由于专门准

备金是保险公司对保单持有人的负债% 所

以由此产生的投资收入也应作为保单持有

人的财产收入# 然而% 实际上这部分收入

留在了保险公司% 并事实上成为显性保费

的一项隐性补充# 这部分收入因此被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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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单持有人向保险公司缴纳的追加保费#

0"!23 很显然% 保险公司必须预先设定保费水平%

这就需要对期望索赔额进行估计# 在 #$%

中有两种确定恰当索赔水平 !称为调整后

已生索赔" 的方法# 一是事前方法% 称为

期望法% 它是以公司过去的应付索赔模式

为基础建立一个模型% 据此估计出调整后

已生索赔的水平# 推导调整后已生索赔的

另一种方法是运用会计信息# 保险公司的

账户内有一个项目称为 (平准准备金)%

它用来引导保险公司为应对预期之外的大

额索赔而预留的资金# 调整后已生索赔是

事后推算的% 它等于实际索赔额加上平准

准备金的变动# 在平准准备金不足以使调

整后已生索赔回到正常水平的情况下% 保

险公司就必须增加投入部分自有资金#

0"!34 有时% 专门准备金和平准准备金的水平会

由于金融监管制度改变而发生变动% 这种

变动并不是由于保费的预期模式和索赔发

生改变引起的# 专门准备金和平准准备金

的上述变化应当计入资产物量其他变化账

户中% 并且在计算产出时应当予以剔除#

0"!3! 在这两种计算调整后已生索赔方法所需信

息都无法获得的情况下% 可能有必要加总

包括正常利润在内的成本来估计非寿险服

务的产出#

人寿保险

0"!3, 人寿保单是一种储蓄计划# 保单持有人在

较长年限内向保险公司缴纳保费% 保险公

司则承诺在未来某些日期里向其支付保险

金# 保险金的数额可能与其所付保费有关%

或者也可能会取决于保险公司运用这笔资

金进行投资的结果#

0"!3- 保险业公司在承诺的保险金应付日期之前

会将投保人缴纳的保费累积起来% 同时运

用准备金获得投资收入# 其中部分投资收

入会用于增加属于保单持有人的寿险准备

金% 以满足未来的收益支付# 此部分投资

收入是保单持有人的一项资产% 但由保险

公司留存并用于继续投资% 直至保险金应

付时为止# 其余未分配给保单持有人的投

资收入作为服务费归保险公司所有#

0"!3. 寿险产出核算的一般原则与非寿险相同%

但由于收到保费和支付保险金之间存在时

间间隔% 因此必须对专门准备金的变动予

以专门调整#

0"!3/ 寿险服务的产出通过下列公式计算&

实际实收保费

A?追加保费

@?到期应付保险金

@?寿险专门准备金的增加 !加准备金的

减少"

0"!30 寿险保费的界定方式与非寿险保费完全相同#

0"!31 追加保费对于寿险比对非寿险更加重要#

追加保费全部由保单持有人准备金的实收

投资收入构成% 其金额是保单持有人将资

金交由保险公司处置而放弃的收益% 因此

应记录在初始收入分配账户的财产收入中#

0"!32 保险金应在其被裁定或支付时进行记录#

对于寿险来说% 不需要对保险金做调整%

因为寿险保单的到期支付不存在意外波动#

保险公司可以提前几年对到期应支付的保

险金做出稳健的估计#

0"!33 寿险专门准备金每年会因新缴保费和新分

配给保单持有人的投资收入 !但不能被其

提取" 而增加% 因所支付的保险金而减

少# 因此% 可以将寿险的产出表述为以下

两个部分的差额& 寿险专门准备金上发生

的实收投资总收入减去实际分配给保单持

有人的投资收入% 然后减去用于增加保险

专门准备金的投资收入#

再保险

0",44 再保险服务产出的核算方法与非寿险服务

完全相同% 无论再投保的是寿险保单还是

非寿险保单#

社会保险计划

0",4! 社会保险有以下四种不同的组织形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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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社会保险由政府社会保障计划提供'

*"一些雇主可能为其雇员组织社会保障计

划'

+"一些雇主可能委托保险公司为其雇员运

营保险计划% 并支付一定费用'

5"保险公司可能为几个雇主运行一个计

划% 获得的财产收入和持有收益中% 除

应归属计划参与人的部分外% 超过的部

分作为保险公司的回报# 这种安排被称

作多雇主计划#

不同模式下运营的社会保险计划% 其产出

应按不同方法计算#

0",4, 社会保障计划是一般政府部门业务的一部

分# 如果能够识别出进行运作的独立单位%

则社会保障产出的计算与非市场产出一样%

应使用成本加总的方法# 如果不能识别出

独立的单位% 则社会保障产出应包括在负

责运作的政府部门的产出中#

0",4- 当雇主自己运作社会保险计划时% 其产出

的价值也由成本之和决定% 包括对该计划

运作中所使用的任何固定资产之回报的估

计值# 即使雇主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养老基

金以管理该计划% 其产出的价值仍然以相

同的方式进行核算#

0",4. 当雇主委托保险公司管理社会保险计划时%

其产出的价值就是保险公司收取的费用#

0",4/ 对于多雇主计划% 应使用核算寿险保单的

方法计算其产出的价值% 即& 用该计划应

收的投资收入减去为满足当前和未来养老

金权益需要而增加到准备金上的数额% 以

其超出部分作为该计划的产出价值#

标准化担保计划

0",40 如果以市场生产者方式运行担保计划% 则

产出价值应按照与非寿险服务相同的方法

计算# 如果以非市场生产者方式运行该计

划% 则产出价值应以成本加总的方式计算#

6$ 研究和开发

0",41 研究和开发是一项有计划有步骤进行的创

造性活动% 其目的在于增加知识存量% 并

利用这些知识存量来发现或开发新产品

***包括改进现有产品的版本和质量% 或

是发现和开发新的或更有效的生产工艺#

研究和开发不是一项辅助活动% 应当尽可

能为此单独设立一个基层单位# 市场生产

者为自身利益从事的研究和开发% 原则上

应按其如被商业转包所应支付的基本价格

进行估价% 但实际操作中很可能不得不以

生产总成本 !包括生产中使用的固定资产

成本" 来估价# 专门的商业性研究室或研

究机构进行的研究和开发% 根据惯例应按

销售收入$ 合同收入$ 佣金收入$ 服务费

等进行估价# 政府单位$ 大学和非盈利性

研究机构等进行的研究和开发属于非市场

生产活动% 应以发生的总成本估价# 研究

与开发活动不同于教学活动% 在 6#6<中被

单独分为一类# 原则上% 大学或其他高等

教育机构所从事的这两种活动应当被明确

区分开来% 但在实践中% 当从事这两种活

动的是同一批职员时% 将两者区分开来就

相当困难# 在某些情况下% 由于教学和研

究之间相辅相成% 要将两者区分开来% 即

使只是在概念上区分开来都并非易事# 第

!4 章讨论了将研究和开发费用视为资本形

成所涉及的问题#

!)$ 原件和复制品的生产

0",42 书籍$ 唱片$ 影片$ 软件$ 磁带$ 磁盘等

的生产过程包括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原

件的生产% 第二阶段是原件之复制品的生

产和使用# 第一阶段的产出就是原件本身%

其法定所有权或事实所有权可以通过版权$

专利或保密状况等确立# 原件的价值取决

于在第二阶段销售或使用复制品获得的实

际或预期收入% 该收入须要弥补原件成本

和第二阶段发生的成本#

0",43 第一阶段的产出是属于原件生产者 !作

家$ 电影公司$ 程序设计人员等" 的固定

资产# 原件生产者为了销售或为自身固定

资本形成而从事生产# 由于该资产可能出

售给另一机构单位% 因此资产所有者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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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在任何时候都是原件生产者% 虽然二

者通常是同一个人或同一个单位# 如果原

件生产出来后被销售% 则原件生产者的产

出价值就是其销售价格# 如果原件未被销

售% 则其价值可通过在生产成本基础上加

成来估计# 加成的多少取决于在将来生产

中使用该原件所能获得预期收入的贴现值%

因此% 尽管该贴现值不确定% 但却实际上

决定了原件的价值#

0",!4 资产所有者在接下来的时期内可以直接使

用原件来生产复制品# 复制品的价值也记

录为生产% 但必须与原件生产相分离# 同

生产中使用的其他固定资产一样% 制作复

制品过程中对资产的使用也要记录为固定

资本消耗#

0",!! 资产所有者也可以授权其他生产者在生产

中使用原件# 后者可以生产和销售复制品%

或以其他方式使用复制品% 例如放电影或

举办音乐会# 复制品生产者从事复制品的

生产% 部分复制成本是获许可者向资产所

有者或许可人支付的费用# 该费用代表了

获许可者的中间消耗和资产所有者的产出%

记录为向获许可者出售的服务# 获许可者

的支付可以有各种称呼方式% 如服务费$

佣金或版税% 但是不管怎样称呼% 它们都

应作为对原件所有者提供服务的付款#

0",!, 在某些情况下% 复制品制作许可证也可以

作为区别于原件的一项资产处理# 有关这

种处理方式的适用条件及所产生的后果%

将在第 !1 章中详细讨论#

3$ 中间消耗

!$ 中间消耗的范围

0",!- 中间消耗是指生产过程中作为投入所消耗

的货物和服务的价值" 但这里的投入不包

括固定资产" 对后者的消耗要记录为固定

资本消耗( 这些货物或服务在生产过程中

或被改变形态% 或被耗尽# 有些投入在改

变实物形态融入产品后又重新出现% 例如

谷物可被碾成面粉% 随后面粉可以做成面

包# 其他投入则被完全消耗或用尽% 例如

电力和大部分服务#

0",!. 中间消耗不包括企业用于贵重物品的支出%

这些贵重物品包括艺术品$ 贵金属和宝石

以及由其加工而成的时尚珠宝# 贵重物品

是作为价值贮藏而获取的资产% 它们不会

在生产中被消耗% 在物理上也不随着时间

而发生退化# 贵重物品支出记录在资本账

户中# 中间消耗也不包括企业所拥有固定

资产的逐渐磨损而引起的成本& 核算期内

固定资产价值的下降额被记录为固定资本

消耗# 但是% 中间消耗中包含为使用固定

资产所支付的租金% 无论是通过经营租赁

从其他单位租借的设备或厂房% 还是上述

许可协议中应付的服务费$ 佣金和版税等#

0",!/ 如果未将辅助服务记为一个独立基层单位

的产出% 则投入到辅助活动 !例如购置$

销售$ 营销$ 会计核算$ 数据加工$ 运输$

仓储$ 维护$ 安全保卫等" 中的所有货物

或服务都应包括在中间消耗中# 在此情况

下% 因辅助活动所消耗的货物服务没有与

该生产单位之主要 !或次要" 活动所消耗

的货物服务区分开来# 如果某单位只提供

辅助服务% 那么% 只要可以获得必要的信

息% 就应继续将它作为一个独立的单位#

关于辅助活动的处理方法在第 / 章中有更

详细的讨论#

($ 中间消耗的记录时间和估价

0",!0 货物或服务的中间消耗在其进入生产过程

时予以记录% 这个时间不同于生产者获得

它们的时间# 实践中% 基层单位通常并不

直接记录生产中实际使用的货物% 而是记

录要作为投入而使用的材料和用品的购买%

以及这些货物之存货数量的变化# 从材料

和用品的采购价值中扣除相关存货的变化

价值% 便可估算出某一核算期内的中间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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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 材料和用品的存货变化等于入库额减

去出库额以及存货的经常性损失# 由于经

常性损失减少了存货变化的价值% 因此增

加了中间消耗# 虽然经常性损失通常数额

较大% 但只要有规律地发生% 就应将其作

为中间消耗# 入库货物$ 出库货物或经常

性损失按其发生时的通行购买者价格估价#

这里所采用的方法与核算作为生产过程产

出的制成品存货变动的方法完全一致# 因

此% 上述有关(69性质和特点的讨论也同

样适用于投入品的存货#

0",!1 作为中间投入而消耗的货物或服务通常按

照它进入生产过程时通行的购买者价格估

价% 也就是在货物被使用时生产者如要重

置该货物所需支付的价格# <节已经详细

解释过% 可以认为购买者价格由以下三个

因素构成&

)"货物或服务生产者得到的基本价格'

*"购买者在指定时间和地点提货时另行支

付的运输费用% 加上货物经批发或零售

环节所产生的累积商业毛利'

+"货物或服务在生产或运送给买方的过程

中应支付的不可抵扣产品税减去产品补

贴#

在编制投入产出表时% 有必要对上述三个

部分加以区分% 但对于机构部门账户或中

心供给使用表来说% 则没有必要进行这种

区分#

0",!2 来自同一企业其他基层单位的中间投入%

应该按照估价这些基层单位产出所使用的

同一价格进行估价% 再加上未包括在产出

价值中的所有附加的运输费#

0",!3 如果某一基层单位生产的货物服务又作为

投入进入同一基层单位的生产% 它们应仅

在已经被记录为该基层单位之产出情况下

才能被记录为中间消耗# 关于这种处理方

法何时适用% 已在 =节进行了讨论# 对于

同一企业不同基层单位之间的货物服务交

付% 只有当接受单位有效地承担完成生产

过程的所有风险时% 它们才被记录为生产

单位的产出和接受单位的中间投入#

+$ 中间消耗和雇员报酬之间的界限

0",,4 企业使用的某些货物服务并没有直接进入

生产过程% 而是被在此生产过程中工作的

雇员所消耗# 在这种情况下% 有必要确定

这些货物服务是中间消耗% 还是提供给

雇员的实物报酬# 一般说来% 雇员为直接

满足自己的需要或要求$ 在他们自己的时

间内自主使用的货物或服务% 应作为实

物报酬处理# 但是% 雇员为了完成工作而

必须使用的货物服务则应作为中间消耗

处理#

0",,! 对雇主来说% 将这些货物服务作为中间消

耗还是雇员报酬并不重要% 因为从雇主的

角度来看% 两者都是生产成本% 其营业盈

余不会发生变化# 但是% 将这些货物服务

从实物报酬重新划入中间消耗% 或是相反

操作% 将会改变增加值和初始收入% 从而

影响整个&'(#

0",,, 下列几种提供给雇员的货物服务必须作为

中间消耗处理&

)"专门或主要在工作中使用的工具或设

备'

*"普通消费者一般不会选购或穿戴的$ 专

门或主要在工作中穿着的衣物或鞋类%

例如防护服$ 工作服或制服'

+"雇员家人不能使用的$ 在工作场所提供

的住宿服务% 如军营$ 舱位$ 集体宿

舍$ 棚屋等'

5"特殊工作条件下所必需的专用膳食或饮

料% 向现役军人和其他正在执行公务的

人员提供的膳食或饮料'

8"对因公出差的雇员提供的交通和住宿服

务以及伙食补助'

D"因工作性质所需的更衣设施$ 厕所$ 淋

浴$ 浴缸等'

L"因工作性质所需的急救设施$ 医疗检查

或其他健康检查#

雇员有时可能自己购买上述类型的货物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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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随后由雇主现金报销# 这类现金报

销应作为雇主的中间消耗% 而不能作为雇

员工资和薪金的一部分#

0",,- 向雇员提供的其他类型的货物和服务% 如

普通住房服务% 工作之外大量使用的车辆

和其他耐用消费品服务$ 上下班交通等%

应当作为实物报酬处理% 这将在第 1 章中

详细说明#

." 中间消耗和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之间的

界限

0",,. 中间消耗衡量的是核算期内在生产过程中

改变物质形态或完全耗尽的那部分货物服

务的价值# 它既不包含企业拥有的固定资

产的使用成本% 也不包含获取固定资产的

支出# 下面将详细解释此类支出和中间消

耗之间的界限#

小型工具

0",,/ 小型$ 廉价和操作相对简单的耐用生产资

料的支出可作为中间消耗处理% 前提是这

些支出会经常发生% 且与机器和设备支出

相比数额非常小# 手工工具% 诸如锯$ 铁

锹$ 刀$ 斧$ 锤$ 改锥等% 就是其中一例#

但是在某些国家% 这些工具在生产者的耐

用品存量中所占比重很大% 在这种情况下%

可以将其作为固定资产处理#

保养和修理

0",,0 保养$ 修理与固定资本形成之间的界限并

不清晰# 一般来说% 对生产中所使用固定

资产进行的日常定期保养和修理% 应作为

中间消耗处理# 包括更换坏损零件在内的

日常保养和修理% 是典型的辅助活动% 但

这些服务也可以由同一企业的独立基层单

位提供或者从其他企业购买#

0",,1 实际问题在于% 要将日常保养和修理与固

定资产的重大更新$ 改造或扩建区分开来%

这种更新$ 改造或扩建已远远超出仅维持

固定资产正常运转的需要# 对现有固定资

产的重大更新$ 改造或扩建可以提高固定

资产的生产效率或生产能力% 或是延长其

预期使用年限# 应将这类活动作为固定资

本形成来处理% 因为它们增加了现有固定

资产存量#

0",,2 日常保养和修理具有两个特征&

)"保养和修理是固定资产的所有者或使用

者为了确保该资产在预期使用年限内的

使用而必须定期进行的活动% 是继续使

用该固定资产不可避免的经常成本# 如

果所有者或使用者不进行保养和修理%

则该固定资产的预期使用年限可能会明

显缩短#

*"保养和修理不改变固定资产或其性能%

只是确保其正常运转% 或者在发生故障

时使其能恢复到原有状态# 用同一类型

的新零件替换损坏的零件% 并不改变固

定资产的基本性能#

0",,3 另一方面% 固定资产的重大更新或扩建具

有如下特征&

)"固定资产的更新$ 改造或扩建是一项审

慎的投资决策% 该决策可在任何时候实

施% 且不受现有固定资产状况的影响#

船舶$ 房屋或其他建筑物的重大更新常

常远在它们正常使用年限结束之前就进

行#

*"重大更新或扩建提高了现有固定资产的

性能或生产能力% 或显著延长了其以前

预期的使用年限# 扩大或扩建现有房屋

或建筑物% 显然属于上述重大变化% 此

外% 房屋或船舶的全面整修或内部改造

也属于这种情况#

研究和开发

0",-4 研究和开发通常被视为资本形成% 除非这项

活动明确地不会给其所有者带来任何经济利

益% 在这种情况下它被作为中间消耗处理#

矿藏勘探和评估

0",-! 矿藏勘探和评估支出不应作为中间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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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否成功% 这都是获得新储备所必须

进行的活动% 因此这些支出都应全部列入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军事设备

0",-, 包括大型军事武器系统在内的军用设备支

出% 都作为固定资本形成处理# 炸弹$ 鱼

雷及其零部件之类的军事耐用品支出最初

记录为存货% 在其被使用时记录为中间消

耗和存货的减少#

/$ 政府为生产者提供的服务

0",-- 政府可以向生产者提供服务# 这些服务在

一定程度上是收费的% 这些服务费应作为

生产者的中间消耗# 然而% 当收费未达到

一个具有显著经济意义的价格的水平% 向

生产者提供的服务价值就会大于生产者支

付的成本# 但是% 并不对生产者获得的这

项收益进行估算% 收费未能弥补的服务成

本将包括在政府部门的公共消费中#

0$ 实物社会转移

0",-. 政府或$(6#7会从市场生产者处购进货物

或服务% 不再加工而直接提供给单个住户

或住户集体% 其相应支出应构成政府或

$(6#7的最终消费支出% 而不是中间消耗#

这种货物和服务被作为实物社会转移并记

入住户部门的实际消费#

0",-/ 按照惯例% 非金融公司和金融公司不进行

实物社会转移% 也不参与最终消费#

5$ 商会提供的服务

0",-0 以各种商会形式存在的非营利机构属于市

场生产者% 这些机构由会员出资并以维护

会员利益为目标# 会员的捐款构成对协会

所提供服务的支付# 这些服务应作为会员

的中间投入被消耗% 其价值依照会员缴纳

的捐款$ 赞助费或会费估算#

*$ 外包

0",-1 生产者正在逐渐改变其生产活动的完成方

式# 可以将生产的不同阶段或不同的支持

性活动 !例如办公室清洁或电子元件组装

等" 承包给国内或是国外的其他生产者#

这种行为改变了中间投入的模式% 即使所

使用的技术是一样的# 外包对投入产出表

的影响将在第 !. 章和第 ,2 章中进行讨论#

6$ 固定资产租赁

0",-2 通过经营租赁租用而不是购买来取得建筑

物$ 机器或设备% 此类行为可能会对中间

消耗与增加值的比例以及增加值在生产者

之间的分配产生很大影响# 经营租赁下之

建筑物$ 机器或设备的租金支出构成了服

务的购买% 应记录为中间消耗# 但是% 如

果一个企业拥有自己的建筑物$ 机器和设

备% 与其使用相关的大部分成本都不计入

中间消耗# 资产的固定资本消耗是总增加

值中的一部分% 而利息成本% 无论是实际

的还是隐含的% 都会包括在营业盈余净额

中# 只有用于维护和修理的材料成本才构

成中间消耗# 选择租赁而不是购买% 此类

决定可能会受到诸如税收政策$ 可用资金

或是资产负债表状况等因素的影响% 但这

些都与生产技术无关#

0",-3 经营租赁下的固定资产租用与融资租赁下

的资产获得有很大差别# 在经营租赁下%

出租人具有一项涉及相关设备的生产活动%

并承担与资产运行状态相关的生产风险%

承租人的付款被视为对服务的支付# 在融

资租赁下% 承租人承担资产在生产中使用

的所有风险并获得所有收益# 因此% 融资

租赁被视为出租人向承租人发放了一笔

贷款% 承租人利用这笔贷款购置了设备#

后续支出作为承租人向出租人的利息支

付和本金偿还# 有关经营租赁和融资租

赁的详细处理情况将在第 !1 章中进一步

介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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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固定资本消耗

!$ 固定资本消耗的范围

0",.4 固定资本消耗是指在核算期内由于自然退

化! 正常淘汰或正常事故损坏而导致的"

生产者拥有和使用的固定资产存量现期价

值的下降( 通常用折旧一词代替固定资本

消耗% 但在 #$%中不应这样替换% 因为商

业会计中的折旧通常用于历史成本的核销%

而 #$%中的固定资本消耗则取决于资产的

现期价值#

0",.! 固定资本消耗是针对生产者所拥有的全部

固定资产计算的% 但不针对贵重物品 !贵

金属$ 宝石等" 计算% 因为% 生产者之所

以获取这些贵重物品% 是因为它们的实际

价值不会随时间推移而降低# 固定资产肯

定是在 #$%所定义的生产过程中作为产出

生产出来的% 因此% 固定资本消耗中不包

括自然资产 !例如土地$ 矿物或其他矿

藏$ 煤炭$ 石油或天然气" 或者合约$ 租

约和许可等的耗减或退化#

0",., 资产价值不仅可能因为自然退化而下降%

还可能因为技术进步和新替代品的出现导

致对其服务需求减少而下降# 实践中% 包

括公路和铁路轨道在内的许多构筑物% 会

由于遭淘汰而被废弃或拆毁# 即使诸如道

路$ 桥梁$ 水坝之类的建筑物% 其预计使

用年限可能很长% 但也不能认为是无限的#

因此% 所有类型的建筑物 !包括由政府单

位拥有和维护的" 以及机器和设备% 都需

要计算资本消耗#

0",.- 由正常或预料之内的意外损坏所导致的固

定资产损失% 也就是说% 由于火灾$ 风暴

和人为失误等致使生产中所使用的固定资

产发生的损坏% 也应包含在固定资本消耗

中# 如果这些事故的发生有一定的规律性%

则在计算该固定资产的平均使用年限时就

应该将其考虑在内# 对一个或一组单位来

说% 某时期的平均正常意外损坏与其实际

正常意外损坏之间通常会存在差异% 这一

差异应记录在资产物量其他变化账户中#

但是% 就整个经济而言% 某一核算期内实

际发生的正常意外损坏应等于或接近于平

均水平#

0",.. 另一方面% 由于战争或不常发生的严重自

然灾害% 如大地震$ 火山爆发$ 潮汐$ 异

常严重的飓风等造成的损失则不包括在固

定资本消耗中# 没有任何理由将这些损失

作为生产成本列入生产账户# 由此损失的

资产价值应记入资产物量其他变化账户#

同样地% 虽然固定资本消耗应包括由正常

可预计的报废所引起固定资产价值的下降%

但不应包括因意想不到的技术进步 !可能

大大缩短某些现有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

所造成的固定资产的损失# 这种损失应与

超出平均正常意外损坏的那部分损失作同

样的处理#

($ 固定资本消耗和固定资产租金

0",./ 可以对固定资本消耗和经营租赁下的资产

租金进行比较# 租金是固定资产使用者按

照经营租赁合约或类似合同" 为在指定时

期内在生产中具有使用该资产的权利而应

支付给其所有者的金额( 租金必须足以弥

补以下各项成本& !!" 资产所有者的直接

成本% 包括资产的维护成本% !," 租赁期

内资产价值的减少 !固定资本消耗"% !-"

租赁期初资产价值的利息成本# 利息成本

既可以是对借入资金支付的实际利息% 也

可以是由于将自有资金投资于该固定资产

而不是金融资产所造成的利息损失# 无论

资产是自己所有还是租赁的% 在生产中使

用固定资产的全部成本不仅仅是以固定资

本消耗来计算% 而应按其实际租金或虚拟

租金计算# 当通过经营租赁或类似合同实

际租用固定资产时% 租金就作为对出租人

服务的购买% 记录在承租人的中间消耗中#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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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资产的使用者和所有者是同一单位%

应将直接成本记录为中间消耗# 固定资本

消耗代表该资产之使用成本中的第二项#

成本中的第三项即上面提到的利息成本%

也被称作固定资本收益# 与固定资本消耗

一样% 资本收益也是增加值的一部分# 固

定资本消耗与资本收益之和即为该资产所

提供的资本服务# 有关资本服务的内容将

在第 ,4 章中详细讨论#

0",.0 对于资产所有者来说% 固定资产在任一时

刻的价值都由该资产在预计剩余使用年限

内能够提供的资本服务的现值 !即未来租

金流的贴现值总和减去运营成本的贴现值

总和" 所决定# 固定资本消耗由本核算期

期初与期末之间剩余预期未来收益流现值

的下降额来计算# 下降的程度不仅受固定

资产使用效率在本期内降低的影响% 而且

还受其使用寿命缩短及剩余使用期内经济

效率降低的影响# 这种下降体现在相同资

产的当前平均价格中% 但不包括资产的持

有收益和损失# 如果计算固定资本消耗的

未来收益流贴现值中包含了通货膨胀因素%

则应使用名义贴现率# 如果未来收益流使

用的是当期价格% 则应使用实际贴现率#

这两种计算方法得到的结果都应该是以当

期价格反映的现值#

0",.1 固定资本消耗是一种前瞻性的指标% 它由

未来事件而不是过去事件决定% 即由机构

单位在资产剩余使用年限内$ 在生产中使

用该资产预期可获得的未来收益所决定#

与通常在企业会计中计算的折旧不同% 固

定资本消耗至少在原则上不是一种在后续

核算期内分摊固定资产已发生成本的方法#

固定资产在某一时刻的价值仅取决于从其

使用中所能获得的剩余收益% 因此固定资

本消耗核算必须以按这种方式计算的价值

为基础#

+$ 固定资本消耗的计算

0",.2 固定资产可能是过去购置的% 当时的相对

价格和一般价格水平与当前价格有很大差

别# 为了与同一生产账户中的其他项目相

一致% 固定资本消耗必须参照用于估价产

出和中间消耗时的同一套现价来估价# 固

定资本消耗应反映生产发生时的潜在资源

成本和相对需求# 因此% 固定资本消耗不

应当按最初获得时的价格来计算% 而应该

按该资产当前通行的实际价格或估计价格

以及租金来计算# 固定资产的 (历史成

本)% 即最初支付的价格% 由于价格随时

间的波动而在固定资本消耗的计算中变得

无关紧要#

0",.3 由于上述原因% 企业会计中记录的折旧无

法提供计算固定资本消耗所需的正确信息#

如果使用折旧数据% 至少必须将其从历史

成本调整为当前价格# 但是% 出于纳税考

虑的折旧扣除额% 总体看会受主观性操控%

目的在于试图影响投资率% 因此在很多情

况下最好对它不予考虑# 为此建议应结合

资本存量的估计值% 单独计算固定资本消

耗的估计值# 根据过去的固定资本形成总

额数据% 并结合固定资产效率在其使用期

内的下降率% 便可以估算出固定资本存量#

0",/4 应该尽量保证一项新固定资产的初始价值

是其获得时市场通行的价值# 如果各种年

限和规格的资产都在市场上定期进行交易%

则应使用这些交易价格来衡量处于各使用

年限上的资产的价值# 然而% 由于二手资

产价格信息的缺乏% 必须采用一个更加理

论化的方法来确定各使用年限资产的价格#

0",/! 从概念上来说% 市场力量应该确保新固定

资产的购买者价格等于该资产未来收益的

现值# 因此% 如果已知相关资产的初始市

场价格和特征% 就可以计算该资产的未来

收益流并不断更新其剩余现值# 这种核算

资本存量及其随时间的变化量的方法就是永

续盘存法% 或缩写为(69# 固定资本消耗的

估计是作为(69的 (副产品) 而获得的#

.$ 永续盘存法

0",/, 本节将简要介绍% 如何在使用永续盘存法

计算资本存量时附带计算出固定资本消耗#

有关固定资本消耗$ 资本收益和资产存量

之间的联系将在第 ,4 章进行概述# 关于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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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计算资本存量的详细介绍可参见 +资本

存量测算手册, !N=<'% ,443"#

资本存量总额的核算

0",/- 永续盘存法要求估计生产者手中现有的固

定资产存量# 第一步是估计因过去年份的

固定资本形成而建造安装的固定资产到当

期还剩多少# 为达此目的% 可将基于观察

或技术研究而得到的平均使用年限或生存

函数应用于过去的投资' 运用合适的固定

资产价格指数% 将过去以不同价格购置的

固定资产转换为当期价格# 要构造一个涵

盖很长时期的合适的价格指数% 在理论上

和实践上都存在困难% 然而无论如何% 价

格核算中的这些技术问题在估算资产负债

表中的资产价值时都必须面对# 由过去投

资形成的且按当前购买者价格重新估价的

固定资产存量被称为资本存量总额# 如果

希望得到物量意义上的资本存量总额的年

度时间序列% 也可以按照给定的基年价格

来计算资本存量总额#

相对效率

0",/. 某一固定资产对使用该资产之生产的投入

会随着时间推移而趋于减少# 资产类型不

同% 其使用效率的下降速度也不相同# 最

简单的一种情况是% 其使用效率保持不变

直到资产损坏% 如电灯泡# 其他一些比较

简单的情况是效率在其使用期限内线性递

减或指数递减# 还有符合双曲线的效率损

失率% 即效率下降的幅度在最初几年相对

较小%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急剧增大# 然而%

在实际操作中并不是逐一针对每项资产计

算的% 而是要按照相似年限和特性的资产

组群分类计算# 尽管组群中单个资产的报

废时间不同% 但是整个组群的效率退出曲

线通常是凸向原点的#

0",// 固定资产的效率曲线决定了它在使用年限

内的收益曲线# 一旦确定了固定资产在使

用年限内的收益曲线% 就能够逐期计算其

固定资本消耗#

固定资本消耗率

0",/0 正如前面所解释的% 固定资本消耗等于剩

余收益现值的减少额# 该减少额和它随时

间的变化率必须与资本资产本身的效率下

降明确区分开来# 尽管某些效率特征如灯

泡的资产% 其效率以及收益可能在损坏之

前的各个时期保持不变% 但是该资产的价

值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 从而固定资

本消耗不是固定的# 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

看出% 资产剩余收益现值的下降额在使用

前期要远小于该资产的寿命末期# 固定资

本消耗将随着资产的老化而逐渐增大% 即

使效率与收益一直保持不变#

固定资本消耗的价值

0",/1 固定资本消耗不能脱离资本存量数据而单

独计算# 编制资产负债表需要使用资本存

量数据% 并且如第 ,4 章所述的% 试图脱离

资产存量水平和资产的价格模式及效率下

降模式单独计算固定资本消耗% 很容易产

生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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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 章附录"从持有损益中分离出仓储所致产出

#$ 引言

%0"! 0"!., 段到 0"!./ 段建议% 在某些情形下%

库存货物的增值可被视为储存活动的产出

而非持有收益# 本附录将对此问题做进一

步探讨% 并举例说明何时将一个产品的全

部增值都处理为生产的产出是恰当的% 以

及如何将仓储所致产出从余下的持有损益

中分离出来#

!$ 仓储成本和持有损益

%0", 持有库存产品总会涉及成本% 无论是最初

生产者持有还是随后的批发商或零售商持

有# 这些仓储成本包括& 与提供物理储存

能力相关的成本% 有关存货水平$ 种类等

信息的维护成本% 将存货提供给客户的成

本% 以及与通过获得置换品以更新存货水

平有关的成本 !不包括这些货物本身的成

本"# 这些成本构成了由制造商收取的基

本价格的一部分% 或者需要由批发零售商

获取的商业毛利来补偿# 上述所发生的成

本包括在中间消耗$ 雇员报酬和资本成本

中# 此外% 也可能出现专业仓储生产者向

其他生产者提供仓储服务的情形% 由此所

产生的成本应包含在后者的中间消耗中#

%0"- 对于多数产品***称为 (类型 6) 产品

***而言% 与仓储相关的内容仅限于此#

与仓储有关的所有成本都包含在了生产成

本中# 从库存中退出的货物的价值应按生

产成本或当时获得重置品的成本来估价#

因此% 测度产出时应排除产品作为存货持

有时所发生的任何价值变化% 这种价值变

化应被处理为持有损益% 下例将对此作出

详细解释#

%0". 假定一个批发商每一时期都买卖 !44 包洗

衣粉% 为了适应需求的变化% 需要保持 !4

包的存货# 在期初% 每包洗衣粉的价格为

,% 因此其存货价值为 ,4# 在该时期% 每

包洗衣粉的获取成本提高到 ,"!% 因此 !4

包存货的价值上升到 ,!% 但所增值的 ! 仅

反映以下这个事实& 如果将这 !4 包洗衣粉

从库存中提取出来用于销售并用相同产品

进行重置% 则新的产品的获得成本将为

,!# 由于产出要对所有单位进行测度% 无

论它们是新生产的还是从库存中退出的%

每单位按新的价格 ,"! 进行估价% 因此存

货增值 ! 并不计入生产的测度之中% 而仅

出现在重估价账户中% 以解释期初价值为

,4 的 !4 包库存如何被期末价值为 ,! 的相

类似的 !4 包库存所替代#

%$ 真实价值跨时变化的货物

%0"/ 在以下三种特定情形下% 上述处理不能令

人满意% 因为货物在储存时期内会受到其

他因素干扰# 处于这种情形的货物可被称

为 (类型66) 产品# 这三种特定情形是&

!!" 生产过程非常长的货物'

!," 在储存时其物理特性会发生变化的货

物'

,.!



!-" 供给或需求其中一方面具有季节特性

的货物#

下面依次讨论以上各种情形#

!$ 生产过程非常长的货物

%0"0 如果一个产品因其生产过程长而持续作为

存货持有% 原则上应在计算交付日期之前

每个时期的完工价值时使用贴现因子# 例

如% 一个最终价值为 ,44 的建筑项目要在

. 年内连续施工才能完成% 则把第一年对

生产的贡献记为 /4 是不符合实际的# 任何

购买者都会考虑以下事实% 即在此后的三

年里它不能实现该项生产价值% 因此要对

该价值进行相应贴现# 随着时间的推移%

持有该产品的单位会随着贴现的逐步消失

而享有该收入# 第 ,4 章还将描述这种情

形% 并给出这一数值例子的详情#

%0"1 建议在实际操作中仅对那些价值量显著高

和生产周期显著长的货物引入贴现因子%

在完工之前的各个时期里% 都应将该货物

记录为在制品或自用资本形成#

($ 在储存时其物理特性发生变化的货物

%0"2 第二种特定情形是指% 有些货物在储存期

间其物理特性会发生变化% 因为成熟化是

其生产过程的一部分# 相关货物在价格没

有发生总体或相对变化的情形下% 因为在

储存期间其品质随时间而不断改进% 其价

值仍在不断增加# 比如经发酵的食品$ 陈

年的葡萄酒和烈性酒# 此类产品从库存中

退出时% 其物理特性已不同于刚进入成熟

化阶段的新产品% 因此用新入库产品的获

取成本来估价出库产品是不合适的# 问题

的关键是% 如何把因成熟化引起的增值与

该货物之价格的一般上涨分开#

%0"3 假定某个产品需要三年才能达到可出售的

完全成熟状态% 直到它达到这种状态时才

会有最终需求# 如果进行该货物的交易

***甚至在其未成熟状态下% 就会有一系

列的价格& 未成熟也就是新制成品的价格%

存放一年后的产品价格% 存放两年后的产

品价格和成熟产品的价格# 假定该产品很

受认可% 那么% 在任何时点都存在新制成

产品和一年成熟度$ 二年成熟度和三年成

熟度的产品# 如果这些不同成熟度的产品

都存在相应的价格% 则分离出其仓储活动

的价值并非难事# 在第一年% 新产品转化

为成熟度为一年的产品# 如果新产品的价

格为)

4

% 成熟度一年的产品价格为)

!

% 令

-表示第一年% -A! 表示次年% 则产品数

量.的价值变化为 .!)

!%-A!

@)

4%-

"# 价值

增加主要是由两个因素引起的& 一是本年

生产的类似新产品的价格与上年生产的新

产品价格之差!.!)

4%-A!

@)

4%-

""' 二是本

年生产的类似新产品的价格与本年一年成

熟度产品价格之差 !.!)

!%-A!

@)

4%-A!

""#

将上述两部分加在一起% 便得到产品数量

为.的价值变化值% 其中第一项表示持有

收益% 第二项表示因仓储所致产出的价值#

%0"!4 对于任意两个相邻时期% 都有如下等式成

立&

从/期到/A! 期的价值增加

a?同一成熟度 !或年份" 的产品从 /期

到 /A! 期的价值变化 !处理为持有

收益"

A?在/A!期两个相邻成熟度 !或年份" 产

品的价值变化% 处理为仓储所致产出#

也就是说% 在第二年% 一年成熟度产品价

格在该年初和年末之间的增长归为持有收

益% 在该年年末二年成熟度产品价格与一

年成熟度产品价格之差归为仓储所致产出

的价值% 如此类推#

%0"!! %0"!4 段中的公式是针对当期价值而言的%

此时% 每一项中都包含 !或由其构成" 名

义持有收益 !或损失"% 或者% 每一项都

用通胀总水平来缩减% 以使每一项都包含

!或由构成" 实际持有收益 !或损失"# 按

物量计算的增值部分***即没有价格上涨

***应作为仓储所致产出处理#

%0"!, 在实践中% 对应成熟化过程不同时点的稳

健的价格时间序列很可能是不存在的% 也

许可以找到一些相近的替代指标% 但即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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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到这一点也非易事# 那么% 在缺乏这

些价格数据前提下% 如何将仓储所致产出

与持有收益分开-

%0"!- 从长期经验看% 生产者也许能对因仓储而

引起的增值做出合理的预测# 假定在一个

特殊情形下% 生产者预期三年后其物量价

值是所生产新产品成本的二倍半% 如果新

产品价值为 !44% 则成熟度为三年的产品

价值为 ,/4# 这表明仓储所致实际产出在

接下来的三年中每一年都是 /4 !像以上讨

论持续性建筑产品生产一样% 原则上应对

初始的 !44 和头两个 /4 引入贴现因子进行

调整% 因为该产品直到第三年末才能制成

用于出售"# 如果缺少有关该产品价格上

涨相对于总体价格上涨的信息% 有必要假

定该产品不存在实际持有收益% 实际的价

值增加必须都作为仓储所致产出的现值#

一旦完全成熟产品的价格已知% 就可以对

其进行一些调整% 或者更实际些% 对最初

预测值与最终实际值之差用一般通胀水平

进行调整% 即可作为实际持有收益或损失#

%0"!. 仓储所致产出不受相对价格波动影响这一

假定并不一定理想% 但在多数价格上涨由

仓储引起$ 且缺乏更好的基础数据情形下%

通过这种处理方法% 可以对仓储所致产出

给出一个务实的估计% 它将优于将所有增

值都简单归结于持有收益的假设#

+$ 具有供给或需求季节模式的货物

%0"!/ 第三种情形是指% 如果储存货物是为了能

利用供给或需求模式在一年内的变化% 那

么% 货物价值的变化就不能都归结于持有

损益# 最常见的情形是诸如玉米之类主要

作物的储存% 在一年中它有一个相对短暂

的收获期% 但需求则在全年中保持稳定#

因此% 随着库存的减少价格会上涨% 直至

下一个收获期供给的增加导致价格又重新

下跌# 也可以想象相反的情形& 需求呈现

季节性波动% 但生产者要在全年或年内大

部分时间内生产该货物以节约成本% 即使

年内各个时间里所生产的货物直接进入库

存等待需求高峰来临也比较划算#

%0"!0 这类产品不同于类型 6产品的理由是& 与

因成熟而改变物理特性的货物相同% 相对

于通胀总体水平% 其价格是以或多或少可

以预测的方式上涨的% 因为% 其间存在着

跨时输送货物的效应% 即把货物从供给充

足的时期通过储存输送给一个相对稀缺的

时期# 这与纯粹出于投机目的而储存货物

大不相同% 在投机动机下% 不存在价格很

可能上涨的既定模式% 因此也无法预知货

物要储存多少时间#

%0"!1 理想的情况是& 农作物预期的价格上涨存

在一个固定的$ 稳健的季节模式# 在这种

情形下% 价格的季节模式可被用于确定储

存所致产出% 剩余的增值部分则代表持有

损益% 后者通常可以分为实际持有损益和

中性持有损益#

%0"!2 然而% 鉴于每年气候条件不同% 作物收获

的总水平每年大不相同% 作物实际收获的

时间在不同年份也略有差异% 因此% 要建

立作物价格的稳健季节模式并非易事# 在

这种情形下% 切实可行的建议类似于上述

针对不具备完美信息的成熟期货物给出的

操作建议# 前提是价格上涨将归结于以下

两个因素% 第一是与价格总体上涨相匹配

的价格上涨% 与此相对应的存货价值增加

应被视为名义持有损益' 第二是季节稀缺

值% 该元素应处理为储存所致产出# 假定

除与平均价格上涨相匹配的价格上涨外%

所有价格上涨都是源于储存% 这就意味着

不存在任何实际持有收益#

.$ 谁从仓储货物的价值增加中获益'

%0"!3 类型 66产品能够产生仓储生产% 只取决于

产品的类型% 不取决于该产品的生产者#

如果一个农民生产一种季节性作物% 然后

将其大部分储存起来% 以便在整个一年内

一点儿一点儿出售% 他会把因储存引起价

值增加带来的收益记录在其产出中# 然而%

如果他在收获期将所有作物都卖给另一个

单位 !如一个批发商"% 后者又将其储存

起来且在年内持续出售% 这样该单位就获

得了来自储存作物的收益% 并将这些本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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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由农夫记录为产出的收益记入自己的产

出# 尽管在生产和销售之间类型 66货物可

能会易手多次% 但其因储存引起的产出价

值仍保持不变# 很有可能是这样& 每次该

货物易手时% 相关的中间消耗将增加% 进

而增加值将相应减少% 但产出水平却不受

影响# 就是说% 获得该价值增加的% 是持

有该货物的那个单位% 对类型66货物来说%

如果持有者是一个批发商或零售商% 他可以

如原始生产者一样拥有仓储所致产出#

/$ 何时应记录仓储所致产出'

%0",4 仓储所致产出是在一个连续基础上被生产

出来的# 为了生产和存货能有一套彼此衔

接的信息% 就必须分期计算仓储所致产出#

如果价值正在发生变化的货物仍处在存货

状态% 则应由该货物的所有者拥有此额外

的产出% 处理为存货的增加# 即使库存的

数量没有变化% 但经质量调整的测度确实

发生了改变% 以反映那些应处理为质量变

化而非持有收益的价格上涨#

0$ 举例

%0",! 以下举一些简单例子% 演示如何用近似方

法计算不同假设下的仓储产出#

例 !

%0",, 单位%购买了价值为 !44 的货物% 到年份

, 的年中% %出售该货物% 货物价值升为

!!4# 在年份 ! 的年末% 该货物的价值为

!42% 在此期间不存在总体通货膨胀#

%0",- 在年份 !% %的仓储产出记录为 2% 存货的

总价值上升到 !42# 在年份 ,% %的仓储产

出记录为 ,% 存货的价值增加 ,% 退出库存

的货物的销售额为 !!4#

例 ,

%0",. 例 ! 中购买的货物价值也会随着总体通货

膨胀而上涨% 由此它在年份 ! 的年末值为

!!/% 在出售时价值 !,4#

%0",/ 年份 ! 的记录中% 要在原有基础上增加该

年持有收益 1# 在年份 ! 的年末% 需要对

处置该货物的期望价格水平进行重新估计#

如果估计值为 !!1% 表明与先前预计的绝

对增幅完全相同% 则在年份 , 记录一个数

值为 - 的持有收益#

例 -

%0",0 例 ! 中的货物在一年内按 !4/ 的价格分批

出售给单位 ;# 随后 ;持有该货物% 直到

年份 , 同一时点以 !!4 的价格出售#

%0",1 在年份 !% %的仓储产出为 /% 存货的重置

价格为 !4/# %把从存货中退出的货物以

!4/ 的价格出售给 ;# 在年份 !% ;的仓储

产出为 -% 记录为存货的增加# 因此在年

份 !% ;的存货总增加额为 !42# 在年份 ,%

;的仓储产出为 ,% 存货的增加额为 ,% 退

出库存货物的销售额为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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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收入初次分配账户

#" 引言

1"! 因参与生产过程或因拥有生产活动所需资

产的所有权而获得的收入% 将在机构单位

间进行分配# #$%用如下两个账户记录这

种收入分配行为是怎样进行的% 其中% 第

二个账户又被进一步分为两个账户&

)"收入形成账户

*"初始收入分配账户

!

业主收入账户

!

其他初始收入分配账户

1", 初始收入的概念是上述所有账户的基础#

初始收入是机构单位因参与生产活动或拥

有生产所需资产的所有权而获得的收入#

初始收入的一个主要构成项目是雇员报酬%

代表个人将其劳动投入生产过程而获得的

回报' 财产收入也是初始收入的一部分%

它产生于贷出金融资产或出租包括土地在

内的自然资源给其他单位在生产中使用'

生产税和进口税收入 !减去生产补贴和进

口补贴" 被视为政府部门的初始收入***

尽管并非所有的生产税和进口税都会被记

做企业增加值的应付项# 初始收入不包括

对社会保险计划的社会缴款和从社会保险

计划得到的社会福利% 也不包括所得税$

财产税等经常税和其他经常转移% 这些经

常转移将记录在收入再分配账户中#

!$ 收入形成账户

1"- 收入形成账户 !如表 1"! 所示" 是生产账

户的进一步延伸或者说细化% 在收入形成

账户中% 记录了政府部门初始收入和那些

直接参与生产活动的单位的初始收入# 正

如生产账户一样% 收入形成账户既可以按

产业活动单位和产业部门编制% 也可以按

机构单位和机构部门编制# 在收入形成账

户中% 各个机构部门$ 机构子部门或产业

部门的初始收入指的是它们所创造的初始

收入% 而非所获得的初始收入% 两者是不

相同的# 例如% 在住户部门的收入形成账

户中% 有一个雇员报酬项目% 其含义是住

户所有之非法人企业的应付雇员报酬% 这

与住户部门应得的雇员报酬全然不同# 住

户部门应得的雇员报酬记录在初始收入分

配账户中#

1". 来源方列示在收入形成账户的右方% 只包

含一个项目% 即由生产账户结转而来的平

衡项***增加值# 如第 0 章所述% 增加值

的口径既可以是未扣除固定资本消耗的增

加值 !总增加值"% 也可以是已扣除固定

资本消耗的增加值 !净增加值"# 与之类

似% 在 #$%的其余账户% 也必须对相关平

衡项用总额还是净额测算做出规定# 第 0

章已经详细论述了固定资本消耗的概念与

计量方法# 为行文简便% 除非内容需要使

用总增加值并明确提出% 增加值均为净额

口径#

1"/ 收入形成账户的左方记录增加值的各种使

用% 其中必须由生产者从增加值中支付的

主要费用只有两项& 一项是应付给生产过

程所雇员工的雇员报酬' 另一项是因从事

生产活动应缴纳的所有生产税减去应得的

所有生产补贴# 雇员报酬的定义如下% 在

核算期内企业按雇员在生产活动中的贡献

0.!



支付给雇员的全部现金和实物报酬( 生产

税减生产补贴项目所包括的内容是% 因从

事以货物或服务为产出的生产活动所应缴

纳的税款和应得的补贴' 其他生产税或补

贴是指如因在生产中使用劳动! 机器! 房

屋或其他资产所应缴纳的税款等( 生产税不

包括任何针对生产活动所得收入而征收的所

得税% 无论收入获得者是雇主还是雇员#

1"0 产出估价方法不同% 增加值中应付的生产

税减生产补贴项目的内涵亦不同# 在企业

开具给购买者的销售发票中% 增值税

!_%̀ " 或其他类似的可抵扣税从来都不

作为向购买者收取价格的一部分# 无论产

出估价采用生产者价格还是基本价格% 发

票上列出的增值税都不包括在产出价值中#

因此% 对生产者来说% 发票单列的增值税

不属于从增加值中支付的费用% 也不记录

为生产者收入形成账户的应付项目# 但是%

当产出估价采用生产者价格时% 所有其他

应缴纳的产品税在核算时都会被处理为生

产者向购买者销售价格的一部分# 所以对

生产者来说% 生产者价格增加值的应付项

目中是包括其他产品税的% 也就是说% 其

他产品税应记录在收入形成账户 (生产税

减生产补贴) 项目下# 与此类似% 生产者

从政府所获得的对产出的产品补贴% 应作

为其应收项目记入收入形成账户% 成为生

产者价格增加值的补充# 但依照惯例% 产

品补贴并不记录在来源方% 而是将其假想

为负的产品税% 记录在 (生产税减生产补

贴) 项目下#

1"1 第 0 章已解释过% 生产者价格减去单位产

出的应付产品税 !不包括发票单列的增值

税% 该项税收没有包括在生产者价格中"%

再加上单位产出的应收产品补贴% 即得到

基本价格# 因此% 当使用基本价格这一

#$%优先使用的估价方法对增加值进行测

度时% 所有产品税和产品补贴都不会记录

为生产者收入形成账户中的应付或应收项

目# 当使用基本价格对产出进行估价时%

(生产税减生产补贴) 项目也仅指其他生

产税减生产补贴#

1"2 从增加值中扣除雇员报酬和生产税净额后%

就获得了收入形成账户的平衡项# 该平衡

项在账户的左方***使用方下端列示% 它

测度了由于生产活动所获得的盈余或赤字

的规模% 当然% 此处的盈余或赤字还没有

考虑企业因借入金融资产或租用自然资源

所应支付的利息$ 租金及其他类似费用%

同样也没有考虑企业因贷出金融资产或出

租自然资源所应收取的利息$ 租金及其他

类似收入#

营业盈余和混合收入

1"3 收入形成账户的平衡项一般可称为营业盈

余% 唯有住户所拥有的非法人企业是个例

外# 在此类企业中% 企业所有者或者同一

家庭的成员所投入的劳动可能是不付酬的%

尽管此类劳动与付酬员工提供的劳动类似#

这时% 此类企业的平衡项被称为混合收入%

因为其中显然包含了企业所有者或者同一

家庭的成员的劳动报酬% 并且该劳动报酬

无法从所有者作为业主所得收益中分离出

来# 当然在很多例子中% 混合收入的主体

其实也就是劳动报酬# 在实践中% 所有住

户所拥有的非法人企业 !不是准公司" 的

收入形成账户平衡项都被称为混合收入%

除非是提供居住服务以满足自身最终消费

需求的自有住宅者$ 出租房屋的住户以及

雇佣了付酬员工的住户# 对自有住宅者和

出租房屋的住户来说% 全部增加值都是营

业盈余% 而对内部付酬员工来说% 全部增

加值都是雇员报酬 !除非发生了应缴纳的

生产税或应得的生产补贴"#

1"!4 第 0 章已经指出% 市场价格 &'(等于所有

常住企业总增加值之和% 再加上产品税减

产品补贴 !不是依企业产出价值而定的应

付产品税"% 具体来说% 如果产出估价使

用生产者价格% 就加上进口税减补贴以及

不可抵扣的增值税' 如果产出估价使用基

本价格% 就加上全部产品税减产品补贴#

因此之故% 尽管进口税$ 进口补贴$ 增值

税等项目并不在单个机构单位或部门的收

入形成账户中出现% 但在经济总体的收入

形成账户中% 却必须将这些项目记录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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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用方#

1"!! 如前所述% 增加值的测度应优先使用已经

扣除固定资本消耗的净增加值口径# 但

#$%的各个账户做了规定& 增加值以及随

后取决于增加值的各个平衡项可按总额口

径测度% 也可按净额口径测度# 因此% 营

业盈余和混合收入也既可用总额表示又可

用净额表示#

1"!, 营业盈余B混合收入测度了由于生产活动所

获得的盈余% 但还没有扣除企业因借入生

产活动所需的金融资产$ 土地或其他自然

资源所应支付的显性或隐性的利息$ 租金

或其他财产收入等费用# 这就意味着& 营

业盈余B混合收入的规模与下列情况无关&

!

生产中使用的土地或其他自然资源是企

业自有% 还是租借而来'

!

企业拥有并用于生产的存货$ 固定资产$

土地或其他自然资源是用自有资金 !或

股本" 购得% 还是用借来的资金 !或贷

款" 购得#

1"!- 尽管营业盈余B混合收入与土地自有的程度

无关% 与资产在多大程度上是由融资得来

的无关% 但是% 营业盈余B混合收入必须足

以支付企业显性地租与隐性地租% 以及企

业为其拥有资产所承担的显性利息支出与

隐性利息支出% 只有这样% 上述土地和资

产才能继续用于以后的生产# 企业使用自

有资金去购买存货$ 固定资产或其他资产

所产生的隐性利息成本就是这些资金选择

此种使用方式的机会成本% 是因此而放弃

的其他选择***将这些资金用于借贷形成

金融资产***所能获得的收益# 因此% 隐

性成本可以通过对资本服务的估计而得到#

那些因租借土地$ 借入资金而实际应付的

租金和利息的数量将记录在初始收入分配

账户和业主收入账户中#

1"!. 不过% 对单个生产单位来说% 营业盈余B混

合收入与生产中所用固定资产自有或租用

的程度并非无关# 当企业租用房屋$ 其他

设施$ 机器或设备的情况下% 按照经营租

赁合同所支付的租金将记录为对服务的购

买% 构成中间消耗的一部分# 因此正如第

!1 章的解释% 相比生产者自有资产的情

形% 租用固定资产而导致的租金支付将会

减少总增加值# 就净增加值而言% 由于对

承租人来说租来的固定资产不需计算固定资

本消耗% 中间消耗虽增加但固定资本消耗的

扣减会减少% 因此所受影响相比总增加值有

所减小# 但即使如此% 当生产者租用固定资

产时% 净增加值也会减少% 因为% 这个租金

被出租人用来支付运营与利息成本# 而在经

济总体水平上% 承租人盈余下降% 同时出租

人营业盈余增加% 两者将相互抵消#

表 5$!" 收入形成账户&&&使用方 $简版%

使用

交易和平衡项
非金融

公司

金融

公司

一般

政府

住户 $(6#7 经济

总体

国外 货物与

服务

合计

雇员报酬 320 .. 32 !! !! !!/4 !!/4

生产税与进口税 ,-/ ,-/

补贴 @.. @..

营业盈余总额 ,3, .0 ,1 2. - ./, ./,

混合收入总额 0! 0! 0!

营业盈余总额中的固定资本消耗 !/1 !, ,1 !/ - ,!.

混合收入总额中的固定资本消耗 2 2

营业盈余净额 !-/ -. 4 03 4 ,-2 ,-2

混合收入净额 /-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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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初始收入分配账户

1"!/ 收入形成账户主要记录常住机构单位或者

部门作为生产者所创造的初始收入% 而初

始收入分配账户 !如表 1", 所示" 则主要

记录常住机构单位或者部门作为接受者所

获得的初始收入# 初始收入分配账户显示

如下的信息& 收入形成账户中各应付项目

的去向% 为哪些单位或部门所接受' 常住

机构单位或者部门应收和应付财产收入的

数量# 如前所述% 与生产活动相关的收入

形成账户既可以按产业活动单位和产业部

门编制% 也可以按机构单位和机构部门编

制# 但初始收入分配账户则不然% 它与生

产活动之间不具备收入形成账户那样的直

接联系% 只能按机构单位和机构部门编制#

1"!0 企业可以将其盈余投资于金融资产甚至土

地% 在充满不确定性和高利率的时代更是

如此% 这种投资可以带来数量可观的财产

收入# 由于公司支出的财产收入数量要受

到所得财产收入数量和营业盈余的影响%

因此% 把一家企业所有的财产收入支出都

看做是营业盈余所应该负担的来记录是不

恰当的# 有些利息成本% 尤其是隐性成本%

可以产生于那些并没有在生产中实际使用

的资本# 由于收入形成账户的来源方只记

录生产活动所创造的增加值% 因此% 一家

企业应付的隐性和显性利息成本不应记录

在收入形成账户中% 它们要与其他各种应

收财产收入$ 营业盈余一起% 记录在初始

收入分配账户中#

1"!1 在初始收入分配账户的右方 !来源方" 列

有两类收入% 第一类显示收入形成账户所

记录的初始收入的去向信息% 具体如下&

)"住户部门$ 非常住住户的应收雇员报

酬'

*"本国政府$ 外国政府的应收 !或应付"

生产税 !减补贴" 和进口税'

+"企业的营业盈余或混合收入% 由收入形

成账户结转而来#

第二类收入是应收财产收入% 它来自于金

融资产或自然资源的所有权% 具体包

括&

5"常住单位或非常住单位金融资产所有者

的应收投资收入'

8"自然资源所有者向其他单位出租自然资

源的应收地租#

表 5$! $续%" 收入形成账户&&&来源方 $简版%

来源

交易和平衡项
非金融

公司

金融

公司

一般

政府

住户 $(6#7 经济

总体

国外 货物与

服务

合计

总增加值B国内生产总值 !--! 3. !,0 !// !/ !2/. !2/.

净增加值B国内生产净值 !!1. 2, 33!,0 !-, !, !0-, !0-,

雇员报酬

生产税与进口税

补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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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项与国民收入

1"!2 初始收入分配账户左方 !使用方" 只有一

个交易项目% 即机构单位或部门应付给债

权人$ 股东$ 土地所有者等的财产收入#

除自然资源租金外% 其余的财产收入既可

以向常住单位支付% 也可以向非常住单位

支付# 使用方还记录初始收入分配账户的

平衡项***初始收入% 其定义是% 一个机

构单位或部门的应收初始收入之和减去应

付初始收入之和# 在经济总体水平上% 该

平衡项被称为国民收入#

1"!3 不同部门初始收入的构成差异很大% 这是

由于某些特定类型的初始收入只能为某些

特定部门或国外部门所获得% 比较典型的

例子如& 税收的获得者只有一般政府和国

外部门% 而雇员报酬的获得者只有住户和

国外部门# 各个机构部门初始收入构成情

况描述如下&

)"非金融公司部门与金融公司部门的初始

收入等于营业盈余加应收财产收入减应

付财产收入'

*"一般政府部门的初始收入由如下项目构

成& 应收生产税$ 进口税减应付的生产

补贴' 应收财产收入减应付财产收入#

? 它也可能包括少量的营业盈余% 来自于

属于一般政府部门的从事市场化生产的

单位'

+"住户部门的初始收入由如下项目构成&

雇员报酬和属于住户的混合收入' 应收

财产收入减应付财产收入# 它也可能包

括一些营业盈余% 一般来自于自有住宅

者为自身消费而提供的居住服务'

5"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部门 !$(6#7"

的初始收入几乎完全由应收财产收入减

应付财产收入构成#

国民净收入与国民总收入

1",4 国民净收入 #$$6$ 是所有部门初始收入

净额加总后的总量值' 与之类似" 国民总

收入 #&$6$ 是所有部门初始收入总额加

总后的总量值(

1",! 严格来讲% 总增加值是一种严格的生产测

度% 它仅由产出和中间消耗决定# 由于

&'(是通过以下项目加减得到的& 将作为

生产者的常住机构单位的总增加值加总%

再加上未包含在常住生产者产出价值与增

加值中的生产税$ 进口税% 再减去生产补

贴和进口补贴% 所以% &'(自然也是对生

产的测度# &$6则由常住机构单位初始收

??

表 5$(" 初始收入分配账户&&&使用方 $简版%

使用

交易和平衡项
非金融

公司

金融

公司

一般

政府

住户 $(6#7 经济

总体

国外 货物与

服务

合计

雇员报酬 0 0

生产税与进口税 4

补贴 4

财产收入 !-. !02 ., .! 0 -3! .. .-/

初始收入总额B国民总收入 ,/. ,1 !32 !-2! . !20. !20.

初始收入净额B国民净收入 31 !/ !1! !-/2 ! !0.,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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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加总获得# 由于二者涉及的常住机构单

位是相同的% &$6与 &'(的数值差别就等

于& 常住者应从非常住者处获得的初始收

入与常住者应付给非常住者的初始收入二

者的差额 !即来自国外的净收入"# 但是%

既然&'(与&$6都是通过对相同的常住机

构单位集进行加总而获得% 那就没有充分

的理由将一个称为 (国内)% 一个称为

(国民)# 两项总量指标的测度对象都是由

全体常住机构单位或部门所构成的经济总

体% 两者的差别不在于指标所覆盖的范围%

而在于一个测度生产$ 另一个测度收入#

因此% 两项指标都有理由被称为 (国内)

或 (国民)% 但由于 (国内生产总值)$

(国民总收入) 这两个术语在经济领域的

应用已经非常广泛% 于是不再对其进行调

整# 但还需再次强调% 这两个由首字母构

成的缩写词% 重点都在第三个字母而非第

二个字母上% 以此来强调这一事实& &'(

测度生产 !产出"' &$6测度收入#

+$ 业主收入账户

1",, 初始收入分配账户可分为两个子账户& 业

主收入账户和其他初始收入分配账户# 这

样做的目的在于区分出另一个也许对市场

生产者有用的平衡项& 业主收入# 与营业

盈余和混合收入一样% 业主收入也只与生

产者有关% 但它只能按机构单位和机构部

门计算% 不能按产业活动单位和产业部门

计算#

1",- 营业盈余减应付利息与地租再加上应收财

产收入% 即得到业主收入# 对非金融公司

部门与金融公司部门来说% 业主收入与初

始收入的唯一区别在于& 业主收入的测度

是在支付红利$ 从准公司提取收入以及支

付再投资收益之前进行的# 除这两类部门

外% 其他部门不计算业主收入% 其中原因

在于& 对政府部门和住户部门来说% 尽管

部门中可能包含从事市场生产活动的非法

人企业% 但用于市场生产活动的资产无法

从该机构的资产整体中分离出来% 由此导

致与此类活动相关的财产收入很难识别$

区分出来 !如果资产与财产收入能得到识

别与区分% 那么就有可能将非法人企业处

理为准公司并纳入企业部门"#

1",. 业主收入是一个收入概念% 它接近于企业

会计中所理解的利润与亏损概念 !至少

在没有通货膨胀的环境下是如此"# 另一

方面% 应该记住的是& 企业会计虽基于历

史成本计算利润% 但也会包括企业所有存

货和其他资产的名义持有损益% 这在通货

膨胀时期可能会是一个相当巨大的数字#

表 5$( $续%" 初始收入分配账户&&&来源方 $简版%

来源

交易和平衡项
非金融

公司

金融

公司

一般

政府

住户 $(6#7 经济

总体

国外 货物与

服务

合计

营业盈余总额 ,3, .0 ,1 2. - ./, ./,

混合收入总额 0! 0! 0!

营业盈余净额 !-/ -. 4 03 4 ,-2 ,-2

混合收入净额 /- /- /-

雇员报酬 !!/. !!/. , !!/0

生产税与进口税 ,-/ ,-/ ,-/

补贴 @.. @.. @..

财产收入 30 !.3 ,, !,- 1 -31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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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初始收入分配账户

1",/ 按机构单位或部门编制业主收入账户后% 为

得到初始收入% 继之就需要编制其他初始收

入分配账户# 在其他初始收入分配账户中%

来源方的第一项就是结转来的业主收入账户

的平衡项***业主收入% 而不是收入形成账

户的平衡项***营业盈余或混合收入# 对非

金融公司部门与金融公司部门来说% 该账户

除平衡项之外只包含一个项目***已分配的

公司收入#

1",0 对一般政府$ 住户和 $(6#7来说% 其他初

始收入分配账户的平衡项与初始收入分配账

户是相同的#

1",1 表 1"- 列示了业主收入账户和其他初始收入

分配账户#

%" 雇员报酬

!$ 雇员的认定

1",2 一个人是雇员还是自雇者并非总是不言自明

的% 例如% 在按成果付酬的工人中% 可能一

些是雇员% 另一些人就是自雇者# 两者的界

限将影响住户部门子部门的划分# #$%对

表 5$+" 业主收入账户和其他初始收入分配账户&&&使用方

业主账户

使用

交易和平衡项
非金融

公司

金融

公司

一般

政府

住户 $(6#7 经济

总体

国外 货物与

服务

合计

财产收入 21 !/- ,.4 ,.4

?利息 /0 !40 !0, !0,

?公司已分配收入

?外商直接投资的再投资收益

?投资收入的支付 .1 .1 .1

?地租 -! 4 -! -!

业主收入总额 -4! ., -.- -.-

业主收入净额 !.. -4 !1. !1.

其他初始收入分配账户

使用

交易和平衡项
非金融

公司

金融

公司

一般

政府

住户 $(6#7 经济

总体

国外 货物与

服务

合计

雇员报酬 0 0

生产税与进口税

补贴

财产收入 .1 !/ ., .! 0 !/! 0- ,!.

?利息 -/ !. 0 // !- 02

?外商直接投资的再投资收益 4 !. !.

?地租 1 ,1 4 -. -.

初始收入总额B国民总收入 ,/. ,1 !32 !-2! . !20. !20.

初始收入净额B国民净收入 31 !/ !1! !-/2 !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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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员的定义与国际劳动统计会议 !6<̂#"

关于经济活动人口的定义是一致的# 但是%

#$%的主要目标是明确雇佣关系性质以确

定雇员报酬与其他种类的收入之间的界限#

因此% 一些人% 较典型的如准公司的所有

者$ 公司的所有者兼管理者% 他们在劳动统

计中被归为自雇者% 在 #$%中则被归为雇

员# 第 !3 章将会进一步讨论劳动力的测度

以及相关术语的定义#

雇佣关系

1",3 只有从事 #$%生产范围内活动的人% 才能

归之为就业者% 即雇员或自雇者# 当企业和

个人之间达成正式或非正式的书面或口头协

议后% 雇主$ 雇员关系即成立% 协议在正常

情况下由劳资双方自愿达成% 雇员根据协议

按其贡献获得现金或实物报酬# 报酬的多少

通常由工作时间或其他一些考察工作量的客

观指标来决定#

1"-4 自雇者是那些为自己工作的人% 他们拥有的

企业在 #$%中既非独立法人实体% 亦非独

立的机构单位# 自雇者可能是他们为之工作

的非法人企业的唯一所有者或共同所有者%

也可能是合作生产者中的一员或有贡献的家

庭劳动者 !也就是在非法人企业工作的不

取酬的家庭成员"#

)"从事完全以自用最终消费或自用资本形

成为目的之生产活动的工人% 无论是个

??

表 5$+ $续%" 业主收入账户和其他初始收入分配账户&&&来源方

业主账户

来源

交易和平衡项
非金融

公司

金融

公司

一般

政府

住户 $(6#7 经济

总体

国外 货物与

服务

合计

营业盈余总额 ,3, .0 ,1 2. - ./, ./,

混合收入总额 0! 0! 0!

营业盈余净额 !-/ -. 4 03 4 ,-2 ,-2

混合收入净额 /- /- /-

财产收入 30 !.3 ,./ ,./

?利息 -- !40 !-3 !-3

?公司已分配收入 !4 ,/ -/ -/

?外商直接投资的再投资收益 . 1 !! !!

?投资收入的支付 2 2 !0 !0

?地租 .! - .. ..

其他初始收入分配账户

来源

交易和平衡项
非金融

公司

金融

公司

一般

政府

住户 $(6#7 经济

总体

国外 货物与

服务

合计

业主收入总额 -4! ., -.- -.-

业主收入净额 !.. -4 !1. !1.

雇员报酬 !!/. !!/. , !!/0

生产税与进口税 ,-/ ,-/ ,-/

补贴 @.. @.. @..

财产收入 ,, !,- 1 !/, -2 !34

?利息 !. .3 1 14 ,! 3!

?外商直接投资的再投资收益 4 - 4 - 4 -

?地租 4 ,! 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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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还是集体% 都是自雇者% 尽管对于这

些自给生产活动来说% 可以基于成本虚

拟核算其包括预计人工费用在内的产出

价值% 但从事此类活动的工人的工资是

不进行虚拟估计的% 即使对于那些有成

组工人共同工作的集体或公共项目% 也

同样如此# 虚拟产出价值超过任何显性

货币成本或生产税的盈余% 则作为混合

收入总额处理'

*"不取酬的家庭劳动者% 包括那些在全部

或部分从事市场生产的非法人企业从事

不取酬工作的人% 也作为自雇者处理'

+"公司全部权益可以归单一股东或一小群

股东所拥有% 如果这些股东也为公司工

作并且接受分红以外的报酬% 他们就属

于雇员' 与之类似% 准公司的所有者如

果为公司工作并且接受准公司盈利提成

以外的报酬% 也被视为雇员'

5"外包工既可能是雇员也可能是自雇者%

这要取决于他们当时所处的状态与环

境# 下文将对外包工的处理进行更详细

的讨论#

1"-! 自雇者的报酬作为混合收入处理#

1"-, 学生是教育与培训服务的消费者% 并非雇

员# 但如果学生也依据某种正式承诺将其

劳动投入于企业生产过程% 例如作为学徒

工或其他类似受训人员$ 雇员$ 学生护理

员$ 研究或教学助理$ 医院实习生等% 那

么% 无论他们是否因为工作而获得除以培

训作为实物报酬之外的现金报酬% 都被处

理为雇员#

雇主和自雇工作者

1"-- 自雇者可分为两类& 一类会在连续时间内

雇佣付酬员工' 另一类在连续时间内不雇

佣付酬员工# 前者称为雇主而后者则称为

自雇工作者# 这种划分将用于住户部门的

细分# 自雇工作者又可以进一步分为外包

工和普通自雇工作者# 外包工是根据一些

正式或非正式的合同向特定企业提供货物

或服务的人' 普通自雇工作者既可以从事

市场生产活动% 也可以为自用最终消费或

资本形成而进行生产#

外包工

1"-. 所谓外包工是这样一类人% 他们依据事先

的安排或合同% 同意为特定企业工作% 或

者同意为特定企业提供一定数量的货物或

服务% 但他们的工作地点不在该企业的任

何一个产业活动单位内# 企业不控制外包

工的工作时间% 也对他们的工作条件不承

担责任% 但企业可能检查其工作的质量#

大部分外包工在家工作% 但他们也可以选

择其他的地点# 对于某些外包工% 企业提

供了设备或原材料% 甚至两者都提供' 而

对另一些人来说% 也许要自己购买设备或

原材料% 甚至两者都需自己购买# 无论哪

一种情况% 外包工都必须自己负担一些生

产成本& 如其工作所用房屋的实际或虚拟

租金' 供热$ 照明$ 供电的费用' 仓储和

运输费用等#

1"-/ 外包工既具有雇员的一些特征% 也具有自

雇工作者的一些特征# 雇员与自雇工作者

的主要区别在于他们获得报酬的方式# 下

面两种获得报酬的方式在本质上相当不同%

因此可以据此做出清楚的划分&

)"计酬的直接或间接依据是劳动者所完成

的工作量% 也即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

劳动投入量% 而非产出价值或生产过程

所产生的利润# 凡以此种计酬方式获得

报酬者即为雇员#

*"劳动者所得收入主要取决于所负责的某

些生产过程产出的价值% 而不论所投入

劳动的多或是少# 凡以此种计酬方式获

得报酬者即为自雇工作者#

1"-0 在实践中% 应用上述标准区分雇员和自雇

者% 有时也会遇到困难# 那些雇佣付酬员

工进行工作的外包工% 必须作为非法人企

业的自我雇佣所有者% 也即雇主处理% 因

此% 问题的关键在于区分自雇工作者与雇

员#

1"-1 一个外包工被视为雇员的条件是& 企业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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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外包工之间存在着雇佣关系% 也即在两

者之间存在着明确或隐含的合同或协议%

规定外包工系基于所完成的工作量取酬#

与此相反% 一个外包工被视为自雇工作者

的条件是& 不存在着上述那样的明确或隐

含的合同或协议% 同时% 外包工所得收入

主要取决于提供给企业的货物或服务的价

值# 这意味着市场$ 经营规模$ 融资等方

面的决策权均在外包工手中% 他们也很可

能购买或租用自己生产所需的机器或设备#

1"-2 外包工的分类对账户有重要意义# 如果一

个外包工属于自雇工作者% 那么企业对他

的支付就构成对货物与服务的中间消耗%

对该外包工来说% 企业支付给他的报酬代

表了产出的价值% 产出的价值超出外包工

支付的直接成本 !处理为中间消耗" 的部

分就是总混合收入# 如果一个外包工属于

雇员% 企业对他的支付则构成劳动者报酬%

因而是企业增加值的一部分# 因此% 外包

工的分类既会影响到企业间增加值的分配%

也会影响到雇佣企业的雇员报酬和住户净

混合收入的分配#

($ 雇员报酬的构成

1"-3 雇员报酬记录在收入形成账户的使用方和

初始收入分配账户的来源方# 收入形成账

户的使用方和初始收入分配账户的来源方

列示了雇员报酬的详细项目% 分别见表

1". 和表 1"/# 除了平衡项之外% 与这些账

户相关但并未在上述表中列示出来的项目

只有一个% 即国外的雇员报酬% 该项目记

录在初始收入分配账户的使用方#

1".4 如前所述% 雇员报酬的定义是& 企业因雇

员在核算期内所做工作而应付给雇员的现

金或实物报酬总额#

1".! 雇员报酬基于权责发生制进行记录% 这也

就是说& 雇员报酬是按雇员因在相关时期

内所完成工作而有权从雇主处获得的现金

和实物报酬的价值来计算% 而不论报酬的

获得是在工作之前$ 工作同时还是工作之

后# 对于那些自愿从事的不付酬工作% 其

中包括住户成员在该住户所有的非法人企

业所做的工作% 按照这一原则是不产生应

付雇员报酬的# 雇员报酬不包括任何雇主

应付的$ 基于工资或薪金计算的税收% 如

工薪税% 此类税收与生产中由于使用建筑$

土地或其他资产而应缴纳的税收相同% 处

理为生产税#

1"., 雇员报酬主要由如下两个项目构成&

)"应付工资或薪金% 可以是现金形式也可

以是实物形式'

*"雇主应付的社会缴款# 它包括对社会保

险计划的缴款' 对其他就业相关社会保

险计划的实际社会缴款' 对其他就业相

关社会保险计划的虚拟社会缴款#

第 2 章 '节将讨论社会保险计划以及它所

提供的福利的性质#

工资和薪金

1".- 出于管理便利的考虑或其他原因% 雇主会

采用代扣代缴的方式向社会保险计划$ 税

收机关直接缴纳雇员应付的社会缴款$ 所

得税等% 即使如此% 工资和薪金中仍包括

雇员应付的社会缴款$ 所得税等项目的价

值# 工资和薪金可以有多种支付方式% 包

括作为现金报酬替代或补充而向雇员提供

的货物或服务等实物报酬#

现金工资和薪金

1".. 以现金形式支付的工资或薪金包括如下报

酬类型&

)"按周$ 按月或按其他间隔定期应付的工

资和薪金% 包括按工作成果支付和计件

支付' 因加班$ 夜班$ 在周末或其他私

人时间工作而获得的超常工资或专门津

贴' 因到外地工作$ 或在不满意的或危

险的环境下工作而获得的津贴' 在国外

工作的出国津贴% 等等'

*"定期应付的辅助津贴% 如住房补贴$ 交

通补贴等% 但不包括社会福利 !参见下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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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收入形成账户&&&使用方&&&雇员报酬

使用

交易和平衡项
非金融

公司

金融

公司

一般

政府

住户 $(6#7 经济

总体

国外 货物与

服务

合计

雇员报酬 320 .. 32 !! !! !!/4 !!/4

?工资和薪金 2.! ,3 0- !! 0 3/4 3/4

?雇主社会缴款 !./ !/ -/ 4 / ,44 ,44

??雇主实际社会缴款 !-, !. -! 4 . !2! !2!

???雇主实际养老金缴款 !,, !. ,2 4 . !02 !02

???雇主实际非养老金缴款 !4 4 - 4 4 !- !-

??雇主虚拟社会缴款 !- ! . 4 ! !3 !3

???雇主虚拟养老金缴款 !, ! . 4 ! !2 !2

???雇主虚拟非养老金缴款 ! 4 4 4 4 ! !

生产税和进口税 ,-/ ,-/

补贴 @.. @..

营业盈余总额 ,3, .0 ,1 2. - ./, ./,

混合收入总额 0! 0! 0!

营业盈余总额中的固定资本消耗 !/1 !, ,1 !/ - ,!.

混合收入总额中的固定资本消耗 2 2

营业盈余净额 !-/ -. 4 03 4 ,-2 ,-2

混合收入净额 /- /- /-

+"在雇员因度假或生产暂时停止等原因而

短期离开工作期间应付给雇员的工资和

薪金% 但所谓的短期离开工作期间不包

括因疾病$ 工伤等原因而产生的缺勤

!参见下文"'

5"根据激励制度% 与企业整体业绩挂钩

而给付的专项奖金或其他特殊支付'

8"雇员所获得的佣金$ 赏金或小费# 这

些项目均应视为对雇佣雇员企业所提供

服务的支付% 因此当第三方直接支付给

雇员时% 这些项目也应包括在雇佣雇员

企业的产出和总增加值中#

1"./ 雇员为能够接手新的工作岗位或完成工作

所进行的支出% 可以由雇主报销% 由报销

所得现金不计入现金工资与薪金# 例如%

以下两种报销收入就不包括在现金工资与

薪金中&

)"对雇员为接手新的工作岗位或应雇主的

要求% 把家搬到本国其他地区或国外所

支付的旅费$ 搬迁费或其他相关费用的

报销'

*"对雇员在工具$ 设备$ 专门服装或其他

项目上 !这些项目应专门或主要用于其

工作" 购买支出的报销#

报销金额应作为雇主的中间消耗处理# 那

些按就业合同要求购置了工具$ 设备$ 专

门服装等等的雇员% 其购买支出在一定程

度上并没有全部报销% 未报销的费用应从

雇员所得工资和薪金中扣除并相应加到雇

主中间消耗上去# 无论报销与否% 雇员在

专门或主要用于其工作的各种项目上的支

出% 不构成住户最终消费的一部分#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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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初始收入分配账户&&&来源方&&&雇员报酬

来源

交易和平衡项
非金融

公司

金融

公司

一般

政府

住户 $(6#7 经济

总体

国外 货物与

服务

合计

营业盈余总额 ,3, .0 ,1 2. - ./, ./,

混合收入总额 0! 0! 0!

营业盈余净额 !-/ -. 4 03 4 ,-2 ,-2

混合收入净额 /- /- /-

雇员报酬 !!/. !!/. , !!/0

?工资和薪金 3/. 3/. , 3/0

?雇主社会缴款 ,44 ,44 4 ,44

???雇主实际社会缴款 !2! !2! 4 !2!

????雇主实际养老金缴款 !02 !02 4 !02

????雇主实际非养老金缴款 !- !- 4 !-

???雇主虚拟社会缴款 !3 !3 4 !3

????雇主虚拟养老金缴款 !2 !2 4 !2

????雇主虚拟非养老金缴款 ! ! 4 !

生产税和进口税 ,-/ ,-/ ,-/

补贴 @.. @.. @..

财产收入 30 !.3 ,, !,- 1 -31 -2 .-/

1".0 现金工资和薪金也不包括雇主支付的以下

形式的社会福利&

)"儿童$ 配偶$ 家庭$ 教育方面的补助%

或其他与被赡养人有关的补助'

*"向因疾病$ 意外伤害$ 生育等原因未在

岗的员工所支付的全额或部分工资或薪

水'

+"向因裁员$ 丧失工作能力$ 意外死亡等

原因失去工作岗位的员工或其遗属所支

付的离职金#

在实践中% 如果因疾病$ 意外等原因短期

离职期间所支付的工资和薪金和其他工资

和薪金是合并在一起的% 那么做出区分可

能并不容易#

1".1 在一些情形中% 像汽车或额外缴纳的养老

金这样的福利% 并非免费提供% 而是雇主

通过预支雇员工资为雇员 (购买) 的# 这

样做的好处在于可以减税& 相比个人直接

购买汽车来说% 由雇主先购买然后再卖给

雇员% 可以享受较低的税率' 缴纳的养老

金可以在计税前扣除% 因此其税率与其他

收入不同# 在这样的情况下% 全部薪金都

应记为应付现金% 同时上述费用应显示为

雇员的消费支出或养老金缴纳或其他合适

项目#

实物工资和薪金

1".2 有很多原因会使雇主选择以实物形式向雇

员支付报酬% 例如&

)"不支付现金或对雇主$ 或对雇员$ 或对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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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有税收方面的好处'

*"当产出周期性过剩时% 雇主希望减少库

存#

1".3 由于在如何花费收入方面没有选择的自由%

实物收入没有现金收入受欢迎# 有些发给

雇员的货物或服务% 由于其类型或质量的

原因% 雇员在正常情况下是不会购买的#

但尽管如此% 这些实物报酬的估价原则也

必须与其他货物服务保持一致& 即货物服

务如果是雇主购买的% 就应采用购买者价

格对其进行估价' 如果是企业自己生产的%

则应采用生产者价格对其进行估价# 如果

货物服务是免费发给雇员的% 这些实物工

资和薪金的价值就是所发放货物服务的全

部价值' 如果货物或服务是以较低价格卖

给雇员的% 这些实物工资和薪金的价值就

是所发放货物服务的全部价值与雇员按较

低价格支付额的差值#

1"/4 雇主提供给雇员的货物或服务% 如果是出

于使雇员能够从事工作的目的% 如特殊防

护服 !第 0",,, 段有一个此类项目的目

录"% 则该货物或服务的价值应作为雇主

的中间消耗处理# 另一方面% 属于实物报

酬的货物服务是指& 并不必须用于工作%

雇员能够在自己的私人时间里自主决定其

使用方式% 以满足自己或住户成员的需求

的货物与服务#

1"/! 几乎所有的货物或服务都可以作为实物报

酬# 下面列示的是雇主免费或低价提供给

雇员的实物报酬中一些最常见的类型&

)"日常向雇员提供的食品和饮料% 包括对

单位食堂的所有补贴 !为实际操作方

便% 不必单独估计公务招待或出差中的

食品和饮料消费"'

*"可由雇员所属住户全体成员使用的住房

服务或某种类型的膳宿服务'

+"提供给雇员个人使用的机动车或其他耐

用品服务'

5"雇主自身生产过程所生产的货物与服

务% 如铁路或航空公司提供给员工的免

费旅程% 采矿企业提供给员工的免费煤

炭等'

8"提供给雇员及其家庭的运动$ 娱乐或度

假设施'

D"免费的上下班交通工具和停车场% 如果

需要雇员付费% 则体现为雇主给雇员的

相应补贴#

L"为雇员子女开办的幼儿园#

1"/, 雇主所提供的某些服务% 如上下班班车$

停车场$ 幼儿园等% 具有一些中间消耗的

特征# 但是% 雇主之所以提供这些服务设

施% 不是生产过程的性质或雇员工作的物

质条件的要求% 而是为了吸引和留住员工#

总的来说% 比起中间消耗% 对这些服务的

消费更像是其他形式的雇员报酬# 有许多

雇员不得不从自己的收入中支付上下班交

通费用$ 停车费以及幼儿园费用% 相关支

出是要记录为最终消费支出的#

1"/- 另一类经常提供的实物报酬是汽车# 汽车

可以免费提供给雇员% 但出于纳税方面的考

虑% 在雇员的收益中仍表现为虚拟的现金形

式# 在一个有大量汽车都是由企业提供给雇

员作为其额外福利的国家% 雇主会因其强大

购买力在汽车购买价格上获得很大折扣# 因

此% 雇员将得到比自己个人用等量现金能购

买到的更高质量的汽车# 雇员所得汽车的价

值% 应按雇主购买的实际成本估计#

1"/. 当雇主以较低的利率$ 甚至零利率向雇员

提供贷款以供其购买住房$ 家具或其他货

物或服务时% 实物报酬也包括雇主所放弃

的利息收入# 此类实物报酬价值的估计方

法是& 用按平均抵押贷款利率$ 或消费者

信贷利率等市场利率计算雇员所本应支付

的利息% 减去实际支付的利息# 当名义利

率因通货膨胀而很高时% 此类实物报酬的

数额可能较大' 反之% 则可能因数额太小

太不确定而不值得估算#

股票期权

1"// 雇主给予雇员的在未来某些时候买入股票

的期权% 是另一种形式的实物收入# 第 !1

章第 0 节将详细说明股票期权的估值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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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方法#

雇主社会缴款

1"/0 雇主社会缴款是指% 雇主为使其雇员能获

得社会福利而应缴付给社会保障基金或其

他就业相关社会保险计划的款项# 社会保

障基金由政府管理' 其他就业相关社会保

险计划可以由雇主自己进行管理% 也可以

由某家保险公司或某个自主养老金计划进

行管理#

1"/1 雇主社会缴款的目的在于使自己的雇员能

获得社会福利% 因此% 雇主社会缴款应与

现金$ 实物工资与薪金一起记为雇员报酬

的一部分# 随后% 社会缴款将记录为雇员

对社会保障基金或其他就业相关社会保险

计划的经常转移支付# 尽管雇主代替雇员

缴纳社会缴款在管理上更有效率% 但如下

经济事实必须明确& 雇主对社会保障基金

或其他就业相关社会保险计划的缴款% 事

实上并非雇主的经常转移% 而是雇员用自

己从雇主处所得收入对社会保障基金或其

他就业相关社会保险计划的经常转移支付#

与此处情形类似的另一个例子是雇员应缴

所得税% 它虽由雇主从雇员工资薪金里扣

除并直接缴纳给税收机关% 但很明显所得

税不是雇主的经常转移支付# 按照惯例%

雇主社会缴款改由雇员的初始收入分配账

户和收入再分配账户共同进行描述% 通过

这些账户可以正确地描述各种应收$ 应付

项# 无论是雇主向社会保障基金或其他就

业相关社会保险计划直接缴纳社会缴款%

还是雇主向税收机关直接缴纳所得税% 其

实只不过是出于管理便利和效率的原因而

采取的便捷处理方法#

1"/2 雇主社会缴款在核算中的处理方法是& 首

先将社会缴款的等值金额记录在收入形成

账户的雇员报酬项目下' 然后根据情况%

或是在收入再分配账户中记录为住户向社

会保障基金或其他就业相关社会保险计划

的转移支付% 或是在收入使用账户中记录

为住户对与运行保险计划相关的金融服务

的支付# 一旦社会缴款义务产生% 就应同

时在上述三个账户中进行记录# 雇主代雇

员缴给社会保障计划的社会缴款% 既可以

针对每一员工提取一个固定数额% 也可以

由雇员工资或薪金水平来决定# 向其他就

业相关社会保险计划的缴纳数额则取决于

雇主与雇员间所达成的协议#

1"/3 在养老金方面的社会保险计划有两种类型&

定额缴款计划和定额福利计划# 在定额缴

款计划下% 参加者的福利由其对计划的实

际缴纳数量决定' 而在定额福利计划下%

最终的福利则要根据社会保险计划条款中

规定的公式来计算# 与此类似% 由于在最

近核算期内从事工作而导致的雇员应得权

益的增长量% 也应根据条款中规定的公式

来计算#

1"04 雇主向社会保险计划的缴款分为实际缴款

和虚拟缴款#

1"0! 无论是实际缴款还是虚拟缴款% 与养老金

相关的缴款和与其他福利相关的缴款都应

分开列示#

雇主向社会保险计划的实际缴款

1"0, 雇主向社会保险计划的实际缴款由向社会

保障基金的缴款和向其他就业相关社会保

险计划的缴款构成# 账户中还区分了与养

老金相关的缴款和与其他福利相关的缴款%

应单独给出各自数据#

雇主向社会保险计划的虚拟缴款

雇主虚拟养老金缴款

1"0- 不存在向社会保障基金的虚拟缴款#

1"0. 对定额缴款养老金计划来说% 除非是雇主

自己管理% 否则不存在虚拟缴纳# 而在雇

主自己管理养老金计划的情况下% 管理的

成本作为应付给雇员的虚拟缴纳处理% 记

录在雇员报酬中# 同时% 也按同等金额记

录为住户的金融服务最终消费支出#

1"0/ 对定额福利养老金计划来说% 是存在虚拟

缴纳的% 计算方法是将其作为余值进行推

算# 计算的依据是& 雇主全部实际缴款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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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雇员全部缴款再加上雇主虚拟缴款% 等

于因当期就业所导致的收益增长加上养老

金计划的管理成本#

1"00 有些定额福利养老金计划运转良好% 可得

资金超过了对当前和过去参加该计划的雇

员的支付义务之所需% 在此种情况下% 雇

主可能暂停缴纳% 在一个或更多的时期内

不进行实际缴纳% 但是% 仍然要按这里所

描述的方法计算和记录雇主的虚拟缴纳#

1"01 由于雇员从未做过任何实际缴纳% 有些

养老金计划可被称为不用缴款的养老金计

划% 不过如前所述% 仍然需要计算虚拟缴

纳#

雇主虚拟非养老金缴款

1"02 有一些雇主会在不通过保险公司或自主养

老基金$ 不建立专门基金或独立准备金的

情况下% 直接向其目前$ 过去的雇员或被

赡养人提供非养老金福利# 在此种情形下%

尽管没有建立可提供未来应得权益的准备

金% 仍可认为现有雇员得到了针对各种特

定需要或环境的保护# 因此对于这样的雇

员来说% 他们所得到的此类报酬应进行虚

拟估算% 其价值量应等于保证雇员能获得

自己积累的社会福利所需社会缴款的数量#

该数量考虑了雇主和雇员的所有实际缴款%

不仅取决于当前应付福利的水平% 而且取

决于在此种计划下雇主负债在未来发展变

化的路径% 目前以及过去雇员的人数$ 年

龄分布$ 预期寿命等因素的预期变化都将

对路径产生影响# 所以% 原则上% 此类缴款

价值的虚拟估算应该基于精算方法% 即保险

公司决定应收保费水平时所使用的方法#

1"03 但在实践中% 确定虚拟缴款的规模应有多

大可能并不容易# 企业为了计算未来可能

的负债% 可能会基于向类似已建基金保险

计划的缴款% 自己来估计虚拟缴款% 如果

完成了估计% 其结果是可以使用的# 否则%

实践中唯一的替代方法也许就是& 用企业

在同一核算期内应付的未建基金的非养老

金福利来估计用以支付虚拟缴款的虚拟报

酬# 有很多显而易见的理由会使所需虚拟

缴款的价值偏离同一时期实际支付的未建

基金的非养老金福利% 例如% 企业劳动力

构成和年龄结构的变化% 但当前期实际支

付的福利可能仍是虚拟缴款及与之关联的

虚拟报酬的最可行估计#

1"14 不考虑其他因素% 对一个无需缴款的计划

所缴纳的价值可能正好等于其受益价值%

此一事实并不意味着要将该受益本身作为

雇员报酬的一部分处理#

,$ 生产和进口税

!$ 生产和进口税的记录

1"1! 税收是由机构单位缴纳给政府单位的强制

性的! 无回报的现金或实物# 之所以用无

回报来描述税收% 是因为政府不会向单个

纳税单位提供任何回报% 尽管政府可能会

使用由税收筹集的资金% 向其他单位***

或为个体或为集体***或者是整个社会提

供货物或服务#

1"1, 生产和进口税的完整分类如下&

?产品税

??增值类税 !_%̀ "

??进口税和进口关税% 不包括_%̀

???进口关税

???进口税% 不包括_%̀ 和关税

??出口税

??产品税% 不包括_%̀ $ 进口和出口税

?其他生产税

1"1- 在分类的最顶级层次上% 生产和进口税分

为两项& 产品税' 其他生产税# 产品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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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对生产$ 销售$ 转移$ 出租或交付货

物或服务而征收的税收' 或者对以自身消

费或资本形成为目的使用货物或服务而征

收的税收# 在 #$%中% 记录产品税的方式

取决于下文所描述的用于产出记录的估价

方法# 其他生产税的主要构成项目是& 针

对生产中所用的土地$ 建筑$ 其他资产等

的所有权或使用而征收的税收' 或是针对

雇佣劳动力或支付雇员报酬而征收的税收#

无论产出采用何种估价方法% 其他生产税

总是记录为收入形成账户中增加值的一项

使用#

1"1. 在讨论了记录税收的规则之后% 下文将给

出生产和进口税每一分类的完整解释# 在

解释中将给出税收收入数据的主要出版物%

包括& +政府财政统计手册% ,44!, !&:]

#9,44!" 和税收统计!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 !N=<'" 的年度出版物"#

1"1/ 在企业会计中% 当为纳税或其他目的而计

算利润时% 除发票单列增值税以外的生产

税通常都处理为可由销售收入或其他收入

支付的生产成本# 此类税收与传统所理解

的 (间接税) 是相对应的% 所谓间接税%

其特点在于可全部或部分地通过提高货物

或服务的销售价格转嫁给其他机构单位#

但是% 确定各种税收的实际承担者即使

不是不可能% 至少也是极其困难的% 因此%

目前 (直接) 和 (间接) 税的术语在经济

学中已不再使用% 在 #$%中也是如此#

生产和进口税在账户中的记录

1"10 生产和进口税记录在收入形成账户的使用

方和初始收入分配账户的来源方#

1"11 在收入形成账户中% 进口税仅在经济总体

层次上记录% 这是因为进口税并非国内生

产者增加值的应付项目# 此外% 在单个机

构单位或部门的层次上% 只有那些未从该

单位或部门产出价值中扣除的产品税才需

要记录在收入形成账户的使用方# 具体哪

些税收未扣除则要取决于产出的估价方法&

如果采用基本价格% 所有因生产作为产出

的货物或服务而应缴纳的产品税 !应收生

产补贴" 都要从生产者价格的产出中扣除

!加上"% 因此在有关单个机构单位或部门

收入形成账户的使用方% 就不会记录产品

税 !补贴"% 而只有在经济总体层次才会

进行记录% 正如进口税的处理方法一样'

如果产出估价使用生产者价格% 所有应付

产品税和应收产品补贴都会记录在有关单

个机构单位或部门收入形成账户的使用方%

只有发票单列增值税或类似可抵扣税不包

括在其中% 这是因为发票单列增值税肯定

不是产出价值的一部分# 不可抵扣的增值

税和类似税收将与进口税一样% 仅在经济

总体层次账户的使用方记录#

1"12 其他生产税或补贴% 也即因在生产中使用

土地$ 资产$ 劳动力等而应付的税收% 因

其不以单位产出来计税% 故不能从生产者

价格产出中扣减# 此类税收将记录为相关

单个生产者或部门增加值中的应付项目#

1"13 在初始收入分配账户中% 生产和进口税只

出现在一般政府部门账户和经济总体账户

的来源方% 但其中不包括应付给国外部门

的此类税收#

税收与收费

1"24 政府的管理职能之一是& 禁止某些单位拥

有或使用某些特定货物% 除非他们获得表

示特殊许可的执照或其他证明% 而获得此

执照或证明是需要交费的# 如果某些单位

支付一定费用后自动获得执照% 执照的发

放不涉及或者很少涉及政府% 那么% 这有

可能纯粹就是一种获得收入的手段% 即使

政府可能会提供某种证明文件或授权作为

回报也是如此# 但如果政府借发放执照来

执行一些适当的管理职能% 如检查有关人

员的能力或资格$ 检查有关设备的运行效

率和安全性能% 或者进行一些其他形式的

控制% 如果这些行动在不缴费的情况下政

府并无义务去做% 那么% 此时所缴纳的费

用应视为对政府服务的购买而非税收缴纳%

除非所缴纳的费用大大超出了提供服务的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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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 在实践中% 税收与因提供服务而收

费二者之间的界限并非总是清晰的 !下文

2"0. !+" 在缴费者为住户的情况下对此

有进一步的解释"# 第 !1 章第 / 部分讨论

了政府发放许可证的一般案例#

与69:和N=<'税收分类的联系

1"2! #$%的税收范围包括了因央行实施的利率

高于市场利率所带来的隐性税收% 除此之

外% 该范围与 &:#9,44! 中定义的 (税收

收入) 相一致# 与税收统计中定义的 (税

收) 相比% #$%的税收还包括了官方实施

多重汇率所导致的虚拟税收或虚拟补贴%

央行实施的利率高于或低于市场利率所导

致的虚拟税收或虚拟补贴% 但 #$%税目中

不包括社会保障缴款# &:#9,44! 的第 /

章详细列示了各种税项% 并根据税收性质

对其进行了分类# 税收统计的附录 %也载

有一个几乎完全一致的税收分类#

1"2, 在 #$%中% 税收的分类取决于如下三个因

素的交互作用% 税收的性质仅是其中之一&

)"税收的性质% &:#9,44!BN=<'的税收

分类以此为划分依据'

*"纳税机构单位的类型'

+"纳税时所处环境#

表 5$0" 收入形成账户&&&使用方&&&生产税和补贴

使用

交易和平衡项
非金融

公司

金融

公司

一般

政府

住户 $(6#7 经济

总体

国外 货物与

服务

合计

雇员报酬 320 .. 32 !! !! !!/4 !!/4

生产税和进口税 ,-/ ,-/

?产品税 !.! !.!

??增值类税 !_%̀ " !,! !,!

??进口税和进口关税% 不包括_%̀ !1 !1

???进口关税 !1 !1

???进口税% 不包括_%̀ 和关税 4 4

??出口税 ! !

??产品税% 不包括_%̀ $ 进口和出口税 , ,

?其他生产税 22 . ! 4 ! 3. 3.

补贴 @.. @..

?产品补贴 @2 @2

??进口补贴 4 4

??出口补贴 4 4

??其他产品补贴 @2 @2

?其他生产补贴 @-/ 4 4 @! 4 @-0 @-0

营业盈余总额 ,3, .0 ,1 2. - ./, ./,

混合收入总额 0! 0! 0!

营业盈余总额中的固定资本消耗 !/1 !, ,1 !/ - ,!.

混合收入总额中的固定资本消耗 2 2

营业盈余净额 !-/ -. 4 03 4 ,-2 ,-2

混合收入净额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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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因此% 在 #$%中% 缴纳完全相同的税% 可

能记录在两个不同的项目下# 例如% 根据

货物是来自进口还是由国内生产% 消费税

既可以记在 (进口税% 不包括 _%̀ 和关

税) 项目下% 也可以记在 (产品税% 不包

括_%̀ $ 进口和出口税) 项目下# 车辆年

税的情况也类似% 根据缴纳者是企业还是

住户% 车辆年税既可以记在 (其他生产

税) 项目下% 也可以记在 (所得税$ 财产

税等经常税) 项目下# 因此之故% 不可能

简单地通过对 &:#9,44!BN=<'的税收分

类进行重新分组来获得 #$%的分类# 但为

了利用现有的详细分类% 下文所涉每一个

税收种类都会给出与 &:#9,44! 和 N=<'

分类中对应类别的对照关系# 还应指出的

是% 即使 #$%的类别包含在 &:#9,44! 和

N=<'类别中% 但也并非完全相同#

基于权责发生制进行记录

1"2. 在 #$%中% 所有的税收都应基于权责发生

制进行记录% 这意味着% 当那些产生纳税

义务的活动$ 交易或其他事件发生时% 就

应进行记录# 但是% 存在一些经济活动$

交易或事件% 虽然按税法规定其相关单位

负有纳税义务% 但却永久逃脱了税务机关

的注意# 对于此类活动$ 交易或事件% 假

表 5$5" 初始收入分配账户&&&来源方&&&生产税和补贴

来源

交易和平衡项
非金融

公司

金融

公司

一般

政府

住户 $(6#7 经济

总体

国外 货物与

服务

合计

营业盈余总额 ,3, .0 ,1 2. - ./, ./,

混合收入总额 0! 0! 0!

营业盈余净额 !-/ -. 4 03 4 ,-2 ,-2

混合收入净额 /- /- /-

雇员报酬 !!/. !!/. , !!/0

生产税和进口税 ,-/ ,-/ ,-/

?产品税 !.! !.! !.!

??增值类税 !_%̀ " !,! !,! !,!

??进口税和进口关税% 不包括_%̀ !1 !1 !1

???进口关税 !1 !1 !1

???进口税% 不包括_%̀ 和关税 4 4 4

??出口税 ! ! !

??产品税% 不包括_%̀ $ 进口和出口税 , , ,

?其他生产税 3. 3. 3.

补贴 @.. @.. @..

?产品补贴 @2 @2 @2

??进口补贴 4 4 4

??出口补贴 4 4 4

??其他产品补贴 @2 @2 @2

?其他生产补贴 @-0 @-0 @-0

财产收入 30 !.3 ,, !,- 1 -31 -2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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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它们产生了应收$ 应付形式的金融资产

或负债% 是不现实的做法# 因此在 #$%

中% 唯有那些有证据的应纳税额才能记录%

所谓证据包括税收评估$ 税收申报的单据

或其他凭据% 如销售发票或报关单等% 只

有这些凭据才能产生清晰的纳税义务 !在

评估纳税额时% 应当注意不要包括不可能

征收到的税收"# 然而% 按权责发生制%

税收的记录时间应是纳税义务产生的时间#

例如% 产品销售$ 转让或使用税应在销售$

转让或使用发生时记录% 这一时点未必与

税务机关得到通知的时点相同% 未必与发

出纳税要求的时点相同% 也未必与应纳税

时限或实际纳税时点相同# 但是% 所得税

扣减的记录时间是允许有一定灵活性的#

1"2/ 在某些国家% 有些税收的实际纳税额与应

纳税额之间存在着巨大而系统的差异% 差

异程度很大% 以至于有些应纳税额不再能

有力地解释为 #$%所理解的金融负债的构

成项# 在此种情形下% 出于分析和政策应

用的目的% 忽略那些未缴纳的税收% 在

#$%内仅测度已实际缴纳的税收% 是更加

可取的选择# 但实际纳税额的记录时间仍

然要依据权责发生制% 在纳税义务产生之

时进行记录#

利息! 罚金或其他罚款

1"20 原则上% 因逾期不纳税而加收的利息$ 罚

金或对试图逃税所进行的罚款% 都不应记

录为税收% 而应单独记录# 但将利息$ 罚

金或其他罚款的支付与相关税款的缴纳区

分开来% 是不太可能的% 这就导致在实践

中利息$ 罚金或其他罚款通常会与税收合

并在一起#

初始收入分配账户中的税收和补贴

1"21 表 1"0列示了记录在收入形成账户使用方的

税收和补贴的详情% 表 1"1列示了记录在初

始收入分配账户来源方的税收和补贴# 按照

#$%记录产品税和产品补贴的方法% 表 1"0

中没有分部门的产品税和产品补贴% 只有一

个总数% 这与表 0"!的情况是一致的# 国外

部门的产品税和产品补贴在此并不记录% 只

显示在初始收入分配账户的来源方#

($ 产品税

1"22 产品税是按每单位货物或服务应缴纳的税

收# 产品税可以按每单位数量的货物服务

缴纳某一特定的金额来计算 !货物服务的

数量单位或是离散单位% 或是连续单位%

如体积$ 重量$ 强度$ 距离$ 时间等物理

变量"' 也可以采用从价计税的方法来计

算% 即按所交易货物服务价值或单位价格

的一定百分比缴纳产品税# 当生产$ 销售

或进口产品时% 通常就应缴纳产品税' 在

其他一些情况下% 如出口$ 出租$ 转移$

交付货物% 或为自身消费或自身资本形成

而使用货物% 也可能要缴纳产品税# 在开

给客户的发票或账单上% 企业也许会逐项

单独列出产品税额% 但也可能不这样处理#

增值类税

1"23 增值类税 #_%̀ $ 是在货物或服务的转移

过程中" 分阶段由相应企业征收" 但最后

完全由最终购买者承担的税收% 在 0"// 到

0"0, 段% 已经对此类税种进行过说明# 增

值类税被称为 (可抵扣) 税% 这是因为生

产者通常并不需要按开具给客户的发票上

所列出的税额向政府全额缴纳% 而是可以

进行抵扣& 生产者自己购买用于中间消耗

或固定资本形成的货物服务时% 作为购买

者将获得发票% 发票上会列出增值税额%

此部分金额可从生产者作为销售者的应缴

增值税中扣除# 计算增值税所依据的货物

服务的价格通常是包含了所有其他产品税

的价格# 进口的货物服务在缴纳进口关税

或其他进口税以外% 还要缴纳增值税#

!&:#9,44! !!.!!' N=<'% /!!!"

进口税和进口关税$ 不包括_%̀

1"34 当货物跨越经济领土意义上的国境或关境"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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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服务由非常住生产者提供给常住机构单

位时" 这些货物或服务所应缴纳的税收即

为进口税和进口关税#

1"3! 进口货物进入本国经济领土并已缴纳所有

进口应纳税收之后% 还有可能因在本国经

济体内流转而需继续纳税# 例如% 进口货

物在经批发链或零售网络流通时% 也许就

需缴纳消费税或销售税% 但无论货物由常

住企业生产还是进口% 此种税收都是一体

征收的% 因此% 已进口货物所纳此类税收

不再记录在进口税项目下% 而应记录在

(产品税% 不包括 _%̀ $ 进口和出口税)

项目下#

1"3, 例外的是% 如果货物的实体进入本国经济

但其所有权并未改变% 不作为进口处理%

但也要对货物征收关税或某些其他税收#

不过% 此类税收或关税仍然属于进口税和

进口关税这一税目#

进口关税

1"3- 某一特定类型的货物进入经济领土时所应

缴纳的关税或其他进口费用% 即为进口关

税# 关税的多少由海关税则规定# 进口关

税可以是一种增加财政收入的手段% 也可

以用来限制进口以保护常住生产者 !&:]

#9,44!% !!/!' N=<'% /!,-"#

进口税% 不包括_%̀ 和关税

1"3. 进口税" 不包括 _%̀ 和关税" 由所有

&:#BN=<'分类中定义的当货物进入经济

领土或服务由非常住者提供给常住者时应

纳的税收 #不包括_%̀ 和关税$ 构成(

具体包括如下类型&

)"一般销售税& 当货物进入经济领土或服

务由非常住者提供给常住者时应缴纳的

一般销售税 !不包括 _%̀ " !&:]

#9,44!% !!.!,' N=<'% /!!4 @/!!-"'

*"消费税& 对特定类型货物所征收的税%

典型代表如酒精饮料$ 烟草$ 燃料等'

当货物进入经济领土时% 不仅要缴纳进

口关税% 还需缴纳消费税 !&:#9,44!%

!!.,' N=<'% /!,!"'

+"特定服务税& 非常住企业向经济领土内

常住单位提供服务时应缴纳的税 !&:]

#9,44!% !!/0' N=<'% /!,0"'

5"进口专营利润& 由对某些货物或服务进

口实施专营的进口品经销管理机构或其

他公营企业转移给政府的利润# 与 1"30

!8" 中所说明的对财政专营利润的处理

相比% 将此种利润处理为隐性产品税也

同 样 是 合 理 的 ! &:#9,44!% !!/-'

N=<'% /!,1"'

8"多重汇率导致的税& 这也是一种隐性税

收% 由中央银行或其他官方机构实施多

重汇率所致 !&:#9,44!% !!/."#

出口税

1"3/ 当货物离开经济领土或服务由常住者提供

给非常住者时应纳的税收" 即出口税( 出

口税包括如下类型&

)"出口关税& 出口所缴纳的一般或特定的

税 收 或 关 税 ! &:#9,44!% !!/,'

N=<'% /!,."'

*"出口专营利润& 由对某些货物或服务出

口实施专营的出口品经销管理机构或其

他公营企业转移给政府的利润# 与 1"30

!8" 中所说明的对财政专营利润的处理

相比% 将此种利润处理为隐性产品税也

同 样 是 合 理 的 ! &:#9,44!% !!/-'

N=<'% /!,."'

+"多重汇率导致的税& 这也是一种隐性税

收% 由中央银行或其他官方机构实施多

重汇率所致 !&:#9,44!% !!/."#

产品税$ 不包括_%̀ ! 进口和出口税

1"30 )产品税" 不包括_%̀ ! 进口和出口税*

是指% 对生产! 销售! 转移! 出租或交付

货物服务而征收的税收' 或者对出于自身消

费或资本形成的目的使用货物服务而征收的

税收# 该类税收一般包括如下类型&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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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销售税或流转税& 包括制造$ 批发

和零售税% 购买税% 营业税等等% 但不

包括 _%̀ 和 其 他 可 抵 扣 税 ! &:]

#9,44!% !!.!, @!!.!-' N=<'% /!!4

@/!!-"#

*"消费税& 包括对特定类型货物所征收的

税% 典型代表如酒精饮料$ 烟草$ 燃料

等 !&:#9,44!% !!.,' N=<'% /!,!"#

+"特定服务税& 包括对交通$ 通信$ 保

险$ 广告$ 住宿$ 餐饮$ 娱乐$ 赌博和

彩票$ 体育运动等所征收的税 !&:]

#9,44!% !!..' N=<'% /!,0"#

5"金融和资本交易税& 包括因购买或销售

非金融$ 金融资产 !包括外汇" 而应缴

纳的税# 当土地或其他资产的所有权发

生改变时% 就应缴纳该税 !&:#9,44!%

!!-.' N=<'% ..44"# 但是% 如果是因

为资本转移 !主要指遗产继承和赠与"

而导致所有权发生改变% 此时所纳税收

应处理为对单位出售资产之服务所征收

的税#

8"财政专营利润& 财政专营者转移给政府

的利润# 政府不是以促进公共经济或社

会利益为目的% 而是出于增加财政收入

的考虑% 给予公营公司$ 公营准公司或

政府所有之非法人企业在特定货物服务

生产或销售领域的法定专营权% 这样的

公司就是财政专营者# 财政专营者所生

产的典型货物服务多为在其他国家被赋

以重税的货物或服务% 如酒精饮料$ 烟

草$ 火柴$ 成品油$ 盐$ 扑克牌等# 行

使专营权是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一种替

代方法% 以避免采取向此类产品私人生

产者征税这一更加明显的手段# 当存在

专营时% 应认为专营者的销售价格包含

了所销售产品的隐性税收# 但是在原则

上% 只有专营利润超出所谓的 (正常利

润) 的超额部分% 才能算作税收% 但超

额数量很难估计% 因此在实践中% 将财

政专营者实际转移给政府的利润额视为

纳 税 额 ! &:#9,44!% !!.-' N=<'%

/!,,"# 如果是由于货物或服务或生产

技术的特殊性质 !如公用事业$ 邮电通

讯$ 铁路等"% 政府根据精心制定的经

济社会政策而给予公营企业以专营权%

那么此种情况不能处理为财政专营# 一

般来讲% 财政专营主要限于消费品或燃

料的生产领域# 由于财政专营利润是在

企业整体层次上来计算的% 因此当一家

企业生产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货物服务而

又没有引入不同产品纳税税率的假设

时% 不可能估计出已销售货物服务的单

位平均纳税额# 所以如没有更好的理

由% 就应假定所有产品使用同一从价税

率% 该税率的计算方法是& 隐性税收总

价值B!总销售价值 @隐性税收总价

值"# 为了能计算相关产品的基本价格%

算出这一税率是必要的#

D"中央银行实施高于市场水平的利率产生

的税& 该税将在 1"!,, 到 1"!,0 段进行

说明 !&:#9,44! 中未包括该税"#

+$ 其他生产税

1"31 其他生产税是指% 除产品税以外" 企业因

从事生产活动而应缴纳的所有税收# 该类

税收不包括任何针对企业所得利润或其他

收入而征收的税% 无论生产活动的盈利情

况如何% 都应缴纳# 如果在生产过程中以

及某类活动或交易中使用了土地$ 固定资

产或雇佣了劳动力% 就应缴纳此类税收#

其他生产税包括如下类型&

)"工薪或劳力税& 企业按所付工资和薪金

的一定比例% 或者按每名雇员某固定数

额来计算应纳税额# 该税不包括雇主缴

纳的强制性社会保障缴款% 也不包括雇

员自己用工资或薪金缴纳的任何税#

!&:#9,44!% !!,' N=<'% -444"'

*"土地$ 房屋或其他建筑物定期税& 由于

拥有或使用企业生产用土地$ 房屋或其

他建筑物而应定期缴纳 !通常是按年缴

纳" 的税% 无论这些资产是企业自有还

是租赁而来% 都需纳税 !&:#9,44!%

!!-!' N=<'%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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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和执业执照税& 企业为获得允许从

事特定种类的营业活动或职业执照而缴

纳的税收# 这里所说的执照包括出租车

执照和娱乐场所执照等# 但在某些情形

下% 为获得使用自然资源的执照而缴纳

的费用并不处理为税收% 而是处理为资

产的销售# 第 !1 章第 / 部分将对这些

情形进行说明# 如果政府以进行某些检

查作为发放执照的条件% 那么企业所缴

纳的费用就不是无回报的% 因此除非执

照费用远大于政府进行检查的成本% 执

照费用都应处理为对政府所提供服务的

支 付 ! &:#9,44!% !!./,' N=<'%

/,!4"# 政府通常会进行的检查包括&

对企业房屋适用性和安全性的检查' 对

所用设备可靠性和安全性的检查' 对雇

员职业能力的检查' 对生产出来的货物

服务的质量或标准的检查等 !关于住户

出于自己个人使用目的而获得的执照如

何进行处理% 请参阅 2"0. !+" 段"'

5"固定资产使用或其他活动税& 对企业出

于生产目的使用车辆$ 船舶$ 飞机或其

他机械设备 !无论自有还是租赁" 而定

期征收的税# 此类税收通常称为牌照

税% 一般数额固定% 不因资产实际使用

率高 低 而 异 ! &:#9,44!% !!./! @

!!./, 和 /"/"-' N=<'% /,44"'

8"印花税& 指不属于针对已确定交易类型

征收的印花税% 如法律文件或支票上的

印花税# 该税一般处理为对工商业生产

或金融服务征收的税% 但对酒精饮料或

烟草等特殊产品销售所征收的印花税%

则处理为产品税 !&:#9,44!% !!0!'

N=<'% 0,44"'

D"污染税& 对向环境中排放有毒气体$ 液

体或其他有害物质而征收的税# 它不包

括为政府当局收集和处置废物或有毒物

质而支付的费用% 该费用构成企业的中

间 消 耗 ! &:#9,44!% !!./,' N=<'%

/,44"'

L"跨国交易税& 对海外旅行$ 国外汇款或

类似与非常住者间的交易所征收的税

!&:#9,44!% !!/0' N=<'% /!,1"#

-" 补贴

1"32 补贴是政府部门 #包括非常住政府部门$

根据企业生产活动水平或企业生产! 销售!

进口货物服务的数量或价值量给予企业的

经常性无偿支付# 接受补贴者为常住生产

者或进口者# 就常住生产者而言% 给予补

贴是为了影响其生产水平$ 影响其产品销

售定价或从事生产之机构单位所得的报酬#

从对营业盈余的影响来看% 补贴与生产税

的作用方向相反% 可视为负生产税#

1"33 补贴不应付给最终消费者% 政府直接支付

给住户 !作为消费者" 的经常转移被处理

为社会福利# 补贴也不包括政府为帮企业

资本形成融资或补偿企业资本资产的损失

而给予企业的补助% 这些补助处理为资本

转移#

!$ 产品补贴

1"!44 产品补贴是按每单位货物或服务计算应得

到的补贴# 这种补贴可以从量计算% 即按

每单位数量货物或服务给以一固定数额的

补贴' 也可以从价计算% 即按单位产品价

格的一定百分比给以补贴# 补贴也可以按

特定目标价格与买者实际支付的市场价格

之间的差额来计算# 通常在生产$ 出售

或进口货物服务时% 政府即应向企业支付

产品补贴% 在另一些情况下% 如转移$ 出

租$ 交付货物或为自身消费或自身资本形

成而使用货物时% 也可以产生应付产品

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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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补贴

1"!4! 进口补贴是指% 当货物跨越经济领土的边

界或服务由非常住单位提供给常住机构单

位时应得到的补贴# 进口补贴包括由于官

方多重汇率体系的实施所产生的隐含补贴%

它也包括由于精心制定的政府政策而使政

府贸易组织 !其职能是从非常住单位购买

产品然后再以较低价格卖给常住单位" 所

蒙受的亏损 !参见 1"!4- 段对出口补贴的

论述"#

1"!4, 与进口税的情况一样% 货物的进口补贴不

包括当货物越过边境进入本国经济领土后

的流通过程中所应得到的补贴#

出口补贴

1"!4- 出口补贴是指% 当货物离开经济领土或服

务由常住单位提供给非常住单位时政府应

支付的补贴# 出口补贴包括如下类型&

)"对出口应付的直接补贴& 当货物离开经

济领土或服务提供给非常住单位时% 应

直接付给常住生产者的补贴'

*"政府贸易组织的亏损& 由于精心制定的

政府政策而使政府贸易组织 !其职能是

从常住单位购买产品然后再以较低价格

卖给非常住单位" 所蒙受的亏损# 买价

和卖价之间的差别就是出口补贴 !参见

1"!4/ !*" 段"'

+"多重汇率导致的补贴& 这是一种隐含补

贴% 由官方实施多重汇率体系所致#

不包括在出口补贴中的项目

1"!4. 出口补贴不包括货物服务在通过关境时得

到的$ 之前在经济领土内已纳税收的退税#

出口补贴也不包括如下的税收减免& 如货

物在经济领土内销售或使用本应缴纳的税

因出口而不再征收# 出口品通常无需缴纳

一般产品税% 如销售或购买税$ _%̀ $ 消

费税或其他产品税#

其他产品补贴

1"!4/ 常住生产者生产! 销售! 转移! 出租或交

付自己生产作为产出的货物服务" 或者对

出于自身消费或资本形成目的而使用这些

货物服务所应得到的补贴" 即为其他产品

补贴# 该类补贴的最常见类型如下&

)"国内使用产品的补贴& 常住企业因其产

品在经济领土内使用或消耗而应得的补

贴'

*"政府贸易组织的亏损& 指那些旨在买卖

常住企业产品的政府贸易组织所蒙受的

亏损# 由于精心制定的政府经济或社会

政策% 政府贸易组织以比购入价格低的

价格来销售货物并因此而导致亏损% 此

时% 买卖价差就应处理为补贴# 此类组

织所持有的货物存货按其所支付的购买

者价格估值并入账% 补贴则在货物售出

时记录'

+"对公营公司和准公司的补贴& 该补贴作

为定期转移用以弥补公营公司和准公司

因定价低于其平均生产成本所导致的生

产活动持续性亏损 !即负的营业盈余"%

导致这种亏损的原因是精心制定的政府

经济和社会政策# 为了能计算出此类企

业的基本价格产出% 假设存在一个适用

于所有产出的统一的隐含从价补贴率往

往是必要的% 该比率应等于& 补贴额B

!销售额A补贴额"'

5"中央银行实施低于市场水平的利率产生

的补贴& 该补贴将在 1"!,, 至 1"!,0 段

进行说明 !&:#9,44! 中未包括该补

贴"#

($ 其他生产补贴

1"!40 其他生产补贴是指产品补贴以外的! 常住

企业因参与生产所应得的补贴# 此类补贴

的一些例子如下&

)"工薪或劳力补贴& 包括按工资或薪金总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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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支付的补贴' 按劳动力总人数支付的

补贴' 向某些特定类型的就业者***如

身体残疾者***支付的补贴' 向长期失

业者支付的补贴# 此类补贴也可用于弥

补企业组织或资助的培训计划的部分或

全部成本'

*"减少污染补贴& 用以弥补企业为减少或

消除污染排放而进行附加处理活动的部

分或全部成本#

1" 财产收入

!$ 财产收入的界定

1"!41 当金融资产和自然资源所有者将其资产交

由其他机构单位支配时% 财产收入就会随

之产生# 因使用金融资产而产生的应付收

入称为投资收入' 而使用自然资源而产生

的应付收入则称为地租# 财产收入即为投

资收入与地租之和(

1"!42 投资收入是金融资产所有者因向另一机构

单位提供资金而应得的作为回报的收入#

在因资金由债权人转移到债务人而形成的

金融工具中% 通常会就如何管理投资收入

做出规定# 这一规定通常仅适用于一个有

限的时期% 其后资金就必须收回# 该时期

可以为几个月或几年% 但有关规定是可以

续订的#

1"!43 地租是指自然资源的所有者 #出租人或

地主$ 将自然资源交由另一机构单位

#承租人或佃户$ 支配以供其在生产中使

用而应得的收入# 资源租赁中对应付自然

资源地租的条款做出了规定# 所谓资源租

赁" 就是一种协议" 据此" 作为一种永久

存在自然资源的法定所有者可以从承租人

处获得定期支付" 这种支付被记录为财产

收入并被称为地租# 资源租赁可应用于在

本体系中被承认为资产的所有自然资源#

对于土地这样的资源来说% 本体系假设当

资源租赁结束之时% 土地应以租约开始

时的状态原样返还给法定所有人' 对于

如地下资产这样的资源来说% 尽管可能

永久存在% 但当资源租赁结束之时% 是

不能原样返还给法定所有人的% 这是因

为订立租约的目的就是要对资源进行开

采和处置# 虽然资源耗减可能超出各种

新发现或重估的规模 !或者是可再生资

源的自然补充" % 但是地租中没有扣减

自然资源耗减的这一事实意味着& 在

#$%中% 考虑收入形成时% 资源实际上

被视为可永久使用#

1"!!4 自然资源 !如地下资产" 承租人所进行的

定期支付通常被称为特许权使用费% 但在

#$%中则称之为地租# 在本手册中% 保留

用 (地租) 这个术语来指称自然资源租赁

费' 依据经营租赁做作的支付则被称为

(租金)#

1"!!! 在 #$%中% 财产收入的分类如下&

?投资收入

???利息

???公司已分配收入

?????红利

?????准公司收入提取

???外国直接投资的再投资收益

???其他投资收入

????属于投保人的投资收入

????养老金权益的应付投资收入

????属于投资基金股东集体的投资收入

?地租

下文将对其中每一项做出更详细的说明#

1"!!, 表 1"2 对表 1", 进行了扩充% 包括了应收

和应付财产收入的详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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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息

1"!!- 利息是财产收入的一种形式" 它是某种类

型金融资产&&&即存款! 债券! 贷款和其

他应收账款 #有可能$ &&&的所有者因将

其金融资产交由另一机构单位支配而应得

的财产收入# 因特别提款权 !#'C" 的持

有和分配所得的收入% 也处理为利息# 能

产生利息的金融资产都是债权人对债务人

的债权# 债权人将资金借给债务人% 就会

产生上文所述的这种或那种金融工具# 债

务人对债权人的负债金额即为本金% 随着

时间的变化% 负债金额会随着债务的偿还

而减少% 随着利息的产生而增加% 在任何

时点% 余额即为未偿本金#

1"!!. 利息可以有一个预先确定的总偿还金额%

也可以是未偿本金的某个固定或可变百分

比# 如果期内债务人未向债权人支付部分

或全部利息% 则未支付的数量可以加到未

偿本金上% 也可以形成债务人要承担的另

一个独立的债务# 不过% 在未来某一时点

之前% 可能无须支付利息% 有时在贷款或

其他金融工具到期之前都不必支付利息#

按权责发生制记录

1"!!/ 利息按权责发生制记录% 也就是说% 按未

偿本金额应付给债权人的利息在时间上是

连续发生的% 应对其连续进行记录# 所产

生的利息是债权人的应收额和债务人的应

付额% 它可能既不同于给定时期内的实际支

付利息额% 也不同于期内到期应付的利息

额# 在一些金融工具中% 规定随着利息的产

生% 债务人必须逐期地定期支付利息% 但在

另一些金融工具中就没有这样的要求# 正如

在第 !1章第 . 部分所解释的那样% 现在金

融工具多种多样% 新的金融工具层出不穷%

因此利息的支付方式也多种多样% 且并非总

是被明确地称为利息# 然而% 在掉期或远期

利率协议中% 净结算支付流 !可能在合同

中被称为 (利息)" 并不被视为财产收入%

而是在金融账户中记录为金融衍生产品的交

易 !见 !!"!!!到 !!"!!/段"#

表 5$*" 初始收入分配账户&&&使用方&&&财产收入

使用

交易和平衡项
非金融

公司

金融

公司

一般

政府

住户 $(6#7 经济

总体

国外 货物与

服务

合计

雇员报酬 0 0

生产税和进口税 4

补贴 4

财产收入 !-. !02 ., .! 0 -3! .. .-/

?利息 /0 !40 -/ !. 0 ,!1 !- ,-4

?公司已分配收入 .1 !/ 0, !1 13

??红利 -3 !/ /. !- 01

??准公司收入提取 2 4 2 . !,

?外国直接投资的再投资收益 4 4 4 !. !.

?投资收入的支付 .1 .1 4 .1

??属于投保人的财产收入 ,/ ,/ 4 ,/

??养老金权益的应付投资收入 2 2 4 2

??属于投资基金股东集体者的投资收入 !. !. 4 !.

?地租 -! 4 1 ,1 4 0/ 0/

初始收入总额B国民总收入 ,/. ,1 !32 !-2! . !20. !20.

初始收入净额B国民净收入 31 !/ !1! !-/2 !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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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和存款的应收应付利息

1"!!0 如第 0 章所述% 应付给金融企业的贷款利

息额与应从金融企业获得的存款利息额都

含有一个加价服务的成分% 表示对金融企

业提供贷款$ 接受存款服务的隐含支付#

对金融企业的实际支付或从金融机构的实

际所得% 称为银行利息# 在 #$%中% 需要

对银行利息进行区分% 以便能分别记录利

息和服务费# 借款者向金融企业支付的

#$%意义下的利息要少于银行利息% 差

别在于应付服务费的估计值' 而存款者所

获得的 #$%意义下的利息要高于银行利

息% 差别同样也在于应付服务费# 服务费

的价值将在金融企业生产账户中记录为服

务的销售% 同时在其客户的账户中记录为

使用#

1"!!1 如果存在未偿还的银行利息% 就一定意味

着 #$%意义下的利息和服务费都没有支

付# 这就是说% #$%意义下的未付利息与

未付服务费% 都会增加未偿本金的数额#

债券应付利息

1"!!2 对某些金融工具% 如票据$ 零息票债券等

来说% 在资产到期之前% 债务人没有义务

向债权人作任何支付# 这也就是说% 在资

产到期之前% 没有应付利息% 而在资产到

期之时% 债务人要一次性地偿还包括债权

人最初提供的本金和资产存在期间所累积

利息在内的全部债务# 在此种情形下% 证

券持有期间内的应付利息额等于该工具在

获得时的价值与到期时价值的差#

进一步的阐释

1"!!3 第 !1 章第 . 部分中有一节详细说明了在

账户中怎样记录与金融工具相关的所有交

易和其他流量# 该节还特别就每种相关金

融工具的利息如何计算给出了专门的建

议#

表 5$* $续%" 初始收入分配账户&&&来源方&&&财产收入

来源

交易和平衡项
非金融

公司

金融

公司

一般

政府

住户 $(6#7 经济

总体

国外 货物与

服务

合计

营业盈余总额 ,3, .0 ,1 2. - ./, ./,

混合收入总额 0! 0! 0!

营业盈余净额 !-/ -. 4 03 4 ,-2 ,-2

混合收入净额 /- /- /-

雇员报酬 !!/. !!/. , !!/0

生产税和进口税 ,-/ ,-/ ,-/

补贴 @.. @.. @..

财产收入 30 !.3 ,, !,- 1 -31 -2 .-/

?利息 -- !40 !. .3 1 ,43 ,! ,-4

?公司已分配收入 !4 ,/ 1 ,4 4 0, !1 13

??红利 !4 ,/ / !- 4 /- !. 01

??准公司收入提取 , 1 3 - !,

?外国直接投资的再投资收益 . 1 4 - 4 !. 4 !.

?投资收入支付 2 2 ! -4 4 .1 4 .1

??属于投保人的财产收入 / 4 4 ,4 4 ,/ 4 ,/

??养老金权益的应付投资收入 2 2 4 2

??属于投资基金股东集体的投资收入 - 2 ! , 4 !. 4 !.

?地租 .! - 4 ,! 4 0/ 4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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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义和实际利率

1"!,4 当债务人通过支付与借款额的货币价值相

等的款项再加上债务存在期间按协议利率

计算的利息来偿清债务时% 相关的利息支

付即是 (名义) 利息支付# 在通货膨胀环

境下% 还给债权人资金的购买力要小于债

权人当初所借出资金的购买力% 因此 (名

义) 利息支付不能反映债权人所获得的

(实际) 回报# 在长期通货膨胀环境下%

债权人通常会索要更高的名义利息% 以弥

补其资金最终被偿还时的期望购买力损失#

1"!,! 在实践中% 初始收入分配账户所记录的利

息并没有按上述方式进行划分# 所记录的

利息总是名义上的应收或应付额 !加上或

者减去相关但没有直接付款的金融中介服

务费"# 但是% 由于债权人实际持有损失

会记录在重估价账户中% 因此 #$%全面提

供了计算实际利息所需的信息#

中央银行设定利率的特殊情形

1"!,, 中央银行的主要职责是阐释和执行部分经

济政策% 因此其作用与其他金融企业不同%

而且通常会被授予政府权威从而使其观点

更有力# 如果中央银行用其特殊权利迫使

市场参与者付出无直接回报的转移支付%

则应将此收益记录为隐含税' 相反% 如果

中央银行明显出于政策原因而不是商业原

因给市场参与者以支付% 则可将其视为隐

含补贴# 下面将说明三个这样的例子&

)"中央银行可以为存款准备金制定一个低

于市场水平的利率'

*"当货币面临贬值威胁时% 央行会支付高

于市场水平的利率'

+"央行执行如发展银行一样的职能% 向优

先发展产业提供低息贷款#

1"!,- 如果央行利率和商业银行利率不一致% 那

么% 按参考利率所计算的利息流量与按照

央行设定之实际利率计算的利息流量之间

的差异% 就不应记录为间接计算的金融中

介服务 !:6#69" 的市场产出% 而是应如

刚才所说明的那样处理为隐含税和补贴#

与这一处理方法类似和一致的是& 将央行

所定汇率与市场汇率之间的差别处理为隐

含税收或补贴#

对存款准备金制定低于市场水平的利率

1"!,."假定中央银行仅对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

按 -Q的利率支付利息% 而此时市场利率

为 /Q% 那么 #$%将按如下方式进行记录&

)"尽管商业银行实际得到的仅是 - 个百分

点的 (利息)% 但应记录为他们获得了

/ 个百分点的利息% 同时向政府缴纳了

金额相当于 , 个百分点利息的生产税'

*"对政府部门的账户来说% 应记录其从商

业银行获得的金额为 , 个百分点利息的

生产税% 然后将此金额以经常转移的方

式支付给了中央银行 !这两个流量都是

名义量"' 并且

+"中央银行实际支付了 - 个百分点的利息

给商业银行% 但应记录为中央银行支付

了 / 个百分点的利息给商业银行但同时

从政府得到金额为 , 个百分点利息的经

常转移#

在上述改道处理中% 不涉及金融账户中的

交易#

为支持货币设定高于市场水平的利率

1"!,/ 假定货币在某段时期内面临压力% 中央银

行因此在有限期内向商业银行按 1Q的利

率支付利息% 而此时市场利率为 /Q% 那

么 #$%将按如下方式进行记录&

)"尽管商业银行实际得到的是 1 个百分点

的 (利息)% 但应记录为他们获得了

/ 个百分点的利息% 同时从政府获得了

金额为 , 个百分点利息的生产补贴'

*"对政府部门来说% 应记录其向商业银行

支付了金额为 , 个百分点利息的生产补

贴% 同时从中央银行获得了 , 个百分点

利息的经常转移 !这两个流量都是名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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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并且

+"中央银行实际支付了 1 个百分点的利息

给商业银行% 但应记录为中央银行支付

了 / 个百分点的利息给商业银行% 同时

向政府支付了金额为 , 个百分点利息的

经常转移#

在上述改道处理中% 不涉及金融账户中的

交易#

对优先支持产业设定低于市场水平的利率

1"!,0 假定中央银行仅按 -Q的利率向优先支持

产业提供贷款% 而此时市场利率为 /Q%

那么 #$%将按如下方式进行记录&

)"尽管优先支持产业实际支付的仅是 - 个

百分点的 (利息)% 但应记录为他们支

付了 / 个百分点的利息% 但从政府获得

了金额为 , 个百分点利息的生产补贴'

*"对政府部门来说% 应记录其向优先支持

产业支付了金额为 , 个百分点利息的生

产补贴% 同时从中央银行获得了 , 个百

分点利息的经常转移 !这两个流量都是

名义量"' 并且

+"中央银行实际从优先支持产业获得了 -

个百分点的利息% 但应记录为获得了 /

个百分点的利息% 但同时向政府支付了

金额为 , 个百分点利息的经常转移#

在上述改道处理中% 不涉及金融账户中的

交易#

+$ 公司已分配收入

红利

1"!,1 公司按其权益发行股票来筹集资金% 股票

的持有人则获得分享公司分配利润的权利%

以及公司破产清算时分配资产剩余价值的

权利# 股东是公司的集体所有者#

1"!,2 红利是财产收入的一种形式" 它是股东因

将其资金交由公司支配而有权获得的财产

收入# 以发行股票来筹集股本是以借款来

筹集资金的一种替代方法# 但与贷款相比%

股本不会产生固定金额的负债% 也不会使

公司股票持有人具有获得固定或先定收入

的权利#

1"!,3 #$%将从事生产活动的机构单位的集合都

理解为公司% 而不管它们实际中取用何种

名称***如私营或公营股份有限公司$ 私

营或公营公司$ 合作社$ 有限责任合伙企

业等% 与此相同% 红利也必须理解为涵盖

了所有形式的公司分配给股东或所有者的

利润% 而无论其具体叫什么名称# 红利偶

尔可以用派发股票的形式来发放% 但这不

包括仅仅由于自有资金$ 准备金和未分配

利润的相互转换而派发的奖励股#

记录时间

1"!-4"尽管红利是某一较长时期内***通常为 0

个月或 !, 个月***所产生收入的一部分%

但在 #$%中红利并非严格依据权责发生制

进行记录# 在公告分红和实际应分红之间

的一个较短时期内% 股票可以 (不带红

利) !除息" 的状态卖出% 这意味着在公

告分红之日起应付给所有者的红利却在实

际应付日不再支付给其所有者了# 因此以

(不带红利) 状态卖出的股票% 其股价要

低于无此约束的股票# 在 #$%中% 红利应

在开始公告股票价格除息的时间进行记录#

超级红利

1"!-! 尽管红利在名义上是从当期营业盈余中支

付的% 但公司经常会平滑红利的支付% 在

多数情况下支付的红利是小于营业盈余的%

但有时也会略多于营业盈余% 尤其当营业

盈余本身很低时更是如此# 出于操作的原

因% #$%并没有试图使红利支付与收入保

持一致% 但仍有下述情况是例外& 如果当

期红利与近期红利水平和当期收入严重不

成比例# 为判断红利是否严重不成比例%

需要引入可分配收入概念# 公司可分配收

入等于业主收入加上全部应得经常转移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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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全部应付经常转移再减去与公司养老金

计划相关的养老金权益变动的调整# 利用

这一指标% 可以观察近期红利占可分配收

入的比率% 据此比率% 就可通过与过去经

验的比较来评价当期公告的红利水平是否

合理% 当然在判断时还应考虑到当期红利

水平允许进行一定程度年度平滑的情况#

如果当期公告的红利水平大大超过了合理

水平% 超出部分就要处理为一种金融交易%

明确地说% 即作为所有者从公司收回权益

处理#

1"!-, 该处理方法适用于所有的公司% 无论是公

司还是准公司% 无论是公营$ 外资还是国

内私人资本控制# 第 ,, 章将对公营公司的

情形做进一步讨论#

准公司收入提取

1"!-- 准公司收入提取是指% 所有者从准公司所

提取的可分配收入# 准公司所有者提取的

收入类似于通过股东分红从公司提取的收

入% 因此该收入被视为准公司所有者的财

产收入# 准公司所有者所提取的收入应是

可识别的% 只有这样才能为准公司建立一

套完整账户% 并将准公司处理为能与其所

有者区分开的独立机构单位#

1"!-."准公司收入提取不包括对销售或处置准公

司资产***如存货$ 固定资产$ 土地或其

他非生产资产的销售***所得资金的提取#

此种销售应在准公司资本账户中记录为处

置% 由销售获得资金的转移则在准公司的

金融账户中记录为准公司权益的提取# 与

此类似% 通过对准公司所积累的留存收益

或其他准备金进行大额清算***其中包括

公司计提的固定资本消耗准备金***所提

取的资金也处理为权益提取# 此种处理方

法与之前所述企业应付超级红利的处理方

法是一致的#

1"!-/ 反向看% 准公司所有者为获得资产或减少

债务而提供的资金应处理为所有者权益的

增加# 正如公司可分配收入不可能以负红

利的形式进行负分配一样% 准公司可分配

收入也不可能以负提取的形式进行负分配#

但如果准公司为政府所有% 并因政府精心

制定的经济社会政策而导致营业盈余长期

为负% 那么如之前 1"!4/ !+" 所解释的那

样% 企业从政府获得的用以弥补亏损的所

有定期转移% 都应处理为补贴#

外国直接投资的再投资收益

1"!-0 如第 ,0 章所述% 外国直接投资企业是因外

国投资者进行外国直接投资而形成的法人

或非法人企业# 外国直接投资企业可以是

下列两种情形之一&

)"非常住公司或非法人企业的 !非法人"

分支机构% 一般处理为准公司' 或

*"至少有一个外国投资者 !可以是% 也可

以不是另一家公司" 拥有足够的股份从

而在公司管理中具有发言权的公司#

1"!-1 外国直接投资企业的实际分配是用可分配

收入支付的% 可采用的形式包括分红或准

公司收入提取# 用这些形式对外国直接投

资者所作的支付% 将作为投资收入的跨国

流量记录在 #$%账户和国际收支平衡表

中# 但是% 两个体系都要求将外国直接投

资企业的留存收益按如下假设流程进行处

理& 先假定留存收益已按投资者所拥有的

企业权益比例分配并已汇给外国直接投资

者% 然后% 这些投资者再以在金融账户中

增加权益的方式% 进行再投资# 在 #$%

中% 这些虚拟汇出的留存收益属于已分配

收入的一种形式% 是与分红或准公司收入

提取等任何实际支付相区别的一种附加分

配方式#

1"!-2 采用上述处理方法的原理是& 按定义% 外

国直接投资企业要受某个或某些外国直接

投资者的控制或影响% 因此企业作出留存

部分收益的决定也必定能代表外国直接投

资者的精心投资决策# 在实践中% 大部分

外国直接投资企业或是外国公司的子公司%

或是外国企业的非法人分支机构% 是由其

外国母公司或所有者完全控制的#

1"!-3 公司的留存收益等于可分配收入减去应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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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利' 准公司的留存收益则等于可分配收

入减去准公司收入提取# 如果外国直接投

资企业完全为单个外国直接投资者所拥有

!如作为外国企业的分支机构"% 那么全部

留存收益都被认为应汇给投资者然后再投

资% 在此种情况下% 企业的储蓄一定为 4#

如果外国直接投资者仅拥有直接投资企业

的部分权益% 那么被认为先汇出而后再投

资的金额应与外国投资者在权益中占有的

份额成比例#

国内企业的留存收益

1"!.4 能否将分配留存收益的处理方法扩展到其

他公司***尤其是公营公司***的所有者%

相关建议已经被提出# 就该建议进行调查

是未来研究计划的一部分#

.$ 投资收入支付

属于投保人的投资收入

1"!.! 属于投保人的投资收入应按非寿险投保人

和寿险投保人进行区分#

1"!., 对非人寿保单来说% 保险公司对投保人的

负债包括& 预付保险费% 所有应付而仍未

付的索赔金额% 备付未报索赔或已报但未

理赔索赔的准备金# 为应对上述负债% 保

险公司会持有专门准备金# 这些准备金的

投资收入处理为属于投保人的收入% 并假

定先由保险公司分配给投保人然后再由投

保人返还给保险公司作为追加保费% 前者

在初始收入分配账户中记录% 后者在收入

再分配账户中记录# 相关准备金与保险公

司所承认的对投保人的负债是相对应的#

1"!.- 对于管理有偿标准担保计划的机构单位来

说% 计划的准备金也可以产生投资收入%

该收入也应显示为分配给付费单位 !与获

益于该担保的单位可以不是同一个单位"

的财产收入% 并在收入再分配账户中处理

为追加费用#

1"!.. 对于人寿保单和养老金保险来说% 保险公

司对投保人和养老金领受人的负债等于期

望索赔的现值# 为应对负债% 保险公司设

立了属于投保人的基金% 它由分红保单所

公告的分红$ 为将来向投保人和年金领受

人支付红利或其他应得所建立的准备金等

构成# 这些资金会投资于一些金融资产%

也可能投资于非金融资产% 比如财产$ 土地

等# 保险企业从金融资产和土地获得投资收

入% 通过出租住房和其他建筑获得营业盈余

净额# 此外% 保险企业还会因持有金融资产

而产生持有损益# 保险公司向人寿保单持有

人所公告的分红应记录为投保人 !一般是

常住者% 当然也可能是非常住住户" 的应

收投资收入% 并同时处理为投保人向保险公

司追加缴纳的保险费# 如利息和红利一样%

应付投资收入的来源可以不是投资收入本

身% 而是遵从 #$%记录投资收入的明确标

准& 当支付的接受者将该支付视为自己将金

融资产交由保险公司支配而获得的报酬时%

就应将该支付记录为投资收入#

1"!./ 属于人寿保险投保人的投资收入% 在初始

收入分配账户中记录为保险公司的应付项

和住户的应收项# 与养老金权益变动的情

况不同% 人寿保险投资收入自动单独提存%

无需通过调整项进行调整% 它被处理为追

缴的保险费% 从而构成了保险费净额的一

部分# 该投资收入减去索赔金额% 作为寿

险和养老金权益变动记录为金融账户中住

户的应付项和保险公司的应收项#

1"!.0 与非寿险和养老金的情况不同% 人寿保险

投资收入需单独提存% 并记录为金融交

易% 该收入加上新缴保险费% 减去服务费

和应付索赔% 即构成人寿保险公司负债的

增加#

养老金权益的应付投资收入

1"!.1 第 !1 章第 , 部分将会解释% 养老金权益来

自于以下两类不同的养老金计划之一% 这

两类计划是& 定额缴款计划 !有时称为货

币购买计划" 和定额福利计划#

1"!.2 在定额缴款计划下% 计划管理者代表作为

未来养老金领受者的雇员用雇主和雇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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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款进行投资# 养老金没有其他可得资金

来源% 资金也没有其他用途# 定额缴款计

划的应付投资收入等于& 基金投资收入加

上通过出租基金所有的土地或建筑物而获

得的全部营业盈余净额#

1"!.3 在定额福利计划下% 应付福利按公式决

定# 公式通常采用的形式是& 应付福利是

最终薪金 !因此定额福利计划又称最终

薪金计划" 或特定时期内平均薪金的函

数# 公式也可以用很多方式来表达% 如可

以是定额缴款计划下某个变量***如资金

收益的增长率或最小百分比增长***的函

数#

1"!/4 由于在定额福利计划下收益是根据公式进

行计算的% 这就有可能确定任何时点上为

满足未来支付而必需的权益水平# 具体说%

权益值就是所有未来支付的现值% 在计算

时要依据精算中关于寿命的假设和经济学

中关于利率或贴现率的假设# 年初时的权

益值会增加% 因为权益成为应付项目的期

限又接近了一年# 这一增加额既不受养老

金计划是否实际拥有足以应付所有义务的

资金的影响% 也不受资金增加类型的影响%

例如% 既可以是投资收入% 也可以是持有

收益#

属于投资基金股东集体的投资收入

1"!/! 属于投资基金股东或单位 !包括共有基金

和单位信托公司" 的投资收入要分为以下

两项独立显示# 第一项是已分配给投资基

金股东的红利' 第二项是属于投资基金股

东的留存收益#

1"!/, 红利的记录方式与前述单个公司红利的记

录方式完全相同# 留存收益的记录原则也

与外国直接投资企业留存收益的记录原则

相同% 但其计算中不会出现任何外资直接

投资的再投资收益# 这就是说% 剩下的留

存收益要视为已分配给了股东 !流出了

投资基金% 没有留存" 但由股东通过记

录在金融账户的交易重新将其注入了基

金#

/$ 地租

不同于租金的地租

1"!/- 地租和在经营租赁下之应收应付租金的区

别在于& 地租是财产收入的一种形式' 而

租金要处理为服务的销售或购买% 对 #$%

而言% 这是一种基础性的区分# 租金是指

经营租赁中承租人因使用属于另一单位的

固定资产所做的支付% 在此过程中% 资产

所有者是有生产活动的% 他要对出租的固

定资产进行维护$ 必要的替换% 并要按承

租人的要求提供固定资产# 地租是指资源

租赁中因使用自然资源而发生的支付# 地

租和租金之间% 不仅出租资产的类型不同%

租约的性质也不同# 关于不同类型租约之

间的差别将在第 !1 章第 / 部分进行说明#

自然资源地租

1"!/. 地租是指% 自然资源的所有者 #出租人

或地主$ 因将自然资源交由另一机构单

位 #承租人或佃户$ 支配供其在生产中

使用而应得的收入# 土地地租和地下资产

地租是两种主要形式的资源地租% 其他自

然资源的资源地租可参照这两种模式处

理#

土地地租

1"!// 在土地所有者和佃户所签合同的执行期间%

土地所有者应得地租是连续产生并记录的#

特定核算期内所记录的地租等于该期累积

应付地租的价值% 但不同于该期到期地租

额% 也不同于实际支付地租额#

1"!/0 地租可以以现金或实物形式支付# 在佃

农耕种或类似安排下% 应付租金并非一

个预先固定的货币金额% 而要根据基本

价格% 即佃农按合同应交给地主的产出

的价值% 来进行计算# 土地租金也包括

因开发内陆水和河流用做休闲娱乐或其

他目的***包括钓鱼***而应付给其所

有者的地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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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土地所有者可以因拥有土地而需要支付土

地税或某些养护费用# 但按惯例% 这些税

或费应处理为承租人的应付项***作为地

租的扣除项% 无需支付给土地所有者# 以

此种方式扣除土地所有者应付税或费后的

地租被称为 (税后地租)# 照此惯例% 土

地税或费会被记录在承租人的生产账户或

收入形成账户中# 此种处理并不会改变承

租人的收入# 采用该惯例的好处在于& 无

需为作为出租人的土地所有者建立一个名

义上的企业#

1"!/2 建筑物或其他构造物的应付租金被处理为

对服务的购买# 但在实践中% 当一个机构

单位出租的土地既包括土地改良% 也包括

处在自然状态下的土地% 还可能包括了位

于土地之上的所有建筑物时% 在单一合约

或租约中是无法区分出地租和租金这两类

支付的% 那么一笔支付就可能既包括地租

也包括了租金# 例如% 某农民出租农舍$

农场建筑$ 耕地和牧地% 而在所签定的合

约中规定统一支付上述四种出租物的租

金% 就属于此种情况# 如果没有客观的基

础来划分土地地租和建筑物租金% 本体系

推荐的处理方法是& 当牧地的价值被认为

超过建筑物和耕地的价值时% 就把全部支

付金额都处理为地租' 否则就都处理为租

金#

地下资产地租

1"!/3 以矿石或化石燃料 !煤$ 石油或天然气"

储量形式存在的地下资产% 其所有权要取

决于法律界定财产权的方式和国际协议%

例如水下资源储量方面的国际协议# 在一

些情况下% 地下资产归其上土地的所有者

所有' 在另一些情况下% 则归地方或中央

政府所有#

1"!04 地下资产的所有者% 无论是私人单位还是

政府单位% 都可以与其他机构单位签订租

约% 允许它们在特定时期内开采储量% 自

己则获得作为回报的地租# 这些支付通常

被称为特许权使用费% 但在本质上仍是所

有者将资产交由其他机构单位在特定时期

内处置所得的回报***即地租% #$%也将

其处理为地租# 该类地租可以采用定期支

付固定数额的缴纳形式% 这样地租就和开

采速率无关% 但更常见的情况是& 地下资

产地租是对资产储量开采数量或体积的函

数# 从事勘测活动的企业可能要向表面土

地所有者支付费用% 以换取对地下资产钻

屑试样或通过其他手段进行调查的权利%

由此获知地下资产存在与否及其存在的位

置# 尽管并没有进行开采% 但这些支付也

要处理为地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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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章"收入再分配账户

#" 引言

2"! 本章描述了两个账户% 以显示收入是如何

通过经常转移的支付与获得在机构单位之

间进行再分配的# 在 #$%账户中% 这种再

分配代表了收入分配过程的第二个阶段#

这两个账户即为收入再分配账户和实物收

入再分配账户#

2", 收入再分配账户显示了各机构单位或部门

的初始收入是怎样通过经常转移支付与获

得 !不包括实物社会转移" 而转变成该单

位或部门的可支配收入的#

2"- 实物收入再分配账户则是收入再分配过程

的一个延续阶段# 它显示了住户部门$ 为

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 !$(6#7" 和政府

部门的可支配收入是怎样通过实物社会转

移支付与获得而转变成其调整后可支配收

入的# 此过程不涉及非金融公司部门与金

融公司部门#

2". 收入再分配账户和实物收入再分配账户中

记录了各种类型的经常转移% 本章很多内

容都是关于这些经常转移的详细定义$ 描

述和分类的% 其中有一部分涉及社会保险

计划的构成及其中的社会缴款接受者和社

会福利发放者角色#

2"/ 理解如下四个相关概念的差别对于正确理

解本章所描述的两个账户来说十分关键&

社会保险' 社会保障' 社会救济和实物社

会转移# 下面将对这四个概念做简要说明%

更详细的解释将在本章后面部分给出#

2"0 在社会保险计划下% 雇员$ 其他人$ 或由

雇主代表雇员支付社会缴款% 以保证雇员

和其他缴款者本人及其家属或遗属拥有在

当前或以后的时期中获得社会保险福利的

权利# 社会保险计划的应付社会福利有以

下两种& 养老金' 其他福利% 如医疗$ 教

育$ 居住或失业等方面的福利# 养老金总

是以现金形式支付% 非养老金福利可能以

现金形式支付% 也可能以实物形式支付#

2"1 社会保险计划可以分为两种主要类型&

)"第一类即社会保障计划% 其覆盖面是全

社会或社会中大部分人群% 该类计划的

费用征收$ 管理$ 融资等工作都由政府

承担# 在此类计划下% 应付养老金与受

益人薪金水平或就业经历可能相关% 也

可能无关' 而非养老金福利则通常与薪

金水平没有什么联系#

*"第二类为其他就业相关计划# 该类计划

产生于养老金权益条款 !它是就业条件

的一部分" 中所规定的雇主*雇员关

系# 在此类计划下% 给付福利的责任不

会转由政府社会保障计划承担#

2"2 以现金形式支付的社会救济福利是政府部

门或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 !$(6#7"

应支付给住户部门的经常转移# 与社会保

险福利相比% 二者满足了住户的相同需求%

但其差别在于& 住户通常需要支付社会缴

款才能参加社会保险计划% 而社会救济则

不需要#

2"3 实物社会转移是以实物形式支付的社会保

障福利和社会救济福利#

!$ 收入再分配账户

2"!4 在收入再分配账户中% 除从初始收入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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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户中结转而来的平衡项***初始收入

***和收入再分配账户的平衡项***可支

配收入***以外的所有项目% 都属于经常

转移# 所谓转移" 是这样一种形式的交易%

在交易中" 一个机构单位向另一个单位提

供货物! 服务或资产但又不向后者索取任

何货物! 服务或资产作为与之直接对应的

回报# 转移分为经常转移和资本转移# 资

本转移也是无回报的转移" 认定一项转移

是资本转移的条件" 或是支付转移方通过

处置资产 #不含现金或存货$ 来实现资

助" 或是接受转移方不得不将资助用于形

成资产 #不含现金$" 或是两者都满足#

资本转移通常规模大$ 发生没有规律性%

但这两者都不是认定一项转移是资本转移

而非经常转移的必要条件# 资本转移以外

的其他转移都被称为经常转移# 所谓经常

转移" 是这样一种形式的交易% 在交易中"

一个机构单位向另一个单位提供货物! 服

务或资产但又不向后者索取任何货物! 服

务或资产作为与之直接对应的回报" 并且

交易的一方或双方无需获得或处置资产#

下文;节对转移的概念做了更详细的解释#

2"!! 表 2"! 给出了收入再分配账户的简明形式%

列示了经常转移的主要类型# 经常转移可

以发生在常住单位和非常住单位之间% 也

可以发生在常住机构单位之间#

2"!, 机构单位或部门的应付转移记录在账户的

左方% 即使用方# 例如% 在表 2"! 中% 住

户部门应付的所得税$ 财产税等记录在该

项目所在行和住户部门使用列的交叉处#

机构单位或部门的应得转移记录在账户的

右方% 即来源方# 例如% 住户部门应得的

除实物社会转移以外的社会福利记录在该

项目所在行和住户部门来源列的交叉处#

2"!- 与 #$%的一般核算规则相一致% 除了平衡

项% 账户中的所有项目记录的都是应付和

应得数额% 它们可能不一定等于同一核算

期内实际支付和实际获得的数额# 所有应

付而实际未付的数额% 所有应得而实际未

得的数额都要记录在金融账户中的应收或

者应付账款下#

2"!. 收入再分配账户中区分了三种主要的经常

转移% 它们是&

)"所得税$ 财产税等经常税'

*"社会缴款和社会福利'

+"其他经常转移#

下面各段落总结了它们的一般性质及用途#

所得税! 财产税等经常税

2"!/ 所得税! 财产税等经常税主要包括% 对住

户收入或公司利润所征收的税' 每个纳税

期定期应征收的财产税 #它不同于非定期

征收的资本税$ # 在表 2"! 中% 应收所得

税$ 财产税等经常税出现在一般政府部门

的来源方% 当然也可能出现在国外部门的

来源方' 而应纳税收则出现在住户部门$

非金融企业部门和金融企业部门的使用方%

当然也可能出现在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

构 !$(6#7" 和国外部门的使用方#

社会缴款和社会福利

2"!0 社会缴款是指对社会保险计划的实际或虚

拟支付" 以便为社会保险的福利给付提供

准备# 社会缴款可以由雇主代表雇员来支

付% 在此种情况下% 社会缴款会构成雇员

报酬的一部分% 包括在住户部门初始收入

之中# 在收入再分配账户中% 雇主代雇员

支付的缴款与住户作为雇员$ 自雇者或未

受雇佣者自己所支付的缴款一起% 记录为

住户部门的应付项和负责社会保险计划单

位的应收项# 社会缴款可以是任何部门中

负责向其雇员提供社会保险计划之单位的

应收项 !很少见的情况是& 住户自身作为

非法人企业% 为其雇员提供社会保险计

划"% 也可以是被指定为计划管理机构的

第三方单位的应收项# 但大部分缴款很可

能会记录在一般政府部门的来源方 !其中

包括社会保障基金" 和金融公司部门中保

险公司和养老基金的来源方# 只有在住户

部门% 社会缴款才会记录在使用方% 无论

常住者还是非常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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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收入再分配账户&&&使用方 $简版%

使用

交易和平衡项
非金融

公司

金融

公司

一般

政府

住户 $(6#7 经济

总体

国外 货物与

服务

合计

经常转移 32 ,11 ,.2 /2, 1 !,!, !1 !,,3

所得税$ 财产税等经常税 ,. !4 4 !12 4 ,!, ! ,!-

净社会缴款 --- --- 4 ---

实物社会转移以外的社会福利 0, ,4/ !!, 4 / -2. 4 -2.

其他经常转移 !, 0, !-0 1! , ,2- !0 ,33

可支配收入总额 ,,2 ,/ -!1 !,!3 -1 !2,0 !2,0

可支配收入净额 1! !- ,34 !!30 -. !04. !04.

2"!1 社会福利是住户部门所获得的经常转移"

用来满足因某些特定事件或环境而产生的

需求" 例如% 疾病! 失业! 退休! 居住!

教育或家庭环境# 社会福利或由社会保险

计划提供% 或由社会救济提供#

2"!2 由雇主提供的实物社会保险福利被视作以

现金形式支付% 并包括在收入再分配账户

中# 如果不这样处理% 相关货物服务的购

买就会显示为雇主的使用% 但这些产品并

非中间消耗% 而且也不是企业的最终消

费# 但是% 一般社会保障计划所提供的实

物社会保险福利和所有实物社会救济福利

都要作为实物社会转移% 因此仅记录在实

物收入再分配账户中# 在表 2"! 中% 除实

物社会转移以外的社会福利都记录在住户

部门的来源方% 从原则上讲% 除实物社会

转移以外的社会福利也可以记录在作为雇

主管理之社会保险计划的任何部门的使

用方#

其他经常转移

2"!3 其他经常转移是指发生在常住机构单位之

间! 或常住单位与非常住单位之间" 除所

得税! 财产税等经常税! 社会缴款与社会

福利以外的所有经常转移# 其他经常转移

的类型包括& 非寿险的净保费和索赔' 不

同政府单位间的经常转移 !通常发生在不

同级政府之间或本国政府与国外政府之

间"' 支付给 $(6#7$ 或从 $(6#7获得的

经常转移' 常住住户和非常住住户之间的

经常转移#

($ 可支配收入

2",4 可支配收入是收入再分配账户的平衡项"

它基于机构单位或部门的初始收入" 经过

以下计算而得%

)"加上单位或部门应得的除实物社会转移

以外的全部经常转移' 然后

*"减去单位或部门应付的除实物社会转移

以外的全部经常转移#

2",! 像初始收入一样% 可支配收入可以按包含

固定资本消耗的总额口径记录% 也可以按

扣除固定资本消耗的净额口径记录# 通常%

在概念上应优先选择净额口径# 但由于固

定资本消耗的测算非常困难% 也有可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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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续%" 收入再分配账户&&&来源方 $简版%

来源

交易和平衡项
非金融

公司

金融

公司

一般

政府

住户 $(6#7 经济

总体

国外 货物与

服务

合计

初始收入总额B国民总收入 ,/. ,1 !32 !-2! . !20. !20.

初始收入净额B国民净收入 31 !/ !1! !-/2 ! !0., !0.,

经常转移 1, ,1/ -01 .,4 .4 !!1. // !,,3

所得税$ 财产税等经常税 ,!- ,!- 4 ,!-

净社会缴款 00 ,!- /4 4 . --- 4 ---

实物社会转移以外的社会福利 -2. -2. 4 -2.

其他经常转移 0 0, !4. -0 -0 ,.. // ,33

得不按总额口径记录可支配收入% 尽管固

定资本消耗是生产成本而并非收入的一部

分# 在下面的讨论中% 可支配收入指的是

净额概念#

2",, 可支配收入的形式并非都是现金# 账户

中包含一些与自给性生产$ 以物物交换

为目的的生产或实物报酬相关的非货币

交易# 这意味着& 住户在消费某些特定

种类的货物服务时% 不得不虚拟估算可

支配收入中用于这些货物服务的支出的

价值# 由政府单位或 $(6#7支付给住户

的实物社会转移会单独记录在实物收入

再分配账户中% 但其他实物转移却要与

现金转移一起记录在收入再分配账户中#

其他实物转移可以包括& 为减轻饥荒或

其他自然灾害$ 战争带来的困苦而发生

的食品$ 衣服$ 药品等的国际转移# 按

惯例% 获得除实物社会转移以外的实物

转移时% 要虚拟估算所得货物或服务的

消费支出进行记录% 就好像这些转移是

现金形式的一样#

2",- 住户也会获得几类虚拟的财产收入流% 但

是住户不能按自己的意愿使用这些收入#

这些虚拟财产收入流包括在保险$ 年金和

养老金权益上的投资收入% 也包括来自共

同投资基金或单位投资基金的收入# 人寿

保险$ 年金不视为社会保险% 与其相关的

收入流和与投资基金相关的收入流会形成

可支配收入% 但这些收入会自动地表现为

住户在负责管理这些基金和保单的金融机

构所持有的资产的增加% 因此住户无法决

定收入的使用方式# 那些与非人寿保险和

社会保险计划相关的收入流则被记录在收

入再分配账户中% 视为对非人寿保险公司

或社会保险计划的再支付% 但是% 在此类

与非人寿保险和社会保险计划相关的收入

流中% 不包括已经确定用来缴纳与保单或

社会保险计划相关的服务费部分% 它们不

是可支配收入#

2",. 对住户来说% 可支配收入还包括& #$%

意义上的存款利息高于银行存款利息的部

分% 以及 #$%意义上的贷款利息低于银

行贷款利息的部分# 这些利息差额也要用

来支付金融机构为提供存贷款服务所收取

的间接服务费 !:6#69"# !对于除金融中

介机构以外的其他机构部门来说% :6#69

被视为中间消耗的一部分% 并不属于收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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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经济理论中收入概念的联系

2",/ 我们可以将 #$%核算的可支配收入与经济

学中通常理解的收入概念加以对比# 从理

论视角来看% 收入通常的定义是& 住户或

者其他单位在不减少其实际资产净值的条

件下可能实现的最大消费数额# 但是% 一

个单位的实际资产净值既可以因资本转移

的获得或支付而变化% 也可以因所拥有资

产或负债的实际持有损益而发生变化% 还

可以因自然灾害等会改变资产物量的事件

而发生变化# 所以% 资本转移$ 实际持有

损益和由于诸如自然灾害之类事件所导致

的资产物量的其他变化都应明确地从本章

所核算的可支配收入中排除 !资本转移记

录在 #$%的资本账户中% 资产物量的其他

变化和实际持有损益则记录在资产其他变

化账户中"# 这样% 可支配收入就可以狭

义地解释为& 核算期内% 住户或其他单位

不必通过减少现金$ 处置其他金融资产或

非金融资产$ 或增加负债等方式为自己的

支出筹措资金% 即能最大限度负担得起的

货物或服务消费# 只有当期初资产净值没

有因资本转移$ 资产物量的其他变化或实

际持有损益而发生变化时% 这一概念才与

经济理论中的概念等价#

国民可支配收入

2",0 大部分的经常转移% 无论是现金转移还是

实物转移% 都既可能发生在常住机构单位

与非常住机构单位之间% 也可能发生在常

住单位之间# 国民可支配收入总额或国民

可支配收入净额可基于国民总收入或国民

净收入经过以下计算获得%

)"加上常住机构单位应从非常住单位获得

的全部现金或实物经常转移'

*"减去常住机构单位应付给非常住单位的

全部现金或实物经常转移(

2",1 下面是发生在常住者和非常住者之间的较

重要的经常转移&

)"社会缴款或社会福利'

*"所得税或财产税等经常税'

+"非寿险保费和索赔'

5"经常性的国际合作% 即不同政府间的经

常转移% 例如在援助计划***其目标是

将那些受战争或自然灾害 !如干旱$ 洪

水和地震等" 影响的人们的消费维持在

一定水平***下进行的转移'

8"常住住户和非常住住户间的汇款#

表 *$(" 实物收入再分配账户&&&使用方 $简版%

使用

交易和平衡项
非金融

公司

金融

公司

一般

政府

住户 $(6#7 经济

总体

国外 货物与

服务

合计

实物社会转移 !2. -! ,!/ ,!/

?实物社会转移@非市场产出 !24 -! ,!! ,!!

?实物社会转移@从市场购买的产品 . . .

调整后可支配收入总额 ,,2 ,/ !-- !.-. 0 !2,0 !2,0

调整后可支配收入净额 1! !- !40 !.!! - !04.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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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如果要分析一国消费发展变化趋势% 可支

配收入净额是比国民净收入 !$$6" 更合

适的指标#

+$ 实物收入再分配账户

2",3 在实物收入再分配账户中% 除可支配收入

和调整后可支配收入这两个平衡项外% 所

有的项目都属于实物社会转移# 实物社会

转移只有如下两种类型& 实物社会福利'

政府 单 位***包 括 社 会 保 障 基 金 和

$(6#7***提供给住户的个人非市场货物

服务的转移#

2"-4 由于实物社会转移仅发生于政府单位$

$(6#7和住户之间% 非金融公司部门和金

融公司部门不需要建立实物收入再分配账

户#

2"-! 政府单位或$(6#7的应付实物社会转移记

录在实物收入再分配账户的左方% 即使用

方# 例如% 在表 2", 中% 当政府单位以免

费或以无显著经济意义的低价提供个人非

市场货物服务时% 其价值就记录在该项目

行和一般政府部门使用列的交叉处# 住户

部门应得社会转移则记录在账户的右方

***来源方# 由于只有住户部门才会获得

实物社会转移% 因此该账户中其他四个部

门的来源列都是空项#

.$ 调整后可支配收入

2"-, 调整后可支配收入是实物收入再分配账户

的平衡项" 它基于机构单位或部门可支配

收入经过以下计算获得%

)"加上单位或部门应得实物社会转移的价

值'

*"减去单位或部门应付实物社会转移的价

值(

与可支配收入一样% 调整后可支配收入可

以按包含固定资本消耗的总额口径记录%

也可以按扣除固定资本消耗的净额口径记

录# 实物社会转移是政府和 $(6#7部门的

应付项% 是住户部门的应得项% 这就意味

着一般政府和$(6#7部门的调整后可支配

收入会低于可支配收入% 而住户部门的调

整后可支配收入会高于可支配收入# 无论

高还是低% 这一差额都等于实物社会转移

的总价值# 因此% 对于经济总体来讲% 调

整后可支配收入与可支配收入是相同的#

2"-- 住户调整后可支配收入可以解释为& 住户

在不采用减少现金$ 处置其他资产或增

加负债等方式筹措资金的情况下% 当期能

够获得的最终消费货物服务的最大价值#

该价值不仅取决于能买得起的货物服务

??

表 *$( $续%" 实物收入再分配账户&&&来源方 $简版%

来源

交易和平衡项
非金融

公司

金融

公司

一般

政府

住户 $(6#7 经济

总体

国外 货物与

服务

合计

可支配收入总额 ,,2 ,/ -!1 !,!3 -1 !2,0 !2,0

可支配收入净额 1! !- ,34 !!30 -. !04. !04.

实物社会转移 ,!/ ,!/ ,!/

?实物社会转移@非市场产出 ,!! ,!! ,!!

?实物社会转移@从市场购买的产品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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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最大价值 !可支配收入"% 也取决于从

政府单位或$(6#7所获得的$ 作为实物社

会转移的货物服务的价值# 与此相反% 一

般政府部门调整后可支配收入可以解释

为& 在不处置资产或增加负债的情况下%

能提供给社会的公共服务的最大价值#

%" 经常转移

2"-. 按上文的定义% 所谓转移" 是这样一种形

式的交易% 在交易中" 一个机构单位向另

一个单位提供货物! 服务或资产但又不向

后者索取任何货物! 服务或资产作为与之

直接对应的回报# 支付转移的单位不会获

得任何能记录为该交易一部分的明确$ 可

计量的回报# 不过% 社会保险缴款或非寿

险保费的支付可能会使支付单位在未来有

权获得一些或有收益# 例如% 住户在某些

事件发生或某些条件满足的情况下% 可能

有权获得一些社会福利# 此外% 所有的居

民住户都可以享受政府部门提供的公共服

务# 但是% 某单位支付了转移% 并不一定

意味着就能获得福利% 即便获得福利% 其

数额也并不与转移的数额相称# 因此%

#$%认为转移并没有直接对应物#

2"-/ 如下两个过程在本质上都是分配性的%

其一是政府征税并使用这些收入来提供

政府服务' 其二是保险公司在某年接受

大量非寿险投保人的保费% 并向其中的

小部分人支付索赔# 在单一核算期内%

机构单位 !政府或保险公司" 按一套既

定程序接受并支付资金% 但是导致资金

支付的事件和这些机构单位的资金分配

并无直接关联#

2"-0 相反% 住户成员在任何社会保险计划之

外% 出于自愿所缴纳的个人人寿保险保

费以及相应获得的给付收益% 则不属于

转移# 对人寿保险来说% 保险公司代表

指定住户管理基金% 基本不存在持有类

似保单的住户间的再分配% 每个住户都

能较确定地 !程度合理" 预测他们未来

能获得给付收益的数量和时间# 因此%

此类保单就构成了金融资产的获得与处

置% 应作为寿险和养老金权益变动的一

部分% 记录在 #$%的金融账户中#

2"-1 从某方面来讲% 养老金计划的运作方式类

似于人寿保险计划% 因此应将其处理为单

个住户的储蓄计划# 但在 #$%中% 却将就

业相关养老金包括在了社会保险计划中%

从而导致相关缴款与福利被视为转移# 这

样处理的理由有三& 首先% 社会保障在本

质上是社会各个群体间的再分配过程% 一

些人支付缴款以便使那些有需要者能获得

福利' 其次% 养老金为退休后的生活提供

了定期$ 稳定的经济来源% 因此在其他的

经济应用领域中% 如收入和支出调查% 养

老金的获得均被视为收入而不是负储蓄'

最后一个将养老金视为收入而不是负储蓄

的理由是& 如果领受人 !或遗属" 去世%

养老金通常会随之终止% 但其他金融资产

则不受所有者死亡的影响# 从这方面来看%

养老金权益与其他金融资产是有区别的#

!$ 经常转移和资本转移的区别

2"-2 转移既可以是经常转移% 也可以是资本转

移% 我们可以关注一下资本转移的特征%

以便区分二者# 如上所述% 资本转移应与

资产 !无论是金融资产还是非金融资产"

的获得和处置有关系# 机构单位能够区分

资本转移与经常转移% 并且我们可以推

定& 在核算期内% 机构单位处理资本转移

的方式与处理其在整个核算期内所持资本的

方式是相同的# 例如% 一个谨慎的住户是不

会把特定时期内所得到的资本转移在同一核

算期内就全部用于最终消费的# 反过来说%

支付资本转移 !例如遗产税" 的住户也不

会按转移的全部数额来考虑减少自己的最终

消费# 可以说% 如果机构单位不能区分资本

转移与经常转移% 不能对二者做出不同反

应% 那么%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 就都

不可能对收入进行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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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所有不属于资本转移的转移都构成了经常

转移# 经常转移会直接影响到可支配收入

的水平% 也会影响到货物服务的消费水平#

在实践中% 资本转移一般规模大$ 频率低$

发生无规律' 而经常转移则通常规模相对

较小$ 经常并且定期地发生# 然而% 尽管

规模$ 频率和规律性能有助于区分经常转

移和资本转移% 但它们都不是定义两种转

移类型的令人满意的标准# 例如% 尽管生

育和死亡很明显是发生频率很低的事件%

但以生育或死亡养恤金形式体现的社会保

障福利% 却在本质上是用以支付因生或死

而增加其消费支出的经常性转移#

2".4 某些现金转移有可能被交易的一方视为资

本转移% 而被另一方视为经常转移# 例

如% 遗产税的缴纳可以视为住户的资本转

移% 但对政府来说% 它又可以被视为经常

转移# 与此类似% 某些大国定期给予一些

小国投资补助% 尽管这些补助提供的资金

专门用于获取资产% 但该支付可能会被视为

经常性的# 然而% 如果交易双方对该笔交易

的分类不同% 那在 #$%这种综合核算体系

中是不可行的# 因此% 如果一项转移明确涉

及到交易双方中任一方的资产转移% 那么交

易双方都要将其归为资本转移#

($ 转移的记录

2".! 尽管对转移来说% 其支付并不直接对应货

物$ 服务或资产的回报% 但将一项转移记

入账户时% 仍然会产生四条账户登录# 下

面的各个例子将给出转移 !现金或实物"

和实物社会转移的记录方法#

现金转移

2"., 第一个例子是关于现金经常转移的% 例如

以现金形式支付的社会保障福利# 此类转

移应在收入再分配账户中记录为社会保障

基金的应付项和住户的应收项 !如假设该

转移是资本转移% 那就应该记录在资本账

户中而非收入再分配账户"# 随之它还会

导致社会保障计划金融资产的减少 !或金

融负债的增加" 和住户金融资产的增加#

住户对所得现金的最终使用则作为另一项

单独交易随后记录#

住户 社会保障基金

使用B资产

变化

来源B负债

和资 产 净

值变化

使用B资产

变化

来源B负债

和资产净

值变化

收入再分

配账户

应收转移 应付转移

金融账户 金融资

产增加

金融资

产减少

企业提供货物和服务

2".- 在下面这个例子中% 某制药企业向慈善团

体 !$(6#7" 捐赠了部分产品# 如前所述%

有两项交易需要进行记录% 每一交易都对

应四笔分录# 在本例中% 第一项交易是企

业向 $(6#7支付现金转移' 第二项交易则

是$(6#7使用转移所得的资金购买药品#

在金融账户中% 每项交易都对应两笔分录%

如果两项交易在同一核算期内完成% 则在

交易双方单位各自的金融账户中% 两项交

易分别记录的金融资产变化将相互抵消%

因此账户体系中仅有四笔分录' 但是% 如

果转移的记录时间和药品交付的发生时间

存在差别% 那么金融账户中也会有分录%

记在其他应收或应付项下#

$(6#7 企业

使用B资产

变化

来源B负债

和资 产 净

值变化

使用B资产

变化

来源B负债

和资产净

值变化

收入再分

配账户

应收转移 应付转移

金融账户 金融资"

产增加

金融资产

减少
######################

生产账户 药品产出

收入使用

账户

药品支出

金融账户 金融资

产减少

金融资

产增加

2".. 一个更加复杂的情况是& 企业 %从企业 ;

购买药品然后捐赠给 $(6#7# 尽管 %企业

确实从;企业购买了货物% 但这些货物并

不构成 %企业中间消耗或资本形成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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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而且由于%是一个企业% 这些货物也

不能视为%的最终消费# 与之前的例子一

样% 企业%支付给$(6#7的实物转移需要

虚拟为现金转移% 还要虚拟 $(6#7的药品

购买# 如果两项交易在同一核算期发生%

对$(6#7来说% 其金融账户中的两笔分录

互相抵消% 因此账户体系中仅留有八笔记

录中的六笔#

$(6#7 企业% 企业;

使用B

资产

变化

来源B

负债和

资产净

值变化

使用B

资产

变化

来源B

负债和

资产净

值变化

使用B

资产

变化

来源B

负债和

资产净

值变化

收入再分

配账户

应收

转移

应付

转移

金融账户 金融

资产

增加

金融

资产

减少

生产账户 药品
######################

产出

收入使用

账户

药品

支出

金融账户 金融

资产

减少

金融

资产

增加

实物社会转移

2"./ 在 #$%中% 只有政府$ $(6#7和住户会有

最终消费支出# 住户的所有消费支出均是

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 但政府的消费支出

则是为了社会大众的利益 !公共消费"%

或是为了住户个人的利益# 公共消费支出

和个人消费支出的区别在 #$%中非常重

要% 第 3 章将对之进行详细讨论# 政府和

$(6#7为住户而进行消费支出 !即政府和

$(6#7的个人消费支出" 的目的是为了进

行实物社会转移% 它包括政府和 $(6#7免

费或以没有显著经济意义的价格提供给住

户的非市场产出% 也包括政府和 $(6#7从

市场生产者手中购买然后再免费或以没

有显著经济意义的价格提供给住户的货物

服务#

一般政府

使用B资产变化 来源B负债和资产净值变化

生产账户 教育服务产出

收入使用账户 教育服务消费支出

2".0 下一个例子将讨论属于政府部门的非市场

生产者向住户提供教育服务的情况# 在

#$%的账户中% 教育服务的提供实际需要

记录两次# 首先% 按国民经济核算的传统

方法在生产账户中记录为政府的产出% 在

收入使用账户中记录为政府的最终消费支

出# 由于该交易被视为政府部门的内部交

易% 这就导致该交易在账户中仅在政府部

门下做两笔分录% 而非四笔#

2".1 该记录方法未能显示出这一事实& 实际上%

教育服务是政府提供给住户的实物社会转移#

住户 一般政府

使用B资产

变化

来源B负债

和资 产 净

值变化

使用B资产

变化

来源B负债

和资产净

值变化

生产账户 教育服务产出

实物收入

再分配账户

应收实物

社会转移

应付实物

社会转移

调整后可

支配收入

使用账户

教育服

务的实

际消费

2".2 对于实物社会转移来说% 教育服务的消费

被视为住户的实际消费% 记录在调整后可

支配收入账户的使用方% 其来源是政府提

供给住户的实物社会转移% 记录在实物收

入再分配账户中 !住户$ 政府和 $(6#7的

实际消费与消费支出的区别将在第 3 章中

做进一步的阐述"#

2".3 最后一个例子更为复杂% 它涉及如下两项

相互关联的交易& 政府单位或 $(6#7从市

场生产者手中购买诸如药品之类的货物或

服务% 然后免费提供给住户#

2"/4 按 #$%通常的记录方法% 这一交易需要做

如下四笔分录& 企业销售药品% 作为政府

最终消费支出的购买% 以及由此而导致的

两个单位的金融账户的变化# 此项购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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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户 一般政府 企业

使用B

资产

变化

来源B

负债和

资产净

值变化

使用B

资产

变化

来源B

负债和

资产净

值变化

使用B

资产

变化

来源B

负债和

资产净

值变化

生产账户 药品

产出

实物收入

再分配

账户

应得实

物社会

转移

应付实

物社会

转移

调整后可

支配收入

使用账户

药品实

际消费

金融账户 金融

资产

减少

金融

资产

增加

该视为政府的消费支出% 但如果该购买明

显属于实物社会转移% 那么政府消费支出

的那笔记录将被如下两笔记录所替代& 实

物社会转移和住户的实际消费# 金融账户

中的分录则仍按政府购买的常规方法进行

记录#

2"/! 该例的处理方法也适用于住户直接从药店

购买药品然后由社会保障基金$ 其他政府

单位或 $(6#7报销的情况% 后者是这些费

用的最终承担方# 只不过在这种情况下%

在住户部门不会记录任何实际支出% 支出

应记录在社会保障基金或其他最终承担费

用的单位下# 如果住户部门购买药品的时

间和得到报销的时间存在差异% 会产生其

他应收款项 !住户部门" 和其他应付款项

!最终承担费用的单位"#

," 所得税" 财产税等经常税

!$ 税收

2"/, 税收是机构单位以现金或实物形式向政府作

出的支付" 它具有强制性和无回报性的特

点# 尽管政府根据其经济和社会政策% 的确

会向社会整体$ 个别单位或一组单位提供货

物或服务% 但是由于政府不向纳税的个体单

位提供任何直接回报% 税收仍旧是一种转

移# 所得税$ 财产税等经常税主要指对住户

和公司所得所征收的税% 该税要靠收入来支

付% 在收入再分配账户中记录在住户和公司

部门的使用方% 此外% 非常住者$ 政府单位

或非营利机构也可能应缴纳此类税收# 所得

税$ 财产税等经常税在过去被称为 (直接

税)% 但正如第 1 章所解释的% #$%已经不

再使用 (直接)$ (间接) 这类术语# (所得

税$ 财产税等经常税) 中的 (等) 字是不能

被省掉的% 因为在该类税收中还包括了一些

既不依据住户或其成员的所得% 也不依据住

户或其成员的财产来对住户征收的定期税%

如人头税#

2"/- 税收的一般性质和 #$%记录税收的核算原

则已在 1"24 到 1"20 段作过论述% 但为方

便阅读% 以下再次给出这些段落#

税收与收费

2"/. 政府的管理职能之一是& 禁止某些单位拥

有或使用某些特定货物% 除非他们获得表

示特殊许可的执照或其他证明% 而获得此

执照或证明是需要交费的# 如果某些单位

支付一定费用后自动获得执照% 执照的发

放不涉及或者很少涉及政府% 那么这有可

能就纯粹是一种获得收入的手段% 即使政

府可能会提供某种证明文件或授权作为回

报也是如此# 但如果政府借发放执照来执

行一些适当的管理职能% 如检查有关人员

的能力或资格$ 检查有关设备的运行效率

和安全性能% 或者进行一些其他形式的控

制% 如果这些行动在不缴费的情况下政府

并无义务去做% 那么此时所缴纳的费用应

视为对政府服务的购买而非税收缴纳% 除

非所缴纳的费用大大超出了提供服务的成

本# 在实践中% 税收与因提供服务而收费

二者之间的界限并非总是清晰的 !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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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 在缴费者为住户的情况下对此

有进一步的解释"#

与69:和N=<'税收分类的联系

2"// #$%的税收范围包括了因央行实施的利

率高于市场利率所带来的隐性税收% 除此

之外该范围与&:#9,44! 中定义的 (税收

收入) 相一致# 与税收统计中定义的

(税收) 相比% #$%的税收还包括了官方

实施多重汇率所导致的虚拟税收或虚拟补

贴% 央行实施的利率高于或低于市场利

率所导致的虚拟税收或虚拟补贴% 但

#$%税目中不包括社会保障缴款# &:]

#9,44! 的第 / 章详细列示了各种税项%

并根据税收性质对其进行了分类# 税收

统计的附录 %也载有一个几乎完全一致

的税收分类#

2"/0 在 #$%中% 税收的分类取决于如下三个因

素的交互作用% 税收的性质仅是其中之一&

)"税收的性质% &:#9,44!BN=<'的税收

分类以此为划分依据'

*"纳税机构单位的类型'

+"纳税时所处环境#

2"/1 因此% 在 #$%中% 缴纳完全相同的税% 可

能记录在两个不同的项目下# 例如% 根据

货物是来自进口还是由国内生产% 货物税

既可以记在 (进口税% 不包括 _%̀ 和关

税) 项目下% 也可以记在 (产品税% 不包

括_%̀ $ 进口和出口税) 项目下# 车辆年

税的情况也类似% 根据缴纳者是企业还是

住户% 车辆年税既可以记在 (其他生产

税) 项目下% 也可以记在 (所得税$ 财产

税等经常税) 项目下# 因此之故% 不可能

简单地通过对 &:#9,44!BN=<'的税收分

类进行重新分组来获得 #$%的分类# 但为

了利用现有的详细分类% 下文所涉每一个

税收种类都会给出与 &:#9,44! 和 N=<'

分类中对应类别的对照关系# 还应指出的

是% 即使 #$%的类别包含在 &:#9,44! 和

N=<'类别中% 但也并非完全相同#

基于权责发生制进行记录

2"/2 在 #$%中% 所有的税收都应基于权责发生

制进行记录% 这意味着% 当那些产生纳税

义务的活动$ 交易或其他事件发生时% 就

应进行记录# 但是% 存在一些经济活动$

交易或事件% 虽然按税法规定其相关单位

负有纳税义务% 但却永久逃脱了税务机关

的注意# 对于此类活动$ 交易或事件% 假

设它们产生了应收$ 应付形式的金融资产

或负债% 是不现实的做法# 因此在 #$%

中% 唯有那些有证据的应纳税额才能记录%

所谓证据包括税收评估$ 税收申报的单据

或其他凭据% 如销售发票或报关单等% 只

有这些凭据才能产生清晰的纳税义务 !在

评估纳税额时% 应当注意不要包括不可能

征收到的税收"# 然而% 按权责发生制%

税收的记录时间应是纳税义务产生的时间#

例如% 产品销售$ 转让或使用税应在销售$

转让或使用发生时记录% 这一时点未必与

税务机关得到通知的时点相同% 未必与发

出纳税要求的时点相同% 也未必与应纳税

时限或实际纳税时点相同# 但是% 所得税

扣减的记录时间是允许有一定灵活性的

!参见 2"0! 段"#

2"/3 在某些国家% 有些税收的实际纳税额与应

纳税额之间存在着巨大而系统的差异% 差

异程度很大% 以至于有些应纳税额不再能

有力地解释为 #$%所理解的金融负债的构

成项# 在此种情形下% 出于分析和政策应

用的目的% 忽略那些未缴纳的税收% 在

#$%内仅测度已实际缴纳的税收% 是更加

可取的选择# 但实际纳税额的记录时间仍

然要依据权责发生制% 在纳税义务产生之

时进行记录#

利息! 罚金或其他罚款

2"04 原则上% 因逾期不纳税而加收的利息$ 罚

金或对试图逃税所进行的罚款% 都不应记

录为税收% 而应单独记录# 但将利息$ 罚

金或其他罚款的支付与相关税款的缴纳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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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开来% 是不太可能的% 这就导致在实践

中利息$ 罚金或其他罚款通常会与税收合

并在一起#

($ 所得税

2"0! 所得税是对收入! 利润和资本收益征收的

税( 所得税的计算依据是个人$ 住户$

$(6#7或公司的实际或估算收入# 如果要

按财产$ 土地或房地产的持有情况来估计

其所有者的收入% 因持有财产$ 土地或房

地产而征收的税也属于所得税# 在一些情

况下% 缴纳所得税的义务在收入发生当期

并不能确定% 而只有在其后的核算期才能

加以确定# 因此% 此种情况下所得税的记

录时间需要有一定的灵活性# 对在源头直

接扣减的所得税来说% 如代扣代缴所得税%

定期预缴所得税等% 可以在实际缴纳时期

记录% 而任何基于收入的最终纳税义务都

能够在义务确定之时进行记录# 所得税包

括如下类型&

)"个人或住户所得税& 是指个人所得税%

包括雇主代扣的所得税 !代扣代缴" 和

附加税# 此类税收通常基于有关个人申

报或估算的所有来源的收入来计算% 收

入来源一般包括& 雇员报酬$ 财产收入$

养老金等% 但要扣除协议约定的免征额#

非法人企业所有者缴纳的所得税也包括

在此类中 !&:#9,44!% !!!!' N=<'%

!!!4"'

*"公司所得税& 包括法人所得税$ 法人利

润税$ 法人附加税等# 此类税收的计税

依据通常是公司从所有渠道所获得的总

收入% 而不仅限于生产所创造的利润

!&:#9,44!% !!!,' N=<'% !,!4"'

+"资本收益税& 指对个人或公司的资本收

益 !#$%称之为持有收益" 征收的$ 在

当前核算期内到期应付的税% 它与收益

产生的时期无关# 资本收益税征收的依

据通常是名义资本收益而非实际资本收

益% 是已实现资本收益而非未实现资本

收 益 ! &:#9,44!% !!!! @ !!!-'

N=<'% !!,4% !,,4"'

5"彩票或赌博收益税& 彩票或赌博活动中

赢家按其所赢得的数额应缴纳的税% 它

不同于彩票或赌博活动组织者按其营业

额所缴纳的税% 后者视为产品税 !&:]

#9,44!% !!!! @!!!-' N=<'% !!,4"#

2"0, 在计算所得税时% 通常会有某些收入是免

交所得税的% 这种豁免被称为税收免征#

此外% 政府可以将一定数量的收入视为已

经交过了税% 这被称为税收抵免% 是税收

免征的一种替代形式# 在某些情况下% 如

果应纳税款少于税收抵免% 差额可以返还

给受益人% 被称为应付税收抵免# 第 ,, 章

将进一步讨论税收抵免问题#

+$ 其他经常税

资本经常税

2"0- 资本经常税是指对机构单位财产或净财富

定期&&&通常是每年&&&征收的税" 它不

包括对企业拥有或租用并用于生产的土地

或其他资产所征收的税" 后者处理为其他

生产税( 在对财产或财富所征收的各种税

中% 如果该税的征收很少发生并且是不定期

的% 或者只在特殊情况下发生% 如遗产税%

那么此种税收就不属于资本经常税% 而应视

为资本税# 如果机构单位的收入不能得到令

人满意的估计% 那么只有根据机构单位所拥

有的财产的价值来估计收入并据此计算应缴

所得税% 此种税收也不属于资本经常税%

而应记录在前一个项目***所得税下# 资

本经常税包括如下种类&

)"土地和房屋经常税& 指土地或房屋所有

者 !包括自有住宅者" 因使用或拥有土

地或房屋而定期 !多数情况下为每年"

应缴纳的税# 该税不包括对企业拥有或

租用并用于生产的土地或房屋所征收的

税 !&:#9,44!% !!-!' N=<'% .!44"'

*"净资产经常税& 土地或固定资产的价值

扣除所有因这些资产所欠的债务% 即为

净资产% 对净资产定期 !多数情况下为

每年" 征收的税即为净资产经常税% 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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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不包括对企业拥有并用于生产的资产

所征收的税 !&:#9,44!% !!-,' N=<'%

.,44"'

+"其他资产经常税& 包括对如珠宝或其他

作为财富表征的资产定期 !通常按年"

征收的税 !&:#9,44!% !!-0' N=<'%

.044"#

经常税杂项

2"0. 该项目包括了各种不同种类的定期 !通常

是按年" 应纳税% 其中最常见者如下&

)"人头税& 对每名成人或每个住户按规定

金额征收的税% 它与征税对象的实际或

估算收入无关% 也与征税对象的实际或

估算财产无关# 但是% 人头税的税额会

依个人或住户的不同情况而变化 !&:]

#9,44!% !!0,' N=<'% 0444"'

*"支出税& 该税的计税依据是个人或住

户的总支出% 而非他们的收入# 支出

税是所得税的另外一种形式% 它根据

总支出水平% 采用累进税率来征收%

这和个人所得税的计税方式是相同

的% 只是税率更高一些# 在实践中% 此

类税收并不常见 !&:#9,44!% !!0,'

N=<'% 0444"'

+"住户为获得某些执照而做出的支付& 包

括个人或住户为得到如下执照而做出的

支付& 拥有或使用汽车$ 船$ 飞机的执

照% 打猎$ 射击或钓鱼的执照等% 这些

支付被视为经常税# 对所有其他类型执

照的支付 !例如% 汽车驾驶或飞机驾驶

执照% 电视或无线电执照% 枪支执照

等" 或付给政府的费用 !例如护照费$

机场建设费$ 诉讼费等" 都视为对政府

提供服务的购买支出# 在多数国家的账

户编制中% 税和服务购买支出之间的界

限是根据实际遵循的惯例而设定的

!&:#9,44!% !!./! 和 !!./,' N=<'%

/,44"'

5"跨国交易税& 包括对国外旅游$ 国外汇

款$ 外国投资等所征收的税% 不包括生

产者应付的部分 !&:#9,44!% !!// 和

!!/0' N=<'% /!,1"#

-$ 社会保险计划

2"0/ 社会保险计划是指满足如下两个条件的保

险计划&

)"该计划的参与者获得福利是有条件的%

并且所获得的福利是 #$%中所定义的社

会福利的构成部分#

*"至少符合以下三种情况之一&

!

参与该计划是依法应尽的义务' 或者是

已经列入一个雇员或者一群雇员就业协

议中的相关条款或条件#

!

该计划是针对特定的劳动者群体的集体

计划# 参与者仅限于这一群体的成员%

无论其处于雇佣状态还是失业状态#

!

雇主代其雇员支付了社会缴款 !实际缴

款或者虚拟缴款"% 不管雇员自己是否

也进行了社会缴款的支付#

社会保险计划可以由私人组织% 也可以由

政府组织# 社会保险福利可以以现金形式

发放% 也可以以实物形式发放# 当某些对

相关住户福利有负面影响***或增加其支

出或减少其收入***的事件发生或环境存

在时% 就应支付社会保险福利# 保险所覆

盖的风险事件的范围因计划不同而不同%

但某些应得社会保险福利的认定不仅取决

于保险的覆盖范围% 还取决于提供保险的

方式#

!$ 社会保险计划的覆盖范围

2"00 社会福利可能由社会保险计划支付% 或者

由社会救济支付% 二者支付社会福利所需

满足的情形是相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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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社会福利可以分为两种主要的类型& 养老

金' 所有其他社会福利% 在 #$%中称为非

养老金福利# 当个体因退休停止工作时所

得到的养老金是最重要的一类养老金# 养

老金也可能应付给其他个体% 如丧偶者或

永久残疾人士# 而当个人暂时失业或因就

医而在一定时期内不能工作时% 他们所得

到的福利被视为非养老金福利#

2"02 当出现如下六种情形时% 就可支付社会保

险非养老金福利&

)"受益人或受其赡养者由于疾病$ 受伤$

怀孕$ 慢性疾病$ 年老等原因% 需要进

行内科$ 牙科或其他的治疗% 或者需要

住院$ 疗养或长期护理# 在此种情形

下% 社会保险福利通常以实物形式提

供% 具体方式如下& 免费或以没有显著

经济意义的价格提供治疗或护理服务'

或报销住户的相关支出# 当然社会保险

福利也可能会以现金形式支付给需要卫

生保健服务的受益人'

*"受益人必须抚养各类受赡养人% 如配

偶$ 子女$ 年老的亲属$ 病人或残疾人

等# 在此种情形下% 社会保险福利通常

以定期发放的受赡养人津贴或家庭津贴

的形式用现金给付'

+"由于不能全日制工作% 导致受益人的收

入减少# 在此种情况的整个持续期间%

社会保险福利通常定期以现金形式发

放# 在一些场合下% 在定期支付以外还

会给予一次性支付% 或者用一次性付清

取代定期支付# 人们不工作的原因可以

有很多% 包括非自愿失业$ 暂时遭解雇

或从事短期工作$ 疾病$ 意外伤害$ 孩

子出生等% 这些都会阻碍人们去工作或

从事全日制工作'

5"由于主要收入获得者的死亡% 导致受益

人收入减少# 在此种情况下% 社会保险

福利通常以现金形式发放% 一般采取定

期津贴的形式% 在某些情况下也会采取

一次性付清的形式'

8"受益人以如下方式获得住房服务& 免

费% 或以没有显著经济意义的价格提

供' 或报销住户支出'

D"受益人获得津贴以支付自己或受其赡养

者的教育费用' 教育服务有时也会以实

物形式提供#

2"03 上述六种情形是应付社会保险福利的典型

情形% 但这些只是列举% 并未列出全部情

形# 例如% 在某些计划下% 可能会有一些

其他类型的福利需要支付# 反过来说% 也

没有一个社会保险计划会提供所有上述列

举情形下的福利# 在实践中% 不同国家的

社会保险计划或同一国家内不同社会保险

计划的覆盖范围差别很大#

2"14 不必进行有效缴款即可享受的福利被视为

社会救济的一部分# 典型的社会救济的提

供方是政府% 接收方是所有有需求但又没

有支付缴款参加正式社会保险计划的人#

在不同的国家% 社会救济的程度差别甚大%

在一些国家% 只有低收入人群才能获得社

会救济福利% 此种福利通常根据 (经济状

况审查) !G8)KI@E8IE85" 的结果来加以

发放% 在此处% 所谓 (经济状况) 是指有

资格获得福利的最高收入水平#

($ 社会保险计划的组织

2"1! 社会保险计划的目的在于& 在受益人及受

其赡养者的工作和退休期间% 为他们提供

保障% 受益人可以包括雇主$ 雇员$ 自雇

工作者$ 或者暂时失业者# 获得社会保险

福利的条件是& 受益人或受其赡养者% 或

有人代替他们在当前或之前的核算期一直

在支付社会缴款# 如前所述% 社会缴款不

仅可以由参与者自己直接支付% 也可以由

雇主代雇员来支付#

2"1, 社会保险计划必须是为工人群体而组织%

或者必须依法可以由全体工人或特定种类

的工人***可以包括失业人口和在业人口

***所享受# 从单个雇主为其部分雇员安

排的私人计划% 到覆盖该国全体劳动力的

社会保障计划% 都可以归为社会保险计划

的范围# 相关工人可以自愿参加此类计划%

但更常出现的情况是强制参加# 例如%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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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和雇员共同达成的就业协议中% 就会

有条款和条件要求雇员参加雇主所组织的

计划# 除了这些已经参加私人计划的人

以外% 按法律规定% 全体劳动力都有义务

参加政府单位组织的全国性的社会保障

计划#

2"1- 很多社会保险计划是为工人群体而组织

的% 这就导致参与者并无必要以自己的名

义办理个人保险保单# 在此种情况下% 区

分社会保险和个人保险并不困难% 但是%

有些社会保险计划可能允许$ 甚至会要求

参加者以自己的名义办理保单# 个人保险

能处理为社会保险计划一部分的条件是&

参加者被保之概率事件或情形必须属于

2"0/ 段所列情形% 此外% 还需满足以下

条件中的一个或者多个&

)"参加计划是特定种类工人***无论其处

于雇佣状态还是失业状态***依法应尽

的义务' 或者是已经列入一位雇员或一

组雇员就业协议中的相关条款或条件'

*"该计划是针对特定的劳动者群体的集体

计划# 参与者仅限于这一群体的成员%

无论其处于雇佣状态还是失业状态#

+"雇主代其雇员支付了社会缴款 !实际缴

款或者虚拟缴款"% 不管雇员自己是否

也进行了社会缴款的支付#

社会保险计划下个人投保的应付保费和应

得索赔% 要记录为社会缴款和社会保险福

利#

2"1. 社会保险计划在本质上是这样一种计划&

雇主或政府强制要求或鼓励工人办理保险%

以应对某些可对工人或受其赡养者的福利

产生负面影响的概率事件或情形# 当个体

独立于其雇主或政府% 自愿地以自己的名

义购买保单时% 应缴保费和应得索赔就不

再视为社会缴款和社会保险福利% 即使个

人投保的是与社会保险计划保障范围***

如意外$ 疾病$ 退休等***相同的概率事

件或情形% 也是这样处理# 对非人寿保险

来说% 个人投保的应缴保费和应得索赔要

在收入再分配账户中记录为经常转移' 对

人寿保险来说% 个人投保的应缴保费和应

得索赔则要在金融账户中记录为金融资产

的获得和处置#

2"1/ 从对个人投保的讨论可以看出% 仅依据福

利的性质是绝对无法充分认定一项交易的

社会性质的# 例如% 享受免费医疗服务并

不总是一种社会福利% 如果一个住户所享

受的医疗服务是由另一个住户来付费的%

那么这就不是社会福利而是住户间的转

移# 提供给在岗雇员的急救服务也不是社

会福利% 相关成本要记录为雇主的中间消

耗# 一般来说% 住户是不能为另一住户提

供社会福利的% 除了住户所有的非法人企

业为其雇员的福利而经营社会保险计划%

但这种情况是很少发生的#

2"10 所有的社会保险计划都要基于雇佣关系%

即使参与者是自雇者或当前处于失业状态

也是如此# 社会保险计划可以分为两个主

要类别&

)"第一类是覆盖整个社会或社会大部分群

体的社会保障计划% 该计划由政府单位

收取缴款$ 进行管理并提供经费# 在社

会保障计划下% 应付养老金可以与受益

人薪金水平或就业历史相关% 也可以与

之无关' 非养老金福利则更少与薪金水

平挂钩#

*"第二类是其他就业相关计划# 该计划来

自于养老金条款中规定的雇主雇员关

系% 也可能来自于作为就业条件一部分

的其他权利中规定的雇主雇员关系# 对

此类计划来说% 提供福利的责任不会被

交给社会保障福利的提供者***政府#

在一些国家% 管理计划和支付福利的最终

责任由政府代表很多不为政府工作的雇主

来承担% 此时区分两类社会保险计划是困

难的# 在没有此种制度安排的国家里% 政

府单位为自己的雇员而非全体劳动人口所

组织的社会保险计划% 应该归为其他就业

相关计划% 而不应仍算作社会保障计划#

社会保障计划

2"11 在很多国家% 到目前为止社会保障计划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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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一类社会保险计划% 因此有必要

对其特征进行总结# 社会保障计划是由政

府单位收取缴款$ 进行管理并提供经费的

计划% 其目的在于向全体社会成员或社会

特定群体的成员提供社会福利# 为此目的

而建立的社会保障基金是一个独立的机

构单位% 其组织$ 管理都独立于其他政

府基金# 社会保障基金的收入主要来源

于个人所支付的缴款和雇主代表雇员支

付的缴款% 但也可能包括来自于其他政

府基金的转移# 一般来说% 某些特定个

人如雇员或其代表者支付社会保障缴款

是法定应尽的义务% 但一些其他的个人

为获得享受社会保障福利的资格% 可以

选择自愿缴纳#

其他就业相关社会保险计划

2"12 就业相关社会保险计划的条款由雇主决定%

但也可能是由雇主与雇员共同商定# 计划的

管理者可以是雇主自己% 但更经常出现的情

况是& 基金形成一个独立的机构单位 !自主

养老基金"% 或由保险公司代表雇主进行管

理#

2"13 不是所有的就业相关社会保险计划都能获

得充分的资金# 在收入再分配账户中% 记

录交易的方式就好像计划已获得充分的资

金一样% 任何缺口都记录在金融账户的其

他应收B应付款项目下# 养老金计划记录方

法的完全概览将在第 !1 章给出#

1" 净社会缴款

2"24 在 #$%中% 支付给社会保险计划的所有缴

款都显示为住户的支付# 但是% 支付额中

包括了如下几项构成元素& 第一项是雇主

代表雇员支付的缴款额% 它是雇员报酬的

一部分% 在收入形成账户中记录为住户的

获得并因此构成住户初始收入的一部分'

第二项是住户按当期对其养老金份额或其

他与当期相关的规定所实际做出的支付%

该支付可以由雇员$ 自雇者或未受雇佣者

做出' 第三项是住户的追加缴款或虚拟支

付% 它来自于起始年的养老金权益和其他

非养老金福利准备金所产生的财产收入#

在初始收入分配账户中% 这些收入属于住

户部门% 并且同雇主缴款的处理方式一样%

被包括在了住户的初始收入之中# 还应当

将养老金计划的管理单位所收取的服务费

从这些支付额中扣除% 当管理单位独立于

雇主时% 它可以是其所收取的显性费用'

当管理单位就是雇主时% 也可以是雇主管

理计划的全部成本# 按计划的性质% 服务

费的价值或是包括在雇主缴款中% 或是包

括在财产收入中#

2"2! 按照上述标准对表 2"! 中的社会缴款进行

分解% 结果如表 2"- 所示# 为了更满足实

践的要求% 在该表中% 雇主缴款和财产收

入的数值同初始收入分配账户中记录的数

值是相同的% 并单独列示了服务费# 但服

务费并不是再分配交易% 而是产出和消费

支出的一部分% 将服务费包括在表中只是

为了阐明社会保险基金获得资金的方式#

第 !1 章第 , 部分将对养老金计划要记录的

交易进行更广泛的讨论#

!$ 社会缴款的构成

2"2, 净社会缴款是指% 住户向备付社会福利的

社会保险计划所支付的实际或虚拟缴款(

计划管理者所收取的服务费不属于应付缴

款# 在收入使用账户中% 这些服务费视为

住户的消费支出#

($ 雇主实际社会缴款

2"2- 该项目与 1"0, 段描述的记录在初始收入分

配账户中的雇主实际社会缴款完全相同#

+$ 雇主虚拟社会缴款

2"2. 该项目与 1"0- 到 1"03 段所描述的记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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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收入再分配账户&&&详细列示税和社会缴款项目&&&使用方

使用

交易和平衡项
非金融

公司

金融

公司

一般

政府

住户 $(6#7 经济

总体

国外 货物与

服务

合计

经常转移 32 ,11 ,.2 /2, 1 !,!, !1 !,,3

所得税$ 财产税等经常税 ,. !4 4 !12 4 ,!, ! ,!-

?所得税 ,4 1 4 !10 4 ,4- ! ,4.

?其他经常税 . - 4 , 4 3 3

净社会缴款 --- --- 4 ---

?雇主实际社会缴款 !2! !2! 4 !2!

??雇主实际养老金缴款 !02 !02 4 !02

??雇主实际非养老金缴款 !- !- 4 !-

?雇主虚拟社会缴款 !3 !3 4 !3

??雇主虚拟养老金缴款 !2 !2 4 !2

??雇主虚拟非养老金缴款 ! ! 4 !

?住户实际社会缴款 !,3 !,3 4 !,3

??住户实际养老金缴款 !!/ !!/ 4 !!/

??住户实际非养老金缴款 !. !. 4 !.

?住户追加社会缴款 !4 !4 4 !4

??住户追加养老金缴款 2 2 4 2

??住户追加非养老金缴款 , , 4 ,

?社会保险计划服务费 0 0 4 0

实物社会转移以外的社会福利 0, ,4/ !!, 4 / -2. 4 -2.

其他经常转移 !, 0, !-0 1! , ,2- !0 ,33

可支配收入总额 ,,2 ,/ -!1 !,!3 -1 !2,0 !2,0

可支配收入净额 1! !- ,34 !!30 -. !04. !04.

初始收入分配账户中的雇主虚拟社会缴款

完全相同#

.$ 住户实际社会缴款

2"2/ 住户实际社会缴款是雇员! 自雇者或未受雇

佣者独立应付给社会保险计划的社会缴款#

住户实际社会缴款基于权责发生制进行记录%

对有工作的人来说% 记录时点就在从事会引

起支付缴款责任的工作之时#

/$ 住户追加社会缴款

2"20 住户追加社会缴款是指在核算期内住户持

有的养老金和非养老金权益所产生的财产

收入% 它在初始收入分配账户中记录为养

老金基金管理者应付给住户的财产收入#

2" 实物社会转移以外的社会福利

2"21 社会福利是住户所获得的经常转移% 用于

满足因某些事件或情形而产生的需求# 社

会福利可分为两类& 养老金' 所有其他

!非养老金" 福利% 例如因疾病$ 失业$

居住$ 教育或家庭情况而应付的福利#

2"22 社会福利的获得在账户中的记录方式取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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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续%" 收入再分配账户&&&详细列示税和社会缴款项目&&&来源方

来源

交易和平衡项
非金融

公司

金融

公司

一般

政府

住户 $(6#7 经济

总体

国外 货物与

服务

合计

初始收入总额B国民总收入 ,/. ,1 !32 !-2! . !20. !20.

初始收入净额B国民净收入 31 !/ !1! !-/2 ! !0., !0.,

经常转移 1, ,1/ -01 .,4 .4 !!1. // !,,3

所得税$ 财产税等经常税 ,!- ,!- 4 ,!-

?所得税 ,4. ,4. 4 ,4.

?其他经常税 3 3 3

净社会缴款 00 ,!- /4 4 . --- 4 ---

?雇主实际社会缴款 -! !!4 -2 4 , !2! 4 !2!

??雇主实际养老金缴款 ,1 !4. -/ 4 , !02 4 !02

??雇主实际非养老金缴款 . 0 - 4 4 !- 4 !-

?雇主虚拟社会缴款 !, , . 4 ! !3 4 !3

??雇主虚拟养老金缴款 !, ! . 4 ! !2 4 !2

??雇主虚拟非养老金缴款 4 ! 4 4 4 ! 4 !

?住户实际社会缴款 ,/ 3. 3 4 ! !,3 4 !,3

??住户实际养老金缴款 !3 34 0 4 4 !!/ 4 !!/

??住户实际非养老金缴款 0 . - 4 ! !. 4 !.

?住户追加社会缴款 !4 !4 4 !4

??住户追加养老金缴款 2 2 4 2

??住户追加非养老金缴款 , , 4 ,

?社会保险计划服务费 , - ! 0 4 0

实物社会转移以外的社会福利 -2. -2. 4 -2.

其他经常转移 0 0, !4. -0 -0 ,.. // ,33

于一些彼此相互影响的因素% 这些因素包

括& 社会福利的类型是养老金还是非养老

金' 福利是否由社会保险计划支付' 福利

是否由政府支付' 是否以现金形式支付等#

下面各节将讨论支付福利的不同制度安排%

然后讨论不同类型的福利% 之后总结这些

福利如何记录在账户中#

!$ 制度安排

社会保险计划或社会救济

2"23 社会福利可以由社会保险计划支付% 也可

以作为社会救济由政府支付# 与社会救济

不同% 所有的社会保险计划都要求受益人

的正式加入# 参加社会保险计划是与就业

挂钩的% 并且通常要求参与人$ 或雇主或

这两者向计划支付缴款作为参加的证据#

社会保障是一类重要的社会保险% 并且像

社会救济一样% 也是由政府提供# 因此%

当政府提供社会福利时% 有必要确定它是

社会保障的一部分还是社会救济的一部分#

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

2"34 政府提供的社会福利或为社会保障福利或

为社会救济福利% 两者的分配比例要取决

于国家的制度安排% 因此不同国家差别巨

大# 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福利和社会救济

福利之间存在着根本差别#

2"3! 社会保障是社会保险计划的一种形式#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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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计划下% 受益人通常通过向计划

支付缴款或让代理人支付缴款来参加计划#

缴款的代理支付者可以是雇主$ 家庭中某

位成员% 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以是政府自

身 !例如% 在失业期间可能就是如此"#

由于社会保障计划是一个通过缴款以获得

福利的计划% 因此政府和受益人之间会存

在某种合约# 在一些国家% 合约会有严格

的法律形式并且一旦生效即不能修改' 在

其他的国家% 合约更加宽松并允许回溯调

整# 对所有的社会保障计划来说% 应收缴

款和应付福利之间的差别会列入政府预算

的监控内容% 因为如果应收缴款少于应付

福利% 那么除非增加缴款或降低福利或两

种措施同时进行% 否则就会产生永久赤字%

这将是不可持续的#

2"3, 社会救济不同于社会保障之处在于& 受益

人不需要通过支付缴款来证明自己已参加

计划% 就可以有资格获得社会救济福利#

一般来说% 所有常住住户成员都有权利申

请社会救济% 但给予是有条件的# 通常%

要评估住户能够动用多少收入来满足其基

本需求% 只有那些其收入低于某给定限制

水平的住户才可以有权利获得社会救济

!这一过程通常被称为 (经济情况审

查)"#

2"3- 社会救济向住户提供多少收入在国家与国

家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别# 事实上% 在一些

国家% 根本就没有社会保障% 因此政府要

在没有社会缴款的情况下提供所有用来满

足社会需求的收入% 但这种情形并不常

见#

($ 社会福利的类型

2"3. 社会福利可以在三种不同的制度安排下支

付& 它们可以由政府以社会救济的方式支

付' 可以由政府以社会保障的方式支付'

还可以由其他就业相关社会保险计划支付#

在三种制度安排下% 养老金的记录方式是

类似的% 但社会救济与社会保险计划下的

养老金记录略有差别' 应付现金非养老金

福利的记录方式也是类似的% 但社会救济

与社会保险计划下的记录也有区别# 对应

付实物非养老金福利来说% 政府应付的部

分***无论是社会救济还是社会保障***

都要采用不同的方式记录#

养老金

2"3/ 以现金形式支付的主要社会福利是付给退

休者的养老金# 但是% 还有其他类型的人

也有权利获得养老金% 如寡妇和终身残疾

者# 养老金几乎总是以现金的形式发放%

但在某些情形下% 也会以实物形式出现%

如免费或以低价向养老金领受人提供住房

服务% 此时% 住房福利的价值应视为现金

支付的一部分% 其数额等于领受人向福利

提供者购买住房服务的花费#

2"30 前文已述% 社会保险计划下的应付养老金

不同于作为社会救济的应付养老金#

现金形式的应付非养老金福利

2"31 通常% 养老金的特征十分明显% 但要将其

他某些社会保险的支付从对用户的其他支

付中区分开来需要特别小心# 如果能做到

这一点% 现金形式的非养老金福利就可以

记录在社会保险非养老金福利和现金形式

的社会救济福利项目下#

住户应得但不属于社会福利的项目

2"32 政府可以因住户的生产活动而向住户支

付% 例如% 为了鼓励特定农作物的生产向

农户支付# 此类支付应视为给住户企业的

补贴# 一个实践中很不常见$ 但理论上有

可能存在的情况是& 政府给住户以支付%

允许他们获得固定资产用于生产% 这种情

况应被记录为投资补助 !资本转移的一

种"#

2"33 雇主***无论是否为政府***可以给雇员

提供他们从事劳动服务所必需的设备% 例

如制服% 或如理发所用的剪刀$ 送邮件所

用的自行车之类的小工具# 这些设备要记

录为雇主企业的中间消耗% 不能记录为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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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所属住户的获得# 相同的惯例也适用于

雇主给雇员提供完成任务所需服务的情况%

例如% 由雇主负担的雇员因公出差的旅馆

食宿成本% 要处理为雇主的中间消耗而不

是雇员的消费#

2"!44 当雇员的确在生产过程之外使用了雇主所

提供的货物或服务时% 这些货物服务要视

为实物工资和薪金% 以现金形式记录% 其

价值与雇员自己购买这些货物服务时所需

的花费相同# 例如% 雇员获得的免费住房

服务或为雇员配置的汽车% 既可以因私使

用也可以因公使用# 典型的处理方法是&

出于纳税的考虑% 将这些货物服务的价值

处理为雇员收入的一部分#

2"!4! 住户可以从其他住户***包括同一经济体

的常住者和国外单位***那里获得大量的

赠予' 也可以从其他单位得到补偿% 例如

因受伤或误拘禁等# 即使这些支付可以改

善住户的生活水准 !在彩票上获胜也可以

做到这一点"% 在 #$%中也不将其视为社

会福利# 住户以及经济体中其他部门的应

付应收其他经常转移将在 &节进行更详细

地讨论#

实物形式的应付非养老金福利

2"!4, 除社会保障计划外% 记录就业相关社会保

险计划所产生的所有福利时% 都将受益人

的获得看做现金形式# 例如% 即使雇员最

初并没有为治疗付费% 他们只是简单地将

账单送交其社会保险计划要求后者付费%

社会保险计划所支付的金额也要按如下方

式记录& 先付给雇员' 然后再由雇员来承

担其健康服务的支出# 这样处理的基本原

理是& 私人社会保险计划是作为金融公司

而运营的% 不可能有最终消费支出# 雇主

所提供的某些服务要视为雇主的中间消耗%

例如% 在工作场所为那些在工作或培训中

***这些工作或培训是雇员为雇主的利益

而从事的***患病的人所提供的医疗服务#

但是% 社会保险计划所提供的一般健康和

教育服务是雇员报酬体系的一部分% 不构

成雇主的中间消耗#

政府提供的实物福利

2"!4- 对于以现金形式支付的社会福利% 住户对

其使用的方式等同于从其他收入来源获得

的收入# 而当社会福利以实物形式发放时%

住户对福利的使用就不再有选择权% 福利

的获得仅仅是减少了住户其他来源收入的

开支# 全世界的政府都有责任向住户提供

如下类型的服务& 这些服务不能交换其他

的服务% 也不能在住户之间进行交换' 它

们是政府免费或以没有显著经济意义的价

格提供给住户的个人服务# 此类服务被称

为实物社会转移% 记录在 7节所描述的实

物收入再分配账户中% 而不是收入再分配

账户中#

2"!4. 应付实物福利的一个特殊例子是报销% 即

最初住户用现金付了费% 但政府报销了一

部分或全部费用的情况# 例如% 雇员或常

住住户其他成员为获得教育和健康服务而

进行了支付并随后由政府报销% 此时% 这

笔支付就不是社会保险福利和雇员报酬的

一部分% 而应视为政府在单个住户成员健

康服务方面的部分支出# 政府在个人服务

方面的支出属于政府最终消费支出% 而不

属于住户最终消费支出% 也不属于雇员报

酬#

2"!4/ 如果政府仅报销了住户享受健康 !或其

他" 服务的部分费用% 那么已报销的部分

视为政府最终消费支出% 未报销的部分则

视为住户最终消费支出# 只有当雇主明确

同意为雇员报销政府未报销的那部分费用

时% 才能将这一部分费用视为雇员报酬的

一部分#

2"!40 所有政府提供的实物社会福利都用相同的

方式处理% 不必将其区分为社会保障和社

会救济#

+$ 收入再分配账户中记录的社会福利

2"!41 考虑前述事项% 收入再分配账户中记录的

社会福利的构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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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物社会转移以外的社会福利

?现金形式的社会保障福利

??社会保障养老金福利

??现金形式的社会保障非养老金福利

?其他社会保险福利

??其他社会保险养老金福利

??其他社会保险非养老金福利

现金形式的社会救济福利

2"!42 现金形式的社会保障福利" 是社会保障基

金应以现金形式支付给住户的社会保险福

利# 该福利分为养老金和非养老金福利#

2"!43 其他就业相关社会保险计划福利" 是社会

保障以外的社会保险计划应付给计划缴款

人及受其赡养者或遗属的社会福利# 该福

利分为养老金和其他福利#

2"!!4 现金形式的社会救济福利" 是政府部门或

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 #$(6#7$ 应支

付给住户部门的经常转移( 社会救济福利

所满足的需求与社会保险福利相同" 但两

者的差别在于% 在社会保险计划下获得福

利通常要求先支付社会缴款" 社会救济则

不需要# 因此社会救济福利不包括社会保

障基金所支付的所有福利# 该福利分为养

老金和其他福利#

2"!!! 社会救济福利不包括如下内容& 因那些社

会保险计划通常不保的事件或情形而支付

的经常转移# 因此% 社会救济福利不包括

如干旱$ 洪水或地震这样的自然灾害所导

致的现金或实物转移# 此种转移要单独记

录在其他经常转移项目下#

2"!!, 表 2". 列示了按上述标准对表 2"! 中的社

会福利进行分解后的结果#

表 *$." 收入再分配账户&&&详细列示社会福利项目&&&使用方

使用

交易和平衡项
非金融

公司

金融

公司

一般

政府

住户 $(6#7 经济

总体

国外 货物与

服务

合计

经常转移 32 ,11 ,.2 /2, 1 !,!, !1 !,,3

所得税$ 财产税等经常税 ,. !4 4 !12 4 ,!, ! ,!-

净社会缴款 --- --- 4 ---

实物社会转移以外的社会福利 0, ,4/ !!, 4 / -2. 4 -2.

?现金形式的社会保障福利 /- /- 4 /-

??社会保障养老金福利 ./ ./ 4 ./

??现金社会保障非养老金福利 2 2 4 2

?其他社会保险福利 0, ,4/ 1 4 / ,13 4 ,13

??其他社会保险养老金福利 .3 !3- / 4 - ,/4 4 ,/4

??其他社会保险非养老金福利 !- !, , 4 , ,3 4 ,3

?现金形式的社会救济福利 /, /, /,

其他经常转移 !, 0, !-0 1! , ,2- !0 ,33

可支配收入总额 ,,2 ,/ -!1 !,!3 -1 !2,0 !2,0

可支配收入净额 1! !- ,34 !!30 -. !04.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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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经常转移

2"!!- 其他经常转移包括除所得税$ 财产税等经

常税$ 社会缴款和社会福利以外的% 所有

发生在常住机构单位之间$ 常住者和非常

住者之间的经常转移# 其他经常转移由大

量不同目的下的多种转移组成% 可以将它

们分为四类& 保险相关交易' 政府内转移'

国际经常性合作' 其他杂项经常转移# 下

文将依次描述每一类其他经常转移#

2"!!. 表 2"/ 显示了按上述分类对表 2"! 中的其

他经常转移进行分解后的结果#

!$ 保险相关交易

2"!!/ 此项目下有三类交易% 它们是& 与直接保

险相关的净保费和索赔' 与再保险相关的

净保费和索赔' 与标准化担保相关的支付#

下文将对它们逐一进行说明% 第 !1 章第 !

部分和第 , 部分将分别对与保险相关的交

易和与标准化担保相关的交易进行更详细

的说明#

2"!!0 应该指出的是% 本文所用的 (净保费) 中

的 (净) 字% 意味着保险服务费已经从实

际缴纳的保费和追加保费之合计中扣除了#

直接保险和再保险之间没有交叉% 因此它

们的记录是完全可分的#

非寿险净保费

2"!!1 非寿险保单的保险范围包括& 由自然或人

为原因所引起的% 导致货物$ 财产损失或

表 *$. $续%" 收入再分配账户&&&详细列示社会福利项目&&&来源方

来源

交易和平衡项
非金融

公司

金融

公司

一般

政府

住户 $(6#7 经济

总体

国外 货物与

服务

合计

初始收入总额B国民总收入 ,/. ,1 !3 222 !-2! . !20. !20.

初始收入净额B国民净收入 31 !/ !1! !-/2 ! !0., !0.,

经常转移 1, ,1/ -01 .,4 .4 !!1. // !,,3

所得税$ 财产税等经常税 ,!- ,!- 4 ,!-

净社会缴款 00 ,!- /4 4 . --- 4 ---

实物社会转移以外的社会福利 -2. -2. 4 -2.

?现金形式的社会保障福利 /- /- 4 /-

??社会保障养老金福利 ./ ./ 4 ./

??现金社会保障非养老金福利 2 2 4 2

?其他社会保险福利 ,13 ,13 4 ,13

??其他社会保险养老金福利 ,/4 ,/4 4 ,/4

??其他社会保险非养老金福利 ,3 ,3 4 ,3

?现金形式的社会救济福利 /, /, /,

其他经常转移 0 0, !4. -0 ,.. //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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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伤害的各种事件或意外 !例如火灾$

洪水$ 坠毁$ 碰撞$ 沉没$ 失窃$ 暴力$

意外$ 疾病等"' 或疾病$ 失业$ 意外等

事件导致的经济损失# 企业$ 政府单位$

$(6#7或单个住户都可以办理非寿险保单#

单个住户办理的保单是指单个住户主动地$

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办理的保单% 这与雇主

或政府无关% 也不属于任何社会保险计划#

非寿险净保费等于% 投保人为在核算期内

获得保险而应付的实际保费 #实收保费$"

加上属于投保人的财产收入中应付的追加

保费" 减去应付给保险公司的服务费#

0"!2. 到 0"!3! 段已解释了服务费的计算

方法# 在从非寿险保费与追加保费之和中

扣除服务费后% 剩余的部分就称为非寿险

净保费# 只有非寿险净保费才构成经常转

移并记录在收入再分配账户中' 服务费是

投保人对服务的购买% 记录为中间消耗或

最终消费才是合适的#

非寿险索赔

2"!!2 非寿险索赔是指% 核算期内" 因理赔非寿

险保单所保事件导致的损失而应支付的数

额# 通常情况下% 当保单条款中规定的$

引起有效索赔的不确定事件发生时% 即应

确认应付索赔% 但下列情形除外& 只有在

相关事件发生很长时间之后才能确定是否

可以进行索赔# 例如% 对于某严重疾病%

只有在确定了该疾病的引发原因是患者接

触了石棉% 才能确认一系列的应付索赔#

此时% 应付索赔的确认时间是保险公司接

受其负债之时# 该时点与应付索赔的规模

得到确定的时点可能有所不同% 与应付索

赔的偿付时间也有可能不同#

2"!!3 非寿险索赔的理赔视为支付给索赔者的转

移% 索赔者通常就是投保人但并不总是投

保人# 索赔通常都视为经常转移% 甚至在

由于固定资产的意外破坏或严重个人人身

伤害而导致索赔额巨大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索赔者所获赔偿通常并无特定使用目的%

已受损或毁坏的货物或资产并非必须进行

修理或替换#

2"!,4 一些索赔来自于投保人给第三方的财产或

人身带来的损失或伤害% 例如% 已参保的

机动车驾驶人可能会给其他机动车或个人

带来损失或伤害# 在此种情况下% 有效索

赔应直接记录为保险企业对受损方的应付

项目% 而不必通过投保人间接记录#

2"!,! 在一些很少见的情形下% 某些部分的索赔

可以不记录为经常转移% 而是记录为资本

转移# 第 !1 章第 ! 部分将对此类保险活动

的功能进行描述% 解释何时这样处理才是

恰当的#

再保险净保费和索赔

2"!,, 直接保险业者提供了一种在定期投保人之

间进行收入再分配的手段# 投保人只需定

期缴纳相对较少的费用% 就可以在发生概

率很小的大损失事件真的发生时% 向保险

公司索赔% 如果保险公司受理% 就可以在

当年避免大额损失# 再保险保单以相同的

方式运作% 这就使得直接保险业者 !或其

他再保险业者" 可以通过在专门从事再保

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办理再保险保单% 来规

避特别巨额索赔带给自己的损失#

2"!,- 再保险净保费和索赔的计算方式与非寿险

保费和索赔完全一样# 但由于只有少数国

家开展了再保险业务% 在全球范围内% 大

部分的再保险保单都是与非常住单位签订

的#

标准化担保的费用和代偿

2"!,. 一些单位% 尤其是政府单位% 可以为债权

人提供违约担保% 担保与非人寿保险具有

很多相同的特征# 当许多同一种类的担保

被提供并且有可能对总体违约的概率水平

作出可靠估计时% 此类担保就称为标准化

担保# 在标准化担保中% 所支付的费用

!和用这些费用所赚到的财产收入" 的处

理方式与非寿险保费相同' 代偿的处理方

式则与非寿险索赔相同# 第 !1 章第 - 部分

将对标准化贷款担保进行详细讨论#

2"!,/ 标准化担保的范围只涉及金融工具% 不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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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产品担保领域#

($ 一般政府内经常转移

2"!,0 政府内经常转移是指不同政府单位间的

经常转移# 它包括& 不同级政府间的经

常转移% 例如在中央政府和省级或地方

政府单位之间经常发生的转移' 一般政

府和社会保障基金之间的经常转移等#

政府内经常转移不包括那些构成固定资

本形成总额的资金转移% 此种转移要处

理为资本转移#

2"!,1 一个政府单位可以作为另一个政府单位的

代理机构代行其某些职能% 例如% 在征收

自己应收税收的同时% 代为征收那些本应

缴给另一政府单位的税收# 用此种方式代

另一单位所征之税要直接记录为缴纳给了

另一单位% 不应将其视为该单位给另一单

位的经常转移# 该单位延迟移交给另一单

位的税款则要记录在金融账户中的 (其他

应收B应付款) 项目下#

+$ 国际经常性合作

2"!,2 国际经常性合作是指% 发生在不同国家政

府之间或政府与国际组织间的现金或实物

经常转移# 它包括&

)"接受者用以进行经常支出的政府间转

移% 包括自然灾害后的紧急援助% 此类

转移包括食品$ 衣服$ 毯子$ 药品等形

式的实物转移'

*"成员国政府支付给国际组织的年度或其

他定期缴款 !不包括应向超国家组织缴

纳的税"'

+"政府或国际组织对其他政府的支付% 用

于给那些被认为是其工作所在国家常住

者的技术支持人员支付薪水#

国际经常性合作不包括用于资本形成的转

移% 此类转移记录为资本转移#

.$ 杂项经常转移

2"!,3 杂项经常转移包括除保险相关保费和索赔!

一般政府内经常转移! 国际经常性合作外

的经常转移# 下文阐述了其中比较重要的

几种类型&

中央银行和一般政府之间的经常转移

2"!-4 如 0"!// 段所述% 有一种经常转移代表了

中央银行的非市场产出的价值% 记录为中

央银行对一般政府的应付项# 非市场产出

中包括货币政策服务% 它被视作公共消费#

2"!-! 当中央银行因政策目的以偏离市场利率的

利率向一般政府收取利息时% 也视为中央

银行和一般政府之间发生了转移% 该转移

也包括在本项目中# 对于这种情形下的转

移如何进行记录% 1"!,, 到 1"!,0 段已经

做过了描述#

支付给$(6#7的经常转移

2"!-, 支付给$(6#7的经常转移是指% $(6#7从

其他常住机构单位或非常住机构单位处获

得的" 表现为会员费! 募捐! 自愿捐赠等

形式 #无论定期还是非定期缴纳$ 的经常

转移# 给$(6#7的转移或用来支付 $(6#7

非市场生产活动的成本% 或用来形成基金%

利用基金可以以社会救济福利的形式向常

住或非常住住户支付经常转移# 向慈善团

体捐献食品$ 衣服$ 毯子$ 药品等% 让慈

善团体将这些物品分配给常住或非常住住

户% 考虑物品由住户重新获得% 此种形式

的转移也属于支付给 $(6#7的经常转移%

并按购买这些商品的支出处理为现金转移#

来自于住户的那些已不需要的赠予物和用

过的物品通常是没有市场价值的% 因此作

为转移在账户中是显现不出来的# 贵重物

品的赠予处理为资产负债表中贵重物品价

值的转移# 向如商会或贸易协会这样的为

企业服务的非营利机构 !$(6" 支付的会

员费或捐助% 处理为对所提供服务的支付%

因此并非转移 !参见 ."22 段"% 此种会员

费或捐助要作为中间消耗记录在生产账户

中% 而不能记录在收入再分配账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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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收入再分配账户&&&详细列示其他经常转移项目&&&使用方

使用

交易和平衡项
非金融

公司

金融

公司

一般

政府

住户 $(6#7 经济

总体

国外 货物与

服务

合计

经常转移 32 ,11 ,.2 /2, 1 !,!, !1 !,,3

所得税$ 财产税等经常税 ,. !4 4 !12 4 ,!, ! ,!-

净社会缴款 --- --- ---

实物社会转移之外的社会福利 0, ,4/ !!, 4 / -2. -2.

其他经常转移 !, 0, !-0 1! , ,2- !0 ,33

?非人寿保险净保费 2 !- . -! 4 /0 , /2

??非人寿直接保险净保费 2 4 . -! 4 .- ! ..

??非人寿再保险净保费 !- !- ! !.

?非人寿保险赔付 .2 .2 !, 04

??非人寿直接保险赔付 ./ ./ 4 ./

??非人寿再保险赔付 - - !, !/

?一般政府内经常转移 30 30 4 30

?国际经常性合作 -! -! ! -,

?杂项经常转移 . ! / .4 , /, ! /-

??支付给$(6#7的经常转移 ! ! / ,3 4 -0 4 -0

??常住住户与非常住住户间的经常转移 1 1 ! 2

??其他经常转移杂项 - 4 4 . , 3 4 3

可支配收入总额 ,,2 ,/ -!1 !,!3 -1 !2,0 !2,0

可支配收入净额 1! !- ,34 !!30 -. !04. !04.

住户间经常转移

2"!-- 住户间经常转移是指% 常住住户向其他常

住住户或非常住住户支付" 或者从他们那

里获得的经常转移# 此类转移包括所有现

金转移和实物转移的价值# 对于汇款来讲%

住户之间的经常转移通常是指个人转移#

它包括了在同一国家不同区域常住$ 或在

不同国家常住的同属一个家庭的成员之间

的定期汇款% 这种汇款通常来自于家庭中

某位在国外工作了一年或以上时间的成员#

由于季节性工人在国外工作的时间不到一

年% 他们仍是原居住国的常住者 !也就是

说% 仍是原住户的成员"% 因此季节性工

人给其家庭的汇款不属于国际间转移% 如

果他们在国外工作期间是作为非常住国的

雇员或服务提供者% 他们的所得要记录为

来自国外的雇员报酬#

2"!-. 非常住住户支付给常住住户的经常转移

!反之亦然" 是政策很关心的项目# 此外%

也建议为个人汇款和总汇款在国际收支平

衡表中设置备忘项目# 来自国外的个人汇

款等于& 来自国外的个人转移加上来自国

外的雇员报酬再减去雇员在国外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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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续%" 收入再分配账户&&&详细列示其他经常转移项目&&&来源方

来源

交易和平衡项
非金融

公司

金融

公司

一般

政府

住户 $(6#7 经济

总体

国外 货物与

服务

合计

初始收入总额B国民总收入 ,/. ,1 !32 !-2! . !20. !20.

初始收入净额B国民净收入 31 !/ !1! !-/2 ! !0., !0.,

经常转移 1, ,1/ -01 .,4 .4 !!1. // !,,3

所得税$ 财产税等经常税 ,!- ,!- 4 ,!-

净社会缴款 00 ,!- /4 4 . --- 4 ---

实物社会转移之外的社会福利 -2. -2. 4 -2.

其他经常转移 0 0, !4. -0 -0 ,.. // ,33

?非人寿保险净保费 .1 .1 !! /2

??非人寿直接保险净保费 .. .. ..

??非人寿再保险净保费 , - !! !.

?非人寿保险赔付 0 !/ ! -/ 4 /1 - 04

??非人寿直接保险赔付 0 ! -/ ., - ./

??非人寿再保险赔付 !/ !/ 4 !/

?一般政府内经常转移 30 30 4 30

?国际经常性合作 ! ! -! -,

?杂项经常转移 4 4 0 ! -0 .- !4 /-

??支付给$(6#7的经常转移 -0 -0 -0

??常住住户与非常住住户间的经常转移 ! ! 1 2

??其他经常转移杂项 0 0 - 3

因此% 个人汇款显示出收入从国外住户或

在国外工作不到一年的住户成员处转移到

常住住户的总流量# 来自于国外的总汇款

等于个人汇款加社会福利 !包括国外到期

应付的$ 与住户成员的先前工作相关的养

老金"# 给国外的支付也与此相应地来定

义# 如果要进一步了解相关事项的详情%

可以参考第 ,0 章和;(90#

罚金和罚款

2"!-/ 法院或准司法性主体对机构单位所收取的

罚金和罚款视为强制性的经常转移# 但是%

税收机关对逃税或逾期缴税所收取的罚金

或其他罚款通常并不与税本身分开% 因此

在实践中归为税收而不记录在罚金和罚款

项目下' 为获得执照而支付的费用与之情

况类似% 此种支付或是税或是对政府单位

所提供服务的支付 !参见 2"/. 段"#

抽彩和赌博

2"!-0 彩票和赌注的支付额包括了两个部分& 对

组织抽彩或赌博的单位所支付的服务费'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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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部分则为付给赢家的经常转移# 服务

费在数额上可以相当巨大% 需要用来缴纳

对赌博服务所征收的生产税# 在 #$%中%

转移被视为直接发生在抽彩或赌博的参与

者之间% 也即住户之间#

2"!-1 某些彩票的支付额中可以包括三个部分%

有两项是刚才已说明过的服务费和住户间

的转移% 第三项则是给慈善团体的捐款%

这一部分显示为支付给慈善团体***通常

是$(6#7***的转移#

2"!-2 如果非常住住户参加了抽彩或赌博% 住户

部门和国外部门之间就可能发生大规模的

净转移#

2"!-3 在某些情况下% 抽彩的赢家并不立刻一次

性地获得全部所赢金额% 而是在未来以收

入流的形式逐渐获得# 在 #$%中% 此种情

况处理为一次性获得了全部所赢金额并立

即购买了年金# 年金的记录将在第 !1 章第

! 部分进行说明#

补偿支付

2"!.4 补偿支付是指% 机构单位支付给其他机构

单位的" 以补偿前者所造成的! 非寿险公

司未理赔的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为目的的

经常转移# 补偿支付或者是按法庭判决执

行的强制性支付% 或者是在法庭外由双方

协商决定# 该项目包括对其他机构单位所

致伤害或损失的补偿% 也包括政府单位或

$(6#7为补偿自然灾害所致伤害或损失而

支付的优惠赔付#

4" 实物社会转移

2"!.! &节已经解释过% 收入再分配账户关注和

记录收入是怎样通过现金转移和视为现金

转移的实物转移在部门之间进行再分配的#

但是% 仍有一些重要类别的转移% 所涉及

的消费支出是由政府和 $(6#7承担的% 这

种转移被称为实物社会转移# 实物社会转

移是指% 政府和$(6#7免费或以没有显著

经济意义的价格提供给住户的货物和服务#

此类转移特点鲜明% 因此有两个专门的账

户用来记录它们#

2"!., 实物社会转移是指政府和 $(6#7代表住户

所进行的最终消费支出# 因此实物社会转

移被做为个人消费的货物服务% 它不同于

国防或路灯之类在 #$%中称为公共服务的

公共物品 !第 3 章将对政府个人支出和公

共支出的差别进行更多地讨论"# 政府选

择向住户提供个人服务的原因主要有二&

其一% 由政府来集中地满足社会大部分人

群$ 甚至全社会的需求% 以实现更高的成

本效率' 其二% 政府能确保以对住户来说

较合理的成本提供服务% 能规定可测的服

务标准% 能要求住户利用服务% 例如要求

孩子上学#

2"!.- 出于分析的目的% 核算住户消费时% 将实

物社会转移所提供的货物和服务包括在内

是十分可取的# 但是% 要对住户消费的口

径进行扩展% 必须同时也扩展收入的口径%

以便与之匹配% 因为住户储蓄是不受不同

口径的影响的# 为了能在体系中包括不同

口径的住户收入和住户消费% #$%引入了

如下两个账户& 其一形成于收入的替代测

度 !实物收入再分配账户"% 另一个显示

消费的替代测度% 即在第 3 章描述的调整

后可支配收入使用账户#

!$ 实物收入再分配账户

2"!.. 实物收入再分配账户开始于收入再分配账

户的平衡项***可支配收入% 并根据实物

社会转移价值对之进行调整% 以获得新的

平衡项***调整后可支配收入# 对住户来

说% 调整后可支配收入要高于可支配收入%

对政府和$(6#7来说则相反#

($ 支付给非常住者的实物社会转移

2"!./ 原则上% 实物社会转移可以支付给非常住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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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一个简单的例子是& 一般政府部门中

的医院向外国游客所提供的紧急医疗服务#

但正如非常住住户可以从本国政府的实物

社会转移中获益一样% 常住住户也可以从

另一经济体政府的实物社会转移中获益#

一般来说% 付给非常住者的流量在实物社

会转移总规模中只占一个较小的比例% 因

此除非有有力的反面证据% 按惯例可以假

设& 付给非常住者的流量等于从其他经济

体政府 !和 $(6#7" 获得的流量# 按这一

惯例% 经济总体的可支配收入总额恰等于

调整后可支配收入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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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收入使用账户

#" 引言

3"! 收入使用账户用于反映住户$ 政府和为住

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 !$(6#7" 如何将可

支配收入在最终消费和储蓄之间进行分配#

除非特别说明% 本章中的消费均指最终消

费# 与可支配收入和消费这两个概念相对

应% 存在着两个收入使用账户# 第一个收

入使用账户是可支配收入使用账户% 如表

3"! 所示% 着重强调可支配收入和源于此

项收入的消费性货物服务支出' 第二个收

入使用账户是调整后可支配收入使用账户%

如表 3", 所示% 着重强调机构单位***特

别是住户***所获得并使用的消费性货物

服务% 无论这些消费性货物服务是通过支

出获得的还是通过实物社会转移获得的#

为解释两个账户的差别% 需要定义一些关

键术语#

3", 消费性货物服务是指% 住户部门! $(6#7

或政府部门用于直接满足个人需要 #或需

求$ 或社会成员公共需要 #无须在#$%所

定义的生产过程中进一步加工$ 的货物或

服务(

3"- 个人消费性货物服务是指住户获得并用于

满足住户成员需要或需求的货物或服务(

个人消费性货物服务通常都能在市场上买

卖% 尽管它们有时是免费或以无经济意义

的价格提供 !如实物社会转移" 的# 实际

上% 所有货物和大部分服务都是个人消费

性货物服务#

3". 公共消费性服务是指同时提供给社会全体

成员或某一部分成员 #如生活在某一地区

的所有住户$ 的服务( 公共服务由全社会

或某一部分成员自动获得并消费% 而无须

他们采取任何行动# 典型的例子如全国或

地方一级的公共管理和安全保障# 公共服

务即经济理论中所说的 (公共物品)# 从

其性质上说% 公共服务不能在市场上出售

给个人% 要由政府以税收或其他财政收入

来支付# 个人和公共消费性货物服务的区

别详见 3"3! 段至 3"32 段#

3"/ $(6#7向其成员提供的某些服务具有公共

服务的一些性质' 例如% $(6#7进行的某

些研究可能使社会全体成员受益# 但是%

从其性质上讲% $(6#7提供的大部分服务

是个人服务' 如果无法识别出那些具有公

共服务性质的 $(6#7产出% 就可以将

$(6#7提供的所有服务都作为个人服务处

理#

3"0 正如本章后文所述% 支出属于承担费用的

机构单位% 即使货物服务并未提供给它们#

因此% 政府或 $(6#7通过实物社会转移将

个人货物服务提供给住户% 为此发生的支

出应记录为政府或 $(6#7的最终消费支

出# 尽管政府或 $(6#7实际上并没有消费

以实物社会转移形式提供的货物和服务%

但它们为这些货物服务付款并可以决定所

要提供的数量% 因此% 它们在这些货物服

务上的支出必须与其可支配收入一起记录

在 #$%的账户中# 但是% 如果消费这些货

物服务的单位不是控制和出资单位% 那仅

仅记录该项支出还不够# 为了弄清这些消

费的受益单位% 还必须显示出这些货物服

务实际上是转移给住户部门使用的# 由此

产生了最终消费支出与实际最终消费的区

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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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在可支配收入使用账户中% 主要来源项目

是可支配收入% 即从收入再分配账户结转

的平衡项% 主要使用项目是最终消费支

出# 最终消费支出是消费性货物服务的支

出总额( 在调整后可支配收入使用账户

中% 主要来源项目是调整后可支配收入%

即从实物收入再分配账户结转的平衡项%

主要使用项目是实际最终消费# 实际最终

消费测量的是所获得的消费性货物服务总

量(

3"2 在第 2 章介绍的实物收入再分配账户中%

住户部门的调整后可支配收入是其可支配

收入加上应得的实物社会转移价值% 而政

府和$(6#7的调整后可支配收入则是其可

支配收入减去应付的实物社会转移价值#

与实物收入再分配账户相对应的是调整后

可支配收入使用账户% 其中住户部门的实

际最终消费是其最终消费支出加上应得的

实物社会转移价值% 而政府和 $(6#7的实

际最终消费则是其最终消费支出减去应付

的实物社会转移价值# 因此 #$%中有两个

账户描述可支配收入的来源% 同时也有两

个收入使用账户#

3"3 在可支配收入使用账户和调整后可支配收

入使用账户中% 需要有一个调整项来反映

记录在金融账户中的养老金权益的变化#

储蓄是这两个收入使用账户的平衡项% 它

既可用进行了养老金权益变化调整的可支

配收入减去最终消费支出来计算得到% 也

可用进行了养老金权益变化调整的调整后

可支配收入减去实际最终消费来计算得到#

因此% 无论是可支配收入使用账户还是调

整后可支配收入使用账户% 计算出来的储

蓄是相同的#

3"!4 由于很难估算固定资本消耗% 所以% 与可

支配收入和调整后可支配收入一样% 储蓄

可能不得不按总额记录% 即包含固定资本

消耗# 但是% 正如在其他地方所述% 从理

论上来讲% 净额更合适#

3"!! 企业部门没有最终消费支出# 它们购买的

货物服务可能与住户用于最终消费的货物

服务 !例如电或食物" 没有什么两样% 但

这些货物或服务者被用于中间消耗% 或者

作为实物报酬提供给其雇员# #$%假定%

企业部门不会对住户部门转移消费性货物

或服务# 企业部门既不提供也不接受实物

社会转移% 因此区分可支配收入与调整后

可支配收入就没有实际意义# 所以% 就企

业部门而言% 可支配收入使用账户和调整

后可支配收入使用账户都是虚设账户% 不

存在最终消费支出或实际最终消费的记

录# 除了上文提到过并将在 3",4 至 3",/

段详述的养老金权益这一调整项外% 企业

部门总储蓄 !或净储蓄" 肯定等于其可

支配收入或调整后可支配收入总额 !或

净额"# 在其他文献里% 公司的储蓄通常

被称为公司 )留存收益* 或 )未分配收

入* (

!$ 可支配收入使用账户

3"!, 如表 3"! 所示% 除平衡项储蓄外% 可支配

收入使用账户仅包括三个主要项目# 可支

配收入% 从收入再分配账户平衡项结转而

来% 记录在账户右边的来源方' 最终消费

支出则记录在账户左边的使用方# 正如前

文所述% 本账户主要与三个发生最终消费

支出的部门有关% 即一般政府部门$

$(6#7和住户部门#

3"!- 本账户的平衡项是储蓄# 但是% 在测算该

项目之前% 必须先引入反映养老金权益变

化的调整项% 以将一定数量的储蓄在部门

间重新分配# 之所以需要该调整项% 是由

养老金缴款及福利在收入再分配账户中的

记录方式决定的# 对住户而言% 该调整项

记录在右边的来源方% 对金融机构或其他

承担养老金债务的单位而言% 则记录在左

边的使用方#

3"!. 表 3"! 中列示的最终消费支出已经在个人

消费支出和公共消费支出之间进行了分解%

从而即可得出后文所述的核算关系# 但是%

通常希望能够按支出目的或货物服务类别

对最终消费支出进行细分# 多数用户希望

至少能够进行一定程度的细分% 例如% 区

分出货物支出与服务支出% 耐用品支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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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可支配收入使用账户&&&使用方

使用

交易和平衡项
非金融

公司

金融

公司

一般

政府

住户 $(6#7 经济

总体

国外 货物与

服务

合计

最终消费支出 -/, !4!/ -, !-33 !-33

?个人消费支出 !2. !4!/ -! !,-4 !,-4

?公共消费支出 !02 ! !03 !03

养老金权益变化调整 4 !! 4 4 !! 4 !!

总储蓄 ,,2 !. @-/ ,!/ / .,1 .,1

净储蓄 1! , @0, !3, , ,4/ ,4/

对外经常项目差额 @!- @!-

非耐用品支出# 在供给和使用表中则需要

按货物和服务种类进行划分% 具体讨论见

第 !. 章#

," 调整后可支配收入使用账户

3"!/ 如表 3", 所示% 除平衡项储蓄外% 调整后

可支配收入使用账户同样包括三个主要项

目# 调整后可支配收入% 从实物收入再分

配账户平衡项结转而来% 记录在账户右边

的来源方' 实际最终消费记录在账户左边

的使用方# 同可支配收入使用账户一样%

在测算平衡项储蓄之前% 也要引入养老金

权益变化这一调整项# 本账户主要与一般

政府部门$ $(6#7$ 住户部门有关#

3"!0 住户部门的实际最终消费是其最终消费支

出加上应得的实物社会转移价值% 而政府

部门和$(6#7的实际最终消费则是其最终

消费支出减去应付的实物社会转移价值#

有些实物社会转移由非常住单位获得 !例

如公立医院对非常住游客提供的紧急医疗

服务"% 但是它在实物社会转移总额中占

比非常小# 另外% 在国外的本国常住单位

也可能以类似方式从非常住政府 !或

$(6#7" 的实物社会转移中受益# 因此%

除非有确凿的理由% 这里假定这两个数据

正好互相抵消% 因此实物社会转移总额可

表示为应付给常住居民的实物社会转移#

这样% 对经济总体而言% 实际最终消费价

值就等于最终消费支出总额#

表 6$(" 调整后可支配收入使用账户&&&使用方

使用

交易和平衡项
非金融

公司

金融

公司

一般

政府

住户 $(6#7 经济

总体

国外 货物与

服务

合计

实际最终消费 !02 !,-4 ! !-33 !-33

?实际个人消费 !,-4 !,-4 !,-4

?实际公共消费 !02 ! !03 !03

养老金权益变化调整 4 !! 4 4 !! 4 !!

总储蓄 ,,2 !. @-/ ,!/ / .,1 .,1

净储蓄 1! , @0, !3, , ,4/ ,4/

对外经常项目差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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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续%" 可支配收入使用账户&&&来源方

来源

交易和平衡项
非金融

公司

金融

公司

一般

政府

住户 $(6#7 经济

总体

国外 货物与

服务

合计

可支配收入总额 ,,2 ,/ -!1 !,!3 -1 !2,0 !2,0

可支配收入净额 1! !- ,34 !!30 -. !04. !04.

最终消费支出 !-33 !-33

?个人消费支出 !,-4 !,-4

?公共消费支出 !03 !03

养老金权益变化调整 !! !! 4 !!

3"!1 住户部门实际最终消费衡量的是住户部门

获得的 !无论是通过购买还是通过政府或

$(6#7转移得到的" 并用于满足自身需求

!或需要" 的消费性货物服务的价值# 因

此% 与最终消费支出相比% 它能更好地反

映居民的生活水平# 在有些国家% 以实物

社会转移形式提供给住户的非市场个人货

物服务的价值相当大% 当然这主要取决于

这些国家政府所奉行的社会经济政策% 所

以% 住户部门实际最终消费的价值可能大

大超过其支出# 基于上述原因% 住户部门

实际最终消费有时也被称作 (扩大的) 居

民消费或居民 (总) 消费% 但 #$%不使用

这些术语# 同时% 一般政府部门的实际最

终消费则相应地小于其最终消费支出#

+$ 两个收入使用账户的联系

3"!2 两个收入使用账户之间既非序列关系也非

层级关系% 它们是服务于不同分析目的或

政策目的的平行账户# 一个说明是哪些单

位发生了支出% 另一个说明是哪些单位从

支出中受益% 以及住户消费的自给程度#

#$%对作为实物社会转移的货物服务价值

采取两种不同方式记录% 这两种方式都反

映了政府或$(6#7资源的使用&

)"作为政府部门或 $(6#7支付的最终消费

支出'

*"作为政府部门或 $(6#7支付的$ 住户

表 6$( $续%" 调整后可支配收入使用账户&&&来源方

来源

交易和平衡项
非金融

公司

金融

公司

一般

政府

住户 $(6#7 经济

总体

国外 货物与

服务

合计

调整后可支配收入总额 ,,2 ,/ !-- !.-. 0 !2,0 !2,0

调整后可支配收入净额 1! !- !40 !.!! - !04. !04.

?实际最终消费 !-33 !-33

?实际个人消费 !,-4 !,-4

实际公共消费 !03 !-0

养老金权益变化调整 !!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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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获得的实物社会转移% 并记录为住

户部门实际最终消费的一部分#

3"!3 尽管可支配收入和调整后可支配收入的差

别在于实物社会转移% 但是% 切不可将可

支配收入理解为可得到的现金收入# 可支

配收入还包括很多非现金项目% 例如第

2",, 段和 2",- 段中介绍的自产自用或实

物报酬等非现金收入#

.$ 养老金权益变化调整

3",4 个人在整个工作生涯中都在通过社会保险

计划积累养老金权益% 因此% 这种权利构

成个人的资产$ 最终支付养老金的单位的

负债# 社会救济下的养老金不包括在内%

因为其数额并不随时间以可预知方式或因

可预见的原因而自然增加# 社会保障福利

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有些国家% 政府负责

支付养老金 !甚至包括向非政府雇员支

付"% 而这些养老金要通过社会保障基金

支付# 第 !1 章第 , 部分将详细讨论% 何时

将这些计划产生的负债纳入系列账户中%

何时只能反映在附表中# 在本章中% (养

老金计划) 这一说法用来指代那些负债能

纳入系列账户 !包括积累账户和资产负债

表" 的社会保障计划以及其他所有就业相

关计划#

3",! #$%将养老金计划作为对拥有计划债权的

住户的负债# 养老金领取者向基金支付养

老金缴款和领取养老金则构成其金融资产

的获得与处置# 但是% 这可能与有关住户$

特别是领取养老金的住户的认知不一致%

他们习惯于将领取的养老金视为经常转移

收入# 而且% #$%确实是将 !至少一部

分" 通过社会保障计划和社会救济领取的

养老金处理为经常转移#

3",, 为了提供对分析有关住户行为更加有用的

收入资料% 领取养老金的住户向所有养老

金计划和社会保障支付的养老金缴款以及

领取的养老金要分别作为社会缴款和社会

保险福利记录在收入再分配账户中# 因此%

它们会影响住户部门的可支配收入水平#

3",- 将养老金缴款和福利作为经常转移的理论

基础在于% 从整个经济看% 养老金发放本

质上是住户部门之间的再分配过程# 由于

缴款与福利不一定完全相等% 为此就会影

响住户的储蓄% 例如% 如果全体住户支付

的缴款比领取的福利要多% 其储蓄就要相

应减少# 同样地% 如果住户领取的福利超

过了他们的缴款% 储蓄却没有反映这个事

实% 即权益的负变化代表资产净值的减少#

然而金融账户已经明确地将养老金权益变

动显示为住户资产净值的增加% 所以% 必

须根据收入再分配账户中养老金缴款和福

利的差额对储蓄进行调整#

3",. 因此% 在可支配收入使用账户和调整后可

支配收入使用账户中均有养老金权益变化

调整这一项目# 它等于&

根据养老金计划应付的实际的和虚拟的社

会缴款总额

A?归属于养老基金受益人的财产收入中

应付的追加缴款总额

@?相关服务费

@?养老金计划中作为社会保险福利支付

的养老金总额

3",/ 当然% 对负责支付养老金的单位而言% 其

收入使用账户应作相反的调整# 这些调整

可能会影响到非常住机构单位% 包括住户

部门和养老金支付者#

/$ 储蓄

3",0 储蓄是这两个收入使用账户的平衡项# 无

论是可支配收入减去最终消费支出% 还是

调整后可支配收入减去实际最终消费% 得

到的储蓄数值都是一样的 !在两种方法

中% 都要先对上述养老金权益变化进行调

整"#

3",1 如前所述% 非金融公司和金融公司没有最

终消费支出或实际最终消费% 其净储蓄等

于其可支配收入净额或调整后可支配收入

净额 !对养老金权益的调整除外"#

3",2 储蓄是可支配收入 #已调整养老金权益变

化$ 中没有用于货物服务最终消费的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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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它可能是正数也可能是负数% 这要取

决于可支配收入是否超过最终消费支出#

假定储蓄为正 !并假定不存在资本转移"%

那么% 这部分未用的收入必定要用于获得

资产 !可能只是现金的增加" 或减少负

债# 如果储蓄为负% 那就意味着% 必定是

变卖了某些金融资产或非金融资产 !包括

现金的减少" 或增加了负债# 因此% #$%

中% 储蓄为经常账户和接下来的积累账户

提供了一个连接纽带#

3",3 如果储蓄为零% 即最终消费支出等于可支

配收入加养老金权益变化调整% 在不存在

资本转移的情况下% 机构单位就无须处置

任何资产或增加任何负债# 因此% 正如第

2 章所述% 可支配收入是一个机构单位在

不减少其现金$ 不变卖其他资产或增加负

债情况下% 在该核算期内能用于货物服务

最终消费的最大数额#

0$ 计算储蓄率

3"-4 储蓄率% 尤其是住户部门储蓄率% 是一个

很关键的经济变量% 通常用各部门的储蓄

除以其可支配收入来计算# 但是% 可支配

收入使用账户和调整后可支配收入使用账

户中都包含养老金权益变化调整项目% 由

此使这一计算过程变得比较复杂# 参与计

算的不是使用收入再分配账户或实物收入

再分配账户的平衡项 !可支配收入或调整

后可支配收入"% 而是使用加上养老金权

益变化调整后得出的可支配收入总额或调

整后可支配收入总额# 这样的总计数据才

是储蓄率计算中的分母#

%" 货物和服务的支出" 获得和消费

3"-! 最终消费支出与实际最终消费间的区别取

决于货物服务支出与获得之间的一般性区

别# 本节的目的不但要解释支出与获得之

间的区别% 还要解释它们与货物服务实际

使用或实物使用之间的区别#

!$ 支出

3"-, 货物服务支出定义为% 为得到出售者提供

给购买者或其指定的其他机构单位的货物

和服务" 购买者向出售者支付或同意支付

的价值额( 承担支付责任的购买者未必是

占有货物服务的单位# 如前所述% 政府或

$(6#7常常为出售者提供给住户的货物服

务支付费用# 而且% 正如后文所述% 购买

者不一定要用现金支付#

货物服务支出的记录时间

3"-- 当购买者承担对出售者的负债时% 货物或

服务的支出就发生了# 它通常发生在&

)"货物所有权从出售者转移到新的所有

者' 或

*"生产者提供的令消费者满意的服务完成

时#

3"-. 出售者因交付货物服务而实际获得付款的

时间不一定就是支出发生的时间# 正如第

- 章所述% 支付款项可以发生在所出售货

物服务实际交付之前或之后# 因此% 支出

额是以支出发生时应收和应付金额计算的#

如果在支出发生之前或之后付款% 那么%

在所有权变动或服务完成时% 两个相关单

位的金融资产或负债 !现金除外" 就必须

做相应改变#

3"-/ 实际上% 在有些情况下% 很难确定货物所

有权转移的确切时间或令消费者满意之服

务完成的确切时间# 所以% 有时会发生双

方对此看法不一甚至发生争议的情况#

($ 获得

3"-0 当机构单位成为货物的新所有者" 或向其

提供的服务完成之时" 意味着它们获得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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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货物服务( 支出单位所支付的交易价

格即为获得的价值# 大多数情况下% 交易

价格是市场价格# 一个机构单位或部门所

获得的货物服务价值等于通过自己支出而

获得的货物服务价值$ 加上以实物社会转

移形式而获得的货物服务价值$ 减去以实

物社会转移形式交付给其他单位的货物服

务价值#

3"-1 最终消费支出和实际最终消费之差正好是

消费性货物服务支出与获得之差# 由于所

有的消费性货物服务都既是支出对象同时

也是获得对象% 因此各部门最终消费支出

和实际最终消费之差解释了通过实物社会

转移形式而实现的货物服务再分配#

3"-2 消费支出和实际消费以及支出和获得之间

的区别只存在于最终消费中% 实物社会转

移很好地解释了这个区别#

+$ 货物服务消费

3"-3 货物服务消费是指在生产过程中或为了直

接满足人类需求 #或需要$ 而把货物服务

完全消耗掉的行为( 消费行为包括为满足

个人或公共需求 #或需要$ 而使用货物服

务( 最终消费对需求 !或需要" 的满足是

即时的$ 直接的' 而中间消耗则是间接的$

延迟的% 因为% 这些货物服务要用于生产

那些最终满足人类需求 !或需要" 的其他

货物服务#

3".4 就货物而言% 获得和使用的区别是相当清楚

的# 生产者所获得的货物在生产过程中实际

用尽之前% 可保留长短不一的时间# 住户也

可能先保留消费性货物然后再满足其需求

!或需要"# 只是少数货物极易腐烂% 需要立

即使用# 例如% 大多数食品都不必在获得之

后立即食用% 而是可以存放一段时间#

3".! 但是% 就服务而言% 区分获得和使用可能

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 接受服务的单位从

接受服务的那一刻起% 即自动受到这些服

务的影响% 并不需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来

从中受益#

耐用品与非耐用品

3"., 就货物而言% 区分获得与使用对分析来说

很重要# 在此基础上可以区分耐用品和非

耐用品% 这是一种在经济分析中广泛使用

的区分# 事实上% 耐用品与非耐用品的区

别并非在于其物理耐久性% 而在于该货物是

一次性用于生产或消费% 还是反复或连续地

使用# 例如% 从物理意义上讲% 煤是一种经

久耐用品% 但是它只能燃烧一次# 因此% 耐

用品是指可在至少一年的时间内反复或连续

使用" 并假定具有正常或平均物理使用率的

物品( 耐用消费品是以消费为目的! 可以反

复或连续使用一年以上的货物(

作为货物服务使用的消费

3".- 消费函数将效用表示为货物服务消费量的

函数% 其中所用的消费是指货物服务使用

而不是支出或获得# 为了测算此类消费活

动% 需要采用类似于生产账户中所使用的

核算程序# 在生产账户中% 针对用于生产

过程的货物% 清楚地区分了购买及随后作

为投入的使用#

3".. 实际上% #$%仅仅按支出和获得来测算住

户的消费# 住户对耐用品的反复使用只能

通过扩大生产界限才能进行确认% 即假定

耐用品在假设的生产过程中逐渐被消耗掉%

其产出就是服务' 然后这些服务记录为住

户在一段连续的时间内获得# 但是% #$%

并不是用此方法来处理耐用品的# 可以通

过卫星账户采用这种扩大的生产界限% 作

为 #$%的一种补充扩展#

," 间接测算的非货币交易价值

3"./ 根据买卖双方达成的协议% 购买者可用货 物$ 服务或其他非现金资产来偿还债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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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在易货交易时% 买卖双方可以相互

交换货物或服务# 再比如% 雇员可以提供

劳动而得到货物服务等实物报酬#

3".0 如果购买者未能支付或不愿支付现金% 则

需要用市场上以现金购买类似货物服务的

适当价格对这一支出作虚拟计算#

3".1 住户自产自用的货物的价值以及属于生产

界限范围内的家庭服务的价值也必须间接

测算#

3".2 为简洁起见% 须虚拟计算其价值的交易称

之为 (虚拟支出)% 并在下文中使用这一

术语# 但是% 严格来讲% 虚拟的只是货物

服务的价值% 而不是支出本身# 换句话说%

估价是虚拟的% 发生了交易却是事实# 因

此% 更合适的表达应该是间接测算的流量%

而不是虚拟计算的流量#

!$ 易货交易

3".3 易货交易是用一篮子货物服务与另外一篮

子不同的货物服务进行交易" 双方没有货

币支付( 在易货交易中获得的货物服务价

值构成了虚拟支出# 在易货交易中% 交换

的货物服务价值必须虚拟计算为它们的市

场价值# 因此% 如果将通过易货交易获得

的货物服务用于居民消费% 其虚拟价值必

须记录为住户部门的最终消费支出# 如果

用于易货交易的货物是现存货物并且不是

当期的产出% 则提供货物的单位必须将其

记录为负的虚拟支出% 就如同将现存货物

的销售记录为负支出一样#

3"/4 在易货交易中% 交易双方都要记录其支出#

支出价值应以易货产品的生产者价格为基

础来计算# 实际操作中可能不涉及产品税

或运输成本% 在这种情况下% 生产者价格

与基本价格没有区别# 用作易货交换的货

物服务价值不一定一致% 因此% 所虚拟的

易货交易价值应该是所交换的货物或服务

估价的简单平均数% 以此保证交易双方都

按相同的支出金额记录# 某项易货交易的

标的物品可能随后会以更高的价格与另一

主体进行交换% 而主导这两项交易的主体

会从中获取价差# 但是% 每一项易货交易

都仅包括两方% 其中不存在批发或零售加

价#

($ 作为实物收入获得的货物服务支出

3"/! 雇员得到的实物收入是以雇主作为劳动者

报酬而提供给雇员的货物服务的价值来测

算的# 收到实物报酬的雇员被认为做出了

与其所收到货物服务的市场价值 !雇主生

产货物服务按生产者价值计算% 雇主购买

的货物服务则按购买者价值计算" 相等的

一笔支出% 其支出费用即源于所收到的实

物报酬# 因此% 此类货物服务价值既要记

为住户部门的最终消费支出% 又要记为其

实物收入#

3"/, 必须将作为实物报酬提供给雇员的货物服

务与因工作需要提供给雇员的货物服务区

别开来% 后者属于企业的中间消耗# 原则

上这一区别是很清楚的# 为使雇员能完成

工作% 雇主必须向雇员提供工具$ 设备$

专用工作服等货物或服务% 这些是企业的

中间消耗' 另一方面% 那些雇员可在自己

支配的时间内用于直接满足自己或家庭成

员需求或需要的货物服务则属于实物报酬#

但在实际中% 必然存在难以确定的两可情

况% 例如% 工作服既可在工作时间穿% 又

可以在工作以外的时间穿# 列入实物报酬

的货物服务的详细清单% 可见第 1 章雇员

报酬一节#

+$ 自产自用货物服务的支出

3"/- 如果机构单位将自己生产的货物服务用于

自己的最终消费或固定资本形成% 显然就

是由自己承担了这些费用# 因此% 应将这

些费用记为发生的支出% 其金额以市场上

销售类似货物服务的基本价格来估算% 如

果没有合适的基本价格% 则使用其生产成

本估算#

3"/. 住户部门最终消费支出中应包括由住户所

拥有的非法人企业生产的$ 被留作住户成

员消费的货物服务价值# 在同一住户内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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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消费而从事的服务不属于 #$%的生产

范围% 但自有住房所有者提供的住房服务

和付酬家庭雇员提供的服务则要包括在其

中# 住户为自已消费而生产的货物或服务

的费用是由自己负担的% 因此很明显% 这

一支出额虽然必须间接测算% 但也是在住

户处发生的# 同一住户内自产自用的货物

和服务主要有以下几类&

)"农户 !包括自给性农户或仅将农业生产

作为次要活动甚至是闲暇活动的其他住

户" 生产并用于自己最终消费的粮食或

其他农产品'

*"住户所拥有的非法人企业所生产的$ 并

为其成员所消费的其他种类的货物'

+"自有住房所有者为自己最终消费而提供

的住房服务 !下文将对该项目作进一步

讨论"'

5"住户雇用付酬家庭雇员 !家务劳动者$

厨师$ 园艺师$ 司机等" 为自身最终消

费提供的家庭服务或其他服务#

3"// 除付酬家庭雇员的服务外% 上述货物或服

务的价值均需要根据现行市场上类似货物

服务的基本价格进行估算% 如果没有合适

的基本价格% 则可用生产成本估算# 依据

常规% 付酬家庭雇员提供的服务价值直接

按所支付的现金和实物报酬估算#

-" 住户最终消费支出

!$ 引言

3"/0 住户部门最终消费支出是指由常住住户承

担的消费性货物服务的支出# 除购买的消

费型货物服务外% 最终消费支出还包括易

货交易的虚拟支出$ 以实物收入形式收到

的货物服务的虚拟支出$ 同一住户自产自

用的货物服务的虚拟支出% 其估算方法已

在<节解释#

3"/1 最终消费支出不包括住宅等固定资产或贵

重物品支出# 住宅是为所有者提供住房服

务的货物% 因此% 住户在住宅上的支出属

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所有者出租住宅的

租金记为所有者的住房服务产出和承租人

的最终消费支出# 如果是所有者的自用住

宅% 其住房服务的虚拟价值要同时记录为

所有者的产出和最终消费支出# 贵重物品

是永不变质的珍贵耐用品% 不会在消费或

生产中被消耗掉% 获得的主要目的是保值#

贵重物品主要包括艺术品$ 宝石$ 贵金属

以及用宝石和贵金属加工的珠宝# 人们持

有贵重物品是希望其价格相对于其他货物

服务价格而言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

或至少不会下降# 尽管贵重物品的所有者

可能因拥有它们而满足% 但它们并不会像

一般消费品 !包括耐用消费品" 那样会随

着时间的推移而被消耗掉#

3"/2 下面简要介绍某些特定情况或某些特定类

型的货物服务支出的处理#

($ 拥有非法人企业的住户的支出

3"/3 如果一住户中存在由一个或多个成员拥有

的非法人企业% 为经营目的发生的所有支

出均不列入住户消费支出# 必须确保只有

直接满足人的需求 !或需要" 的那部分支

出才能包括在住户部门最终消费支出中#

但这在实践中并不那么容易做到% 因为同

一货物或服务 !如电或其他燃料" 既可用

于经营目的又可用于最终消费# 因此不能

仅根据购买的货物服务的种类来判断是否

属于经营支出#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农场

!包括自给性农场"% 各种货物无论是购买

的还是自产的% 都既可用于住户最终消费

也可用作中间消耗% 例如% 玉米或土豆既

可用于住户成员消费也可用于喂养牲畜或

留作种子#

3"04 同样% 也要注意汽车$ 家具或电器设备等

耐用消费品的购买# 如果出于经营目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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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 应视作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但如果

是为了住户成员自用% 则应视作最终消费

支出# 原则上说这种区分是清楚的% 但

在实践中往往很模糊% 尤其是企业所有

者将汽车等耐用品部分用于经营目的$

部分用于个人使用的时候更是如此# 此

时% 耐用品的购买支出应按其用于经营

目的和个人使用目的的用量比例% 分为

企业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住户的最终

消费支出# 如果耐用品完全或部分是为

经营目的而购买的% 那么这种耐用品在

经营中使用而减少的价值就应记为该非

法人企业的固定资本消耗#

+$ 特定类型货物服务的支出

金融服务支出

3"0! 在适当情况下% 对住户承担的$ 由金融机

构提供但未直接收取费用的服务支出% 应

虚拟计算其价值# 在金融机构收费服务项

目上的支出应按通常办法记录#

保险和养老基金服务以外的金融服务

3"0, 金融机构 !不包括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

和贷款人会收取比参考利率高的利率% 支

付比参考利率低的利率# 正如第 0 章和第

1 章所述% #$%的利息应按参考利率记录

在初始收入分配账户中% 而 #$%的利息

与银行利息之差则要记录为住户的最终消

费支出 !如果能够识别出住户之非法人

企业的利息支出和收入% 则此费用应作为

这些企业的中间消耗% 但这通常是不可能

的"#

3"0- 当住户购买或处置外汇和其他金融资产时%

金融资产交易商通常会提出该资产的买价

和卖价# 交易时实际应收或应付价格与买

卖价均值之差也要处理为针对金融机构服

务的支出#

保险和养老基金服务

3"0. 本体系第 0 章阐述了针对保险公司和养老

金计划所提供服务价值的计算方法# 各部

门$ 子部门或机构单位消费的保险服务价

值% 是按它们实际支付的保费比例分摊保

险公司提供的服务价值而得到的# 如果产

出价值是分业务估算的 !如果可行这样处

理是合适的"% 则按保费比例分配的服务

费也必须分业务进行# 住户支付的金额记

作最终消费支出 !住户拥有的非法人企业

购买的保险服务除外% 这部分应作为中间

消耗"# 养老金计划的服务费则全部由住

户 !有些可能是非常住住户" 承担#

住宅服务! 维修和改良

自有住房服务

3"0/ 对所居住的房屋拥有所有权% 视同为拥有

一家非法人企业% 该企业提供了住房服务

并被其所属住户的居民所消费# 提供的住

房服务价值等于在市场上租用同样大小$

质量和类型的房屋所要支付的租金# 需要

关注针对房屋所缴纳的税款# 住房服务通

常很少缴纳增值税等税款% 但如果应缴纳

并且自有住房所有者又被免除交税% 则此

笔税款应从自有住房价值中扣除# 住房服

务的虚拟价值记作房主的最终消费支出#

装饰$ 小修理及维护

3"00 房客 (自已动手) 进行的常规装饰和小修

理活动% 不包括在生产范围之内% 为此所

购买的材料费应作为最终消费支出% 与支

付给建筑工人$ 木匠$ 水管工人等的服务

费的处理方式相同# 由房客负责的维护也

要视为最终消费支出#

3"01 所有者 !包括自住者" 在房屋装饰$ 小修

理和维护方面的支出通常被视为房主的责

任% 这部分支出不能作为住户部门最终消

费支出而应处理为住房服务生产过程中发

生的中间费用# 这些支出或者是对专业建

筑人员或装修工提供服务所支付的费用%

或者是购买用于 (自己动手) 修理和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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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材料费用% 后一种情况不涉及劳动成本#

只有自有住房服务虚拟租金里的增加值才

属于营业盈余#

重大改良

3"02 住宅重大改良 !即再建$ 改建或扩建" 支

出不列在上述装饰$ 小修理和维护类中#

因此% 它们不属于住户最终消费支出% 而

是要作为住宅所有者 !包括自住者" 的固

定资本形成总额处理#

耐用品的维修和保养

3"03 包括车辆在内的所有耐用消费品的维修和

保养支出% 其处理方式与房客进行的住房

小修理的处理方式相同# 无论是专业人员

进行的还是住户成员 (自己动手) 进行的

维修和保养% 都属于最终消费支出# 在后

一种情况下% 只将购买的材料价值列入住

户消费支出#

执照和收费

3"14 为了获得各种牌照$ 许可证$ 证书和护

照% 住户要向政府单位支付费用# 有时%

并不清楚政府单位是否实际提供了服务

!如测试或检验" 作为回报% 也不清楚这

种付款是否事实上属于税收# 正如 2"0.

!<" 段所述% 根据大多数国家的实际做

法% 对存在争议的情况% 均按以下惯例处

理& 住户为领取汽车$ 船只或飞机的保有

或使用牌照和领取狩猎$ 射击或钓鱼许可

证所支付的费用% 作为税收处理' 支付的

特定活动许可证 !如出租车许可证" 费

用% 作为生产税处理' 为其他种类的牌

照$ 许可证$ 证书$ 护照等支付的费用%

则作为服务购买处理% 并列入住户部门消

费支出#

.$ 住户部门最终消费支出分类

3"1! 住户部门最终消费支出是一个典型的覆盖

范围很大的总量指标% 其中包括了各种各

样的货物和服务# 因此% 常常需要对这一

指标进行细分# 可以利用 (主产品分类

!<(<") 按产品或服务种类细分' 也可利

用 ( 按 目 的 划 分 的 个 人 消 费 分 类

!<N6<N(") 按目的或功能 !如食物$ 保

健和教育服务等" 细分#

/$ 住户部门最终消费支出的记录时间和

估价

记录时间

3"1, 根据 #$%所采用的一般原则% 当应付支出

发生时% 即购买者对出售者有付款义务时%

就应记录这一支出# 也就是说% 对货物的

支出应在其所有权变更时记录% 而对服务

的支出则应在该服务交付完成时记录# 非

货币交易在相关货物可供住户使用时记录#

3"1- 采用分期付款购买协议$ 融资租赁或类似

融资方法购买的货物% 从交货时开始% 购

买者就要承担货物所有权带来的风险并享

有回报# 因此% 应在交货时虚拟为所有权

发生了变更% 即使此时没有发生法律意义

上的所有权变更% 也应假定此时发生了经

济所有权的变更# 在金融账户中也必须反

映购买者对提供分期付款的公司或金融公

司的负债#

估价

3"1. 住户支出是以住户支付的购买者价格记录

的% 包括购买时应付的所有产品税# 按照

0"0. 至 0"02 段的定义% 货物的购买者价

格是指在购买者指定的时间和地点交付一

单位货物应付的金额% 包括未列入销售者

发票价格但由购买者承担的所有运费#

3"1/ 易货交易的虚拟支出% 以实物收入形式收

到的货物的虚拟支出% 均按最初发生支出

的单位所支付的价格记录# 自产自用货物

的虚拟支出应按基本价格估价% 并要与其

作为产出的估价一致#

3"10 由于市场的不完善% 不同住户可能对同一

产品支付不同的价格# 价格差异可能会一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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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存在% 因为% 住户可能未意识到存在价

格差异' 或者住户只能掌握不完备的信息

***寻找以最低价销售的零售店的成本太

大# 即使住户注意到价格差异的存在% 但

要到最低价销售的商店购买也可能不太方

便或花费太大# 价格差异存在的另一个原

因是许多服务生产者有意识地实行价格歧

视% 即对同一种服务向不同住户收取不同

的价格 !例如% 向养老金领取者或低收入

者收取较低的费用"# 由于服务不能转卖%

因此% 在服务生产者中% 价格歧视极为常

见% 甚至是普遍存在的# 不过住户支出仍

要按实际支付的价格记录% 因为这是交易

的实际价值#

3"11 相同货物服务之间出现明显的价格差异%

往往并不是真正的价格差异% 而是由于不

同质量 !其中包括不同的销售条件" 所造

成的# 例如% 大宗购买货物或淡季购买服

务往往要价较低# 当然% 这种支出必须按

照实际支付的价格记录% 就是说% 要从标

价或报价中扣除大宗购买或淡季购买给予

的所有折扣#

对赊购的估价

3"12 当出售者向购买者提供赊购服务时% 购买

者价格不包括由此可能产生的任何利息或

服务费# 同样% 购买者价格也不包括由于

未能在购买时所确定的期限内付款而可能

承担的额外费用% 这类费用实际上是对出

售者提供赊销的利息付款# 正如 3"0, 段所

述% 如果赊购是通过金融机构办理的% 应

将总费用划分为金融服务费和利息# 如果

赊销由非金融机构提供% 则没有金融服务

费# 但需要注意% 许多大零售商设有处理

信贷业务的附属公司% 这些附属公司本身

应属于金融机构#

0$ 常住与非常住住户的支出

3"13 常住住户出国旅游时要发生支出% 而非常

住住户在一国经济领土内也要发生支出#

#$%的住户最终消费支出是指由常住住户

承担的支出% 无论这种支出发生在经济领

土之内% 还是在国外#

3"24 计算常住住户最终消费支出总额最方便的

做法% 是先计算经济领土内所有住户 !无

论常住还是非常住" 的支出总额% 然后再

对这一数字进行调整& 加上常住住户在国

外的支出% 减去非常住住户在本国经济领

土内的支出# 常住住户在国外的支出构成

进口% 而非常住住户的支出构成出口# 不

过% 虽然上述计算方法中使用了经济领土

内所有住户的支出总额这一指标% 但它并

非 #$%所确认的一个总量指标#

1" 住户部门实际最终消费

3"2! 住户部门实际最终消费是指各个住户获得

的消费性货物和服务# 住户部门实际最终

消费价值是以下三部分之和&

)"住户在消费性货物服务上的支出价值%

其中包括针对以无经济意义价格销售的

非市场货物或服务的支出'

*"政府单位以实物社会转移形式向住户提

供个人消费性货物服务时承担的相应支

出价值'

+"$(6#7以实物社会转移形式向住户提供

个人消费性货物服务时承担的相应支出

价值#

3"2, 政府单位或$(6#7承担的实物社会转移的

支出价值等于提供给住户的货物服务的价

值减去按无经济意义的价格收费时住户承

担的支出金额#

3"2- 如后文:和7节所述% 政府和$(6#7在个

人货物服务上的支出要区分为以下两个部

分& 一是这些单位作为非市场生产者进行

生产所发生的支出% 二是这些单位从市场

生产者那里购买货物服务并免费或以无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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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意义的价格提供给住户而发生的购买支

出# 这意味着住户部门实际最终消费总额

也可分为这两部分#

2" 一般政府部门的消费支出

3"2. 很多消费性货物服务 !无论是公共服务还

是特定的个人货物或服务" 支出是由一般

政府部门承担的#

3"2/ 一般政府部门最终消费支出有好几种分类

方法% 尤其是以下几种&

)"根据货物服务是由市场生产者生产还是

非市场生产者生产进行分类'

*"根据支出是用于公共服务还是用于个人

货物服务进行分类'

+"根据 (政府职能分类 !<N:N&") 的职

能或目的进行分类'

5"根据 (主产品分类 !<(<") 的货物或

服务种类进行分类#

!$ 在市场和非市场生产者产出上的支出

3"20 非市场生产者免费或以无经济意义的价格

向住户或社会公众提供其产出% 此方面的

支出在一般政府部门最终消费支出中所占

比例最大% 因此首先考虑这部分支出#

在非市场生产者产出上的支出

3"21 政府部门可能为自身最终消费而生产% 也

可能提供一些市场化产出% 但一般政府单

位的生产大部分属于非市场性的# 正如第

0 章所述% 非市场产出价值要以其生产过

程中的总成本来估算# 尽管政府会将货物

和服务转移给个人或群体% 但所发生的成

本仍要记录为政府部门的最终消费支出#

3"22 政府在非市场货物服务上的最终消费支出

不一定正好等于这些货物服务的政府产出

价值# 其支出金额应该等于产出的价值减

去用于政府资本形成的产品价值再减去销

售产品所获得的收入# 这些销售收入可能

来自以无经济意义的价格销售某些货物或

服务% 也可能来自以有经济意义的价格销

售某些货物或服务 !即次要的市场产出的

销售"#

在市场生产者生产的消费性货物或服务上
的支出

3"23 政府单位也会购买市场生产者生产的消费

性货物和服务% 并直接将它们提供给住户#

政府单位的作用仅限于为这些货物服务付

款并保证它们能够作为实物社会转移分配

给住户# 政府单位不对这类货物服务进行

任何进一步加工% 因此此项支出属于政府

单位的最终消费支出而不是中间消耗# 以

这种方式分配的货物服务价值属于实物社

会转移# 这样% 政府代表住户在市场货物

服务上的支出要同时记录为政府最终消费

支出和住户部门的实际最终消费#

政府产出和最终消费支出

3"34 政府最终消费支出可由下式推出&

一般政府的产出价值

@?用于政府部门自身资本形成的产出价值

@?以无经济意义价格和以有经济意义价

格出售的货物服务价值

A?向市场生产者购买并免费或以无经济

意义价格转移给住户的货物服务价值#

($ 在个人与公共货物服务上的支出

3"3! 政府消费支出应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为

住户个人承担的支出% 另一部分是为整个

社会或社会特定阶层承担的支出#

个人货物服务

3"3, 个人货物服务实质上是 (私人的)%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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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公共) 货物服务# 它们应具有如下特

征&

)"该项货物或服务被某住户或其成员获

得% 必须是可以被观察到的并可以按照

发生的时间予以记录的'

*"住户必须同意接受该项货物或服务的供

给% 并会采取必要的行动使这种供给成

为可能% 如去上学或去看病'

+"此类货物服务必须符合这样的条件& 即

当一个住户或个人或有限的一个小群体

获得了该货物或服务% 就排除了其他住

户或个人对该货物或服务的获得#

3"3- 之所以要提到有限的小群体是因为% 某些

服务是同时提供给一小群人的# 例如% 几

个人可同乘一辆汽车$ 火车$ 轮船或飞

机% 或者在同一班级上课$ 听同一场讲

座$ 听同一场音乐会或看同一场戏# 但

是% 如果能消费这些服务的人数有限% 则

它们本质上仍属个人服务# 社会的其他成

员不能消费这些服务% 因而也不能从中受

益#

3"3. 从福利角度来看% 个人货物服务的一个重

要特点是% 某一住户$ 个人或群体得到这

种货物或服务% 不会 !或很少" 给社会其

他成员带来好处# 虽然提供某种个人保健

或教育服务 !如接种$ 疫苗" 可能会给社

会其他成员带来某种外部收益% 但一般来

讲% 主要受益者仍是个人# 因此% 政府单

位在个人货物服务供应上发生支出时% 它

不仅需要决定花费的总额% 还要决定如何

在社会成员间分配这些货物服务# 从社会

经济政策角度来看% 分配方式和支出总额

同样重要#

按生产者类型划分的个人消费

3"3/ 在实物收入再分配账户与调整后可支配收

入使用账户中% 一般政府部门针对个人的

消费全部视作实物社会转移# 为便于分析%

需要将此类消费区分为两部分& 政府作为

非市场生产者生产的货物服务% 政府从市

场生产者那里购买并免费或以无经济意义

价格提供给住户的货物服务#

公共服务

3"30 大多数货物可归私人所有% 因此% 从这个

意义上讲% 货物消费都属于个人性消费#

与此不同的是% 某些服务是可以集体性地

提供给整个社会的# 这些公共服务的特点

可概括如下&

)"公共服务可以同时提供给社会每个成员

或社会的某些特定部分% 如某一特定地

区的社会成员'

*"这些服务的使用通常是被动的% 而且不

需要所有相关个人的明确同意或积极参

与'

+"向某个人提供一种公共服务并不减少它

所属团体或团体某特定部分中其他成员

所获得的服务量# 因此% 在公共服务获

得方面不存在竞争#

3"31 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主要包括安全和国防$

法律和秩序的维护$ 立法和制定规章条例$

公共卫生的维护$ 环境保护等# 社会所有

成员都能从这些服务中受益# 由于无法记

录个人对公共服务的使用% 因此不能按其

使用情况对个人收费#

个人服务与公共服务的界限

3"32 如果涉及政府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公共标

准的制定与实施$ 对生产者进行管理$ 发

放许可证或进行监督等% 则政府针对诸如

保健$ 教育等个人服务上的支出也应作为

公共服务处理# 例如% 国家卫生部或国家

教育部发生的支出% 由于涉及政策$ 标准

和规章条例等一般事务% 所以应包括在公

共消费支出中# 另一方面% 与一组医院$

中小学$ 大学或类似机构的管理或运转有

关的所有管理费用则应包括在个人支出中#

例如% 一组私人医院拥有一个中心机构%

该中心机构提供诸如采购$ 实验室$ 救护

车或其他设施等共同服务% 这些公共服务

的费用将包括在向病人收取的费用中#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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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医院是非市场生产者% 也必须遵循同样

的原则% 即向特定个人提供服务所发生的

一切费用% 包括提供公共服务的中心机构

的那些服务费用% 都应包括在个人服务支

出中#

政府的个人和公共支出分类

3"33 政府职能分类 !<N:N&" 是用于一般政府

及其子部门的一种交易分类# 它分为如下

十类&

4!?一般公共服务'

4,?国防'

4-?公共秩序和安全'

4.?经济事务'

4/?环境保护'

40?住房和公共设施'

41?保健'

42?娱乐$ 文化和宗教'

43?教育'

!4?社会保护#

3"!44 从 4! 到 40 类都是公共服务' 保健类里的

41"/ 与 41"0% 娱乐$ 文化和宗教类里的

42"- 至 42"0% 教育类里的 43"1 与 43"2%

以及社会保护类里的 !4"2 与 !4"3% 也是

公共服务# 在此部分里% 要包括那些未作

为资本形成记录的% 发生在一般行政管理$

规章$ 研究上的支出# 保健$ 娱乐$ 文化

和宗教$ 教育和社会保护类里的其他部分

!是这些类别的主要项目" 属于个人服务#

向企业提供的非市场服务

3"!4! 许多政府支出会使企业同住户一样受益%

例如% 对公路$ 桥梁$ 隧道等的清扫$ 维

修% 提供路灯照明等的支出# 这些服务的

消费可以被监测% 因此% 这类服务往往是

按市场原则通过收取道路通行费来提供的#

但是% 如果上述服务是免费提供的% 则很

难将免费提供给企业的服务与免费提供给

住户的服务区分开来% 因此% 依照惯例%

所有这类支出都被当作公共最终支出处理#

3"!4, 警察提供的治安$ 消防服务等公共服务是

免费提供给整个社会的% 也使企业与住户

同样受益#

3" 一般政府部门实际最终消费

3"!4- 政府实际最终消费等于其最终消费支出减

去以实物社会转移形式提供给住户的个人

货物服务支出# 因此% 政府单位的实际最

终消费等于其在公共服务上所承担的支出#

尽管公共服务是使整个社会或社会中的某

些部分受益而非政府受益% 但是正如前文

所述% 这些服务的实际消费不可能在单个

住户或部分住户 !如住户部门的子部门"

或企业之间分配# 因此% 仍属于承担其支

出的政府单位的实际最终消费#

3"!4. 确认和计算政府实际最终消费是为了达到

以下两个主要的分析或政策目的&

)"公共服务可视同为公共财政和经济理论

中界定的 (公共物品)# 从技术上讲%

按照其使用情况对某些公共服务的消费

者收费是可能的% 但是这样作的交易成

本会惊人的高# 这就为政府介入提供了

一个经济的而非政治的理论依据'

*"公共服务并未提供在住户之间重新分配

资源的机制# 由于再分配可能是政府政

策的主要经济目标之一% 所以将没有这

种效果的公共服务与由政府付款但最终

转移给各个住户的个人货物服务区分开

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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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78&4的消费支出

3"!4/ $(6#7所承担的消费支出的处理方法与一

般政府部门非常类似% 本节只列示不同之

处# 政府支出的主要资金来源是税收% 而

$(6#7支出的主要资金来源是募捐$ 缴款$

捐赠或财产收入#

3"!40 $(6#7提供服务的对象往往仅限于附属于

它们的成员% 尽管它们也可能会向第三方

提供个人货物或服务# 许多 $(6#7只关心

保护自己成员的利益或福利% 或提供给住

户或个人单独行动不易得到的娱乐$ 体育

或文化设施# 尽管 $(6#7是为其成员群体

提供服务% 但这些服务本质上说是个人的

而非公共的# 一般来说% 其成员以外的人

被排除在外% 不能从它提供的服务中受益#

3"!41 $(6#7也有可能提供公共服务# 例如% 私

人出资的非营利机构可能进行医学研究并

将其成果让大家免费使用# 但是% 除非这

类活动是明显的并可以计量的% 否则通常

假定 $(6#7的支出仅为个人货物服务支

出#

3"!42 $(6#7的最终消费支出可以按不同的方法

分类% 主要是以下几种&

)"根据货物或服务是由市场生产者生产还

是非市场生产者生产进行分类'

*"根据支出是用于公共服务还是用于个人

货物服务进行分类'

+"根据 (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支出目

的分类 !<N($6") 的职能或目的进行

分类'

5"根据 (主产品分类 !<(<") 的货物或

服务种类进行分类#

3"!43 与政府部门相同% $(6#7也可能从市场生

产者那里购买货物分配给住户# 它也可能

以无经济意义的价格出售其非市场产出或

以有经济意义的价格出售其次要的市场产

出而获得销售收入# 但是% 对许多 $(6#7

而言% 其消费支出额就是其非市场产出额#

按生产者类型划分的个人消费

3"!!4 在实物收入再分配账户与调整后可支配收

入使用账户中% $(6#7的全部个人消费均

作为实物社会转移处理# 为便于分析% 可

以将其分为两部分& $(6#7作为非市场生

产者生产的货物服务% $(6#7从市场生产

者那里购买并免费或以无经济意义的价格

提供给住户的货物服务#

8" '78&4的实际最终消费

3"!!! $(6#7的实际最终消费等于其最终消费支

出总额减去以实物社会转移形式提供给住

户的个人货物服务支出# 因此% $(6#7的

实际最终消费额等于其在公共服务上的支

出# 如果不能识别和测算 $(6#7提供的公

共服务% 则在账户中就不显示 $(6#7的实

际最终消费#

F" 最终消费支出与实际最终消费# 总结

3"!!, 本节概要说明发生最终消费的三个部门

***住户部门$ $(6#7部门和政府部门

***的主要消费总量在概念上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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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消费支出

3"!!- 住户部门最终消费支出是指常住住户在个

人消费性货物服务上的支出和虚拟支出"

包括那些以无经济意义的价格出售的以及

那些在国外获得的消费性货物和服务(

3"!!. 一般政府部门最终消费支出是指一般政府

部门在个人消费性货物服务以及公共消费

性服务上的支出和虚拟支出(

3"!!/ $(6#7的最终消费支出是指常住$(6#7在

个人消费性货物服务以及可能的公共消费

性服务上的支出和虚拟支出(

($ 实际最终消费

3"!!0 住户部门实际最终消费测量的是常住住户

获得的所有个人消费性货物服务的价值(

计入住户部门实际最终消费的货物服务有

以下三类&

)"通过住户自身支出获得的货物服务'

*"以实物社会转移形式从一般政府部门和

$(6#7处获得的货物服务% 是这些非市

场生产者的产出'

+"以实物社会转移形式从一般政府部门和

$(6#7处获得的货物服务% 是这些机构

从市场生产者那里购买并免费或以无经

济意义的价格提供给住户的#

3"!!1 一般政府部门的实际最终消费测量的是一

般政府向社会或社会大部分人提供的公共

消费性服务的价值(

3"!!2 $(6#7的实际最终消费测量的是$(6#7向

社会或社会大部分人提供的公共消费性服

务的价值(

+$ 经济体的最终消费总额

3"!!3 整个经济体的最终消费总额可以从两个角

度来看# 从支出角度来看% 它可以定义为

常住住户$ 常住 $(6#7和政府单位发生在

个人和公共消费性货物服务上的支出总额#

从实际最终消费角度来看% 它可以定义为

常住住户获得的所有个人货物服务价值加

上政府和$(6#7向社会或社会大部分人提

供的公共服务的价值#

3"!,4 如 2"!./ 段所述% 实物社会转移也可以提

供给非常住住户% 例如% 公立医院对外国

游客实施的紧急医疗服务# 但是% 与非常

住住户可能受益于一国政府的实物社会转

移一样% 常住住户也可能从其他国家的实

物社会转移中受益# 总的来说% 这部分对

非常住住户的转移相对于实物社会转移总

量来说很小% 除非有确凿的理由% 否则通

常假定% 对非常住住户的转移与从其他国

家政府 !或 $(6#7" 获得的转移正好相

等# 因此% 对于经济总体而言% 消费支出

与实际消费正好相等#

3"!,! 为了确保这两个总量指标相等% 常住住户

通过实物社会转移获得的货物服务必须按

照其在估算支出总量时使用的同一价格估

值% 以实物社会转移形式得到的货物服务

的记录时间也必须同支出总量的记录时间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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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章"资本账户

#" 引言

!4"! 机构单位所持有资产价值量的变化会涉及

四个账户# 资本账户是其中的第一个% 它

记录非金融资产的交易% 第二个是金融账

户% 记录金融资产和负债的交易# 资产物

量其他变化账户记录既非交易也非价格变

化导致的非金融资产和金融资产价值的变

化% 重估价账户记录价格变化对资产价值

的影响# 这四个账户通过记录机构单位或

部门所持有资产的所有价格和物量变化

!不论其是否由交易引起"% 即可显示资产

净值从期初到期末的变化% 并能够按照构

成项目对其进行分解# 所有四个账户的影

响全部集中反映在资产负债表中% 接下来

的各章会描述刚才提到的各其他账户#

!4", 表 !4"! 所示为资本账户% 其目的是记录常

住机构单位通过交易所获得或处置的非金

融资产价值% 并对由储蓄和资本转移引起

的资产净值变化进行说明# 交易可以涉及

其他机构单位 !常住单位和非常住单位皆

可"' 也可以是内部交易% 即该机构单位

保留自己生产的产品作为资本形成的交易#

!4"- 编制资产负债表时% 习惯的做法是将资产

记录在左边% 负债和资产净值记录在右边#

积累账户也采取同样的做法% 资产变化记

录在左边% 其他项目记录在右边# 如同经

常账户一样% 资本账户的平衡项% 即净贷

出或净借入% 记录在左边% 固定资本消耗

也记录在本账户的左边#

!4". 资本账户右边记录资产积累的资金来源%

具体包括净储蓄 !即从收入使用账户转来

的平衡项" 和资本转移# 应付资本转移用

负号记录#

!$ 所有权和资产的定义

!4"/ 第 - 章已经对所有权和资产进行了定义%

但这里回顾一下这些定义的关键特征是很

有帮助的# 区分法律所有权和经济所有权

十分重要& 诸如货物服务! 自然资源! 金

融资产和负债等实体的法定所有者" 是指

在法律上有权并能持续获得这些相关实体

之经济利益的机构单位( 相比之下" 诸如

货物服务! 自然资源! 金融资产和负债等

实体的经济所有者" 是指由于承担了有关

风险而有权享有该实体在经济活动期间内

运作所产生的经济利益的机构单位(

!4"0 每项实体都有一个法定所有者和经济所有

者% 虽然在很多情况下这个实体的经济所

有者和法定所有者是相同的# 当两者不相

同时% 法定所有者会把承担在经济活动中

使用这些实体之相关风险的责任和获取相

关收益的权利转交给经济所有者# 作为回

报% 法定所有者会接受来自经济所有者的

另一组相关收益和风险#

!4"1 当政府代表所有民众拥有一项实体的法律

所有权时% 由此产生的收益也归这个代表

所有民众的政府拥有# 这样% 政府既被视

为这些实体的法定所有者% 也被视为其经

济所有者#

!4"2 资产是一种价值贮备" 反映经济所有者在

一段时期内通过持有或使用该实体所生成

的一次性或连续性经济利益( 它是价值从

一个核算期转移到另一个核算期的载体(

#$%的所有资产都是经济资产#

-,,



," 非金融资产

!4"3 有两类不同的非金融资产需要加以区别&

生产资产和非生产资产#

)"生产资产是 #$%生产范围内作为生产过

程的产出而形成的非金融资产#

*"非生产资产是通过生产过程以外的方式

形成的非金融资产#

生产资产

!4"!4 生产资产主要有三类& 固定资产$ 存货和

贵重物品# 固定资产和存货是只有生产者

才持有的$ 以生产为目的的资产# 贵重物

品可以被任何机构单位持有% 主要作为价

值贮藏手段#

!4"!! 固定资产是生产过程中被反复或连续使用

一年以上的生产资产# 固定资产的显著特

征并不在于其具备某种物理意义上的耐用

性% 而是它可以在一段超过一年的长时期

里反复或连续地用于生产# 某些货物***

比如煤***从物理上来说可能是非常耐用

的% 但它们不是固定资产% 因为它们只能

被使用一次# 固定资产不仅包括构筑物$

机器和设备% 也包括可反复或连续用于生

产水果或奶制品等其他产品的树木或牲畜

等培育性资产# 固定资产还包括在生产中

使用的诸如软件或艺术品原件等无形资

产#

表 !)$!"资本账户&&&简表&&&资产变化

资产变化

交易和平衡项
非金融

公司

金融

公司

一般

政府

住户 $(6#7 经济

总体

国外 货物与

服务

合计

资本形成总额 -42 2 -2 // / .!. .!.

资本形成净额 !/! @. !! -, , !3, !3,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24 2 -/ .2 / -10 -10

固定资本消耗 @!/1 @!, @,1 @,- @- @,,, @,,,

?按资产分类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存货变化 ,0 4 4 , 4 ,2 ,2

??贵重物品获得减处置 , 4 - / 4 !4 !4

非生产资产获得减处置 @1 4 , . ! 4 4

应收资本转移

应付资本转移

净贷出 ! A" B净借入 ! @" @/0 @! @!4- !1. @. !4 @!4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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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存货由货物和服务组成" 这些货物服务是

在当期或者较早时期产生的" 持有存货的

目的是用于销售! 在生产中使用或者在后

期作其他用途( 存货包括在进行进一步加

工$ 出售$ 交付其他单位或以其他方式使

用之前仍然被其生产单位持有的产出存量%

以及从其他单位获得的准备用于中间消耗

或不经过进一步加工就转卖的产品存量#

服务存货包括在制品或成品% 例如未完成

的建筑图纸或已完成正等待依此来开始建

造的建筑图纸# 政府所持有的存货包括

!但不限于" 战略物资$ 粮食以及对国家

特别重要的其他商品库存#

!4"!- 贵重物品是指主要不是用于生产或消费"

而是在一段时间内作为价值贮藏手段持有

的! 具有相当大价值的生产性货物( 预计

在正常情况下经过一段时间% 贵重物品的

实际价值会上升或至少不会下降% 其质量

也不会变坏# 贵重物品包括贵金属和宝石$

珠宝$ 艺术品等# 经济体中的所有部门都

可能持有贵重物品#

非生产资产

!4"!. 非生产资产包括以下三类% 自然资源' 合

约! 租约和许可' 外购商誉和营销资产(

!4"!/ 自然资源包括自然形成的资产" 如具有经

济价值的土地! 水资源! 非培育性森林和

矿藏(

表 !)$! $续%" 资本账户&&&简表&&&负债和资产净值变化

负债和资产净值变化

交易和平衡项
非金融

公司

金融

公司

一般

政府

住户 $(6#7 经济

总体

国外 货物和

服务

合计

净储蓄 1! , @0, !3, , ,4/ ,4/

对外经常差额 @!- @!-

资本形成总额 .!. .!.

资本形成净额 !3, !3,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10 -10

固定资本消耗 @,,, @,,,

?按资产分类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存货变化 ,2 ,2

??贵重物品的获得减处置 !4 !4

非生产资产获得减处置 4 4

应收资本转移 -- 4 0 ,- 4 0, . 00

应付资本转移 @!0 @1 @-. @/ @- @0/ @! @00

储蓄和资本转移引起的资产净值变化 22 @/ @34 ,!4 @! ,4, @!4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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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只有当满足下列两个条件时% 合约$ 租约

和许可才可以作为资产#

!"合约! 租约和许可规定了使用资产或提

供服务的价格" 该价格不同于缺乏合

约! 租约! 许可时遵循的价格(

""合约的一方必须能够合法地而且在实际

上实现了这个价格差异(

第二个条件预先假定存在一个合约市场#

推荐的处理方法是& 在实践中% 只有当持

有人确实行使了他的权利去实现价格差异

时% 才应该在账户中记录合约$ 租约和许

可#

!4"!1 外购商誉和营销资产反映了一个机构单位

的全部或部分资产净值# 只有当一个机构

单位被整体购买或者一项可识别的营销资

产被售予另一机构单位时% 才记录外购商

誉和营销资产#

+$ 资本账户的构成

储蓄

!4"!2 资本账户的右边反映负债和资产净值的变

化# 第一个项目是从可支配收入使用账户

转来的平衡项***净储蓄# 如果是正数%

净储蓄表示未花费于货物服务消费的那部

分可支配收入% 于是% 这部分收入将用来

购买包括现金在内的某种或多种非金融资

产或金融资产% 或用来偿还负债# 如果是

负数% 净储蓄表示最终消费支出超过可支

配收入的数额& 超过部分必须通过处置资

产或发生新债务的方式来弥补#

资本转移

!4"!3 资本转移是无回报的转移" 在资本转移中"

或者给予转移的一方要通过处置资产 #现

金或存货除外$! 放弃债权 #应收账款除

外$ 来筹集资金" 或者接受转移的一方必

须获得资产 #现金除外$" 或者两个条件

同时满足( 资本转移往往数额较大% 且发

生无规律% 但这都不是认定一项转移是资

本转移 !而非经常转移" 的必要条件# 如

果难以判断一项转移应该是经常转移还是

资本转移% 那就将其视为经常转移#

!4",4 应收资本转移表示资产净值的增加% 列示

在接受方账户的右边# 按照惯例% 相当数

目的应付资本转移要作为负项记录在转移

给予方账户的右边 !即资产净值的减少"#

储蓄和资本转移导致的资产净值变化

!4",! 账户右边会明确地给出各项目的总计数%

用以反映因储蓄和资本转移导致的资产净

值变化# 它不是一个平衡项# 储蓄和资本

转移导致的资产净值变化表示一单位或部

门能够购买多大金额的非金融资产和金融资

产" 这一数额可能为正数" 也可能为负数(

非金融资产的获得减处置

!4",, 资本账户左边记录由储蓄和资本转移引起

的资产净值变化中有多少用于获得非金融

资产以及还有多少剩余% 剩余部分将会体

现在金融账户的金融资产获得或负债发生

上# 处置现有资产所得到的收入作为负项

列示在账户的左边# 除了资产的购买和出

售% 易货获得 !或处置" 的非金融资产或

自产自用非金融资产也记录在该账户中#

!4",- 资本账户中列示了非金融资产价值净变化

的三项内容&

)"资本形成总额'

*"固定资本消耗'

+"非生产非金融资产的获得减处置

本章接下来将阐述以上每一项内容的处理

方法#

!4",. 资本形成总额反映以固定资本形成! 存货

或贵重物品为目的的生产资产的获得减处

置# 如果单个机构单位或部门向其他单位

或部门出售了足够多的现有资产% 那么它

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有可能 !这种情况很

少出现" 是负数#

!4",/ 固定资本消耗是核算期内生产者所拥有和

使用的固定资产存量现值的下降" 这种下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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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是由物理性消耗! 正常陈旧或正常事故

性损坏而造成的( 如果如 #$%所建议的那

样% 从收入使用账户转来的平衡项是净储

蓄% 那就意味着资产净值中已经扣除了固

定资本消耗 !固定资产在这一时期内的减

少额"# 既然资本账户是用于体现资产净

值是怎样通过获取非金融资产而增加的%

固定资本消耗就必须从新获得的固定资产

价值中予以抵消% 所以固定资产之资本存

量的增加应该是一个净额# 由于这个原因%

固定资本消耗要作为资产变化的负项记在

资本账户的左边#

!4",0 如果由于缺乏数据而无法计算固定资本消

耗% 那么从收入使用账户中转来的储蓄数

必定是总额# 在这种情形下% 资本账户中

没有固定资本消耗的记录# 如果必须从账

户两边略去固定资本消耗的记录% 那么账

户的平衡项不受影响' 不论是否能估算出

固定资本消耗% 都可以用剩余法求得净贷

出或净借入# 然而% 如果估算不出固定资

本消耗% 那么积累账户就无法表现出两个

相连的资产负债表之间的所有变化#

!4",1 资本账户左边剩下的项目是非生产非金融

资产# 非生产非金融资产获得减处置总额

也可能是正数或负数# 由于自然资源被实

际或名义常住单位拥有% 对于经济整体来

讲% 这部分通常是零# !外国政府为建立

大使馆或军事基地而购买土地的情形例

外"# 但这里也可能会记录与非常住单位

进行的合约$ 租约$ 许可或者营销资产的

交易#

净贷出

!4",2 资本账户中的平衡项是净贷出" 它被定义

为% 储蓄和资本转移造成的资产净值变化

和非金融资产净获得 #非金融资产获得减

处置" 减去固定资本消耗$ 之间的差额(

如果差额为负则代表净借入( 它表示剩下

来供借出的或者需要借入的资金来源总量#

就算资金没有被借出而是以现金或银行存

款的形式存在% 这些金融资产所代表的相

应义务的承担者实际上已经从持有现金或

银行存款的单位借入了资金#

!4",3 资本账户的平衡项等于金融账户的平衡项%

这是整套账户体系的一个重要特点# 一个

单位的借入一定是另一个单位的贷出% 反

之亦然# 尽管在实践中两个平衡项可能由

于计算误差而产生重大差异% 但平衡项之

间在概念上的相同性可以用来检验整套账

户数字的一致性#

!4"-4 一般而言% 在 #$%中% 特别是在平衡项

中% 前缀 (净) 意味着扣除了固定资本消

耗# 对于净贷出却不是这样的' 它代表可

以向其他单位提供资金的资产与需要从其

他单位筹措资金的资产之间的差额#

%" 资本形成总额

!4"-! 资本形成总额是以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存

货变化和贵重物品获得减处置的总价值来

度量的# 在详细探讨记录在每个项目下的

子项目之前% 有必要先弄清楚每个项目的

覆盖范围和诸如计价$ 记录时间和所有权

的确认等记账原则的应用#

!$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4"-,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是指生产者在核算期

内获得的固定资产减处置的固定资产"

加上对附着于非生产资产价值上的某些

服务的特定支出( 为了准确地定义固定

资本形成总额的覆盖范围% 有必要先定

义哪些是固定资产% 哪些不是固定资产%

以及哪些活动可以被视为增加了非生产

资产的价值#

资产界限 "范围#

!4"-- 所有通过生产$ 进口或生产资产处置而提

供给经济体的货物和服务% 一定会用于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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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消费 !中间消耗或最终消费"$ 或者

作为资本形成的一部分# 在保留在本经济

体中的产品中% 用于消费 !消耗" 的产品

与用于资本形成的产品之间有一条界限%

这就是资产界限# 固定资产指那些在生产

过程中使用超过一年的货物和服务(

!4"-. 首先应该注意两个被排除在资产范围之外

的项目# 第一个是耐用消费品% 不能将其

视作固定资产# 这些耐用消费品提供的服

务是住户服务% 而住户服务是不在 #$%的

生产范围之内的# 例如% 如果把洗衣机看

作固定资产% 那么生产范围就必须扩展到

包括所有洗衣服务% 不管它是由机器完成

还是手工完成# 就这一点来看% 生产范围

限定了洗衣服务仅仅指那些提供给其他单

位的服务***既包括由机器提供的服务也

包括手工提供的服务# 然而% 自有住宅不

被视为耐用消费品% 而是包括在资产范围

以内# 自有住宅的房主被认为是提供住房

服务用于自己消费的非公司性企业单位的

所有者#

!4"-/ 第二个被排除在外的是小型工器具% 这是

从实用角度 !而不是概念上" 考虑的# 某

些货物可能在许多年内被反复或连续地用

于生产% 但它们可能较小$ 较便宜% 并且

用于比较简单的作业% 例如锯$ 铲$ 小刀$

斧子$ 锤子$ 起子和扳手等手工具# 如果

这种工具的购买比较频繁% 且与购买比较

复杂的机器设备的支出相比它们的价值很

小% 那么将其视为用于中间消耗的材料或

用品可能更为恰当# 但也并非绝对如此%

这要视这些工具的相对重要性而定# 在一

些国家% 如果此类项目在某产业之耐用性

生产性货物存量价值中占有很大比重% 那

就有可能被视为固定资产处理% 生产者对

它们的获得和处置要记在固定资本形成总

额项下#

!4"-0 所有包括在资产范围以内的货物未必都是

新生产的# 由于资产有较长的使用年限%

它们也许会被易手% 并继续为其新所有者

发挥固定资产的功能# 因此% 有必要考虑

如何定义什么是现有固定资产$ 在核算固

定资本形成总额时如何处理它们#

!4"-1 哪些服务应该包括在资产范围之内% 难以

一言以蔽之# 资产范围内包括一些重要的

服务种类% 因为它们对新资产或现有资产

的价值有很大影响% 如现有资产的重大改

良$ 资产所有权转移成本# 以下在定义现

有资产之后% 将阐述这些问题的处理#

现有固定资产

!4"-2 由于资产是有使用年限的% 住宅或其他构

筑物的使用年限可能长达 /4 年或更久% 所

以在它们最终报废$ 拆毁或丢弃之前% 其

所有权可能要多次易手# 现有固定资产是

这样一类资产% 其价值已经在本核算期较

早时点或以前某核算期被国内至少一个生

产单位包括在其固定资本形成总额里( 许

多国家存在着组织得很好的市场% 由此就

为买卖许多种类的现有固定资产***特别

是汽车$ 船舶$ 飞机$ 住宅和其他构筑物

***提供了方便# 事实上在某个给定时期

内% 现有住宅的买卖数量可能会大大超过

新住宅# 在实践中% 多数现有固定资产会

被其当前所有者用于生产% 但所有者也可

能在实际使用前就把它卖掉#

!4"-3 一般地说% 现有货物 !不论是否为固定资

产" 的出售或者以其他方式进行的处置%

都应记录为负的支出或负的获得# 因此%

当现有固定资产的所有权从一个常住生产

者转移到另一个常住生产者时% 售出的$

易货贸易的$ 或转移的资产价值要在前者

处记录为负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在后者

处记录为正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购买者

记录的正值超过销售者记录的负值的部分%

代表购买者负担的所有权转移费用# 这些

费用的处理将在下一节中做详细说明#

!4".4 如果销售发生在两个常住生产者之间% 那

么% 除所有权转让费用以外% 所记录的固

定资本形成总额的正值和负值对经济整体

来说可以相互抵消# 同样% 如果建筑物等

现有不可移动的固定资产出售给一个非常

住单位% 那么按惯例可视为& 某名义常住

单位购买了这笔不可移动的固定资产% 而

那个非常住单位购买的则是代表名义常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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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权益的金融资产% 所以% 资产的销售

和购买仅发生在常住单位之间# 然而% 如

果船舶或飞机等现有可移动固定资产被出

口到国外% 那么% 在本经济体的别处不会

记录正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因此就无法

抵消销售者的负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4".! 有些耐用品***如车辆% 可以归入固定资

产% 也可归入耐用消费品% 这要依据其所

有者及其使用目的而定# 因此% 如果这样

一件货物的所有权从一个企业转移到一个

住户被后者用作最终消费% 那么就要将其

记录为企业的负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住户

的正消费支出# 如果一个企业获得了一辆

由某住户拥有的车辆% 那么即使它是一件

现有货物% 也应将其记录为企业的 (新)

固定资产获得% 住户的负消费支出# 常住

生产者进口已被使用过的产品作为资产时%

也应采用类似的处理方法#

!4"., 因此% 由于销售或处置现有的固定资产%

个别机构单位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完全可

能是负的% 尽管对于大型的集团单位***

子部门$ 部门或整个经济***来说% 汇总

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不大可能出现负值#

现有资产的重大改良

!4".- 对诸如建筑物或计算机软件等现有固定资

产进行改良% 可以作为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的一种形式% 这种改良能提高资产的生产

能力% 延长它们的使用年限% 或者两者兼

而有之# 按照定义% 这种固定资本形成方

式并不会形成一种可单独识别和估价的新

资产% 但会增加被改良资产的价值# 于是%

与 #$%相关的资产变成经过改良的资产%

相应地也应核算这些资产的固定资本消耗#

!4".. 自然状态下的土地的改良要采用不同的处

理方式# 此时% 这种改良被视为创造了新

的固定资产% 而不是自然资源价值的增加#

如果曾被改良过的土地被进一步改良% 这

样就可以按现有固定资产的改良来进行正

常处理了#

!4"./ 一般的维护和修理作为中间消耗处理% 但

它与视作资本形成的改良之间的界限并不

明显# 正如第 0 章 0",,0 至 0",,3 段中所

解释的% 一般的维护和修理有两个特点&

)"一般维护和修理是为了使固定资产在其

预期使用年限内保持工作状态而必须定

期进行的活动# 欲使资产持续用于生

产% 所有者或用户就不得不选择对其进

行维护和修理#

*"一般维护和修理并不改变固定资产的性

能$ 生产能力或预期使用年限# 它仅仅

使固定资产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 必要

时会用某种相同的新零件更换老零件#

!4".0 另一方面% 构成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现有

固定资产的改良% 必须远远超过一般维护

和修理的要求% 即必须使现有固定资产的

某些特性发生重大变化# 以下是识别固定

资产改良的一些特征&

)"翻新$ 改建或扩大固定资产的决定是一

项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做出的$ 甚至在有

关货物处于良好工作状态无须进行修理

的情况下也可能做出的$ 经过慎重考虑

的投资决定# 船舶$ 房屋或其他建筑的

大翻新往往发生在远不到其正常使用年

限的时侯#

*"翻新$ 改建或扩大会提高现有固定资产

的性能或生产能力% 或者大大延长其之

前的预期使用年限% 或者两者兼而有

之# 扩大或加高现有房屋或建筑就属于

这类重大改变% 对房屋或船舶进行内部

改装或改建$ 对现有软件系统进行扩展

提高也属于此类#

!4".1 很难提供一个能使改良与修理相区别的简

单的客观标准% 因为任何修理都可以说提

高了未经修理的资产的性能% 或者延长了

它们的工作寿命# 例如% 机器可能由于一

个小零件发生故障而完全停止运转# 然而%

更换这样一个零件并不构成固定资本形成

总额# 因此% 改良的认定要看固定资产特

性变化的大小% 例如看它们的体积$ 形状$

性能$ 能力或预期使用年限发生了多大变

化% 或者看它是否满足这一事实& 这一改

良不是其他同类固定资产日常发生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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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章"资本账户



后者是一般维修或修理计划的一部分#

资产的获得和处置费用

!4".2 固定资产的购买通常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也许还会涉及通过律师建立对资产的法律

所有权% 通过工程师验证该资产是否处于

满意的工作状态等# 一项固定资产的所有

权发生改变% 也许还要支付随之引起的有

关税款# 更进一步% 对于非常复杂的机器%

交付和安装过程可能会发生大量费用% 这

些费用并未包括在购买价格中#

!4".3 使用资产于生产所获得的利润不仅要弥补

资产的原始价格% 也要弥补上述各种费用#

获取资产所产生的费用应被视为该单位固

定资本形成总额价值的组成部分% 因此%

该资产进入新所有者的资产负债表时% 其

价值中也应包括这些费用# 新资产或现有

资产都是如此#

!4"/4 资产的处置也可能产生费用% 其中有些费

用可能与获取资产所产生的费用类似% 如

法律费用和卸载费用# 然而% 对于一些巨

大和重要的资产% 例如油井钻探设备和核

电站% 可能会因该资产生产寿命结束停止

使用而产生大量费用# 对于一些土地% 如

那些用作垃圾填埋场的土地% 也许会有与

恢复那块土地有关的大量费用# 所有这些

费用统一定义为终期费用#

!4"/! 所有这些与资产获得和处置相关的费用都

可以视为所有权转移费用# 所有权转移费

用由以下几项组成&

)"获得或处置资产的单位所发生的一切业

务费或佣金% 例如付给律师$ 建筑师$

测量员$ 工程师$ 估价师等的酬金% 付

给房地产中间商$ 拍卖行的佣金等'

*"由购买方承担的一切交易和运输费用'

+"资产获得单位应缴纳的所有与资产所有

权转移相关的税'

5"处置资产应付的一切税款'

8"未包括在资产获得或处置价格里的所有

交付$ 安装或卸载费用'

D"资产寿命期末产生的一切终期费用% 例

如保证建筑物安全或恢复资产所在地环

境所要求的那些费用#

!4"/, 所有这些所有权转移费用都应被视为固定

资本形成总额# 它们可能归属于购买者也

可能归属于出售者% 这要看哪个单位承担

该项费用# 这些费用的记录时间将在下面

进行讨论# 终期费用应该在资产的整个寿

命期内进行摊销% 除此之外的费用则应按

照固定资本消耗部分所讨论的方法% 在其

新所有者对该资产的预期持有期间内被视

作固定资本消耗而进行摊销#

记录时间

!4"/- 何时记录固定资产获得减处置的一般原则

是% 当固定资产的所有权转移到打算用它

进行生产的机构单位之时进行记录% 但以

下两种特定情况除外# 这个时间一般不同

于固定资产被生产出来的时间% 也不一定

是它们被投入到生产中用来生产其他货物

或服务的时间#

!4"/. 这两个例外是培育性生物资源以及需要花

费一些时间才能生产出来的资产% 例如建

筑工程# 一般而言% 未完工的建筑工程$

未成熟的动物和人工林应被视为在制品#

当完工和成熟并交付给决定将其用作固定

资产的单位时% 它们将被重新归类% 从存

货变为固定资产# 但是% 如果资产是自产

自用的% 则处于加工中的半成品产品应直

接作为固定资本形成#

!4"// 如果是先签订销售协议后开工生产的资产%

生产者应像正常情况一样% 将其记为在制

品' 但在分期付款情况下% 如果本期付款

超过了已完成工作量的价值% 那么就应将

其视为购买了 !部分" 固定资产或被视为

提前交易# 对于后面那种情形% 在分期付

款结清之前% 工程进展过程中投入的工作

量都应视为是交付给最终所有者的固定资

本# 如果没有事先商定的销售合同% 施工

企业必须根据完工与否% 将其所生产的产

出记为在制品或产成品存货的增加# 例如%

根据市场预测建造的已经竣工的住宅%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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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出售或者其他方式被用户获得以前% 仍

然视为生产者制成品存货的增加#

资产的所有权

!4"/0 在大多数情形下% 很容易确定固定资产的

所有权% 它应该归为在生产中使用而获得

该资产的单位所有# 但是% 需要注意以下

三种例外情形# 第一是被融资租赁的资产%

第二是通过集体出力而生产的资产% 第三

是由非常住单位拥有的不动产#

!4"/1 融资租赁是出租人与承租人之间签订的这

样一类合同& 出租人在法律上拥有该资产%

但按照租赁条款的规定% 承租人既承担了

在生产中使用该资产的经济风险% 也享有

相应的报酬# 因此% 实际上承租人成为了

该资产的经济所有者% 即使出租人仍是法

定所有者# 在此情形中% 应视为承租人获

得了该项资产% 同时出租人向承租人提供

了一笔贷款# 于是该资产应记在承租人而

非出租人的资产负债表中# 在租赁协议下

应支付的租金可视为归还的贷款本金以及

支付的利息% 可能还有一些服务费用# 第

!1 章给出了有关这些处理的更详细说明#

!4"/2 某些建筑物可能是由一些住户集团为其共

同使用而建造的% 例如房屋$ 公路$ 桥梁

等# 这种建筑物在竣工后% 所有权可能会

转移给一些承担其维修责任的政府单位#

当转移发生时% 原先归属于住户集团的自

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因其对政府机构的

实物资本转移而被负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所抵消% 最后保留下来的固定资本形成总

额就是政府单位通过实物资本转移获得的

资产# 如果不存在这样的转移% 则该建筑

物仍然是负责建造它的住户集团的共同财

产% 为此要创设一个提供集体服务的

$(6#7 !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

!4"/3 决定所有权时% 需要进一步考虑那些在私

人主动融资 !(:6" 下建造起来的资产%

私人主动融资有时也被描述为公私伙伴关

系 ! ((("$ 建 设*拥 有*经 营*转 让

!;NǸ " 模式或者一些其他类似的缩写#

第 ,, 章给出了关于如何确定此类模式所有

权的临时性指导#

!4"04 按照惯例% 经济领土内的所有房屋和其他

构筑物都视为归常住单位所有# 如果其经

济所有者 !或者融资租赁下的承租人" 不

具备常住单位的资格% 就要特意创设一个

名义常住单位% 假定名义常住单位购买

!或租赁" 了该房屋或建筑物% 其法定所

有者 !或出租人" 则被视为对名义常住单

位持有等价值的权益# 如果房屋或建筑物

部分归常住单位所有% 部分归一个或几个

非常住单位所有% 则针对每一个所有者都

要建立一个名义常住单位与之对应% 由所

有者拥有名义常住单位的相应比例的权益#

估价

!4"0! 固定资产获得减处置的各组成部分列示如

下&

)"购买的固定资产的价值'

*"通过易货贸易获得的固定资产的价值'

+"作为实物资本转移而接收的固定资产的

价值'

5"生产者留做自用的固定资产的价值% 其

中包括为自用而生产的$ 尚未完工或成

熟的固定资产的价值'

减去

8"出售的现有固定资产的价值'

D"在易货贸易中交付的现有固定资产的价

值'

L"作为实物资本转移交付的现有固定资产

的价值#

!)" 到 !5" 项中% 包括新资产$ 现有资

产$ 对资产进行改良的价值和与这些资产

之所有权转移相关的费用# !8"$ !D" 和

!L" 项所包括的资产处置中含有那些其新

所有者可能不再把被处置资产作为固定资

产使用的情况% 比如车辆由企业销售给住

户用于个人使用% 固定资产被其新所有者

拆毁或破坏% 固定资产被用于出口#

!4"0, 通过易货贸易获得的固定资产的价值等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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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估算的购买者价格加上一切所有权转移

费用# 实践中可能不存在产品税和运输费

用% 在这种情况下% 购买者价格等于产品

的基本价格# 为自用而生产的固定资产或

实物转移的资产应以估算的基本价格估价%

如果无法得到满意的基本价格估算值% 则

用其生产成本来估价#

!4"0- 住户共同建造的固定资产需要做特殊考量#

如果资产的价值只能以成本为基础来确定%

并且住户提供的劳动力是部分或全部免费

的 !这是有可能发生的"% 那就要估算劳

动力成本并将其计入总生产成本之中 !劳

动力成本可以根据附近或本区域类似劳动

力的工资率来估算"% 否则% 竣工的建筑

物价值会被严重低估# 然而% 估算的劳动

力成本不应被视为雇员报酬% 而要当作混

合收入处理# 先增加相关住户的收入% 然

后假定住户使用这笔收入最终 (购买) 了

该项建筑物# 如果该建筑物随后被移交给

了政府% 则住户共同体应记录负的固定资

本形成% 以此抵消先前所记录的资产获得%

政府则记录正的固定资本形成以及资本转

移% 其数额就是由住户共同体转移给政府

的建筑物的价值#

固定资本交易

!4"0. 针对某特定类别固定资产的固定资本形成

总额包括% 生产者在此类资产上获得的新

产品或现有产品价值减去他们所处置的同

类资产的价值(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是在固

定资产所有权转移到打算在生产中使用它

们的单位时记录的% 除非它是按照事先商

定好的协议已被订购而制造的# 这样% 尚

未出售的新资产应属于其生产者所持有的

制成品存货增加# 同样% 进口产品只有在

被打算使用它的单位获得之时% 才记为固

定资本形成总额#

!4"0/ 表 !4", 说明了表 !4"! 所列资产方的变化%

并将其扩展到体现固定资产交易的各有关

项目# 应注意% #$%建议% 如果将某些类

别资产的获得与处置分开能够提供对分析

有用的数据% 就应将其分开列示#

!4"00 在资本账户报告中%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通

常按资产类型来列示% 每一类固定资产的

核算都要贯彻上述原则# 表 !4", 还对 #$%

使用的固定资产分类做了合并# 下面将依

次给出固定资产各主要类型的定义% 并对

其进行描述#

!4"01 #$%没有在分类中直接区分有形资产和无

形资产# 然而% 可以认为% 住宅$ 其他建

筑和构筑物$ 机器和设备$ 武器系统和培

育性生物资源等类别相当于有形资产% 其

他类别相当于无形资产#

住宅

!4"02 住宅是指完全或基本作为居住使用的房屋

或房屋的指定部分" 包括各种附属结构"

如车库和在住所中习惯安装的所有永久性

固定装置( 作为住户主要居住场所的居住

船只$ 移动设施和大篷车也包括在内# 基

本可视为住宅的公共纪念物同样也包括在

内#

!4"03 可以通过 +主产品分类, 第二版 !<(<

,"4" 所包括的产品来例举% 主要涉及

/-!! 级之居住房屋和 -21 组# 前者包括单

体和复合住宅建筑以及用作社区$ 养老院$

旅馆$ 孤儿院等的住宿房屋% 后者则包括

预先建造的房屋% 包括那些打算用作住宅

或车库等附属于住宅的建筑物#

!4"14 清理建筑场地的费用是新住宅 !或其他建

筑物和构筑物" 成本中的一部分% 因此包

含在房屋价值中#

!4"1! 如果最终用户被认为已获得所有权% 不管是

因为自己施工的% 还是由销售或者购买合同

的存在作证明% 未完工的住宅也应包括在内#

!4"1, 这一项目还包括军队获得的住宅% 因为正

如民用单位获得的住宅一样% 它们也是用

来提供住宅服务的#

其他建筑和构筑物

!4"1- 其他房屋和构筑物由非住宅建筑$ 其他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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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物和土地改良组成# 下面依次对它们进

行描述#

非住宅建筑

!4"1. 非住宅建筑包括未被指定为住宅的整个或

部分建筑物" 固定装置! 设施和设备等建

筑物的组成部分也包括在内( 对于新建房

屋% 其价值还包括场地清理费和准备费#

基本被视为非居住房屋的公共纪念物也包

括在该项目中#

!4"1/ 通过<(<,"4 例举% 就是 /-!, 级之非居住

房屋中包括的产品% 如仓库和工业用房$

商业用房$ 用于公共娱乐的房屋$ 旅馆$

餐馆$ 学校$ 医院$ 监狱等# 监狱$ 学校

和医院被视为非住宅建筑% 尽管事实上它

们可能为机构住户提供了住宿#

表 !)$(" 资本账户&&&固定资产分类

资产变化

交易和平衡项
非金融

公司

金融

公司

一般

政府

住户 $(6#7 经济

总体

国外 货物和

服务

合计

资本形成总额 -42 2 -2 // / .!. .!.

资本形成净额 !/! @. !! -, , !3, !3,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24 2 -/ .2 / -10 -10

??固定资产获得减处置 ,0- 2 -/ .2 / -/3 -/3

??新固定资产的获得 ,0, 2 -2 ./ / -/2 -/2

??现有固定资产的获得 / 4 4 - ! 3 3

??现有固定资产的处置 @. @- 4 @! @2 @2

?非生产资产所有权转移费用 !1 !1 !1

固定资本消耗 @!/1 @!, @,1 @,- @- @,,, @,,,

?按资产分类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住宅

??其他建筑和构筑物

???非住宅建筑

???其他构筑物

???土地改良

??机器和设备

???交通设备

???6<̀ 设备

???其他机器和设备

??武器系统

??培育性生物资源

???重复提供产品的动物资源

???重复提供产品的林木$ 庄稼和植物资源

??非生产资产所有权转移费用

??知识产权产品

???研究和开发

???矿藏勘探和评估

???计算机软件和数据库

????计算机软件

????数据库

???娱乐$ 文学或艺术品原件

???其他知识产权产品

?存货变化 ,0 4 4 , 4 ,2 ,2

?贵重物品的获得减处置 , 4 - / 4 !4 !4

非生产资产的获得减处置 @1 4 , . ! 4 4

应收资本转移

应付资本转移

净贷出 ! A" B净借入 ! @" @/0 @! @!4- !1. @. !4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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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构筑物

!4"10 其他构筑物是指除房屋以外的构筑物" 其

中包括街道! 下水道的成本等" 也包括场

地清理费和准备费( 这一项目还应包括&

不能归为住宅或非居住房屋的公共纪念物%

与采掘地下矿藏和能源有关的隧道和其他

构筑物% 以及海堤$ 堤坝$ 防洪障碍物等

意在改进相邻土地质量和增加其数量的构

筑物# 培育水生动物所必需的基础设施也

包括在内% 如养鱼场和贝类养殖场#

!4"11 通过<(<,"4 例举% 就是 /-, 组之民用工

程设施中所包括的产品% 如公路$ 街道$

道路$ 铁路和机场跑道' 桥梁$ 高架公路$

隧道和地铁' 水路$ 港口$ 大坝和其他水

上设施' 长途管道$ 通信和电力线' 地下

管道和电缆$ 辅助设施' 用于采矿和制造

的构筑物' 用于运动和娱乐的构筑物#

!4"12 新的公共纪念物的修建应属于固定资本形

成总额# 同样% 对现有公共纪念物的大翻

新也应包括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里# 公共

纪念物由于具有特定的历史! 民族! 区域!

地方! 宗教或象征性意义" 所以是能够识

别的( 它们通常对公众开放% 参观的人进

入公共纪念物或其附近往往是要付费的#

其所有者***可能为政府单位$ 非营利机

构$ 公司或住户***通常据此提供文化或

娱乐服务# 原则上% 公共纪念物的固定资

本形成总额应根据不同情况% 分别归入住

宅$ 非居住房屋或其他构筑物中% 但在实

践中% 把它们归为其他构筑物也许更为合

适# 核算新公共纪念物或对现有公共纪念

物重大改善的固定资本消耗时% 应先假定

它们有一个适当长的使用年限#

土地改良

!4"13 土地改良是指能够极大改良土地的数量!

质量或生产率" 或者防止土地退化的行为(

与该土地结合在一起的活动都可视为土地

改良% 如土地清理$ 土地修筑$ 修筑水井

和灌溉水渠等# 修筑海堤$ 堤坝$ 水坝和

大型灌溉系统等活动是在土地附近进行的%

并未与土地结合在一起% 经常会影响同属

于几个所有者的土地% 通常由政府来实施%

因此所形成的资产应归为建筑物#

!4"24 土地在改良之前属于非生产资产% 土地改

良则代表了一类与之不同的固定资产# 改

良之前的土地仍然是非生产资产% 所产生

的持有收益或损失应该与因改良带来的价

格变动分开# 如果无法将改良前的土地价

值与土地改良价值区分开来% 就应该将整

个土地归入价值较大的那个类别中#

!4"2! 所有土地的所有权转移费用都应包括在土

地改良中#

机器和设备

!4"2, 机器和设备包括交通设备" 用于信息! 计

算机和通信 #6<̀ $ 的机器" 以及其他机

器和设备( 正如前文所解释的% 融资租赁

下的机器和设备应视为由使用者 !承租

人" 获得***而不是由出租人获得***的

资产# 本项目不包括那些比较便宜并经常

购买的工器具% 如手工工具# 构成住宅和

非居住房屋一部分的机器和设备也不包括

在这个类别内# 对于为军事目的而获得的

机器和设备% 除了武器系统之外都包括在

内' 武器系统属于另外的类别#

!4"2- 住户为最终消费获得的机器和设备 !例如

交通工具$ 家具$ 厨房设备$ 计算机$ 通

信设备等" 不是固定资产% 它们的获得也

不应视为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然而% 作为

住户主要居住场所使用的居住用船只$ 移

动设备和大篷车应视为住宅% 因此住户对

它们的获得应包括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中#

运输设备

!4"2. 运输设备是指运送人或物体的设备( 通过

<(<,"4 例举% 就是包括在第 .3 类运输工

具 !除部分产品外" 中的产品% 如机动车

辆$ 拖车和半挂车$ 船舶' 铁路和有轨机

车$ 铁路货车和客车$ 飞机和太空船' 摩

托车和自行车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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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设备

!4"2/ 信息! 计算机和通信 #6<̀ $ 设备包括使

用电子控制装置的设备和组成这些设备的

电子零部件# 通过 <(<,"4 例举% 就是包

括在第 ./, 组和 .1, 组中的产品# 实践中

常将6<̀ 设备的范围缩小到主要指计算机

硬件和通信设备#

其他机器和设备

!4"20 其他机器和设备是指没有包含在其他类别

中的机器和设备# 通过<(<,"4 例举包括&

第 .- 类% 通用机械中的大部分产品' 第

.. 类% 特种机器' 第 ./ 类% 办公$ 核算

和计算设备' 第 .0 类% 电工机械和仪器'

第 .1 类% 无线电$ 电视$ 通信设备和仪

器' 第 .2 类% 医疗器具$ 精密仪器和光学

仪器$ 表和钟# 此外还有第 --1 组% 但核

反应堆燃烧室不包括在内' 第 -2! 组% 家

具' 第 -2- 组% 音乐器械' 第 -2. 组% 运

动器材' 第 .,- 组% 除了中心加热锅炉以

外的蒸汽发电机#

武器系统

!4"21 武器系统包括诸如军舰! 潜艇! 军用飞机!

坦克! 导弹运载工具和发射架等交通设备

和其他设备( 它们所运载的大多是一次性

使用的武器如弹药$ 导弹$ 火箭$ 炸弹等

***一般都被视为军用存货# 然而某些只

使用一次的物品% 如某类具有高度毁灭性

力量的弹道导弹% 也可以提供威慑入侵者

这种持续的服务% 因此满足作为固定资产

的一般分类标准#

培育性生物资源

!4"22 培育性生物资源包括能重复提供产品的动

物资源和能重复产果的树木! 庄稼和植物

资源" 这些资源应处于机构单位的直接控

制! 负责和管理之下( ?

!4"23 一般地说% 当固定资产的生产要经过很长

时间才能完成时% 那些在核算期结束时尚

未完工的固定资产应被视为在制品# 然而%

如果生产的资产是为自用的% 那在它们被

生产的同时就应记录为使用者的资产获得%

因此不能视其为在制品# 这些一般原则也

可应用于可能需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成熟

的牲畜或树木等培育性资产的生产# 有两

种情况需要彼此加以区别& 饲养或苗圃等

专业生产者关于培育性产品的生产% 使用

者关于培育性资产的自给生产#

!4"34 如果生产者是专业生产者% 应当将未完工

尚且不能出售或交货的牲畜或树木视为在

制品% 例如刚刚一岁但需饲养到两岁才能

作为赛马出售的小马% 或者需要经过进一

步生长以后才能出售的幼小果树# 这种在

制品的记录和估价方法% 与通过其他生产

方法进行生产的产品是完全一样的#

!4"3! 然而% 如果打算用作固定资产的牲畜或树

木是由农民或其他人自给性生产出来的%

那些尚未成熟还不能用于生产的牲畜$ 树

木等未完成资产% 不能视为在制品% 而应

视为生产单位以最终用户身份拥有的固定

资本形成总额#

重复提供产品的动物资源

!4"3, 重复提供产品的动物资源是指其自然生长

和繁殖都在机构单位的直接控制! 负责和

管理之下的动物( 它们包括种畜$ 奶牛$

役畜$ 绵羊或其他用于产毛的动物% 用于

运输$ 比赛和娱乐的动物# 包括家禽在内

的为宰杀而饲养的牲畜不是固定资产% 而

是存货# 除非自产自用% 否则发育未完全

的培育性资产也是排除在外的#

!4"3- 这一项目下包括重复生产产品的水生资源%

即为控制其繁殖而喂养的水生资源# 然而

一般情况下这些水生资源规模较小% 除非

其有显著的重要性% 否则也许会被忽略#

!4"3. 对于为年复一年地生产产品而培育的牲畜

!奶牛$ 役畜等"% 其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用

获得减处置的价值度量% 同时还要考虑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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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所述自给性生产中的未成熟牲畜# 因此%

它等于牲畜使用者获得的一切成熟的和自

给性生产中未成熟的牲畜的总价值减处置

牲畜的价值# 处置的牲畜指出售的或用其

他方法处置的牲畜% 包括供屠宰的出售$

被牲畜所有人宰杀的牲畜# 由于发生大的

流行病$ 污染$ 旱灾$ 饥荒或其他自然灾

害而造成的异常损失应被视作资产物量其

他变化% 而不作为牲畜的处置# 自然原因

造成的牲畜偶尔死亡所引起的意外损失%

是固定资本消耗的一部分# 牲畜的固定资

本消耗应按其随着年龄增大而发生的价值

下降来测算#

重复提供产品的林木! 庄稼和植物资源

!4"3/ 重复提供产品的林木! 作物和植物资源是

指其自然生长和繁殖都在机构单位的直接

控制! 负责和管理之下的植物# 它们包括

为产水果和坚果$ 树汁或树脂$ 树皮和树

叶而培育的林木 !包括葡萄藤和灌木"#

木材用树木只有在被砍伐时才视作一次性

提供了最终产品% 它们不属于固定资产%

正如只在收获时生产一季作物的庄稼和蔬

菜不属于固定资产一样#

!4"30 针对种植园$ 果园等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是指已成熟果树$ 灌木等获得减处置的价

值% 其中包括自给性生产获得的未成熟树

木$ 灌木等# 如上所述% 如有必要% 后者

的价值可根据核算期内其生产中发生的成

本价值近似地求出% 例如在树木成熟并开

始出产产品之前% 因准备场地$ 栽种$ 立

桩$ 保护树木不受恶劣天气和病害的损害$

修剪$ 培训等而发生的成本# 处置指出售

或以其他方式转移给其他单位以及在其使

用年限结束之前被砍伐掉的树木和灌木等#

所有的农业产出都会受到天气的影响% 预

期的产出必须考虑气候状况的变化% 异常

损失应该局限于那些近期未曾经历过的损

失# 由于旱灾或大风$ 飓风等其他自然灾

害而造成的树木的异常损失% 不属于处置%

而应记入资产物量其他变化账户#

非生产资产所有权转移费用

!4"31 非生产资产所有权转移费用相当于生产资

产所有权转移费用% 但是其价值不能与其

他生产资产价值合并% 必须作为固定资本

形成总额的一个单独类别加以列示# 土地

是一个例外% 按照惯例% 土地的所有权转

移费用包括在土地改良之中# 第 !4".2 段

至 !4"/, 段给出了所有权转移费用的定义#

知识产权产品

!4"32 知识产权产品的例子包括研究和开发的成

果$ 矿藏勘探和评估$ 计算机软件和数据

库以及娱乐$ 文学或艺术品原件# 它们具

有这样的特征& 大部分价值都是靠脑力劳

动形成的# 总的来说% 它们可以用以下方

式来描述& 知识产权产品是研究! 开发!

调查或者创新的成果" 这些行为会产生知

识" 开发者能够销售这些知识" 或者在生

产中使用这些知识来获利" 因为通过法律

或其他保护手段" 这些知识的使用是受到

限制的( 知识也许是形成一种独立的新产

品% 或者包含到其他某项产品中# 对于后

一种情形% 相对于没有包含知识的类似产

品% 包含知识的产品的价格会更高# 一旦

知识的使用为其所有者创造了某种垄断利

润% 知识就成为了资产# 如果知识不再受

保护或者由于后来的发展而过时了% 它就

不再是资产#

!4"33 有些知识产权产品由负责开发的单位或经

转移后得到产品的单个单位单独使用% 矿

藏勘探和评估就是这样的例子# 其他产品%

例如计算机软件和艺术品原件% 都有两种

使用形式# 第一种是原件或 (原版拷贝)%

它们通常仅由一个单位控制***但也存在

例外% 下文将对此进行解释# 第二种是把

原件制成复制品% 再将复制品提供给其他

单位# 复制品可以直接出售% 或者由其他

单位通过许可而获取复制品#

!4"!44 如果一件被直接出售的复制品能够满足下

述必要条件% 即它被用于生产的时期会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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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一年% 就可将其视作固定资产# 对那些

需要使用许可才可获得的复制品% 如果它

们也能满足下述必要条件% 即它被用于生

产的时期会超过一年% 且许可证持有者承

担了与所有权相关的一切风险和报酬% 那

么也可将其视作固定资产# 这里存在一个

适当但非必要的假设前提& 一次性付款购

买了可以使用多年的使用许可证# 如果需

要使用许可才可获得的复制品是通过长期

合约下的分期付款获得的% 而且经判断%

被许可人已经获得了复制品的经济所有权%

那么它也应该被视为资产的获得# 如果是

在没有长期合约条件下通过分期付款得到

使用许可的% 那么该付款应被视为对服务

的付款# 如果最初有一笔大额付款% 然后

在接下来的年份中有一系列相对小额的付

款% 那么最初的付款记作固定资本形成总

额% 接下来的付款则视为对服务的支付#

如果许可证允许其持有者对原件进行复制%

随后承担发放$ 维护和保养这些复制品的

责任% 那么该许可证被称为复制许可证%

应视作向持有复制许可证的单位销售了部

分或全部原件#

!4"!4! 如果所有者免费发放复制品% 那么在 #$%

中不会记录所有者和接受者之间的流量#

如果尽管复制品是免费的% 但预期其所有

者仍然能获得利润% 那么应该将这些利润

的现值记录在其资产负债表中# 可能会出

现这种情况& 免费发放的信息并不完全%

随后所有者打算以高价出售详细的信息%

在测试版阶段免费发放的软件就是一个这

样的例子# 还有一种情况是& 所有者知道

免费发放复制品为其生产带来的收益能够

弥补其费用% 他们会为了占领市场$ 创造

商誉或其他认为值得的情况提供复制品#

!4"!4, 对某些知识产权产品通常会出现这种情形&

该产品可以刺激其他单位对其他知识产权

产品的生产% 从而使除其所有者之外的其

他单位获得利润# 比如% 某种新药物开发

上的重大突破会导致其他企业开发竞争性

的同类药物' 在一个特定地区矿藏勘探的

成功或失败% 会为邻近地区具有勘探权的

其他单位提供有关信息# 这些活动的处理

方式和 #$%对其他外部性的处理方式是相

同的# #$%对此不予记录% 除非该活动对

一方或双方造成了可以用货币来计量的影

响# +知识产权产品资本测算手册, !经济

合作与发展组织% 即将出版" 正在准备之

中#

研究与开发

!4"!4- 知识产权产品包括研究与开发 !Cb'" 的

成果# 研究与 #试验性$ 开发支出是指%

为了增加知识储备 #包括有关人类! 文化

和社会的知识$ 并利用这种知识储备开发

新的应用" 系统性地从事创造性工作而支

出的价值( 这并没有将 #$%的资产延伸到

包括人力资本在内( 研究和开发 !Cb'"

的价值应该按照它未来预期可提供的经济

利益来决定# 政府获得Cb'成果用来提供

公共服务的情形也包括在内# 原则上% 不

向其所有者提供经济利益的Cb'不形成固

定资产% 而应视作中间消耗# 正如第 0 章

中所描述的% 除非能够直接测算Cb'的市

场价值% 否则% 按照惯例% 只能以其费用

之和对 Cb'进行估价% 其中包括未成功

Cb'的费用#

!4"!4. Cb'应该作为资本形成的一部分# 要实现

这种处理方式% 有几个问题需要讨论% 包

括Cb'测算推导方法$ 价格指数和使用寿

命# 需要在方法论和实际操作方面提供指

导% 由此可以形成一些有用的方法% 使测

算结果能达到恰当的可信度水平#

!4"!4/ 由于Cb'费用包含在资本形成中% 因此专

利本身不再构成 #$%的资产# 取而代之的

是% 要把专利权协议看作一种获准使用

Cb'的法律协议# 专利权协议是许可证

的一种形式% 应被视为对服务的购买或资

产的获得#

矿藏勘探和评估

!4"!40 矿藏勘探和评估是指对石油! 天然气和非

石油矿藏进行勘探" 并随后对这些发现进

行评估所支出的价值( 这些支出包括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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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证前的费用$ 许可证费用$ 评估费用

和实际试钻费用% 以及使得试钻得以进行

而发生的航空测绘和其他测绘的费用$ 运

输费用等# 商业勘探开始后还可能发生再

评估% 这些再评估费用也应包括在固定资

本形成总额中#

!4"!41 勘探矿藏的目的是发现新的矿物或能源储

量% 并可以对其进行商业开采# 这种勘探

可以由从事采矿或燃料开采的企业进行%

以供自己使用# 此外% 也有一些专门的企

业可能为了自己使用或者赚取勘探费而进

行勘探# 从勘探中得到的信息将在此后若

干年内对得到此类信息者的生产活动产生

影响# 因此% 某一核算期内发生的勘探支

出% 不论是否属于自给性勘探% 都应视为

获得知识产权产品的支出% 并包括在企业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里#

!4"!42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中的勘探支出不仅包括

实际试钻费用% 而且还包括为了进行试钻

而发生的费用% 例如航测或其他勘测费$

运输费等# 产生的资产价值不是以勘探发

现的新藏量的价值来计算的% 而是以核算

期内用于勘探的资源的价值来计算的# 当

这些活动由承包商来进行时% 这些承包商

的要价及其营业盈余% 都应成为需要支付

的费用的一部分# 在计算此类资产的固定

资本消耗时% 可以采用与进行自给性勘探

的采矿或石油公司相似的平均使用年限#

计算机软件和数据库

!4"!43 计算机软件和数据库被归为一类% 因为%

如果没有数据库管理系统 !';9#"% 不可

能独立开发出计算机数据库% ';9# 本身

就是一种计算机软件#

计算机软件

!4"!!4 计算机软件包括计算机程序! 程序描述和

上述系统与应用软件的支持材料( 计算机

软件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包括初始的开发$

随后软件的升级% 以及那些属于资产的复

制品的获得#

!4"!!! 计算机软件开发属于知识产权产品的开发#

开发者预期在生产中使用一年以上的计算

机软件应被视为资产# 开发者也许仅仅打

算自己使用这种软件% 也可能打算用复制

的方式来进行销售# 如果软件复制品在市

场上销售% 其处理方式应遵循第 !4"!4! 段

所描述的原则# 从市场上购买的软件按购

买者价格估价% 而单位内部开发的软件则

按估计的基本价格估价% 如果其基本价格

无法估计% 则按其生产成本估价#

数据库

!4"!!, 数据库是指以某种允许高效访问和使用数

据的方式组织起来的数据文件# 数据库的

开发可能是为自己专门使用% 或者是为了

整体销售% 或者是为了以许可证形式销售

***有了许可才可以访问数据库所包含的

信息# 能否将自己使用的数据库$ 购买的

数据库或购买的访问数据库许可作为资产%

需要应用各种标准或条件加以判断#

!4"!!- 一般而言% 数据库创建只能用费用加总法

进行估价# 数据库的成本中不应包含所用

数据库管理系统 !';9#" 的成本% 后者

属于计算机软件资产% 除非它是经营租赁

得来的# 以恰当的格式进行数据准备的费

用应包括在数据库的成本里% 但获取或得

到数据的费用不包括在内# 其他费用包括&

根据数据库开发过程中所花费时间而估计

的时间人力成本$ 开发数据库过程中所使

用资产资本服务的估值$ 当作中间消耗使

用的项目的成本#

!4"!!. 用于销售的数据库应该以其市场价格来估

价% 这个市场价格中包括了数据库所包含

的信息的价值# 如果可以单独得到软件成

分的价值% 应该将其记入软件销售#

娱乐! 文学或艺术品原件

!4"!!/ 娱乐! 文学或艺术品原件指记录或体现有

戏剧表演! 广播电视节目! 音乐表演! 体

育比赛! 文学和艺术作品等的影片! 录音!

手稿! 磁带! 模型等( 此类作品通常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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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开发的% 随后它们可能被一次性或通

过许可证的方式销售# 如果符合标准条

件% 原件和复制品应被视为固定资产#

如果原件是当作贵重物品获得的% 那么%

其生产不应被视为固定资产的自给生产%

然而% 在生产过程中可能已被归类为在

制品#

!4"!!0 在市场上购买的原件以购买者价格估价#

自己内部开发的原件以其估算的基本价格

估价% 如果不可能估算得到其基本价格%

就以其生产成本估价#

其他知识产权产品

!4"!!1 其他知识产权产品包括除上述具体项目之

外的! 属于固定资产的其他一切产品(

($ 存货变化

!4"!!2 存货变化是这样测算的% 核算期内进入的

存货价值减去退出的存货价值和存货中所

持有货物所有经常发生的损失价值( 在这

些获得和处置的存货中% 某些可归因于实

际的购买和销售% 其他存货获得和处置则

是由于企业的内部交易#

!4"!!3 在这种情况下% 有必要对企业所行使的下

述两种职能加以区别& 作为货物服务生产

者的职能% 作为资产所有者的职能# 一件

货物入库% 表示其所有者通过购买 !或易

货" 或者通过与生产者进行内部交易获得

该货物% 并将其视为资产' 相反% 一件货

物出库% 表示其所有者通过销售或其他使

用方式***内部转让给生产者或者作为经

常性损失 !经常发生的浪费或意外损坏或

偷盗" ***而处置了该项资产#

存货的储存和存储

!4"!,4 大部分货物进入存货后仅保存起来% 直到

它们以与进入时同样的状态退出# 当货物

作为存货保存时% 其价格可能会提高 !这

种现象不是经常发生"% 但这些提高不是

来自生产% 而仅仅是持有收益# 然而% 有

些货物在仓库存储一段时间之后其特性会

有所改变# 在这种情形下% 因储存而产生

的价值增长应被视为生产% 而非持有收益%

即使同时也会发生持有收益 !或损失"%

也要如此处理#

!4"!,! 将储存作为生产活动是指这样一种情形&

经过一段既定时间% 所存储货物的价格与

一般价格水平相比有望以一个特定幅度提

高# 例如% 根据过去的经验% 到冬天% 小

麦的价格可能会达到收获时价格的数倍之

高# 同样地% 根据可预测的因素% 几年陈

酿的葡萄酒比当年所酿的葡萄酒要更珍

贵#

!4"!,, 任何机构单位都可能进行储存活动% 而不

仅是产品的原始生产者' 如果货物在储存

期间又变更了所有权% 那就可能发生由几

个单位连续进行储存活动的情况#

!4"!,- 储存中的货物应归类为在制品% 而不是制

成品# 核算期内其价值增加至当时所预期

的水平% 这要视为储存生产' 与这个水平

的任何差异则被视为持有收益或损失# 在

第 0 章的附录中描述了对储存估价的方法#

但是% 对于储存时间超过一年的项目% 应

该按照下面所描述的在制品估价原则来计

算其预期的价格水平#

估价

!4"!,. 作为生产者的企业可能为了当前使用而在

市场上购买货物服务作为中间消耗% 或者

通过内部转换提取存货作为中间消耗的货

物服务# 为了确保所有被用作中间消耗的

货物和服务能够以现行价格一致地估价%

从存货中转出的货物应以其退出存货时的

现行购买者价格进行估价#

!4"!,/ 类似地% 生产者的产出可能被出售% 或者

以别的方式处置% 或者作为制成品或在制

品转换为存货# 为了确保对产出进行一致

的估价% 对于转换为存货的制成品% 应以

其如被出售所应采纳的现行价格水平来估

价' 而在制品的增加% 则以它们增加存货

时的价值来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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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品的估价

!4"!,0 大量在制品的存续时间很短% 其作为存货

只是因为% 生产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

总有一些货物在核算期期末尚未完成但距

离生产完成的下一核算期期末还有一段时

间# 对于那些生产周期不到一年的产出%

假设其价格和成本在生产期间内是稳定的%

就可以这样近似计算某核算期内非农业产

品在制品的增加价值& 先计算该核算期内

发生的在制品生产成本占总生产成本的比

例% 然后以这一比例去乘以制成品基本价

格# 这样就可以按照其在每个核算期内发

生成本所占的比重% 将制成品产出价值在

生产该制成品的若干核算期内进行分配#

如果价格和成本的平均水平在每个核算期

都有变化% 那么产出应首先按其完成时所

采用的价格和成本估价% 然后根据前几个

核算期的平均水平变动情况按比例重新估

算前几个核算期的在制品价值#

!4"!,1 对于农产品来说% 这种在几个时期分配产

出的方法可能行不通# 在播种时会有一大

笔支出% 此后直到收获所需的支出就很少

了% 其间并不成比例# 根据庄稼的物理生

长情况将产出按比例分摊也许可行% 但考

虑到庄稼在收割前会面临气候灾害的高度

风险% 如此分摊可能会引起对产量的高估#

为此不得不根据过去的经验% 以经验分布

来分摊产出' 如果复种是一种常态% 也可

以计算在庄稼收获期各种收获物所占比例

然后进行产出分摊#

!4"!,2 一些重要的活动% 如房屋$ 构筑物和复杂

机器的建造% 其生产过程可能会花费好几

年# 在此情形下% 部分完工产品价值的确

定尤其需要慎重% 因为此类大型工程本身

的价值是很高的#

!4"!,3 以五年为一个期间% 即使每年都完成五分

之一的工作% 这也不意味着每年应该记录

五分之一的价值 !为简化处理假定为零通

胀"# 第一年所完成的工作不能在后四年

使用% 因此考虑到这种延迟% 应将其价值

进行贴现# 在第二年中% 通过贴现因子%

第一年所完成工作的价值将有所增长% 这

部分增长将增加第二年所完成工作的价值%

以后年度依此类推# 第 ,4 章对这种情况进

行了更详细的讨论#

存货交易

!4"!-4 资本账户中% 与存货有关的交易列示了每

一类存货的水平变化# 存货变化等于入库

的存货减去出库的存货% 再减去存货的正

常毁损# 表 !4"- 是对表 !4"! 的扩展% 其

中包含了各类存货变化# 下面对每类存货

进行描述和定义#

材料和用品

!4"!-! 材料和用品是指企业存在仓库里打算作为

中间投入用于生产的所有货物( 然而% 并

不是所有的材料和用品一定会被这样使用

掉% 因为有些可能会由于物质损耗$ 经常

发生的意外损坏或偷窃而损失掉# 此类损

失的记录和估价方法与实际出库用于生产

的材料和用品的记录和估价方法相同#

!4"!-, 企业在材料和用品这一项里可能持有种类

十分不同的各种货物% 最常见的是燃料$

工业原料$ 农业原料$ 半加工品$ 供组装

的部件$ 包装材料$ 粮食$ 办公用品等#

每一个企业% 包括政府机构所拥有的非市

场生产者% 都会有一些材料和用品库存%

哪怕只是办公用品的库存#

!4"!-- 材料和用品不包括企业获得的作为贵重物

品的艺术品$ 贵重金属或者宝石# 然而%

有些生产者确实用黄金$ 钻石等作为中间

投入来生产其他货物和服务***例如% 珠

宝制造商或牙科医生# 打算用于生产的库

存黄金$ 钻石等% 当然要记入材料和用品

项下#

在制品

!4"!-. 在制品是指企业生产的! 加工尚不够充分

的产品" 它们还未达到能被其他机构单位

使用时的正常状态( 所有行业都存在在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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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资本账户&&&存货和贵重物品变化

资产变化

交易和平衡项
非金融

公司

金融

公司

一般

政府

住户 $(6#7 经济

总体

国外 货物和

服务

合计

资本形成总额 -42 2 -2 // / .!. .!.

资本形成净额 !/! @. !! -, , !3, !3,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24 2 -/ .2 / -10 -10

固定资本消耗 @!/1 @!, @,1 @,- @- @,,, @,,,

?按资产分类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存货变化 ,0 4 4 , 4 ,2 ,2

???材料和用品

???在制品

????培育性生物资产在制品

????其他在制品

???制成品

???军事存货

???供转售的货物

??贵重物品的获得减处置 , 4 - / 4 !4 !4

非生产资产的获得减处置 @1 4 , . ! 4 4

应收资本转移

应付资本转移

净贷出 ! A" B净借入 ! @" @/0 @! @!4- !1. @. !4 @!4 4

品% 但对于那些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生产出

一个成品的产业% 在制品特别重要% 如农

业% 或者船舶$ 住宅$ 计算机软件或电影

等复杂固定资产的生产行业# 因此% 在制

品可以具有各种不同的形式% 从正在生长

的庄稼% 到部分摄制完成的电影产品或者

编制了一部分的计算机程序# 虽然在制品

这一产出还未达到其在其他机构单位使用

时应表现出的正常状态% 但在必要时% 它

的所有权是可以转移的# 例如% 在企业在

进行破产清算这种特殊的情况下% 可以将

其出售#

!4"!-/ 核算期末尚未完工的所有产品都必须记录

为在制品# 尤其是那些需要较长时间才能

完工的产品% 如建筑物# 核算期越短% 在

制品***相比于产成品***的核算越重要#

尤其是许多农作物的生长过程要在一年之

内而非一个季度之内完成% 因此对于它们%

在制品核算对季度账户的意义可能大于其

对年度账户的意义# 某些部分完工工程的

生产是为了自用% 或者存在销售或购买合

同% 那么可以视为其最终所有者已经取得

了该工程的所有权% 这是不将未完工产品

记做在制品的唯一的例外情形#

!4"!-0 生产过程完成时% 在制品减少# 这时% 一

切在制品都变成制成品# 这种重新分类会

出现在资产物量其他变化账户中#

!4"!-1 如果价格和成本已经提高% 必须按照生产

完成所在核算期的价格和成本对从先前核

算期结转过来的在制品进行重新估价#

!4"!-2 由于物质损耗$ 经常性意外损失$ 偷窃造

成的在制品经常损失% 应从损失发生所在

核算期生产的在制品增加中减去#

!4"!-3 在制品由如下定义的培育性资产在制品和

其他在制品组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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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性生物资源在制品

!4"!.4 培育性生物资源在制品是指尚未达到能供

其他机构单位正常使用的状态! 未完全成

熟的产出( 在这种情况下% 区分一次性使

用的植物$ 树木和牲畜***也就是说% 只

生产一次产出的动植物 !当树木被砍伐$

拔掉或牲畜被宰杀时" ***与在一年以上

的时间里反复或连续用来生产水果$ 坚果$

橡胶$ 牛奶$ 羊毛$ 动力$ 运输和娱乐等

产出的树木 !包括葡萄树和灌木" 和牲畜

是有必要的# 对于一次性使用的资源应记

作在制品# 对于重复产出的资源 !自给性

生产或按照与其他单位商议好的协议进行

培育"% 其生长应该算作固定资本形成%

而不是存货# 其他对重复产出资源的培育

应该视为在制品% 例如% 赛马或其他特殊

动物的饲养就是这种情况#

其他在制品

!4"!.! 其他在制品是指除培育性生物资源之外的!

其加工程度尚未达到能供其他机构单位正

常使用状态的产出(

制成品

!4"!., 制成品是指作为产出而生产的! 生产者欲

将其提供给其他机构单位且在此之前不再

打算做进一步加工的货物( 当生产者完成

了其计划的生产过程% 该货物就被视作制

成品% 即使它随后可能被用作其他生产过

程的中间投入也是如此# 因此% 尽管电站

储存的煤要列示在材料和用品项目下% 但

是采矿企业生产出来并加以储存的煤则应

视作制成品# 蓄电池制造厂家生产的蓄电

池存货是制成品% 但是车辆和飞机制造商

持有的同样的蓄电池则列在材料和用品项

下#

!4"!.- 制成品存货可能只会由其生产企业持有#

入库或出库的制成品按这些货物入库或出

库时发生的基本价格估价# 由于物质损耗$

经常性意外损失$ 偷窃造成的制成品的经

常损失应在损失发生时以当时的价格估价#

军事存货

!4"!.. 军事存货是指武器或武器系统中供一次性

使用的物品" 如弹药! 导弹! 火箭! 炸弹

等( 正如前文讨论作为固定资本的武器系

统时所指出的% 大部分只能使用一次的项

目视为存货% 但是那些具有高度毁灭性力

量的弹道导弹可以视为固定资产% 因为它

可以提供威慑入侵者这种持续的服务#

供转售的货物

!4"!./ 供转售的货物是指诸如批发商或零售商等

企业购买的货物" 目的是为了将其转卖给

顾客( 购买供转售货物的企业除了采用对

顾客有吸引力的方式将这些货物展现出来

用作转卖以外% 不再对其做进一步的加

工# 因此% 用于转卖的货物可以由其所有

者进行运输$ 储存$ 分等$ 分类$ 清洗和

包装等% 但是不能以其他方式对货物进行

改造#

!4"!.0 进入企业存货的供转售货物应按其实际的

或估计的购买者价格估价# 这些价格中应

包括付给供应者以外的企业的额外运费%

但是不包括提货企业自给性运输服务所花

费的费用# 原则上% 通过易货交易获得的

货物应按其获得时估计的购买者价格估价#

然而% 由于易货交易的货物不会有税金或者

利润% 所以其购买者价格等于基本价格#

!4"!.1 对于从存货中转出的供转售的货物% 应按

提货时重新购买这些货物需要支付的购买

者价格估价% 这种价格不同于在获得它们

时可能已经支付的购买者价格# 存货的减

少都按这种方法估价% 不管这些货物的出

售带来利润还是亏损' 甚至该货物未被出

售% 其减少只是由于物质损耗或经常发生

的意外损失或偷窃% 也要按这种方法估价#

!4"!.2 按照惯例% 政府为实物社会转移分配而获

得的$ 但尚未实施转移交付的货物也应包

括在供转售的货物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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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重物品的获得减处置

资产范围

!4"!.3 贵重物品包括贵金属和宝石$ 古董与其他

艺术品$ 以及其他贵重物品# 然而并不是

所有满足上述描述的物品都必须包括在所

有者之资产负债表的贵重物品里# 贵重物

品这一项目是为了记录那些通常被视为投

资替代形式的项目# 在很多时候% 投资者

也许会购买黄金而不是金融资产# 我们还

知道% 当金融资产价格剧烈波动时% 一些

养老基金会去购买 (老艺术家) 的绘画作

品# 个人 !即 #$%术语中的住户" 也会做

此类选择% 因为他们知道当有必要筹措资

金时% 可以出售贵重物品#

估价

!4"!/4 进行贵重物品交易经常会产生所有权转移

费用% 例如支付给估价人和拍卖人的酬金#

和其他非金融资产一样% 记入资产负债表

时% 应将这些费用视为固定资本形成% 包

含在这些项目的价值里#

贵重物品的交易

!4"!/! 可以对贵重物品进行如下分类& 贵金属和

宝石% 古董与其他艺术品% 以及其他贵重

物品# 这种分类只是建议性的和补充性的%

而不是标准分类# 下面对每一类别的具体

内容进行描述% 以便用来进行贵重物品的

确认和计价#

贵金属和宝石

!4"!/, 不是由企业为了销售或作为生产过程的投

入而持有% 不是作为货币黄金而持有% 也

不是以未分配金属形式作为金融资产而持

有% 此时持有的贵金属和宝石应被视为贵

重物品#

古董和其他艺术品

!4"!/- 不是由企业为了销售而持有的$ 被公认为

艺术品和古董的绘画$ 雕塑等% 除此之外

的部分应被视为贵重物品# 原则上博物馆

的展品属于贵重物品#

其他贵重物品

!4"!/. 不属于其他分类的贵重物品% 包括有公认

市场价值的邮票$ 硬币$ 瓷器$ 书籍等收

藏品% 以及精美的首饰$ 时尚的宝石和有

重大可实现价值的金属#

," 固定资本消耗

!4"!// 固定资本消耗的概念首先是在第 0 章描述

和定义的% 它造成了总增加值和净增加值

的区别% 然后影响到所有接下来的平衡项%

还使固定资本形成 !原文是固定资本消

耗% 疑有误***译者注" 分为总额和净

额# 对固定资本消耗而言% 资本账户的记

录与生产账户的记录是相对应的% 不过%

是以负项记在与生产账户相同的一边% 而

不是记在相反的一边#

!4"!/0 固定资本消耗是生产用固定资产价值的负

向变动项目# 固定资本消耗必须参照一套

给定价格% 即核算期内该类固定资产的平

均价格来衡量# 这样即可将它界定为一家

企业所拥有的固定资产在核算期期初期末

之间由于固定资产物质损耗以及正常陈旧

和意外损坏率而引起的价值下降# 从固定

资本形成总额中扣除固定资本消耗% 就得

到固定资本形成净额# 这个固定资本形成

净额与从收入使用账户结转来的平衡项净

储蓄是对应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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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所有固定资产都要在其用于生产的每个年

份提取固定资本消耗# 因为所有权转移费

用% 包括终期费用% 都已被视为固定资产%

所以对它们也要提取固定资本消耗# 假定

所有房屋和其他构筑物 !包括铁路$ 道

路$ 桥梁$ 隧道$ 机场$ 港口$ 管道$ 大

坝等" 即使在适当维护下% 仍然只具有有

限的使用年限% 所以对所有这些资产都要

计算固定资本消耗# 使用年限不单纯由物

理耐用性决定% 许多设备与房屋建筑物一

样% 会由于其逐渐过时而最终被废弃# 然

而% 有些构筑物***如某些道路$ 桥梁$

大坝等***的使用年限可能会很长% 甚至

会超过一个世纪#

!$ 所有权转移费用

!4"!/2 获得和处置固定资产时所发生的所有权转

移费用已被视为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包含

在资本账户记录的资产获得和处置价值中%

同时包含在资产负债表的资产价值中# 然

而% 对于所有权转移费用以外的资产价值%

固定资本消耗是在整个寿命期内进行计算%

而对于所有权转移费用% 固定资本消耗只

在所有者预期持有资产期间内进行计算#

这样一来% 当资产出售给新的所有者时%

资产价值中就不包括剩余的所有权转移费

用% 所以% 除了新所有者承担的所有权转

移费用外% 原所有者所收到的金额就等于

新所有者所支付的金额#

!4"!/3 对于除土地之外的自然资源% 所有权转移

费用在资本账户中作为固定资本形成交易

列示% 与自然资源的获得和处置是分开的%

但在资产负债表中的自然资源价值则包括

了所有权转移费用的价值# 所有权转移费

用仍然要在所有者预期的资产持有期间内

进行摊销% 并被视为相关生产账户中的固

定资本消耗#

!4"!04 对于土地% 所有权转移费用视为土地改良

的一部分% 土地改良本身则被视为生产资

产# 除了所有权转移费用之外的土地改良

价值会在一个长度合适的期间内进行摊销%

但是所有权转移费用则要在其所有者预期

的土地持有期间内进行摊销#

($ 终期费用

!4"!0! 原则上% 一旦考虑价格变化% 某资产在寿

命期内累计的固定资本消耗应该等于该资

产获得价值减处置价值之差# 对于处置时

会有实际成本的资产% 则意味着固定资本

消耗还应该能够补偿预期的终期费用# 因

此% 不管资产在其寿命期内有几个所有者%

终期费用都应该在资产的整个寿命期内摊

销# 就是说% 在即将处置之前% 资产价值

会是负的' 当产生的终期费用被计入固定

资本形成总额时% 资产的价值才变成零#

资产价值为负看起来很怪% 它反映了这样

一个事实& 资产所有者不但不能出售它%

而且还必须向接管资产责任的另一个单位

支付一笔费用#

!4"!0, 实践中很难准确地预计终期费用# 这样一

来% 累计的固定资本消耗也许不能包括所

有的终期费用# 然而% 仍然应该将全部成

本做为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处理% 资产寿命

期内所有未包括在固定资本消耗之中的成

本都应该在成本发生的期间内摊销% 计入

固定资本消耗# 这是一种带有实用性质的

建议% 会导致$'(在资产整个使用期内被

高估% 而在其余成本发生的年份被低估#

!4"!0- 第 ,4 章将进一步讨论所有权转移费用和终

期费用的处理#

-" 非生产非金融资产的获得减处置

!4"!0. #$%中包括三类完全不同的非生产非金 融资产& 自然资源% 合约$ 租约和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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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誉和营销资产# 除了都是非生产的和

非金融的资产之外% 这三类资产几乎没

有任何共同点# 每一类资产都需要单独

讨论#

!4"!0/ 表 !4". 是对表 !4"! 的扩展% 详细给出了

非生产非金融资产的标准分类# 其中每一

类都会在适当部分进行讨论#

!$ 自然资源

资产范围

!4"!00 并非所有的环境资源都符合经济资产的条

件# 因此% 把自然产生的资源区分为 #$%

资产与非 #$%资产是十分有用的#

表 !)$." 资本账户&&&非生产非金融资产

资产变化

交易和平衡项
非金融

公司

金融

公司

一般

政府

住户 $(6#7 经济

总体

国外 货物和

服务

合计

资本形成总额 -42 2 -2 // / .!. .!.

资本形成净额 !/! @. !! -, , !3, !3,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24 2 -/ .2 / -10 -10

固定资本消耗 @!/1 @!, @,1 @,- @- @,,, @,,,

?按资产分类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存货变化 ,0 4 4 , 4 ,2 ,2

??贵重物品的获得减处置 , 4 - / 4 !4 !4

非生产资产的获得减处置 @1 4 , . ! 4 4

??自然资源的获得减处置 @0 4 , - ! 4 4

自然资源

??土地

??矿物和能源储备

??非培育性生物资源

??水资源

??其他自然资源

???无线电频谱

???其他

??合约$ 租约和许可的获得减处置 @! 4 4 ! 4 4 4

合约$ 租约和许可

?可交易的经营租赁

?自然资源使用许可

?从事特定活动的许可

?货物和服务的未来排他性权利

?商誉和营销资产的购买减销售 4 4 4 4 4

应收资本转移

应付资本转移

净贷出 ! A" B净借入 ! @" @/0 @! @!4- !1. @. !4 @!4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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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1 首先% 必须指出% #$%的账户和资产负债

表是针对机构单位或单位集合编制的% 只

有为这些单位所有的资产价值才能记入#

因此% 只有那些所有权已经确立并已得到

有效实施的自然性资产才有资格作为经济

资产% 并记入资产负债表# 它们不一定必

须为个别单位所拥有% 也可以由多个单位

共同拥有或由政府代表整个社会拥有# 然

而% 要确定某些自然产生的资产的所有权

也许是行不通的% 例如空气和海洋# 此外%

可能还有一些资产不能作为经济资产来对

待% 因为它们实际上不隶属于任何具体单

位# 这些资产不仅包括那些其存在尚不为

人所知的资产% 而且也包括那些其存在可

能已为人所知$ 但却因距离太远或者无法

取得因而实际上不在任何单位有效控制之

下的资产% 比如非培育性森林#

!4"!02 第二% 为了符合经济资产的一般意义% 自

然资产不仅必须要由所有者拥有% 而且%

在给定技术$ 科学知识$ 经济基础设施$

可动用的资源% 以及与资产负债表日期有

关的或在不久的将来可预料到的一套通行

的相对价格下% 它还应该能够为其所有者

带来经济利益# 因此%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

不具有商业开发价值的已知矿藏不包括在

#$%的资产负债表中% 尽管在以后的某一

天% 由于技术取得意外的重大进展% 或者

价格发生重大变动% 这些矿藏也许可能变

得具有商业开发价值#

!4"!03 具有生物群形式的自然产生的资产***树

木$ 植物$ 牲畜$ 鸟类$ 鱼类等***是可

以更新的# 树木$ 作物或其他植物的栽培%

或者牲畜$ 鸟类$ 鱼类等的饲养% 可以在

机构单位的直接控制$ 负责和管理下进行#

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资产是培育性资产%

此类活动被视为 #$%范围内的生产活动#

生活在野外的牲畜$ 鸟类$ 鱼类等的生长%

或者森林里非培育性植物的生长不属于经

济生长过程% 因此% 所产生的资产不可能

是生产资产# 尽管如此% 当森林和 !或"

牲畜$ 鸟类$ 鱼类等实际上为机构单位所

有$ 并且成为其所有者的利益来源时% 它

们就构成了经济资产# 当野生牲畜$ 鸟类$

鱼类等生活的地点使得机构单位无法对它

们行使所有权时% 它们就不属于资产范围#

同样% 生长在这种地区的森林或其他植物

也不算作经济资产# 另一方面% 遵照国际

协议% 单个国家可以在公海中捕捞的鱼可

以包括在资产范围内#

所有权

!4"!14 对经济领土内的土地和不可移动自然资源%

其一切所有者和购买者都被认为在这个经

济中具有一个经济利益中心# 如果某所有

者或购买者在某方面不具备常住单位资格%

就要为此创建一个名义常住单位# 认为是

该名义常住单位购买了土地% 非常住单位

则被认为购买了名义常住单位的权益***

获得的是金融资产而不是非金融资产# 这

样% 名义上所有的土地买卖都发生在常住

单位之间% 除非经济领土的边界本身由于

土地购买或出售而发生变化***比如一个

外国政府或一个国际组织购买或出售土地%

以增加或减少其在本国领土内之使馆或办

事用地的范围#

!4"!1! 此外% 由于土地和自然资源的购买或出售

在记录时不包括买卖双方的所有权转移费

用% 所以% 在经济总体水平上% 土地和自

然资源购买和出售的总价值必然相等% 尽

管在单个部门或子部门水平上可能不等#

!4"!1, 类似地% 要假定只有常住机构单位才能开

采地下资源# 一旦开始准备创建一个企业

来开采资源% 比如获得许可证% 在那个时

点上% 这家企业就被认为是常住单位了#

估价

!4"!1- 由于自然资源是非生产性的% 因此% 其所

有权转移费用要作为固定资本形成的一部

分在资本账户中单独列示% 不属于非生产

资产的交易价值# 按照惯例% 土地的所有

权转移费用应包含在土地改良中#

自然资源交易

!4"!1. 根据表 !4". 所给出的分类% 自然资源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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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所讨论资产的获得减处置表现#

土地

!4"!1/ 土地被定义为地面本身" 包括覆盖的土层

和附属的地表水" 所有者通过持有或使用

它们可以对其行使所有权" 并获取经济利

益( 以下内容不包括在土地的价值之中&

坐落在该土地上或途经该土地的房屋或其

他构筑物% 培育的农作物$ 树木和动物%

矿物和能源储备% 非培育性生物资源和地

下水资源# 附属的地表水包括可以对其行

使所有权$ 并因此可以作为机构单位之间

交易对象的所有内陆水域 !水库$ 湖泊$

河流等"# 然而% 对于经付款可从中定期

提取水在生产中使用 !包括灌溉" 的水

体% 不属于土地的附属水% 而是包括在水

资源中#

!4"!10 正如上面所解释的% 土地改良和与土地有

关的所有权转移费用被视为固定资产% 而

且要单独列示# 结果% 购买者和销售者对

自然资源获得或处置都要以相同的价值数

额记录# 既然交易双方都必须是常住单位%

因此可以说% 如果把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来

看% 土地的全部购买总价值必然等于全部

销售总价值% 但在较低层次***如单个部

门或子部门***其总量一般情况并不相等#

因此% 对于整个经济体来说% 土地的获得

减处置的价值是零 !正如 !4"!14 段所指出

的% 引起经济领土边界本身发生变化的交

易除外"#

!4"!11 房屋或其他构筑物以及种植园往往与它们

所坐落的土地一起被购买或出售% 而不是

对土地和构筑物分开估价# 如果构筑物已

经存在% 那么% 即使无法得到构筑物和土

地各自的价值% 但可以确定在其共同价值

中是土地占大部分还是构筑物占大部分%

则可以根据价值较大者认定该笔交易属于

土地购买还是构筑物购买# 如果不能确定

土地价值大还是构筑物价值大% 那么按惯

例% 这笔交易应算作购买构筑物% 也就是

说要记入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类似的原则

也适用于种植园#

!4"!12 #$%没有明确规定土地的具体分类% 如果

需要对土地进行细分% 建议采用 #==%所

使用的分类#

矿物和能源储备

!4"!13 矿物和能源储备是指位于地球表面以上或

以下的" 在给定的现有技术和相对价格下

具有经济可开采性的矿物和能源储备( 对

矿物和能源储备的所有权通常应与对土地

本身的所有权分开# 矿物和能源储备由存

在于地下或地球表面上的$ 已探明的矿藏

量组成& 煤$ 石油$ 天然气或其他燃料%

金属矿% 以及非金属矿物% 其中包括海底

矿藏# 记录在资本账户里的交易仅仅是指

那些已经确立了所有权的矿物和能源储备#

在大多数情况下% 矿物和能源储备资源的

所有权与其所附属土地的所有权可能是分

开的% 但在其他一些情况下% 法律可能规

定% 矿物和能源储备的所有权与其所在土

地的所有权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

!4"!24 记在资本账户里的矿物和能源储备交易指

矿物和能源储备的获得或处置% 通过交易%

资产所有权由一个机构单位转让给另一个

机构单位# 以生产为目的进行采掘会减少

矿物和能源储备的已探明储量% 由此造成

的价值下降不记入资本账户% 而是记入资

产物量其他变化账户#

!4"!2! 如果需要具体分类% 再次推荐遵照 #==%

的分类#

非培育性生物资源

!4"!2, 非培育生物资源是指这样一些动物! 鸟类!

鱼类和植物% 可能产生一次性产品也可能

重复产生产品" 所有者能够对其行使所有

权但其自然生长和繁殖不在机构单位的直

接控制! 负责和管理之下( 比如在一国领

土内的原始森林和渔场# 只有那些目前可

以进行经济开发或很可能不久就要进行经

济开发的资源才应包括在内#

!4"!2- 在 #==%中% 非培育性生物资源被进一步

分为& 水生资源% 除了水生资源以外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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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资源% 林木$ 作物和植物资源# 水生资

源被进一步分为本国水域 !包括专属经济

区 !==c" 内的水生资源和那些生长在公

海里的水生资源#

水资源

!4"!2. 水资源是指其稀缺性已导致了行使所有权

或使用权! 进行市场估价和采取某些经济

控制措施的地下蓄水层和其他地表水( 如

果不可能将地表水的价值和其所附属的土

地分开% 那么就要将两者作为整体归类于

在总价值中占比较大的那个类别#

其他自然资源

!4"!2/ 其他自然资源目前只包括无线电频谱# 借

助于市场测量仪器执行环境政策的快速推

进% 其他自然资源可能会逐步被视为经济

资产# 如果确实如此% 这就是一类应该被

分配的资源#

($ 合约! 租约和许可

资产范围

!4"!20 只有当下列两个条件都满足时" 合约! 租

约和许可才被视为资产(

)"合约! 租赁和许可这些术语明确规定了

所使用的资产或提供服务的价格" 这个

价格不同于缺少合约! 租约和许可时的

流行价格(

*"契约的一方必须能够合法地并且实际上

实现这个价格差异(

第二个条件意味着一个契约市场的存在# 建

议实践中应该在合约$ 租约和许可持有者确

实实际行使了他的权利以实现价格差异时%

才将合约$ 租约和许可记录在账户中#

!4"!21 第 !1 章第 / 部分探讨了 #$%处理契约的

所有问题% 如果对一项合约$ 租约和许可

是否应视为资产有疑问% 可查阅这一部分

内容#

!4"!22 与自然资源一样% 与合约$ 租约和许可获

得与处置有关的所有权转移费用应该作为

固定资本形成单独列示#

合约! 租约和许可所包括的资产类型

!4"!23 #$%中有四类合约$ 租约和许可被视为资

产& 可交易的经营租赁$ 自然资源使用许

可$ 从事特定活动的许可$ 货物和服务的

未来排他性权利#

可交易的经营租赁

!4"!34 可交易的经营租赁是一种与固定资产有关

的第三方财产权( 比如% 一栋房屋的租户

要交纳固定数量的租金% 但是如果没有租

约% 房屋租金会更高# 在这些情况下% 如

果这个租户能够合法地且实际转租这间房

屋% 这样他就拥有了可交易的经营租赁这

类资产#

自然资源使用许可

!4"!3! 自然资源使用许可是与自然资源有关的第

三方财产权( 比如% 一个人持有一个捕鱼

配额% 同样地% 他能够合法地且实际把这

个配额转卖给其他人#

从事特定活动的许可

!4"!3, 一个从事特定活动的许可包含以下要素%

)"许可在数量上是有限的" 所以允许持有

者获取垄断利润'

*"垄断利润不是来自于使用属于许可发放

方的资产'

+"许可的持有者能够合法且实际上对第三

方出售其许可(

这样的许可主要由政府发放% 但也可能由

其他单位发放#

!4"!3- 如果政府通过发放许可来限制授权从事出

租车运营的汽车数量% 或限制授权的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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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数量% 它们实际上是为已获授权的运

营者创造了垄断利润% 并索取其利润的一

部分作为收费# 获取这样一张许可证的动

机在于% 获准许可者相信他将因此取得获

取垄断利润的权利% 该垄断利润至少会等

于他为获得许可证所支付的金额# 如果获

准许可者通过出售资产许可能够实现这种

权利% 那么这种未来的收入流就应被视为

资产# 这类资产被称为从事特定活动的许

可% 其价值取决于未来垄断利润的流量#

!4"!3. 除政府外% 很少有单位能够限制其他单位

参与一项特定的行动# 财产所有者限制可

以经营其财产的单位数量大概可以算一例#

例如一个旅馆可能这样规定& 只允许一个

出租车公司来搭乘其客人# 在这种情况下%

许可被视为提高了对服务的支付金额# 尽

管这也许不是一种普遍的情况% 但如果此

类许可能够在市场上转让% 那原则上就没

有理由不将其视为资产#

货物和服务的未来排他性权利

!4"!3/ 货物和服务的未来排他性权利是指这样的

情形% 已经签约在将来某一时点以固定价

格购买货物或服务的一方能够把协议第二

方的义务转移给第三方( 比如足球运动员

的签约$ 一个出版商独家出版知名作者的

新作品或者独家发行指定音乐家的录音带

的权利#

+$ 商誉和营销资产

!4"!30 一个企业的潜在购买者常常会准备支付一

笔超过该企业可单独识别和估价的资产与

负债净价值的额外费用# 这个超过的部分

称为 (商誉)% 它反映了公司治理架构的

价值% 以及该公司所汇集的人力资源和管

理$ 公司文化$ 分销网络和顾客基础的价

值# 如果与其他资产分离% 商誉可能是没

有价值的% 但商誉却增强了那些其他资产

的价值# 从另一方面来看% 它是因这些单

项资产能够彼此联合起来使用而附加于各

单项资产价值之上的价值#

!4"!31 商誉不能被单独识别并出售给另一方# 它

的价值只能由出售公司所得价值减去属于

#$%资产范围内的其他资产和负债价值而

推导得到# !实际上% 由于商誉是作为余

值被估计出来的% 所以其估计值中也会包

含其他资产和负债估计值的误差和遗漏#"

!4"!32 除了余值误差% 商誉的价值中可能还会包

括被称为营销资产的公司项目的价值# 营

销资产是指诸如品牌名! 报头! 注册商标!

公司标识和域名等项目( 一个品牌可以被

解释为远不只是一个公司名称或公司标识%

它是顾客或潜在顾客对该公司及其产品的

全部印象# 更广泛地理解% 还可以认为它

包括了商誉的一些特征% 如顾客忠诚度#

!4"!33 商誉和营销资产的价值被定义为以下两项

价值之差额% 购买一家生意兴隆的企业而

支付的价值" 该企业的资产总额减负债总

额&&&其中每一项资产或负债都是可单独

识别和估价的( 尽管大部分公司都可能存

在商誉% 但由于难以可靠计量% 所以只有

当商誉的价值通过市场交易 !通常是出售

整个公司" 而表现出来时% 才记入 #$%#

例外的是% 可识别的营销资产有可能被单

独出售% 而且与整个公司分离% 在这种情

形下% 它们的出售也应该记在这个项目下#

1" 资本转移

!$ 对应经常转移的资本转移

!4",44 资本转移是无回报的转移% 在资本转移中%

给予转移的一方通过处置资产 !不包括现

金或存货"$ 放弃金融债权 !不包括应收

账款" 来筹集资金' 或者接受转移的一方

必须获得资产 !不包括现金"' 或者两个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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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同时满足# 资本转移往往数额大% 且

无规律% 但数额大和无规律都不是认定一

项转移是资本转移而非经常转移的必要条

件#

!4",4! 经常转移会减少第一方之收入和消费的可

能性% 增加第二方之收入和消费的可能性#

因此% 经常转移并不与交易的一方或双方

之资产获得或处置相联系% 或者不以此为

条件#

!4",4, 有些现金转移可以被一方认为是资本转移

而被另一方认为是经常转移# 例如% 纳税

人可能认为缴纳的遗产税是资本转移% 而

政府可能因为它接受许多这样的转移而认

为它是经常收入# 相似地% 向一些较小国

家提供投资补助金的大国可能把这种补助

金当作经常转移% 即使补助金是专门为购

买资本资产而提供的资金# 然而% 在 #$%

这样的综合核算体系中% 是不能把同一笔

交易在该体系的不同部分中归入不同类别

的# 因此% 一项转移即使它只涉及某一方

的一项或几项资产的获得或处置% 也应被

交易双方同时归类为资本转移# 按照惯例%

社会转移总是被视为经常转移#

!4",4- 可能有这样的情况& 根据现有证据很难确

定一项现金转移是经常转移还是资本转移#

如果存在严重疑问% 应将此项转移列为经常

转移而不是资本转移# 然而% 应当指出% 如

何确定一项转移的性质% 会对储蓄数额在部

门和部门之间$ 子部门和子部门之间$ 甚至

整个经济与国外之间的分配产生重要影响#

在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 经常转移会增加

接受方的储蓄% 减少捐赠方的储蓄% 而资

本转移则不会影响任何一方的储蓄# 因此%

如果现金转移不能正确地划归经常转移或

资本转移% 结果会通过有关单位或子部门

所记录的储蓄而误导经济分析和决策#

表 !)$/" 资本账户&&&资本转移&负债和资产净值变化

负债和资产净值变化

交易和平衡项
非金融

公司

金融

公司

一般

政府

住户 $(6#7I 经济

总体

国外 货物和

服务

合计

净储蓄 1! , @0, !3, , ,4/ ,4/

对外经常差额 @!- @!-

资本形成总额 .!. .!.

资本形成净额 !3, !3,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10 -10

固定资本消耗 @,,, @,,,

?按资产分类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存货变化 ,2 ,2

??贵重物品的获得减处置 !4 !4

非生产资产的获得减处置 4 4

应收资本转移 -- 4 0 ,- 4 0, . 00

?应收资本税 , ,

?应收投资补助 ,- 4 4 4 4 ,- . ,1

?应收其他资本转移 !4 4 . ,- 4 -1 -1

应付资本转移 @!0 @1 @-. @/ @- @0/ @! @00

?应付资本税 4 4 4 @, 4 @, 4 @,

?应付投资补助 @,1 @,1

?其他应付资本转移 @!0 @1 @1 @- @- @-0 @! @-1

储蓄和资本转移引起的资产净值变化 22 @/ @34 ,!4 @! ,4, @!4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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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金转移和实物转移

!4",4. 正如第 3 章中所解释的% 转移可能以现金

形式发生或以实物形式发生# 实物资本转

移必然会涉及捐赠方在先前账户中将产品

记做非金融资产所有权的变更# 在这种情

况下% 与交易有关的四笔分录都要记录在

资本账户中# 两笔涉及资本转移所隐含的

财富转移% 其他两笔作为资产的处置列

示***由捐赠方转出和由接受方获得# 通

过集体建造生产然后转移给政府去维护的

固定资产% 其处理方法可见 !4"/2 段的讨

论#

!4",4/ 对所有其他资本转移% 都会有两笔分录记

录在资本账户中% 两笔分录记录在金融账

户中# 以债务豁免为例% 在金融账户中的

两笔分录要分别体现接受方对捐赠方之债

务责任的减免和捐赠方对接受方之债权的

减免# 其他资本转移应记做现金转移% 体

现为捐赠方现金或存款的减少和接受方现

金或存款的增加#

估价

!4",40 不论是新的还是使用过的非金融资产% 其

转移都应按照该资产在市场上可能出售的

估计价格加上捐助人支付的运费$ 安装费

或其他所有权转移费用进行估价% 但其中

不包括接受方发生的此类费用# 包括债务

豁免在内的金融资产转移的估价方法与金

融资产或负债的其他获得或处置是一样的#

+$ 资本税

!4",41 资本税是指针对机构单位所拥有的资产价

值或资产净值" 或针对机构单位之间作为

遗产! 生者之间的赠予或其他转移物所转

移的资产价值" 不定期或间隔相当长时间

而征收的税( 具体包括资本税和资本转移

税&

)"资本税是指针对机构单位所拥有资产或

资产净值的价值$ 不定期或间隔相当长

时间征收的税# 资本税由住户或企业缴

纳% 有关单位和政府都将其作为不常发

生的事情处理# 资本税中包括改善性征

税% 也就是由于政府规划允许为商业或

住宅目的开发土地而对农用土地增值所

征收的税 !政府财政统计 !&:#9"

,44! 税收代码 !!--' N=<'./44"#

*"资本转移税是指针对机构单位之间所转

移资产的价值所征收的税# 主要包括遗

产继承税或遗产税% 以及赠予税***其

中包括同一家庭的成员之间为避免缴纳

或尽量少缴纳遗产税而进行的生者之间

的赠予% 但不包括针对资产销售所征的

税% 因为它不属于转移 !政府财政统计

! &:#9 " ,44! 税 收 代 码 !!-.'

N=<'.-44"#

.$ 投资补助

!4",42 投资补助是指这样一类资本转移% 政府向

常住或非常住机构单位提供的! 全部或部

分用作获得固定资产的资金( 接受者必须

将所收到的投资补助用于固定资本形成%

并且补助金往往是与具体投资项目 !如大

型建筑项目" 联系在一起的# 如果投资项

目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现金补助可能要

分期支付# 分期支付仍然归类为资本转移%

只是可能要分别记录在相连的几个核算期

内#

!4",43 实物投资补助是指由政府向其他常住或非

常住单位转移的交通设备$ 机器和其他设

备% 以及向常住或非常住单位直接提供的

房屋或其他构筑物# 它们可能是由援助国

政府所拥有的企业生产的% 或是由援助国

直接对其付款的其他企业生产的# 在这种

情况下% 通常要先记录一笔现金资本转移%

然后记录购买了这个实际上由实物转移的

项目# 例外的情况是% 如果转移的是现有

资产% 而且接受方是常住单位% 那么资产

的所有权转移可能由政府记录为负的资本

形成% 由接受方记录为正的资本形成% 但

是仍然要记录为资本转移% 这样双方的资

产负债表才能正确地反映已经发生的资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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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值变化#

/$ 其他资本转移

!4",!4 其他资本转移包括除资本税和投资补助以

外的一切资本转移( 此处所包括的一个引

人注目的类别是债权人和债务人经共同协

议对债务的取消# 这种取消作为债权人对

债务人的资本转移处理% 其价值等于债务

取消时未清偿债务的价值# 它包括 !但不

限于" 非常住单位与常住单位之间债务的

取消#

!4",!! 然而% 如果所注销的债务不是机构单位之

间的交易% 它就既不出现在 #$%的资本账

户中% 也不出现在金融账户中# 如果债权

人认可这种注销或不履行债务的行为% 它

应当记入债权人和债务人的资产物量其他

变化账户# 坏账准备被视为企业内部核算

项目% 不出现在 #$%中# 除了作为备忘项

目出现在平衡项中的非执行贷款的预期损

失% 债务人单方面拒绝偿还债务也不是交

易% #$%不予承认#

!4",!, 资本转移还可能采取其他形式% 下面举一

些这样的例子&

)"为补偿保险单未包括的大规模损坏或严

重损伤而支付的大笔款项# 这些款项的

支付可能是由法院判决的% 或是庭外裁

定的# 它们可能是支付给常住单位的%

也可能是支付给非常住单位的% 包括对

大爆炸$ 石油泄漏$ 药物副作用等造成

的损害的赔偿款项'

*"灾难过后特别巨大的保险赔付# 至于何

时记录是合适的% 详细内容请参见第 !1

章'

+"为弥补在两年或更长的时间里积累的巨

额营业亏损% 由政府单位向公有或私有

企业的转移'

5"中央政府向下级政府机构的转移% 用作

固定资本形成的部分或全部费用% 或弥

补多年 !两年或更长的时间" 累积的巨

额支出赤字'

8"遗产或生者之间的巨额赠予% 其中包括

捐给非营利机构的遗产'

D"住户或企业对非营利机构的特大捐赠%

用以为固定资本形成提供资金# 例如%

赠予大学用于修建新的供寄宿的学院$

图书馆$ 实验室等的费用'

L"对应领养老金的责任转移% 例如当一般

政府承担了本应由雇主承担的提供养老

金的责任'

M"由政府或$(6#7承担维护责任的集体建

造资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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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章"金融账户

#" 引言

!!"!? 金融账户是记录机构单位间交易之系列账

户中的最后一个# 净储蓄是收入使用账户

的平衡项% 而净储蓄加上应收B应付资本转

移净额可用于非金融资产的积累# 如果它

们并未全部用于非金融资产积累% 则其盈

余就称为净贷出# 如果净储蓄和资本转移

净额不足以弥补非金融资产的净积累% 则

其短缺就称为净借入# 这种盈余或短缺$

净贷出或净借入是资本账户的平衡项% 并

转入金融账户# 金融账户与前面几章讨论

过的所有账户不同% 它没有可结转到其他

账户的平衡项# 它仅解释净贷出或净借入

如何受到所持有金融资产和负债之变化的

影响# 理论上% 这些变化之和在数值上应

等于资本账户的平衡项% 但要放在与资本

账户平衡项相反的一方#

!!",? 金融账户记录发生在常住机构单位之间或

常住机构单位与国外之间的$ 涉及金融资

产和负债的交易# 账户 !见表 !!"!" 左方

记录的是金融资产获得减处置% 右方记录

的是负债发生减偿还#

!$ 金融资产和负债

!!"-? 如第 - 章所述% 资产的定义如下& 资产是

一种价值贮藏" 它代表在持有或使用该实

体的期间应归属于经济所有者的一次性或

连续性经济利益( 它是将价值从一核算期

转移到另一核算期的手段(

!!".? 通过支付工具可交换这些利益% 由此即可定

义金融债权和负债# #$%不承认非金融负债%

因此负债这一术语本质上必然是指金融负债#

!!"/? 一单位 #债务人$ 承担在特定条件下对另

一单位 #债权人$ 进行支付或系列支付的

义务时" 负债就产生了# 负债产生的最常

见情况是% 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约规定了

支付条款后% 要根据合约无条件付款#

!!"0? 此外% 负债的产生也可能不是来自合约%

而是来自得到长期广泛认同的惯例 !通常

不容易否认"# 政府对个人的有些支付就

是这样# 此时% 尽管缺少具有法律约束力

的合约% 但债权人有合理的支付预期# 这

种负债被称为推定负债#

!!"1? 只要上述各类负债之一存在% 债权人对债

务人相应就有一项金融债权# 金融债权是

债权人应得的! 由债务人根据债务条款进

行的支付或系列支付( 与负债一样% 债权也

是无条件的# 此外% 也可能存在这样的金融

债权% 它使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支付% 且

一旦做出要求% 债务人必须无条件支付# 当

然就债权人而言% 要求本身是无条件的#

!!"2? 金融资产包括所有金融债权! 公司股票或

公司其他权益! 以及被货币当局持作储备

资产的黄金( 货币当局持作储备资产的黄

金要按金融资产处理% 即使持有者并没有

对其他特定单位有要求权# 股票要按金融

资产处理% 即使股票持有者对公司的债权

并不是固定的或预先确定的金额#

($ 四式记账

!!"3? 第 - 章在 #$%的核算规则部分描述了四式

核算原则是如何实施的# 一机构单位将货

物$ 服务$ 资产或负债出售给其他机构单

-/,



位时% 要进行两对登录# 第一对登录是本

单位物品的提供和其他单位物品的获得%

第二对登录是其他单位为获得物品而提供

的支付工具和本单位获得的支付工具# 涉

及财产收入和转移的交易也要采用类似的

四式记账# 第二对登录通常出现在金融账

户% 只在实物转移这种少数情况下% 第二

对登录才可能表现为正负最终消费支出或

非金融资产处置与获得# 除金融资产获得

或负债清偿以外% 其他所有情况下% 第一

对登录均是出现在一个或多个非金融账户

里# 在金融工具交换情况下% 所有四笔登

录都出现在金融账户里#

!!"!4?所以% 金融账户里的登录有两个原因% 其

一是作为其他账户登录的对应登录' 其二

是记录仅涉及金融资产和负债交换的交易%

此时无论是初始登录还是对应登录都应记

入金融账户#

+$ 非金融交易的对应项

!!"!!?货物或非金融资产所有权的转移$ 服务或劳

动的提供等交易几乎都需要在金融账户进行

对应登录% 显示其支付工具或支付工具的未

来索取权# 即使是易货交易和实物报酬等实

物交易% 理论上也要在金融账户登录# 如果

%单位将价值d的产品提供给;单位% 并预

计将会得到相同价值的另一产品作为交换%

则%对;拥有d的债权# 当;履行了承诺

的产品交付时% 这一债权得到清偿% 不再记

录# 如果实物交易的所有要素未同时完成%

就需要在金融账户登录#

!!"!,?货物$ 服务或资产销售可能会以通货或可

转让存款的变化作为其对应项# 此外% 它

们的对应项也可能以商业信用或其他应收B

应付款的形式反映在金融账户中#

.$ 金融资产和负债的交换

!!"!-?一笔金融资产与另一笔金融资产交换% 或

用一笔金融资产偿还一笔负债时% 交易仅

记入金融账户# 这些交易改变了金融资产

和负债的组合构成% 也可能改变了金融资

产总额和负债总额% 但它们不会改变金融

资产总额和负债总额相抵后的差额# 例如%

债务人将支付工具提供给债权人% 商业信

用所代表的债权就不再存在了% 即商业信

用通过支付而得到清偿# 此时在金融账户

中进行的四笔登录是&

)"债权人减少其持有的商业信用% 增加其

支付工具 !通货或可转让存款"'

*"债务人减少其 !商业信用形式的" 负债%

同时减少其 !支付工具形式的" 金融资产#

表 !!$!" 金融账户 $简表% &&&资产变化

资产变化

交易和平衡项
非金融

公司

金融

公司

政府 住户 $(6#7 经济

总体

国外 货物和

服务

合计

金融资产净获得 2- !1, @!4 !23 , .-0 .1 .2-

?货币黄金和特别提款权 @! @! ! 4

?通货和存款 -3 !4 @,0 0. , 23 !! !44

?债务性证券 1 00 . !4 @! 20 3 3/

?贷款 !3 /- - - 4 12 . 2,

?股权和投资基金份额 !4 ,2 - 00 4 !41 !, !!3

?保险$ 养老金和标准化担保计划 ! 1 ! -3 4 .2 4 .2

?金融衍生工具和雇员股票期权 - 2 4 - 4 !. 4 !.

?其他应收B应付款 . ! / . ! !/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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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用现有金融资产交换其他金融资产%

所有登录均发生在金融账户里% 并且只影

响资产# 例如% 一机构单位在二级市场上

将其现有债券出售给另一机构单位% 出售

者持有的证券减少而持有的支付工具等量

增加' 购买者持有的证券增加而持有的支

付工具减少#

!!"!/?一机构单位通过负债发生而创造新的金融

资产时% 相关登录也全部记入金融账户#

例如% 一公司可能通过发行短期证券来交

换支付工具# 公司部门的金融账户上相应

地要显示证券形式下的负债增加和支付工

具形式下的金融资产增加' 购买部门的金

融账户要显示支付工具形式下的资产减少

和证券形式下的资产增加#

/$ 净贷出

!!"!0?一些部门或子部门是净贷出者% 而其他部

门或子部门则是净借入者# 机构单位之间

进行金融交易时% 一部门的盈余资源就可

通过相关单位转给其他部门使用# 金融账

户表明% 短缺部门或净借入部门如何通过

发生负债或减少资产而获得必须的金融资

源% 净贷出部门如何通过获得金融资产或

减少负债而配置其盈余# 金融账户还表明

各类金融资产对这些交易的相对贡献#

!!"!1?从表 !!"! 中可清楚看出净贷出的变化过

程# 非金融公司有 /0 的净借入要求% 该

融资要求通过发生负债 !-3 和获得金融资

产 2- 而得到满足% 两者之间的差额等于

净借入# 同样% 住户部门通过获得金融资

产 !23 和发生负债 !/ 而有净贷出差额

!1.#

!!"!2?尽管大部分借入和贷出要通过金融中介机

构% 但也有一些借款人直接与非金融贷款

人交易# 例如% 政府在市场上发行证券%

这些证券可以由金融机构购买% 也可以由

住户$ 非金融公司和国外部门购买# 但在

许多其他情况下% 金融中介机构的专门职

能就是通过建立金融市场将贷款人和借款

人间接地联系起来# 金融机构通过吸收存

款或发行证券对净贷出者负债% 并将这些

金融资源以贷款$ 债务性证券持有或权益

证券持有等形式提供给借款人# 因此% 金

融机构在金融资产和负债上的交易相对于

其他部门以及金融机构自己的净贷出B借入

规模而言要大得多# 表 !!"! 中% 金融公司

部门的净借入为 !% 通过负债净发生 !1-

和资产净获得 !1, 而实现!

#

!!"!3?先核查合并后的金融部门的金融交易% 再

核查其子部门的金融交易% 往往是有

益的#

表 !!$! $续%" 金融账户 $简表% &&&负债和资产净值变化

负债和资产净值变化

交易和平衡项
非金融

公司

金融

公司

政府 住户 $(6#7 经济

总体

国外 货物和

服务

合计

净贷出 ! A" B净借入 ! @" @/0 @! @!4- !1. @. !4 @!4 4

负债净获得 !-3 !1- 3- !/ 0 .,0 /1 .2-

?货币黄金和特别提款权

?通货和存款 0/ -1 !4, @, !44

?债务性证券 0 -4 -2 4 4 1. ,! 3/

?贷款 ,! 4 3 !! 0 .1 -/ 2,

?股权和投资基金份额 2- ,, !4/ !. !!3

?保险$ 养老金和标准化担保计划 .2 4 .2 4 .2

?金融衍生工具和雇员股票期权 - 2 4 4 4 !! - !.

?其他应收B应付款 ,0 4 3 . -3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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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必须注意% 对每个机构部门而言% 金融账

户都可以表明该部门为发生负债和获得金

融资产而使用了哪些金融工具类型% 但它

并不表明负债是对哪个部门发生的% 资产

是对哪个部门的金融债权# 关于部门间金

融流量更详细和复杂的分析在第 ,1 章讨

论% 此处的分析仅按金融资产类型来阐述

债务人B债权人关系#

!!",!?假定在封闭经济情况下% 常住机构单位

不与非常住单位进行交易% 短缺部门的

净借入要求将必然由盈余部门的净借出

满足% 所以各部门的净贷出总计和净借

入总计必定相等# 对整个经济来说% 净

贷出或净借入应是零# 这一等式反映了

金融资产和负债的对称性# 如果常住单

位与非常住单位发生了交易% 构成经济

总体的各部门净贷出与净借入之和必然

等于经济总体对国外的净贷出或来自国

外的净借入# 表 !!"! 中经济总体有 .-0

的金融资产获得和 .,0 的负债发生% 因

此该经济总体向国外净贷出为 !4#

0$ 或有事项

!!",,?机构单位间的许多金融合约安排并不会引

起支付或提供其他有价值物品的无条件要

求% 安排本身往往也没有可以转让的经济

价值# 这些安排 !通常被称为或有事项"

不是当期实际的金融资产% #$%不予记

录# 或有事项的主要特点是% 必须有一个

或多个条件实现后% 金融交易才会发生#

第三方的一次性支付担保是或有事项% 因

为只有当主债务人违约时% 才能要求第三

方支付# 在没有明显违约之前% 一次性担

保的价值应作为备忘项目记录# 信贷额度

提供了可得资金的担保% 但在资金实际预

付之前% 金融资产是不存在的# 只有在提

供了合约规定的文件时% 信用证才是付款

承诺# 票据发行便利 !$6:" 的包销提供

的担保是% 潜在债务人能够卖出其发行的

短期证券 !票据"% 银行或发行便利的银

行将认购未在市场上售出的所有票据% 或

提供等值的预付款# 便利本身是或有的%

它的产生不会引起金融账户的任何登录#

只有包销机构被要求提供资金时% 才获得

了应记入金融账户的实际资产#

!!",-?某些金融衍生工具不被视为或有金融资产%

而被视为实际资产% 这将在后文 <节阐

述# 标准化担保也被认为引起的是实际负

债而不是或有负债# 标准化担保是发行了

许多具有类似特性的担保的一种担保# 即

使任何一项担保被行权的可能性都是不确

定的% 但由于存在许多类似的担保% 这就

意味着能可靠地估计这项担保下行权的数

额# 债务规模不确定的负债通常被称为准

备金# 如果将被请求支付并且已就支付额

或计算支付额的方式达成协议% 则使用负

债这一术语# 如果肯定将被请求支付但未

就支付额达成协议时% 则应使用准备金这

一术语# 或有负债是指支付额可能是确切

的也可能是不确切的% 但是否将被请求支

付是不确定的#

!!",.?#$%对或有事项的处理比较简单# 任何因

建立或有事项安排而支付的费用都被视为

对服务的支付# 只有在产生实际金融资产

或改变金融资产所有权时% 才在金融账户

中记录交易# 但是% 通过赋予某些可能影

响未来决策的权利或义务% 或有事项安排

显然会对有关各方产生经济影响# 总的来

说% 这种或有事项对金融规划制定$ 政策

和分析是重要的# 因此% 在或有事项对政

策和分析具有重要意义的场合% 建议收集

和展示有关信息% 作为 #$%的辅助数据#

即使有可能最终也没有对或有负债进行支

付% 但或有负债的大量存在也可能显示了

承担这些负债的单位处于一种不理想的风

险水平# 支票账户的透支服务就是一例%

在透支之前都是或有的#

!!",/?判断哪些工具是或有的% 哪些工具是应记

入资产负债表的实际资产% 各国的做法互

不相同# 考虑到各国的实际做法和这些金

融工具性质上的差异% 对此建议可灵活执

行# 银行承兑汇票 !在贸易融资中相当重

要" 就是一例# 银行承兑汇票涉及金融机

构对汇票的承兑和在指定日期支付指定金

额的无条件承诺# 银行承兑汇票代表了持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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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者的无条件债权和承兑银行的无条件负

债% 银行的对应资产是对其客户的债权#

因此% 即使没有兑付资金% #$%仍建议将

银行承兑汇票视为实际金融资产#

!!",0?在其他一些情况下% 即使支付额和将要进

行支付在很大程度上是明确的% 也不将这

种未来支付视为资产# 例如% 尽管银行对

个人的贷款是以此人从事具有正常工资的

固定工作为担保的% 但未来收入承诺不能

被视为金融资产' 企业未来的销售收入$

政府未来的税收收入流也不应视为金融

资产#

%" 金融资产和负债交易

!$ 金融资产和负债分类

!!",1?由于金融债权与负债具有对称性% 因此

对资产和负债采用了同样的分类# 而且%

此种分类将在涉及金融交易的所有积累

账户中使用# 在 #$%中% (工具) 这一

术语用来指资产负债表中的各个资产或

负债项目# 在货币统计中% 有些资产负

债表外项目也称作工具# #$%只是为了

方便才使用了这一同样的术语% 并不意

味着资产和负债的范围扩展到包括那些

表外项目#

!!",2?有两类金融资产并不是对其他特定机构单

位的确定债权% 但也包括在金融工具的类

别里# 第一类是由货币当局和受其有效控

制的其他机构 !作为金融资产和外汇储备

的组成部分" 所拥有的黄金% 货币黄金没

有对应的负债# 第二类是股票$ 其他公司

权益证券和融资参股% 与其他许多金融资

产不同% 它们没有固定的清偿价值% 仅代

表股东对公司净值的索取权#

!!",3?表 !!", 详细阐述了表 !!"! 中合并了的

金融工具类别# <节将论述各种工具的

确切范围和定义% 并对出现在金融账户

中且牵涉各种工具的交易类型进行解释#

本节余下部分将介绍分类的一般事项以

及 #$%核算规则在金融工具交易中的运

用#

!!"-4?分类的详细程度取决于有待分析的机构部

门# 与其他部门相比% 住户所交易的金融

资产的类型较窄% 信息来源通常较为有限#

金融公司的交易则可以涵盖全部的金融工

具% 而且在所有机构单位中% 金融公司的

信息通常是最详细和最及时的# 因此% 可

为金融公司设计更详细的分类# 表 !!",

中% 空白 !而不是 4" 表示这一登录理论

上是不可能有的' 4 表示登录是可能存在%

但预期其数额非常小#

!!"-!?金融资产和负债的标准分类项目为进行各

国数据的国际比较提供了有用的基础# 然

而% 具体数据编制必须符合各国的分析需

要% 反映各国惯例% 因此各国所选的具体

编制形式反映了各自在制度安排$ 国内金

融市场的范围和特性$ 现有金融资产的复

杂性$ 金融管制和其他金融控制的程度等

方面上的不同# 所以% 建议在 #$%标准内

容之外使用补充项目% 后者将与标准项目

一起在<节论述#

!!"-,?金融创新过程中% 许多新的$ 往往是复杂

的金融资产和其他金融工具被开发出来并

日益得到应用% 以此来满足投资者在期限$

收益$ 风险规避以及其他方面的需要% 由

此使金融交易的分类变得更加困难# 各国

金融工具的特点不同% 金融工具核算和分

类做法不同% 因此使金融交易的识别问题

变得更加复杂# 这些因素往往限制了就

#$%内某些交易的处理提出合理建议的范

围# 因此% 分类需要有高度的灵活性% 尤

其要支持做进一步细分% 以便与各国的能

力$ 资源和要求相匹配# 特别地% 为了从

上述类别中识别出一些重要的资产类型

!例如包括在货币范围里的短期证券"% 许

多国家可能希望针对标准项目做进一步

细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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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转让性

!!"--?金融债权可按其能否转让进行区分# 如果

债权的法定所有权通过转让或赠予随时能

从一个单位转移到另一个单位% 则这一债

权是可转让的# 虽然所有的金融工具都可

能交易% 但可转让工具是为了在有组织的

市场和其他市场间交易而设计的# 可转让

性关系到工具的法定形式% 那些能够转让

的金融债权叫做证券# 有些证券也许是可

合法转让的% 但事实上并不存在一个高流

动性市场能随时买卖它们# 证券包括股票

和债务性证券% 上市的金融衍生工具 !如

认股权证" 有时也被认为是证券#

表 !!$(" 金融账户 $明细表% &&&资产变化

资产变化

交易和平衡项
非金融

公司

金融

公司

政府 住户 $(6#7 经济

总体

国外 货物和

服务

合计

金融资产净获得 2- !1, @!4 !23 , .-0 .1 .2-

货币黄金和特别提款权 @! @! ! 4

?货币黄金 4 4 4 4

?特别提款权 @! @! ! 4

通货和存款 -3 !4 @,0 0. , 23 !! !44

?通货 / !/ , !4 ! -- - -0

?可转让存款 -4 @/ @,1 ,1 ! ,0 , ,2

??银行间头寸 @/ @/ @/

??其他可转让存款 -4 4 @,1 ,1 ! -! , --

?其他存款 . 4 @! ,1 4 -4 0 -0

债务性证券 1 00 . !4 @! 20 3 3/

?短期 !4 !- ! - 4 ,1 , ,3

?长期 @- /- - 1 @! /3 1 00

贷款 !3 /- - - 4 12 . 2,

?短期 !. . ! - 4 ,, - ,/

?长期 / .3 , 4 4 /0 ! /1

股权和投资基金份额 !4 ,2 - 00 4 !41 !, !!3

?股权 !4 ,/ - /- 4 3! !, !4-

??上市股票 / ,- ! .2 4 11 !4 21

??非上市股票 - ! ! , 4 1 , 3

??其他股权 , ! ! - 4 1 4 1

?投资基金份额B单位 4 - 4 !- 4 !0 4 !0

??货币市场基金股份B单位 4 , 4 / 4 1 4 1

??其他投资基金份额B单位 4 ! 4 2 4 3 4 3

保险$ 养老金和标准化担保计划 ! 1 ! -3 4 .2 4 .2

?非寿险专门准备金 ! , 4 . 4 1 4 1

?寿险和年金权益 4 4 4 ,, 4 ,, 4 ,,

?养老金权益 !! !! 4 !!

?养老金经理人的养老基金债权 - - 4 -

?非养老保险金权益 , , 4 ,

?标准化担保代偿准备金 4 , ! 4 4 - 4 -

金融衍生工具和雇员股票期权 - 2 4 - 4 !. 4 !.

?金融衍生工具 - 2 4 ! 4 !, 4 !,

??期权 ! - 4 ! 4 / 4 /

??远期 , / 4 4 4 1 4 1

?雇员股票期权 4 , , ,

其他应收B应付款 . ! / . ! !/ !4 ,/

?商业信用和预付款 - ! - 1 2 !/

?其他应收B应付款 ! ! . ! ! 2 ,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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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估价

!!"-.?涉及金融资产和负债的合约所要求的支付

几乎总是会包含不止一项 #$%所指的交

易# 金融机构规定的贷款利息和存款利息

的支付% 是对金融机构提供贷款或保护存

??

款等服务的支付% 涉及 #$%所记录的利息

和服务费# 外币和股票的买价与卖价通常

是不同的% 买价与中间价格之差代表向买

者收取的服务费用% 中间价格和卖价之差

代表向卖者收取的服务费用# 中间价格是

交易发生时买价和卖价的中值% 如果股票

的购买和销售不是同时发生的% 则销售和

?

表 !!$( $续%" 金融账户 $明细表% &&&负债和资产净值变化

负债和资产净值变化

交易和平衡项
非金融

公司

金融

公司

政府 住户 $(6#7 经济

总体

国外 货物和

服务

合计

净贷出 ! A" B净借入 ! @" @/0 @! @!4- !1. @. !4 @!4 4

金融负债净获得 !-3 !1- 3- !/ 0 .,0 /1 .2-

货币黄金和 #'C

?货币黄金

?#'C 4

通货和存款 0/ -1 !4, @, !44

?通货 -/ -/ ! -0

?可转让存款 ,0 , ,2 4 ,2

??银行间头寸 @/ @/ @/

??其他可转让存款 -! , -- --

?其他存款 -3 -3 @- -0

债务性证券 0 -4 -2 4 4 1. ,! 3/

?短期 , !2 . 4 4 ,. / ,3

?长期 . !, -. 4 4 /4 !0 00

贷款 ,! 4 3 !! 0 .1 -/ 2,

?短期 . 4 - , , !! !. ,/

?长期 !1 4 0 3 . -0 ,! /1

股权和投资基金份额 2- ,, !4/ !. !!3

?股权 2- !! 3. 3 !4-

??上市股票 11 1 2. - 21

??非上市股票 - . 1 , 3

??其他股权 - - . 1

?投资基金份额B单位 !! !! / !0

??货币市场基金股份B单位 / / , 1

??其他投资基金份额B单位 0 0 - 3

保险$ 养老金和标准化担保计划 .2 4 .2 4 .2

?非寿险专门准备金 1 1 4 1

?寿险和年金权益 ,, ,, 4 ,,

?养老金权益 !! !! 4 !!

?养老金经理人的养老基金债权 - - 4 -

?非养老保险金权益 , , 4 ,

?标准化担保代偿准备金 - 4 - 4 -

金融衍生工具和雇员股票期权 - 2 4 4 4 !! - !.

?金融衍生工具 , 1 4 4 4 3 - !,

??期权 , , 4 4 4 . ! /

??远期 4 / 4 4 4 / , 1

?雇员股票期权 ! ! , ,

其他应收B应付款 ,0 4 3 . 4 -3 @!. ,/

?商业信用和预付款 0 4 0 . 4 !0 @! !/

?其他应收B应付款 ,4 4 - 4 4 ,- @!-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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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的中值不一定相等# 对债券等金融工

具而言% 价值随时间而增加的部分视为利

息% 而不是简单地作为资产价格的增加#

有些情况下% 需要多次调整交易的表面价

值% 以辨识出与资产相关的服务费和利息#

!!"-/?金融账户中所记录的应该是金融工具的交

易价值% 不应包括服务费用和利息支付#

第 !1 章第 . 部分就各类工具论述了为实现

这些剔除所必须进行的调整#

!!"-0?与业主对准法人企业权益积累净增加和住

户对保险企业及养老基金的债权变化有关

的金融交易% 会引起复杂的估价问题% 这

些问题将在以下和第 !1 章所述的这些交易

分类的相关项目中进行详细讨论#

.$ 记录时间

!!"-1?原则上% 金融交易双方应在同一时点记录

交易# 如果金融账户中某笔登录的对应登

录是在另一个账户上% 则记录金融债权的

时间要与其他账户记录引起该金融债权的

交易的时间一致# 例如% 货物或服务销售

引起的商业信用% 应在货物所有权转移或

服务提供时登录在金融账户中# 同样% 涉

及税收$ 雇员报酬和其他分配性交易产生

应收B应付款时% 也应在有关非金融账户进

行登录时才登录在金融账户中#

!!"-2?当一项交易的所有登录只属于金融账户

时% 应在资产所有权转移时进行记录# 当

交易涉及现有金融资产的销售时% 这一时

点通常是清楚的# 当交易涉及负债的发生

或偿还时% 交易双方都应在负债发生或偿

还时记录该交易# 大多数情况下% 债权人

将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交给债务人$ 或债

务人将它们偿还给债权人的时间就是交易

时间#

!!"-3?实践中% 金融交易双方可能会觉得交易是

在不同时点完成的# 当商业信用或其他应

收B应付款因最终支付而被偿清% 但付款和

收款之间存在时滞时% 情况尤其如此% 此

时就出现了一个 (浮动量)# 债权人和债

务人记录交易分几个阶段# 债务人把支票

或其他支付工具寄给债权人时% 他就可以

把负债注销# 到债权人收到该支付工具并

记入账户之前% 可能已过去了很长一段时

间# 然后% 债权人把支票交给银行$ 兑现支

票以及交易的最终结算% 之间还可能再有一

段时滞# 因此% 很可能出现该项交易记录时

间的不同步% 除非债务人按 (支票兑现)

制 !一种相当罕见的核算程序" 记录交易

***金融债权一直存在到付款兑现$ 债权

人控制资金时% 此时是记录交易的最佳时

点# 实际中% 浮动量可能相当大% 可能会对

!尤其是" 可转让存款$ 商业信用和其他应

收款产生影响# 这种影响在邮政系统和银行

结算程序薄弱的国家特别明显# 当浮动量显

著并且会造成较大的报告误差时% 为了调整

账目% 有必要估算浮动量的规模#

/$ 取净额和合并

取净额

!!".4?正如第 - 章所述% 取净额是将同一交易项

目和同一机构单位账户两方的登录互相抵

消的过程# 通常情况下% #$%倾向于尽可

能避免取净额% 但这并非总是可行的% 而

且对某些特殊的分析来说也非总是必

要的#

!!".!?金融资产和负债交易取净额的程度主要取

决于数据用来做什么分析# 实践中% 取净

额程度取决于如何报告数据% 而对不同类

型的机构单位而言% 报告可能有很大差异#

如果能持续报告有关金融交易的详细信息%

则可以按总额表述' 如果交易必须从资产

负债表数据推算% 在某种程度上取净额就

是不可避免的# 取净额可分为如下几种

程度&

)"不取净额或完全按总额报告& 将资产的购

买和出售$ 负债的发生和偿还分开记录'

*"在某一特定资产内取净额% 如用获得的

债券减出售的债券% 或用按新债券形式

发生的负债减赎回的债券'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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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类资产中取净额% 如用获得的所有债

务性证券资产减处置的所有债务性证券'

5"负债交易与同一资产类别的资产交易取

净额'

8"一组负债交易与相同组别中的资产交易

取净额#

!!".,?金融账户中记录的交易是资产的净获得和

负债的净发生# 但是% 很显然% 如果数据

能够尽量按总额收集% 就可以针对各种特

定用途进行任何程度的取净额' 如果数据

是按净额收集的% 则它们就不能够还原成

总额# 一般来说% 比 !!".! 段 !+" 中所

述程度更高的取净额方法是不可取的% 因

为它会妨碍金融账户用于追踪经济体如何

从净贷出为正的机构单位筹集资源% 然后

将其转移给净借入者# 对详细的资金流量

分析而言% 按总额报告或按 !!".! 段 !*"

中所述的取净额程度是可取的% 对证券分

析来说更是如此' 但即使按 !+" 以上水

平取净额% 仍能提供有用的金融流量信息#

合并

!!".-?金融账户合并是指把某一组机构单位的资

产交易与同一组机构单位对应的负债交易

相抵消的过程# 合并能够在经济总体$ 机

构部门和子部门层次上进行# 不同层次的

合并适合于不同类型的分析# 例如% 在经

济总体层次上合并金融账户% 强调的是该

经济体与国外的金融往来状况% 因为所有

国内金融头寸都是合并后的净额# 部门的

合并可追踪净贷出部门与净借入部门之间

的全部资金流动情况% 并识别出其中的金

融中介机构# 仅在金融公司子部门层次上

进行合并% 其结果能够提供有关中介活动

的详细信息% 并且还能够弄清中央银行与

其他金融中介机构的交易# 合并具有指导

性意义的另一个领域是政府部门% 可以对

各级政府之间的交易进行合并# 第 ,, 章将

对此进行专门介绍# 但是% #$%不鼓励在

主要系列账户之间进行合并#

," 各个金融工具的记录

!$ 货币黄金和特别提款权 $&-G%

!!"..?货币黄金和货币基金组织 !69:" 发行的

特别提款权 !#'C" 是通常仅由货币当局

持有的资产#

货币黄金

!!"./?货币黄金是由货币当局 #或受货币当局

有效控制的其他机构$ 所拥有的" 并作

为储备资产而持有的黄金 % 它包括金块

!包括在分配黄金账户里持有的黄金" 和

非分配黄金账户% 后者是非常住单位授予

的黄金交割要求权# 所有的货币黄金都是

储备资产或由国际金融组织持有# 只有作

为金融资产和外汇储备组成部分持有的黄

金才是货币黄金# 因此% 除少数体制外%

黄金只能是中央银行或中央政府的金融资

产# 货币黄金交易包括货币当局之间的黄

金销售和购买# 货币黄金的购买 !销售"

作为资产增加 !减少" 记入国内货币当

局的金融账户% 对应项作为国外的资产减

少 !增加" 记录# 非货币黄金交易 !包

括货币当局持有的非储备黄金和其他金融

机构持有的所有黄金" 被视为贵重物品

的获得减处置***如果交易的唯一目的是

为了储藏财富% 否则被视为最终消费$ 中

间消耗$ 存货变动$ 出口或进口# 以黄金

计价的存款$ 贷款和证券视作金融资产

!而不是黄金"% 并与用外币计价的类似

资产一起划归到适当类别# 分配和非分配

黄金账户的处理将在通货和存款类别下讨

论#

!!".0?金块通常采取含金量至少为 33"/Q的硬

币$ 金砖$ 金条形式% 它通常在有组织的

市场或通过中央银行之间的双边协议进行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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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 因此% 这类交易的估价不是问题#

作为储备资产的金块是唯一没有对应负债

的金融资产#

特别提款权

!!".1?特别提款权 #&-G$ 是由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 #8;2$ 创立并分配给会员以补充

现有储备资产的国际储备资产( 货币基

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司通过在货币基金

组织会员国和某些国际机构 !统称参加

国" 之间分配 #'C来管理储备资产#

!!".2?#'C的创立 !称作 #'C的分配" 和消失

!称作 #'C的取消" 的过程被视作交易#

这些交易按分配总额记录% 一方面记入一

个参加国货币当局的金融账户% 另一方面

记入代表参加国全体的国外#

!!".3?#'C由官方持有者% 即中央银行和其他某

些国际机构所专有% 在参加国和其他官方

持有者之间是可转让的# 持有 #'C代表了

每一持有者能够从 69:其他会员那里获得

其他储备资产 !尤其是外汇" 的一种有保

证的$ 无条件的权利# #'C是有对应负债

的资产% 但是它代表的是对参加国全体而

不是对69:的债权# 一参加国可将其持有

的部分或全部 #'C出售给其他参加国% 并

收到其他储备资产 !特别是外汇" 作为

回报#

($ 通货和存款

!!"/4?通货和存款上的金融交易包括通货的增加

或处置$ 存款的设立或增加或提取# 对一

项存款而言% 其价值的明显增加可能来自

针对现有存量水平的利息支付# 银行利息

的支付总是被分为 #$%利息和间接计算

的金融中介机构服务费 !:6#69"# #$%

利息首先记录在初始收入分配账户中% 然

后作为一项新存款记录在金融账户中# 存

款增加对应的可能是通货的减少% 反之

亦然#

!!"/!?一般总要就通货$ 可转让存款 !包括银行

同业存款" 和其他存款做合计# 通货和存

款应按本币和外币划分# 如果认为每种外

币的数据都是有用的% 则应按币种划分通

货和存款#

通货

!!"/,?通货指那些由中央银行或中央政府发行

或授权的具有固定面值的纸币和硬币(

!未实际流通的纪念币以及未发行或停

止使用的通货都不应包括在内#" 要区

分本币 !即通货是中央银行$ 其他银行

和中央政府等常住单位的负债" 和外币

!它们是外国中央银行$ 其他银行和政

府等非常住单位的负债" # 所有部门都

持有作为资产的通货% 但通常只有中央

银行和政府才可以发行通货# 某些国家

的商业银行% 在中央银行或政府的授权

下也可以发行通货#

!!"/-?纸币和硬币以其全部面值视为负债# 纸币

和硬币的生产成本记录为政府支出% 不能

从发行通货的收入中抵扣掉#

可转让存款

!!"/.?可转让存款包括如下种类的存款%

9"没有违约金或限制" 按面值即期兑现的

存款'

:"以支票! 汇票! 直接转账单! 直接借H

贷或其他直接支付方式等直接进行支付

的存款(

有些类别的存款账户仅体现了有限的可转

让性% 因而不能包括在可转让存款类别里%

要作为其他存款处理# 例如% 有些存款限

制第三方每期支付的数额% 或限制个体第

三方支付的最小规模# 可转让存款没有负

值# 例如% 银行通货或支票账户通常视为

可转让存款% 但如果出现透支% 资金提取

到零的那部分视为存款的提取% 而透支的

部分则视为贷款#

!!"//?可转让存款应按如下标准做交叉分类&

)"以本币计价还是以外币计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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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常住机构的负债还是国外的负债#

银行间头寸

!!"/0?银行这个术语常常用作中央银行和其他存

款吸收公司的同义词***虽然严格来说并

不准确# 银行从所有其他部门吸收存款%

并对所有其他部门进行贷款# 银行子部门

之间可能也有大量的借入和贷出% 但其经

济意义与涉及其他部门的银行中介活动的

经济意义具有不同# 第 ,1 章描述了如何对

每种工具的债务人和债权人部门进行全面

分析% 这种分析称为详细的资金流量表%

但不是所有的国家都能及时提供这些表#

银行同业头寸通常是可识别的% 将其作为

单独的工具类别记录是有益的# 这是将银

行同业存贷款与其他存贷款分离开来的一

个原因% 另一个原因是为了计算间接测算

的金融中介机构服务费 !:6#69"# 计算时

首先要知道银行对非银行客户的贷款和存

款水平% 其次要计算银行收到或支付的利

息与基准利率利息之差# 但是% 由于银行

间借入和贷出通常采用无风险利率% 所以

即使银行间存在着应付的 :6#69% 也是非

常小的# 基于上述原因% 银行同业贷款和

存款应从其他贷款和存款中分离出来#

!!"/1?因参与方不甚明确% 或一方认为是贷款而

另一方认为是存款时% 就可能出现银行同

业头寸的工具分类不清楚这种情况# 因此%

作为保证对称性的一个惯例% 除证券和应

收B应付款以外的所有银行同业头寸及头寸

变动都归入存款类别# 第 ,1 章所述的详细

的资金流量表不再将银行同业存款作为单

独一类分列#

其他可转让存款

!!"/2?其他可转让存款指的是交易的一方或双方

#即债权人或债务人或双方$ 都不是银行

的那些存款(

其他存款

!!"/3?其他存款包括除可转让存款以外的" 由存

款证明所代表的所有债权( 此类存款的典

型形式是储蓄存款 !总是不可转让的"$

定期存款和不可转让存款证# 此类存款还

包括由储蓄和贷款协会$ 房屋互助协会$

信用合作社和类似机构发行的股份或类似

的存款证明# 具有有限可转让性的存款不

属于可转让存款类% 而包括在此类里# 作

为国际储备的组成部分$ 且不以贷款表现

的对 69:的债权% 也应归入其他存款类#

!表现为贷款的对 69:的债权应列入贷款

类#" 与金融衍生工具合约有关的应付现

金保证金付款 !后文阐述" 列入其他存

款类% 一天或期限很短的回购协议% 如果

认为它们是本国广义货币的一部分% 也应

包括在此类中# 其他回购协议应列入贷

款类#

!!"04?有可能同时持有 (已分配黄金) 和 (未分

配黄金) 账户# 它们的区别是明确的$ 可

行的% 在持有这些账户的单位的资产负债

表中是可识别的# 已分配黄金账户提供了

完全绝对的黄金所有权% 相当于所有权的

一种保管记录# 未分配黄金账户的持有者

没有实物黄金所有权% 但是拥有对账户发

行人的黄金索取权# 因此% 它实际上是一

种以黄金计价的存款% 所以将其视为外币

存款# 另一方面% 除货币当局或由其授权

的其他机构作为储备而持有的已分配黄金

以外% 持有的其他已分配黄金账户均视为

贵重物品持有#

!!"0!?各种贵金属如果采用类似方法被划分为未

分配账户和已分配账户% 也应以相同的方

式处理% 即未分配金属账户是外币存款%

而已分配金属账户是贵重物品持有# 如果

实践中这种做法已经波及金属以外的其他

商品% 那还要考虑是否要在实际核算处理

上加以扩展#

!!"0,?可转让存款和其他存款可以由所有部门持

有# 存款通常是金融公司作为负债吸收的%

但是在某些国家% 体制上也允许非金融公

司$ 一般政府和住户吸收作为负债的存款#

!!"0-?其他存款应按下列标准作交叉分类&

)"存款是以本币计价还是以外币计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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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是常住机构的负债还是国外的负

债#

+$ 债务性证券

!!"0.?债务性证券是作为债务证明的可转让工具(

它们包括票据$ 债券$ 可转让存款证$ 商

业票据$ 债权证$ 资产支持证券和通常可

在金融市场交易的类似工具# 票据是赋予

持有者在约定日期收取预先声明的固定数

额的无条件权利的证券( 票据按一定的贴

现率在有组织的市场上发行和交易% 贴现

率取决于利率的高低和期限的长短# 国库

券$ 可转让存款证$ 银行承兑汇票和商业

票据都是短期证券# 债券和债权证是赋予

持有者收取固定付款或合约规定之可变付

款的无条件权益的证券" 也就是说" 利息

收益不取决于债务人的收益( 债券和债权

证还赋予持有者在约定日期收取固定金额

作为本金偿还的无条件权利#

!!"0/?在一定情况下% 贷款能从一个持有者手中

转让到另一个持有者手中% 这时% 它应从

贷款类重新分类到债务性证券类# 为了进

行这种重新分类% 必须有二级市场交易的

证据% 包括做市商的存在$ 常见的报价文

书 !如提供的买卖差价"#

!!"00?非参与优先股指支付固定收入但在法人企

业解散时不能参与剩余价值分配的那些股

票% 这些股份归入债务性证券类# 可转换

为股权的债券在转换日之前也应归入此类#

!!"01?资产支持证券和抵押债务凭证是利息和本

金的支付要以特定资产支付或收入流为支

撑的一种安排( 这一过程也称为证券化#

资产支持证券可由某一特殊持有单位或载

体来发行% 其发行证券所募集的资金用来

支付给标的资产的原始所有人# 由于证券

发行人有进行支付的要求% 并且持有者对

标的资产没有剩余索取权% 因此资产支持

证券要归入债务性证券类# 如果持有者有

剩余索取权% 则这一工具应归入股权类或

投资基金份额类# 资产支持证券可由抵押

贷款和信用卡贷款等金融资产$ 非金融资

产或未来收入流 !如音乐家的未来收入或

政府的未来财政收入% 在宏观经济统计中%

它们并未被视为经济资产" 来支撑#

!!"02?银行承兑汇票由金融公司对汇票进行承兑"

是在约定日期支付约定数额的一种无条件

承诺( 和承兑相比% 更普遍的是银行承兑

汇票必须可交易% 许多国际贸易采用此种

方式融资% 银行承兑汇票归入债务性证券

类# 银行承兑汇票代表的是持有者的无条

件债权和承兑金融公司的无条件负债' 金

融公司的对应资产是对其客户的债权# 从

提示承兑开始% 即将银行承兑汇票视作金

融资产% 即使资金要过一段时间后才兑现#

!!"03?拆分证券是将本金和息票付款分割为一系

列零息债券的一种证券" 这些零息债券的

到期日依息票付款日和本金偿还日的不同

而不同( 拆分使得投资者能以不同于原有

证券混合现金流的方式获得特定的现金流#

拆分证券的发行者可以不是原发行者% 此

时% 就发生了新负债# 下面是拆分证券的

两个例子&

)"第三方获得原始证券% 用其作支撑发行

拆分证券% 然后募集到新的资金% 此时

产生了一种新的金融工具#

*"即使没有募集到新的资金% 但发行者或

机构 !如拆分经销商" 按发行者的意愿

将原有证券的支付分拆后单独销售#

!!"14?与指数挂钩的证券是息票付款 #利息$ 或

本金或二者同时与价格指数或商品价格挂

钩的一种工具( 其目的是要在通货膨胀时

期% 除挣得利息收入外% 还能保护购买力

或财富# 当息票付款与指数挂钩时% 它们

完全被视为利息% 正如对所有利率可变的

金融资产的处理一样# 当本金价值与一个

通货膨胀的广义测度指标挂钩时% 证券的

发行价格作为本金记录% 定期和到期支付

的指数化付款作为利息处理# 该指数化付

款应记为证券存续期内的利息 !财产收

入"% 对应项应记入金融账户的债务性证

券类# 当证券与商品挂钩时% 可能会有较

大的价格波动% 本体系推荐了许多种处理

这种过程的方法% 它们将在第 !1 章第 . 部

分详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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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性证券的补充分类

!!"1!?债务性证券的一种补充子分类是按到期日

分为长期和短期% 其分类标准如下&

)"短期债务性证券包括原始到期日为一年

或少于一年的那些证券# 即使是票据发

行便利等长期金融工具名义下发行的证

券% 如果其到期日为一年或少于一年也

应列入短期#

*"长期债务性证券包括原始到期日长于一

年的那些证券# 到期日可选 !最近的在

一年以上" 的债权和无明确到期日的债

权都应列入长期#

此外% 区分上市债务性证券与未上市债务性

证券并将其按长短期分别记录也是有用的#

.$ 贷款

!!"1,?贷款包括以下所有金融资产%

9"债权人直接将资金借给债务人时产生的

金融资产'

:"以不可转让单据作为凭证的金融资产(

!!"1-?贷款包括透支$ 分期付款贷款$ 分期付款

购物信用和商业信用融资贷款# 对 69:的

贷款形式的债权或债务也包括在内# 来自

可转让存款账户透支便利的透支也列入贷

款类# 但是% 未提取的信贷额度不是负债%

因为它们是或有的# 证券回购协议% 黄金

掉期和融资租赁也应列入贷款类# 但是%

应收B应付款是金融资产的一个单独类别%

而已成为债务性证券的贷款也不包括在贷

款类里#

!!"1.?证券回购协议是一种以证券换取现金! 并

承诺在未来某一约定日期 #通常是此后的

一天或数天" 也可能更久$ 或在相机决定

的到期日以固定价格回购同一或类似证券

的安排( 有现金抵押和先卖再买的证券借

贷业务从经济意义上讲与回购协议是相同

的% 它们都有证券准备金作为贷款或存款

的抵押# 回购是一种证券回购协议" 此时"

提供证券以获得现金" 并承诺在未来某一

约定日期以固定价格回购同一或类似证券(

!从证券供应者角度而言叫回购% 从证券

持有者角度而言叫反向回购#"

!!"1/ 证券回购协议下的资金供应和接收可视为

贷款或存款# 通常它是一种贷款% 但如果

它包括吸收存款公司的负债并被包含在一

国广义货币的范围内% 则应属于存款# 如

果证券回购协议不涉及现金供应 !即用一

种证券交换另一种证券% 或一方提供无抵

押的证券"% 它就不是贷款或存款# 但是%

回购下的现金保证金追缴通知应列入贷

款类#

!!"10 证券借贷业务 !包括证券回购协议" 中

作为抵押品提供的证券% 其经济所有权视

作未变# 采用这种处理是因为获得现金者

仍承担着证券价格变动的所有风险或

收益#

!!"11 黄金互换是以黄金交换外汇存款% 并协议

在未来约定日期以约定的黄金价格再作反

向交易# 黄金接受者 !现金提供者" 通常

不在其资产负债表中记录这笔黄金% 而黄

金提供者 !现金接受者" 通常也不将这笔

黄金从其资产负债表上删除# 因此这种交

易类似于回购协议% 应记录为抵押贷款或

存款# 除抵押品是黄金外% 黄金互换与证

券回购协议是类似的#

!!"12 融资租赁获得货物时% 即视为经济所有权

发生了从出租人到承租人的变更# 经济所

有权的变更以所有权上的所有风险和收益

都从货物法定所有人即出租人那里转移到

货物使用人即承租人那里来判别# 承租人

根据合约进行的支付使出租人在合约期内

能够弥补包括利息在内的所有或几乎所有

的费用# 这种所有权事实上的变更记录为

出租人给承租人的贷款% 承租人使用这一

贷款获得了资产% 而承租人对出租人的支

付代表的不是资产的租金% 而是对利息$

可能的服务费用的支付和虚拟贷款本金的

偿还# 利息作为应收B应付财产收入记录%

债务的偿还在金融账户中应记为出租人的

资产 !贷款" 价值的减少和承租人负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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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 有关融资租赁更详细的讨论见第 !1

章第 / 部分#

贷款的补充分类

!!"13 贷款还可以补充分为短期贷款和长期贷款#

)"短期贷款指原始到期日在一年或一年以

下的那些贷款# 根据债权人的要求偿还

的贷款也应列入短期% 即使预计一年以

上都无须偿还这些贷款#

*"长期贷款包括原始到期日超过一年的那

些贷款#

!!"24 将核算期内剩余到期日不足一年的长期贷

款与抵押贷款加以区分% 也是有用的#

/$ 股权和投资基金份额

!!"2! 股权和投资基金份额的显著特征是持有者

对发行单位的资产有剩余索取权# 股权代

表机构单位中持有者的资金# 与债务不同%

股权持有者通常没有获得预定数额或按固

定公式计算的数额的权利#

!!"2, 投资基金份额是投资在其他资产上的一种

集体投资% 在金融中介里有特殊作用% 因

此要单列#

股权

!!"2- 股权包括证明对清偿了债权人全部债权后

的公司或准法人公司的剩余价值有索取权

的所有票据和记录( 股权是发行机构单位

的负债#

!!"2. 法人权益的所有权通常以股份$ 股票$ 存

托凭证$ 参股证或类似的文件为凭证# 股

份和股票具有相同的含义% 而存托凭证是

方便证券所有权在其他经济体上市的证券%

受托者发行的在某一交易所上市的证券代

表了在另一交易所上市的证券的所有权#

参与优先股是向参与者提供法人企业解散

时的剩余价值的股份# 这些优先股也是权

益性证券% 而无论其收入是固定的或是依

公式计算的# !如前所述% 非参与优先股

视为债务性证券#"

!!"2/ 股权可细分为&

)"上市股票'

*"非上市股票'

+"其他股权#

上市股票和未上市股票都是可转让的% 因

此都是权益性证券#

!!"20 上市股票是在交易所上市的权益性证券(

通常也被称为挂牌股票# 在交易所上市的

股票牌价的存在% 意味着可随时得到现行

市价#

!!"21 非上市股票是未在交易所上市的权益性证

券( 未上市股票通常也被称为私募股权%

风险资本通常采取这种形式# 未上市股票

通常由附属机构和小规模企业发行% 通常

有不同的监管要求% 发行资格也不一定

相同#

!!"22 其他股权指非证券形式的权益( 包括在准

法人公司 !如分支机构$ 信托公司$ 有限

责任公司和其他合伙企业"$ 非法人基金$

房地产所有权的名义单位和其他自然资源

上的权益# 有些国际组织的所有权未以股

票形式出现% 所以被列入其他股权类 !尽

管国际结算银行的权益是未上市股票

形式"#

!!"23 金融账户里包括三种不同类型的股权交易#

第一种是对在交易所买卖的股票价值的记

录# 公司有时会重组其股票并且可能会对

股东以前持有的每一股配送新的股票# 但

是% 送股并不视作交易而视作一种重新确

定面值的形式% 因为新股数乘以新价格后

的价值与旧股数乘以旧价格一样% 代表的

是相同的公司价值比例#

!!"34 第二种股权交易是所有者注资% 有时是所

有者退股# 如果股利总是以当期的营业盈

余来支付的话% 则记入初始收入分配账户#

然而% 企业通常希望有一个平滑地股利支

付记录轨迹% 因此有时支付的数额超过当

期营业盈余% 有时又少于当期营业盈余%

其差额作为储蓄 !可能是负的" 记入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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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户# 但是% 如果股利支付显著超过近期

的平均收益% 则超出额不再全部记入初始

收入分配账户% 而应视作所有者退股% 记

入所有者退股项目# 这种支付有时被称作

(超级股利)# 退股可能采取固定资产或其

他资产销售收益的形式$ 或将固定资产或

其他资产从准法人公司转移给所有者$ 或

从累计留存收益和固定资本消耗储备里提

取资金# !政府和国有企业之间的支付是

一种特例% 将在第 ,, 章讨论#" 同样的%

企业破产时支付给股东的清算股利应记为

退股#

!!"3! 相反的% 所有者可能向企业注入额外的资

金# 如果一个企业是国有的% 每年都因政

府的经济或社会政策而出现常规性亏损%

而这一亏损可从政府获得收入来弥补% 则

政府的这种支付被称为补贴# 如果政府支

付是非常规的% 但明显是为了弥补累计损

失% 则视为资本转移# 如果政府对国有公

司进行了投资补助% 这也视为资本转移#

但是% 也存在这种情况% 所有者 !公共的

或私人的" 同意扩充资本% 也就是说% 这

不是债务的减少而是企业自有资金的增加#

资本包括企业用于购买固定资产$ 增加存

货$ 获得金融资产或偿还负债的资金# 所

有者转移给准法人公司的固定资产或其他

资产作为权益增加也包括在此# 这种支付

作为权益获得包括在本项目中% 即使没有

发行新股票来对应这些资本增加#

!!"3, 第三种股权交易专指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收

益再投资的权益增加或收回情况# 在初始

收入分配账户中% 与外国直接投资者的权

益份额成比例的那部分营业盈余% 要显示

为权益收回并作为再投资收益分配给这些

投资者# 它不是实际上的收回% 通过将其

作为收益再投资记入金融账户% 会增加企

业的权益价值#

!!"3- 名义常住单位的处理方式与准法人公司相

同# 例如% 非常住者扩建度假住宅应记作

名义常住单位拥有的资产价值的增加% 并

对应增加了非常住所有者的权益# 但是%

来自度假住宅的全部收入视作名义常住单

位的所有者退资% 因此不再有留存收益用

于再投资# 这样处理可保证名义常住单位

的全部净值正好是其财产价值#

投资基金份额或基金单位

!!"3. 投资基金是将投资者的资金集中起来投资

于金融或非金融资产的集体投资( 购买基

金份额的那些单位由此将其风险分散到基

金的所有工具上#

!!"3/ 在详细的资金流量表中% 通过投资基金获

得的工具要与基金份额的获得分开列示%

针对从谁到谁之交易者的全面分析已经包

括了通过投资基金所持有的各种工具% 因此

无须为此单列一类# 但是% 在讲述银行同业

头寸类别时已提到过% 及时的资金流量表并

非总是能得到的# 因此% 为辨识非金融单位

是直接购买证券和股权等金融工具还是通过

购买投资基金获得的% 必须将后者单列#

!!"30 投资基金包括共同基金和单位信托基金#

投资基金采用公司结构时% 发行基金份额'

采用信托结构时% 发行基金单位# 投资基

金份额指的是共同基金发行的股份% 而不

是共同基金持有的股份#

!!"31 投资基金可分为货币市场基金 !99:" 和

非货币市场基金两种# 两者之间的本质差

别在于% 货币市场基金通常投资于不到一

年就会到期的货币市场工具% 它通常是可

转让的% 并且通常被视为最接近存款的替

代品# 非货币市场投资基金通常投资于长

期金融资产以及房地产% 它们是不可转让

的% 通常不被视为存款的替代品#

!!"32 投资基金份额或基金单位价值的增加***

不包括来自持有损益的价值增加% 也不包

括再投资收益***在 #$%中应做如下处

理& 先记录为对基金份额或基金单位持有

者的分配% 然后在金融账户中记录为持有

者的再投资#

货币市场基金份额或基金单位

!!"33 货币市场基金是仅投资或主要投资于国

库券! 存款证和商业票据等短期货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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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证券的投资基金( 货币市场基金的功

能有时近似于可转让存款 !如具有无限

制支票填写权利的账户" # 如果这些基

金份额包括在一经济体报告的广义货币

里% 则应将它们单列以便于与货币统计

相协调# 货币市场基金份额或基金单位

代表的是对既定货币市场基金价值的一

定比例的债权(

其他投资基金份额或基金单位

!!"!44 其他投资基金份额或基金单位代表的是对

货币市场基金以外的其他既定投资基金价

值的一定比例的债权(

投资基金份额的补充分类

!!"!4! 将上市与未上市的投资基金份额区分开是

有意义的#

!!"!4, 投资基金投资的资产范围包括债务性证券$

股权$ 商品挂钩投资$ 房地产$ 其他投资

基金份额和结构资产# 在那些投资基金具

有重要意义的经济体里% 投资基金的资产

构成数据会很有用#

0$ 保险! 养老金和标准化担保计划

!!"!4- 保险$ 养老金和标准化担保计划都是金融

机构进行财富调节或收入再分配的形式#

再分配可能发生在同一时期各机构单位之

间% 或同一机构单位不同时期之间% 或这

两种情况的结合# 参与计划的单位向计划

缴款% 并在同期或后期领取保险金 !或得

到赔付"# 参加者持有资金% 而保险公司

代表它们将这些资金进行投资# 作为财产

收入分配给参与者的投资收入中% 有一部

分会作为额外缴款而返回# 任何情况下%

净缴款额或净保费均指实际缴款或保费加

上分配的财产收入减去相关金融机构留存

的服务费用# 因此% 在金融账户上的登录%

反映的是向这些计划支付的净缴款或净保

费与这些计划支付的保险金和赔付之间的

差额# 计划准备金的其他明显增加来自资

产存量的其他变化% 尤其是持有收益# 第

!1 章第 !$ ,$ - 部分将对这些计划的记录

进行讨论#

!!"!4. 保险$ 养老金和标准化担保计划适用的准

备金有五种% 它们是非寿险专门准备金$

寿险和年金权益$ 养老金权益$ 养老金经

理人的养老基金债权和标准化担保代偿准

备金#

非寿险专门准备金

!!"!4/ 非寿险专门准备金包括预付的用于非寿险

未决索赔的保费和准备金净额( 其中包括

未到期但已支付的保费 !称为未满期保

费" 和应付但未付的索赔% 金额存在争议

或导致索赔的事实尚未汇报的 !称为未决

索赔" 情况也包括在内# 记入金融账户的

唯一的非寿险专门准备金交易是其应计

调整#

寿险和年金权益

!!"!40 寿险和年金权益显示了投保人对提供寿险

或年金的企业所拥有的金融债权( 记入金

融账户的唯一的寿险和年金权益交易是应

收保费净额与应付索赔之差#

养老金权益

!!"!41 作为雇主与雇员所签的报酬协议的一部分"

养老金权益反映了现有和未来的养老金领

取者对其雇主或雇主指定的到期支付养老

金的基金所拥有的金融债权( 记入金融账

户的唯一的养老金权益交易是应收缴款净

额和应付保险金之差# 金融账户中显示的

养老金权益增加等于收入使用账户中登录

的养老金权益变化加上此前养老金经理人

的权益转移#

养老金经理人的养老基金债权

!!"!42 雇主可能与第三方签定合约% 让它为自己

的雇员管理养老基金# 如果雇主一直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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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金计划的条款有决定权% 并负责基金的

亏损% 保留基金的盈余% 此时% 雇主叫做

养老金经理人% 在养老金经理人指导下进

行工作的单位叫做养老金代管人# 如果雇

主与第三方的协议是雇主将基金的风险与

亏损责任全部转交给第三方% 同时第三方

享有基金的盈余权利% 此时% 第三方既是

养老金经理人又是养老金代管人#

!!"!43 养老金经理人与养老金代管人不相同时%

由于亏损责任与盈余权利都属于养老金经

理人% 则养老金经理人的养老基金债权就

记录在此标题下# !如果养老基金从其持

有的养老金权益那里得到的投资收入大于

必须增加的养老金权益% 则登录是负的%

差额应付给计划的养老金经理人#"

标准化担保代偿准备金

!!"!!4 标准化担保代偿准备金包括预付的用于标

准化担保未付代偿的费用和准备金净额(

标准化担保代偿准备金交易在金融账户中

的记录与非寿险准备金类似% 包括预收费

用和未结算的代偿#

5$ 金融衍生工具和雇员股票期权

金融衍生工具

!!"!!! 金融衍生工具是与某种特定金融工具或特

定指标或特定商品挂钩的金融工具" 通过

金融衍生工具" 特定的金融风险本身就可

以在金融市场上交易( 金融衍生工具的价

值来自标的项目的价格% 即参考价格# 参

考价格可能涉及商品$ 金融资产$ 利率$

汇率$ 其他衍生工具或是两个价格的差价#

衍生工具合约也可能指的是一种指数或一

篮子价格#

!!"!!, 标的项目的可观测的市场价格或指数对计

算金融衍生工具的价值是至关重要的# 如

果金融衍生工具因标的项目缺乏现行市价

或指数而无法估价% 则不应将其视为金融

资产# 与债务性工具不同% 金融衍生工具

无须预付本金% 也就无须偿还本金% 它也

没有应计的投资收入# 金融衍生工具是为

了风险管理$ 套期保值$ 在市场间套利和

投机等多种目的而使用# 金融衍生工具通

常不交易原始资产或商品 !但并非总是如

此"% 而是使一方将特定金融风险 !如利

率风险$ 通货$ 股票和商品价格风险$ 信

用风险等" 卖给更愿意或更适合承担或管

理这些风险的其他实体# 衍生工具合约中

的风险既可通过交易合约本身 !如期权"

来交易% 也可通过设立新合约来交易% 这

一新合约的风险正好可以与所持有的现有

合约的风险反向对冲# 后者叫平仓% 在远

期市场或没有正式通过交易所而进行的衍

生工具交易中尤为常见#

!!"!!- 无论交易发生在场内还是场外% 如果金融

衍生工具能够从其挂钩的标的项目独立出

来单独估价% 就应视为金融资产# 金融衍

生工具交易应视为独立的交易% 而不是其

挂钩的标的项目交易价值中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 衍生工具的交易双方进行交易的动

机可能不同# 一方可能是进行套期% 而另

一方则可能是经营衍生工具或将购买的衍

生工具作为投资# 即使双方都在进行套期%

它们进行套期的交易或风险可能涉及不同

的金融资产% 甚至涉及不同账户上的交易#

因此% 如果将衍生工具交易视为其他交易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则可能导致账户的不

同部分核算不对称或机构部门间核算不

对称#

!!"!!. 为安排期权$ 期货$ 互换和其他衍生工具

合约而向券商或其他中介机构支付或收取

的任何佣金% 在相关账户中都视为对服务

的付款# 金融衍生工具交易可能在交易双

方之间直接发生% 也可能通过一个中介机

构而发生# 后者可能涉及隐含的或明确的

服务费用# 但是% 通常不太可能识别出隐

含服务要素# 因此会将衍生工具合约支付

结算净额记为金融交易# 但是% 如果可能%

其中的服务费用部分应单独记录# 金融衍

生工具合约通常在商品期货等场内交易合

约到期之前就以净现金支付进行结算# 现

金结算是用金融衍生工具来交易独立于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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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项目所有权的风险的必然结果# 但是%

有些金融衍生工具合约% 尤其是涉及外汇

的% 与标的项目的交易是相关的# 以金融

衍生工具合约的标的资产进行交割的交易

应以资产的现行市价记录% 而现行市价和

实际支付价格 !乘以资产数量" 之差记录

为金融衍生工具交易#

!!"!!/ 金融衍生工具可分为两大类& 期权合约

!期权" 和远期类合约 !远期"# 在每一类

里% 均可按市场风险类别细分为& 外汇$

单一货币利率$ 股票$ 商品$ 信用和其他#

!!"!!0 远期和期权合约的主要区别是% 远期合约

的每一方都是潜在的债务人% 但期权合约

的买方获得资产% 而立权方发生负债# 但

是% 期权合约到期时经常是无价值的' 期

权持有者只有在合约结算对其有利时才会

行使期权#

期权

!!"!!1 期权是赋予期权购买者如下权利 #但不

是义务$ 的一种合约" 即期权购买者可

按事先约定的价格 #执行价格$" 在某一

时期 #美式期权$ 或某一日期 #欧式期

权$" 购买 #买进期权$ 或出售 #卖出期

权$ 某一特定金融工具或商品( 许多期

权合约在行使期权时都是以现金支付结

算% 而不是以合约涉及的标的资产或商品

的交割来结算# 期权可在股票$ 利率$ 外

币$ 商品和特定指数等多种标的物基础上

出售或 (立权)# 期权买方因卖方承诺按

买方要求出售或购买约定数量的标的工具

或商品% 要向卖方支付权利金 !期权价

格"# 理论上% 支付给期权卖方的权利金

应包括服务费% 但在实践中要区分出这笔

服务费通常是不可能的# 因此% 全部价格

都应作为买方金融资产获得和卖方负债发

生记录# 但是% 如果有可能的话% 服务费

应单独记录#

!!"!!2 各种期权权利金的支付时间是不同的# 根

据合约的类型% 权利金可能在合约开始时$

行使期权时$ 或期权到期时支付# 期权成

立时% 价值应按全部权利金记录# 如果权

利金是在购买期权后才支付% 则在购买衍

生工具时将应付权利金作为一项资产记录%

由立权人的应收款项来支付# 期权随后的

购买和出售也应记入金融账户# 如果以金

融资产为基础的期权被履行% 或以商品为

基础的期权进行了商品交割% 则标的资产

的购买或出售应按现行市价记入相关账户%

而现行市价与实际支付金额之差应记录为

金融衍生工具交易#

!!"!!3 认股权证是一种期权形式% 它在金融账户

中的处理方式与其他期权相同# 认股权证

是一种可交易工具" 它使持有者有权在规

定的时间内按规定的条款从认股权证的发

行人 #通常是公司$ 那里购买一定数量的

股票或债券( 此外还有以一定量的某种货

币为基础的$ 必须购买另一种货币的货币

权证和与第三种货币挂钩的交叉货币权证#

它们可脱离其挂钩的标的证券单独交易%

因而具有市场价值# 认股权证的发行人发

生了负债% 该负债是购买者持有资产的对

应方#

远期

!!"!,4 远期合约的双方同意按合约规定的价格

!执行价格" 在特定日期交换约定数量的

标的物 !实物或金融资产"# 期货合约是

在有组织的交易所交易的远期合约# 远期

合约是一种在特定日期具有结算义务的无

条件金融合约( 期货和其他远期合约通常

#但并非总是$ 以现金或其他金融工具的

准备金来结算" 而不是以标的物的实际交

割来结算" 因此可脱离标的物单独估价和

交易( 合约订立初期% 双方交换市场价值

相等的风险暴露% 因此合约价值为零# 随

着时间的推移% 双方风险暴露的市场价值

出现差异% 因此一方拥有资产 !债权人"%

而另一方会发生负债 !债务人"# 在远期

合约的有效期内% 债务人B债权人关系的规

模和方向都有可能改变#

!!"!,! 常见的远期合约类别包括利率互换$ 远期

利率协议 !:C%"$ 外汇互换$ 远期外汇

合约和交叉货币利率互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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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互换合约涉及在一定时期内交换

与某种货币名义本金之利息收付相关

的现金流量" 但并不交换本金( 其结

算通常是一方向另一方进行净现金

支付#

*"远期利率协议 #2G#$ 是这样一种安

排% 协议双方为保护自己不受利率变

化的影响" 就某一永不交换的名义本

金在规定的结算日应支付的利率达成

协议( 远期利率协议以净现金支付结

算# 实际发生的支付只是远期利率协

议商定的利率和结算日现行市场利率

之差# 如果现行利率高于商定利率%

则远期利率协议的买方将从卖方收到

付款' 如果现行利率低于商定利率%

卖方将收到付款#

+"外汇互换是指按即期汇率出售B购买一

种货币" 同时在将来按约定的远期汇率

进行同一种货币的购买B出售(

5"远期外汇合约指合约双方同意在商定的

未来某一日期以商定的汇率交易约定数

量的外汇(

8"交叉货币利率互换" 有时也称作货币互

换" 是指交换与利息支付相关的现金流

量以及到期时按商定汇率交换本金(

!!"!,, 在合约期初% 也有可能存在本金的交换%

在这种情况下% 其后的一段时间内都要按

预先确定的规则进行利息偿还和本金偿还#

互换安排引起的结算净支付流量应记为金

融衍生工具交易% 而本金的偿还应记入金

融账户的相关工具类别下#

信用衍生工具

!!"!,- 上述金融衍生工具与证券$ 商品$ 利率和

汇率的市场价格变化产生的市场风险相关#

信用衍生工具是以交易信用风险为主要目

的的金融衍生工具" 是为了交易贷款和证

券的违约风险而设计的# 信用衍生工具可

采用远期类或期权类合约形式% 并且与其

他金融衍生工具一样% 它们通常根据标准

化的法定条款来拟定% 并涉及抵押品和保

证金程序% 这些抵押品与保证金程序要考

虑市场估价的方式#

保证金

!!"!,. 保证金是对金融衍生工具尤其是期货或场

内交易期权的实际或潜在义务进行的现金

支付或抵押# 可返还保证金包括对方为防

范违约风险而要求存入的存款或其他抵押

品% 但其所有权仍归存入保证金的单位#

尽管存款的使用受到限制% 但如果存款者

保留存款所有权上的风险和报酬% 则该项

存款应列入可返还类# 现金支付的可返还

保证金是存款交易% 而不是金融衍生工具

交易# 存款者对持有存款的交易所或其他

机构拥有债权# 有些编制者宁愿将这些保

证金列入其他应收B应付款% 以保证存款这

一术语用于代表货币总量# 如果可返还保

证金以证券等非现金资产支付% 则不会发

生登录% 因为存款者对证券发行者的债权

并未发生改变# 不可返还保证金减少了金

融衍生工具合约所产生的金融负债# 支付

不可返还保证金的实体不再保留保证金的

所有权及其相关的风险和报酬权 !如持有

收益带来的收入或持有损失风险"# 不可

返还保证金的支付通常记录为通货和存款

的减少% 对应登录是金融衍生工具负债的

减少% 而收到不可返还保证金应记录为通

货和存款的增加% 对应登录为金融衍生工

具资产的减少#

雇员股票期权 "=#N#

!!"!,/ 雇员股票期权是雇主与雇员在某日 #授权

日$ 签订的一种协议" 根据协议" 在未来

约定时间 #含权日$ 或紧接着的一段时间

#行权期$ 内" 雇员能以约定价格 #执行

价格$ 购买约定数量的雇主股票( 行权日

是行使期权的日期% 它不能早于含权日%

也不能晚于行权期结束日# 雇员股票期权

交易按股票期权的价值记入金融账户% 作

为以股票期权代表的雇员报酬要素的对应

方# 雇员股票期权的估价方式和记录时间

在第 !1 章第 0 部分讨论#

!1,

第 !! 章"金融账户



*$ 其他应收B应付款

商业信用和预付款

!!"!,0 本类包括提供给公司$ 政府$ 为住户服务

的非营利机构$ 住户和国外的货物服务的

商业信用$ 在建工程 !如果将其列入存货

类" 或拟建工程的预付款# 商业信用和预

付款不包括商业信用融资贷款% 它应列入

贷款类# 按照其他短期和长期金融资产划分

的相同标准% 把短期商业信用和预付款与长

期商业信用和预付款区分开来是有价值的#

其他

!!"!,1 本类包括上述类别以外的应收B应付款% 这

些款项与货物服务的供应无关# 它们是与

税$ 红利$ 证券买卖$ 租金$ 工资薪金$

社会保障缴款有关的应收应付款# 包括在

本类中的尚未支付的应计利息% 仅指在利

息支付时没有被资本化 !通常如此" 的应

计利息#

!!"!,2 本类不包括统计误差#

6$ 备忘项目

外商直接投资

!!"!,3 因提供或接受外商直接投资引起的金融资

产和负债交易要记入相关类别% 即记入债

务性证券$ 贷款$ 股权$ 商业信用或其他#

但是% 列入上述每一类别中的外商直接投

资额也应作为备忘项目单独记录# 外商直

接投资将在第 !1 章和第 ,. 章进一步讨论#

不良贷款

!!"!-4 将与不良贷款相关的交易识别出来作为备

忘项目记录是有用的# 第 !- 章讨论了不良

贷款的定义和记录# 此外% 如果它们很重

要% 将所有利息欠款和偿还分组记入备忘

项目也是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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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章"资产其他变化账户

#" 引言

!,"! 本章内容涉及由非交易流量 !或称为其他

流量" 引起的从期初到期末之资产$ 负债

和资产净值变化的记录问题# 资产$ 负债

交易及交易对资产净值的直接影响应记录

在资本账户和金融账户中# 由固定资本消

耗和经常性存货损失引起的生产资产价值

变化应当作交易处理% 因此不出现在资产

其他变化账户中#

!,", 尽管该账户的记录涉及的是非交易流量%

但它们却不是 (残差) 项# 相反% 通过这

些项目可以反映由各种其他事件给资产负

债表各项目价值和构成带来的显著变化#

!,"- 资产其他变化账户记录多种不同资产$ 负

债和资产净值的变化# 有些记录是某些资

产类型所特有的% 有些则适用于所有类型

的资产# 一切与持有损益有关的变化都包

含在重估价账户中% 所谓持有损益% 产生

于价格水平及结构随时间而发生的变化#

所有其他资产价值的变化都应当作为由于

质量变化 !而不是价格变化" 引起的物量

变化% 记录在资产物量其他变化账户中%

后者包括直接产生于一项资产的重新分类

或者其他一次性事件的价值变化#

!,". 本章依次讨论这两个账户% 先讨论资产物

量其他变化账户% 继而讨论重估价账户#

在每个账户中% 要分别论述各类资产的记

录内容和记录方式#

%" 资产物量其他变化账户

!,"/ 资产物量其他变化账户记录期初和期末资

产负债表之间资产$ 负债和资产净值方面

的下述变化& 这些变化既不是因机构单位

之间的交易引起的 !这要记录在资本账户

和金融账户中"% 也不是因持有损益引起

的 !这要记录在重估价账户中"# 如表

!,"! 所示% 资产物量其他变化账户的结构

类似于其他积累账户# 资产变化登录在左

方% 负债变化登录在右方# 生产性非金融

资产$ 非生产性非金融资产$ 金融资产都

要予以单独列示# 账户中的平衡项% 即资

产物量其他变化引起的资产净值变化% 是

账户中记录的资产变化合计超过负债变化

合计的差额% 显示在账户的右方#

!$ 资产物量其他变化账户的功能

!,"0 在资本账户中% 生产资产通过固定资产获

得减处置$ 固定资本消耗$ 存货入库出库

及经常性损失而进入和退出 #$%# 在金融

账户中% 多数金融资产在债务人获得有价

值的东西并接受向债权人一次性或分期付

款的义务时进入 #$%# 当债务人按照协定

条款履行了该金融义务时% 债权和债务就

随之消失#

!,"1 资本账户和金融账户都会记录各机构部门

间发生的针对现有资产的交易# 但是% 这

些获得和处置只改变资产的所有权% 而不

-1,



改变整个经济体的资产净值总计% 除非交

易发生在常住单位和国外之间#

!,"2 因此% 资产物量其他变化账户的一个重要

功能是允许某些资产不通过交易进入和退

出 #$%# 进入和退出资产负债表的行为被

分别称为经济出现和经济消失# 一旦自然

形成的资产如地下资产获得了经济价值或

者变得没有经济价值% 进入和退出就产生

了# 当机构单位与自然之间发生相互作用

时% 就会出现这种进入和退出现象% 由此

就会与由交易造成的进入和退出现象形成

对比***交易一般是通过机构单位之间的

共同协议达成的# 还有一些进入和退出可

能与人类活动创造的资产有关% 如贵重物

品$ 外购商誉或者黄金#

!,"3 该账户的第二个功能是记录那些意外的$

不可预测的事件给得之于资产 !和相应的

负债" 的经济利益所带来的后果# 这类意

外事件属于外部事件影响% 包括一个机构

单位未经资产所有者同意% 便从资产所有

者那里实际取走资产的行为# 这种行为不

是交易% 因为不存在双方同意这一前提条

件# 此外还包括那些诸如自然灾害或战争

等损坏资产的事件#

!,"!4 该账户的第三个功能是记录因机构单位和

资产的分类变化以及机构单位结构变化而

引起的资产变化#

!,"!! 在接下来的三个小节中% 首先讨论资产

经济出现和经济消失的记录问题% 然后

讨论外部事件对资产价值的影响% 最后

讨论资产分类和结构变化对资产价值的

影响#

($ 非交易资产的出现和消失

!,"!, 记录资产出现和消失% 可以分别按以下主

要资产类型考虑&

)"与生产资产识别有关的项目'

*"与自然资源进入和退出资产范围有关的

项目'

+"与合约$ 租约和许可有关的项目'

5"商誉和营销资产的变化'

8"与金融资产有关的项目#

表 !,", 是对表 !,"! 的进一步细分% 其中

包括了有关资产经济出现和经济消失的各

种项目#

表 !($!" 资产物量其他变化账户&&&简表&&&资产交易

资产变化

其他流量
非金融

公司

金融

公司

一般

政府

住户 $(6#7 经济

总体

国外 货物和

服务

合计

资产的经济出现 ,0 4 1 4 4 -- --

非生产性非金融资产的经济消失 @3 4 @, 4 4 @!! @!!

巨灾损失 @/ 4 @0 4 4 @!! @!!

无偿没收 @/ 4 / 4 4 4 4

未另分类的其他物量变化 ! ! 4 4 4 , ,

分类变化 0 @, @. 4 4 4 4

其他物量变化总计 !. @! 4 4 4 !- !-

?生产性非金融资产 @, @, @- 4 4 @1 @1

?非生产性非金融资产 !. 4 - 4 4 !1 !1

?金融资产 , ! 4 4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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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资产的经济识别

!,"!- 在此项目下对应两类资产& 公共纪念物和

贵重物品# 如第 !4 章所述% 公共纪念物是

指具有重大价值或者特殊价值的物品$ 构

筑物或者场所# 贵重物品是指为价值储藏

而持有的物品% 因为预期其价值会随时间

变化而升高% 或者至少不会随时间变化而

降低# 如果贵重物品和公共纪念物是新近

生产出来的或者是进口的货物% 资本账户

会记录其获得% 并且记录为已归类为贵重

物品和公共纪念物的现有货物的交易#

!,"!. 然而% 现有货物$ 贵重物品和公共纪念物

可能会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记入资产负债表

中' 其存在可能早于账户覆盖的核算期%

可能最初是按消费品记录的% 或者已经被

注销掉了 !如果是构筑物的话"#

公共纪念物

!,"!/ 公共纪念物应与住宅$ 其他建筑物以及构筑

物一起包含在固定资产中# 一座尚未记录在

资产负债中的构筑物或者场所% 一旦其所具

有的特殊的考古学$ 历史或文化意义被首次

??

认定% 它就要作为经济出现处理% 记录在资

产物量其他变化账户中# 例如% 一项认定可

能是针对某一现存构筑物或场所的% 而后者

已经被完全注销掉% 因而没有记录在资产负

债表上# 另一种情况是% 一座构筑物或者场

所已划入资产范围***全新的或已有一部

分被注销% 它也可能被评定为公共纪念物#

如果该纪念物先前已经被注销% 那么% 要将

它认定为公共纪念物% 需要作为资产的经济

发现处理# 如果它先前是被归类于某种资产

的% 那就要按资产重新分类 !下面将讨论"

处理% 但如果对该纪念物进行重估价% 所增

加的价值应该记录在经济出现项下# 如果该

资产在出售时发生了重新分类% 比如由一般

政府获得某项资产% 其获得应该正常记录在

资本账户中#

贵重物品

!,"!0 对诸如宝石$ 古董和其他艺术品这类贵重

物品而言% 如果一项尚未记录在资产负债

中的物品被首次认定具有很高的价值或艺

术重要性% 应归类为经济发现# 也许该物

品此前几乎没有任何价值而且未曾被认定

为资产# 例如% 该物品可能只作为一件普

??

表 !($! $续%" 资产物量其他变化账户&&&简表&&&负债和资产净值交易

负债和资产净值变化

其他流量
非金融

公司

金融

公司

一般

政府

住户 $(6#7 经济

总体

国外 货物和

服务

合计

资产的经济出现

非生产性非金融资产的经济消失

巨灾损失

无偿没收

未另分类的其他物量变化 4 4 4 ! 4 ! !

分类变化 4 4 , 4 4 , ,

其他物量变化总计

?生产性非金融资产 4 4 , ! 4 - -

?非生产性非金融资产

?金融资产

由资产物量其他变化引起的资产净值变化 !. @! @, @! 4 !4

/1,

第 !( 章"资产其他变化账户



通货物% 其购置已包含在住户最终消费支

出中% 或者被认作一件耐用消费品# 现在

将其价值认定为一项价值贮藏% 它就要作

为一件贵重物品进入资产负债表# 认定以

前未获估价物品的价值% 经常与出售

!比如拍卖" 相联系# 如果该物品首次进

入出售者的资产负债表% 此次出售就要作

为贵重物品的出售和购买记录在资本账

户中#

自然资源进入资产范围

地下资源的发现和重估价上调

!,"!1 在 #$%中% 地下资产是指那些已探明$ 在

现有技术和相对价格条件下具有经济开采

可行性的地下资源% 如煤炭$ 石油和天然

气% 金属矿物和非金属矿物# 资本账户记

录符合这些条件的现有资源在机构部门间

的获得和处置% 经济体整体上的总物量增

减变化则要记录在资产物量其他变化账

户上#

!,"!2 可能造成资源增加的一种方式是发现新的

可开采矿藏% 可能是经系统的科学勘探或

勘查发现的% 也可能是偶然发现的# 原先

不具有经济开采可行性$ 由于技术进步或

者相对价格变化现在变得经济的矿藏% 如

果现在包括在内% 资源就会增加% 由此也

应认为是发生了经济出现#

非培育性生物资源的自然增长

!,"!3 诸如天然林和鱼类等非培育性生物资源的

自然生长可能有不同方式& 一片天然林木

可能长得更高% 港湾里的鱼可能数量增多#

虽然这些资源是经济资产% 但这种生长并

没有处于一个机构单位的直接控制$ 负责

和管理之下% 因此不会作为生产处理# 因

此% 此类资产自然生长应视为一种经济出

现% 记入资产物量其他变化账户中#

表 !($(" 资产物量其他变化账户&&&由经济出现和经济消失引起的资产变化

资产变化

其他流量
非金融

公司

金融

公司

一般

政府

住户 $(6#7 经济

总体

国外 货物和

服务

合计

资产的经济出现 ,0 4 1 4 4 -- --

?生产性非金融资产 - - -

?非生产性非金融资产 ,0 4 . 4 4 -4 -4

??自然资源 ,, . ,0 ,0

??合约$ 租约和许可 . . .

??商誉和营销资产

非生产性非金融资产的经济消失 @3 4 @, 4 4 @!! @!!

??自然资源耗减 @0 4 @, 4 4 @2 @2

???自然资源 @0 @, @2 @2

??非生产性非金融资产的其他经济消失 @- 4 4 4 4 @- @-

???自然资源 4 4

???合约$ 租约和许可 @! @! @!

???商誉和营销资产 @, @, @,

巨灾损失 @/ 4 @0 4 4 @!! @!!

无偿没收 @/ 4 / 4 4 4 4

未另分类的其他物量变化 ! ! 4 4 4 , ,

分类变化 0 @, @. 4 4 4 4

其他物量变化合计

?生产性非金融资产 !. @! 4 4 4 !- !-

?非生产性非金融资产 @, @, @- 4 4 @1 @1

?金融资产 !. 4 - 4 4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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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原则上% 如下文所述% 应把自然生长按

总额记录% 而把这些资源的耗减记录为

经济消失# 这种记录方法应与资本账户

中针对资产获得和处置分别记录保持一

致# 不过% 许多国家实际上只按净额记

录自然生长% 因为% 唯一可用做记录依

据的实物指标实际上就是一个净生长量#

将这些实物指标与单位资产的市场价格

结合起来% 就可以估计出拟记录的物量

变化价值#

其他自然资源向经济活动的转移

!,",! 列入一国地理表面区域内的所有土地未必

都属于 #$%的资产范围之内# 如果土地从

荒废状态转变到可以确定其所有权并可用

于经济目的状态% 土地就要作为经济出现

处理# 土地也可能会由于附近的活动而获

得价值# 例如% 因为附近确定了一个新的

开发项目或者修建了一条道路% 土地变得

更有吸引力从而具有更大的价值# 对一块

土地直接造成影响的土地改良成本% 应视

作资本形成% 并记录为土地改良% 随后要

计提固定资本消耗# 超出土地改良价值的

土地价值增加% 或者任何由于相关资本活

动引起的土地价值增加% 都应记录为经济

出现#

!,",, 对于其他自然资源% 其首次实质性的市

场出现一般都会涉及商业开发% 这是

本账户作记录的基准点# 就原始森林而

言% 采集薪柴不属于商业开发% 但为得

到木材进行大规模采伐就是商业开发%

为此会使森林进入资产范围# 同样% 从

天然泉眼取水并不会使地下蓄水层进入

#$%的资产范围% 但要大量采集地下

水% 那就要将这些水资源纳入资产范围#

定期从地表水体取水进行收费这样的措

施可能也导致将水资源纳入资产负债

表中#

表 !($( $续%" 资产物量其他变化账户&&&由经济出现和经济消失引起的负债和资产净值变化

负债和资产净值变化

其他流量
非金融

公司

金融

公司

一般

政府

住户 $(6#7 经济

总体

国外 货物和

服务

合计

资产的经济出现

?生产性非金融资产

?非生产性非金融资产

??自然资源

??合约$ 租约和许可

??商誉和营销资产

非生产性非金融资产的经济消失

??自然资源耗减

???自然资源

??非生产非金融资产的其他经济消失

???自然资源

???合约$ 租约和许可

???商誉和营销资产

巨灾损失

无偿没收

未另分类的其他物量变化 4 4 4 ! 4 ! !

分类变化 4 4 , 4 4 , ,

其他物量变化合计 4 4 , ! 4 - -

?生产性非金融资产

?非生产性非金融资产

?金融资产 4 4 , ! 4 - -

由资产物量其他变化引起的资产净值变化 !. @! @, @!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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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用途变化引起的自然资源质量变化

!,",- 一般说来% #$%将质量差异作为物量差

异处理# 正如第 !/ 章中就货物和服务所

说明的% 不同的质量反映不同的使用价值

!就货物和服务而言% 它意味着不同的资

源成本"# 因此% 不同质量彼此在经济上

是有区别的# 这一原则也适用于资产# 这

里记录的质量变化同时作为经济用途变化

***显示为下文要讨论的分类变化***的

对应方出现% 例如% 将耕地重新划归为建

筑用地% 不仅会引起分类的变化% 还可能

引起价值的变化# 在这种情况下% 该资产

已在资产范围之内% 因经济用途变化引起

的资产质量变化% 应视为是该资产总量附

加额的出现# 另一个例子是被作为资本形

成处理的家畜 !例如奶牛"% 如果它们早

于预期就被送去屠宰% 也会发生经济用途

变化#

自然资源退出资产范围

!,",. 自然资源退出资产负债表% 应在账户左边

按负数记录# 可能存在的许多记录只不过

就是对应刚讨论过的正记录的负记录#

地下资源的开采和价值下调

!,",/ 这里记录的变化是由于技术或者相对价格的

变化而对可开采资源重新评估所造成的$ 对

可开采地下资源储量总增加的抵消量# 在实

践中% 也许只能获得净增加% 而且会将该净

增加记录在地下资源发现和价值上调项下#

!,",0 自然资源耗减是指由于资产的自然消失和

消耗所造成的地下资产储量价值减少#

非培育性生物资源的收获

!,",1 由于超出可持续开采水平的收获$ 森林砍

伐或者其他使用而引起的% 包含在资产范

围内的天然林$ 公海鱼类和其他非培育生

物资源的耗减% 应当列在这里#

其他自然资源从经济活动的退出

!,",2 由于技术变化或者对该产品需求的减少%

或者由于立法上的原因% 在经济活动中可

能会停止对一些自然资源的有效使用# 例

如% 休渔以确保鱼类的生存#

经济用途变化引起的自然资源质量变化

!,",3 这里记录的变化与因分类变化引起的物量

上调变化是对等的# 例如% 土地利用变化

导致一些土地从耕地重新划归为公有的放

牧地% 由此很可能引致土地价值的变化#

!,"-4 由经济活动引起的土地$ 水资源和其他自

然资产的所有退化都应记录在资产物量其

他变化账户中# 这种退化可能是由常规经

济活动引起的可预料的结果% 也可以是由

于滥伐森林或不当农业活动对土地造成的

不易预测的侵蚀和其他损害#

合约! 租约和许可的订立与解除

!,"-! 就其自身权利而言% 可视为资产的合约$

租约和许可都是某种形式可转让的租约$

合约或者许可# 它们可能与一项经营租约

下某种固定资产的使用有关% 与一项资源

租约下某种自然资源的利用有关% 与从事

某种特定经济活动的许可有关% 或者与一

项未来服务由某个指定个人提供的服务合

同有关# 只有在以下两条件必备前提下%

持有经营租约$ 资源租约$ 许可或服务合

同对持有者而言才代表一项资产#

)"资产使用$ 许可或者提供该服务的现有

通行价格不同于合约或租约中约定的价

格或者支付给许可的价格'

*"通过转订租约或合约$ 或者出售许可%

持有者能够合法地实现这种价差#

在实践中% 建议仅在其被出售时才尝试记

录这类资产# 在这种情形下% 它们应先被

记录在资产物量其他变化账户中% 随后作

为一项交易 !或者一系列交易" 记录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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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账户中#

!,"-, 作为一项资产的合约$ 租约或者许可% 其

价值等于通行价格超出合同价格部分的净

现值# 随着约定期限的临近% 价格上的差

异不再明显% 超出部分的净现值将随之下

降# 由于通行价格变化造成合约$ 租约或

者许可价值的变化应记录为重估价' 在有

效期内由资产所带来的利益随着期满而导

致的价值变化% 应记录为资产物量其他变

化# 在第 !1 章第 / 部分% 对合约$ 租约和

许可的处理有更加广泛的讨论#

商誉和营销资产的价值变化

!,"-- 当一个企业 !不管是公司$ 准公司还是非

法人公司" 被出售时% 支付的价格可能不

等于该企业所有资产减去其负债的差额%

二者之差就是该企业的外购商誉和营销资

产% 可能为正% 也可能为负 !或者为零"#

不管该企业的法律地位如何% 通过计算上

述差额并将其明示为企业的一项资产% 该

企业在其被购买时的资产净值就恰好为零#

!,"-. 外购商誉和营销资产的价值应在出售时计

算% 并记入出售者资产物量其他变化账户

中% 然后作为与购买者的交易记录在其资本

账户中# 此后% 通过购买者的资产物量其他

变化账户的其他变化项% 外购商誉和营销资

产的价值必须予以减记% 减记的比率应当遵

循商业会计标准# 出现在企业资产负债表上

的数额通常可能比较保守% 并且应当接受财

务报表的 (减值测试)% 借此会计人员能够

使自己满意% 因为企业在未来出售的情况下

其剩余价值是可以实现的#

!,"-/ #$%不会把未经出售或购买的商誉看作经济

资产# 但如果某项营销资产可能被出售% 或

许可以作为例外# 在这种情况下% 当整个企

业被出售时% 应当沿用对外购商誉和营销资

产同样的处理方式在买方和卖方进行记录#

金融资产和负债的出现和消失

!,"-0 金融资产***对其他机构单位的债权***

是在债务人接受未来向债权人付款的合约

时产生的% 会在债务人根据协定条款履行

合约后取消# 不过% 以金块形式存在的货

币黄金不能以这种方式产生和取消# 当黄

金成为一种储备资产时% 要作为资产物量

其他变化账户中的重新分类项目***从贵

重物品到货币黄金***记入资产负债表的

金融部分 !被货币当局获得时应先做为贵

重物品处理"# 对作为货币黄金一部分的

已分配黄金账户也按同样方式记录# 当已

分配黄金账户成为储备资产时% 同样也在

资产物量其他变化账户中将其从通货和存

款重新划入货币黄金# 货币黄金可以出售

给另一个货币当局% 否则% 任何持有的减

少都应遵循与上述相似的反向路径记录&

货币黄金要么被重新划分为贵重物品 !在

以金块形式存在的情况下"% 要么被重新

划归为通货和存款 !在分配黄金账户的情

况下"# 随后的交易% 如果发生的话% 则

以贵重物品或者通货和存款项目而不是以

货币黄金项目予以记录#

!,"-1 资产物量其他变化账户还记录在设定金融

债权条款时未预料到的事件的结果#

债务运作

!,"-2 除了正常偿债% 有若干种情况可能导致债

务的削减或取消% 下面描述最常见的情况#

!,"-3 债务人和债权人可能成为某个双边协议

***此项金融债权不再存在***的某一方

!常常指 (债务豁免)"# 此类协议会在

#$%中引起应付或应收资本转移的记录

!在债务豁免发生之时记录在资本账户

中"% 同时会发生债权取消的记录 !记录

在金融账户中"# 债务豁免通常与政府债

务有关# 政府认定的一些从一开始就不大

可能收到的税和社会保险缴款% 不应包括

在税收和社会保险缴款收入中% 因而这些

项目不会出现在资产物量其他变化账户中#

!,".4 当债务合同的条件 !期限$ 利率等" 发生

变化或者债权人B债务人所属机构部门发生

变化时% 源于债务假定或重新安排的债权

变化应当反映在金融账户中% 因为这些被

认为是新的合同安排# 但是% 源自注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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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减值的所有其他债权变化都不应包括在

金融账户中% 因为不存在双方认可的协议#

特别地% 债权人认识到由于破产$ 清算或其

他因素% 再也不能收回一笔金融债权% 它就

可能将该债权从其资产负债表中注消% 这种

由债权人认可的债务注消应在资产物量其他

变化账户中予以反映 !与此相应的% 负债

也必须从债务人的资产负债表中注消% 以保

持经济总体账户的平衡"#

!,".! 大多数商业情形下% 确认不能收回的债务均

可视为债务单方取消# #$%不承认由债务

人造成的金融债权单方取消 !单方不履行

债务"# 反映金融资产实际市场价值的资产

减值应当在重估价账户中予以反映# 然而%

只是为了满足管理$ 监督或者核算需要而强

加的价值变化并不反映那些金融资产的实际

市场价值% 不应当在 #$%中进行记录#

!,"., 还有一个涉及 #$%应如何记录其债务运作

的问题是债务废止# 债务废止允许债务人

!其债务通常以债务性证券和贷款形式表

现" 通过匹配与负债具有相等价值不可

撤销的资产% 进而从其资产负债表中注消

某些负债# 债务废止后% 该资产和负债都

不包括在债务人的资产负债表中% 通常也

不需要在统计报表中反映# 债务废止可能

要么通过把配对的资产和负债放在有关机

构单位内的一个信托账户中实现% 要么通

过把它们转移到另一个机构单位实现# 在

前一种情况下% 对债务废止不做任何登

录% 但该单位的资产负债表不能将该资产

和负债排除在外# 在后一种情况下% 应把

将资产和负债转移到第二个机构单位的交

易记录在有关单位的金融账户中% 并在持

有该资产和负债之单位的资产负债表中予

以报告# 所以% 债务废止本身决不导致负

债游离于 #$%之外% 尽管它有时只会引

起报告那些负债的机构单位内部的某一

变化#

表 !($+" 资产物量其他变化账户&&&由外部事件引起的资产变化

资产变化

其他流量
非金融

公司

金融

公司

一般

政府

住户 $(6#7 经济

总体

国外 货物和

服务

合计

资产经济出现 ,0 4 1 4 4 -- --

非生产性非金融资产经济消失 @3 4 @, 4 4 @!! @!!

巨灾损失 @/ 4 @0 4 4 @!! @!!

??生产性非金融资产 @/ @. @3 @3

??非生产性非金融资产 @, @, @,

??金融资产B负债 4 4

无偿没收 @/ 4 / 4 4 4 4

??生产性非金融资产 @! ! 4 4

??非生产性非金融资产 @. . 4 4

??金融资产B负债 4 4

未另分类的物量其他变化 ! ! 4 4 4 , ,

??生产性非金融资产 ! ! !

??非生产性非金融资产 4 4

??金融资产B负债 ! ! !

分类变化 0 @, @. 4 4 4 4

物量其他变化合计 !. @! 4 4 4 !- !-

?生产性非金融资产 @, @, @- 4 4 @1 @1

?非生产性非金融资产 !. 4 - 4 4 !1 !1

?金融资产 , ! 4 4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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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衍生工具的创建和消失

!,".- 通常而言% 金融衍生工具不会记录在资产

物量其他变化账户中% 当有关双方达成某

项协议时% 金融衍生工具就出现在金融账

户中# 雇员股票期权在转让之日在同一个

账户中作类似记录% 然后它们可被视为金

融账户中的交易# 当衍生工具中所描述的

协议被激活生效% 或者因为期限已到而失

效时% 该衍生工具的价值就变为零% 其价

值变化在重估价账户中予以反映#

!,".. 如果某金融衍生工具应付额在它到期后仍

有效% 那么该数额不再代表金融衍生工具%

因为已不再有任何与之相关的风险% 因此

它被重新划分为其他应收B应付款#

+$ 外部事件对资产价值的影响

!,"./ 有三类主要原因可以造成资产减值或完全

消失% 这些原因与资产的性质无关% 却与

该经济体中影响资产价值或者所有权的通

行条件有关# 这些原因是巨灾损失$ 无偿

没收和资产的其他物量变化# 下面分别讨

论每一种情形% 表 !,"- 是表 !,"! 的扩充%

以将这些事件的影响包括进来#

巨灾损失

!,".0 在资产物量其他变化账户中作为巨灾损失

记录的物量变化% 是可能几乎毁灭所有类

型资产的大规模的$ 离散的和可识别事件

所造成的结果% 这类事件一般很容易识别#

它们包括大地震$ 火山爆发$ 海啸$ 特大

飓风$ 旱灾和其他自然灾害' 战争$ 骚乱

和其他政治事件' 以及诸如有毒物质大量

溢漏或放射性颗粒释放到空气中等技术事

故# 这里还包括这样一些重大损失& 异常

洪灾或风灾造成的土地质量的恶化' 旱灾

或疾病流行造成培育性资产的毁坏' 因森

林火灾或地震造成建筑物$ 设备或贵重物

品的毁坏#

表 !($+ $续%" 资产物量其他变化账户&&&由外部事件引起的负债和资产净值变化

负债和资产净值变化

其他流量
非金融

公司

金融

公司

一般

政府

住户 $(6#7 经济

总体

国外 货物和

服务

合计

资产经济出现

非生产性非金融资产经济消失

巨灾损失

??生产性非金融资产

??非生产性非金融资产

??金融资产B负债

无偿没收

??生产性非金融资产

??非生产性非金融资产

??金融资产B负债

未另分类的物量其他变化 4 4 4 ! 4 ! !

??生产性非金融资产

??非生产性非金融资产

??金融资产B负债 4 4 4 ! 4 ! !

分类变化 4 4 , 4 4 , ,

物量其他变化合计 4 4 , ! 4 - -

?生产性非金融资产

?非生产性非金融资产

?金融资产 4 4 , ! 4 - -

由资产物量其他变化引起的资产净值变化 !. @! @, @!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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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金融资产的巨灾损失比较少见% 但因所有

权的证据依赖书面记录% 如这些记录被损

毁% 则不可能对所有权进行重建# 自然灾

害或政治事件可能造成货币或不记名证券

的意外毁坏#

无偿没收

!,".2 政府或其他机构单位可以以纳税$ 罚款或类

似的征税以外的理由% 占有包括非常住单位

在内的其他机构单位的资产却不给予全额补

偿# 如果补偿额大大低于资产负债表上所列

资产的价值% 则其差额也应当记录在无偿没

收项目中% 记录为没收机构单位资产的增加

和被没收机构单位资产的减少#

!,".3 应当指出% 债权人取消抵押品赎回权和收回

货物不应作为无偿没收处理# 它们被视作交

易% 即视作债务人的处置和债权人的获得%

因为很明显或根据通常的理解% 债务人与债

权人的协定提供了这一追索的渠道#

未另分类的物量其他变化

!,"/4 固定资产价值会因为固定资本消耗而持续

减少% 直到该资产被处置或者没有保留价

值为止# 不过% 有关固定资本消耗计算的

假定可能是错误的% 当出现这样的情况时%

就需要在资产物量其他变化账户中进行纠

正# 同样% 如果关于存货损耗率的假定是

错误的% 这也应当在资产物量其他变化账

户中加以纠正# 可能受物量变化影响的金

融资产和负债是保险$ 养老金和标准化担

保计划的代偿准备金# 第 !1 章的第 !$ ,$

- 部分对此有进一步的论述#

固定资产

!,"/! 固定资本消耗的计算涉及到有关自然退化$

废弃和事故损失的正常比率的假定% 这些

假定中的每一个都有可能被证明是错误的#

在这种情况下% 就必须在资产物量其他变

化账户中进行调整# 原则上% 经修订的反

映新情况的假定% 应当用来计算该资产余

下的使用寿命期内的固定资本消耗# 如果

没有这样做% 则就有必要在资产物量其他

变化账户中进行连续的调整% 而在随后的

年份中这可能会造成对净增加值的高估#

!,"/, 自然退化可能包括意外的环境退化对固定

资产的影响# 因此% 必须在资产物量其他

变化账户中对固定资产价值的下降进行记

录% 比如% 空气中酸度提高和酸雨对建筑

物表面或者运输工具本身的影响#

!,"/- 引入先进技术% 例如改进的资产样式或者

新的生产工艺% 会导致不再需要该资产%

由此可能引起资产的意外淘汰# 结果是%

以前预计过时的资产数量可能少于实际过

时的资产数量#

!,"/. 正常预期的损失量也可能少于实际损失#

就整个经济体而言% 这一差额在正常情况

下应当不大' 但就各个单位而言% 这一差

额可能会相当大并且可能有波动迹象# 所

以% 在资产物量其他变化账户中必须就这

些事件造成的固定资产价值下降进行调整#

这些损失会大于正常数额% 但其规模不至

于大到被视为是灾难性的#

!,"// 如同第 !4 章里说明的那样% 所有权转移费

用应随着资产购买者占有的预期时间减记#

如果该资产在所有权转移费用完全被减记

之前就被处置了% 那么所有权转移费用的

余下部分应当也记录在资产物量其他变化

账户中#

!,"/0 可能最初对任何一个或者所有这些情况的

假定都过分谨慎# 如果事实如此% 那么应

当对资产价值进行向上的修订而不是向下

修订#

!,"/1 建造期很长的生产设施可能在完工或投入

运行前就丧失经济合理性# 例如% 某一核

电厂或者工业场所可能永不会投入使用#

一旦做出废弃的决定% 记录在资产负债表

中的固定资产 !或在某些情况下为在制品

存货% 如第 !4 章中所说明的" 价值应通

过资产物量其他变化账户注销#

存货的异常损失

!,"/2 火灾$ 抢劫$ 储粮的虫害$ 家畜大规模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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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等造成的异常损失应记录在这里# 这里

所说的异常损失是指那些不仅价值大$ 而

且不常发生的损失# 正如第 !4 章中所说明

的那样% 即使发生很大的损失% 但如果它

们是定期发生的% 也应该在计算存货变化

时予以考虑并记录在资本账户中#

人寿保险和年金权益

!,"/3 对于一项年金而言% 考虑到当时可获得的

死亡数据% 保费和给付之间的关系通常在

签订合同时就确定了# 任何以后的变化都

将影响年金提供者对受益者的负债% 并将

该结果记录在这里#

养老金权益

!,"04 养老金权益准备金的物量变化适用于定额

福利计划% 所提供的养老金完全或者部分

由某个公式确定# 对定额缴款计划不需要

作这类调整% 其收益仅由对注入该计划的

缴款额的投资收益来确定#

!,"0! 将养老金权益变化究竟处理为交易还是处

理为资产物量其他变化% 目前仍在研究之

中# 第 !1 章第 , 部分描述了目前的研究

状况#

标准化担保计划下的代偿准备金

!,"0, 如果标准化担保是在一个纯商业基础上提

供的% 那么代偿准备金将通过支付的费用

和投资收益以及违约债务人的赔偿得以弥

补# 然而% 政府经常认购这类计划# 当情

况果真如此时% 政府账户中就应当设立一

项准备金% 以应对在该计划下代偿款预期

超出任何收到的缴费$ 投资收益或者违约

赔偿的部分# 如果该担保涉及期限较长%

并且在违约情况下政府为违约资产设立了

准备金% 那么% 在该计划下预期超出的部

分应当在代偿额之净现值基础上进行计

算# 无论什么时候% 一旦引入新的计划或

者代偿额超出所支付的费用或其他应收款

项的预期水平发生显著变化% 就需要进行

记录#

.$ 分类变化

!,"0- 资产物量其他变化账户所记录的资产负债

变化% 主要包括各部门之间的机构单位分

类变化$ 机构单位结构的变化$ 资产和负

债分类变化# 表 !,". 显示了对表 !,"! 的

扩展% 以把分类变化的记录包括进来#

部门分类和结构的变化

!,"0. 将某个机构单位从一个部门重新归类到另

一个部门% 就需要转移它的整个资产负债

表# 例如% 如果一个非法人企业在财务上

变得更为有别于它的所有者% 由此具有一

个准法人公司的特点% 它和它的资产负债

表应一并从住户部门转到非金融法人公司

部门' 或者% 如果一个金融法人公司新近

获准可以吸收存款% 它就可以从 (其他金

融中介机构) 重新分类到 (除央行外的存

款公司)#

!,"0/ 如果一个住户从一个经济体迁移到另一个

经济体% 并且带上其财产 !包括金融资

产"% 则该资产也应记录在分类和结果变

化项下# 由于财产所有权没有发生变化%

因此不存在任何交易#

!,"00 第 ,! 章论述了公司重组时需要记录的流

量% 不管是两个公司合并为一个公司 !一

个被另一个接管"% 还是一个公司被分为

两个或者更多的单位# 大部分由此产生的

金融后果应被记录为交易% 但是有些可能

会被记录为其他物量变化# 第 ,! 章还论述

了国有化和私有化的影响% 并讨论了这些

流量何时应处理成交易% 何时应处理为包

括按部门重新分类在内的其他物量变化#

!,"01 证券交易的结果需要做重新分类处理# 当

%单位将证券出售给 ;单位时% %单位就

有了一项负债% 而 ;单位就有了一项资

产# 如果;单位现在把同样的资产出售给

<单位% 则;单位和 <单位之间的交易就

作为证券出售记录在金融账户里# 虽然 %

单位没有卷入;单位和 <单位之间的证券

售买事务中% 但是由于最初欠 ;单位的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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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 资产物量其他变化账户&&&由分类变化引起的资产变化

资产变化

其他流量
非金融

公司

金融

公司

一般

政府

住户 $(6#7 经济

总体

国外 货物和

服务

合计

资产经济出现 ,0 4 1 4 4 -- --

非生产性非金融资产经济消失 @3 4 @, 4 4 @!! @!!

巨灾损失 @/ 4 @0 4 4 @!! @!!

无偿没收 @/ 4 / 4 4 4 4

未另分类的物量其他变化 ! ! 4 4 4 , ,

分类变化 0 @, @. 4 4 4 4

??部门分类和结构的变化 0 4 @. 4 4 , ,

???生产性非金融资产 - @- 4 4

???非生产性非金融资产 ! @! 4 4

???金融资产 , , ,

??资产和负债分类的变化 4 @, 4 4 4 @, @,

???生产性非金融资产 @, @, @,

???非生产性非金融资产 4 4 4 4 4

???金融资产 4 4 4 4 4

物量其他变化合计 !. @! 4 4 4 !- !-

?生产性非金融资产 @, @, @- 4 4 @1 @1

?非生产性非金融资产 !. 4 - 4 4 !1 !1

?金融资产 , ! 4 4 4 - -

债现在变成欠 <单位的负债% %单位的资

产负债表也会受到影响# 这一重新分类应

显示在资产物量其他变化账户中#

资产和负债分类的变化

!,"02 一项资产可能在期初资产负债表上出现在

一个栏目下% 而在期末资产负债表上出现

在另一个栏目下# 因为资产交易必须登记

为一方持有的增加和另一方同一资产持有

的减少% 该分类变化的过程就必须记录在

资产物量其他变化账户中# 该资产可以先

按最初的分类记录为一项交易% 然后在其

新拥有者的资产负债表中记录为一项分类

变化# 或者% 资产也可以在第一个拥有者

那里首先显示为一项重新分类% 然后在新

的分类项下显示为一项交易# 如果分类变

化导致了价值变化% 它应被视为质量的变

化% 因而是物量变化% 这一点在先前关于

经济出现和经济消失中已阐述# 至于是先

重新分类然后记录为交易还是反过来% 取

决于交易者的性质以及最初拥有者或新的

拥有者是否从价格变化中受益# 下面给出

一些重新分类的例子#

土地和建筑物的出售及重新分类

!,"03 单位%向单位;出售农田% 后者在上面建

房# 如果单位%在出卖该土地之前即获得

规划许可% 则应当在 %的账户中登记为一

项分类变化 !可能有一项增值收入也发生

在%的账户中% 记录为其他物量变化"%

然后是出售给;单位的一块建设用地# 如

果单位 ;在该出售完成后才取得规划许

可% 那么出售的就是农田% 而 ;应在它的

账簿里记录一项分类变化 !可能是一项其

他物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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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续%" 资产物量其他变化账户&&&由分类变化引起的负债和资产净值变化

负债和资产净值变化

其他流量
非金融

公司

金融

公司

一般

政府

住户 $(6#7 经济

总体

国外 货物和

服务

合计

资产经济出现

非生产性非金融资产经济消失

巨灾损失

无偿没收

未另分类的物量其他变化 4 4 4 ! 4 ! !

分类变化 4 4 , 4 4 , ,

??部门分类和结构的变化 4 4 , 4 4 , ,

???生产性非金融资产

???非生产性非金融资产

???金融资产 4 4 , 4 4 , ,

??资产和负债分类的变化 4 4 4 4 4 4 4

???生产性非金融资产 4

???非生产的非金融资产 4

???金融资产 4 4 4 4 4 4 4

物量其他变化合计 4 4 , ! 4 - -

?生产性非金融资产

?非生产性非金融资产

?金融资产 4 4 , ! 4 - -

由资产物量其他变化引起的资产净值变化 !. @! @, @! 4 !4

!,"14 如果应官方指定某地点上的建筑物须用于

特定用途的要求% 建筑物从住房转变成商

用房屋或者反过来% 可采用与上述类似的

处理方法# 如果该转化仅仅是对以前建筑

物追加新投资引起的% 则不属于资产物量

其他变化% 而是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

结果#

影响存货的分类变化

!,"1! 在所有情况下% 在制品在出售之前需要重

新归类为制成品# 一些动物被当作固定资

本处理% 是因为要取用它们的奶或者它们

的毛% 而在它们生产寿命结束时将被屠宰

取其肉# 在这种情况下% 当它们停止重复

提供产出时% 原则上应当将其从固定资产

重新划分为存货# 如果这一点不可行% 或

者被看作太挑剔% 那么这些肉的来源应理

解为固定资本的减少% 而不是存货的减少#

原则上% 从一种存货到另一种存货的重新

分类或者从固定资产到存货的重新分类%

应当不包含价值变化# 如果在转换时% 以

前的估价不同于新估价% 那么应在资产物

量其他变化账户中的经济出现或者经济消

失项下进行登录# 如果发现这种情况并非

偶然发生% 就应当重新检查对存货的估价

方法#

/$ 其他物量变化总结

!,"1, 表 !,", 至 !,". 列示了其他物量变化中每

一类变化的细目以及作为次级分类的每一

种资产的详情# 如表 !,"/ 所示% 不管物量

变化的原因如何% 其信息都可以按资产类

型汇总# 由此显示出% 来自资产物量其他

变化账户的信息可用于期初和期末资产负

债表之间的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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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资产物量其他变化账户&&&按资产类型分的资产变化

资产变化

其他流量
非金融

公司

金融

公司

一般

政府

住户 $(6#7 经济

总体

国外 货物和

服务

合计

物量其他变化合计 !. @! 4 4 4 !- !-

生产性非金融资产 @, @, @- 4 4 @1 @1

??固定资产 ! @- @, @,

??存货 @- @- @-

??贵重物品 @, @, @,

非生产性非金融资产 !. 4 - 4 4 !1 !1

??自然资源 !4 4 ! 4 4 !! !!

??合约$ 租约和许可 . , 0 0

??商誉和营销资产 4 4 4

金融资产 , ! 4 4 4 - -

??货币黄金和特别提款权 4 4

??通货和存款 4 4

??债务性证券 4 4

??贷款 4 4

??股权和投资基金份额B单位 , , ,

??保险$ 养老金和标准化担保计划 ! ! !

??金融衍生工具和雇员股票期权 4 4

??其他应收B应付款 4 4

," 重估价账户

!$ 持有损益的不同概念

!,"1- 如表 !,"0 所示% 重估价账户记录核算期内

金融资产$ 非金融资产和负债所有者应计

的持有损益# 首先记录的是名义持有损益%

然后这些持有损益被分解为中性持有损益

和实际持有损益# 资产的持有损益记录在

账户的左方% 而负债的持有损益则记录在

右方#

!,"1. 非金融资产的名义持有收益是指因资产

价格随时间发生变化而对资产所有者产

生的收益价值( 金融资产的名义持有收

益是指该项资产在交易 #包括利息随时

间发生的自然增长$ 和资产物量其他变

化之外发生的价值增加( 负债的名义持

有收益是指该项负债在交易或者其他物

量变化之外发生的价值减少( 负的名义

持有收益被称作持有损失# 正的持有收

益% 不管是特定资产价值的上升所引起%

还是特定负债价值的降低而引起% 都会

增加有关单位的资产净值# 相反% 持有

损失会减少有关单位的资产净值% 无论

是特定资产价值的下降引起的% 还是特

定负债价值的提高而引起的#

!,"1/ 除了资产价值的绝对变化外% 还有必要了

解应该如何以该价值变化与总体通货膨胀

指标相比较# 如果在给定时期里某资产价

值的上升幅度超过一般价格水平% 那就意

味着% 该资产在期末比它在期初可以用来

交换更多物量的 !为一般价格指数所覆

盖" 货物$ 服务和资产# 保持交换完全相

同物量之货物服务的价值增加称为中性持

有收益# 一段时期的中性持有收益 #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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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续%" 资产物量其他变化账户&&&按负债类型分的负债和资产净值变化

负债和资产净值变化

其他流量
非金融

公司

金融

公司

一般

政府

住户 $(6#7 经济

总体

国外 货物和

服务

合计

物量其他变化合计 4 4 , ! 4 - -

生产性非金融资产

??固定资产

??存货

??贵重物品

非生产性非金融资产

??自然资源

??合约$ 租约和许可

??商誉和营销资产

金融资产 4 4 , ! 4 - -

??货币黄金和特别提款权

??通货和存款

??债务性证券

??贷款 4 4

??股权和投资基金份额B单位 , , ,

??保险$ 养老金和标准化担保计划 ! ! !

??金融衍生工具和雇员股票期权

??其他应收B应付款

由资产物量其他变化引起的资产净值变化 !. @! @, @! 4 !4

失$ 是指在不发生交易和资产物量其他变

化情况下" 一笔资产为保持其能够交换到

与期初相同数量的货物服务而增加 #减

少$ 的价值(

!,"10 同一资产在给定时期内发生的名义持有损

益和其中性持有损益之间的差额称为实际

持有损益# 如果该资产价值上升速度比中

性持有收益快% 那就存在实际持有收益'

如果慢于总体价格增长速度% 那么% 该资

产的所有者就要记录一项实际持有损失#

实际持有收益 #损失$ 是指一段时期内在

不发生交易和资产物量其他变化前提下"

一项资产价值增加 #降低$ 超过中性持有

收益的数额( 下文将更详细地阐释名义$

中性和实际持有收益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

联系#

!,"11 重估价账户上的平衡项是名义持有损益引

起的资产净值变化( 它被界定为一个机构

单位全部资产和负债之正负名义持有收益

的代数和# 正如名义持有收益被分解为中

性和实际持有收益一样% 由名义持有收益

引起的净值变化也可以分解为由中性持有损

益引起的资产净值变化和由实际持有损益引

起的资产净值变化# 后者是一个对分析大有

裨益的项目#

!,"12 为了简化术语和说明% 通常将不明确提及

持有损失% 除非上下文要求这样做# (持

有收益) 这一术语被用来涵盖持有收益和

持有损失两种情况% 其确切的理解是% 持

有收益可为正数% 也可为负数# 同样%

(资产) 一词也用来包括资产和负债% 除

非上下文要求特指负债#

!,"13 持有收益有时被称为 (资本收益)# (持有

收益) 一词在企业核算中被广泛使用% 这

里选用它作为术语% 是因为它强调了这样

一个事实& 持有收益纯粹由于一段时间内

持有一项资产而形成% 并没有使之发生丝

毫改变# 持有收益不仅包括固定资产$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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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和金融资产等 (资本) 上的收益% 而且

包括生产者持有的各类货物 !包括在制

品" 存货上的收益***常被称为 (存货增

值)# 对大多数金融资产而言% 一个单位

在某项资产上所取得的持有收益% 会在总

体上或部分地与持有对应负债的单位所承担

的持有损失相匹配# 但对非金融资产而言%

情况并非如此% 因为不存在非金融负债#

!,"24 一旦一项因名义持有收益而增值的资产被

出售或者被另外处置% 就说这些持有收益

被实现了# 如果该资产仍被当前所有者保

有% 该持有收益就没有实现# 按一般惯例%

该项已实现收益通常被理解为产生于整个

资产拥有期或负债未偿期% 无论该时期是

否与核算期一致# 但是% 在 #$%中% 全部

持有损益仅从当前核算期的起点测算# 如

果一项资产&&&该资产因自核算期期初开

始的持有收益 #损失$ 而发生了价值增值

#减值$ &&&被出售! 赎回! 使用或另外

处置" 或者" 一项包含持有损益的负债被

偿还" 这就是实现的持有收益 #损失$(

未实现的持有收益是指发生在那些核算期

末仍然拥有的某项资产或仍未偿付的某项

负债上的持有损益# 这样% 一项资产的名

义持有损益就是该时期已实现和未实现持

有损益之和#

名义持有收益

!,"2! 有必要区分引起名义持有收益的四种不同

情况% 以及每一种情况下所采用的估价方

法# 为了能够给予清楚阐述% 假定在所涉

及的两个日期之间% 既没有发生交易% 也

不存在其他物量变化干扰#

)"在整个核算期内一直持有的资产& 核算

期内应计的名义持有收益等于期末资产

负债表价值减去期初资产负债表价值#

这些资产的价值是在编制资产负债表

时% 如果获得它们应估算的价值# 这是

未实现的名义持有收益#

*"核算期期初持有并在此期间内出售的资

产& 应计的名义持有收益等于实际或估

计的处置价值减去期初资产负债表价

值# 这是已实现的名义持有收益#

+"核算期间内购置而且到期末仍持有的资

产& 应计的名义持有收益等于期末资产

负债表价值减去资产的实际或估计的购

置价值# 这是未实现的名义持有收益#

5"核算期间内购置并予以处置的资产& 应

计的名义持有收益等于实际或估计的处

置价值减去实际或估计的购置价值# 这

是已实现的名义持有收益#

!,"2, 将资产负债表$ 交易$ 其他物量变化和名

义持有收益联系起来的恒等式可以做如下

表示&

期初资产负债表上按编表日价格估价的资

产存量价值

A?通过交易获得或处置的按交易发生日

价格估价的资产价值

A?按发生日估价的体现资产物量其他变

化的价值

A?资产名义持有收益价值

a?期末资产负债表上按编表日价格估价

的资产存量价值

期末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和负债价值中包

含未实现的持有损益# 交易价值中包括已

实现的持有损益价值# 因此% 重估价对象

的正确价值必须既包括已实现的持有收益$

又包括未实现的持有收益% 换句话说% 必

须包括全部的名义持有损益价值#

!,"2- 一项特定资产在给定时间内发生的总名义

持有收益% 既要覆盖那些在期初或期末资

产负债表中出现的资产% 也要覆盖那些在

核算期内获得或处置的资产% 所以% 不可

能仅仅根据资产负债表本身的数据计算出

总持有收益# 这一点可以通过一个例子加

以说明#

!,"2. 假定一个公司在核算期期初拥有 !44 单位

的存量 !比如存货或者股份"% 单位价值

为 ,4% 总计价值为 ,444# 在核算期内的某

一时点上% 单位存量价格升至 ,,% 于是买

入另外 !/ 单位% 成本为 --4# 到核算期期

末% 单位存量价格升至 ,/% 于是出售大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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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 价值 -1/# 期末资产负债表中的

存量仍然是 !44 单位% 但估价到为每单位

,/% 总计价值 ,/44# 资产负债表上增加的

/44 是 !44 单位存量的未实现持有收益#

其交易价值在资产负债表上表现为价值减

少% 因为加到资产负债表中的存量价值

!--4" 少于出售的存量价值 !-1/"# 该差

额% @./% 代表由已实现的持有收益所带

来的资产净值下降# 因此% 总的名义持有

收益是 /./% 它使以下恒等式得以成立&

期初存量价值 !,444" A交易价值! @./"

A名义持有收益价值 !/./" A资产物量

其他变化价值 !4" a期末资产负债表价

值 !,/44"#

!,"2/ 因此% 为了直接计算总持有收益% 除了要

保留核算期期初和期末所持有资产的价格

和数量外% 还必须保留核算期内所有获得

和处置的资产记录以及获得和处置它们的

价格# 这种记录在金融资产和负债中更为

常见***与非金融资产相比# ?

!,"20 !,"24 段用以解释资产负债表变化之恒等

式的五个组成项目中% 每一个项目都可以

独立于其他四个项目而直接计算出来# 因

此% 各个项目的地位平等% 没有任何一个

是用剩余法作为平衡项而定义的# 尽管如

此% 可以看出% 如果五个项目中有四个项

目被直接计算出来% 第五个项目就可以用

剩余法估计# 因此% 可利用这一恒等式通

过其他四个项目来估算名义持有收益% 但

这并不意味着名义持有收益就是 #$%的一

个平衡项#

中性持有收益

!,"21 要计算一笔资产的中性持有收益% 最好

是选用一种涵盖尽可能多的货物$ 服务

和资产的综合价格指数# 实际上% 最终

支出价格指数是一种多数国家可接受的

选择% 尽管视数据的可得性也可采用其

他综合指数# 不过% 这样一种综合指数

只能一年或至多一个季度获得一次% 而

且要在相当长的时间后才能得到# 由于

一些只持有很短时间的资产也会形成持

有收益% 因此可能有必要利用一种能够

每月度量价格变化$ 不拖延太长时间就

能得到的指数# 消费价格指数 !<(6"

通常能够满足这些要求% 因此% 一个可

以接受的方法是% 利用消费价格指数来

内推和外推一个基础更广的指数的变动%

以便计算中性持有收益#

!,"22 一笔资产在给定时期上的中性持有收益应

等于& 核算期期初的资产价值乘以用来衡

量一般价格水平变化的某些综合价格指数

的相应变化率# 因此% 在整个核算期内一

直持有$ 期初和期末资产负债表中都出现

的资产% 其中性持有收益很容易计算# 比

较难的是如何追踪在核算期内获得或处置

的资产的中性持有收益% 除非知道各种获

得和处置发生的时间#

实际持有收益

!,"23 一项资产的实际持有收益被界定为该资产

的名义和中性持有收益之差# 这样% 资产

实际持有收益的价值将取决于该资产的价

格在给定期间内相对于用综合价格指数度

量的其他平均价格的变动# 一项资产相对

价格的提高% 会导致正的实际持有收益%

相对价格下降则会导致负的实际持有收益%

而不管一般价格水平是提高$ 下降还是固

定不变#

!,"34 对国内通货和作为国内通货的存款和贷款

而言% 其名义持有收益始终为零# 在通货

膨胀期间% 此类资产和负债的中性持有收

益一定是正数% 因此% 实际持有收益一定

是负数% 并且其绝对值等于中性收益# 换

言之% 由于通货膨胀% 对债权人和债务人

来说% 这些资产的实际价值都下降了# 从

债务人的观点看% 一笔负债的实际价值降

低% 意味着用实际单位表示的资产净值的

提高# 实际上% 一笔价值相当于资产或负

债之负数实际持有收益的实际购买力% 从

债权人隐含地转移到了债务人# 如果债权

人能够预计到这种转移% 就可能会相应提

高贷款和存款的名义利率以补偿预期的转

移% 或者可能用按指数偿付的贷款取代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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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货币值的贷款#

!,"3! 由于相对价格的变化可能有正有负% 因此

一些资产的所有者会受益于实际持有收益%

而另一些资产的所有者则会遭受实际持有

损失# 实际持有收益可能导致机构单位$

部门$ 甚至国家之间实际资产净值的重大

再分配% 其程度取决于所发生的相对价格

变动大小# 虽然在没有普遍通货膨胀的情

况下也会发生这种变动% 但在通货膨胀情

况下% 由于综合价格水平上升会导致货币

型资产和负债的实际价值下降% 因此% 总

存在着与总的通货膨胀率相关联的系统性

影响#

!,"3, 实际持有收益会提高或降低资产所有者的

购买力% 因此这种收益会对其经济行为产

生影响# 除了用于分析消费或者资本形成

之外% 实际持有收益本身也是重要的经济

变量# 有人提出% 应当将实际持有收益与

#$%所定义的收入合起来% 以得到一个更

全面的收入指标% 但对此尚未形成一致的

意见# 先不谈估算实际持有损益所面临的

实际困难% 它们对经济行为的影响也很可

能同现金或实物收入不一样# 尽管如此%

有一点是清楚的% 就是需要向用户$ 分析

人员和决策者提供关于实际持有收益的信

息#

!,"3- 实际持有收益可用剩余法从名义持有收益

减去中性持有收益求得% 因此% 计算实际

持有收益的可行性将取决于计算名义和中

性持有收益的可行性#

($ 特定资产的持有损益

固定资产

!,"3. 计算名义持有收益的前提% 是在测算持有

收益期间内% 资产或负债本身的质量和数

量都保持不变# 因此% 对于诸如建筑物$

设备或者存货等生产者持有的有形资产而

言% 如果其价值改变是源于资产随时间而

产生的某些自然的或者经济上的改变% 就

都不能计为持有收益# 特别是% 由自然损

坏$ 正常速率的陈旧$ 事故性损坏等造成

生产者所拥有固定资产价值的下降% 应该

记为固定资本消耗% 而不是记为一项负的

持有收益#

!,"3/ 固定资本消耗中不能包括任何持有收益%

为此% 应当以核算期的平均价格准确估价

核算期期初和期末存量% 以此计算固定资

本消耗# 经常用核算期的期中价格作为核

算期的平均价格% 在适度通货膨胀率之下%

这可能是一个可接受的近似值' 但在较高

的通货膨胀情况下就不是这样% 而在严重

通货膨胀条件下% 采用这种替代可能会使

估算误入歧途#

!,"30 现存固定资产会因为普遍的通货膨胀或者

资产本身价格随时间发生变化而产生名义

持有收益# 如果同类资产仍在生产并在市

场上销售% 出现在期初或期末资产负债表

上的该项现存资产应按这样一种价格估价&

作为一项新生产资产的现行购买者价格%

减去根据资产负债表编表时之通行价格计

算的直到当时的累计固定资本消耗# 如果

同类新资产已不再生产% 现存资产的估价

可能会在概念上和实际操作上遭遇困难#

如果有大致相同类型的资产仍在生产% 即

使其特点可能与现存资产的特点具有差异

!例如新型的车辆或飞机"% 仍然可以合理

地假定% 现存资产如果仍在生产% 其价格

走向将会和新资产一致# 不过% 当新资产

的特点由于技术进步而大为改进时% 这样

一种假定就成问题了# +资本测算, 手册

中对此有进一步论述#

存货

!,"31 由于缺乏存货交易或其他物量变化的数据%

对存货的名义持有收益做估算可能很难#

正如第 0 章中所说明的% 在制品和制成品

存货的交易属于内部交易% 因此可能不会

对其作充分的记录# 进入存货的货物可视

为是企业所有者从作为生产者的企业本身

购进的% 而退出存货的货物可视为是该企

业所有者将货物处置给企业的生产者以用

于生产或销售# 这些内部交易应按交易发

43,

())* 年国民账户体系



生时的通行价格估价# 因此% 提取的存货

价值里应包括储存期间发生的持有收益%

以此保证产出中不包括任何持有收益价值#

然而% 如同 0"!., 至 0"!./ 段所说明的%

如果货物储存实质上就是生产过程的延伸%

那么储存所引起的货物价值增加不应记作

名义持有收益# 对用于转售的货物而言%

提取存货时的货物价值应当包括其在储存

期间所发生的持有损益% 但不应包括批发

商或零售商获取的毛利# 也就是说% 从存

货中提取的货物应以货物提取时的通行价

格进行估价% 进入存货的货物也应按同样

的方式进行估价 !仓储除外"#

!,"32 其他物量变化大体包括诸如自然灾害 !水

灾$ 地震等" 或大火等异常事件毁坏的货

物存货# 货物存货的周期性损失***例如

经常性浪费或偷窃造成的损失***应按与

审慎出库同样的方式处理# 因此% 一旦将

异常性和周期性存货损失都纳入考虑之中%

则存货的名义持有收益就只与存货水平

有关#

!,"33 如果不记录货物进出存货的数量及其在进

出时的价格% 就不可能直接算出存货变化

的价值# 很可能得不到这种记录% 为此就

必须通过一定方法用期初$ 期末存货的价

值和数量来推导出存货变化的价值% 即设

法将期初$ 期末两个资产存量价值之差区

分为交易和名义持有收益两部分# 只有所

依据的假定是正确的% 这些方法才可靠#

仅在期末数据基础上估算持有损益涉及两

个有问题的假定# 首先是价格在整个核算

期呈线性增长' 其次是在期初和期末资产

负债表之间% 存货的物量变化呈线性增加

或线性下降# 这两个假定都不太可能% 尤

其是对那些季节性产品而言# 还应当指

出% 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积累账户% 因为

要计算中间消耗$ 产出和增加值以及还有

#$%的所有平衡项% 都需要投入和产出的

存货变化价值# 一般地% 如果为了推算持

有损益而需要做出这类假定% 它们就应当

在一个尽可能短的期间上做出# 特别是%

基于季度估算的加总会比同类年度估算更

可取#

贵重物品

!,"!44 贵重物品的性质是& 持有它们作为价值贮

藏% 期待其将随时间而升值# 贵重物品的

任何升值都应作为名义持有收益处理# 像

正常情况一样% 名义持有收益可以分为中

性和实际持有收益#

金融资产和负债

!,"!4! 金融资产和负债未必都能够表述为具有价

格% 所以% 尽管同样的基本原则适用于所

有种类% 但就不同类别而言% 其持有损益

看起来却像是按不同方式处理的# 如 ;节

所描述的那样% 金融资产和负债可能存在

物量其他变化% 但以下叙述中要省略这些

变化#

!,"!4, 除货币黄金和特别提款权外% 以下先讨论

以国内货币计值的资产% 然后再讨论当资

产以外币计价时所带来的影响#

货币黄金和特别提款权

!,"!4- 黄金的价格通常以美元报价% 黄金自身价

格会发生变化% 汇率也会发生变化% 所以%

货币黄金易受到名义和实际持有损益的

影响#

!,"!4. 特别提款权的价值是以一篮子四种主要货

币为基础的% 所以特别提款权的价值总是

易受到名义和实际持有损益的影响# 不时

地会进行新的特别提款权分配' 这样发生

的分配应记录为交易#

通货

!,"!4/ 国内通货不易受名义持有损益的影响# 它

可以被看作是通货单位的一个固定 (量)%

具有总是一致的价格# 但是% 虽然名义持

有收益为零% 通货的中性持有收益却不为

零# 在通货膨胀条件下% 中性持有收益为

正数% 因而相关的实际持有收益为负数%

并具有同样大小的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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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和贷款

!,"!40 出于与通货同样的原因% 作为国内通货的

存款和贷款也不记录名义持有损益# 在一

个核算期内% 一笔贷款或存款的价值可能

增加% 但这一定是由于包括对以前本金水

平上所产生的利息在内的交易所致# 与通

货一样% 对称之为国内通货的存款和贷款%

也要记录与其中性持有收益同样大小的实

际持有损失#

债务性证券

!,"!41 债务性证券典型地具有市场价值% 其市场

价值会随时间而变化# 但是% 并不是所有

这些价值变化都应当作持有损益对待#

!,"!42 债券是这样一种证券% 它使持有人拥有

无条件的权利% 可以在规定的期间获得

一笔固定的货币收入或合同确定的可变

货币收入% 而且 !永久性债券除外" 还

有权获得一笔在规定的日期作为本金偿

还的固定金额# 有息债券通常上市交易%

而且在债券有效期内% 其持有人可能易

手多次# 这种债券的发行人有时候可能

通过在到期日前购回债券而随时偿还未

偿本金#

!,"!43 如在第 !1 章第 . 部分中所说明的% 如果

债券是贴现发行的***包括高贴现债券和

零息债券% 其发行价与票面价值或到期赎

回价值之差% 用以计量发行人在债券有效

期限内必须支付的利息# 这种利息被记录

为债券发行人应付而债券持有人应收的财

产收入% 另外还有发行人在债券有效期限

内按规定间隔实际支付的息票利息# 原则

上% 应计的利息应同时作为债券持有人向

债券的再投资处理# 因此% 这种利息在金

融账户上应记录为对现有资产上追加价值

的获得# 这样% 那些可归因于应计$ 再投

资利息累积的债券市场价格的逐步上涨%

反映的是未偿还本金规模的增大% 这实质

上是一种数量或物量的增加而不是价格的

上涨# 它不给债券持有人产生任何持有收

益% 也不给债券发行人产生持有损失# 由

于利息自然产生而造成的价值增加% 应记

录在初始收入分配账户和金融账户中% 而

不记录在重估价账户中 !也不记录在资

产物量其他变化账户上"#

!,"!!4 不过% 当市场利率变化时% 固定价格可出

售债券的价格也会起变化% 其价格变化与

利率变化的走向相反# 债券越接近到期时

间% 约定的利率变化对它的影响就越小#

市场利率变化造成的债券价格变化应属于

价格变化而不是数量的变化# 因此% 它们

会给债券的发行人和持有人双方产生名义

持有收益或损失# 利率提高给债券发行人

产生名义持有收益% 而给债券持有人产生

等量的名义持有损失% 如果利率下降% 情

况正好相反# 每当利率变化时% 债券的市

场价值就会变化' 这一价值变化应记录为

重估价# 在 #$%中% 由于偿还日期日益

临近而记录的利息是在发行日利率的基础

上计算的# 因此% 在债券的整个有效期

内% 持有收益和损失会互相抵消% 所记录

的利息总数为发行价和赎回价之差#

!,"!!! 由于发行人或保证人信用程度 !上升或下

降" 的变化% 债券价格也可能会起变化#

由于利率变化% 这样的变化会引起同类型

的登录# 这是因为% 债券市场价格会发生

变化% 以反映市场对发行人信用可靠程度

的看法# 它并不意味着贷款和存款的削弱%

因此应当作为重估价对待# !-"00 段至

!-"02 段论述了对受损贷款的适当处理方

法#

!,"!!, 票据也可能形成名义持有损益% 其方式与

债券相同# 不过% 由于票据是短期证券%

到期时间短得多% 利率变化产生的持有收

益一般比票面价值相同的债券的持有收益

小得多#

股权和投资基金份额

!,"!!- 对外国直接投资企业和投资基金公司来说%

任何未分配收益在初始收入分配账户上显

示为用于再投资的收益% 并在金融账户上

显示为收益再投资# 收益再投资增加了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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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和投资基金份额的价值# 上市股票和投

资基金份额
!

单位的市场价格是存在的%

其来自于再投资收益以外的价值变化作为

持有损益处理% 就正如对不含存储成分的

存货或贵重物品的处理一样#

!,"!!. 对其他形式的股票而言% 应以与计算股票

价值类似的方法计算持有收益# 例如% 对

一个其他股票价值是由资产减去负债的差

额推导出来的准公司而言% 其持有收益应

按照资产持有收益总数减去负债持有收益

总数之差额记录#

保险$ 养老金和标准化担保计划

!,"!!/ 当保险和标准化担保计划的准备金以国内

通货计值时 !正如通货或者存贷款那

样"% 它们一般是没有名义持有损益的#

例外地% 如果已经商定一笔未付款的债权

价格% 而且已经约定在支付以前用它来指

明% 那么有可能为它记录名义持有收益或

损失#

!,"!!0 就养老金权益而言% 应将由指数化而引起

的权益价值增加记录为应付给受益人的投

资收入再投资% 而不是在重估价账户中

记录#

!,"!!1 那些金融机构用来实现其计划许诺的资产

确实会产生持有收益% 例如在股票和投资

基金上的投资% 但是对应保险客户及其受

益者的负债% 只能通过交易和资产物量其

他变化才会发生变化#

金融衍生工具和雇员股票期权

!,"!!2 像上市股票$ 投资基金份额
!

单位那样%

金融衍生工具已开出价格% 因此应记录其

名义持有损益# 如第 !1 章第 0 部分所说明

的% 雇员股票期权也可能出现名义持有

损益#

其他应收
!

应付款

!,"!!3 以国内通货计值的其他应收
!

应付款不记

录名义持有损益# 在核算期期初和期末之

间的所有价值变化都是由交易$ 可能包括

应计利息所引致的# 像通货一样% 可能存

在实际持有收益% 其大小等于通货膨胀条

件下的中性持有损失#

以外国货币计值的资产

!,"!,4 正如非常住者可能持有以国内货币计值的

资产一样% 常住者可能持有以外国货币计

值的资产# 对资产负债表目的而言% 一项

以外国货币计值的资产的价值是以其现期

外国货币价值转换为所有人常住之本国货

币的中间价和资产负债表编表日期上的汇

率报价来测算的# 因此% 名义持有收益可

能发生% 不仅因为以本地货币计的资产价

格会发生变化% 而且因为汇率的浮动#

!,"!,! 中性持有收益应按与任何其他种类资产相

同的方法计算% 即假定以国内货币表示的

资产价格与国内一般价格水平变化相同%

计算出持有收益的价值# 然后可用剩余法%

从名义收益减去中性收益% 得出仍然用国

内货币表示的实际持有收益# 除了以外国

货币表示资产外% 债权人或者债务人可能

不是常住者% 此时% 如果两国一般通货膨

胀率不同% 债权人的实际持有收益 !损

失" 不必等于债务人的实际持有损失 !收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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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 重估价账户&&&资产变化

资产变化

其他流量
非金融

公司

金融

公司

一般

政府

住户 $(6#7 经济

总体

国外 货物和

服务

合计

名
义
持
有
收
益
和
损
失

非金融资产 !.. . .. 24 2 ,24 ,24

?生产性非金融资产 0- , ,! -/ / !,0 !,0

??固定资产 /2 , !2 ,2 / !!! !!!

??存货 . ! , 1 1

??贵重物品 ! , / 2 2

?非生产性非金融资产 2! , ,- ./ - !/. !/.

??自然资源 24 ! ,- ./ - !/, !/,

??合约$ 租约和许可 ! ! , ,

??商誉和营销资产
金融资产 2 /1 ! !0 , 2. 1 3!

??货币黄金和特别提款权 !! ! !, !,

??通货和存款 4 4

??债务性证券 - -4 0 ! .4 . ..

??贷款 4 4

??股权和投资基金份额B单位 / !0 !4 ! -, - -/

??保险$ 养老金和标准化担保计划 4 4

??金融衍生工具和雇员股票期权 4 4

??其他应收B应付款 4 4

中
性
持
有
收
益

非金融资产 !4! - -, /0 0 !32 !32

?生产性非金融资产 04 , ,4 -. / !,! !,!

??固定资产 /2 , !2 ,2 / !!! !!!

??存货 ! ! , . .

??贵重物品 ! ! . 0 0

?非生产性非金融资产 .! ! !, ,, ! 11 11

??自然资源 .4 ! !, ,, ! 10 10

??合约$ 租约和许可 ! ! !

??商誉和营销资产
金融资产 !2 1! 2 -0 - !-0 !, !.2

??货币黄金和特别提款权 !. , !0 !0

??通货和存款 2 - !1 , -4 , -,

??债务性证券 , !2 . ! ,/ - ,2

??贷款 ! ,. - ,2 ! ,3

??股票和投资基金份额B单位 - !. 3 ,0 , ,2

??保险$ 养老金和标准化担保计划 ! ! / 1 ! 2

??金融衍生工具和雇员股票期权 4 4

??其他应收B应付款 - ! . - 1

实
际
持
有
收
益
和
损
失

非金融资产 .- ! !, ,. , 2, 2,

?生产性非金融资产 - 4 ! ! 4 / /

??固定资产 4 4 4 4 4

??存货 - 4 4 4 4 - -

??贵重物品 4 4 ! ! 4 , ,

?非生产性非金融资产 .4 ! !! ,- , 11 11

??自然资源 .4 4 !! ,- , 10 10

??合约$ 租约和许可 4 ! 4 4 4 ! !

??商誉和营销资产
金融资产 @!4 @!. @1 @,4 @! @/, @/ @/1

??货币黄金和特别提款权 4 @- @! 4 4 @. 4 @.

??通货和存款 @2 4 @- @!1 @, @-4 @, @-,

??债务性证券 ! !, 4 , 4 !/ ! !0

??贷款 @! @,. @- 4 4 @,2 @! @,3

??股权和投资基金份额B单位 , , 4 ! ! 0 ! 1

??保险$ 养老金和标准化担保计划 @! @! 4 @/ 4 @1 @! @2

??金融衍生工具和雇员股票期权 4 4 4 4 4

??其他应收B应付款 @- 4 4 @! 4 @. @-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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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 $续%" 重估价账户&&&负债和资产净值变化

负债和资产净值变化

其他流量
非金融

公司

金融

公司

一般

政府

住户 $(6#7 经济

总体

国外 货物和

服务

合计

名
义
持
有
收
益
和
损
失

非金融资产
?生产性非金融资产
??固定资产
??存货
??贵重物品
?非生产性非金融资产
??自然资源
??合约$ 租约和许可
??商誉和营销资产
金融资产 !2 /! 1 4 4 10 !/ 3!

??货币黄金和特别提款权 !, !,

??通货和存款
??债务性证券 ! -. 1 ., , ..

??贷款
??股权和投资基金份额B单位 !1 !1 -. ! -/

??保险$ 养老金和标准化担保计划
??金融衍生工具和雇员股票期权
??其他应收B应付款

由名义持有损益引起的资产净值变化 !-. !4 -2 30 !4 ,22 @2 ,24

中
性
持
有
收
益

非金融资产
?生产性非金融资产
??固定资产
??存货
??贵重物品
?非生产性非金融资产
??自然资源
??合约$ 租约和许可
??商誉和营销资产
金融资产 -1 02 !- / - !,0 ,, !.2

??货币黄金和特别提款权 ?!0 !0

??通货和存款 ! ,0 , ! -4 , -,

??债务性证券 ! ,! . ,0 , ,2

??贷款 !2 1 - ! ,3 ,3

??股权和投资基金份额B单位 !. !. ,2 ,2

??保险$ 养老金和标准化担保计划 1 1 ! 2

??金融衍生工具和雇员股票期权
??其他应收B应付款 - , ! 0 ! 1

由中性持有损益引起的资产净值变化 2, 0 ,1 21 0 ,42 @!4 ,!.

实
际
持
有
收
益
和
损
失

非金融资产
?生产性非金融资产
??固定资产
??存货
??贵重物品
?非生产性非金融资产
??自然资源
??合约$ 租约和许可
??商誉和营销资产
金融资产 @!3 @!1 @0 @/ @- @/4 @1 @/1

??货币黄金和特别提款权 4 4 4 4 4 4 @. @.

??通货和存款 @! @,0 @, 4 @! @-4 @, @-,

??债务性证券 4 !- - 4 4 !0 4 !0

??贷款 @!2 4 @1 @- @! @,3 4 @,3

??股权和投资基金份额B单位 - - 4 4 4 0 ! 1

??保险$ 养老金和标准化担保计划 4 @1 4 4 4 @1 @! @2

??金融衍生工具和雇员股票期权 4 4 4 4 4 4 4 4

??其他应收B应付款 @- 4 4 @, @! @0 @! @1

由实际持有损益引起的资产净值变化 /, . !! 3 . 24 , 0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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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章"资产负债表

#" 引言

!-"! 本章侧重于资产存量的测算% 包括非金融

资产以及金融资产和负债# 可以将各种类

型的资产和负债进行加总% 以反映某一机

构单位资产减负债的总价值% 或称资产净

值# 也可以得到经济中所有单位持有的某

一类资产的总价值# 描述第一种情况的表

称为资产负债表' 描述第二种情况的表称

为资产账户# 无论是资产负债表还是资产

账户% 还有一项重要的作用% 是要反映那

些在一个核算期内记录的交易和其他流量

情况% 以说明核算期期初到期末之间存量

的价值变化# 一个时期开始时的存量价值

称作期初存量% 该时期结束时的存量价值

称作期末存量# 有时将存量水平称为头寸%

特别是在国际收支部分#

!$ 资产负债表

!-", 资产负债表是在某一特定时点编制的! 记

录一个机构单位或一组机构单位所拥有的

资产价值和承担的负债价值的报表( 资产

负债表可以针对机构单位编制% 也可以针

对机构部门或经济总体编制# 还可以针对

非常住单位编制类似的账户% 以反映其所

持有的来自该经济总体的资产和负债存量%

以及常住单位所持有的国外资产和负债存

量# ;(90 将这一账户称作国际投资头寸

表 !66("% 不过 66(是站在常住单位角度

编制的% 而 #$%则是站在国外角度编制%

对国外和国内部门按照同样方法处理#

!-"- 资产出现在一个单位的资产负债表中% 该

单位是资产的经济所有者# 在许多情况下%

该单位也是资产的法定所有者% 但在融资

租赁情况中% 被租赁的资产出现在承租人

的资产负债表中% 同时出租人拥有一个等

价的金融资产以及对承租人的相应债权#

与此不同的是% 如果一项自然资源成为资

源租赁的对象% 尽管大多数经济风险和在

生产中使用资产的回报都由承租人承担%

但资产依然记录在出租人的资产负债表中#

第 !1 章第 / 部分完整叙述了对租赁的处理

方法# 第 - 章介绍了法定所有者和经济所

有者的区别#

!-". 资产负债表中记录的某机构单位或部门支

配的金融资源和非金融资源% 是一个反映

经济状况的指标# 这些资源合计起来% 即

得到资产净值这个平衡项# 所谓资产净值"

是一个机构单位或部门拥有的所有资产价

值减去其所有未偿还的负债价值( 对于经

济总体而言% 资产负债表反映了非金融资

产之和以及对国外的净债权% 该总和通常

被称作国民财富#

!-"/ 资产负债表是一系列账户的终结% 反映了

生产账户$ 收入分配和使用账户以及积累

账户中登录的最终结果#

!-"0 与流量账户相结合的一套资产负债表% 有助

于分析人员在监测和评估经济和金融状况以

及行为时进行更全面的观察# 资产负债表提

供了进行多专题分析的信息# 例如% 在决定

住户行为的要素研究中% 消费和储蓄函数经

常要包括财富变量% 以捕捉诸如公司有价证

券的价格波动$ 或涉及住户购买方式的耐用

消费品存量的磨损和报废等要素的影响# 此

外% 也需要具备分组的住户资产负债表% 以

评估财富和流动资金的分配#

03,



!-"1 经济学家可以利用资产负债表评估一个部

门的金融状况% 例如进行中央银行的风险

分析# 对于法人公司而言% 利用资产负债

表% 可以在不同项目层次上对数据进行更

广泛的比率估算# 例如% 银行和其他金融

机构被要求维持特定的准备金率% 可以通

过资产负债表对此进行监控# 非金融法人

公司可以查验某些比率% 如流动资产与流

动负债之间的关系% 以及公司股票的市场

价值与调整后账面价值的关系# 可利用法

人公司和其他机构单位拥有的固定资产存

量数据研究其投资行为和资金需求# 资产

负债表可以提供非常住单位所持有的金融

资产和承担的负债等信息% 这些是反映一

个国家经济资源的重要指标% 也是评估一

个国家对外究竟是债务人还是债权人时值

得关注的指标#

($ 资产账户

!-"2 如同编制资产负债表以反映某一机构单位

所持有的全部资产价值一样% 还可以编制

一个类似的账户% 反映经济中所有机构单

位所持有的单一类别资产 !或负债" 的价

值% 即所谓资产账户# 通过以下基本核算

恒等式% 可以将某类资产的期初资产负债

表和期末资产负债表连接起来&

期初资产负债表中某类资产的存量价值'

A?在核算期间内通过交易获得的同类资

产的全部价值% 减处置同类资产的全部价

值& 非金融资产交易记录在资本账户 !包

括固定资本消耗" 中% 金融资产交易记录

在金融账户中'

A?持有这些资产的其他正负物量变化价

值% 如发现地下资产或某一资产的报废

!因为战争或自然灾害"& 这些变化记录在

资产物量其他变化账户中'

A?在核算期间内因为资产价格变化而产

生的正负名义持有收益价值& 这些变化反

映在重估价账户中'

a?资产负债表期末资产存量价值#

!-"3 虽然资产负债表与商业会计中的资产负债

表更为相似% 但是% 资产账户对某些分析

却有其特殊的用途# 一个例子是环境核算%

资产账户可以专门反映某类资产的使用是

否是可持续的# 另一个例子与研究固定资

产的资本存量序列有关# 许多金融统计要

描述针对单一金融资产所进行的评估% 比

如要反映借贷规模随着时间推移是如何变

化的#

+$ 资产负债表的结构

!-"!4 资产负债表在左边记录资产% 在右边记录

负债和资产净值***与记录这些项目变化

的积累账户的记录方法相同# 表 !-"! 中

仅列出了数量有限的资产类别% 尽管原则

上表中可以包括第 !4 章给出的所有非金

融资产类别% 以及第 !! 章介绍和定义的

全套金融资产和负债# 资产负债表记录的

是某一时点上的资产和负债价值# #$%

提供了在核算期期初 !与上一期期末价

值相同" 和期末编制的资产负债表% 随

后提供了一套资产负债表中各项目价值在

期初和期末之间变化的完整记录***与

#$%的流量账户相关# 资产负债表中的

平衡项是资产净值% 如前所述% 该项目被

定义为由一个机构单位或部门所拥有的全

部资产减其未偿还的所有负债# 因此% 资

产净值的变化可以完全由资产负债表中所

有其他项目的变动所解释#

!-"!! 表 !-"! 包括三部分# 第一部分反映每一机

构部门及经济总体的期初资产$ 负债和资

产净值# 对于国外% 相关登录只包括金融

资产$ 负债和资产净值#

!-"!, 表 !-"! 的第二部分显示了资本账户$ 金

融账户$ 资产物量其他变化账户以及重

估价账户中所登录的内容总和% 按照资

产类别分类列示# 例如固定资产% 其中

包括资本账户$ 资产物量其他变化账户

以及重估价账户中针对固定资产的全部

登录# 在这些登录下有一个细分类% 反

映资产净值变化中有多少是由于储蓄和

资本转移$ 资产物量其他变化以及持有收

益所导致的# 没有来自金融账户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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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 包含资产变化的期初期末资产负债表

资产的存量和变化量
非金融

公司

金融

公司

一般

政府

住户 $(6#7 经济

总体

国外 货物和

服务

合计

期
初
资
产
负
债
表

非金融资产 ,!/! 3- 123 !.,3 !/3 .0,! .0,!

?非金融生产资产 !,1. 01 .31 2/0 !,. ,2!2 ,2!2

??固定资产 !,,0 /, .01 1!- !,! ,/13 ,/13

??存货 .- ,, .2 ! !!. !!.

??贵重物品 / !/ 2 3/ , !,/ !,/

?非金融非生产资产 211 ,0 ,3, /1- -/ !24- !24-

??自然资源 20. ,- ,20 /1- -/ !12! !12!

??合约$ 租约和许可 !- - 0 ,, ,,

??商誉和营销资产
金融资产B负债 32, -.,! -30 -,04 !1, 2,-! 24/ 34-0

?货币黄金和 #'C 034 24 114 114

?通货和存款 -2, !/4 2.4 !!4 !.2, !4/ !/21

?债务性证券 34 3/4 !32 ,/ !,0- !,/ !-22

?贷款 /4 !!21 !!/ ,. 2 !-2. 14 !./.

?股权和投资基金份额B单位 ,24 //! !, !1.3 ,, ,0!. -./ ,3/3

?保险$ 养老金和标准化担保计划 ,/ -4 ,4 -3! . .14 ,0 .30

?金融衍生工具和雇员股票期权 / !- 4 - 4 ,! 4 ,!

?其他应收B应付款 !/4 !3 // - ,,1 !-. -0!

资
产
变
化
合
计

非金融资产 -44 @, /1 !!0 !! .2, .2,

?非金融生产资产 !3/ @. ,3 01 1 ,3. ,3.

??固定资产 !0/ @, ,- /- 1 ,.0 ,.0

??存货 ,1 4 ! . 4 -, -,

??贵重物品 - @, / !4 4 !0 !0

?非金融非生产资产 !4/ , ,2 .3 . !22 !22

??自然资源 !4! ! ,0 .2 . !24 !24

??合约$ 租约和许可 . ! , ! 4 2 2

??商誉和营销资产 4 4 4 4 4 4 4

金融资产B负债 3- ,-4 @3 ,4/ . /,- /. /11

?货币黄金和 #'C 4 !4 ! 4 4 !! ! !,

?通货和存款 -3 !4 @,0 0. , 23 !! !44

?债务性证券 !4 30 . !0 4 !,0 !- !-3

?贷款 !3 /- - - 4 12 . 2,

?股权和投资基金份额B单位 !1 .. - 10 ! !.! !/ !/0

?保险$ 养老金和标准化担保计划 ! 2 ! -3 4 .3 4 .3

?金融衍生工具和雇员股票期权 - 2 4 - 4 !. 4 !.

?其他应收B应付款 . ! / . ! !/ !4 ,/

期
末
资
产
负
债
表

非金融资产 ,./! 3! 2.0 !/./ !14 /!4- /!4-

?非金融生产资产 !.03 0- /,0 3,- !-! -!!, -!!,

??固定资产 !-3! /4 .34 100 !,2 ,2,/ ,2,/

??存货 14 4 ,- /, ! !.0 !.0

??贵重物品 2 !- !- !4/ , !.! !.!

?非金融非生产资产 32, ,2 -,4 0,, -3 !33! !33!

??自然资源 30/ ,. -!, 0,! -3 !30! !30!

??合约$ 租约和许可 !1 . 2 ! 4 -4 -4

??商誉和营销资产 4 4 4 4 4 4 4

金融资产B负债 !41/ -0/! -21 -.0/ !10 21/. 2/3 30!-

?货币黄金和 #'C 4 144 2! 4 4 12! ! 12,

?通货和存款 .,! !4 !,. 34. !!, !/1! !!0 !021

?债务性证券 !44 !4.0 . ,!. ,/ !-23 !-2 !/,1

?贷款 03 !,.4 !!2 ,1 2 !.0, 1. !/-0

?股权和投资基金份额B单位 ,31 /3/ !/ !2,/ ,- ,1// -04 -!!/

?保险$ 养老金和标准化担保计划 ,0 -2 ,! .-4 . /!3 ,0 /./

?金融衍生工具和雇员股票期权 2 ,! 4 0 4 -/ 4 -/

?其他应收B应付款 !/. ! ,. /3 . ,., !.. -20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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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续%" 包含负债和资产净值变化的期初期末资产负债

负债的存量和变化量
非金融

公司

金融

公司

一般

政府

住户 $(6#7 经济

总体

国外 货物和

服务

合计

期
初
资
产
负
债
表

非金融资产
?非金融生产资产
??固定资产
??存货
??贵重物品
?非金融非生产资产
??自然资源
??合约$ 租约和许可
??商誉和营销资产
金融资产B负债 -,,! -/.. 021 !23 !,! 110, !,1. 34-0

?货币黄金和 #'C 4 114 114

?通货和存款 .4 !,2! !4, !4 -2 !.1! !!0 !/21

?债务性证券 .. !4/- ,!, , !-!! 11 !-22

?贷款 231 -,2 !03 .- !.-1 !1 !./.

?股权和投资基金份额B单位 !321 10/ . ,1/0 ,4- ,3/3

?保险$ 养老金和标准化担保计划 !, .-/ !3 / .1! ,/ .30

?金融衍生工具和雇员股票期权 . !4 !. 1 ,!

?其他应收B应付款 ,-1 ,, 2 -/ -4, /3 -0!

资产净值 @22 @-4 .32 ./44 ,!4 /434 @.03 .0,!

负
债
和
资
产
净
值
变
化
合
计

非金融资产
?非金融生产资产
??固定资产
??存货
??贵重物品
?非金融非生产资产
??自然资源
??合约$ 租约和许可
??商誉和营销资产
金融资产B负债 !/1 ,,. !4, !0 0 /4/ 1, /11

?货币黄金和 #'C !, !,

?通货和存款 4 0/ -1 4 4 !4, @, !44

?债务性证券 1 0. ./ 4 4 !!0 ,- !-3

?贷款 ,! 4 3 !! 0 .1 -/ 2,

?股权和投资基金份额B单位 !44 -3 , 4 4 !.! !/ !/0

?保险$ 养老金和标准化担保计划 4 .2 4 ! 4 .3 4 .3

?金融衍生工具和雇员股票期权 - 2 4 4 4 !! - !.

?其他应收B应付款 ,0 4 3 . 4 -3 @!. ,/

资产净值的变化量% 合计 ,-0 . @/. -4/ 3 /44 @!2 .2,

储蓄和资本转移 22 @/ @34 ,!4 @! ,4, @!4 !3,

资产物量其他变化 !. @! @, @! 4 !4 !4

名义持有损益 !-. !4 -2 30 !4 ,22 @2 ,24

?中性持有损益 2, 0 ,1 21 0 ,42 @!4 !32

?实际持有损益 /, . !! 3 . 24 , 2,

期
末
资
产
负
债
表

非金融资产
?非金融生产资产
??固定资产
??存货
??贵重物品
?非金融非生产资产
??自然资源
??合约$ 租约和许可
??商誉和营销资产
金融资产B负债 --12 -102 123 ,4/ !,1 2,01 !-.0 30!-

?货币黄金和 #'C 12, 12,

?通货和存款 .4 !-.0 !-3 !4 -2 !/1- !!. !021

?债务性证券 /! !!!1 ,/1 , 4 !.,1 !44 !/,1

?贷款 3!2 4 --1 !24 .3 !.2. /, !/-0

?股权和投资基金份额B单位 ,421 24. 0 4 4 ,231 ,!2 -!!/

?保险$ 养老金和标准化担保计划 !, .2- !3 ! / /,4 ,/ /./

?金融衍生工具和雇员股票期权 1 !2 4 4 4 ,/ !4 -/

?其他应收B应付款 ,0- 4 -! !, -/ -.! ./ -20

资产净值 !.2 @,0 ... .24/ ,!3 //34 @.21 /!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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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由于储蓄和资本转移引起的资产净

值变化被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交易中

的变化抵消了#

!-"!- 表 !-"! 的第三部分反映期末资产负债表%

其各单元数字应等于表的前两部分对应

单元数字之和# 尽管在实际操作中这些数

据要单独确定% 但必须保证表中的平衡

关系#

.$ 资产账户的结构

!-"!. 表 !-", 给出了一套资产账户数例# 同类资

产的期初和期末存量数据与表 !-", 相同%

但采用了更详细的分类% 同时各列显示了

资本和金融账户$ 资产物量其他变化账户

以及重估价账户中对各类资产的登录#

表 !+$(" 经济总体的资产账户

期初资产

负债表

资本和金

融账户

资产物量

其他变化

账户

重估价账户

名义持

有损益

中性持

有损益

实际持

有损益

期末资产

负债表

非金融资产 .0,! !3, !4 ,24 !32 2, /!4-

?生产资产 ,2!2 !1/ @1 !,0 !,! / -!!,

??固定资产 ,/13 !-1 @, !!! !!! 4 ,2,/

???住宅

???其他建筑和构筑物

???机器和设备

???武器系统

???培育性生物资源

???知识产权产品

??存货 !!. ,2 @- 1 . - !.0

??贵重物品 !,/ !4 @, 2 0 , !.!

?非生产资产 !24- !1 !1 !/. 11 11 !33!

??自然资源 !12! !1 !! !/, 10 10 !30!

???土地

???矿物和能源储备

???非培育性生物资源

???水资源

???其他自然资源

??合约$ 租约和许可 ,, 4 0 , ! ! -4

??商誉和营销资产 4 4 4 4 4 4 4

金融资产 2,-! .-0 - 2. !-0 @/, 21/.

?货币黄金和 #'C 114 @! 4 !, !0 @. 12!

?通货和存款 !.2, 23 4 4 -4 @-4 !/1!

?债务性证券 !,0- 20 4 .4 ,/ !/ !-23

?贷款 !-2. 12 4 4 ,2 @,2 !.0,

?股票和投资基金份额B单位 ,0!. !41 , -, ,0 0 ,1//

?保险$ 养老金和标准化担保计划 .14 .2 ! 4 1 @1 /!3

?金融衍生工具和雇员股票期权 ,! !. 4 4 4 4 -/

?其他应收B应付款 ,,1 !/ 4 4 . @. ,.,

金融负债 110, .,0 - 10 !,0 @/4 2,01

?货币黄金和 #'C 4 4 4 4 4 4 4

?通货和存款 !.1! !4, 4 4 -4 @-4 !/1-

?债务性证券 !-!! 1. 4 ., ,0 !0 !.,1

?贷款 !.-1 .1 4 4 ,3 @,3 !.2.

?股票和投资基金份额B单位 ,1/0 !4/ , -. ,2 0 ,231

?保险$ 养老金和标准化担保计划 .1! .2 ! 4 1 @1 /,4

?金融衍生工具和雇员股票期权 !. !! 4 4 4 4 ,/

?其他应收B应付款 -4, -3 4 4 0 @0 -.!

资产净值 /434 ,4, !4 ,22 ,42 24 //34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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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表 !-"! 不同的是% 表 !-", 未包括国外

持有资产的登录% 因为它着眼于常住单位

所持有的特定的资产和负债# 但是% 通过

比较相同金融工具下的金融资产和负债数

据% 就可以推算出国外部门的资产负债差

额# 例如% 在期初资产负债数据表中% 对

应通货和存款的金融资产是 !.2,% 负债是

!.1!% 由此即可说明国外对该国民经济有

净负债 !!# 在表 !-"! 中可以看到% 国外

的资产头寸是 !4/% 负债头寸是 !!0#

%" 估价的一般原则

!-"!0 为使资产负债表与 #$%的积累账户保持一

致% 资产负债表上每一项目的估价% 应当

将其视为是在资产负债表编表日期上获得

的# 这就意味着% 针对各类具体资产% 要

用一套在资产负债表编表日的现期价格来

估价其资产和负债 !以及资产净值"# 对

于除土地以外的非金融资产% 估价要包括

与所有权转移有关的一切费用# 未在金融

市场交易的债权的估价% 等于债务人要付

给债权人以抵消债务的金额#

!-"!1 资产在市场上被买卖的价格% 是投资者$

生产者$ 消费者以及其他经济机构决策的

基础# 例如% 金融资产 !如证券" 和自然

资源 !如土地" 的投资者要依据其市场价

值做出获得或处置这些资产的决定# 生产

者要参照市场价格来决定某商品的生产量

及销售地点# 对某项资产而言% 在购买者

所付价格与销售者所收到的价格之间有一

个清晰的关系# 对于非金融资产% 由于存

在所有权转移费用% 购买者支付的价格会

超过销售者得到的价格# 对于金融资产%

其价值对债权人和债务人而言则是一致的%

因为金融资产和负债的转移费用是作为消

费而不是积累来处理的#

!-"!2 理想说来% 资产负债表中的所有资产和负

债都应当采用可观测的市场价格估价# 如

果所有资产在市场上都能够正规$ 活跃$

自由地交易% 以现期市场价格对资产负债

表进行估价时% 可以采用市场中所有交易

的总平均价格# 如果资产在近期内没有在

市场上买卖% 从而没有可观测到的市场价

格% 那就只能按照一个假定价格***假定

在资产负债表编表日期之市场上获得该资

产时的可能价格***进行估算#

!-"!3 除了利用市场中观测到的价格或基于市场

观测价格而估算的价格% 还可以用其他两

种方法得到近似的现期价格# 在某些情况

下% 通过在资产的使用年限内累加和重估

价该资产的获得减处置% 就可得到近似的

市场价格# 对固定资产来说% 这通常是最

切实际的$ 也是优先使用的方法% 但该方

法也可用于其他资产# 在另一些情况下%

通过某一资产之预期未来经济收益的现期

价值或贴现价值% 也可以得到近似的市场

价格# 这一方法适用于许多金融资产$ 自

然资源以及固定资产# 比如% 如果有良好

的信息和一个有效率的市场% 通过累加和

重估价交易得到的资产价值% 应当等于或

至少近似等于这些资产的未来收益之现期

价值或贴现价值% 也应该等于活跃的二手

市场中该资产的市场价值# 下面将概括讨

论这三种估价基础#

!$ 市场中观测到的价值

!-",4 进行价格观测的理想来源是市场% 如证券

交易所% 在其中交易的每一资产都是完全

同质的% 经常有较大数量的成交% 并可按

定期间隔列出市场价格# 以此类市场产生

的价格数据% 乘以数量指标% 就可以计算

出由部门持有的各类资产和负债的全部市

场价值# 几乎全部金融债权$ 现有运输设

备$ 农作物$ 牲畜以及新生产的固定资产

和存货% 都可以获得此类市场价格#

!-",! 例如在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证券% 可以收集

各笔资产以及各类资产的价格% 此外% 还

可以确定某种类型资产的现有全部证券的

总估价# 另一个由于资产大量交易从而可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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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供有用价格信息的例子是某些国家的

现有住宅市场#

!-",, 除了提供直接观测到的实际交易的资产价

格% 来自这些市场的信息还可以用于确定

未进行交易的类似资产的价格# 例如% 通

过将证券交易所的信息与未上市的类似股

票进行对比% 并考虑未上市股票可销售性

较低的因素% 可以确定未上市股票的价格#

同样% 出于保险或其他目的对资产进行估

价% 通常也是基于观测到的相近替代品的

价格% 尽管这些替代品与要估价的资产不

完全相同% 这一方法也可用于资产负债表

的估价# 与直接投资企业有关的特殊估价

问题的讨论% 见第 ,! 章和 ,0 章#

($ 通过累积和重估交易得到的价值

!-",- 对大多数非金融资产而言% 其每年的价

值变化反映了其市场价格的变化# 同时%

初始获得成本也会由于在资产预期寿命

期内的固定资本消耗 !固定资产" 或其

他折旧形式而减少# 这种资产在其寿命

周期内某一时点的价值% 是通过一个同

等新资产的现行获得价值减累积折旧而

得到的# 这一估价有时被称为 (折后重

置成本) # 对旧资产而言% 如果得不到

一个可靠的$ 直接观测到的价格% 该方

法可以提供一个在市场上能够出售该资

产的合理近似值#

+$ 未来收益的现值

!-",. 对那些其收益被延迟 !如林木" 或分布在

很长时期内 !如地下资产" 的资产来说%

尽管可以用市场价格来估价其最终产出%

但还必须用贴现率来计算预期未来收益的

现值#

.$ 以外币计值的资产

!-",/ 以外币计值的资产和负债% 应该按照资产

负债表编表日期的市场汇率换算为本币#

该汇率应当是货币交易买进价和卖出价的

中间点#

," 资产负债表中的登录

!-",0 资产负债表中各类资产的详细分类及其定

义% 见第 !4 章非金融资产和第 !! 章金融

资产# 本节重述这些定义% 仅仅是为了提

供一些与特定资产的特殊估价问题和其他

专业问题有关的信息#

!$ 生产资产

固定资产

!-",1 原则上% 固定资产应当按照相同技术规格

和年龄的资产在市场中的通行价格进行估

价# 在实际中无法获得详细信息% 因此必

须求助于其他方法进行估价% 最通行的估

价方法是& 用资产负债表期初 !或获得新

资产的时间" 价值加上核算期内资产的重

估价因素% 减去核算期内估算的固定资本

消耗以及任何其他物量变化和处置价值#

在计算固定资本消耗价值时% 即使得不到

完全的市场信息% 也要对该资产价格的下

降进行假设% 并应当用局部信息检查该假

设是否与此相一致#

!-",2 估算固定资本消耗时% 必须将购买者承担

的$ 与这些资产有关的所有权转移成本的

价值下降包括在内# 这些成本将在购买者

预期拥有资产的期间内得到冲销# 在许多

情况下% 拥有资产的时期与资产的预期寿

命长度是一致的% 但对于有些类型的资产%

特别是车辆% 购买者在一定时期之后可能

会出售其资产% 例如为了得到规格更高$

维护成本更低的更新型资产# 对安装成本

也应以类似方法处理# 可能的话% 固定资

本消耗的估算还要考虑预期的终期费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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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退役或复原费用# 对这些调整的进一步

解释见第 !4 章和第 !3 章# 利用永续盘存

法 !(69" 估算固定资产资本存量价值的

详细介绍可见N=<' +资本测算手册,#

!-",3 对于住宅% 从新住宅销售和现有房屋销售

中可能会获得足够的信息% 用以估算资产

负债表中全部住宅的价值# 但是% 房屋价

格在相当大程度上要取决于该时期内所出

售房屋的位置和地形% 可能无法充分覆盖

所有区域# 在此情况下% 就不得不利用像

永续盘存法这样的测算技术进行估算# 这

一技术也可以用于许多其他结构较为特殊

的建筑物和构筑物的测算#

!-"-4 土地改良价值按最初实施改良的价值记录%

并要进行适当的重估价# 它永远等于土地

在未改良或天然状态时的价值与改良后价

值的差% 尽管土地的价格和土地改良的价

格都会随时间而发生改变#

!-"-! 对现有汽车$ 飞机及其他运输工具% 市场

可能有足够的代表性以对这些存量的估价

进行有用的价格观测% 或者至少可与永续

盘存法的假设相衔接# 但是% 对于现有工

业厂房和设备% 观测到的市场价格却未必

适用于确定资产负债表中的价值% 其中原

因可能在于% 出于某些原因% 许多被交易

的资产可能并不具有典型性% 也可能在于%

因为太陈旧或鉴于财务制度它们是被迫处

置的#

!-"-, 从资产负债表的目的出发% 应当对那些年

复一年在生产中被连续使用的牲畜% 以某

一年度该动物的购买者现价为基础进行估

价# 这种信息不像培育的树木 !包括灌

木" 年复一年生产产品那样易于获得' 为

此应当以累积资本形成的经减记的现行价

值进行记录#

!-"-- 根据合同实施的研发支出以合同价格进行

估价# 如果自行开展研发% 就要按照累计

成本进行估价# 两种估价都需要考虑因价

格变化而增加% 或因资产随着寿命而产生

的固定资本消耗而减少#

!-"-. 非生产资产 !土地除外" 的所有权转移成

本在资本账户中是单列出来的% 并作为固

定资本形成总额处理% 但在资产负债表中%

这些成本要与它所相关的资产 !即使该项

资产是非生产资产" 的价值合并在一起#

这样% 在资产负债表中就不会单独列出所

有权转移成本# 当资产由企业或政府获得

时% 金融资产的所有权转移成本要作为中

间消耗处理' 当资产由住户获得或通过服

务出口被非常住单位获得时% 金融资产的

所有权转移成本要作为最终消费处理#

!-"-/ 对于矿藏勘探和评估% 要么以根据合同支

付给其他机构单位的总额为基础进行估价'

要么以自己勘探所发生的费用为基础进行

估价# 这些费用应当包括勘探活动中所使

用固定资本的回报# 对于在过去勘探中发

生的$ 还未全部核销的那部分费用% 应以

现期价格和费用进行重估价#

!-"-0 知识产权产品的原作% 如计算机软件和娱

乐$ 文学或艺术原创% 应当基于其最初成

本的经减记的价值% 以现期价格进行重估

价# 由于这些原作通常是自己创作的% 最

初成本可以用发生费用之和来估算% 其中

包括生产中使用的固定资产的资本回报#

如果不能采用这一方法% 可以通过原作之

未来收益的净现值进行估算#

!-"-1 在以下情况中复制品会被作为资产& !!" 原

作所有者将生产和为复制品使用者提供支持

的责任转给他人' !," 根据有效的融资租

赁合同使用作品# 在这些情况下% 可以用

市场价格进行估价#

存货

!-"-2 对存货% 应当用资产负债表编表日期的价

格进行估价% 而不是用产品进入存货时的

价格进行估价# 在资产负债表中% 存货的

数据常常通过调整工商会计中存货的账面

价值来进行估算% 这在第 0 章中有介绍#

!-"-3 如 #$%在其他地方所述% 材料和用品存货

按购买者价格估价% 制成品和在制品存货

按基本价格估价# 批发商和零售商准备转

销$ 不再加工的货物存货按购买它们的价

格估价% 不包括任何运输费用% 这些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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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批发商和零售商单独记录% 包括在其中

间消耗当中#

!-".4 对于在制品存货% 资产负债表期末价值等

于期初资产负债表的价值% 加上当期发生

的投入% 并根据核算期间内的价格变化而

进行必要的重估价# 像第 0 章和第 !3 章中

所介绍的% 根据交货日期法% 不同时间在

制品价值的时间序列应当反映早期产品价

值的增加#

!-".! 人类活动培育的正在生长的一次性农作物

!包括林木" 以及为屠宰而饲养的牲畜%

也视为在制品存货# 对正在生长的林木%

常规估价方法是% 扣除林木培育$ 伐木等

费用% 确定销售林木的未来收益% 然后贴

现为现期价值# 在大多数情况下% 其他农

作物和牲畜可以参考此类产品的市场价格

进行估价#

贵重物品

!-"., 考虑到贵重物品的基本作用是价值储藏%

特别需要按现期价格对艺术品$ 古董$ 珠

宝$ 宝石和贵金属进行估价# 如果有组织

良好的市场% 贵重物品应当按资产负债表

编表日期的实际购买价格或估算的购买价

格估价% 其中不包括销售者应付的代理人

费用或佣金# 从获得方进行估价时% 要对

这些物品以购买者支付的价格估价% 包括

代理人费用和佣金#

!-".- 如果缺乏有组织的市场% 一种方法是根据

可获得信息的程度% 利用为防火$ 防盗等

投保的价值数据对贵重物品进行估价#

($ 非生产资产

自然资源

土地

!-".. 原则上% 记录在资产负债表之自然资源项

下的土地价值% 不包括土地改良的价值以

及土地之上建筑物的价值# 土地改良价值

单列在固定资产项下% 建筑物价值也单列

在固定资产项下# 土地以新所有者支付的

现期价格估价% 不包括所有权转移费用

***根据惯例% 后者要作为固定资本形成

总额以及固定资本消耗处理#

!-"./ 土地的现期市场价值会因为其位置不同以

及用途不同而有明显区别% 因此% 需要识

别每一块土地的位置和用途或土地的地域

范围% 然后予以估价#

!-".0 对于其上有建筑物的土地% 有时市场可以

直接提供土地价值的数据# 但最常见的情

况是无法获得这些数据% 此时较通用的方

法是% 根据价值评估报告计算场地价值与

建筑物价值的比率% 然后利用建筑物的重

置成本或土地和建筑物的合并市场价值%

推算出土地的价值# 如果土地价值不能与

其上的建筑物$ 构筑物$ 种植园$ 葡萄园

等分开% 该复合资产应当划入价值较大的

那一类资产中去# 类似地% 如果土地改良

价值 !包括为建筑物施工或农作物种植而

进行的场地清理和准备" 无法与自然状态

的土地价值分开% 土地的价值也要根据价

值较大的那一部分而归入相应类别的资产

当中#

!-".1 通常% 在经济总体层面上把土地和建筑物

分开% 比在个别部门或子部门层面上操作

容易得多# 分开的数据是研究国民财富和

环境问题所必需的# 幸运的是% 合在一起

的数据常常可用来分析机构单位和机构部

门的行为#

!-".2 法定所有者资产负债表中的土地不包括用

于融资租赁的土地% 因为它常常与土地之

上的建筑物或种植园的融资租赁联系在一

起# 根据惯例有一个例外& 建筑物的法定

所有者不是建筑物所附着土地的法定所有

者% 但建筑物的购买价格包括了为其下土

地而预先支付的未来租金#

矿物和能源储备

!-".3 地下矿产和能源资源价值通常取决于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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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之商业性开发的预计净收益的现值# 尽

管该估价受不确定性影响% 并有可能不时

修正% 但由于地下资产所有权不可能通过

市场经常改变% 因此很难获得合适的$ 能

够用于估价的市场价格# 实践中% 也许有

必要使用资产所有者在自己会计核算中使

用的估价#

!-"/4 常见的情况是资源开采企业并不是资源所

有者# 例如在许多国家% 石油资源为国家

所有# 但资源的耗减速度是由开采者决定

的% 由于资源在人类历史中是不可再生的%

因此% 尽管并没有法律规定% 上述情况仿

佛是将资产的经济所有权转移给了开采者#

所面临的情况是% 直到该项资源耗尽% 开

采者只拥有开采权# 没有一种完全令人满

意的方法将该项资产价值分劈给法定所有

者和开采者% 因此当前的处理方法是% 资

产价值全部归入法定所有者的资产负债表%

同时将开采者对所有者的支付作为租金处

理# !因此此处使用的资源租金概念可以

扩展应用于可耗竭资产#"

非培育性生物资源% 水资源及其他

自然资源

!-"/! 一些被认为有经济价值的非培育性生物资

源$ 水资源及其他自然资源也包括在资产

负债表中% 但其中不含与其相应的土地的

价值# 由于无法获得可观测到的价格% 通

常是通过预期未来收益的现值进行估价#

合约! 租约和许可

!-"/, 合约$ 租约和许可% 可能是可在市场运作

的使用自然资源的租约和许可证% 也可能

是开展某项活动的许可$ 以及未来货物和

服务专用的授权# 如第 !1 章第 / 部分所

述% 此类合同只在以下条件下才被作为资

产& 法律协议使得持有者的受益超出了支

付给自然资源出租人$ 所有者或许可发放

者的价格% 并且在法律上和实际上得到持

有者的认定# 建议只在资产价值较大且可

以认定$ 并有必要的合适市场价格时才对

这些资产进行记录# 一旦超出合同协议时

间% 该资产便不复存在% 因此% 其价值应

该随着合同剩余期限的缩短而下降#

商誉和营销资产

!-"/- 对商誉和营销资产% 资产负债表记录的是

企业被接收或营销资产被出售时出现在金

融账户上的摊销后价值# 对这些记录不进

行重估价#

+$ 金融资产和负债

!-"/. 遵循上述一般估价原则% 只要金融资产和

负债是在有组织的市场上有规律地交易%

就对它们按现价估价# 债权不在有组织的

市场上交易% 要根据债务人必须付给债权

人以抵消债务的数额对债权进行估价# 债

权在资产负债表中具有同样的价值% 无论

其作为资产出现还是作为负债出现# 价格

应当不包括进行交易时对所提供服务支付

的服务收费$ 酬金$ 委托金及其他类似费

用# 在第 !! 章和第 !1 章第 . 部分对此进

行了更详细的讨论#

货币黄金和特别提款权

!-"// 货币黄金按在有组织的市场上形成的价格

或中央银行之间双边协议确立的价格来估

价#

!-"/0 特别提款权的价值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根

据货币篮子每日决定# 它对本币的汇率可

以从外汇市场价格中获得# 该货币篮子和

权数可以随时调整#

通货和存款

!-"/1 对通货来说% 其名义价值或面值即是其估

价# 对于存款而言% 债权人和债务人资产

负债表中记录的价值是存款结清时债务人

根据契约规定应偿还给债权人的数额# 未

偿本金数额中包括各种应付但未付的利息

和服务费用# 外币通货和存款以资产负债

/4-

第 !+ 章"资产负债表



表编制日之现汇卖出价和买入价的中间点

兑换为本币# 与金融衍生合同有关的应偿

还现金保证金费用应包括在其他存款中#

债务性证券

!-"/2 短期证券及对应的负债应以其当期市场价

值进行估价# 在高通货膨胀或高名义利率

情况下% 特别需要以此种方法估价#

!-"/3 长期证券应当始终按其市场价格估价% 无

论它们是定期支付利息的债券% 还是付息

很少的高贴现债券或不付息的零息票债券#

其价格总是要将随时间发生的利息包括在

内 !即所谓含息价"# 尽管长期证券发行

者的名义负债可以固定为某一货币金额%

但利息固定的证券的市场交易价格却可以

随一般市场利率的波动而有相当大的变化#

长期证券发行者通常有机会在市场上购回

该证券来清偿其债务% 因此按市场价格估

价对长期证券的发行者和持有者都是合适

的% 特别是那些积极操纵资产或负债的金

融交易者#

!-"04 对于指数化债务证券% 在资产负债表中也

应按照市场价格估价% 而不管与证券相挂

钩的指数具有何种特点#

!-"0! 如果一项债务工具的本金和息票以某种外

币为参照而被指数化% 应当将该项债券视

同是由该外币表示的% 要按资产负债表编

制日的中间点汇率将外币兑换为本币处理#

贷款

!-"0, 债权人和债务人的资产负债表中都要记录

的贷款价值% 是指未偿付本金的数额# 这

个数额中包括已产生但未付的利息# 还应

当包括间接测算的由该项债务所承担的已

产生但未付的服务费用的数额 !银行利息

与 #$%利息的差"# 在一些例子中% 已产

生的利息会列在应收B应付款下% 但如果可

能最好是包括在贷款中#

!-"0- 贷款的价值不反映资产负债表日之后应付

利息的影响% 虽然在最初的贷款协议中可

能规定了这种影响#

!-"0. 如果有贷款的二手市场% 而且可以得到市

场报价单% 就应将此类贷款重新归类为证

券# 一份贷款只被交易一次% 没有在市场

中继续交易% 就不再重新归类% 只作为贷

款处理# 在此遵循债券和贷款的估价原则#

!-"0/ 如果贷款的本金是指数化的% 或本金和利

息是某种外币的指数% 应当将其按上述具

有类似特征的债券相同的方法处理#

不良贷款

!-"00 尽管资产负债表中记录的贷款是名义价值%

但应当对那些有时没有支付利息的某些贷

款进行确认% 并将其包括在债权人资产负

债表的备忘项目里# 根据定义% 属于如下

三种情形之一的贷款即属于不良贷款& 应

付利息和B或本金逾期 34 天及以上' 根据

协议逾期 34 天及以上的应付利息被资本

化! 再融资或延期' 虽然应付利息逾期不

足34 天" 但债权人有充分理由 #如债务

人申请破产$ 怀疑利息不能完全支付( 考

虑各国在确认贷款为不良贷款时有不同惯

例% 这一不良贷款的定义可以灵活解释#

一旦贷款被划为不良贷款% 它 !或任何重

置贷款" 应保持原有分类% 直到收到支付

或将本金核销% 或以后来的贷款取代了原

有贷款#

!-"01 建议设立两个与不良贷款相关的备忘项目#

第一个是贷款的名义价值% 包括产生的利

息和服务费用# 第二个是这些贷款的市场

等量值# 最接近于该市场等量值的是所谓

公允价值% 即 (近似于当事人之间进行市

场交易而产生的价值)# 可以利用可比较

工具进行的交易$ 或利用现金流贴现的现

期价值来建立公平价值% 有时也可以从债

权人的资产负债表中得到公平价值# 当缺

乏公平价值数据时% 备忘项目只能利用一

种次优方法确定% 即以名义价值减去预期

贷款损失#

!-"02 这些备忘项目应当作为政府部门和金融部

门的标准# 如果它们对其他部门或对于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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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之间的贷款也有意义% 就应当将其作

为补充项目#

股权和投资基金

股权

!-"03 上市股票会在证券交易所或有组织的金融

市场中有规则地交易# 在资产负债表中应

以现期价格估价#

!-"14 对于未上市股票% 可能没有可观测的市场

价格# 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在直接投资企业$

私人权益资本$ 未上市或退市股权$ 上市

但是非流通公司$ 合资企业$ 以及非法人

企业#

!-"1! 在无法获得实际市场价值时% 需要进行估

算# 可采取各种接近直接投资企业中股东

权益市场价值的方法# 以下这些方法无法

按优劣排列% 每一种方法都需要根据实际

情况和结果的合理性进行评估#

)"近期交易价格# 未上市股票在过去年份

里可能偶尔被交易% 因此可以按曾经交

易的近期价格进行估价# 如果情况未

变% 近期价格就是现期市场价值的良好

指标# 该方法可以从交易日起在企业情

况没有重大变化时尽可能长时期使用#

随着时间和情况变化% 近期交易价格会

越来越不准确#

*"净资产价值# 可以对未交易股权进行评

估% 这样的评估可能要通过有一定知识

的管理者或企业经理来实施% 或者通过

独立审计提供% 以现期资产价值总额减

去市场价值的负债 !不包括权益"# 估

价应当是近期完成的 !在过去一年之

内"#

+"现值B市盈率# 未上市股权的现值可以通

过预测未来收益然后进行贴现来估算#

最简单地% 可以采用与该方法近似的方

法% 即参照一个市场或行业的市盈率与

该未上市企业的 !平稳的" 最近的过去

收益% 计算出一个价格# 此方法比较适

合于那些资产负债表信息很少但可以得

到较多收益数据的情况#

5"统计人员根据宏观信息调整的企业账面

价值# 对于未交易股权% 可以从企业收

集到 (自有资金账面价值) 信息% 然后

以合适的价格指标为基础形成一些比率

***比如在同一经济中进行类似操作的

上市股票的价格B账面价值比% 进行调

整# 此外% 可以利用适当的资产价格指

数% 对企业以成本计值运营的资产 !如

土地$ 工厂$ 设备$ 存货" 进行重估

价% 转换为现期价格#

8"自有资金账面价值# 该方法采用直接投

资企业账面上记录的企业价值来估价权

益% 它是以下几项之和& !!" 实收资本

!不包括企业发行股票中被自己持有的

部分% 但包括股票溢价款"' !," 企业

资产负债表中被确定为股权的所有类型

的公积金 !包括会计准则认定为公司公

积金的投资补助"' !-" 累计再投资收

益' !." 包括在账户自有资金中的持有

损益% 无论是作为重估价储备或收益B

损失# 对资产和负债的重估价越频繁%

就越接近市场价值# 几年不进行重估价

的数据% 不能很好地反映市场价值#

D"摊销全球价值# 全球企业集团的现期市

场价值可以以其在证券交易所交易股票

的市场价格为基础得到***如果它是上

市公司% 在交易所其股权是被交易的#

如果可以确定一个合适的指标 !比如销

售$ 净收入$ 资产或劳动力"% 就可以

以这些指标为基础% 假设净市场价值对

销售$ 净收入$ 资产或劳动力之比率在

整个跨国企业集团里是固定的% 将全球

价值分摊到它有直接投资企业的各个经

济体中# !选用不同指标% 可能会产生

显著不同的结果#"

!-"1, 如果上述几种方法都不可行% 也许就需要

使用一些不太合适的数据# 例如% 唯一可

利用的资料是累计流量或以前的经过后续

流量调整的资产负债表# 这些资料使用的

是以前时期的价格% 因此应当用后续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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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进行调整% 比如利用综合股票价格或资

产价格指数进行调整% 并要考虑有关的汇

率变动# 不建议采用未经调整的过去交易

的总和# 股权代表所有者的资金# 生成股

权的方法有多种% 如发行股票% 无须发行

股票的股权注入 !有时称作 (盈余配送)

或 (资本配送)"% 股票发行溢价% 累计再

投资收益% 或重估价# 如果需要将累计流

量用作测算股权价值的起点% 这些都应当

加以考虑% 但不同类别都是股权的组成部

分% 在其他情况下不需要一一单独确定#

!-"1- 如果不能直接观测到现期市场价格% 要决

定到底采取哪一种方法% 应考虑信息的可

获得性% 并要对最接近市场价值的可用方

法做出判断# 不同方法也许适用于不同的

情况% 如果市场价格无法直接观测到% 无

法按照固定模式比较各种备选方法的优劣#

应当清楚所采用的方法% 并要对其做出清

晰的描述# +N=<'外国直接投资的基准定

义@第四版, !N=<'% ,442" 中对直接投

资股权头寸的估价方法有更详细讨论#

!-"1. 其他股权覆盖了其他各种不发行股票的公

司或准公司的股权# 这些公司包括公共企

业$ 中央银行$ 一些其他特别政府单位$

合伙企业$ 无限责任公司以及准公司% 无

论何时它们都是没有股票的机构单位# 其

他股权的估价应当等于该单位的资产价值

减去其负债的价值#

投资基金份额B单位

!-"1/ 货币市场基金和其他投资基金中的份额

!或单位" 可以用股权中所建议的类似方法

估价# 上市基金份额采用基金份额的市场价

格估价# 未上市基金份额则可从上述未上市

股权估价方法中选择某一种方法估价#

保险! 年金! 养老金以及标准化
担保计划

非寿险专门准备金

!-"10 应记录在资产负债表中的非寿险准备金数

额% 是指资产负债表编表当日未满期保费%

加上留出弥补未决赔款的数额# 后者是处

理索赔所预备支付的数额% 包括有争议的

索赔% 以及意外索赔金额% 它假定这些会

发生只是尚未报告#

寿险和年金权益

!-"11 在寿险和年金权益项下记录的存量价值与

非寿险专门准备金相似% 也表示有足够的

准备金以弥补所有未来的索赔# 不过对于

寿险% 准备金数额相当大% 它代表了所有

预期索赔的现期价值# 在保险公司的商业

会计中% 有一些准备金被记录为奖金和折扣

准备金# 这是保险行业为了平滑收益% 以及

为了直到保单到期仍然保留一些收益的做

法的结果#

养老金权益

!-"12 养老金计划下的权益包括两项& 一是当养

老金数额的决定方式是事先商定的 !像在

一个定额福利计划之下一样"' 二是当养

老金数额依赖于从未来养老金缴款中获得

金融资产 !定额缴款计划" 的投资绩效#

对于前者% 应采用养老金提供者负债的精

算估计值' 对于后者% 其价值是代表未来

收益人的养老金持有金融资产的市场价值#

养老金权益的基础是计算出来的% 第 !1 章

将对 #$%处理此类问题的另一种方法进行

详细介绍#

标准化担保下的代偿准备金

!-"13 进入资产负债表作为标准化担保下的代偿

准备金% 应等于现有担保索赔的预期水平

减去任何预期收回# 严格说来% 这些数额

将代表那些担保受益单位的资产重复核算

程度# 例如% 如果金融机构贷出 !444 份 ,4

个单位的担保% !4 份是预期违约% 贷款的

价值仍然显示为 ,4444% 此外贷方有一个涉

及担保预期代偿为 ,44 的资产# 但是% 提供

担保的单位有一个 ,44 的负债没有资产匹

配% 因此整个经济的资产净值并没有被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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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衍生工具

!-"24 第 !! 章讨论金融衍生工具的处理方法# 包

括在资产负债表中的金融衍生工具应当是

其市场价值# 如果得不到市场价值数据%

也许可以采用其他适当的估价方法如期权

模型或现值#

期权

!-"2! 在资产负债表中% 期权应当以期权的现期

价值 !如果有的话" 估价% 或以应付权利

金的数额估价# 负债应记入期权卖方所在

的部门% 表示收购持有者期权的现期成本

或持有收益的增加# 这要取决于保证金制

度如何操作% 一个期权的价值为零可能更

为适宜% 因为持有者每天将得到 !付出"

盈利 !损失"# 这些资产项目的对应方为

负债#

远期合约

!-"2, 远期合约以市场价值记录# 当支付实现后%

资产及相应负债的价值被分期清偿% 并随

后反映在资产负债表编表日期的价值中#

期货合同的市场价值可在核算期间内根据

标的项目中价格的变动% 在一个资产头寸

与一个负债头寸之间转换# 所有价格的变

化% 包括这种变动的结果% 都作为重估价

处理#

雇员股票期权

!-"2- 雇员股票期权 !=#N" 应根据所授予的权

益工具的公允价值进行估价# 对于权益工

具的公允价值% 应利用在授予日已交易的

期权同等的市场价值 !如果可以得到的

话" 进行测算% 或利用一个期权定价模型

!二项式模型或;J)+T @#+MUJ8I模型" 进行

测算# 6%#;针对如何对雇员股票期权进行

估价给出了详细建议% 其建议可能被那些

将雇员股票期权作为一种雇员报酬形式的

企业所采纳# 随着股票价格的变化% 雇员

股票期权的价值会在授权日与含权日之间%

以及随后在含权日与行权日之间发生变化#

第 !1 章第 0 部分更详细地介绍了雇员股票

期权#

其他应收B应付款

!-"2. 商业信用$ 预付款和其他应收或应付项目

!如税$ 红利$ 地租$ 工资薪金$ 社会缴

款"% 对债权人和债务人来说% 都应按债

务清偿时债务人有合同义务向债权人支付

的本金额估价# 产生于其他应收
!

应付款

上的利息应包括在内% 但通常而言% 产生

于债券上的利息则要作为该项资产的价值

增长记录# 存贷款利息应遵循各国的实际%

如果未能纳入相应的贷款或存款原则之中%

就应当归入这里#

.$ 资产净值

!-"2/ 资产净值是在特定时刻上所有金融和非金

融资产与所有负债的差额# 为了计算资产

净值% 每一资产和每一负债都要分开确定

和估价# 作为平衡项% 对机构单位$ 部门

以及经济总体都要计算资产净值#

!-"20 对于政府$ 住户和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

构% 资产净值的价值很清楚就是其所有者

单位的价值# 对于准企业% 资产净值是零%

因为假定所有者股权的价值等于其资产减

负债# 对于其他企业% 情况则不很清晰#

!-"21 在 #$%中% 企业资产净值的计算方法与其

他部门完全相同% 是全部资产合计减全部负

债合计# 在这样做时% 股票及其他股权的价

值作为企业的负债% 包括在负债价值中# 股

票以资产负债表编表日期的市场价格包括在

其中# 这样% 尽管一个企业是被其股东集体

所有% 但可以看到在股东权益价值之外还有

一个资产净值 !可能是正也可能是负"#

!-"22 另一种计算方法与准公司的处理方法类似#

根据这种股东权益价值计算方法% 其资产

净值是零# 所计算的股东权益被称作自有

资金% 计算方法是用其资产总和减去不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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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股票价值的负债总和#

!-"23 导致自有资金价值非零的原因有许多# 原

因之一是存在未被识别出来的 (资产)%

例如 #$%中的商誉和营销资产# 另一个原

因是 #$%对一些金融资产 !如债券和不良

贷款" 价值所持观点不符合公允价值方

法# 这些项目 !其中一些或全部" 可以从

企业资产负债表获得% 将这些因素之和与

作为资产净值和所有者股权价值之差得到

的数额做比较% 可能是有用的# !对于未

上市股票% 实际上这可能就是估价这些股

票的方法之一#" 此外% 股票市场价值反

映了市场对未来收入流的敏感性% 而未来

收入流的波动要比企业潜在价值波动剧烈

得多#

!-"34 自有资金中包括各期积累起来的未予分配

而是用作再投资的收益# 企业收入加上应

收经常转移% 扣除应付经常转移 !以及养

老金权益调整"% 结果就可以作为红利分

配# 留存收益就是公司收入中可作为红利

分配但未加分配的数额# 该数额有时会是

负的% 表示从自有资金中撤资# 对直接投

资企业而言% 一定比例的留存收益要作为

再投资收益处理% 该比例取决于直接投资

者对该公司的控股程度# 这些收益在金融

账户中作为企业再投资记录% 构成自有资

金的一部分#

!-"3! 有时% 部分自有资金可能会转入 !或转

出" 一般或专项准备金% 后者由于所有者

的资本注入或收到投资补助而增加#

/$ 备忘项目

!-"3, 除了不良贷款作为备忘项目以外% #$%还

要求在资产负债表上保留另外两个备忘项

目% 以便显示那些在核心框架中未单独识

别$ 但对特定机构部门具有专业分析意义

的资产# 这两个备忘项目是耐用消费品和

外国直接投资#

耐用消费品

!-"3- 住户通常会拥有诸如汽车和电器之类的耐

用消费品% 然而% 这些并不被视为用于导

致住户服务的生产过程# 它们不构成固定

资产% 因此也不体现在资产负债表中# 但

拥有这些数据是有用的% 所以耐用消费品

要作为备忘项目包括在资产负债表中# 住

户所有的耐用消费品存量要以现期价格估

价% 包括总额和扣除累计折旧***等同于

固定资本消耗***后的净额# 资产负债表

中作为备忘项目记录的数据应当是这些累

计费用的净额#

!-"3. 非法人企业拥有的耐用货物% 可能会部分

用于企业生产% 部分用于家庭成员最终消

费# 企业使用的那部分价值应该在企业资

产负债表中反映% 但在实际中可能难以弄

清这部分价值有多少#

外国直接投资

!-"3/ 有趣的是% 像外国直接投资会显示在金融

账户中一样% 资产负债表中也有类似的项

目显示由非常住单位在本国投资以及常住

单位对国外投资所形成的资产和负债存量#

所有部门都可能对国外投资' 但只有金融

和非金融企业 !不包括其中的非营利机

构" 才会收到来自国外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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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章"供给使用表及货物服务账户

#" 引言

!."! 第 0 章到第 !- 章所描述的账户序列% 刻画

了经济的运转过程% 其中特别强调收入是

如何形成$ 分配$ 再分配$ 用于消费或资

产获得的' 什么时候应处置资产或发生负

债% 以获得其他资产或进行超过现有收入

的消费# 另一种观察经济的角度则较少关

注收入% 而是更多关注生产和消费过程&

产品从何而来% 又是如何被使用的# 本章

就是研究账户的这一方面% 首先描述产品

的平衡关系% 然后将其推广到货物服务账

户% 并介绍这些账户在理论上和实际中的

用处# 本章还将阐述如何编制整个经济的

供给使用表% 以及与第 ,2 章中描述的投入

产出表的联系#

!.", 相对于 (商品平衡) 和 (商品流量法)%

本章以及其他章节更偏爱用 (产品平衡)

和 (产品流量法) 这样的表达方式% 因为

近来使用更多的词汇是 (产品) 而非 (商

品)# 然而% 术语的变化并不表示方法有

变化#

!."- 供给使用表是一个强有力的工具% 可用于

比较和比对不同来源的数据% 从而改进整

个经济信息系统的一致性# 它们可用于对

不同市场和产业进行分析% 也可以在此分

量水平上进行生产率分析# 如果供给使用

表是使用基层单位数据编制的 !通常就是

这样"% 它们还有助于在 #$%体系与其他

经济统计数据之间建立联系#

!$ 产品平衡

!.". 可以肯定% 一种产品之可供经济使用的数

量% 要么是由国内生产的% 要么是由进口

供给的# 在核算期内% 同样数量的这种产

品进入经济活动% 必定是用于中间消耗$

最终消费$ 资本形成 !包括存货变化" 或

出口# 把这两句话合起来% 可得到如下产

品平衡式&

产出A进口 a中间消耗 A最终消费 A资本

形成A出口

!."/ 第 - 章介绍的核算规则% 包括第 0 章以及

其他章节介绍的记录时间和估价规则% 都

适用于该恒等式中的各项目# 由于产品的

使用通常是以购买者价格计算的% 而产品

的生产通常以基本价格计算% 所以有必要

在等式左边 !供给方" 加上贸易和运输加

价以及产品税减产品补贴% 这样等式两边

就都是按购买者价格计算的了# 因此% 对

任何产品而言% 更全面的产品平衡勾稽关

系是% 按基本价格计算的总产出加进口!

加贸易和运输加价! 加产品税减产品补贴"

等于按购买者价格计算的中间消耗! 最终

消费和资本形成之和再加上出口# 流通费

用和税的处理很复杂% ;节将对其做详细

阐述# 进口和出口的估价需要特别考虑%

将在下面的;节和<节中阐述#

!."0 以上产品平衡式对编制者来说是一个非常

有力的工具% 下面通过实例来说明# 烟草

制品 !主要是香烟" 的生产通常可以很好

地核算出来% 但是香烟的消费并不能很好

地核算% 因为在住户调查中% 被调查者可

能不愿准确报告其在这上面的花费# 假定

产出$ 进口$ 出口的测算是准确的% 那么

通过以上产品平衡等式就可以得到一个与

!!-



等式中其他项目相协调的消费数据# 于是%

必要时% 编制者可以自行判断% 通过调整

其构成项而使等式达到平衡#

!."1 等式中最薄弱的构成项未必总是最终消费

数据# 在某些情况下% 消费数据可能比产

出数据更可靠# 例如% 可能有许多出租车

服务是由无管制或未观测到的活动提供的%

此时% 估计住户在出租车方面的消费% 会

有助于改善对产出的估计% 将这些未被观

测到的经济活动包括在内#

!."2 即使对那些没有非正规活动问题的项目%

产品平衡式也是有用的# 飞机的制造过程

很长% 既可用制造商申报的已完成数量%

也可用潜在的购买者分期付款已支付的金

额来测算在制品# 必要时% 这两方面的数

据还需与金融账户中应收B应付款项目的记

录保持一致#

($ 货物服务账户

!."3 如果针对经济中所有货物服务 !单个产品

或产品组" 都建立了以上产品平衡等式%

那么% 将其加总起来% 得到总计的产出$

进口$ 中间消耗$ 最终消费$ 资本形成和

出口% 结果必定等于前面各章阐述的账户

序列中提到的对应项# 表现为加价的贸易

和运输服务% 可视为产品% 用于中间消耗

或最终消费$ 资本形成或出口# 货物价值

之中可能已包括这些加价价值% 但这一事

实并不会影响上述等式的平衡# 因此% 在

对所有货物服务的产品平衡进行汇总时%

这些加价肯定已经包括在内% 不再需要另

外设置专门的项目#

!."!4 此处之产出和中间消耗数据对应着生产账

户中记录的产出和中间消耗% 因此所有产

品平衡之和经过重新整理% 即可得到以下

货物服务账户&

产出@中间消耗 A产品税 @产品补贴

a最终消费A资本形成A出口@进口

如第 0 章所述% 等式左边是按市场价格计

算的&'(% 右边也等于按市场价格计算的

&'(***这就是众所周知的按 (支出法)

计算的&'(# 相对应的% 等式左边就是按

(生产法) 计算的&'(#

!."!! 货物服务账户是 #$%中最基本的恒等式之

一# 它表达了这样一个观念& 生产范围内

的全部产出% 加上进口% 必定用于 #$%其

他两方面的基本活动& 货物服务的消费或

者积累# 如果没有货物服务账户% 供给使

用表将无法全面阐明和列举出经济中的所

有产品# 整个账户序列就是在货物服务账

户基础上% 通过加入那些与收入形成$ 分

配$ 再分配以及储蓄有关的交易来建立的#

汇总所有机构部门和国外的这些交易% 总

来源就等于总使用# 如果对账户序列中的

这些交易加以 (合并)% 那么最终只会剩

下货物服务账户#

!."!, 供给使用表的每一行都体现着货物服务账

户的基本恒等式#

+$ 供给使用表

!."!- 有了全部产品的平衡式% 供给使用表就能

建立起来# 供给表和使用表在相同的估价

和产品分类水平上成对编制# 最常见的供

给使用表是按购买者价格计算的# 其中"

按购买者价格计算的使用表由一整套产品

平衡式组成% 这些产品平衡式涵盖了经济

体系中的所有产品" 以一个长方形矩阵的

形式来表示" 行向看是按购买者价格计算

的产品价值" 而各列则展示产品的各类使

用( 以购买者价格计算的供给表也是一个

长方形矩阵" 各行是与使用表相匹配的同

样的产品组" 各列是以基本价格计算的来

自国内生产的供给" 再加上进口列和价值

调整列&&&以便得到每种产品 #组$ 以购

买者价格计算的总供给(

!."!. 下面的;节和<节% 将分别描述供给表和

使用表#

!."!/ 供给使用表是编制第 ,2 章所述投入产出表

的第一步% 同时其本身也有非常重要的作

用% 不论是作为分析工具还是数据质量控

制工具# 根据最初编制的供给使用表 !它

们不太可能是平衡的% 到后来才会逐步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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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 生产法&'(与支出法 &'(之间是存

在差异的# 只有供给使用表才能够提供足

够严谨的框架来消除在测算整个经济之货

物服务流量时的差异% 以确保不同测算方

法下的&'(能得到同样的数据#

!."!0 在某些国家% 由于统计体系不够完善% 在

常规统计基础上难以直接获取详细分类的

住户消费支出资料# 而供给使用表肯定可

以提供这种分类数据# 由此产生的一个好

处就是% 可以将在不同产品组上分配的支

出比例% 与消费者价格指数 !<(6" 的权

重进行比较% 以此检验 <(6权重和供给使

用表之间的合理性和一致性#

.$ 产业维度

!."!1 理论上有可能编制这样一套供给使用表%

中间消耗只是一个总数% 而使用表则体现

每种产品有多少用于中间消耗% 但没有进

一步的细节# 无论作为编制成果还是分析

工具% 这种供给使用表都没有什么价值%

只不过是对供给使用表及投入产出表的一

个最初描述% 要将经济中使用的产品与这

些产品的生产单位联系起来% 还必须引入

进一步的细节# 最简单的情况 !也是教科

书中经常提到的情况" 是% 假设有可能在

产品和生产单位间建立一一对应关系# 事

实上这就是将基层单位定义为仅生产一种

产品的单位的真正动机# 然而% 尽管如此%

也没有必要进行一对一的匹配% 因为% 当

前在许多国家% 矩阵中的产品分组数会多

于生产单位分组数# 出现如此结果的最重

要原因是% 大多数单位会生产多种产品%

例如% 一家制鞋厂可能同时生产凉鞋$ 运

动鞋$ 制式靴和时装鞋% 不可能也无必要

针对每类鞋都规定一个基层单位#

!."!2 一旦确定了生产单位分组% 即可扩充供给

矩阵% 以准确展示每一组生产单位供给的

产品' 同时扩充使用矩阵% 来显示每一组

生产单位的中间需求# 另外% 与生产单位

有关的附加信息可以添加到中间消耗的需

求下% 于是记录生产单位的各列就包括了

增加值各构成要素以及总产出# 换句话说%

除了与总产品等价以外% 还有下列恒等式&

中间消耗A增加值a产出

显然上述等式对每组生产单位 !产业" 都

是成立的# 此外还可以添加更多的信息%

例如资本形成和雇员人数# 这些扩展将在

'节讨论#

/$ 一个数字例子

!."!3 =节给出了一个供给使用表示例并辅之以

相关文字说明# 这些表格包含了本章所述

的所有要点% 但由于只是为了举例说明%

因此它们的汇总程度较高而不够详细# 另

外% 为了阐明其中要点% 以下行文中会从

这些表格中做局部摘录#

%" 供给表

!.",4 供给矩阵的主要部分是分产业的产品 !商

品" 矩阵% 表示哪个产业供给或 (制造)

了哪些产品# 由于这个原因% 它有时也被

称为 (制造矩阵)#

!$ 产品和生产单位

!.",! 虽然可以用企业作为基本结构单元来编制

一张供给表% 但更常见的是基于基层单位

编制% 一般也建议使用基层单位# 正如引

言所述% 基层单位指仅生产一种产品的单

位% 这一想法来自投入产出表% 即希望产

品分组和生产单位分组之间能够一一对应#

第 / 章所述确定基层单位的所有规定% 在

用基层单位数据编制供给矩阵时也同样适

用' 实际上% 尽管在一些短期经济指标中

可能会使用基层单位水平的数据% 但在

#$%中% 它们仅用于供给使用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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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分组的最常用基础是主产品分类

!<(<"% 由此得到的组通常称为 (商

品) ***即现在所说的 (产品)# 生产单

位分组的最常用基础是 6#6<% 由此得到的

组通常称为 (产业)#

!.",- 在生产单位分组数和产品分组数相同的情

况下% 每一列将会有一个数值很大的单元%

代表该组生产单位的主要产品% 也就是在

增加值中占了最大比例的产品# 如果某生

产单位组由纯基层单位组成% 那么这一列

中就不会有其他项# 但绝大多数情况下还

是会有一些次要生产% 由此会在该列其他

单元格中显示出一个比较小的数字#

!.",. 如果生产单位分组数和产品分组数相同%

应这样部署行与列& 使主产品项目位于该

矩阵的对角线上#

!.",/ 实践中% 产品分类数总是比生产单位的分

类数更多些# 例如% 有必要对产品按照农

作物种类进行细分% 但却没必要也不太可

能把耕种活动细分到各类农作物上# 因此%

供给表 !制造矩阵" 应该是一个行多于列

的长方形% 但相似的产品应安排在相邻行%

从而便于汇总相似产品行以得到方阵#

!.",0 编制过程中% 用到的产品细目数越多% 分

散在主产品项之外的项目就会越多' 例如%

如果一个农场生产不止一种农作物% 或者

一家机械制造商生产多种类型的机械% 就

会出现这种情况# 在 (农产品) 和 (机

械) 这样的分类水平上% 非对角线上的单

元就都会合并到对角线单元上来#

!.",1 然而% 除了相似产品外% 许多基层单位也

会提供一些批发零售服务$ 运输服务和建

筑活动' 建筑活动生产有时是为了自用%

此时应作为资本形成#

($ 核算规则

!.",2 第 - 章所述的交易记录时间$ 改道和分解

等所有规则% 同样适用于供给使用表中的

项目#

!.",3 尽管供给使用表不记录财产收入流量% 但

是与利息支付$ 金融资产和负债获得及处

置有关的金融服务都要记录在供给使用表

中# 第 !1 章将详细解释哪种类型的金融服

务流量与金融资产交易和财产收入流量有

关#

!."-4 与流通费用有关的流量的改道% 将在下面

估价部分阐述#

+$ 生产

!."-! 在供给使用表中记录产出的原则和第 0 章

所述生产账户中记录产出的原则是完全一

致的# 需要强调的是% 前面有关账户序列

各章节中所阐述的 #$%的所有概念和定

义% 都完全适用于供给使用表和投入产出

表' 区别只在于账户的表现形式% 而不是

#$%的基本原则#

!."-, 正如引言部分所述% 供给使用表中的生产

单位% 是参照产业分类标准如 6#6<来确定

的# 然而% 将生产单位分为市场性的与非

市场性的也是非常有用的# 这种分类可以

普遍应用% 或者只应用于那些两种生产通

常都大量出现的情况% 例如卫生服务和教

育服务# 类似的% 自给性生产也需要特别

关注% 最好能够从 6#6<分类中区别出来#

!例如建筑活动"

!."-- 一般的% 为了与第 . 章与第 / 章中的处理

保持一致% 辅助活动的产品在账户中不记

录为产出# 但是也有例外# 比如某些产品

既属于为自身使用的辅助活动% 同时也向

其他单位提供# 另一种例外是比较适合将

某生产辅助产品的单位作为一个单独的基

层单位处理% 例如% 处于某地点的某辅助

活动单位% 已经成为当地的重要就业来源#

!."-. 考虑到之前关于单位的讨论% 供给表的生

产部分是一个以产品组为行$ 生产单位组

为列的矩阵# 这个矩阵中之各项分别表示

各生产单位组生产的各种类型产品的产出

价值# 创建基层单位的目的% 就是为了对

横向和纵向一体化企业进行分解% 以使矩

阵的每一行$ 列都有一个主要项% 除此之

外则仅有几个数值虽不为零但通常却相当

小的项目# 第 / 章对有关企业的这种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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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更多的讨论#

!."-/ 表 !."! 展示的是表 !."!, 中供给矩阵的

第 !0$ ,4$ ,- 和 ,. 列# 在完整表中可以

清楚地看到% 市场生产子矩阵中的大部分

项目都是 4# 显而易见% 即使在删简表中%

为自身最终使用的生产和非市场生产中的

大部分项目也都是 4#

表 !.$!" 供给表生产部分" 删简版

市场

生产

为自身最终

使用的生产

非市场

生产

合计

农业$ 林业和

渔业产品 !4"

12 3 4 21

矿石和矿物% 电$

气$ 水 !!"

!3/ 4 4 !3/

制造业产品 !,]." !141 1 4 !1!.

建筑 !/" ,!- -! 4 ,..

贸易$ 住 宿$ 餐

饮$ 运输服务 !0"

,-- 4 4 ,--

金融 保 险 ! 1%

不包括 1,]1-"

!.0 4 4 !.0

房地产服务$ 租

赁服务 !1,]1-"

!44 3/ 4 !3/

商务和生产服务

!2"

,/0 4 4 ,/0

社区和社会服务

!3,]3-"

0- 4 ,!, ,1/

其他服务 !3.]33" 20 / 4 3!

公共管理 !3!" 4 4 !02 !02

合计 -411 !.1 -24 -04.

.$ 进口

分类

!."-0 为了把进口货物和国内生产相加以得到总

供给% 进口也必须使用与国内生产相一致

的产品分类# 但是二者的对应并非总是那

么直接% 因为进口 !出口" 不是按<(<而

是按7#或 #6̀<分类的# 能否找到足够详

细且与国内生产分类一致的贸易分类数据%

可能是确定供给使用表所用分类详细程度

的一个主要因素#

加工品

!."-1 传统观念认为% 投入产出表和供给使用表

描绘了生产的物理过程或技术过程% 目的

是为了显示哪些产品按什么比例结合起来

去生产其他产品# 结合基层单位概念来说

就是% 如果某企业的一个基层单位生产钢

材% 而另一个基层单位生产钢材制品% 那

么第一个基层单位的钢材就被认为是交付

!或出售" 给了第二个基层单位# 这就意

味着最终消费者购买的钢材制品完全是来

自于第二个基层单位% 而生产账户中% 此

钢材价值会同时显示在中间投入和产出里#

对那些运到海外加工再运回原经济体的货

物% 也采用类似的方法处理#

!."-2 根据 #$%% 如果货物从第一家单位交付给

第二家单位% 要虚拟其发生了所有权变更#

但对进出口特别是在把货物运到海外加工

的情况下也这样处理% 是不适当的% 因为%

为了确保 #$%的一致性% 必须虚拟一个金

融交易% 和虚拟的货物所有权的变更相匹

配# 然而在实际上% 货物加工单位不承担

任何与产品有关的市场风险% 所有的风险

仍属于其法定所有者# 加工者不承担与部

件或最终产品有关的任何意外价格变化带

来的风险 !也不会因此而获益"% 它所承

担的唯一风险仅限于如何通过最有效的管

理来满足合同约定的要求# 加工者的产出

价值是商定的加工费% 所加工的货物服务

价值的任何其他变化***例如持有损益$

研发的合并$ 营销资产的收益***都属于

该产品的法定所有者# 如果加工是在海外

发生的% 产品加工国的出口价值仅包括加

工费#

!."-3 在全球化市场中% 由于业务外包的重要性

日益增加% 以下问题越来越引起关注& 劳

动报酬从何而来% 营业盈余有多少属于加

工者又有多少属于委托加工的单位#

!.".4 某基层单位为另一个单位加工货物% 其投

入模式与自己生产类似货物的投入模式可

能大不相同# 下面以原油加工为例来做简

单描述# 自己炼制石油的单位% 原油是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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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消耗% 精炼石油产品是其产出# 为其

他单位加工的单位% 拥有所有其他类似投

入% 使用一样的固定资产% 但是在其生产

账户上% 既不显示原油也不显示精炼石油

产品# 对大体等量的原油加工而言% 增加

值和其他投入是可比的% 但若加工是由非

常住单位完成的% 则进口不包括原油% 出

口不包括精炼石油产品% 而只包括加工费#

这种处理不会影响对外经常交易差额% 但

只记录加工费而不是加工后的全价% 却会

影响进口和出口占&'(的比重% 而且会更

加真实地描述国内金融资源需要为进口提

供多少资金% 以及从出口中获益多少#

!.".! 常住生产者进行的产品加工% 可以有同样

的结论# 第 0 章讨论了是否需要记录同一

企业内部不同基层单位之间的交付#

!."., 用加工费而不是加工后的全价来测算加工

品% 改变了投入产出系数的性质# 它们代

表的不再是产业生产的技术结构而是经济

过程的技术结构# 在本例中% 系数的变化

可能不是由技术变化引起的% 而是由为自

己加工与为其他单位加工之原油比例的变

化引起的# 第 ,0 章对如何处理加工品

!以及相似但又有所区别的转口货物" 进

行了更深入的讨论' 但是% 这样一来% 对

供给使用表和投入产出表的后续影响会非

常大% 同时会改变对这些表所传达信息的

许多传统看法#

!.".- 只将投入产出系数理解为产业的技术结构%

显然没有认识到其他因素的作用% 例如固

定资产是自有的还是租赁来的% 辅助活动

的重要性% 为实现表上统计平衡所带来的

后果# 这些因素在确定投入产出系数时发

挥着重要作用% 但是越来越多的第三方产

品加工% 可能是对系数变化影响最大的一

个独立因素#

/$ 估价

!.".. 正如引言所述% 为了使总供给和总使用保

持平衡% 两方必须按相同的方式计价# 达

到这个目标的最通常做法% 是将按基本价

格计算的总供给提升到按购买者价格计算%

这里描述的也是这种方法# 另外一种替代

方法是 '节中在讨论供给使用表价格缩减

时所提到的% 将按购买者价格计算的总使

用降低到按基本价格计算#

!."./ 首先需要扼要重述一下第 0 章所述的购买

者价格$ 生产者价格和基本价格之间的差

异% 并且% 由于增值税和类似的可抵扣税

的复杂性% 需要先列举增值税的三种不同

记录方式#

)"发票单列增值税是生产者销售时的应交

增值税% 它在生产者对购买者开具的发

票上单独列出'

*"可抵扣增值税是购买用于中间消耗$ 固

定资本形成和转售货物或服务时的应交

增值税% 允许用于抵扣生产者在出具给

顾客的发票上单列的$ 应交给政府的增

值税'

+"不可抵扣增值税是购买者支付的$ 无法

从其应交增值税额 !如果有的话" 中扣

除的增值税#

!.".0 与增值税的记录方式有关% #$%中的价格

有如下表现形式&

)"购买者价格% 是购买者在指定时间地点

获得每单位货物或服务所支付的金额%

它不包括任何可抵扣增值税或类似的可

抵扣税# 货物的购买者价格包括按购买

者要求在指定时间运送货物到指定地点

而另行支付的运费'

*"生产者价格% 是生产者就其生产的每单

位货物或服务产出从购买者那里所获得

的$ 扣除了向购买者开列的增值税或类

似的可抵扣税后的金额# 它不包括生产

者在发票上单独列出的任何运费'

+"基本价格% 是生产者就其生产的每单位

货物或服务产出从购买者那里所获得

的$ 扣除了生产或销售时应付的所有产

品税$ 再加上所获得的所有产品补贴后

的金额# 它不包括生产者在发票上单独

列出的任何运费#

!.".1 如果产品不是由生产者直接出售% 而是要

通过一个或多个批发商或零售商转售% 就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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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要考虑如何分配这些批发商和零售商

对这些产品成本的加价# 一种处理方法是

把这些加价作为从生产者价格提升到购买

者价格的另一个因素# 另一种处理方法是

认为购买者进行了两笔不同的交易% 一笔

交易是直接从生产者那里购买了产品% 另

一笔是购买了相关加价服务# 按购买者价

格计算的供给使用表采用了前一种处理方

法% 而按基本价格计算的供给使用表则是

从后者来考虑的#

!.".2 无论选择哪一种处理贸易加价的方法% 这

三种价格之间都有以下联系&

购买者价格

@?批发零售分配的加价 !贸易加价"

@?发票上单列的运输费用 !运输加价"

@?不可抵扣增值税

a?生产者价格

@?与生产有关的产品税% 不包括单列在

发票上的增值税

A?与生产有关的产品补贴

a?基本价格

!.".3 因此% 要将产出和进口的价值转变为以购

买者价格计价% 需要考虑三个因素&

)"贸易加价

*"运输加价

+"产品税减补贴

下面将依次考虑这些项目# 贸易加价通常

在数值上会比运输加价更加显著% 但在概

念上比较明确# 运输加价则很复杂% 因为

要考虑运输费用的不同收取方式#

贸易加价

!."/4 贸易加价可能很显著% 而且几乎所有的货

物都会有# 如果按购买者价格编制供给使

用表% 必须将贸易加价添加到产品组各行#

!."/! 为说明批发零售服务的使用% 供给使用表

在供给部分增加了一个调整列# 通过该列

表示% 每一货物组在价值上追加的贸易加

价% 正好与贸易服务这一行中的负数项抵

消# 典型的运输加价项目也以同一方式

处理# 表 !.", 给出了这个调整列***来自

表 !."!, 完整供给表的第 , 列#

表 !.$(" 包含在供给中的贸易和

运输加价" 调整项示例

贸易和运输加价

农业$ 林业和渔业产品 !4" ,

矿石和矿物% 电$ 气$ 水 !!" ,

制造业产品 !,]." 1.

建筑 !/" 4

贸易$ 住宿$ 餐饮$ 运输服务 !0" @12

金融保险 !1% 不包括 1,]1-" 4

房地产服务$ 租赁服务 !1,]1-" 4

商务和生产服务 !2" 4

社区和社会服务 !3,]3-" 4

其他服务 !3.]33" 4

公共管理 !3!" 4

合计 4

!."/, 贸易加价通常发生在经济体内% 但既可附

加于国内生产上也可附加于进口上# 另一

方面% 运输加价可能由常住单位提供也可

能由非常住单位提供% 同时既可以向常住

单位提供也可以向非常住单位提供% 下面

各段要讨论运输加价问题#

运输加价

!."/- 在讨论进口品运输加价之前% 先讨论国内

运输费用% 看其在供给使用表中是如何体

现的#

国内运输费用

!."/. 如第 0"0/ 段与第 0"00 段所述% 如果生产

者允诺为购买者运送产品% 且不加收其他

费用% 那么运送的费用就会包括在基本价

格里# 只有那些购买者在发票里特意注明

的运输加价% 才构成购买者价格的一部分#

!."// 考虑这样一种情况% 单位 %出售产品给单

位;# 为了简单% 假设它们都是生产者%

工厂间有一定的距离# 假如;从 %那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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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产品% 支付了 ,44% 从 %工厂到 ;工厂

的运费是 !4# %和;都有运输队% 可以把

产品从%工厂运到;工厂% 或者也可以请

第三方 <来运输# 产品和运费都要支付

!4Q的税 !不是增值税"# 那么% 把产品

从%运到;% 不同运输方式会导致在三种

价格下的不同价值% 结果见表 !."-#

!."/0 表 !."- 给出了六种情况% 结果显示% 即使

;负担的总费用相差不多% 使用矩阵中的

项目却大不相同# 只有在 ;自己运送产品

时% 产品的购买者价格加上运费才少于

,-!# 这种情况下% 必须假定为运送产品发

生的内部费用是 !4***与其他方式一样%

只是少了应交税金 !才造成运送%产品的总

费用下降% 虽然这时的购买者价格是,,4% 而

其他运送方式下的购买者价格是 ,-!#

!."/1 如果%或;将运输作为辅助活动% 汽油和

其他消耗费用将会出现在中间消耗中% 司

机的工资是雇员报酬的一部分% 而运输工

具的使用将体现在固定资本消耗中#

!."/2 如果 %将运输作为一种次要活动% 也将会

有这些项目% 但这些次要活动的费用要作

为%的主要活动的中间消耗显示#

!."/3 如果<作为%的代理% 不论%是否直接从

;那里收取了 <服务的费用% <的服务费

用都是%的中间消耗的一部分' 当 <是由

;直接雇用时% 那么 <的服务费用是 ;的

中间消耗的一部分#

!."04 这些不同的记录方式背后的基本原理是&

不同情况下% 所有权发生变更的时点是不

一样的# 如果%同意提供或者不得不提供

到;的运输服务% 即使是由 ;付费的% 那

么% 把产品运到;的工厂时其所有权才发

生变更# 如果;同意或者不得不自行安排

运输% 那么产品在离开 %的工厂时% 所有

权就发生了变更#

国际运输费用

!."0! 国民核算人员用来分配国内运输费用的信

息通常来自国内基层单位调查# 在上面的

例子中% 关于单位 %$ ;和 <的信息从理

论上来说是可以得到的# 但是对运送到国

外基层单位的产品来说% 情况就不一样#

%$ ;$ <都有可能是非常住单位# 最通常

的情况是必须利用由海关编制的行政记录

信息# 然而% 越来越普遍的情况是% 一些

产品的流通并未在海关留下直接监管记录#

如果服务业涉及与服务交付相关的运输费

用% 也会发生上述困扰% 不过这种情况在

服务业中非常少见#

!."0, 下面就是未包括在海关统计中的一些货物&

)"货物在跨越几个经济体的单一关税区流通'

*"货物被运送到离岸基层单位% 例如石油平台'

+"某些类型的货物% 例如像钻石和其他高

价值但体积小的贵重物品% 可能由个人

携带'

5"船舶和航空器% 自身很难隐藏% 但难以

从交通工具本身来判断是属于另一个经

济体% 还是运行在国内经济范围内#

表 !.$+" 一个例子" 运输费用对价格的影响

运送方式
基本价格 税 生产者

价格

运输加价及

相关税

购买者

价格

说明

%向;收取全包价% 利用自己的车队运输 ,!4 ,! ,-! ,-! 运输是%的一种辅助活动

%向;收取运费% 但利用自己的车队运输 ,44 ,4 ,,4 !! ,-! 运输是%的一种次要活动

%向;收取全包价% 但利用<运输 ,!4 ,! ,-! ,-! <的生产活动是%的中间消耗

%向;收取运费% 但利用<运输 ,44 ,4 ,,4 !! ,-! <的生产活动是%的中间消耗

;利用自己车队运输 ,44 ,4 ,,4 ,,4 运输是;的一种辅助活动

;利用<运输 ,44 ,4 ,,4 ,,4

;买了两件产品% 从 %那里买

了 ,,4% 从<那里买了 !!

!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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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 有必要考虑把向海关申报的产品和

其他国际贸易产品分开# 同时还需要单独

考虑与转口货物及海外加工货物有关的运

输服务#

未包括在海关记录中的产品

!."0- 在缺少海关记录情况下% 必须通过调查和

其他资料来源获取有关的信息% 并且通常

要记录实际交易发生时的价格# 前面对国

内货物运输的分析% 也可以类似地应用于

国际运输# 当供给方 !出口商" 负责把货

物运给进口商% 货物的价值将包括运费#

当购买者 !进口商" 负责运输时% 货物的

价值不包括运费% 运输部分要作为一项单

独的服务购买# 无论哪一个单位负责运输%

货物的价值对进口商和出口商来说% 都是

相同的# 这是与下面即将讨论的海关商品

贸易统计中所使用的估价之间的一个重要

区别#

!."0. 继续使用之前提到的那个例子# 如果 %和

;是不同经济体中的常住单位% 只要 %负

责为;运送货物% 从%出口的价值 !相应

的就是;进口的价值" 中就包括了运输因

素# 如果;负责运输% 那么无论是 %出口

的价值% 还是;进口的价值% 都不包括运

输价值#

!."0/ 如果由第三方 <承担运输% <的常住性对

于决定进口和出口的总价值就是非常重要

的# 如果<和%属于同一经济体% 并为 %

提供服务% 这就是 %所在经济体的国内交

易# 然而% %的出口货物价值将会反映这

个事实% 其中必须包括从 <购买的服务的

价值# 如果<和%属于同一经济体% 但为

;提供了从 %运货到 ;的服务% 那么意味

着<也向;提供了出口% 但要记录在运输

服务出口中% 而不是货物出口#

!."00 如果<和;属于同一经济体% 并和%签订

合约给;运送货物% 那么% 就要视为 %所

在经济体从 ;所在经济体进口了运输服

务% 它要包括在从 %到 ;的出口价值中#

如果<是和;签订合约来运送货物% 那么

即使<是在国外的领土上运营% 收集和运

送货物% 这也是;所在经济体内的国内交

易#

!."01 如果<属于与%和;都不同的另一个经济

体% 那么% 对%提供的服务构成了 <所在

经济体对%所在经济体的服务出口% 从 %

到;的出口货物价值应包括这个服务进口

费用% 正如前文应包括国内交易价值一样#

如果<和;签订合约来运送货物% 那么费

用就是<所在经济体到 ;所在经济体的服

务出口#

!."02 正如国内运输的那个例子一样% 货物价值

是否包括运输费用% 取决于进口商或出口

商谁负责运输# 这等同于所有权变更是发

生在货物从%运到;之前还是之后#

包括在海关记录中的产品

!."03 在绝大多数国家% 货物进出口的绝大部分

信息都来自于海关申报单# 这些申报单是

为了行政管理的目的% 也就是为了征收进

口和出口税而编制的' 因此用于国民核算

或者国际收支时并不那么理想% 但是由于

其可得性以及估价的一致性% 目前也还都

在使用它#

!."14 在海关申报中% 进口通常是以物品进入进

口国时的 <6:!到岸价格" 来估值的 !也

就是说其中包括了货物成本$ 保费和运

费"# 作为标准% 这种估价方式不考虑 <6:

中的各种成分是否由国内企业提供% 因为

进口关税是按 <6:估值征收的# 它也不包

括从进口经济体国界把货物运到进口商预

定地的运输费% 而这种运输服务的提供者

可能是常住单位也可能是非常住单位# 出

口是以离开出口国时的 :N; !离岸价格"

来估值的# 它包括了从出口商厂房到出口

经济体边界的运费# <6:B:N;的估价原理

在于% 普遍的情况是货物要由船从一个国

家运送到另一个国家% 因此可以合理地假

定% 上船前或卸货后的运输将由相关经济

体内的常住运送者承担# 这个假定在海运

和航空运输中依然适用# 但对于通过陆路

运送的货物% 即通过一辆车就把货物从出

口方运送到进口方并不在国境上停留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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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这一假定并不令人满意#

!."1! 正如已经提到的% 如果是出口商和运送者

!不论运送者是哪个国家的" 签订合约%

那么运费就已包括在进口货物的价值中'

尽管将其称为<6:% 但对 #$%来说这没什

么用处% 因为它是进口货物成本的一个合

法组成部分% 不应该被认为是运输服务的

单独进口# 如果运输合约是与出口方的非

常住单位签订的% 那就是为出口商提供了

运输服务% 这要作为出口经济体的服务

进口#

!."1, 如果是进口商和非常住运送者订立了合约%

那么就发生了服务的进口% 对 #$%来说%

最好是能够把按 <6:计算的价值区分为货

物价值和运输服务价值两部分# 如果进口

商自己运送或者和本经济体内的一家单位

签订运送合约% 那么实际上没有发生服务

的进口% 即使进口货物以 <6:记录时会显

示出这部分进口# 为了抵消这一部分% 需

要虚构一个同样数量的服务出口% 以修正

货物和服务的经常项目差额#

三角贸易货物的运输

!."1- 三角贸易是指e经济体的单位从f经济体

购买货物然后向 c经济体出售的过程# 货

物从法律上来说变更了所有权% 但却没有

实际进入所有者的经济体系内# 按照惯例%

转售货物的获得应记录为负的出口# 当货

物销售后% 它们再记录为 (正) 的出口#

如果货物获得和出售发生在同一核算期%

其差值记录为出口的增加# 如果当期只发

生了货物的获得% 那么负的出口就会被转

售货物的存货增加所抵消% 即使这时那些

货物还留在国外# 在下一个核算期% 货物

被出售时% 其销售所发生的出口% 被存货

的减少所抵消# 通常% 存货的减少应该以

当时的价格估算% 由于价格变化而导致的

价值增长应记为持有损益#

!."1. 从f到 c的货物运输服务% 可能是由 e$

f或者c经济体内的单位支付费用% 其记

录原则应与前面提到的原则一致# !有关

三角贸易的更多内容可参见第 ,0 章"#

海外加工货物的运输

!."1/ e经济体把货物运到 f经济体进行加工%

但是没有改变货物的所有权% 加工后它们

又返回到e经济体% 这既不记录为货物从

e经济体到f经济体的出口% 也不记录为

f经济体到 e经济体的出口# 如前所述%

只把加工费记录为f向 e的服务出口# 然

而% 需要考虑货物从 e运送到 f% 以及从

f运回 e的运输费用# 这段路程上的费

用% 不包括在货物自身的价值中% 必须记

录为运输服务# 如果 e负责货物的往返运

输费用% 除非运输是由e或者 e所在经济

体的另一常住单位提供的% 否则这部分费

用是e的进口# 如果f负责货物的运输费

用% 除非运输是由f或者 f所在经济体的

另一常住单位提供的% 否则这部分费用是

f的进口# 当 f负责运费 !单程或往返"

时% 费用将包含在商定的加工费中% 进而

也将包含在f向e出口的服务价值中#

供给使用表中对运输加价的记录

!."10 在供给使用表中% 必须二者择一& 要么将

按基本价格计算的供给项调整为按购买者

价格计算% 要么将按购买者价格计算的使

用项调整为按基本价格计算% 因为平衡表

的双方必须以同一价格表示# 通常在编制

使用表时% 至少最初是按购买者价格计算

的# 正如表 !."- 所示% 不论货物如何从卖

方运到了买方% 价值通常是一样的% 其中

唯一的例外情况是% 买方使用自己的资源

取回了货物# 但是% 在使用表中记录运输

服务的方式% 严格来说将取决于运输服务

是如何提供的 !利用自身的资源还是第三

方的资源"% 以及由谁提供的 !买方还是

卖方"# 表 !."- 所示就是对应不同情景的

不同记录方式#

!."11 供给表中货物进口是以基本价格记录的%

随后加上各种税和加价# 并没有一个普遍

适用的方法用于估计进口货物的基本价格#

下面的建议应该注意#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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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数据并非来自海关记录% 则假定使

用实际交易价格作为基本价格% 这时需

要弄清运输服务是否在发票中单列# 如

果是的话% 基本价格就未包括运输费

用' 如果不是的话% 基本价格就包含了

运输费用% 此时购买者价格和基本价格

之间的差异就仅仅是购买者支付的税#

*"如果数据来自海关记录% 同时货物出口

方负责运输费用% 以基本价格计算的货

物价值中就包括了运输费用# 在这种情

况下% <6:近似于基本价格 !除非假定

由国内运送者负责从出口国的边境运送

货物"# 购买者价格与基本价格的差异

仅在于由购买者支付的税的净额#

+"如果数据来自海关记录% 同时货物进口

方负责运输费用% 以基本价格计算的货

物价值中则不包含运输费用# 在这种情

况下% :N;近似于基本价格 !近似相等

是因为从原产地到出口国国界的运输费

会包括在:N;中"# 购买者价格和基本

价格的差异就在于发生的运输费用% 以

及购买者支付的税的净额#

5"从海关申报单中判断哪个单位负责运输

费用或许是不太可能的% 而且即使可

能% 理论上来说% 也应该将运输费用从

货物价值中单独区分出来% 但在实践中

却可能没有相关信息和数据来源进行此

种区分# 在这种情况下% 只能对进口的

<6:按货物类型分解# 假如货物进口使

用了经分解的 <6:数据% 那么% 也包括

在服务进口中的运输和保险费用将被重

复计算#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出现% 所以

要在供给表中插入一个调整列# 该调整

列由对运输服务和保险服务这两个项目

的减值组成% 等于对这些项目的 <6:B

:N;调整% 同时要对货物进口进行一次

抵消性总调整# 表 !.". 给出了进行此

类调整的一个例子#

产品税和产品补贴

!."12 增加了经济体可用产品价值的产品税和产

品补贴% 正是那些在第 1 章中提到的产品

??

表 !.$." 一个例子" 对供给表中进口项

进行,82H2I%调整

<6:B:N;调整 货物 服务

农业$ 林业和

渔业产品 !4"

-1

矿石和矿物% 电$

气$ 水 !!"

0!

制造业产品 !,]." ,2.

建筑 !/"

贸易$ 住宿$ 餐饮$

运输服务 !0"

@0 0,

金融保险 !1% 不包

括 1,]1-"

@. !1

房地产服务$ 租赁

服务 !1,]1-"

商务和生产服务 !2" /

社 区 和 社 会 服 务

!3,]3-"

其他服务 !3.]33"

公共管理 !3!"

<6:B:N;调整 !4 @!4

常住者在国外的购买 ,4 ,-

合计 4 -3, !41

税和产品补贴# 其他生产税包括在以基本

价格计算的产出中% 而其他生产补贴不包

括在内% 因此% 此类税收调整数据不会干

扰基本价格和购买者价格估价#

!."13 #$%中% 增值类税包括真正的增值税和类

似于增值税的可抵扣税# #$%建议% 产出

价值 !即使以生产者价格计算" 不包括生

产者单列在发票上的增值税% 进口的价值

也同样不包含发票单列增值税# 对于中间

使用和最终使用% 所记录的货物服务购买

也只包括不可抵扣增值税#

!."24 哪些增值税通常是可抵扣的$ 哪些是不可

抵扣的% 以及哪些是不征收增值税的% 其

一般情况可表述如下&

可抵扣增值税的情况&

!

绝大部分中间消耗

!

绝大部分固定资本形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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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存货变化

不可抵扣增值税的情况&

!

绝大部分最终消费支出

!

部分固定资本形成

!

部分存货变化

!

部分中间消耗

不征收增值税的情况&

!

出口

!

增值税率为零的货物或服务% 不论其用

途为何

!

无须进行增值税注册登记的生产者 !小

规模企业或类似生产者"

!."2! 当产出以基本价格计算时% 税收这一列包

括了对产品征收的全部的不可抵扣增值税$

进口税和进口关税 !不含增值税"$ 出口

税及产品税 !不含增值税$ 进口税和出口

税"# 当产出以生产者价格计算时% 税收

这一列只包括进口税和进口关税 !不含增

值税"% 加上对这些产品征收的全部的不

可抵扣增值税#

!."2, 补贴记录为负的生产税或负的产品税# 在

??

估计供给时% 只有产品补贴 !如果有的

话" 能进入税收调整这一列% 它们以负号

出现% 表示它们减少了而不是增大了购买

者价格#

!."2- 表 !."/ 所示内容来自表 !."!, 这一完整供

给矩阵中的第 - 列和第 . 列% 是与产品税

和产品补贴有关的调整#

表 !.$/" 一个例子" 调整供给

使其包含产品税净额

产品税 产品补贴

农业$ 林业和渔业产品 !4" / @-

矿石和矿物% 电$ 气$ 水 !!" /

制造业产品 !,]." 3. @/

建筑 !/" !1

贸易$ 住宿$ 餐饮$ 运输服务 !0" /

金融保险 !1% 不包括1,]1-" 4

房地产服务$ 租赁服务 !1,]1-" 4

商务和生产服务 !2" !!

社区和社会服务 !3,]3-" 4

其他服务 !3.]33" .

公共管理 !3!" 4

合计 !.! @2

,"? 使用表

!."2. 使用表可以认为是一张包括四个象限的矩

形表% 两个象限在上方% 两个象限在下方#

左上方的象限% 是一个表示不同生产单位

对不同产品使用情况的子矩阵# 换句话说%

这个象限是由中间消耗构成的% 行表示产

品% 列表示产业# 右上方的象限% 包括一

个表示最终消费者对不同产品使用情况的

子矩阵$ 一个出口子矩阵和一个表示不同

产品资本形成的子矩阵# 这三个子矩阵合

计起来就是最终需求# 左下方的象限% 是

关于增加值的一些信息% 它分为雇员报酬$

营业盈余总额或混合收入总额$ 生产税减

补贴% 是收入形成账户的要素# 这五个子

矩阵均会在下文阐述# 右下象限是空的#

!."2/ 使用矩阵的上半部分 !中间需求和最终需

求象限" 可以用购买者价格或者基本价格

来估算# 本节讨论以购买者价格估算的子

矩阵# 以基本价格估算的使用表以及物量

使用表将在'节讨论#

!."20 把左边的两个象限 !中间消耗象限和增加

值象限" 结合起来看% 即从列向来看% 每

一列都与一组生产单位有关 !其分类水平

比企业组更细"% 可以提供其生产账户和

收入形成账户的信息以及其他信息# 其他

信息主要包括每个生产单位组的资本形成

和雇员人数# 这些问题也会在'节讨论#

!$ 生产单位使用的产品

!."21 记录每类生产单位对特定产品使用情况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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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矩阵 !表的左上象限" 一直以来被认为

是供给使用表和投入产出表中最受关注的

部分# 它刻画了产品是如何转化为更复杂

的产品% 用于进一步的加工$ 或销售给最

终使用者或者出口的# 与表示生产单位所

生产产品的供给表或制造矩阵相比% 使用

表之子矩阵 !有时称为 (投入矩阵)" 相

对比较密集# 对同一产品的市场生产者$

自给性生产者和非市场生产者来说% 其投

入模式彼此之间可能很类似% 但其间差异

也足以说明这三种生产的不同特性#

!."22 中间消耗的定义以及与劳动使用$ 资本使

用支付的区别% 与第 0 章的解释是一样的#

!."23 编制这一子矩阵通常要从基层单位提供的中

间消耗信息开始# 这些信息可能是按照其使

用目的而不是商品种类来分类的# 基层单位

的中间消耗采用按目的划分的生产者支出分

类 !<N(("% 它包括六个主要类别% 其中仅

有一类与当前生产技术有关# 其他五类包括

了对大部分基层单位都通用的更一般的类

别% 例如市场和人力资源开发支出# 第 ,3

章会作为卫星账户对这些细节进行讨论#

!."34 如果这些信息就是提供给编制者的全部信

息% 那他就必须考虑到不同类型生产单位

的差异% 判断每一类下应包括哪种类型的

产品#

!."3! 重要的是要牢记对子矩阵中数据的解读#

行合计数表示某种产品中有多少被生产单

位用于中间消耗# 列合计数表示某一类生

产单位用作中间投入的各类产品的合计#

这两个合计项的大小绝对没有任何联系%

但对那些不熟悉供给使用表特点的人来说%

常常会将这两个概念混为一谈#

!."3, 表 !."0 所示来自使用矩阵的第 !0$ ,4$

,- 和 ,. 列% 其中包括了各类生产的中间

消耗# 它与表 !."! 形成了一个对照% 表

!."! 摘录了表 !."!, 之供给部分中的同样

几列# 表 !."! 显示出% 制造业中的市场生

产者生产了绝大多数的工业产品' 而表

!."0 则显示% 三类生产者都使用了工业产

品% 制造业仅使用了大约一半的制造业产

品# 尽管这一比例是由这一例子算出来

的% 但通常都能观察到这一现象#

表 !.$0" 使用表之中间消耗部分" 删简版

市场

生产

为自身最终

使用的生产

非市场

生产

合计

农业$ 林业和

渔业产品 !4"

2, ! / 22

矿 石 和 矿 物%

电$ 气$ 水 !!"

,42 4 3 ,!1

制造业产品 !,]." 212 -, 24 334

建筑 !/" ,, 4 !2 .4

贸易$ 住 宿$ 餐

饮$ 运输服务 !0"

!!4 4 3 !!3

金融 保 险 ! 1%

不包括 1,]1-"

10 / ,- !4.

房地产服务$ 租

赁服务 !1,]1-"

-3 4 !2 /1

商务和生产服务

!2"

!1! !, -3 ,,,

社区和社会服务

!3,]3-"

, 4 -, -.

其他服务 !3.]33" 0 4 . !4

公共管理 !3!" 4 4 , ,

合计 !/3. /4 ,-3 !22-

($ 用于最终消费的产品

!."3- 正如第 3 章所述% 进行最终消费的单位有

三类& 即住户$ $(6#7和一般政府# 编制

使用表该子矩阵的方式说明% 这三类消费

者最终使用的产品是类似的% 但各自却是

从不同的分类开始的#

!."3. 住户消费信息一般来自住户调查# 在这些

调查中% 住户支出分类是根据个人消费目

的分类 !<N6<N(" 来进行的# <N6<N(将

住户支出分为十大类% 例如食物$ 服装和

住房# 这些对于分析住户有多少必需性消

费是非常有用的' 它也是确定消费者价格

指数之权重的基础% 但是它不是以使用表中

需要的形式出现的# 因此% 必须做一张转换

表% 来说明所购买的产品应归为食品还是服

装# 需要注意的是% 住户调查会包括住户

在国外的支出% 例如度假% 这必须从供给

使用表中的国内经济需求中分离出来#

!."3/ $(6#7的消费支出使用了类似的方法% 但

它基于 $(6#7的目的分类 ! <N($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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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6按照其目标将 $(6#7分为不同类

别% 例如是否承担研究和科学服务$ 教育

服务% 或者是否是宗教协会# 根据这些信

息% 有可能确定 $(6#7的主要花费是用在

经营有少数付酬雇员的办公室上% 还是用

于获取要转移给住户的货物服务上#

!."30 一般政府消费支出使用的分类是政府职能

分类 !<N:N&"# 这个分类和 &:#9,44!

的建议一致% 是将政府支出按标准职能细

分% 如一般公共服务$ 国防$ 司法等# 与

$(6#7的分类一样% 了解了职能类型% 可

以将支出在中间消耗和其他支出之间进行

分配% 并将中间消耗分配到具体的产品类

型上#

!."31 如果有可能% 把一般政府 !如果合适的

话% 也包括$(6#7" 这一列区分为个人消

费支出和公共消费支出是有用的% 这样就

可以计算实际消费而不仅是消费支出% 正

如第 3 章所述#

!."32 如果这些项目是以购买者价格编制的 !这

正是本节的假设"% 就不会有批发零售服

务消费这一项% 因为它们已包括在其所服

务的产品支出中# 同样地% 为产品支付的

税也已包括在购买者价格里% 不会单独表

示出来# !同样的判断也适用于用作中间

消耗和资本形成的产品% 但是在用作最终

消费的产品中更加明显#"

!."33 表 !."1 所示来自使用表的最终消费部分

!表 !."!, 的列 -4$ -!$ -, 和 ,3"# 住户

自给性生产这一项包括虚拟估算的自有住

房租金# 住户非市场生产支出这一项显示

住户对政府和 $(6#7以象征性价格所提供

项目的部分支付#

+$ 用于资本形成的产品

!."!44 需要考虑三种类型的资本形成& 固定资本形

成总额$ 存货变化$ 贵重物品获得减处置#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4! 将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分配到各类产品上%

??

表 !.$5" 使用表的最终消费部分

住户 $(6#7 一般

政府

合计

农业$ 林业和

渔业产品 !4"

,2 4 , -4

矿 石 和 矿 物%

电$ 气$ 水 !!"

.4 4 4 .4

制造业产品 !,]." /14 4 - /1-

建筑 !/" , 4 4 ,

贸易$ 住 宿$ 餐

饮$ 运输服务 !0"

., 4 4 .,

金融 保 险 ! 1%

不包括 1,]1-"

/- 4 4 /-

房地产服务$ 租赁

服务 !1,]1-"

!!/ 4 4 !!/

商务和生产服务

!2"

.4 4 4 .4

社区和社会服务

!3,]3-"

,! !. ,4. ,-3

其他服务 !3.]33" 2/ 4 4 2/

公共管理 !3!" / , !/3 !00

居民在国外的购买 .- 4 4 .-

非居民在国内的

购买
@,3 4 4 @,3

合计 !4!/ !0 -02 !-33

是使用表中最简单的部分% 因为固定资本

的类别天然就是产品组# 而且% 它们通常

是免除了产品税的% 也不受贸易加价的影

响# 然而% 有些资产会受到资产获得和处

置时所发生的所有权转移费用的影响% 这

些费用需要分配给适当的产品# 例如% 可

能是一项贸易或者运输服务% 也有可能会

是法律服务或者房地产服务***这要取决

于资产的相关情况#

!."!4, 还有一种情况必须注意% 就是现有货物再

次出售给另一个单位应如何处理# !这也

适用于消费支出% 但在此处描述% 是因为

在固定资本中这种情况更常见#"

现有货物的转售

!."!4- 严格来讲% 认为国内市场可供购买的所有货

物都来自于国内生产或者进口是不确切的#

有些货物已经存在于经济体中% 不过是所有

权发生了变化# 最明显的例子是固定资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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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物和汽车在达到使用寿命之前经常会被

出售# 在这种情况下% 货物的供给不是在供

给表中记为正项% 而是在使用表中记为负项#

!."!4. 例如% 出售一座建筑物时% 出售者记录为

负的固定资本形成% 同时购买者记录为正

的固定资本形成# 这些项目通常不能完全

抵消% 因为还有一些和所有权转让有关的

交易费用# 正如第 !4 章所述% 销售方发生

的所有权转让费用% 应该在销售者拥有该

资产的期间内摊销% 因此到资产出售时%

为获得资产而发生的所有权转让的所有费

用% 应该已被摊销完# 对于购买者% 资产

获得时发生的所有权转让费用% 应记录为

固定资本形成的一部分% 同时应在购买者

预期使用这项资产的期间内摊销# 在这种

情况下% 处置或者获得资产所发生的所有

权转让费用% 被认为是新的固定资本形成#

!."!4/ 固定资产不一定都是销售给同一经济体中

的其他生产者# 例如% 飞机出售到外国是

很常见的事情# 在这种情况下% 飞机的供

给仍然记为负的资本形成% 飞机的使用则

记录为出口#

!."!40 即使一项资产已不能有效地使用% 它还有

残余价值% 例如可作为废品# !但是% 需

要注意的是% 废品收购商的毛利相对于他

们为获得废品支付的价格而言% 通常是很

高的"# 这种情况下% 供给应记录为负的

资本形成% 使用则应记录为废品加工生产

单位的中间消耗# 第 !4 章也解释了为什么

在资产的整个使用期内% 固定资本消耗总

数不等于获得资产时的全值% 而等于资产

获得时的价值减去最终处置的价值***在

此处就是废品的价值# 假如报废时的价值

和资产负债表上即将处置前的残值不一致%

应通过资产其他物量变化账户来调整#

!."!41 二手资产也可能会成为住户的消费支出%

举例来说% 一家租车公司将汽车出售给住

户% 用于娱乐或者消遣#

!."!42 如果一个单位在一个时期处置的资产超过

其获得% 那它的资本形成将是负的# 虽然

这种情况不是很普遍% 但可能性是存在的%

在这种情况下% 生产单位的资本形成数据

也是负的#

!."!43 正如第 3章所述% 这里假设住户在得到产品

时就将其消费掉# 但是对耐用消费品而言%

这种假设并不严格相符% 耐用消费品有可能

在后来出售或者捐赠给其他单位 !例如为

了响应救灾的捐赠"# 在这种情况下% 这些

货物的供给由原所有者记录为负支出% 由新

所有者 !包括国外的住户" 记录为正的使

用# 正如第 2章所述% 向其他单位捐赠的收

入% 是作为转移来处理的% 不会影响到供给

使用表% 因为这里只记录对产品的实物处理#

存货变化

!."!!4 将固定资本形成分配到各类产品上是一项

相对比较简单的工作% 而将存货变化分配

到各类产品上就是一种挑战了# 第 !4 章说

明了 #$%中区分的存货类型% 包括材料和

用品$ 在制品$ 制成品以及转售的商品#

在制品和制成品可以直接分配% 因为它们

所涉及的产品必定是报告存货的单位所生

产的产品# 材料和用品的情况则复杂一些%

有些专属于报告它们的生产单位% 但几乎

所有生产单位都会拥有一些办公用品和清

洁材料% 虽然所占比例也许不大# 但是%

对于转售的商品% 实际上各种货物都会包

括在存货中# 不仅商品品种繁多% 而且用

于转售的货物的类型在不同时期% 甚至是

在同一核算期内% 其变化也是非常大的#

!."!!! 在平衡供给使用表的过程中% 由于存货构

成的不确定性% 再加上存货变化的估价可

能比预想的更不稳定% 结果意味着% 存货

通常是根据平衡供给使用表的需要% 作为

操作过程的约束条件之一间接计算得到的#

贵重物品

!."!!, 作为贵重物品持有的产品的范围是相当广泛

的% 任何有特色的现有产品都可以归入其

中# 举例来说% 古董和绘画名作按其性质都

不是当期的产出# 尽管如此% 作为一种资本

形成% 贵重物品获得减处置的重要性却是有

限的% 而且所发生的主要处置事项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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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的出售活动" 可能是广为人知的#

!."!!- 表 !."2 所示来自使用表的资本形成部分#

表 !.$*" 使用表的资本形成部分

固定资

本形成

总额

存货

变化

贵重物

品获得

减处置

合计

农业$ 林业和

渔业产品 !4"

, ! 4 -

矿 石 和 矿 物%

电$ 气$ 水 !!"

4 @! 4 @!

制造业产品 !,]." !0! / !4 !10

建筑 !/" !34 ,- 4 ,!-

贸易$ 住 宿$ 餐

饮$ 运输服务 !0"

4 4 4 4

金融 保 险 ! 1%

不包括 1,]1-"

4 4 4 4

房地产服务$ 租

赁服务 !1,]1-"

,, 4 4 ,,

商务和生产服务

!2"

! 4 4 !

社区和社会服务

!3,]3-"

4 4 4 4

其他服务 !3.]33" 4 4 4 4

公共管理 !3!" 4 4 4 4

合计 -10 ,2 !4 .!.

.$ 出口

!."!!. 与进口的分类一样% 出口按产品分类需要

在 #6̀<或 7# 编码之间进行同样的转换#

但是% 出口价值是容易得到的% 因为贸易

统计中出口都一致采用:N;来计价# 这种

估价未必与 #$%中的记录完全一致% 因为

估价的时点是到达边境时% 而这未必就是

所有权发生变更时# 与进口估价一样% 理

想的出口估价应该是在所有权从常住单位

转移到非常住单位的那个时间与地点' 但

是% 仍与进口一样% 在目前数据来源情况

下% 唯一实际可行的% 就是假设这种所有

权变更发生在国界上#

/$ 引入增加值

!."!!/ 对每一类产品来说% 使用表上每一行的合计

数% 即中间消耗$ 最终消费$ 资本形成和出

口的合计数% 必定等于供给表中同类产品行

的合计数 !国内生产加上进口% 再加上使

供给表与使用表中之估价保持一致的那些估

价调整项"# 供给表中每一列下方的合计数

表示相关类型生产单位的产出价值# 在使用

表中% 同类生产单位列下方的合计数代表了

该类生产单位的中间消耗# 因此% 很显然%

可以在使用表中记录生产单位的列的下方增

加两行以将它扩展# 第二行是供给表中产出

的价值% 而第一行就是该产出价值与上述中

间消耗的差额% 代表此类生产单位的增加值#

!."!!0 引入增加值和产出对实现供给使用表之重

要目标很关键% 要利用它们来确保账户的

内在一致性# 为了说明这点% 需要回到引

言部分所提到的例子#

!."!!1 假设从住户调查获得的香烟消费数据是准

确的% 同时为了简单起见% 假定香烟没有

出口# 那这个消费数据实际上就确定了烟

草的总使用% 然后减去香烟的进口% 就可

得到国内香烟厂家的产出数据# 这可能会

比香烟制造厂商报告的数据低很多% 编制

者可能会倾向于认为香烟厂商的产出报多

了# 然而% 香烟制造厂的主要中间投入就

是烟草% 而且还有其他关于烟草的产量或

进口的数据# 假定除了中间投入和出口%

烟草的其他使用非常少% 这样% 如果供给

使用表编制者希望支持住户调查的数据%

他就需要面对以下假设& 要么是香烟制造$

烟草生产$ 烟草进口的数据被高估了% 要

么是住户香烟消费的数据被低估了#

!."!!2 假定某个国家是以公共出租车作为个人出

行主要方式的% 然后考虑其出租车服务的

处理# 除了出租车司机所报告的出租车服

务价值之外% 同时还有出租车数量% 以及

申报的汽油或柴油消耗量 !用于出租车服

务可以申请税收减免" 等信息# 为此编制

者需要判断% 这些投入的数据是与住户支

出调查数据更加一致% 还是与司机报告的

产出数据更加协调一致#

!."!!3 在更一般意义上还应注意% 一旦供给使用表

达于平衡% 那么任一货物之最终使用的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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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必定要来自总供给的增加或者是中间

消耗的减少# 如果增加的供给来自于国内生

产% 那么和最终使用增长相匹配的还会有增

加值的增长' 假如增加的供给来自于进口%

那么增加值和&'(都不受影响 !如果考虑

货物的进口税% 或许会有少量的影响"# 类

似的% 中间消耗的任何增长% 如果没有相应

的国内产出增长发生% 必定会导致最终使用

的减少% 同时还有增加值的减少#

0$ 增加值的扩展

!."!,4 在使用表底部添加一行增加值是非常有用

的% 而增加值的各分项更有用% 它记录了收

入形成账户 !第 1 章" 中的所有项目% 表

!."3 所示来自表 !."!, 之使用部分在第 !.$

!1 R,/行记录的与各类生产有关的项目#

5$ 其他变量的补充

!."!,! 除了增加收入形成账户中的项目以外% 还

可以加上与其他变量相关的备忘项目% 以

便于研究基层单位这一层次上的生产情况#

这些变量包括基层单位的固定资本形成总

额和雇员人数# 正如在第 !3 章中讨论的%

最好是记录全职雇员人数% 如果能够得到

这些数据的话#

表 !.$6" 使用表的增加值部分

市场

生产

为自身最终

使用的生产

非市场

生产

合计

中间消耗 !/3. /4 ,-3 !22-

总增加值合计B

?&'(

!.2- 31 !.! !1,!

雇员报酬 !4.! 4 !43 !!/4

生产及进口税减

?补贴
/0 4 , /2

混合收入总额 .0 !/ 4 0!

营业盈余总额 -.4 2, -4 ./,

固定资本消耗 @

?混合收入
/ - 2

固定资本消耗 @

?其他
!02 !0 -4 ,!.

总产出 -411 !.1 -24 -04.

-" 使用表的有关细节

!$ 产业与机构部门的交叉分类

!."!,, 可以把使用表的每一列与生产单位联系起

来% 并将其分配到经济体的某个机构部门

中# !"!#第P类 !金融和保险" 这一列可

以归入金融公司# 非市场产出这一列可以

归入到一般政府或者 $(6#7# 其他列大部

分可以归到非金融公司% 但是其中那些非

法人企业需要归入到住户# 此表提供了供

给使用表和账户序列之间的联系% 因为分

机构部门的合计数和生产账户及收入形成

账户的相关数据是相符的# 第 ,2 章将详细

讨论这张表并给出一个数字例子#

($ 按基本价格计算的使用表

!."!,- 到目前为止% 本章假设供给表和使用表都

是以购买者价格计算的% 这是通过在供给

估价基础上加上一些解释基本价格和购买

者价格之间差异的项目而实现的# 因此%

也可以通过扣减使用表% 得到按基本价格

计算的使用表% 从而使这两张表% 有相同

的估价基础% 这就是本节要讨论的主要内

容# 之所以要采取这样一种困难的方式来

处理% 原因之一是% 这样可以更加方便地

获得供给使用表的物量% 这在下面的内容

中会有表述#

!."!,. 考察按购买者价格计算的使用表的全部元

素% 明显看出它是由如下六个部分构成的&

)"按基本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

*"进口

+"贸易加价

5"运输加价

8"产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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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产品补贴

!."!,/ 为了把使用表转换为以基本价格计算% 表

里的每个单元都必须要分解到这六个构成

项# 这可以看作是建立六张相似的表% 每

张表都只包括其中一个构成项的全部单元#

这和把供给表转化为以购买者价格计算相

比% 需要更多的数据信息' 供给表的转换

只需要六列数% 每一列对应六个构成项中

的一项#

贸易加价

!."!,0 加价服务在 #$%中是一类重要活动# 许多

货物从生产者转手到购买者都需要依靠批

发或者零售# 事实上% 有些货物可能要经

过好几个批发商才能到零售商那里# 另一

方面% 许多服务是由生产者直接提供给购

买者的# 但也不都是如此% 旅行社和一些

体育$ 娱乐活动的售票部门就属于服务

(零售)# 另外% 许多金融工具会用于提供

出售 !和回购" 服务% 以赚取在买入价和

卖出价之间的价差% 外汇交易就是最明显

的例子# 这些价差同时也代表了对顾客提

供的加价服务# 对服务而言% 加价应被视

为相关服务产业所提供的产品之一# 而在

货物情况下% 批发零售服务就是一类独立

的活动% 包括所有货物上的贸易加价# 其

中大部分属于批发零售业的产出% 但有些

可能是作为次要活动提供的#

!."!,1 只要使用表以购买者价格计算% 批发商和

零售商提供的商业服务就不会有单独的使

用发生# 表 !.". 表示% 各种货物价值的增

加正好被贸易加价服务供给的负项所抵消%

因此实际上没有剩余的供给需要在使用表

中解释#

!."!,2 正如第 - 章和第 0 章所述% 批发零售贸易

活动是 #$%强行加入的一种交易组成成

分# 供给使用表可以解释为什么这是必须

的# 假定批发商和零售商控制的所有货物

都首先被记录为运送给批发商或零售商%

然后再记录为由它们提供给购买者# 那么

供给使用表中记录货物的各行将会变得相

当无趣# 几乎所有货物都将被批发商和零

售商使用% 而几乎没有什么会被提供给其

他生产单位$ 住户或政府# 住户消费模式

将会显示出对批发零售服务的大项购买%

却没有对制造业或者农业的购买# 即使把

杂货店从家具店中分离出来% 也不再可能

准确地看出购买了什么食品% 以及出售的

家具是木制的还是金属制的#

!."!,3 因此% 在供给使用表中% 标准的处理方式

是遵从测算批发零售活动产出时所采取的

分解交易的原则# 从批发商或零售商那里

获得的每一件产品% 都被认为是获得了两

个不同的产品& 一个是实物产品% 以生产

者价格估价' 另一个是贸易加价# 货物购

买记为对该货物的使用% 加价记为对批发

商和零售商所提供服务的使用# 但是% 正

如前面提到的% 在供给使用表中% 以这种

方式描述批发零售活动需要大量数据% 因

为不同类购买者会支付不同比例的加价%

这是一种常见现象% 例如住户会比企业支

付更高的加价# 事实上% 即使在住户内部%

同一商场同样货物的加价也可能会由于数

量不同而不一样% 购买大量货物可能会比

少量购买支付更小比例的加价# 因此% 编

表者不得不运用大量的专业知识和判断%

以便在详细产品分类层次上进行这种分解#

运输加价

!."!-4 回顾购买者价格$ 生产者价格和基本价格

之间的差异可知% 运输加价只有在运输服

务是单独开列在发票上时才发生# 如果运

输费用是单独开票的% 就没有必要确定什

么比例% 因为运输服务已经被作为单独的

一件产品来对待了# 但这对于编表者的要

求也还是很高的% 因为当购买者购买超过

一定价值时% 供货方有时候会为购买者提

供免费的运输服务% 但是对于价值量较小

的购买者% 供货方就要收取运费#

产品税

!."!-! 对于同样的产品% 有些使用者 !主要是生

产单位" 的增值税是可抵扣的% 有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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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住户" 是不可抵扣的% 这就是为什么

按购买者价格计算的供给使用表有时难以

解释的原因之一# 与生产单位在使用中的

占比相比% 住户在总使用中的份额会被不

可抵扣的增值税所夸大# 因此% 从购买者

价格估计值中去掉贸易和运输加价之后%

下一步就是要去掉不可抵扣的增值税# 去

掉不可抵扣的增值税对于最终使用来说相

当简单% 但是对于中间消耗来讲可能会比

较复杂% 因为中间消耗产品的增值税绝大

部分是可抵扣的% 但并非全部# 一旦去掉

不可抵扣的增值税% 使用表中的项目就是

以生产者价格计算的了#

!."!-, 对有些国家来说% 最多只能做到这种程度%

然而如果还可以把其他产品税扣除掉% 就

可以得到按基本价格计算的使用表# 在这

么处理的时候% 有必要在使用表中引入新

的一行# 这一行表示生产单位支付的产品

税% 它是按购买者价格计算的中间消耗的

一部分% 这与贸易和运输加价的处理是一

样的# 如果中间消耗里有进口品% 且进口

品在进入经济体时交了税% 则这一行也将

包括一些进口税# 如果产出是按生产者价

格计算的% 在使用表中间消耗部分的税收

行% 不要和出现在使用表增加值部分的那

个税收行相混淆# 增加值部分的那一行记

录的是生产单位提供产品时应付的产品税%

而不是生产单位使用产品时应付的产品税#

产品补贴

!."!-- 如果可以把产品税从使用表的项目中扣除%

那么产品补贴就必须要添加回去# 在补贴

里% 没有和增值税相对应的部分' 因此补

贴的消除应该与产品税***而不是增值税

***的消除相对应#

把国内生产与进口分开

!."!-. 对按基本价格计算的使用表做更进一步细

化% 是把进口与国内生产分开# 在某些情

况下% 如果某种产品只有一种来源% 全部

是进口或者都不是进口% 做这种分离是没

有问题的# 如果产品是从国内和国外两个

渠道获得的% 要把它们分开就很困难# 一

个解决办法是在这样一种分类水平上开展

工作& 在该分类水平上能够判断产品全是

进口或者从不进口' 但总的来说% 要做此

项区分% 需要相当多的专业知识和基于广

博知识的判断#

!."!-/ 表 !."!/ 显示了表 !."!, 的进口部分# 表

!."!4 来自表 !."!/ 的第 ,.$ ,3 和 -/ 列%

分别表示中间消耗$ 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

中所包括的进口品数量#

表 !.$!)" 使用矩阵中的进口部分

中间

消耗

最终

消费

资本

形成

总进口

农业$ 林业和

渔业产品 !4"

,1 !4 4 -1

矿 石 和 矿 物%

电$ 气$ 水 !!"

0! 4 4 0!

制造业产品 !,]." !44 !44 2. ,2.

建筑 !/" 4 4 4 4

贸易$ 住 宿$ 餐

饮$ 运输服务 !0"

-1 ,/ 4 0,

金融 保 险 ! 1%

不包括 1,]1-"

!1 4 4 !1

房地产服务$ 租

赁服务 !1,]1-"

4 4 4 4

商务和生产服务

!2"

4 / /

社区和社会服务

!3,]3-"

4 4 4 4

其他服务

!3.]33"

4 4 4 4

公共管理 !3!" 4 4 4 4

<6:B:N;调整 @/ @- @, @!4

常住居民在国外

的直接购买
.- .-

总进口 ,-1 !24 2, .33

+$ 以物量表示的使用表

!."!-0 供给使用框架不仅可以约束供给和使用的

现价测算% 使之达到平衡' 它还能提供一

种方法% 确保相关的物量测算 !即用其他

年份价格计算" 也是平衡的' 同时现价表

中隐含的价格序列和物量表的价格序列是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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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一致的# 一般而言% 确保相互协调的

最好办法是同时编制以现价和物量表示的

供给使用表#

!."!-1 绝大多数国家都编制了可用于消费者价格$

生产者价格和进出口价格的一整套价格指

数# 关于这些指数的编制方法% 都有国际

指导手册# 开发和利用适当的价格指数去

缩减国民账户的一般问题% 是第 !/ 章要讨

论的主题# 因此% 下面对此做一般性讨论%

仅仅是为了完善供给使用表# 本节主要说

明以物量表示供给使用表需要考虑的问题%

而不是给出详细的编制建议# 为此% 需要

推荐有关的价格手册以及供给使用表和投

入产出表的参考文献% 例如 +欧盟统计局

供给$ 使用和投入产出表手册, !欧盟统

计局% ,442"#

缩减哪一种价格的表%

!."!-2 在编制物量型供给使用表时% 首先要确定

以基本价格计算的表还是以购买者价格计

算的表为基础# 如何选择一直各存争议#

!."!-3 如果以按基本价格计算的供给使用表为基

础% 所有与贸易及运输加价有关的要素%

以及与产品税减补贴有关的因素% 都已经

从按基本价格计算的货物服务中分离出来

了# 令人困惑的是% 以生产者价格指数

!((6" 著称的价格所对应的概念% 并非

#$%中的生产者价格% 而是基本价格# 它

们都不包括贸易和运输加价% 也不受产品

税减补贴的影响# ((6因此看来适用于对

按基本价格计算之供给使用表的行进行缩

减% 因为% 此时使用表中行向各项目比在

购买者价格情况下更具同质性# 但是% 结

果项具有充分同质性% 由此可以将一个单

一价格指数用于每一行% 做此断言还需要

证明其合理性# 另外% 那些与加价和税收

有关的项目必须分别缩减% 由此会同时涉

及一些概念性和实际性问题#

!."!.4 如果在按购买者价格计算的表的基础上来

缩减% 较多的使用项要通过 <(6来完成%

且在加价和税的处理上会较少出现问题#

然而% 虽然 <(6通常是稳健的% 但其基本

假设不一定和供给使用表中的情况完全一

致#

!."!.! 不论是对按购买者价格计算的表还是按基

本价格计算的表进行缩减% 在缩减进出口

时都会遇到难题#

同质性

!."!., 用((6去缩减供给使用表的行% 其理由是%

行向中的元素是充分同质的% 可以整行使

用一个价格指数# 但有以下两个原因说明

情况可能并非如此#

!."!.- 对按购买者价格计算的表来说% 其行向上

的元素当然不是同质的% 因为它们不仅包

括了贸易和运输加价% 同时还包括了税减

补贴# 如前所述% 对不同使用者而言% 即

使是同一产品% 这些项目所占比重也可能

是不同的# 去掉这些项目无疑可以减少那

些引起不同质的原因% 但不可避免地要加

入一定程度的估算% 因此% 有些非同质性

因素仍然会保留在其中#

!."!.. 非同质性的另一个原因是汇总# 即使供给

使用表已经将产品分为特别多的类别% 但

每一行还是会有相当程度的汇总# 即使把

螺丝钉从其他金属制品中分离出来% 但是

螺丝钉的价格还是会由于长度$ 直径$ 钉

头类型和使用材料不同而有差异# 显然%

要把这些各种类型的螺丝钉再做区分是不

太可行的% 而且% 把螺丝钉和钉子或者其

他金属建材分开实际上已经很难做到了#

因此% 非同质性问题是不可避免的% 但可

以减少非同质性% 为此需要在确定供给使

用表中的产品类别时% 考虑 ((6的分类详

细程度#

<(6的适用性

!."!./ 消费者价格指数 !<(6" 适用于缩减在一

定分类水平上的以购买者价格计算的住户

消费# 用来编制 <(6的权重通常不完全和

隐含在住户消费支出列中的权重一致# 这

是由于<(6的权重和以往的年份有关% 同

时还有一些支出类别并不包括在内#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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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自于住户调查# 住户调查通常不包

括最富有和最贫穷的住户% 于是其覆盖面

就不如供给使用表中的住户消费数据全面#

正如上文所述% 对表进行平衡% 可能会引

起对来自住户调查的一些内容的修正# 例

如在烟草制品的例子中% 理论上来说% 对

于<(6的权重也要作适当的调整' 但是在

其他一些情况下% 可能未进行这种 <(6权

重的匹配调整#

进出口

!."!.0 进口价格指数可能比较成问题# 许多国家

依赖于单位价值指数% 其中没有充分考虑

质量变化的影响# 即使可以得到真正的进

口价格指数% 要将价格指数的详细程度与

供给使用表中产品的详细程度相匹配也是

一个问题# 而且% 正如在讨论正确进行进

口估价时所提到的% 进口价格指数不可避

免地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对于不同的购买

者% 支付贸易和运输加价有不同的假定#

在出口价格中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情况#

对于同样的产品% 出口价格和 ((6的差别

在于% 出口价格是以在经济体边界的价值

来衡量的% 而 ((6则是在产品离开工厂时

衡量的#

贸易和运输加价

!."!.1 贸易和运输加价也需要用物量来表示# 如

果该加价在当年购买者价格中所占比例和

基年相同% 那么该加价的物量指标就和所

讨论的支出物量成比例% 物量和价格的变

化与加价所附着的产品变化是一致的# 但

是% 由于不同的费用比率% 也由于产品组

的分类变化% 加价费率从基年到当年是经

常变化的# 估计加价物量指标的方法可以

参考<(6和((6手册#

产品税减补贴

!."!.2 计算税减补贴之物量指标有不同方法% 这

要取决于征税的方式#

!."!.3 假如税额是基于某项价值量的一定百分比

计算出来的 !从价税"% 例如增值税% 那

物量指标的计算就和贸易和运输加价的物

量指标测算方法一致#

!."!/4 有些税是按照购买数量来征收的% 这被称

为从量税% 消费税通常就是这样征收的#

对于这些税% 物量效应被严格限制为所购

买项目的数量变化% 从量税税率的任何变

化都应属于价格提高# 从量税的价格提高

幅度可能与通货膨胀的一般水平相一致%

但很多时候则是完全不同的% 比如在政府

想抑制发生在诸如烟草或酒精等项目上的

支出时#

!."!/! 税收体制的变化意味着% 从某一年到下一

年的征税范围会发生变化% 有些税消失了%

另一些则代替了它们# 物量序列意味着不

仅要使用基年的价格% 同时还要使用基年

的税收结构# 因此某一项目的物量序列可

能会包括一些该项目现价中不包含的税收

成分% 或者是现价中的某些税收成分并不

造成对物量序列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

购买者价格指数仍是有用的% 但 (税收价

格指数) 的概念是毫无意义的#

!."!/, 产品补贴不像税那样普遍% 但是如果存在%

则其物量指标应该使用同样的原则来计算#

增加值

!."!/- 在 #$%中% 像增加值这样的平衡项被认为

是没有价格和物量维度的# 然而% 运用平

衡项方法% 通过账户中其他项目物量估计

值推导出的数据% 可以视为 (不变价) 增

加值#

!."!/. 假定存在一套 ((6可用于使用表中各行的

缩减% 那么% 它们同样可以用于供给表中

的各行% 这样% 各列合计数就提供了产出

的物量数据# 从中扣除中间消耗的物量数

据 !通过对使用表中各产品行进行缩减得

到"% 则各类生产单位的增加值作为剩余

项就可以被计算出来# 这个剩余项就是

(不变价) 增加值# 用现价增加值除以不

变价增加值% 就可以得到关于增加值的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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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缩减因子#

!."!// 许多分析人员都在研究如何更明确地缩减

增加值# 如果能够得到足够的按工人分类

的工资率和雇员人数信息% 就可以计算出

雇员报酬的物量# 津贴应被视为非工资报

酬的变动% 同时它也是全职员工和兼职员

工之间的一个差异% 但是对报酬做缩减在

理论上还是有一些问题#

!."!/0 为了缩减生产税净额% 必须了解征税的基

础#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生产税与生产过

程中所使用的部分或全部雇员人数或资本

不无关系# 至于产品税% 在计算物量指标

变动时可能同时兼具价格因素和数量因素#

!."!/1 不变价营业盈余和不变价混合收入数据可

以用不变价增加值减去雇员报酬和生产税

净额的物量值来得到# 然而% 资本服务法

的倡导者们建议% 应在测算营业盈余时采

取一种更直接的方式得到不变价营业盈余#

这种方法不是 #$%中的一个标准部分% 第

,4 章会对此进行描述#

=$ 一个数据例子

!$ 一张完整的供给使用表

!."!/2 表 !."!, 是一张完整的供给使用表# 最上

面部分是供给表# 第一列是以购买者价格

计算的总供给# 紧随其后的数据首先是贸

易和运输加价 !见表 !.","% 然后是产品

税减补贴 !见表 !."/"# 从按购买者价格

计算的总供给列的各项中扣除这些相应项%

就可得到按基本价格计算的总供给% 它被

置于随后的一列# 紧接着就是该表的最大

组成部分% 即按国内生产单位类型分类的

产品供给# 它是表 !."! 的扩展表式# 在供

给表的最右端是进口的信息% 对应着表

!.".#

!."!/3 表 !."!, 的中间部分是使用表的产品部分#

第一列是按购买者价格计算的总供给% 和

上面供给表的那一列完全一致# 接下来的

三列在使用表中是空白的# 然后是按生产

单位类型分类的产品使用详细信息# 这是

表 !."0 的扩展版本# 出口$ 最终消费和资

本形成各列紧随其后% 它们对应着表 !."1

和表 !."2#

!."!04 在使用表产品部分下面是增加值部分# 税

和补贴这两列显示了生产税和生产补贴的

信息# 各类生产单位收入形成账户的细项

记录在其中间消耗产品的下面# 这些项目

对应着表 !."3 中的概要信息# 表中还显示

了按生产单位类型分类的资本形成信息和

雇员信息# 在出口$ 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

各列下面没有这些项#

($ 加价和税

!."!0! 在表 !."!, 内% 第 - 行显示以基本价格计

算的制造业产品价值是 !332# 从此价值中

扣除生产补贴 /% 加上税 3. 和贸易运输加

价 1.% 就可得到按购买者价格计算的制造

业产品价值 ,!0!# 在表 !."!, 的使用部分

中% 全部价值 ,!0! 就是这样计算得到的#

这意味着% 加价 1. 不是作为对贸易和运输

业的直接需求% 而是按照这种方式来处理

的# 因此% 在该表供给部分的第 / 行中%

这些加价显示为贸易和运输服务供给的抵

消项 !各种农业产品$ 矿石$ 矿物也有加

价 ,"% 所以第 ! 列所示的按购买者价格计

算的贸易和运输加价总数% 少于第 / 列中

以基本价格计算的总数#

!."!0, 在供给表的最右边部分% 显示了包含在进

口中的加价是如何处理的# 它假定只能得

到以<6:计价的货物进口# 但在国际收支

平衡表的服务进口数据中% 数据 0 和 . 是

包括在这些产品的服务进口中的# 因此%

第 ,0 列记录的是一些必须的调整# 数据 0

和 . 的负项被该列的调整项 !4 !位于专门

记录<6:B:N;调整的那一行" 所抵消# 反

过来% 这一调整项 !4 又被同一行货物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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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第 ,1 列" 中的负项所抵消#

!."!0- 如果不是这样对加价进行处理% 也可通过

从购买者价格供给使用表的各使用项中减

去这些加价和税% 结果即可得到按基本价

格计算的各使用项# 正如 '节最后一部分

所述% 这通常是进行缩减得到物量表的基

础# 表 !."!- 显示了表 !."!, 中的贸易和

运输加价$ 产品税和产品补贴% 它并没有

按生产类别区分各列% 但是为了方便参考%

表 !."!- !当然也是表 !."!. 和 !."!/" 的

列号% 与表 !."!, 中所使用的列号是完全

相符的#

+$ 按基本价格计算的使用表

!."!0. 表 !."!. 是以基本价格计算的使用表# 它

是通过将表 !."!- 中的所有单元从表

!."!, 的相应单元中扣除而得到的# 由于

篇幅的关系% 这里列出的是不区分市场生

产$ 为自身最终使用的生产和非市场生产

的一张简表% 但是为了方便参考% 列的序

号和完整版本是一致的#

.$ 进口矩阵

!."!0/ 除了可以从表 !."!, 中扣除加价和税以外%

还可以识别由进口而不是由国内生产供给

的那部分并将其分离出来# 为做到这一点%

需要编制一张和表 !."! 及表 !."!. 相似的

矩阵% 但只包括进口# 表 !."!/ 就是这样

一张表# 然后% 可以从表 !."!. 的每一个

单元中将表 !."!/ 的相应单元扣除% 得到

一个仅记录以基本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的

使用# !这个进口矩阵不包括与进口有关

的加价和税% 因此必须从按基本价格计算

的表中扣除% 而不是从按购买者价格计算

的表中扣除#"

!."!00 虽然并未给出仅记录国内使用的完整表%

但表 !."!! 给出了如何通过国内供给$ 进

口$ 贸易和运输加价$ 产品税和产品补贴%

构建出一张可得到按购买者价格计算的总

供给的简表#

表 !.$!!" 以购买者价格估价的五个使用构成项" 按生产单位分组

国内生产 进口 贸易和运输加价 产品补贴 产品税 合计

!"农业$ 林业和渔业产品 !4" /3 ,1 ! 4 4 21

,"矿石和矿物% 电$ 气$ 水 !!" !.2 0! , 4 . ,!/

-"制造业产品 !,]." 122 !44 -/ 4 -, 3//

."建筑 !/" .4 4 4 4 4 .4

/"贸易$ 住宿$ 餐饮$ 运输服务 !0" !!1 -1 4 4 - !/1

0"金融保险 !1% 不包括 1,]1-" 21 !1 4 4 4 !4.

1"房地产服务$ 租赁服务 !1,]1-" /1 4 4 4 4 /1

2"商务和生产服务 !2" ,!- 4 4 4 3 ,,,

3"社区和社会服务 !3,]3-" -. 4 4 4 4 -.

!4"其他服务 !3.]33" !4 4 4 4 4 !4

!!"公共管理 !3!" , 4 ,

合计 !/// ,., -2 4 .2 !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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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续%" 按购买者价格计算的供给表和使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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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章"价格和物量核算

#" 引言

!/"! 第 !. 章介绍了如何编制货物和服务账户以

及如何在供给使用表中细化体现# 货物服

务流量的价值变化可以直接分解为两个组

成部分% 一个反映相关货物服务的价格变

化% 另一个反映其物量变化# 在一个核算

框架 !例如供给使用表所提供的核算框

架" 下编制价格和物量测度指标的优点主

要在于% 它可以对数值的一致性和整个指

标集的可靠性进行检验% 如果经济中每一

个货物服务流量 !包括用物量形式表示比

用现价形式表示更难的非市场货物服务"

都必须包括在内% 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

!/", 在一个核算框架下进行价格和物量测度指

标的另一个优点是% 针对某些重要的平衡

项目可以推导得出其隐含的价格和物量测

度指标# 特别地% 可以通过总产出物量减

去中间消耗物量计算得到实际总增加值%

这就是所谓的 (双缩) 法# 双缩法可以用

在单个企业$ 产业或部门层面# 然而%

#$%的主要目标不是简单地为测算其中主

要总量的价格和物量变化提供指导% 而是

要确保能够对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进行系

统而详尽的分析#

!$ 指数理论

!/"- ;节将对 #$%所应用的指数理论进行概

述% 最近十年% 这一领域得到了显著的发

展# 围绕消费价格指数 !<(6" 和生产者

价格指数 !((6" 的理论与实践% 都出版

了新手册% 包括 +消费价格指数手册& 理

论与实践, !国际劳工组织$ 69:$ N=<'$

欧盟统计局$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 世

界银行 !,44."" 和 +生产者价格指数手

册& 理论与实践, !国际劳工组织$ 69:$

N=<'$ 欧盟统计局$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

员会$ 世界银行% ,44."# +出口和进口价

格指数手册& 理论与实践, !国际劳工组

织$ 69:$ N=<'$ 欧盟统计局$ 联合国

欧洲经济委员会$ 世界银行% ,443" 是关

于出口和进口价格指数 !e9(6" 的更详细

的手册# 为了方便读者% 这些手册是按照

同样的结构编写的# 特别地% <(6手册和

((6手册的第 !. 章以及e9(6手册第 !/ 章

都介绍了这些指数如何与 #$%框架相匹

配#

!/". ;节主题涉及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如何选择

适当的方法编制货物服务流量的跨期价格

指数和物量指数# ;节还考虑了由差别定

价造成的价格差异问题% 即& 如何处理在

同一时期同一市场上以不同价格销售给不

同购买者的货物或服务% 这样的价格差异

应该区别于由质量差异造成的价格差异#

该节还讨论了如何处理随着时间推移而发

生的质量变化% 包括新产品的出现和旧产

品的消失#

($ 价格和物量时间序列

!/"/ <节介绍如何将 ;节所考虑的内容应用到

#$%中% 以及如何获得物量和价格的时间

序列# 此节不仅讨论货物服务账户中的项

目% 还讨论了非金融资产存量如何分解为

物量和价格成分# 进而% 该节还阐述了如

何对 #$%中那些自身不存在价格和物量成

分的各主要总量给予 (实际) 表述的问

3--



题% 举例而言% 通过这样分解% 其结果即

可分析贸易条件对国民收入的影响#

!/"0 和 ;节一样% <节并不是要穷尽所涉及的

全部内容% 而是要对近十年来开发的各种

手册加以回顾% 提取其中的精华% 尤其是

+国民经济核算中的价格与物量测算手册,

!欧盟统计局% ,44!" 和 +季度国民经济

核算手册& 概念$ 数据来源和编制 ,

!69:% ,44!*" 第6e章#

+$ 价格的国际比较

!/"1 大部分价格和物量指数是用来测算随时间

推移所发生的价格和物量变化的% 但它们

也可以用来比较不同区域或国家在同一时

期的价格和物量差异# 为了能够对不同国

家生活水平$ 经济发展或生产率水平进行

比较% 这样的比较是必需的#

!/"2 '节先在理论上讨论这些主题% 然后按照

国民经济核算人员的操作规范进行解释#

+全球购买力平价和实际支出***,44/ 国际

比较项目方法手册, !世界银行% ,442" 介

绍了 ,44/年国际比较项目 !6<(" 的方法#

.$ 更多信息

!/"3 本章的目的只是介绍重要的概念% 以及将

指数理论应用于 #$%之物量序列所需考虑

的问题# 更多信息应该参阅所引用的其他

手册#

;$ 指数理论概述

!$ 数量! 价格和价值

!/"!4 对于每一种货物或服务% 必须找到适合度

量它的数量单位# 货物或服务的单位可能

是离散变量也可能是连续变量% 汽车$ 飞

行器$ 电脑$ 理发$ 阑尾切除术是以离散

或整数单位计的货物或服务% 其数量可以

通过简单地记录单位个数得到# 石油$ 电$

糖和运输是以连续单位计的货物或服务%

这类单位会根据不同特征连续变化% 例如

重量$ 体积$ 能量$ 持续时间和距离# 选

择物体单位及相应于此单位的价格是为了

方便% 例如% 按每吨计的价格是按每千克

计的价格的 !444 倍# 只要价格以与物量单

位一致的方式计% 对于单一同质的货物或

服务% 价值 !&" 总是等于价格 !0" 乘以

数量 !1"% 即& &a0>1#

数量! 价格和价值的可加性

!/"!! 简单地说% 数量$ 价格和价值的可加性包

括几个重要的性质&

)"数量只可以对单一同质产品相加% 例

如% ,4 吨煤加上 ,4 吨糖是没有经济意

义的% 不太明显的是% 如果两种类型的

汽车在质量上不同% 其中一种 !4 辆与

另一种 ,4 辆相加也是没有经济意义的#

*"货物或服务的价格是指一单位该货物或

服务的价值# 价格随所选数量单位的尺

度不同而变化% 在许多情况下% 通过改

变数量单位% 价格即可随之改变% 例

如% 用吨计可以取代用千克计# 价格和

数量一样% 不能针对不同产品或服务进

行相加% 不同产品或服务价格的平均数

是没有经济意义的% 也不能用来度量随

时间推移的价格变化#

+"价值以共同的货币单位形式表示% 不同

产品的价值可以相加# 价值不会因为数

量单位的不同选择而产生差异#

!/"!, 在一个市场系统中% 不同货物服务的相对价

格应该既反映生产的相对成本% 又反映购买

者的相对效用% 无论购买者是用来进行生产

还是用来消费# 相对成本和相对效用会影响

销售者和购买者在市场上打算以此交换货物

服务的比率# 必须有一个不同货物服务的价

值总和% 用以反映在当期通行价格水平上所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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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的货物服务生产和消费选择#

物量! 数量! 价格和单位价值指数

!/"!- 物量指数是指一组货物或服务的数量在两

段时期之间成比例变化的平均数( 和度量

货物服务在一个时期或者其他时期$ 或者

两个时期的相对价值一样% 这种随时间推

移的数量比较必须是针对同质产品的% 不

同货物服务的数量变化必须用其经济重要

性进行加权% 因此% 为了强调必须对数量

进行调整以反映质量变化% 物量一词比数

量更正确$ 更合适#

!/"!. 遗憾的是% 有时% 尤其是在采用海关文档

记录的对外贸易统计领域% 价格和物量指

数方面的数据实际上是不够详细% 或者说

是不适当的# 例如% 可以得到的基本信息

主要限于进口或出口某组产品的单位总数%

或者其总重量 !比如鞋的总双数% 或某种

类型设备的总重量"# 如果单位数或者重

量包括以不同价格销售的不同产品% 在这

样的信息基础上构建的指数不是物量指数#

因此% 这种指数有时被称为 (数量指数)#

相应的 (价格) 指数常常被称为平均指数

或 (单位价值) 指数# 单位价值指数度量

的是非同质并且同时受产品组合及其价格

变化影响的平均单位价值的变化# 因此%

单位价值指数不是度量非同质产品组随时

间推移之平均价格变化的好指标#

($ 价格和物量的时期指数

!/"!/ #$%对指数的兴趣主要在于把价值总量变

化分解为全部价格变化和全部物量变化#

价格指数是某组货物服务两个时期 !比方

说参考期 4 和当期E" 之间价格 !按比例"

变化的加权平均# 类似地% 物量指数是某

组货物服务两个时期 !比方说参考期 4 和

当期 E" 之间物量 !按比例" 变化的加权

平均# 有许多价格指数公式% 在相对价格

或相对数量的权重$ 具体使用的平均形式

!算术平均$ 几何平均$ 调和平均等" 等

方面% 这些公式各有不同# 关于这些公式

的性质和各自的优点% <(6手册和 ((6手

册中有详细的介绍#

拉氏指数和帕氏指数

!/"!0 拉氏指数和帕氏指数是最常用的两个指数

公式# 拉氏价格指数 !2

)

" 被定义为用参

考期 4 的价值份额为权重的相对价格的加

权算术平均'

2

)

3

$

4

53!

0

-

5

0

4

( )
5

6

4

5

3

$

4

53!

0

-

5

0

4

( )
5

0

4

5

1

4

5

$

4

53!

0

4

5

1

4

5

3

$

4

53!

0

-

5

1

4

5

$

4

53!

0

4

5

1

4

5

!!"

这里% 0

4

5

$ 1

4

5

和 &

4

5

a0

4

5

>1

4

5

分别代表 4 时

期5!5a!% .% 4" 产品价格$ 数量和价

值%6

4

5

3&

4

5

7

$

4

53!

&

4

5

代表 4 时期价值份额# 同

样地% 用-作为上标代表-时期#

!/"!1 由 !!" 式可知% 拉氏价格指数是将用于

计算的一篮子产品组合固定在参考期 4 水

平上而得到的价值变化# 类似地% 拉氏物

量指数 !2

.

" 可以定义为每一时期的产品

组成都在更新% 但一直采用参考期 4 的价

格计算从而得到的价值变化% 即&

2

.

3

$

4

53!

1

-

5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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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4

5

3

$

4

53!

0

4

5

1

-

5

$

4

53!

0

4

5

1

4

5

!,"

!/"!2 帕氏指数也有价格指数和物量指数# 帕氏

指数与拉氏指数之间的区别在于两个方面#

帕氏指数采用调和平均而不是算术平均'

物量或价格的固定时期是在当期-# 帕氏价

格指数即为&

)

)

3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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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5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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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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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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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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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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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当期权重或价格的帕氏物量指数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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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拉氏公式和帕氏公式得到

的缩减序列和物量序列

!/"!3 两个时期之间的货币价值变化指数% !

9

3

$

4

53!

&

-

5

7

$

4

53!

&

-8!

5

%反映了价格和数量变化的混

合效应# 使用拉氏指数和帕氏指数时% 只

要以拉氏价格指数与帕氏物量指数相匹配%

就可以将价值变化精确地分解为价格指数

乘以物量指数% 即& 2

)

>)

.

a!

9

% 或者可

以用拉氏物量指数与帕氏价格指数相匹配%

2

.

>)

)

a!

9

# 例如% 以价格指数 !"4/ !代

表 /Q的变化" 乘以物量指数 !"42 !代表

2Q的变化"% 即可得到 !"!-. 的价值变化

!代表 !-".Q的变化"#

!/",4 只要两个时期的当期总价值已知% 同时还

知道价格指数或物量指数中的一个% 就可

以探索应用上述这种关系# 例如% 假设编

制者想要得到物量指数% 用适当的价格指

数去分解 !缩减" 对应的价值变化% 就可

以得到拉氏物量指数和帕氏物量指数% 分

别表示为 2

.

a!

9

7)

)

和)

.

a!

9

72

)

# 由等式

!," 右边所得的 2

.

产生了 -!-a!% .%

/" 时期拉氏物量指数的时间序列&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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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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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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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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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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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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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用共同的分母
$

4

53!

0

4

5

1

4

5

乘以该序列% 即可

得到对应的物量序列&

$

4

53!

0

4

5

1

!

5

%

$

4

53!

0

4

5

1

,

5

%.%

$

4

53!

0

4

5

1

/

5

!0"

这个序列从一个时期到下一个时期的相对

变化与等式 !/" 所提供的有关拉氏物量

指数的相对变化是一致的% 两组序列的差

异只是标量不同***4 时期的价值#

!/",! 正如 !0" 式所解释的% 采用基年价格的

序列很容易理解% 但是% 在国民经济核算

体系中% 如果时期 `很长% 经济结构在此

期间发生了变化% 那么这个序列就不是最

优的了# 例如% 如果按照 !33/ 年不变价测

度 !4 年间的物量变化% 比方说 !33/ 年至

,44/ 年% 那么% 最近几年的物量变化是以

一个很可能已经改变的价格结构为基础的#

更好的办法是改变 ,444 年帕氏缩减因子的

权重 !换基"% 把所得指数与 !333 年的指

数联系起来# 所得到的 !4 年物量序列不再

按照 !33/ 年不变价计% 但却是更具有代表

性的物量指数# 如果资源允许% 更好的做

法是要形成不变价比较的年度双边联系的

序列# 物量序列一词比 (不变价) 更适合

用来表述这样的序列#

拉氏指数和帕氏指数之间的关系

!/",, 在考虑其他替代公式之前% 有必要先确定

拉氏指数和帕氏指数之间的相互关系# 一

般来说% 拉氏指数表示的自基年以来的增

长会高于帕氏指数% 即一般有&

2

)

g)

)

% 2

.

g)

.

!1"

只要相对价格和相对物量 !按价值加权"

是负相关的% 即& 如果价格上涨% 购买的

数量就下降% 反之亦然% 那么% 关系 !1"

就成立# 出价者 !包括消费者和购买中间

投入的企业" 预期价格与购买量存在这种

负向关系% 他们会用那些变得相对不那么

贵的货物服务替代变得相对更贵的货物服

务% 以应对相对价格的变化# 定价企业则

希望价格与购买量存在正关系% 这些企业

会更新产出组合% 生产那些变得相对更贵

的货物服务% 在这样的情况下% 式 !1"

中的不等号就会反过来#

!/",- 假设消费者效用最大化% 这种效用又与所

购买的货物服务组合有关# 理论生活成本

指数 !<N̂6" 定义为在两组价格下使消费

者获得固定水平的效用所需最小支出之比#

如果保持相同的效用水平所需支出增加%

那么<N̂6增长# 拉氏 <N̂6保持参考期的

偏好和效用水平不变% 帕氏 <N̂6则保持

当期的偏好和效用水平不变#

!/",. 拉氏价格指数是理论拉氏 <N̂6的上限%

在<N̂6下% 通过用相对便宜的产品替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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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昂贵的产品% 消费者应该能够保持相

同的效用水平% 而固定篮子的拉氏指数不

允许这种替代# 同理可证明帕氏指数是理

论帕氏<N̂6的下限#

其他指数公式

!/",/ 不同的公式会给出不同的结果% 为此需要

考虑选择指数公式的新方法% 而这又反过

来促使人们考虑新的指数公式#

!/",0 从等式 !!" 和 !-" 的拉氏价格指数和帕

氏价格指数可以很容易看到% 这两个指数

都采用一个数量固定的篮子% 不同之处在

于拉氏指数采用参考期的固定篮子% 而帕

氏指数采用当期的固定篮子# 如果目的仅

仅是度量两个独立时期之间的价格变化%

那么% 没有理由认为用前一期的篮子比用

最近一期的篮子更好% 或者反过来# 从概

念上看% 两个篮子同等重要# 因此不能认

为一个公式比另外一个好% 然而% 两个公

式得到的结果却不同#

!/",1 价格指数的一个折中方案是用一个能够对

称地使用基期和当期数量信息的公式# 基

于此% 费舍指数是最适合的# !有关为什

么的解释见 <(6和 ((6手册的第 !/ 章#"

费舍指数 !:" 被定义为拉氏指数和帕氏

指数的几何平均% 其价格指数和数量指数

分别为&

:

)

a /2

)

0)

)

1

!7,和:

.

a /2

.

0)

.

1

!7,

!2"

!/",2 经济理论假定存在无差异曲线% 该曲线反

映消费者如何对价格变化做出反应以改变

其支出模式# 除非无差异曲线所代表的效

用函数在 4 期和 -期是相同的% 否则该期

拉氏指数和帕氏指数会对应不同的效用函

数# 一般地% 拉氏指数是其潜在效用函数

的上界% 而帕氏指数是其潜在效用函数的

下界% 但是% 这两个效用函数是不同的#

!/",3 为了解决这个两难的局面% 出现了一系列

指数% 被称为超越指数% 它们与效用函数

相对应% 适用于随时间推移由价格变化带

来的数量变化# 费舍指数就是超越指数的

一个代表% 唐氏指数是另一个代表# 唐氏

指数是用两个时期平均支出份额加权的价

格相对数的几何平均# 这样% 唐氏价格和

物量指数被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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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舍指数和唐氏指数出于加权的目的都要

同时使用两个时期的价值份额信息% 都认

为这两个时期的价值份额信息是同等重要

的# 因此% 它们会如人所愿地介于拉氏指

数和帕氏指数之间# 在唐氏指数和费舍指

数以及其他这样的对称指数之间% 其数值

差异是很小的% 需要注意% 唐氏和费舍物

量指数并没有使用一个具体单一时期的价

格% (按照不变价格) 一词对于这样的指

数序列来说是不恰当的' 正确的术语是物

量序列#

!/"-4 上面的分析是从消费者或者购买者的角度

进行的# 经济理论还从生产者角度定义拉

氏和帕氏的边界# 使收入最大化的生产者

希望适应相对价格的上涨而提高其生产的

相对数量# 产生的拉氏*帕氏边界与上面

所描述的恰好相反% 因为生产数量的替代

方向倾向于高于平均价格变化的商品# 不

过用唐氏指数和费舍指数剔除替代偏差仍

然成立#

合意指数的特征

!/"-! 用于缩减国民账户的指数应该满足以下常

被引用的两个特征% 即其必须通过 (时

间互换) 检验和 (因素互换) 检验# 时

间互换检验要求 -期与 4 期比较得到的指

数应该是以 4 期与 -期比较之指数的倒

数# 因素互换检验要求价格指数和物量指

数的乘积应该等于其总价值指数# 如前面

部分所讨论的那样% 拉氏指数和帕氏指数

都不能通过这两个检验# 然而% 根据式

!2" 的定义% 费舍指数可以通过这两个

检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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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舍指数有这许多吸引人的性质% 因此使

它在一般经济统计中得到广泛使用% 为此

费舍把该指数称为 (理想) 指数# 然而%

费舍指数要求同时具备参考期和当期的权

重信息% 这会影响指数的时效性' 它也不

像拉氏指数或帕氏指数那样容易理解#

!/"-- <(6和((6手册在第 !/$ !0 和 !1 章中从非

常宽阔的视角提供了选择指数的各种方法#

!0 章中还包括了支持唐氏指数的随机方

法# 大量的这些工作表明& 所有三种方法

都支持费舍指数' 像费舍指数和唐氏指数

这样的超越指数得到的结果几乎相等% 都

可以用经济理论方法进行判别' 而超越指

数和拉氏或帕氏指数之间的不同或者差异

则是由替代偏差造成的#

实践中的指数

!/"-. 式 !!" 中% 拉氏价格指数的价格和权重

的参考期是一样的& 都是参考期 4% 实际

中% 尤其是对 <(6这样时效性至关重要的

指数% 与价格参考期 4 不同% 权重参考期

应是更早的时期比如 *% 因为从住户$ 基

层单位和其他来源编制指数中使用的权重

结果% 需要花费时间# 按照式 !!" 给出

的拉氏指数会用权重 "

<

5

而不是 "

4

5

# 这个指

数就是fUXKL指数% 和拉氏指数一样% 该

指数也有不满足时间互换检验这一不尽如

人意的性质#

!/"-/ 统计部门常常通过 * 和 4 之间的价格变化

来调整用作权重的价值份额% 得到 Û[8指

数%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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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链式指数

指数的换基和链接

!/"-0 如前所述% 随着时间的推移% 基期相对价

格模式与近期经济环境的相关性会越来越

差% 因此% 继续使用这样的基期相对价格

来测度物量变化变得让人难以接受# 于是%

有必要更新权重# 对于长期序列而言% 对

很久以前的时期使用最新权重% 对当前时

期使用很久以前的权重% 二者都不恰当#

因此% 有必要把旧序列与采用新权重的新

序列通过连乘链接起来# 这是一个简单的

数字运算% 需要同时用旧权重和新权重估

计重叠时期的指数或序列#

!/"-1 实现链接有许多种计算方法# 按新权重计

算的当期指数% 乘以一个由老指数比新指

数所得的链接系数% 即可将新指数转化到

老指数的参考期# 另外% 指数可以把参考

期更改到新权重引入的时期% 以老指数除

以链接系数就可以进行这样的更改# 通过

一个重叠期链接把老序列和新指数链接起

来的过程% 就是所谓的链锁#

!/"-2 无论链锁是为了在新序列中保持早期作为

参考期% 还是为了将旧序列的参考期变到

新参考期% 都必须在组成总量的各个分量

层次上进行***由于非可加性% 必须就每

个组成元素和汇总量分别进行链接#

逐期链锁

!/"-3 权重更新越频繁% 所得到的价格或物量序

列就越有代表性# 每年均采用更新的权重

连续编制两年年度指数% 就可以得到年度

链式指数# 这些 (链接) 是通过连乘实现

的% 由此形成了一个序列# 为了理解链式

指数的一般性质和表现% 有必要首先了解

链式拉氏和帕氏指数与定基指数相比的作

用如何#

链式拉氏指数和链式帕氏指数

!/".4 链接 4 期和-期的链式拉氏物量指数 2

.

是

如下形式的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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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链式帕氏物量指数)

.

% 形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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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量指数公式中的 0与 1互换% 即可得到

链式拉氏和帕氏价格指数#

!/".! 一般地% 如果用链式指数代替定基指数%

拉氏和帕氏指数之间的数值差距可能会大

大缩小# 因此链式指数较之定基指数更有

优势# 然而% 定基指数和相应的链式指数

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一成不变的% 因为这

种关系必须依赖于个体价格和数量随时间

的变化轨迹#

!/"., 如果个体价格和数量随着时间而稳定地上

涨或下跌% 可以看到% 链锁将显著地降低

两个指数的数值差距% 甚至会使差异得到

完全消除# <(6和 ((6手册的第 3 章和 !3

章提供了解释性的例子% 第 !/ 章解释了这

个现象背后的理论#

!/".- 但是% 如果个体价格和数量不稳定% 使早

期相对价格和相对数量的变化与近期恰好

相反% 那么% 链锁指数会比一个简单的指

数造成的后果更严重#

!/".. 总的来说% 支持使用链式拉氏和帕氏指数

的情况多于不支持的情况# 导致相对价格

和数量观测值长期变化的那些潜在经济动

力***比如技术进步和收入增长***常常

不会逆转% 因此% 一般建议对年度价格指

数进行链锁# 受季节性和短期无规律变化

影响% 月度和季度数据中的价格和物量值

常常不如相应年度值稳定# 所以% 在这些

较高频率的指数基础上% 进行链锁就会丧

失优势% 并且% 切不可对没有进行季节波

动调整过的季度数据进行链锁#

年度链锁的季度拉氏指数

!/"./ 可以用年度权重而不是季度权重构建季度

链式指数# 就季度拉氏物量指数而言% 该

指数测度@年度第A季度物量与@@! 年度

平均季度物量相比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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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写字母)和 .代表一年的季度平均值%

而0和1代表具体的季度值# 上标表示年

度 !@" 和季度 !A"# )

@@!

5

表示第 5个项

目@@! 年的平均价格% )

A%@@!

5

表示第 5个

项目@@! 年第A季度的价格% "

@@!

5

表示基

期的价值份额% 即第5个项目在 @@! 年总

价值中的份额# 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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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于是% 季度拉氏物量指数就可以与年度链

锁链接在一起# 对季度数据按年度链接有

两种可选方法& 年度重叠法和季度重叠法#

除了这两种传统的链接方法外% 有时基于

与上年同期相比的变化% 采用第三种方法

! (跨年度方法)"# 在许多情况下% 三种方

法会得出类似的结果% 然而% 如果在相对

数量和相对价格变化很大的情况下% 跨年

度方法会导致链接序列扭曲季节变化模式#

国民经济核算中编制标准的价格统计资料

时% 对于拉氏物量指数% 如果不能使用季

度重叠法% 使用年度重叠法可能更实际%

因为年度重叠法所得到的数据可以直接加

总得到相应的年度指数# 但季度重叠法和

跨年度方法得到的数据则做不到这一点#

季度重叠法可以为每个链接之间提供最平

稳的转换% 与年度重叠法不同的是% 它可

以在每个链接之间***即本年第四季度和

来年第一季度之间***加入一次链接#

!/".1 使用年度重叠法意味着% 每个季度都要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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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上年加权年度平均价格编制估计量% 对

于随后的链接% 采用相应的年度数据提供

链接因子% 按季度数据上调或下调# 除了

按照上年平均价格编制估计量外% 单季重

叠技术还要求对重叠的季度按照当年年度

加权平均价格编制估计量# 对季度数进行

上调或下调的链接因子等于按当年平均价

格与按上年平均价格估计的季度链接之比#

除了按照上年平均价格编制估计量外% 跨

年度技术需要对每个季度按照当年的年度

加权平均价格编制估计量# 然后% 这些物

量序列与上年同期数字相比的变化就用于

外推选定参考期的季度物量序列#

!/".2 将使用单季重叠技术进行年度链接得到的

四个季度物量序列加起来形成的年度物量

序列% 与年度链式物量序列之间是存在差

异的% 这些差异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大#

因此% 按这种方式得到的季度链式物量序

列通常是以相应的年度链式物量序列为基

准% 对季度物量序列的误差进行最小化处

理% 同时达到与年度链式物量序列保持一

致# 关于这方面的讨论见 +季度国民经济

核算手册, 第_6章#

!/".3 如果年度物量序列源于供给使用表中的平

衡项数据 !如<节建议的那样% 此数据以

上年价格表示"% 那么标准的做法是以年

度平衡项估计量为基准% 调整相应的季度

数据# 基准化消除了季度和年度链式物量

序列之间的所有差异% 包括由使用季度重

叠法引起的差异#

!/"/4 最后% 将采用季度重叠法的链接与基准化

结合% 来剔除季度和年度数据之间的所有

差异% 以得出最好的结果# 然而% 在许多

情况下% 年度重叠法也可能会得出类似的

结果# 应该避免使用跨年度方法#

链式拉氏指数还是链式超越指数-

!/"/! 如前所述% 当价格和数量随着时间推移而

平稳变动时% 拉氏指数和帕氏指数之间的

数值差距可能会通过链接而大大缩小# 在

这种情况下% 选择指数公式就不那么重要

了% 因为所有的相关指数都在拉氏和帕氏

指数的上限和下限之间# 尽管如此% 如果

选择诸如费舍指数或唐氏指数这样的能够

对称地处理两个相比较的时期的指数% 仍

然有其好处#

!/"/, 这样的指数很可能更接近于以潜在的效用

函数或生产函数为基础的理论指数% 即使

链接可能减少了它们在这方面相比拉氏指

数或帕氏指数的优势# 当价格和数量出现

波动时% 一个链式对称指数% 例如费舍指

数或唐氏指数% 也有可能起到较好的作用#

然而% 链式拉氏指数不需要当期权重数据%

从而可能会使估计更具及时性# 对在国民

经济核算估计量中使用链式拉氏指数还是

链式费舍指数或唐氏指数的差异进行回溯

探索研究% 将有助于明确使用费舍指数或

唐氏指数公式的优势所在#

年度链锁的季度费舍指数

!/"/- 正如有年度链锁的拉氏季度指数一样% 也

有年度链锁的费舍季度指数# 连续两年的

配对拉氏和帕氏季度指数都是针对第一年

!@@! 年" 最后两季度和第二年 !@年"

前两个季度编制的# 帕氏季度指数是作为

后向拉氏季度指数编制然后再施以转换得

到的# 这样做是为了确保得到的费舍季度

指数能够是对称的# 前向拉氏指数中的年

度值份额与两年中的第一年有关% 后向拉

氏指数中的年度值份额却与两年中的第二

年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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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第5个项目在@@! 年后两个季度或者

是@年前两个季度中的季度A的数量#

!/"/. 四个季度中每个季度的费舍指数都是相应

拉氏和帕氏指数的几何平均# 然后% 采用

季度重叠法可以将相邻的四个季度链接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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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由此得出的经年度链锁的费舍季度指

数需要基准化为年度链式费舍指数% 从而

与年度估计量保持一致#

!/"// 由于不可能编制采用当年年度权重的帕氏

季度指数***至少不可能采用实际的观测

数据% 所以在序列的末尾就产生了难题#

一种解决方案是% 编制最近一年或两年的

(真实) 季度链式费舍指数% 并用它们来

外推年度链锁的费舍指数# 但是% 这样做

必须采用经季节调整的数据# 大多数情况

下% 只要季度相对价格和物量不规则变化

不那么剧烈% 可以预期% 采用经季节调整

的数据编制季度链式费舍指数可以得出令

人满意的结果#

链锁和数据范围

!/"/0 由于技术进步$ 新发现$ 口味和时尚变化$

各种灾害等原因% 产品不断从市场上消失%

而代之以新的产品% 这是指数编制中所面

临的一个主要实际问题# 价格指数或物量

指数的编制方法是要对具有相同特征或质

量的货物 !即同质货物" 在不同时期的价

格或数量进行比较# 在质量变化迅速的产

品 !比如个人电脑" 领域% 这是不容易做

到的#

!/"/1 链锁有助于改进这种固定质量比较的问题%

因为重叠产品在两个相邻时期的价格相似

度是最高的% 并且链锁指数能够调节权重%

适应新产品和消失产品所带来的权重变化#

可加性和链锁

!/"/2 一个总量总是其组成部分之和# 国民经济

核算体系中% 所谓可加性% 就是物量序列

也要保持这样的等式关系# 虽然从核算的

角度说希望具有可加性% 但它实际上是一

种限制性很强的性质# 在这里考察过的指

数中% 拉氏物量指数是唯一具有可加性的

指数公式#

!/"/3 一个链式指数的链接足以破坏可加性***

即使是对拉氏物量指数这样的可加指数进

行链接# 因此% 如果用链式物量指数外推

基期的总价值得到一个价值时间序列% 在

随后时期里% 指数的各组成部分相加可能

就不等于其总量# 如果总量链式指数数值

出现在其组成部分链式指数给出的范围之

外% 就会出现不具有可加性的怪形式% 许

多用户可能认为这种结果在直观上不可接

受# 为此应该在脚注或其他附注中向用户

说明链式物量序列具有不可加性#

!/"04 通常% 远离参考年的时期越远% 由链锁造

成的差异倾向于越大# 如果参考年选在序

列的末尾附近% 那么就最近季度来说% 该

差异将相对较小# 的确% 如果采用链式拉

氏公式% 并且参考年选在最近的基年% 那

么参考年之后的季度就具有可加性# 参考

年选在链式物量序列末尾附近的另一个优

点在于% 如果价格变化的速度适当% 那么

以货币价值表示的链式物量序列大小与最

近时期的当期价值差别不会太大# 当在链

式指数中加入一个新链接时% 要保持这种

情况% 需要每年重新更换序列的参考期%

这就需要修订整个链式物量序列# 值得注

意的是% 更换参考期需要修订的是链式物

量水平% 而不是增长率#

!/"0! 如果不对权重进行更换% 可能会使可加性

得以保持% 但是% 所使用权重越来越不符

合实际的缺点会明显超过这个优点# 正如

下面所解释的那样% 各子时期序列的变化

率 !包括年度变化率"% 可以称为对总变

化的贡献#

取正负号的变量

!/"0, 一般来说% 指数公式不适用于那些可以取

正值$ 负值和零值的时间序列# 尽管如此%

在这种情况下% 也有方法可以获得以货币

价值表示的虚拟链式物量序列# 最普遍采

用的方法是找出两个关联的时间序列% 这

两个序列都取正值% 并且二者之差等于目

标序列#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期初和期末的

存货存量% 二者相减即等于核算期的存货

变化# 链式物量序列是不可加的% 这里却

构造了一个可加关系% 因此显然这并不是

一个完美的方法# 为此% 用来相减的序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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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尽可能按照价格和物量组成部分的形

式与目标系列对应# 因此应该用期末存货

的链式物量序列减去期初存货的链式物量

序列% 得到存货变化的链式物量序列# 有

时公共部门会向私营部门销售资产% 由此

导致其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取负值% 在这种

情况下% 可以用购买和销售的链式物量序

列相减#

对增长的贡献

!/"0- 如果在基年与参考年一致情况下使用拉氏

公式% 其物量在随后的时期中就具备可加

性% 此时% 某组成部分 !

5

对总量 !比如

&'(" 在两个时期 !-@4 和 -" 间增长的

贡献就可以直接用如下公式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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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链式物量序列是采用拉氏年度指数或

者年度链接的拉氏季度指数推算出来的%

那就可以使用在链锁前一年价格表示的数

据% 直接推算出对年与年相比或季度与季

度相比之增长的贡献# 这些数据是可加的%

所以等式 !!/" 可以在 4 a! 时使用# 如

果国家统计部门没有发布对增长的贡献%

用户可以自己估计# 假定采用季度重叠法%

计算对从-@! 期到-期百分比变化的贡献%

其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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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6是各组成项在总量中所占的份额%

如方程 !!," 所示#

.$ 价格变化的原因

由于质量差异引起的价格变化

!/"0. 一般来说% 大多数货物服务***无论是简

单的食品 !例如马铃薯" 还是高技术产品

!例如计算机"% 在市场上都会以许多不同

的质量形式出现***代表了各不相同的物

理特性# 例如马铃薯% 可以是陈的或鲜的$

红的或白的$ 清洗过或没有清洗过的$ 散

装的或预包装的$ 定级的或没有定级的#

消费者知道并认可这些差别% 就会为此支

付不同的价格# 对于某些货物服务% 例如

个人电脑和电信服务% 品种间具有高度差

别% 而且会非常快速地更新换代 !见下面

的讨论"% 由此会给价格变化的测度带来

严重的问题#

!/"0/ 同一个通用名称***例如马铃薯$ 计算机

或运输***会被用来描述价格决定特征彼

此不同的货物服务# 两种不同质量的货物

服务% 其价格或数量不能直接对比# 不同

质量必须被视为不同货物服务处理#

!/"00 由货物服务不同物理特性形成的质量差别

很容易辨认% 但并不是所有的质量差异都

属于此类# 货物服务在不同的地理位置或

者不同的时间 !例如季节性水果和蔬菜"

销售% 必须视为不同质量处理% 即使它们

在物理特性上相同# 提供或销售货物的销

售条件或者环境$ 氛围也是造成质量差异

的一个重要原因# 例如% 有保证的或者售

后服务免费的耐用品% 其质量要高于没有

保证或服务的同样产品' 不同种类的零售

商 !例如便利店$ 专卖店$ 百货公司$ 超

市" 出售的同种货物服务也必须作为不同

质量处理#

!/"01 经济分析中通常假定% 如果两个看上去物

理上相同的货物服务在价格上不同% 那么

一定有别的因素% 例如地点$ 时间或销售

条件造成了质量差异# 否则% 可以说差异

是持续不下去的% 因为理性的购买者总是

会购买较低价格的东西% 较高价格的东西

是卖不出去的#

!/"02 如果货物服务的质量相同但其价格不同%

则计算指数所用的相对价格应该定义为该

货物服务在两个时期加权平均价格之比%

权重是按每种价格出售的相对数量# 例如%

假设一定数量的某货物服务以较低价格出

售给某类购买者% 这些货物服务的特性$

地点$ 时间或销售条件或其他因素没有任

何差别# 按照假设% 如果后来按较低价格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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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的产品所占比例降低了% 那么% 尽管

货物服务质量相同并保持不变% 但购买相

同数量货物服务的平均价格却会提高# 对

于出售者而言% 虽然没有任何质量变化%

但收到的平均价格也提高了# 这种情况必

须记录为价格上升% 而不是物量增加#

不是由质量差异引起的价格变化

!/"03 然而% 必须搞清楚所观测到的价格差异是

否总是意味着质量存在相应的差异# 在标

准观点下隐含有很强的假定% 这些假定极

少是清晰的% 通常与实践并不符合% 例如%

购买者信息充分% 他们可以自由地在不同

价格的货物服务之间选择#

!/"14 第一% 购买者可能对现有的价格差异不够

了解% 因此可能无意中以较高价格实施购

买# 尽管他们也想寻找最低的价格% 但是

寻找的过程也是有成本的# 由于不确定性

和缺乏信息% 寻找过程中发生的潜在成本

***即获得以较低价格出售的同样货物服

务的成本可能大于潜在的节余% 会使购买

者接受他无法以最低价格购买的风险# 单

个购买者或销售者进行谈判或讨价还价的

情况% 为购买者无意中以更高价格实施购

买提供了进一步例证# 另一方面% 在单个

购买者可以讨价还价的市场或集市上购买

货物的平均价格与在各种零售店中出售货

物的价格之间的区别% 通常被视为由于货

物出售条件不同而引起的质量差异#

差别定价

!/"1! 第二% 购买者不能自由选择购买价格% 可

能是因为销售者在同一个地点对不同类型

的购买者在完全相同的情况下就同样货物

服务按不同的价格收费% 也就是说% 实行

了差别定价# 经济理论表明% 销售者有实

施差别定价的动机% 因为这样可以使他们

获得更高的收入和利润# 然而% 在购买者

可以将货物重新出售给其他购买者 !即当

购买者以较低的价格购买到商品时% 他可

以将该商品转售给其他购买者" 的情况

下% 很难实现差别定价# 大多数货物都可

以重新出售% 但服务一般是不可能重新出

售的# 因此% 大多数国家在诸如运输$ 金

融$ 商务服务$ 卫生$ 教育等行业广泛地

实行了差别定价# 通常会针对低收入购买

者或低平均收入人群 !比如领取养老金的

人或学生" 的购买者按较低的价格收取费

用# 从福利角度看% 政府实施或鼓励实施

差别定价通常是合理的% 但市场生产者也

有理由实施有利于低收入住户的差别定价%

因为这样会增加生产者的利润# 因此% 面

对就不同消费者按不同的价格收取费用%

至关重要的是要确定是否存在与低价有关

的质量差异# 例如% 如果老人$ 学生或小

学生随时都可以以较低的票价来乘坐飞机$

火车或公共汽车% 这就应该称为纯粹的差别

定价# 但是% 如果他们只可以在特定时间

!典型的非高峰期" 以较低的票价旅行%

那么他们享受的就是较低质量的运输服务#

平行市场的存在

!/"1, 第三% 购买者可能无法以较低的价格购买

尽可能多的商品% 因为在该价格水平上的

供应量是不充足的# 如果有两个平行的市

场% 通常就会发生这种情况# 可能有一个

一级市场或官方的市场% 其销售的价格和

销售的数量要受政府或官方的控制% 同时

会有一个二级市场***自由市场或非官方

市场% 可能会$ 也可能不会被正式承认#

如果按官方市场确定价格所获得的数量有

限% 无法满足需求% 所以供应方要定量分

配或通过一些形式的排队加以分配# 因此%

二级市场或非官方市场会出现一个较高的

价格# 二级市场或非官方市场也可能按较

低的价格收费% 比如在这样的市场上可以

避免支付产品税% 但发生此类情况的可能

性很低#

!/"1- 上面给出的三个原因***缺乏信息$ 差别

定价和平行市场的存在***表明% 同样的

货物服务有时会以不同的价格出售给不同

的购买者# 因此% 不同价格的存在并不总

是反映所出售货物服务存在质量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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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果货物服务的质量相同但价格不同% 则

计算指数所用的相对价格应该定义为该货

物服务在两个时期加权平均价格之比% 权

重是按每种价格出售的相对数量# 例如%

假设一定数量的某货物服务以较低价格出

售给某类购买者% 这些货物服务的特性$

地点$ 时间或销售条件或其他因素没有任

何差别% 按照假设% 如果后来按较低价格

出售的产品所占比例降低了% 则尽管货物

服务质量相同并保持不变% 但购买相同数

量货物服务的平均价格却提高了# 这种情

况必须记录为价格上升% 而不是物量增

加!

#

!/"1/ 在不同价格反映不同质量的情况下% 很难

区分真正的差别定价# 不过% 有的情况下%

大的生产商 !尤其是运输$ 教育和卫生领

域的大服务生产商" 能够区分差别定价%

并提供必要资料# 如果对价格差异是否属

于差别定价有疑问% 那似乎最好是假定价

格差异即能反映质量差异% 因为过去一直

是假设价格差异反映质量差异的#

/$ 质量变化的测度

!/"10 货物服务及其销售条件都会随时间推移而

不断变化% 一些货物服务从市场上消失了%

而另一些新质量或者新的货物服务取代了

它们# 对于消费额$ 生产额和投资额这样

的总量指标% 国民经济核算人员可以用细

分的价格指数对其进行缩减% 以此作为决

定物量变化的主要工具# 价格指数的问题

会传递给物量变化的估计# 例如% 就计算

机来说% 价格指数估计值中会包括一部分

计算机质量随时间推移的提高% 这样就会

夸大价格变化并低估物量变化# 为了反映

此类质量变化% 国民经济核算人员需要注

意价格指数编制人员所使用方法的范围和

性质% 以便正确地把价格指数用作缩减因

子# 这反过来对价格指数编制者提出要求%

应对其所使用的方法保留解释性注释***

这也是 <(6手册第 2 章和 ((6手册第 2 章

所主张的策略#

!/"11 质量调整程序是针对具体产品组量身定制

的% 当然% 实施这些调整程序需要成本#

特别值得国民经济核算人员和价格指数编

制者注意的是% 质量变化是产品市场日渐

突出的特征# 处理质量变化的默认程序

***特别是对所有替代物进行可比性处理%

或者将消失的品种从样本中取消***隐含

地会将不同质量进行合并估价% 但这种估

价可能并不恰当% 是可以改进而且是应该

加以改进的#

!/"12 用于处理缺失值的常用程序之一是将价格

从前一个时期结转到当前时期% 但这种方

法是不合适的% 会使指数产生偏差% 因此

这里强烈反对这种做法#

!/"13 下面简单介绍一些较常见的方法# 更广泛

的讨论可参阅 <(6$ ((6和 e9(6这三个价

格指数手册# 这些方法可分为直接法 !或

显示法" 和间接法 !或隐含法"#

直接法

!/"24 原则上% 用于计算时期间价格指数的相对

价格% 应当通过对同一组货物服务组成的

样本在不同时期的价格进行比较% 以衡量

纯粹的价格变化# 这种方法被称为匹配规

格法 !G)E+M85 @GU58JIG8EMU5"# 为了确

保能够进行适当的匹配% 价格指数编制者

应当针对在连续各个时期采价的项目保留

详细信息# 如果一个样品由于过时而缺失%

质量调整问题就产生了# 有许多方法可以

用来处理质量变化% 以保证序列的连续#

!/"2! 一种办法是用所估计产品的相对生产成本

作为估计相对价格和相对质量的基础# 生

产者常常可以提供此类估计值# 但是% 如

果可以得到新的质量特征在前一个时期的

价格信息***那时是作为替补% 现在则成

为一种标准特征% 那么% 就可以以该替补

的 !相对" 价格为基础估计质量变化#

!/"2, 规格定价法 !GU58J\FO+OKL" 是对生产成

4/-

())* 年国民账户体系

!

1. 段与 02 段完全相同% 原文如此# ***译者注



本方法的扩展% 通常应用于那些定制产品#

建筑成本测度就是其中一例# 房屋和其他

建筑物常常有各种不同的特征% 几乎找不

到在不同时期生产的完全相同的房屋和建

筑物# 在这些情况下% 需要确定几类假定

的$ 相对比较简单的标准房屋和建筑物%

估计它们在每一个时期的价格# 这些标准房

屋和建筑物的规格是根据建筑专家的意见挑

选的% 同时请这些建筑专家估计它们在每一

个时期的价格# +服务业生产者价格指数编

制方法指南, !欧盟统计局和N=<'% ,44/"

中描述了针对服务产品的规格定价法#

特征模型

!/"2- 特征回归方程是处理质量变化较常用也较

有效的方法# 通过特征回归方程% 可以将

不同规格品的市场价格与其可度量的价格

决定特征联系起来# 如果有足够多的不同

规格品在同时销售% 就可以用该估计回归

方程确定对应每个特征的价格变化有多大%

如果这些规格品在此时期并未实际销售%

也可以用该估计回归方程预测出由不同特

征组合而成的规格品的价格#

!/"2. 特征回归方程已经在高技术产品 !比如计

算机和电子产品" 和服务产品 !比如空中

运输" 领域得到应用# 还可以用于住宅%

根据占地面积$ 房间数量$ 地点等特征对

房屋的价格 !或房租" 进行回归# 这种方

法不仅可以用于跨期的价格计算% 而且也

可以用于国际比较#

间接法

!/"2/ 如果两种质量没有同时生产$ 也没有在市

场上同时销售% 就需要求助于那些量化新

旧质量之间质量变化的间接方法# 如果两

种质量同时生产% 并在市场上同时销售%

在这种情况下% 需要估计新旧规格品或质

量的相对价格% 并用该相对价格来确定其

相对质量#

!/"20 一个规格品缺失时% 如果可以找到质量可

比的替代品% 那就可以继续进行价格比较#

如果没有可比替代品% 就要用预期价格发

生类似变化的一组产品的价格变化来估算

缺失时期的价格变化# 在计算中丢掉该产

品% 相当于假定缺失规格品的价格变化与

指数中所有货物服务的价格变化是一致的%

这种计算假定听起来显然不如那些更具目

标性的计算假定那么合理# 无论采用哪种

计算方法% 发生质量变化的项目往往是非

典型的$ 没有代表性的% 因此% 假定它们

的价格变化与那些没有发生特征变化的货

物服务价格具有同样的变化速度% 是不能

令人信服的#

!/"21 在规格品发生替代的重叠时期% 如果原规

格品与替代规格品在质量上不能直接可比%

并且这两种规格品在市场上同时销售% 那

么新规格品的价格变化就很容易与旧规格

品的价格序列连接起来# 隐含的假定是&

重叠连接时期的价格差异就是质量差异的

一个很好的估计值# 如果重叠时期该规格

品处于其生命周期中的一个异常点% 例如

当规格品即将过失和淘汰时% 或者规格品

以异常高价刚刚引入一个被分割的市场可

以获取暂时的垄断利润时% 这种假定就是

无效的#

差异化产品市场的迅速变化

!/"22 需要特别考虑在迅速变化的差异化产品市

场上如何依质量变化来调整其价格变化的

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 匹配模型方法失效

了# 质量相似的规格品只能在相当短的时

期内进行比较% 并且对全部市场并不具有

代表性# 用指数公式 !比如公式 !!" 的

拉氏价格指数" 加总会形成误导% 因为在

-时期生产或消费的 4个项目与 4 时期市场

上的这些项目可能差别很大#

!/"23 当有差异的货物服务迅速更新换代时% 价

格指数编制者可以使用一个短期公式来解

决价格比较的困难# 例如% 用拉氏价格指

数比较 4 时期与-时期的价格% 表示如下&

2

0

3

$

4

53!

0

4

5

1

4

5

0

-8!

5

0

4

( )
5

0

-

5

0

-8!

( )
5

$

4

53!

0

4

5

1

4

5

!!1"

!/-

第 !/ 章"价格和物量核算



!/"34 如果一种新型货物% 比如数码相机% 在-@

! 时期引入% 以替代非数码相机% 那么只

能等待该货物在市场上销售两个连续时期

后% 编制者才能将其纳入指数中# 这就提

供了一种机制% 以支持在指定权重的产品

类别内改变有代表性的项目# 在分类较粗

的样品组内% 还需要额外的加权信息来增

加照相机的权重# 然而% 为达此目的% 更

好的机制是定期更新链式公式中的权重#

!/"3! 虽然短期链式指数公式 !比如式 !!1""

会改善差别品种迅速更新换代的市场中的

测度问题% 但它不考虑 -时期引入的新品

种对-@! 时期到 -时期整体价格变化的影

响% 也不考虑-@! 时期舍弃的旧规格品的

影响# 式 !!1" 和链式指数要求对两个连

续时期的价格实施报价# 特征指数才是合

并这些影响的工具# 它有若干种形式% 但

都要在每个时期都收集决定价格的那些质

量特征***比如不同种类个人电脑的速度$

C%9等***的价格和价值# 以 -@! 时期

数据为基础% 通过对质量变量的价格进行

初步的特征回归估计% 可得到帕氏特征估

算价格指数% 然后使用估计出来的系数推

算那些在-时期可得到的品种 !包括在-@

! 时期不能得到的品种" 在 -@! 时期的价

格# 用-时期特征在-时期的价值与-时期

特征在-@! 时期估计的价值直接进行比

较% 就可以得到帕氏价格指数# 同样% 可

以用-时期回归估计的特征集和 -@! 时期

的不变特征集比较% 得到拉氏特征指数#

费舍特征指数则是上述二者的几何平均数#

另一种备选公式是将 4 时期和 -时期两个

观测值集合在一起% 同时在特征回归方程

中包括一个虚拟变量% 以将两个时期的观

测值区分开来# 虚拟变量的系数就应该是

控制质量变化影响的两个时期间的价格变

化的估计值#

进一步的细节

!/"3, 有关上述所有方法的详细说明% 可从 <(6

和((6手册第 1 章和第 2 章得到# 其中包

括所使用的估算$ 重叠价格$ 可比较的替

代物$ 用生产成本估计的不可比较的替代

物$ 选择成本和特征回归$ 以及针对差别

品种迅速更新换代的市场所采用的方法%

包括短期比较$ 链接$ 产量增加和特征指

数#

!/"3- 关于这个主题进一步的讨论% 可以参阅

+特征指数与价格指数的质量调整手册& 对

信息技术产品的具体应用,!N=<'% ,44."#

0$ 编制链式指数的实践优势

!/"3. 理论显示% 最好进行链接以形成长期物量

和价格指数时间序列# 问题是多久进行一

次链接# 通常认为年度链接从理论上说是

最好的% 但其实践性又怎样- 有许多问题

需要考虑% 包括数据要求$ 计算要求$ 人

力资源要求$ 可加性丧失$ 修订以及告知

使用者#

)"如果可以得到年度的当期价值及相应的

物量或价格数据% 那么就可以进行年度

链接% 不需要其他数据#

*"编制年度链式指数的计算要求比固定权

重拉氏指数的计算要求高% 没有充分$

适合的软件就不应该尝试# 软件的复杂

性取决于所采用的公式和链接方法# 比

如% 根据年度链接方法开发软件% 以获

得年度链锁的拉氏季度物量测度% 这是

非常简单的#

+"经验表明% 在引入链式物量测度之前%

如果能够通过文件和研讨会仔细地向用

户解释链式物量测度指标的优点% 并说

明这样做会丧失可加性% 链式物量测度

指标通常会得到用户认可# 特别注意要事

先通知各主要用户% 包括经济新闻记者#

5"如果要更新物量估计的基期% 比方说每

隔 / 年或 !4 年% 那么% 一般而言需要

对增长率做修订# 如果相对价格和相对

物量发生了迅速变化% 那么增长率就会

发生显著的变化% 比如那些计算机在其

中占据相当大份额的总量指标# 通过年

度链锁% 历史每年仅仅被 (改写) 一点

点% 就不会像每隔 / 年或每 !4 年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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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一次大的跳跃# 显然% 如果每隔 /

年或 !4 年进行一次那种与链锁有关的

大型修订% 用户很可能会认为将来还会

进行类似修订% 由此会引发用户对国民

经济核算的信任危机# 年度链锁不仅可

以更好地测度其间发生的变化% 而且有

可能增加人们对据此编制的国民经济核

算物量指数的信任#

," 国民经济核算中的物量测度

!$ 引言

!/"3/ 本节主要关注 ;节介绍的理论如何应用于

实际推导 #$%物量测度指标% 主要涉及货

物和服务账户的构成# 原则上% 如下所述%

这些工作应该在供给使用表中完成# 正如

资本形成流量可以用物量形式表述% 非生

产资产存量也可以用物量形式表述# 如下

所述% 通常认为不能将所有的收入流量划

分为价格和物量两个成分% 但个别指标

!如实际收入" 仍然是可以的#

!/"30 获得宏观经济总量物量估计的理想方式%

是在一个非常详细的水平上$ 严格地使用

适当的价格指数去缩减每个成分# 然而在

有些情况下% 种种原因会使这种方法不可

能实现& 或者是不存在适当的价格指数$

或者是现价数据存在不一致性$ 或者是价

格指数存在不一致性% 这些情况都会影响

到缩减结果# 此时必须考虑其他方法% 包

括利用前几年数据进行前瞻性预测 !或外

推" 的可能性% 或者在特定情况下使用测

度物量增长的其他指标#

!/"31 一旦在给定的时间内可以得到一套物量测

度指标% 就需要以时间序列的形式提供其

他时期的数据# 在链接时% 应该引入按单

个成分缩减的数据# 正如 ;节所建议的%

理想状态是每年都使用前一年的价格指数

进行计算% 但如果难以做到% 那就要采用

较长时期的链接# 如果经济结构发生重大

变化% 比如石油价格急剧波动% 在变化前

与变化后使用相同基年数据计算其对石油

出口经济指标的影响% 就很可能会形成误

导的经济发展指标# 在这种情况下% 链接

就变得十分重要#

物量估计中的术语

!/"32 如果一个时间序列是这样构建的& 在最详

细的水平上% 以每年的现价价值除以一个

固定基年的拉氏价格指数% 那么% 就可以

称其为基年不变价格序列 !这是因为% 在

此足够详细的水平上计算% 用帕氏价格指

数会得到与此非常近似的结果#"# 然而%

如果使用不同基年的价格指数缩减每年的

价值% 严格来说% 就不能以此描述得到的

时间序列# 更准确的术语是 (链式物量序

列)$ (链式物量测度指标) 或者 (链式物

量指数) !如果序列是以指数形式表示

的"# 如果需要把具体的参考年体现在术

语中% 可以采用 (以某参考年 2货币单

位3 计算的链式物量序列)#

!/"33 使用 (不变价格) 这个术语对链接频率低

于年度的序列来说是不合适的% 也不适于以

费舍公式和唐氏公式为基础的物量序列% 因

为其价格结构在序列的持续期间内并不是固

定不变的# 对这些序列或指数% 称其为

(物量序列) 或 (物量指数) 比较合适#

!/"!44 只有使用同一套价格指数 !例如使用拉氏

指数" 表示的序列才是可加的% 所以上述

术语变化同时也反映了时间序列可加性的

丧失#

($ 价格缩减与数量重估价!

!/"!4! 只有存在价格和数量成分的变量才可以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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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物量指数和价格指数% 涉及货物服务交

换和非金融资产存量水平的所有交易都具

有这种特征% 收入流量$ 金融资产和负债

则不具有这种特征# 有些平衡项具有这种

特征% 另一些平衡项则不具有这种特征%

因此% 对平衡项需要做单独考虑#

!/"!4, 物量指标和价格指标在国民经济核算中都

非常重要% 但使用者主要关注的是物量测

度的增长率% 而不是价格变化# 因此% 首

先编制的是实际物量的国民经济账户和现

价的国民经济账户% 价格指标则是通过现

价值与相应的物量值相除推算出来的#

!/"!4- 如果有独立$ 可靠和全面的现价价值数据%

一般就无需通过汇总相关数量来构建物量

测度指标# 多数情况下% 用价格指数缩减

当期价值数据会更好$ 也更可行# 即使对

(电) 这种其物量测度指标似乎很容易得

到的产品而言% 如 !/"03*!/"14 段所述%

由于不同市场采用的价格不同% 直接加总

得到的物量测度指标也是不合适的# 即使

(电) 的物理数量分布没有发生变化% 各

类型用户构成的变化也会导致 #$%内

(电) 的价格和物量发生变化#

!/"!4. 正如;节所解释的那样% 价格信息比物量

信息更容易收集和汇总% 因为所有价格都

是以共同单位表示的% 而表示物量的单位

却很多# 此外% 货物服务规格品的相对价

格可以代表同一组货物服务的价格% 但在

某种程度上物量测度指标却不具有这样的

代表性# 更重要的是% 用 !如 ;节所述

的" 价格指数缩减当期价值% 可以比较恰

当地反映与新产品和消失产品有关的物量

变化#

!/"!4/ 某些产品比如种类相近的农产品或矿物%

可能其当期价值数据就是用物量值乘以适

当的价格得到的# 对于这样的产品% 如果

产品组之间不存在汇总问题% 那么% 对质

量差别做调整会比较容易% 并且能直接获

得令人比较满意的物量值# 尽管此类产品

价值在某些国家可能比较显著% 但在产品

总数中% 只有一小部分可以这样处理#

!/"!40 为获得一个拉氏物量测度% 适宜用来缩减

当期价值的价格指数是帕氏指数% 反之亦

然# 然而% 现有价格指数几乎都是用拉氏B

Û[8公式编制的% 这是因为% 编制帕氏价

格指数与直接编制拉氏物量指数对数据的

要求是完全相同的% 并会面临同样的问题#

如果可以得到该项目的当期价值数据和拉

氏价格指数% 并且数据的细分水平足够%

那么就可以使用拉氏公式将细分水平的数

据汇总% 得到帕氏物量指数% 从而获得该

总量之真实拉氏物量测度的一个近似值#

!/"!41 对拉氏物量指数和帕氏物量指数取几何平

均% 或用费舍价格指数缩减当期价值指数%

即可以获得费舍物量指数#

+$ 可得到的价格指数

!/"!42 在国民经济核算中% 用以推导物量值的价

格指数主要有四种& 消费者价格指数

!<(6"$ 生产者价格指数 !((6"$ 出口价

格指数 !e(6" 和进口价格指数 !9(6"#

<(6是按购买者价格测算的% ((6是按基

本价格测算的% e(6是按 :N;价格测算

的% 9(6是按 :N;或 <6:价格测算的#

!/"!43 一笔交易的记录包含两个方面的定义& 记

录时间和估价# 因此% 保证价格指数和被

缩减的现期价值在这两方面以及范围方面

相符合至关重要# 上述四种价格指数通常

都可以按月得到% 所以% 无论是流量还是

存量% 都可以通过对月度指数求平均数%

将平均值集中于所期望的估值点% 从而得

到季度和年度价格缩减因子# 对于流量变

量% 期望的估值点通常是时期的中点% 而

对于存量变量% 通常是 !但不总是" 时期

的末尾# 对流量变量来说% 一时期的平均

价格应该反映整个该时期内所发生的已知

变化# 当存在很强的季节变化$ 某些月份

出现较大的异常波动或恶性通货膨胀时%

平均价格要反映这些变化% 这是非常重要

的# 如果不存在上述情况% 平均价格与时

期中点的观测价格就会很接近# 虽然事实

上平均价格常常都接近期中观测价格% 然

而% 这并不意味着采用期中价格作为平均

价格在理论上总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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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3-7物量值基础的供给使用表

!/"!!4 第 !. 章描述了供给使用表% 解释了供给表

如何逐项列出每个行业生产的产品% 以便

在使用表***它阐明每种产品在中间消耗

和最终需求之间的分配***中识别这些产

品# 按现价编制供给使用表% 可以确保不

同方法计算的 &'(的一致性# 更重要的

是% 通过编制物量供给使用表% 可以确保

#$%在物量和价格上都具有一致性# 原则

上% 为了充分利用编制者可以得到的所有

信息% 应该同时编制现价表和物量表#

!/"!!! 通常情况下% 并不是每个时期都能得到编

制供给使用表必需的所有详细数据% 为此

需要进行估计以填补空白单元# 例如% 极

少能收集到按行业划分的中间消耗产品的

详细数据# 为此只能假定% 随时间推移%

中间投入的物量构成比现期价值构成更具

稳定性# 然后% 就可以用上期或下期的价

格和物量增长率来调整原始数据和估计数

据# 因此% 建议同时编制现价和物量供给

使用表% 并同时保持供给和使用平衡#

!/"!!, 为了获得一套以物量形式表示的具有可加

性的供给使用表% 可取方式是按上年价格

计算本年的供给使用表% 就是说% 和以当

年比上年的拉氏物量指数一样% 要以前一

年为参考期# 为了获得年度链式费舍物量

测度% 还有必要推导出以当年价格计算的

上年供给使用表# 这种价值实际上就是以

当年价格为参考的后向拉氏指数# 帕氏物

量指数是对后向拉氏指数取倒数得到的#

费舍物量指数是两个邻近年份拉氏物量指

数和帕氏物量指数的几何平均数#

/$ 生产法3-7的物量值

市场产出

!/"!!- 原则上% 可以对所有的市场产出编制 ((6%

于是就可以将其用于缩减当期价值% 来获

得不变价估计值#

!/"!!. 实践中% 某些产品的价格指数难以得到%

必须采取专门措施来获得相应的物量值#

那些加价服务行业 !包括金融服务业" 的

价格指数便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 在这

些行业% 其产出通常是以加价率乘以交易

价值得到的# 为确定其物量数% 需要以下

两项数据& 基年加价率% 一个经过适当缩

减使其保持在基年价格水平上的交易价值#

还有间接计算的金融中介服务 !:6#69"%

需要将参考利率和银行利率与用基年价格

指数缩减的贷款和存款结合起来考虑#

!/"!!/ 如果不具备适当的缩减因子用于缩减当期

价值% 可以用适当的指标外推基期现价价

值来得到物量指数#

政府和$(6#7的非市场产出

!/"!!0 正如第 0 章解释的那样% 由政府单位或

$(6#7生产的非市场货物服务产出% 包括

交付给住户个人的货物服务和提供给整个

社会的公共服务% 其当期产出价值是基于

生产总成本估计的# 基于生产它们所需要

的投入价值估价% 这并不意味着不能将产

出与相应的投入区分开来# 特别地% 产出

物量变化应该不同于投入物量变化# 在所

有的生产领域% 包括非市场服务的生产%

都会发生生产率变化#

!/"!!1 实践中% 编制非市场货物和服务的产出物

量估计值有三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设法

得到一种虚拟产出价格指数% 它与总投入

价格指数的差异可以反映生产过程中生产

率的提高# 有若干种方法可用以计算该虚

拟产出价格指数% 比如% 根据有关生产过

程的生产率提高来调整投入价格指数% 或

者以相似产品的产出价格指数为基础计算

虚拟产出价格指数的增长# 然而% 对于政

府或 $(6#7提供的货物服务而言% 这种数

据很少能够获得#

!/"!!2 第二种方法是 (产出物量方法)% 适用于

个人服务% 特别是保健和教育# 该方法使

用各种适当加权的非市场货物服务产出

指标% 以产出物量测度计算为基础# 这些

产出指标应该可以充分反映数量和质量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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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

!/"!!3 第三种方法叫 (投入法)% 适用于公共服

务% 比如国防***这是 (产出物量方法)

很难适用的领域% 因为一般来说% 这个领

域没有那么多经过质量调整的产出数量指

标可以用# (投入法) 通过所有投入物量

值加权和的变化来测度投入的变化# 投入

物量值的变化应该充分反映数量和质量的

变化% 一般是用相应的同质价格指数来缩

减各种投入费用得到% 或者% 如果这种同

质价格指数得不到% 就使用反映投入物量

变化的物量测度 !例如雇员工作小时数"#

!/"!,4 在这个阶段% 对投入$ 活动$ 产出和成果

这些术语加以定义是很有用的# 以保健服

务为例% 投入定义为医疗和非医疗工作人

员的工作时间$ 药物$ 电$ 购买的其他投

入$ 所用设备和建筑物的固定资本消耗#

这些资源用于初级护理和住院活动% 比如%

一位普通医师做一项检查$ 完成一项心脏

手术和其他有益于单个病人的活动# 病人

的利益则构成了与这些投入活动有关的产

出# 最后还有保健成果% 但保健成果可能

会取决于许多保健护理产出之外的其他因

素% 比如个人是否放弃吸烟#

!/"!,! 测度非市场个人服务产出的物量应该避免

两个易犯的错误# 第一% 不要仅限于反映

投入或提供服务的单位的活动# 投入不是

一个合适的指标% 活动可能是唯一可得到

的指标% 因此更常用% 但它也是一个中间

变量% 真正应该测度的是提供给消费者的

服务# 第二个风险是% 如果成果被定义在

非市场服务的福利目标方面 !比如% 测度

保健服务的健康质量变化% 或者测度教育

服务的教育质量变化"% 那么成果指标的

变化就不能反映非市场单位的产出物量变

化# 这是因为% 与非市场服务活动没有直

接关系的其他方面也会影响成果指标# 例

如% 就保健来说% 众所周知% 除了非市场

保健单位的产出外% 还有许多其他因素%

比如卫生$ 住房$ 营养$ 教育$ 烟草消费$

酒精消费$ 毒品消费$ 污染等% 这些因素

对公众健康状况的综合影响% 可能远远大

于保健服务对健康的促进作用# 同样% 教

育服务的产出与社会成员所拥有的知识或

技能水平也是完全不同的# 教育服务主要

是教育服务生产者***学校$ 学院$ 大学

***向教育服务消费者即大$ 中$ 小学生

提供的教学# 社会的知识和技能水平还取

决于其他因素% 比如教育服务消费者的学

习量或努力程度% 以及他们的态度和动机#

!/"!,, 鉴于这些观察资料% 建议使用 (产出物量

方法) 来编制非市场服务的物量变化指

标# 该方法以数量指标为基础% 对数量指

标要进行适当的质量调整% 用平均成本作

为权重进行加权求和# 编制适当的物量变

化指标应该遵守两个标准# 首先% 所用的

数量和成本应该反映所涉及范围内的全部

服务% 成本权重应该定期更新# 如果数量

指标没能涵盖涉及范围内的某些成本% 不

应假定未涵盖部分的变化和涵盖部分的变

化具有一致性# 如果没有直接的产出物量

方法可以应用于未被涵盖的部分% 那么就

应该使用投入法# 第二% 应该针对质量变

化来调整数量指标# 例如% 为了让所分类

别可以视为具有同质性% 就要对服务做充

分地区分# 如果能经常更新赋予每个类别

的权重% 那么不同类别所占比例的变化就

可以反映质量变化# 另外% 某个明显的质

量调整因素可能会提高每一类别的数量指

标# 识别这些明显的质量调整因素的方法

之一% 就是评价该服务对成果指标的影

响#

!/"!,- 在纳入国民经济账户之前% 应该在该领域

专家的帮助下就某一重要时期对这些物量

测度进行检测# 在保健和教育领域***该

领域通常主导着个人服务的供应% 专家意

见非常重要# 此外% 在采用之前要对估计

结果 !包括连带的生产率指标" 进行充分

地评估# 只有调查和评估结果能够令人满

意% 采用次优的方法***投入法***才是

可取的#

!/"!,. 一般来说% 衡量公共服务的物量变化% 比

衡量个人服务的物量变化更难% 因为前者

更难以定义和观察# 原因之一是多数公共

服务本质上是预防性的& 保护住户或其他

机构单位不受暴力行为 !包括战争" 的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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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 或者保护他们不受其他灾害 !比如交

通事故$ 污染$ 火灾$ 盗窃或可避免的疾

病" 的危害% 这些都是很难转化成数量指

标的概念% 因此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

的领域#

!/"!,/ 如果不可避免地要使用投入值作为产出的

近似值时% 该投入值应当是全面的& 不应

该仅限于劳动投入% 而是要涵盖所有的投

入# 另外% 全国性估计量要附随提供相应

的解释性信息% 通过这些信息提醒用户注

意测度方法#

为自身最终使用的产出

!/"!,0 为自身最终使用的产出分为两类& 住户生

产出来又被住户消费的货物% 以及为自身

使用而生产的固定资产# 其中还包括制成

品和在制品存货变化#

!/"!,1 对于许多为自身最终使用的产出% 采用虚

拟产出价格指数是有效的$ 低成本的选择#

对住户自产自用的货物来说% 类似货物的

<(6是能够得到的# !然而% 就农产量增加

和住户消费来说% 所使用的价格指数应该

不包括实际上没有发生的任何利润和税#"

同样地% 对固定资产来说% 比如为自身投

资形成的生产设备$ 房屋$ 建筑物% 可以

得到它们的产出价格指数# 对出于自身目

的生产的某些类型的固定资产来说% 可能

得不到类似产品的产出价格指数% 这就需

要考虑另外的办法# 相关问题将在固定资

本形成总额部分进一步讨论#

中间消耗

!/"!,2 如前所述% 估计中间消耗物量% 最稳健的

方式是在不变价供给使用表框架内进行%

其中的物量增长率和价格信息都可以用来

估计中间消耗物量#

!/"!,3 各国家通常是针对产出编制 ((6% 虽然在

统计体系发达的国家也会针对投入编制

((6# 这种投入((6可直接应用于缩减中间

消耗#

!/"!-4 如果没有编制投入 ((6% 那就要用产出

((6$ 9(6代替% 在有限的范围内% 也可以

用<(6代替# 中间消耗按购买者价格估

价% 而产出 ((6按基本价格估价# 这样%

按购买者价格估价用作中间消耗的货物价

值与产出((6之间就会存在价差% 该价差

来源于运输费用 !除非生产者提供这些运

输服务不另外收费"$ 可能的保险费用$

批发和零售贸易加价以及产品税减去产品

补贴# 该价差的规模将取决于具体经济状

况# 一般地% 就货物而言% 中间消耗上发

生的贸易加价会小于最终消费% 在增值税

体系下% 其税收也会较小# 就服务而言%

中间消耗部分出现的价差仅限于产品税减

补贴#

!/"!-! 第 !. 章描述了如何将使用矩阵部分的中间

消耗按基本价格的国内投入$ 进口$ 加价

和税收等区分开来# 如果可以得到这些资

料% 缩减工作的质量就会得到改善% 因为

这样就没有必要假定使用矩阵行元素之间

的进口$ 税收和加价是等比例分配的了#

国内生产总值和总增加值

!/"!-, 如果国内生产总值 !&'(" 是这样计算得

到的& 由国内最终支出加上出口再减去进

口% 或者由总产出减去中间消耗再加上产

品税减产品补贴% 那么% &'(物量值就是

可获得的***假定用于汇总的各物量是可

加的 !即是以拉氏公式为基础汇总"#

!/"!-- 一个基层单位$ 企业$ 产业或部门的总增

加值等于该单位$ 企业$ 产业或部门生产

的产出价值减去其中间投入 !消耗" 价

值% 公式为&

$

).8

$

01 !!2)"

在公式中% .指产出% )指基本价格% 1指

中间投入% 0指购买者价格# 现价的-年增

加值计算公式为&

$

)

-

.

-

8

$

0

-

1

-

!!2*"

而按基年 !即 4 年" 价格计算的 -年增加

值% 其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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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计算增加值的方法一般被称为 (双缩

减) 法% 因为在此种方法中% 先用适当的

!帕氏" 价格指数缩减产出当期价值% 又

以类似方式缩减中间消耗的当期价值#

!/"!-. 从理论上来说% 双缩减法是很好的% 但其

估计结果会受到来自产出物量和中间消耗

物量两方面所产生的测量误差的影响# 如

果将产出 ((6应用于投入% 而投入中的许

多产品都是进口的% 那么% 这种影响就会

特别突出# 因为在这两个非常大的数字之

间% 增加值作为差值只占很小一部分% 它

对误差极其敏感# 因此% 为了确定增加值

的可信度% 应该将近年增加值之价格和物

量增长率与相应产出和中间消耗的价格和

物量增长率进行比较% 如果有可能% 还应

该与劳动和资本服务投入的物量估计值进

行比较#

!/"!-/ 使用双缩减法估计增加值可能会出现某些

问题% 为此% 直接使用某一个时间序列来

估计增加值物量增长的做法也很常见% 即

用 (单指标) 法替代双缩减法# 其中之一

就是在产出相应水平上按物量变化比例外

推出增加值#

!/"!-0 究竟使用单指标法 !可能得到有偏结果"%

还是使用双缩减法 !可能得到不稳定的结

果"% 必须经过判断方能做出选择# 不需

要对所有产业都采用同一种方法# 此外%

在一年还没有结束% 也没有更好的双缩减

估计值之前% 可以在季度数据中采用单指

标法#

!/"!-1 在某些非市场服务行业中% 有必要根据该

产业的投入物量变化来估计增加值物量变

化# 投入可以是指总投入$ 自雇劳动投入

或自用中间投入# 例如% 在市场和非市场

服务行业% 常有的情况是用基于固定工资

率计算的雇员报酬变化均值% 甚至仅仅用

雇员人数的变化来估计隐含的增加值物量

变化# !通过更客观地测度政府提供的保

健和教育产出来改进这些操作性假定% 需

要大量的工作#"

!/"!-2 数据编制人员可能不得不采取各种权宜之

计% 甚至在没有充分理由假定劳动生产率

在短期或长期内保持不变的情况下% 也是

如此# 有时可利用中间投入的物量变化%

例如% 建筑业增加值实际物量的短期变化

可根据所消耗的建筑材料***水泥$ 砖$

木材等***的物量变化来估计# 利用这类

指标可能是估计其产出或增加值短期变动

的唯一方法% 但是% 在长期上这个方法是

不可接受的#

0$ 支出法3-7的物量值

!/"!-3 支出法 &'(的各成分可以以物量形式计

算% 接下来介绍推导这些估计值的主要方

法#

住户最终消费支出

!/"!.4 住户消费支出应该在尽可能细分水平上缩

减# 一般而言% 这需要使用 <(6% 但为了

确保所使用的 <(6范围与缩减的消费支出

类别相匹配% 需要非常仔细# 即使细分消

费支出估计值不是根据住户调查和其他主

要数据推导的% 但是% 与只用一个总量数

据做单缩减的方法相比% 按供给使用表之

产品类别分别缩减得到的住户消费支出估

计值% 将会很显著地改善消费支出物量估

计值#

!/"!.! 有些成分找不到对应的 <(6% 其中一个主

要成分是自有住房租赁服务# <(6手册第

!4 章和第 ,- 章列出了三种可供选择的方

法% 但只推荐采用基于使用的方法来对国

民经济核算中住房服务消费进行测度#

这种方法的目标% 要么是以使用者成本

公式测度业主自用住宅的成本变化% 要

么是采用等价租金公式测度业主可以为

其住宅支付多少租金# <(6一般采用后面

这种方法#

政府和$(6#7的最终消费支出

!/"!., 一般政府和 $(6#7的最终消费支出等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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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非市场产出% 减去所有杂项销售收入%

再加上为了以经济意义不显著的价格转交

给各个住户而从市场生产者那里购买的货

物服务的价值% 扣除任何分期付款# !第 3

章讨论了这个等式的来源"#

!/"!.- 这些项目中% 每一个都应该以物量形式单

独计算# 以物量形式计算非市场产出会出

现的问题已经在上面讨论过了# 对提供给

住户的货物服务来说% 所使用的价格指数

应该是针对为货物支付款项减去住户支付

后的部分# 如果政府 !或 $(6#7" 支付的

比例在两年之间发生变化% 应视为是一般

政府 !或 $(6#7" 和住户支出的物量变

化#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 对应固定资本形成总额能否得到合适的价

格指数% 需要区分不同资产类别考虑#

!/"!./ 通常有适用于新住宅的 <(6和适用于新房

屋新建筑物的 ((6# 所有权转让费用要单

独缩减# 现价和物量估计值是通过分别估

计各要素成分$ 法律费用$ 运输和安装成

本等得到的#

!/"!.0 对那些用作资本形成的标准产品来说% 有

可能得到其 ((6% 但是大多数资本形成是

有特定购买者的% 因此% 需要使用可以得

到的最好的资料计算出适当的价格指数#

!/"!.1 不同设备的价格指数增长率差别很大# 例

如% 电脑设备的价格指数每年都迅速下降%

而运输设备的价格指数则趋于上升# 在这

种情况下% 必须对不同类型的设备采用与

其相匹配的物价指数分别进行缩减 !或者

用适当加权的帕氏价格指数来缩减这些总

量"#

!/"!.2 通常可得到的价格指数都不那么适用于知

识产权产品# 其中有若干种原因% 一是许

多知识产品是为自身使用而生产的% 可能

不存在可观测的市场价格% 另一个原因是

知识产权产品具有很大的异质性# 然而%

这些并不是不能克服的困难% 而且有应对

这些困难的策略# 作为案例% 以下就这个

类别中的两个主要项目***软件和数据库$

研究与开发***予以讨论#

!/"!.3 为了得到软件和数据库的资本形成物量估

计值% 需要把软件分解为三个部分& 套装

部分$ 定制部分$ 自用部分% 并分别对这

几个部分和数据库进行缩减# 这样做有以

下几种原因&

)"在是否存在可以用来编制价格指数的价

格数据方面% 软件的三个组成部分与数

据库具有不同#

*"它们的价格和物量可能以不同的速度增

长% 特别是套装软件$ 另外两部分软件

和数据库之间的增长速度具有不同#

+"尽管前面的观点成立% 如果没有更适当

价格指数% 那就可以用套装软件的价格

指数来代替另外两部分软件的价格指

数#

5"项目的物量估计值本身就是有用的指

标#

!/"!/4 套装软件的购买规模非常庞大% 一般通过

授权使用% 有大量的价格数据可以得到#

当前面临的挑战是% 所构建的价格指数需

要摒除规格变化和任何其他质量方面变化

的影响#

!/"!/! 定制软件也在市场上销售% 但每个定制软

件产品都是一次性的% 这就为编制价格指

数提出了一个挑战# 虽然各定制软件产品

都是不同的% 但不同的产品可能共享某些

公共组成部分% 或者% 用于开发某一产品

的策略也能用于开发另一个产品# 这不仅

意味着编制价格指数的一种可能的方式%

而且也意味着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提高生产

率从而压低价格# 在 ;节% 曾针对衡量定

制房屋的价格变化而介绍了模型定价方法#

类似的方法也可以应用于定制软件#

!/"!/, +特征指数$ 质量调整和 ((6手册, !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 N=<'$ 联合国$ 欧洲经

济委员会$ 世界银行% ,44." 针对异质性

产品组和规格迅速变化的产品% 给出了编

制价格指数的方法#

!/"!/- 软件固定资本形成中有一大部分是出于自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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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目的而发生的# 因此% 不可能得到这种

软件的真实产出价格指数# 接下来的问题

是如何在虚拟产出价格指数和投入价格指

数之间进行选择% 后者是通过将各种投入

的价格指数加权在一起得到的# 正如前面

已经指出的% 用投入物量估计值来代替产

出% 无法反映生产率的增长% 所以不推荐

这么做# 在没有更好的备选方案时% 最显

而易见的方案是使用定制软件的价格指数#

!/"!/. 数据库通常是具有异质性的产品% 由于大

部分数据库是出于内部使用的目的而制作

的% 因此它的市场很小# 对自用软件来说%

数据库的异质性使得要开发一个真实的产

出价格指数 !如果有可能" 是很困难的%

为此再次需要在虚拟产出价格指数和投入

价格指数之间做出选择***尽管很难想象

如何构建一个虚拟的产出价格指数#

!/"!// 研究与开发 !Cb'" 通常是另一种出于自

用目的而实施的活动# 考虑到Cb'本质上

有异质性% 为进行缩减% 就要在得到虚拟

产出价格指数和使用投入价格指数之间加

以选择#

存货变化

!/"!/0 相对于&'(的其他构成来说% 库存变化是

一个很小的成分% 但事实上% 库存变化的

相对规模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之间可

能变化非常显著% 这意味着存货变化会占

据&'(增长的一大部分% 尤其是在季度国

民经济账户中# 因此% 以物量形式计算库

存变化尤其重要# 然而% 这是一项充满挑

战的工作# 如 !/"0, 段所述% 存货变化可

以取正值$ 负值和零% 所以不能直接得到

一个链锁指数# 需要先获得期初存货和期

末存货的链锁物量估计值% 然后求它们之

差% 才能得到存货变化的链锁物量估计值#

!/"!/1 应该对不同类型的存货 !在制品$ 制成

品$ 材料和用品$ 供转售的货物" 在细分

水平上进行物量估计# 缩减存货存量必须

在产品层面上进行% 而不是在持有存货的

行业层面上进行# 缩减因子通常采用的指

数有((6$ 9(6$ <(6和劳工成本指数% 并

且要对这些指数的估价基础进行适当调

整# 了解企业如何对其存货进行估价是很

重要的% 根据这些信息% 不仅能确定属于

哪些类型的产品% 而且能够确定平均存放

时间多长的货物可以作为存货#

!/"!/2 有些货物会运往国外加工但所有权不变%

因此必须记住% 一些存货可能会在国家领

土之外保存% 但应该用本国价格计算其相

应的物量#

贵重物品获得减处置

!/"!/3 国家统计局一般不编制贵重物品的价格指

数# 应该使用可得到的最适当的价格指数

对其主要成分进行缩减#

出口和进口

!/"!04 出口和进口既包括货物也包括服务# 对出

口和进口来说% 由于货物和服务的信息来

源非常不同% 所以计算货物物量和服务物

量所使用的缩减因子完全不同# 目前已经

有机构开始着手改进对外服务贸易价格指

数% 这个领域中的数据将来应该会有所改

善#

!/"!0! 第 !. 章讨论了货物进口和出口估价# 原则

上% 应该在常住单位和非常住单位所有者

之间的所有权发生变更时对它们进行估价%

并根据供应商是否对购买者收取运输费用

来决定是否包括运输成本# 然而% 许多国

家实际上是根据货物进口和出口的关税申

报数据% 在到岸价格的基础上估价进口%

在离岸价格的基础上估价出口# 这是假定

所有权变更总是发生在出口国边境上# 为

实现支付平衡% 货物进口通常要在总量水

平上转换为离岸价格% 而且只在供给使用

框架下分解#

!/"!0, 假定存在细分水平的货物 e(6和 9(6% 为

了近似使用拉氏物量或帕氏价格指数% 那

么在和实际一样的细分水平上% 缩减货物

进口和出口的现价估计值就会比较简单#

为了在供给使用表中编制货物进口的详细

物量估计值% 在离岸价格基础上估计岸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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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或在到岸价格基础上调整 9(6# 正如

第 !. 章所解释的% 通常假定 <6:和 :N;

分别与购买者价格和基本价格接近% 是否

足够近似则取决于运输加价情况#

!/"!0- 编制e(6和9(6一般有三种方法% 其本质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使用的原始数据#

其中% 单位价值指数是最重要的$ 占主导

地位的方法 !至少就使用它的国家数量而

言"# 该指数根据详细的进口和出口商品

贸易数据编制% 这些数据源于海关报关单#

正如;节所指出的% 单位价值指数的变化

中既包括价格变化也包括 !各成分的" 数

量变化% 所以它不是价格指数# 然而% 许

多国家以单位价值指数替代价格指数来使

用# 第二种方法是使用来自基层单位调查

的代表项目出口和进口价格数据编制价格

指数# 所调查的价格针对那些按照详细规

格定义的项目% 以便测度随时间推移相同

规格项目的价格变化# 第三种方法是一种

混合方法% 其中对某些产品组采用基于基

层单位调查编制的价格指数% 对其他产品

组则采用基于海关资料编制的单位价值指

数#

!/"!0. 单位价值指数来源于商品贸易数据% 成本

相对较低# 将其作为缩减因子需要慎重%

因为事实已经表明% 该指数与价格指数相

比存在较大偏差# 海关报关单记录的是异

质项目的混合变化% 并且记录的数量数据

常常质量较差% 由此导致单位价值指数产

生了偏差# 在现代产品市场上% 产品差异

化越来越显著% 海关报关单记录中包含的

异质项目混合变化也就越来越不容忽略#

由于服务贸易以及电子商务占总贸易的比

例越来越大% 而商品贸易数据不能涵盖这

些信息% 单位价值指数的原始数据越来越

丧失全面性% 因此% 单位价值指数今后还

会进一步遭受冲击# 进一步地% 关税和货

币联盟的成员国不大可能把联盟内部贸易

数据作为海关报关单的副产品# 最后% 海

关管辖范围可能不涉及某些贸易% 例如电

力$ 汽油和水% 或者某些贸易可能是 (独

一无二) 的货物% 比如船舶和大型机器%

这都给单位价值带来了深层次的度量问题#

!/"!0/ 如前所述% 对于国际服务贸易% 价格指数

的当期数据来源不如其他领域那么全面#

如果可以得到服务出口和进口的 e(6和

9(6% 那么很容易就可以用它们来估计所

需要的物量值# 如果不能得到e(6和9(6%

那么出口的服务物量值只能混合使用 <(6

和((6来估计# 例如% 货物运输服务的物

量值可以分别运输形式用 ((6来估计% 而

住宿服务的物量值可以用适当的 <(6来估

计# 如果进口的服务没有 9(6可以用% 那

就只能用 !经汇率变化调整的" 服务出口

国的价格指数来估计#

!/"!00 必须谨记% 如果货物进口额中包括了运输

服务% 那么应该将这些运输服务从服务进

口总额中扣除#

5$ 固定资产存量和固定资本消耗的物量

和价格

!/"!01 首先考虑单个类别的资产# 此类资产存量

中会包括许多项% 典型特征是制造年份不

同% 它们要按照一组一致的价格来估价并

汇总# 这里 (一致) 应该理解为属于同一

时期或时点的价格% 并以相同的价格概念

!比如购买者价格" 为基础# 因此% 按历

史价格测度 !即把按照不同时期价格估价

的数量加起来" 得到的存量不是一致的#

有时会在企业会计中发现这种存量% 但在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下它不是一个有经济意

义的指标#

!/"!02 如果是为期初或期末资产负债表而计算存

量价值% 用来对资产数量进行估价的价格

向量必须保持在同一个时间点 !期初或期

末" 上# 如果是出于其他目的% 资产数量

就可能用核算期平均价格向量进行估价#

例如% 固定资本消耗通常等于期初资产存

量减去期末资产存量% 再加上资本形成总

额% 为了消除持有收益和损失 !并且假定

没有资产其他物量变化"% 每个变量都要

按核算期的平均价格来估价#

!/"!03 许多资本存量都是用永续盘存法 !(69"

计算的# 对某一特定的资产类型来说% 固

定资本形成总额的时间序列要用该类资产

!0-

第 !/ 章"价格和物量核算



的购买者价格指数来缩减% 以便资产数量

可以表示为特定参考期的物量# 把这些时

间序列物量相加就会得到存量值% 计算中

根据所计算的存量指标的特点% 要考虑到

固定资本的报废$ 老化或消耗# 由此得出

的存量就可以表示为按所选参考期价格计

算的物量# 参考期可以是当期% 以这种方

式估价的存量通常称为 (现价资本存量)#

然而% 这并不完全准确% 正如永续盘存法

!(69" 的介绍所说明的那样% 要得到这些

指标需要缩减# 于是% 这些指标构成了不

变价估价的一个特例% 即按当期价格向量

进行估价#

!/"!14 即使不用永续盘存法计算% 例如就直接调

查的资产来说% 对某项资产在不同年份的

价值进行估价% 也不能使用反映历史价格

的账面价值# 一致性估价要求对该资产较

早年份的价值要按调查时点上该特定年龄

资产的价格进行估价#

!/"!1! 接下来是将各种资产类型的资本存量变动

按照物量进行汇总# 如前面所讨论的% 当

构建一个延伸到过去很远的时间序列时%

当期价格结构将不再有代表性% 为此需要

采用链接或链锁指数#

!/"!1, 在本书第 ,4 章以及 +资本测度手册, 提

供了更多关于永续盘存法$ 不同类型资本

存量及其测度的细节#

*$ 增加值的组成部分

!/"!1- 迄今为止所考虑的价格和物量测算主要涉

及作为生产过程产出而存在的货物和服务

流量# 然而% 其他一些流量也可以直接分

解为其本身的价格和物量两个组成部分#

雇员报酬

!/"!1. 雇员报酬的数量单位可以认为是一定技能

类型和水平的一小时工作量# 和货物服务

一样% 必须鉴别不同质量的工作% 并为每

一单独类型的工作计算相对数量# 每一类

型工作的价格是每小时支付的报酬% 当然%

不同类型工作的报酬可能差异相当大# 所

做工作的物量测度可以被计算为不同种类

工作相对数量的加权平均值% 权重是上年

或固定基年所支付的雇员报酬相对价值#

或者% 可以计算工作的 (价格指数)% 办

法是计算不同类型工作小时报酬率按比例

变化的加权平均数% 这里也要用雇员的相

对报酬作为权重# 如果拉氏物量指数是以

小时报酬率指数缩减现价雇员报酬间接计

算出来的% 那么% 小时报酬率指数就应该

是帕氏指数#

产品税和产品补贴

!/"!1/ 产品税有两种类型% 按产品物量征收的从

量税% 以及按照产品价值征收的从价税#

将基年从量税率和经适当缩减的承担从量

税项目的当期物量数据结合起来% 即可以

估计出从量税的税收物量% 将基年从价税

率与经适当价格缩减的受从价税影响项目

的当期价值结合起来% 即可以估计出从价

税的税收物量# 可以用当期价值的税收数

据和物量形式税收数据相比计算出一个比

例% 但很难将该比例视为一项价格指数%

因为它同时反映了税率变化和纳税项目购

买的构成变化# 补贴也可以按类似的方法

计算#

!/"!10 关于这个问题更多的讨论见 !."!.2 段至

!."!/, 段#

营业盈余净额和混合收入净额

!/"!11 如果&'(是由产出减中间消耗的差额再加

上产品税减产品补贴而确定的% 总增加值

就是该账户的余项# 现价 &'(和 &'(物

量都是这样计算的# 不同方法计算的 &'(

物量值之间存在等式关系% 不可能赋予总

增加值以价格和物量维度# 余项被称为

(按实际价值计算) 更合适# 如果可以得

到固定资本消耗和雇员报酬的物量估计值%

那么可以计算出营业盈余净额和混合收入

净额% 但仅仅是按实际价值计算% 不存在

价格和物量维度# 因为总有一个项目是从

余项得到的% 所以% 不能从收入法得到一

,0-

())* 年国民账户体系



个独立的&'(指标#

!/"!12 由于含有营业盈余净额% 要在 #$%核算框

架内计算一套完整的价格和物量值就受到

了限制# 在概念上% 将 #$%收入账户中的

所有流量 !包括经常转移" 分解为其本身

的 !明确的" 价格和物量两个组成部分是

不可能的# 但是% 任何收入流量都能够用一

套用作定值标准的货物服务价格指数来缩

减% 以衡量这一收入在该定值标准上之购买

力的增减# 正如 '节将描述的一个特例%

常常会计算贸易条件对实际收入的影响#

6$ 季度和年度估计值

!/"!13 原则上% 估计年度物量值和估计季度物量

值应该采用相同的方法# +季度国民经济

核算手册, 第 - 章和第 3 章分别对编制季

度价格和物量估计值的数据来源和方法提

供了指导# 主要问题如 !/"./ 段至 !/"/4

段所述# 一般来说% 年度数据实际上比季

度数据更全面$ 更准确***也有重要的例

外% 比如货物出口和进口# 虽然年度数据

不如季度数据及时% 但总体状况是年度数

据更丰富$ 更准确% 基于这个原因% 一个

合理的方法是编制现价和上年价格表示的

经平衡的年度供给使用表% 然后获得与它

们一致的季度估计值# 该方法有助于年度

链锁季度拉氏物量测度指标的编制% 也适

用于年度链锁季度费舍指标的编制#

!)$ 建议总结

!/"!24 针对上述按不变价表示的国民经济账户%

所得出的建议可总结如下&

)"货物服务交易的物量估计值最好是在供

给使用框架下编制% 同时与现价估计值

一起编制会更好# 这意味着% 只要资源

允许% 就应努力得到产品层面的详细数

据#

*"一般而言 !但并非一定"% 最好用适当

的价格指数缩减当期价值来得到物量估

计值% 而不是直接编制物量估计值# 因

此% 能得到一套广泛的价格指数是非常

重要的#

+"用作缩减因子的价格指数应该与所缩减

的价值相匹配% 尽可能接近该价值的口

径$ 估价和记录时间#

5"在供给使用框架下% 获得实际增加值的

估计值并不现实% 要么是产出和中间消

耗的物量估计值不稳健% 要么是不能得

到中间消耗的物量估计值% 于是% 符合

要求的估计值通常是使用产出指标获得

***至少在短期内# 对季度数据而言%

这是首选方法% 即使季度数据是以年度

数据为基准估计的# 由缩减得到的产出

指标优于通过数量外推得到产出指标#

8"最后的办法是只用投入数据得到以物量

形式和实际形式计算的产出和增加值估

计值# 因为投入没有反映任何生产率的

变化#

D"测度逐年&'(物量变动的首选指标是费

舍物量指数' 通过链接***即累积的逐

年变动***可以获得长时期的变化#

L"针对 &'(和其他总量测度逐年通货膨

胀% 首选指标是费舍价格指数' 长时期

的价格变化% 可以通过链接逐年价格变

动来获得% 或用当期价值序列指数去除

费舍链氏物量指数而间接求得#

M"使用拉氏物量指数的链锁指数可测度

&'(物量的逐年变动% 使用相关的隐含

帕氏价格指数可测度逐年通货膨胀% 这

就为费舍指数提供了可接受的选择机会#

O"无论使用哪个公式% 总量链锁指数与其

分量链锁指数之间都不具有可加一致

性% 但这并不会妨碍使用适当的链锁指

数% 通过外推基年价值来编制价值时间

序列#

S"获得季度当期价值和物量估计值的一种

可行的方法% 是以供给使用框架下编制

的年度估计值为基准# 该方法有助于使

用费舍或拉氏公式来编制年度链锁季度

物量测度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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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总体的实际收入测度

!$ 实际收入的概念

!/"!2! #$%中的许多流量% 比如现金转移% 没有

它自己的价格和数量维度% 因此% 不能像

有关的货物服务流量一样% 按同样的方式

分解# 虽然这种流量不能按不变价计算%

然而% 为了衡量充当估价标准之一篮子货

物服务的实际购买力% 也可以用价格指数

对其价值作缩减% 即 (按实际价值计算)

来测度#

!/"!2, 可以用某一价格指数缩减账户中的任何收

入流量% 包括像储蓄之类的平衡项% 以便

衡量有关项目对一组充当估价标准的货物

和服务的购买力# 通过将缩减后的收入价

值与基年的实际收入价值相比较% 就有可

能计算出收入的购买力增减了多少# 经此

缩减的收入一般称作 (实际收入)#

!/"!2- 不管所使用的术语如何% (实际) 收入是

人为编制的% 它取决于两个参照点#

)"实际收入是参照某一被选参照年的价格

水平衡量的% 会随参照年的不同选择而

变化#

*"实际收入所衡量购买力的变化是相对某

一选定的定值标准而言的% 会随定值标

准的不同选择而变化#

!/"!2. 定值标准的选择往往不是显然的$ 没有争

议的% 因此国民经济核算总是不太愿意提

供实际收入% 理由是定值标准应由统计资

料的用户而不是编制者去选择# 然而% 当

价格出现重大变化时% 可以认为% 统计

资料的编制者有义务至少应该计算某些

项目的实际收入# 并不是所有用户都有

机会$ 愿意或擅长计算最适合他们需要

的实际收入# 此外% 许多用户需要多用

途的实际收入值% 至少在总体经济这一

级是如此# 本节的目的即在于说明如何

编制这种实际收入值#

($ 贸易条件变化引起的贸易损益

!/"!2/ 在一个没有出口或进口的封闭的经济体内%

&'(等于最终消费加资本形成之和% 该总

和被称为国内最终支出# &'(也是经济体

中由生产产生的收入值# 虽然收入不能表

示为价格和物量的乘积% 但是如果能缩减

&'(% 那么% 缩减的 &'(一定就是按实际

价值计算的收入值# 然而% 在包括进口和

出口之后% &'(与国内最终支出不再是同

一的% 缩减&'(时必须同时考虑到进口和

出口以及国内最终支出的缩减# 即使进口

和出口的当期价值相等% 它们的价格通常

也是不同的% 所以进口和出口价格测度会

影响到实际收入# 一般情况下% 计算进出

口价格对实际收入的影响要从贸易条件入

手% 计算贸易条件变化引起的所谓贸易损

益#

!/"!20 此外% 居民从国内生产中得到的实际收入

总额% 也会依赖于出口和 !来自国外的"

进口的交换比率#

!/"!21 贸易条件是指出口价格与进口价格的比率(

如果一国的出口货物价格比其进口货物价

格上升得更快 !或下降得更慢" !也就是

说% 如果该国贸易条件有改善"% 为支付

一定量的进口而需用的出口就减少了% 这

样% 在一定的国内生产水平上% 有可能将

原本应该供出口的货物服务重新分配给

国内消费或资本形成# 换句话说% 贸易条

件的改善% 会使居民在一定国内生产水平

上形成的收入所能购买的货物服务物量增

加#

!/"!22 实际国内总收入 #实际&'6$ 用以衡量国

内生产所形成的总收入的购买力( 这是一

个仅以实际形式存在的概念# 如果贸易条

件发生变化% 那么&'(物量的变动与实际

&'6的变动之间就会出现显著的不一致#

&'(物量变化和实际 &'6变化之差一般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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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作 (贸易收益) !或损失"% 或者反过来

说% 贸易条件变化引起的贸易损益就是实

际&'6变化和&'(物量变化之差( &'(

物量与实际 &'6的变动之差未必总是很

小# 如果进口和出口相对于&'(较大% 并

且% 如果进口和出口的货物服务商品构成

大不相同% 那么潜在的贸易损益变化幅度

就可能很大# 例如% 如果一国的出口主要

由为数不多的几种初级产品组成% 如可可$

食糖或石油% 而其进口又主要是制成品%

上述情况就会发生# 不难证明% 贸易收益

或损失 由̀下式计算&

/a

C@D

)

@

C

)

E

@

D

)

{ }
F

!!3"

式中&

?Ca按现价计算的出口

?Da按现价计算的进口

?)

E

a出口价格指数

?)

F

a进口价格指数

?)a以某一选定定值标准为对比基础的

价格指数

)

E

$ )

F

和)在基年都等于 !# 括号内的项

目衡量按参考年的出口和进口价格计算的

贸易差额% 而第一项则衡量由用作定值标

准的价格指数缩减后的实际当期贸易差额#

二者符号相反是完全有可能的#

!/"!23 在衡量贸易损益时% 要作一项重要的选

择% 即要对用来缩减经常贸易差额的价格

指数)做出选择# 关于指数)的选择% 已

有大量的文献论及% 只是没有就此形成最

后的结论% 但一般都认同 )的选择有时

会对结果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因此% 在衡

量实际 &'6时% 对 )的选择有时可能是

很敏感的% 这一问题也因此还没有达成一

致意见#

!/"!34 选择这个还是那个缩减因子% 这里没有必

要总结所有的争论% 但是% 说明所提出的

)的主要备选方案则是有用的# 这些备选

方案可以分成以下三类&

)"一种方案是用进口价格指数 !这得到有

力的支持" 或出口价格指数缩减当期差

额C@D% 有些权威人士认为% 对)

E

和

)

F

的选择应取决于经常贸易差额是正

还是负#

*"第二种方案是用)

E

和)

F

的平均数来缩

减经常贸易差额& 建议使用的平均数也

有很多种% 简单算术平均或调和平均%

或更加复杂的贸易加权平均#

+"第三种方案是用某些与外贸无关的一般

价格指数缩减经常贸易差额& 例如% 采

用国内最终支出总额的价格指数或消费

者价格指数#

!/"!3! 无法就采用一个缩减指数达成一致% 这反

映了一个事实% 即& 没有任何一个缩减指

数在所有情况下都是最佳的# 如何选择缩

减指数% 有可能取决于诸如经常贸易差额

是顺差还是逆差% 相对于 &'(的进口和出

口规模等因素# 另一方面% 人们普遍认为%

计算由于贸易条件发生变化而造成的贸易

损益是值得的% 对某些国家来说甚至是至

关重要的#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 建议采取

以下做法&

)"应当把上面界定的贸易损益作为 #$%必

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

*"如何选择用于经常贸易差额的缩减指

数% 相关工作应由一国的统计部门去

做% 以便把该国的具体情况考虑进去'

+"如果一国统计部门无法确定用哪种缩减

因子)最合适% 那就应当使用进出口价

格指数的某个平均数% 最简单$ 最透明

的平均数是进出口价格指数的未加权算

术平均数# !这在有关的专业文献中称

为吉尔里法#"

!/"!3, 提出这些建议是为了确保虽然不能就一个

共同的缩减指数达成一致意见% 但是并不

妨碍计算实际收入总量# 贸易收益总是应

当计算的% 即使所有国家没有使用同一种

缩减指数也应该计算# 在不能肯定选择哪

种缩减指数好的情况下% 进出口价格指数

的平均数很可能就是一个合适的缩减

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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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物量值与实际收入总量的相互

关系

!/"!3- 计算实际收入通常要先计算实际 &'6% 接

着就整个收入总量序列做计算% 每个序列

都要进行调整缩减为实际价值# 这个过程

可以说明如下&

)"国内生产总值物量

A?由于贸易条件发生变化引起的贸易损益

*"a实际国内总收入

A?从国外得到的实际初始分配收入

@?向国外支付的实际初始分配收入

+"a实际国民总收入

A?从国外得到的实际经常转移

@?对国外支付的实际经常转移

5"a实际国民可支配总收入

@?固定资本消耗物量

8"a实际国民可支配净收入

!/"!3. 由 !)" 到 !*" 的过程是由贸易条件发生

变化引起的贸易收益% 已在前节作了说明#

为了从 !*" 计算到 !5"% 其间需要逐步

缩减常住单位和非常住机构单位之间的各

种收入流量% 即来自国外和支付给国外的

初始分配收入和经常转移# 不可能自动选

择价格缩减指数% 建议用基础广泛的定值

标准***尤其是构成国内最终支出总额的

那组货物服务***来计算这些流量的购买

力# 当然% 这个价格指数的定义应与 &'(

的物量和价格指数相一致#

!/"!3/ 在此过程中的每一步% 都应该首先计算相

邻年份的可加物量% 然后计算作为链锁指

数的长期序列#

!/"!30 一个可供考虑的替代办法是先从 &'(物量

到国内最终支出净额物量% 然后对当期贸

易差额的购买力影响做一次调整% 使用国

内最终支出净额的缩减指数来缩减按实际

价值计算的当期贸易差额# 该替代框架的

优点是可以采用单一的定值标准% 即按构

成国内最终支出净额的那组货物服务的价

格指数来计算# 这将有助于理解实际国民

可支配收入净额的意义% 因为其缩减指数

是明确的#

!/"!31 然而% 此替代框架是用国内最终支出净额

的缩减指数作为一般缩减指数 )来计算贸

易损益的% 而通常认为% )应该以进入对

外贸易的流量为基础# 因此% 总的来说%

建议优先使用原来的框架#

1" 价格和物量的国际比较

!$ 绪言

!/"!32 用户不仅要比较一个 !些" 国家在不同时

期的 &'(及其组成部分% 以分析经济增

长% 也要比较某个时期内不同国家的 &'(

及其组成部分% 以分析相对经济规模# 进

行这种比较的一个通用方法是用汇率调整

国民经济账户的价值% 使其能够采用共同

货币表示# 这种方法的优点是数据很容易

得到% 而且是最新的# 如果用户需要了解

一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相对支出能力排名%

那么这种方法就足够了# 然而% 要比较生

产率和生活水平就不够了% 因为它没有对

国家之间价格水平的差别进行调整% 因此

就不能度量各国生产货物服务物量的相对

规模#

!/"!33 购买力平价 !(((" 用于计算一组可靠的

按共同货币表示的各国活动水平估计量#

所谓(((" 是指! 单位%国货币在%国所

购买的某货物服务数量" 在;国购买时所

需的;国货币单位数( 一国的 (((通常是

以基国货币表示的% 通常使用的是美元#

于是% (((是不同国家间可比较项目相对

价格 !按照本国货币计" 的加权平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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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作为缩减因子使用% 由此即可对国

家之间的&'(及其支出成分进行比较#

!/",44 本节首先考察针对总量的价格和物量进行

国际比较所出现的指数问题# 按照地区划

分% 每隔三到五年% 国际比较项目 !6<("

提供了一套国际可比的经济总量物量$

(((和价格水平指数 !(̂6"# 开始于 !302

年的6<(已经发展为涵盖世界所有地区的

项目% 到 ,44/ 年已有 !41 个国家加入# 参

加该项目的国家加上 N=<'B欧盟统计局

(((项目的 .- 个国家% 总共达到了 !/4 个

国家#

!/",4! 基于(((进行数据编制是一件成本高$ 耗

时长的事情% 进行这样的比较自然是不可

能的# 收集数据编制基于 (((的估计值需

要全世界的协作# 然而% 参与国的国民经

济核算人员需要理解比较的基本原理% 理

解编制(((指数向他们提出的实际数据需

求% 进而还要理解&'(的物量比较# 这些

内容是本节最后一小节的主题#

($ 指数问题

!/",4, 针对时间序列形成的指数理论% 不能简单

地用 (国家) 一词代替 (时期) 一词% 机

械地应用于国际比较# 国际比较在许多方

面是不同的#

)"时间序列是按照观测日期整理的% 但国

家序列没有这样一种优先排序# 结果%

编制链式指数就无法以预先确定的方式

来对国家排序#

*"对国际价格比较来说% 不同的价格收集

者会报告不同国家的项目价格# 因此%

这就需要对每个项目提供灵活而详细的

产品规格描述 ! #('"% 从而保证无论

是对两个国家 #('之规格非常相似的项

目的价格进行比较% 还是对 #('之质量

不同$ 规格不同的项目价格进行调整%

针对的都是相似项目#

+"国际比较是不定期进行的% 部分原因是

国际比较面临大规模合作的挑战% 涉及

所有参与国家的统计部门和国际组织#

!/",4- (((的核心是对相同或非常相似的产品规

格的价格进行比较# 为了定义这些规格%

并确保详细价格比较的质量% ,44/ 年 6<(

使用了 #('# 每个项目都有其技术特征的

详细规格描述% 所以价格收集者能在当地

市场上精确的识别每个项目# 除了技术特

征外% 当对项目定价时% 产品规格还包括

需要考虑的其他变量% 比如销售条件$ 附

件$ 运输和安装费用# 这些结构描述和收

集的价格所构成的数据库% 使得不同国家

之间的项目可以更精确地匹配#

代表性与可比性

!/",4. 用于计算(((的定价产品选择有两个关键

的标准& (代表性) 和 (可比性)# 代表性

产品是居民住户经常购买的那些产品% 并

可以在一个国家内广泛地得到# 代表性是

6<(的一个重要标准% 因为非代表性产品

的价格水平与代表性产品相比普遍较高#

因此% 如果一国价格的代表性产品与另一

国价格不具有代表性的产品出现在同一支

出类别中% 那么各国之间的价格比较就会

被扭曲# 可比性则与一个产品的物理特征

有关# 如果一些产品的物理特征 !比如大

小和质量" 以及经济特征 !比如蜡烛主要

用作照明还是主要用作装饰" 都是相同

的% 那么就认为这些产品是可比较的#

!/",4/ 在实践中% 两难的是如何选择产品用于计

算(((% 使所选的产品既有代表性又有可

比性# 用来计算(((的产品清单是在权衡

国家内的代表性和国家间的可比性这两个

竞争目标基础上开发的# 为达此目的% 这

个产品清单一般与任何一国编制其价格指

数 !比如消费者价格指数或一定范围内的

任何一个生产者价格指数" 所使用的产品

组都不同% 与编制缩减因子以计算国民经

济核算中物量时间序列所使用的产品也不

同# 就一个国家的时间序列来说% 代表性

是选择规格品的关键标准% 而与其他国家

的可比性则不那么重要# 一旦选择了某个

用于定价的代表性产品% 那么重要的问题

是% 在随后的时期% 要对同样的产品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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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 以便测度产品随时间推移的价格变

化# 对于6<(来说% 只要求在一个时间点

上具有代表性% 不要求随时间推移保持代

表性#

汇总

!/",40 计算和汇总 (((有两个阶段& 先估计细类

的(((% 再对细类 (((汇总% 形成较高层

次的总量# 估计细类 (((% 要以单个产品

在不同国家的价格之比为基础# 典型的情

况是% 在一个细类内无法得到数量和支出

方面的信息% 这样% 计算整个细类 (((

时% 就不能对各单个价格之比加权# 在此

水平上% 有两种汇总方法可计算 (((% 即

!下面要介绍的" =P# 方法和国家产品虚

拟 !<('" 方法# 对这些方法的描述可参

阅 +6<(方法手册, !,44/" 第 !! 章# 在

第二阶段将细类 (((汇总到 &'(层次时%

权重是至关重要的# 下面的段落总结了汇

总中所使用的主要方法#

两国比较

!/",41 如<节所述% &'(或其中某个组成部分的

货币价值 !!

9

" 反映了价格和数量的混合

效应% 即 2

)

>)

.

a!

9

或
.

>)

)

a!

9

# 那些

用来衡量时期之间变化的指数公式% 也可

以用来编制各成对国家之间的价格和物量

指数# 以%国为基础的;国拉氏价格指数

可以界定如下&

2

0

3

$

4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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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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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6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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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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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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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

,

5

$

4

53!

0

,

5

1

,

5

!,4)"

帕氏指数为&

)

0

3

$

4

53!

0

,

5

0

( )
G

5

8!

6[ ]G

5

8!

&

$

4

53!

0

G

5

1

G

5

$

4

53!

0

,

5

1

G

5

!,4*"

式中& 权重6

,

5

和 6

G

5

是 %国和 ;国以当期

价值表示的组成部份占&'(的份额#

!/",42 根据前面指出的拉氏价格和物量指数以及

帕氏价格和物量指数间的互补关系% 用帕

氏价格指数 !,4*" 缩减分别以本国货币

表示的;国和%国的价值比率% 就能求出

以%国为基础的;国的拉氏物量指数# 同

样% 用拉氏价格指数 !,4)" 缩减 ;国和

%国的价值比率% 即可得到帕氏物量指数#

!/",43 通常% 两个不同国家间的相对价格和数量

结构的差别要远大于同一国家不同时期间

的差别# 这就导致国家间的拉氏和帕氏价

格和物量指数产生很大的差别# 因此需要

采用一种指数公式 !比如费舍指数"% 使

其能够对称使用各国的价格和数量信息#

多边比较

!/",!4 由于各种原因% 可能需要进行多边国际比

较% 例如% 为多于两个国家的集团确定

&'(总量% 或对集团中各国的&'(物量或

人均 &'(物量排位% 都需要进行多边比

较# 希望这种排位具有传递性#

传递性

!/",!! 考虑一组F个国家# 由于在任何一对国家

之间都可以进行物量和价格比较% 所以%

可能进行的双边比较的总数等于 F !F@

!" 7,# 假设将以5国为基础的 H国价格或

物量指数写成
5

!

H

% 当下列条件对一组指数

中的每一对都成立时% 那么这组指数就被

认为具有传递性&

5

!

H

0

H

!

I

a

5

!

I

!,!"

这个条件意味着% 以 5国为基础的 I国直

接 !双边" 指数等于以 5国为基础的 H国

直接 !双边" 指数乘以以 H国为基础的 I

国直接 !双边" 指数所得出的间接指数#

如果整组指数是可传递的% 那么连接各对

国家的间接指数应始终等于相对应的直接

指数# 实际上% 常用的标准指数***如拉

氏$ 帕氏指数或费舍指数***没有一个是

具有传递性的#

!/",!, 此处的目标是找到一种多边方法% 该方法

能够生成一组可传递的价格和物量值%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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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对所有国家赋予同等的权重# 有四种差

别很大的方法可以使用# 第一种是用集团

内部的平均价格来计算多边物量指数% 从

而获得传递性# 第二种是从所有可能结对

的国家之间的双边比较着手% 并用某种方

法转化它们% 使其达到可传递性# 第三种

是利用回归方法% 在国家间比较的基础上用

其他产品的价格比来估计缺失价格# 第四种

是建立在链接双边比较基础上的多边链接方

法% 首先链接价格结构最相似的国家#

集团法

!/",!- 使用最广泛的方法是用集团的平均价格对

集团所有成员国的数量进行重估价# 这就

自动地确保了传递性# 相对于%国的 ;国

物量指数定义先见于等式 !,4"% 这里表

述如下&

JK

.

3

$

4

53!

0

5

1

G

5

$

4

53!

0

5

1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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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0

5

1

#

5

$

4

53!

0

5

1

,

5

?

$

4

53!

0

5

1

G

5

$

4

53!

0

5

1

#

5

!,,"

从公式可看出其传递性# 每一种货物服务

的平均价格0

5

被简单地界定为& 以某种共

同货币计算的在该集团的总值除以其总数

量% 即&

0

5

3

$

F

H3!

A

H

0

H

5

1

H

5

$

F

H3!

1

H

5

其中&

$

F

H3!

1

H

3

$

F

H3!

&

H

5

0

H

5

!,-"

总和是对集团内F个不同国家的加总% 公

式 !,-" 中的 A

H项是一个货币转换因子%

它可以是一个市场汇率或者是一个 (((%

用于将每个国家在项目 5上的支出 &

5

a0

5

1

5

转换为共同货币#

!/",!. 最常用的集团方法是吉尔里*哈米斯

!&P" 法% 在该方法中% 式 !,-" 的货币

转换因子是 !,," 式界定的物量指数中隐

含的 (((# 在这种方法中% 平均价格和

(((被一组基本联立方程所界定% 所以它

们是相互依赖的# 实际求解时% 它们可通

过迭代法获得% 比如% 先用汇率作为货币

转换因子计算一组平均价格% 然后用求得

的物量指数来获得一组隐含的 (((% 这组

(((接下来用于计算第二组平均价格$ 物

量指数和(((% 以此类推#

!/",!/ 如&P法这样的集团法有如下优点&

)"国家集团本身被看作是一个实体#

*"使用单一的价格向量能确保传递性% 物

量值具有可加一致性% 而且% 它可以用

集团平均价格的形式来表示 !可以用一

张表表示一组国家的结果% 表中各列表

示国家% 各行表示最终支出% 在表中%

不仅可以汇总各行的价值% 还可以汇总

各列的价值"#

+"由于所有国家都用相同的价格向量% 这

就有可能对比率进行比较% 比如固定资

本形成总额占&'(的份额#

!/",!0 然而% 建立在多边集团法比较结果基础上

的任何两个国家的比较都不是最优的# 在

传递性描述中已经表明% %国和 ;国之间

的价格和物量比较应该对称地使用两国价

格和数量方面的信息# 如果 %国的相对价

格比平均价格高% 而 ;国的相对价格比平

均价格低% 那么使用平均价格就会压低以

平均国际价格计算的%国支出% 提高 ;国

!相对于接近国际平均价格的国家" 的支

出#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服务经

常会产生这种差别# 因此% 当使用 &P方

法时% 对穷国来说通常其 (((支出会有夸

大倾向#

双边法

!/",!1 计算一组多边物量值和 (((的另一种方法

是从所有可能的 F !F@!" 7, 对国家的

双边比较开始# 如果孤立地考虑每一次双

边比较% 那么优先考虑的方法应该是一个

费舍指数#

!/",!2 费舍指数不具有传递性% 但它可以从一组

F@! 个可传递的指数中导出% 这些可传递

指数按传统的最小平方标准尽可能接近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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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舍指数# 为使原费舍指数与所求可传递

指数之间的偏差最小化% 引出了所谓的

=P#公式% 这一公式是由埃尔特茨$ 科维

克斯和斯卡尔茨 !=JE8EU% PUV8I)K5 #hXJ+"

独立提出的#

!/",!3 O国和 T国之间的=P#指数是O国和 T国间

的直接指数和连结 O国和 T 国之各个可能

的间接指数的几何平均数% 其中直接指数

的权重比每个间接指数要大一倍# 如果每

一对国家的=P#指数都涉及集团中的所有

其他国家% 该指数就获得了传递性#

!/",,4 =P#指数&

)"可以为一对国家间的单一总量提供最好

的传递性计算值% 其方式很像一个环比

费舍指数所提供的单一总量在一段时间

内变动的最佳计算值'

*"对相比较的两个国家赋予相等的权重'

+"一个可取的性质是它不受国家相对规模

的影响#

然而% =P#指数类似于时间序列中的环比

指数# 要想将一个总量和其分量的 =P# 物

量指数转化成一组具备可加一致性的价值%

是不可能的# 这与&P方法相反#

环形比较

!/",,! 以上方法都假定% 存在这样一组比较% 包

含了集团内的所有国家# 随着参与国家数

量的增多% 作为单一的集团管理它们变得

越来越困难# 而且% 很难找到同时具备全

国代表性和全球可比性的项目% 因为各国

在地理上和发展水平上都差距甚远# 这就

是采用区域化方法编制 (((的优势# 以区

域为基础% 可以就每个区域确定产品规格%

针对区域内各个国家计算一组独立的(((#

!/",,, 这种方法改善了区域层次上的 (((质量%

但它仍然需要将各个区域合并在一起来获

得一个全球性比较# 传统做法是选择 (桥

梁国家) 作为各区域之间的纽带# 桥梁国

家将参与不只一个区域的价格调查# 环形

方法拓展了这个想法% 在每个区域内确定

一组国家% 共同作为 (环形国家)# 由这

些国家组成了一个人工合成的 (区域)%

覆盖了即将联系在一起进行比较的所有的

区域#

!/",,- 应用该方法要取决于许多因素% 包括分析

目的% 汇总水平% 数据多寡% 是对区域$

环形国家还是整个数据汇总% 可加性的意

义% 以及各国的对称处理#

+$ 国民经济核算人员的实际考虑

(((和国民经济核算

!/",,. (((最重要的用途之一是消除国家之间价

格水平差别的影响% 计算用共同货币表示

的可比&'(及其主要成分的估计值# 从以

下两方面说% 国民经济核算是 (((估计值

的基础# 第一% 国民经济核算提供了用于

价格汇总的权重% 这就可以将价格从细分

水平汇总到较高类别的总量% 直到 &'(本

身# 第二% 国民经济核算提供了将要用

(((来缩减的价值% 从而提供了按共同货

币表示的物量 !也称为 (实际支出额)"%

这样&'(及其支出成分才可以在国家之间

进行比较#

!/",,/ 应用 (((还可以得出比较价格水平指数

!(̂6"# (̂6是一国 (((与其官方汇率之

比% (((与官方汇率都是相对于一个参照

货币来测度的# (̂6通常按基准等于 !44

表示% 基准可以是一个单独的参考国家%

也可以是一个区域的平均#

!/",,0 如果一个国家的 (̂6小于 !44% 那就意味

着其价格水平就低于该基准国家 !或区

域"# 可以对任何一对国家进行类似的直

接比较# 如果一个国家的 (̂6小于另一个

国家的 (̂6% 即可认为% 低 (̂6国家的价

格比另一个国家的价格 (便宜)% 不管其

(̂6是高于还是低于 !44#

!/",,1 实际上% (((不会随时间推移迅速变化%

因此% 一个国家的 (̂6如果出现显著变化%

通常是由于汇率的显著变化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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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能将6<(中的物量与本章前面提到的时

间序列物量混为一谈% 这是很重要的% 因

为它们是不同的指标% 虽然它们也有一些

相似之处***设计的目的都是要从中剔除

价格差异的直接影响# 对一个物量时间序

列而言% 所要剔除的是价格在不同时期变

化所带来的影响% 以便得到用于计算经济

增长率的物量测度指标# 国际比较是以基

于(((的物量测度为基础的% 从国民经济

核算价值中剔除的% 是汇率差异和各国价

格水平不同所产生的影响% 以便对有关国

家的物量测度指标进行比较#

!/",,3 可以对(((进行国际比较的最低水平是所

谓的 (细类)% 这也是国民经济核算价值

作为权重所要求的最低水平# 实际上% 国

民经济核算价值提供了可将细类数据汇总

到更大范围之国民经济核算总量***包括

&'(本身***的权重# 要基于细类确定产

品规格% 然后从细类层面选取代表规格品

并确定其价格#

!/",-4 在过去的大约半个世纪里% 基于 (((进行

比较大多采用支出法&'(估计值% 因为最

终支出的价格比产出和投入的价格更容易

观察% 如果采用生产法 &'(估计值比较%

就需要有产出和投入的价格# 国民经济账

户的一致性对于获得可供国际比较的估计

值来说是很关键的% 所以 #$%在基于 (((

的比较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它为获得

&'(及其主要总量的一致估计量提供了框

架#

!/",-! 6<(是计算 (((涉及范围最广的项目' 大

约 !/4 个国家参与了世界范围的 ,44/ 6<(#

从 ,44/ 6<(得到的按共同货币计算的物量

估计值% 为全世界各国间关系提供了一张

快照# 6<(是非常昂贵$ 非常耗费资源的

项目% 所以它只能按一个较长时间间隔提

供基准结果# 为此% 不得不使用参与国家

的国民经济核算时间序列来外推 (((基准

!比如来自 ,44/ 6<(那个基准"# 对相隔数

年编制的两组(((的基准外推结果进行比

较% 是很有趣的# 实际上% 外推序列并没

有与基准严格对应% 产生差别的原因有多

个%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用于国民经济

核算时间序列的价格和用于计算 (((的价

格之间的一致性问题% 这在前面代表性和

可比性部分已经做了解释# 此外% 价格和

物量结构可能随时间推移发生显著的变化%

外推技术或许并没有顾及这些变化#

6<(增长率为什么不同于各国计算的
增长率

!/",-, 将(((从基准年外推到另一年的一般方法

是% 用来自每个国家国民经济核算的缩减

因子与定值标准国家 !通常是美国" 之

比% 将每个国家的 (((从基准年向前推#

然后将得到的(((应用于有关国民经济核

算的成分% 以获得所研究年份以共同货币

表示的物量#

!/",-- 理论上说% 从基准年外推 (((的最好方法

是% 使用6<(中每个国家单个产品水平上

的价格时间序列来外推 6<(基准所包括的

单个产品的价格# 实际中% 从基准年外推

(((时采用这个步骤是不可能的% 因为所

有国家都不能得到所需的详细价格数据#

因此% 通常采用在宏观层次 !&'(或几个

&'(成分" 进行外推的方法# 不考虑所有

参与国家在数据收集方面的一致性% 是在

此过程中出现的一个主要概念问题% 因为

数学上可以证明% 保持时间和空间上的一

致性是不可能的# 换句话说% 即使所有的

数据都能完全一致% 在较高水平 !比如

&'(" 上使用价格时间序列外推 (((也不

会与基于(((的基准估计值相匹配#

!/",-. &'(时间序列和(((基准比值之间存在差

异的原因之一是由产品定义造成的# 正如

!/"00*01 段解释的% 地理位置在国民经

济核算中是一个重要的产品特征% 而 (((

比值则采用整个国家的平均价格# 另一个

问题是国民经济核算中缩减因子时间序列

背后的加权结构不同于 (((基准时间序列

中缩减指数背后的加权结构# 另外% 如上

所述% (((的产品定价不同于时间序列背

后的产品定价% 因为空间价格指数要求在

各国内部具有代表性$ 在国家间具有可比

性% 而时间序列主要要求随时间推移具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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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性# 总体看% 为编制一个国家的价格

指数而定价的产品% 要多于为计算 (((而

定价的产品# 最后的也是最关键的% 国民

经济核算要对形成缩减因子的价格进行调

整% 以剔除随时间推移的质量变化% 而各

国进行这种质量调整的方法也极其不同#

特别地% 在针对那些特征迅速变化的产品

进行调整过程中% 各国采用特征方法的范

围也有很大的差异# 电子产品 !比如电

脑" 是特征质量调整应用最多的领域% 此

外还有一些国家将特征方法用于诸如服装

和住房之类的产品# 一些国家使用特征方

法对国民经济核算的价格指数进行质量调

整% 而另一些国家没有进行这种调整% 对

这两类国家的价格变化进行比较% 必然会

导致基准序列和外推序列之间产生非常大

的不一致#

!/",-/ 影响外推&'(序列和(((基准计算结果之

间差别的最大因素可能是出口和进口# 国

民经济核算的&'(物量值不受贸易条件变

化的影响% 然而贸易条件会直接影响空间

比较中的实际 &'(# 例如% 能源价格的上

涨% 会导致名义 &'(增加# 在空间比较

中% 其结果体现为能源出口国 !相对于其

他国家" 的 &'(物量增加% 因为净贸易

(((是以汇率为基础的% 它一般在短期内

难以对贸易条件的改变做出反应% 由此会

将贸易条件的提高视为基于 (((基准下的

物量效应# 另一方面% 如果能源出口国出

口了同样数量的能源% 那么其国民经济核

算中的&'(物量就会保持不变% 由此就会

将贸易条件的提高视为价格效应 !这是在

&'(缩减因子作为价格外推因子过程中观测

到的"#

非市场服务

!/",-0 引起各国(((物量之间一致性问题的另一

个领域是一组所谓 (难以比较的服务)#

它们在非市场服务领域占主导地位 !但不

是独占"% 随着政府服务逐渐成为非市场

服务的主要组成部分% 需要为 (((项目对

它们进行定价# 非市场服务定价的主要问

题涉及提供服务的质量和相应的劳动生产

率# 在大多数国家的国民经济核算中% 计

算政府部门估计值的一个惯常做法是用提

供服务所使用的劳动和原材料投入之和衡

量产出价值% 这实际上就是假定& 成本增

加就等于产出增加# 另外% 国民经济核算

中经常做的一个假定是% 提供这种服务的

劳动生产率不随时间推移发生变化# 与此

类似% 要在计算(((的各国之间给出以下

假定& 参与比较的所有国家的生产率都是

相同的# 当参与(((比较的国家经济发展

水平大概相同时% 该假定是合理的# 然而%

当参与比较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差别很大

时% 这种假定就会失效#

!/",-1 (((编制者面临的选择是% 要么假定各国

的生产率水平相同***即使它们处在非常

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 要么以某种方式调

整非市场服务的估计值% 以解决生产率的

差别# 对不同经济的生产率差异进行调整%

除了为确定适当的理论方法所牵涉的问题

之外% 如何获得调整所必需的数据也是个

问题***尤其是如果该方法要基于有关国

家的相对资本密度进行调整的话# 尽管存

在这些问题% 有时必须对非市场服务进行

生产率调整% 因为调整生产率所带来的问

题远远小于在比较中假定所有国家生产率

都相等所引发的后果#

结论

!/",-2 基于(((比较不同国家的活动水平是国民

经济核算的一个重要用途# 尽管理论上和

实践中面临许多困难% 但是% 与通常采用

汇率将国民经济核算总量转换为用共同货

币表示相比% 基于 (((的物量为国际比较

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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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 章"账户综述和整合

#" 引言

!0"! 本章对第 0*!- 章所阐述的账户序列进行

综述% 并说明如何将它们与第 , 章中的那

些表联系在一起# 本章将说明 #$%中最常

见的总量指标***包括国内生产总值

!&'("$ 国内生产净值 !$'(" 和国民总

收入 !&$6" ***是如何与不同账户中的

平衡项联系在一起的# 同时% 本章将显示

常住单位与来自国外的非常住单位之间的

交易对国民总量指标的影响% 此外还将描

述积累账户间的联系#

!0", 本章将为后续章节奠定基础***这些后续

章节的主要内容是对此套账户体系进行更

为细致的解析% 包括展示方式和更进一步

的分析#

%" 账户的整合

!0"- 在之前各章节出现的表% 采用的是一种在

出版物中很常见的格式% 右边的项目代表

来源% 左边的项目代表使用# 这种格式是

灵活的% 因为在表格的左右两个部分中可

以设置多个列% 而且当列数非常多的时候%

这两个部分还可以被显示在不同的页中#

然而% 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种表格形式特

别适用于做解释% 那就是 形̀账户#

!0". 在 形̀账户中% 只有一列描述性标题显示

在表格中间% 代表来源的值出现在标题列

右边的列中% 代表使用的值出现在标题列

左边的列中# 表 !0"! 给出了一个 形̀账户

的例子# 表中各行来源于表 0"!$ 1"!$

1",$ 2"! 和 3"! 中的行% 但只保留了一些

较高层次的总量项目# 没有显示各机构部

门账户的数据% 只有经济总体$ 国外以及

二者的合计显示在表格中# 此外保留了货

物和服务账户列#

!$ 经常账户综述

!0"/ 表 !0"! 中的经常账户包括生产账户$ 收入

初次分配账户$ 收入再分配账户以及收入

使用账户# 除这些账户以外% `形账户还

以来自国外账户的登录项目***货物和服

务的进出口***作为起始行% 记录了本国

经济体内来自国外的货物服务价值% 以及

由本国生产并提供给国外的货物服务价值#

生产账户

!0"0 接下来的行显示生产账户中的主要登录项

目% 其中产出$ 税减补贴在来源方% 中间

消耗在使用方# 然后是生产账户的平衡项

***增加值% 同时它也是生产账户的结束

项% 也出现在使用方# 增加值是决定 &'(

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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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形成账户

!0"1 接下来的几行同收入形成账户对应# 这是

收入初次分配账户的第一部分# 生产账户

的平衡项***增加值***是这个账户来源

方的唯一登录项目# 该账户左边使用方的

登录揭示了有多少增加值是由劳动创造的

***以雇员报酬的形式表现% 有多少产出

是应付给政府的***以未包含在产出估值

之内的产品税减产品补贴的形式表现# 平

衡项是营业盈余和混合收入% 代表资本对

增加值形成的贡献#

初始收入分配账户

!0"2 在初始收入分配账户中% 增加值的这些贡

献因素显示为相关部门的来源' 雇员报酬

是住户的来源% 税减补贴是政府的来源%

营业盈余和混合收入是相关生产单位所属

部门的来源# 除此之外% 初始收入分配账

户还揭示了这三项中的每一项有多少是应

付给非常住单位的% 以及相应地% 这些项

中哪些价值是由非常住单位创造并应付给

常住部门的#

!0"3 在生产过程中% 生产者有可能会使用属于

其他单位的金融资产或非生产资产# 由于

使用这些资产而发生的支付显示为财产收

入# 财产收入可能是常住单位或非常住单

位应付的% 也可能是常住单位或非常住单

位应收的# 一旦其中三项的值已知% 就可

以确定另外一项的值# 例如% 常住单位应

收的财产收入一定等于常住单位与非常住

单位应付财产收入之和减去非常住单位应

收财产收入# 因此常住单位或非常住单位

应收的财产收入 !出现在来源方" 必定等

于常住单位和非常住单位应付的财产收入

!出现在使用方"#

!0"!4 来源方的增加值% 加上雇员报酬$ 营业盈

余$ 混合收入和财产收入登录在来源方的

值% 再减去相应登录项目在使用方的值%

结果就是初始收入# 它是初始收入分配账

户的平衡项% 出现在使用方% 同时也将是

收入再分配账户的第一项% 出现在来

源方#

!0"!! 由初始收入可导出 #$%体系中另外一个关

键的总量指标***国民收入# 增加值是同

常住性的判定紧密相关的% 总增加值由所

有常住单位并且仅由常住单位创造# 从增

加值到初始收入% 不仅实现了由生产到收

入的转换% 而且实现了由生产单位本身之

常住性向接收生产所创造收入的单位之常

住性的转换# 有关国民收入的进一步讨论

将在下面国外账户部分进行#

收入再分配账户

!0"!, 收入再分配账户揭示初始收入是如何通

过经常转移的支付和接收而转换为可支

配收入的# 有多个因素影响收入在经济

体中各部门之间的再分配# 其中之一是

政府在征收所得税$ 财产税等经常税中

扮演的角色' 还有社会保险计划在将在

职人员的社会保险缴款再分配给退休人

员中扮演的角色' 另外% 保险提供了一

种将众多单位的小额常规付款转移给遭

受预设种类损失的少数单位的机制% 它

所扮演的角色也是一个影响因素# 在其

他各类经常转移之中% 纯粹的自愿转移

所起的作用正在引起人们更多的兴趣%

比如通过政府间国际合作向为住户服务

的非营利机构 !$(6#7" 提供主要的资

金支持% 又如通过雇员汇款在常住住户

和非常住住户之间进行的转移#

!0"!- 常住单位和非常住单位应付的经常转移

一定等于常住单位和非常住单位应收的

经常转移% 这样% 使用方和来源方的数

值是相等的% 就像财产收入中的情况一

样#

!0"!. 可支配收入是账户体系中重要的平衡项%

它揭示了在不需降低资产或发生负债的前

提下有多少资金可以被用于消费% 同经济

学理论中关于收入的概念相一致#

收入使用账户

!0"!/ 可支配收入使用账户揭示有多少可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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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被实际用于消费% 有多少被用于储

蓄# 对于机构部门账户来说% 必须要对

养老金权益变动进行调整% 以保证其影

响反映在住户部门的储蓄中% 而不是反

映在养老金中# 然而% 在总量层次上%

只有当养老金权益包含非常住雇员或非

常住企业的常住雇员时% 有关的流量才

会出现#

!0"!0 表 !0"! 没有包括实物收入再分配账户和调

整后可支配收入使用账户% 但这两个账户

可插入到账户序列中替代可支配收入及使

用账户% 或者是作为后者的补充#

($ 积累账户综述

!0"!1 表 !0", 展示了积累账户和资产负债表的概

要% 使用了同表 !0"! 经常账户详略程度相

同的分类# 在这里% 左右列的标题名称改

变了% 右侧各列描述的是负债和资产净值

的变化% 左侧各列描述资产的变化#

资本账户

!0"!2 资本账户的第一个项目是储蓄和对外经常

差额% 出现在账户的右边# 同样作为来源

出现的还有应收资本转移# 按照惯例% 应

付资本转移也列在来源方下% 但符号为负#

对于包括了与国外之间交易的经济总体而

言% 其应收和应付资本转移恰好相互抵消%

就像财产收入和经常转移一样# 但是对于

不包括与国外之间交易的经济总体和它内

部的各机构部门而言% 这个等式一般是不

成立的#

!0"!3 总的来说% 储蓄加上 !净" 资本转移表

示经济体内有多少资金可用于非金融资

产的获得***主要是资本形成% 也包括

非生产非金融资产获得# 加总之后的合

计数是一个特殊的总量指标% 被称为储

蓄和资本转移引起的资产净值变化# 它

不是一个平衡项% 但作为一个出于特殊

分析目的而构建的概念% 它具有和平衡

项一样的特征#

!0",4 资本账户的使用方显示生产资产和非生产

非金融资产的获得# 资本账户的平衡项是

净借入或净贷出# 当有净贷出时% 表示储

蓄与资本转移之和在实际用于非金融资产

获得后仍有富余可借给国外% 净贷出的数

值表示有多少资金被借给了国外# 当有净

借入时% 表示储蓄加资本转移不足以支持

所有的非金融资产获得% 必须从国外借入

资金#

金融账户

!0",! 金融账户通过列示金融机构间的所有交易%

精确解释了净贷出或净借入是如何发生的#

金融资产的交易表现为资产变化% 其数值

恰好等于负债和资产净值变化的值% 这是

因为% 如果将常住单位之间或常住单位与

非常住单位之间的所有交易都考虑在内%

就不会有不能被解释的净贷出或借入了#

!0",, 因为金融账户没有引入新的平衡项% 只是

解释了净贷出或借入是如何实现的% 同时

还因为它需要与其他账户非常不同的数据

来源以及对数据来源的理解% 因此国民经

济核算人员未必编制该账户# 然而% 如果

没有金融账户% 国民经济账户编制者就不

能确定其他账户的估计是否是充分一致的

和完备的# 就像国民经济核算人员必须对

国际收支平衡表有一定的理解% 以保证所

有同国外有关的交易都在账户中被完全考

虑了一样% 对应金融账户% 有必要把握货

币和金融统计体系的内容含义# 后面有两

章 !第 ,0 章和第 ,1 章" 将对 #$%与这些

其他统计体系之间的关系进行更加细致的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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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 账户序列中的经常账户概览

使用 来源

经济

总体

国外 货物和

服务

合计 交易和平衡项 经济

总体

国外 货物和

服务

合计

?

.33 .33 货物和服务进口 .33 .33

-3, -3, ?货物进口 -3, -3,

!41 !41 ?服务进口 !41 !41

/.4 /.4 货物和服务出口 /.4 /.4

.0, .0, ?货物出口 .0, .0,

12 12 ?服务出口 12 12

生产账户
-04. -04. 产出 -04. -04.

-411 -411 ?市场产出 -411 -411

!.1 !.1 ?用于自身最终使用的产出 !.1 !.1

-24 -24 ?非市场产出 -24 -24

!22- !22- 中间消耗 !22- !22-

!.! !.! 产品税 !.! !.!

@2 @2 产品补贴 ! @" @2 @2

!2/. !2/. 总增加值B国内生产总值

,,, ,,, 固定资本消耗

!0-, !0-, 净增加值B国内生产净值

@.! @.! 货物和服务对外差额

收入形成账户
总增加值B国内生产总值 !2/. !2/.

净增加值B国内生产净值 !0-, !0-,

!!/4 !!/4 雇员报酬

,-/ ,-/ 生产和进口税

!.! !.! ?产品税

3. 3. ?其他生产税

@.. @.. 补贴

@2 @2 ?产品补贴

@-0 @-0 ?其他生产补贴

./, ./, 营业盈余总额

0! 0! 混合收入总额

,!. 营业盈余总额中的固定资本消耗

2 混合收入总额中的固定资本消耗

,-2 ,-2 营业盈余净额

/- /- 混合收入净额

初始收入分配账户
营业盈余总额 ./, ./,

混合收入总额 0! 0!

营业盈余净额 ,-2 ,-2

混合收入净额 /- /-

0 0 雇员报酬 !!/. , !!/0

4 生产和进口税 ,-/ ,-/

4 补贴 @.. @..

-3! .. .-/ 财产收入 -31 -2 .-/

!20. !20. 初始收入总额B国民总收入 4

!0., !0., 初始收入净额B国民净收入 4

收入再分配账户
初始收入总额B国民总收入 !20. !20.

初始收入净额B国民净收入 !0., !0.,

!,!, !1 !,,3 经常转移 !!1. // !,,3

,!, ! ,!- 所得$ 财产等经常税 ,!- 4 ,!-

--- 4 --- 净社会缴款 --- 4 ---

-2. 4 -2. 实物社会转移以外的社会福利 -2. 4 -2.

,2- !0 ,33 其他经常转移 ,.. // ,33

!2,0 !2,0 可支配收入总额

!04. !04. 可支配收入净额

可支配收入使用账户
可支配收入总额 !2,0 !2,0

可支配收入净额 !04. !04.

!-33 !-33 最终消费支出 !-33 !-33

!! 4 !! 养老金权益变化调整 !! 4 !!

.,1 .,1 总储蓄

,4/ ,4/ 净储蓄

@!- @!- 对外经常性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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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 积累账户和资产负债表概览

资产变化 负债和资产净值变化

经济

总体

国外 货物和

服务

合计 交易和平衡项 经济

总体

国外 货物和

服务

合计

?

资本账户
净储蓄 ,4/ ,4/

对外经常差额 @!- @!-

.!. .!. 资本形成总额 .!. .!.

!3, !3, 资本形成净额 !3, !3,

-10 -10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10 -10

@,,, @,,, 固定资本消耗 @,,, @,,,

分资产类型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2 ,2 存货变化 ,2 ,2

!4 !4 贵重物品获得减处置 !4 !4

4 4 非生产资产获得减处置 4 4

应收资本转移 0, . 00

应付资本转移 @0/ @! @00

储蓄和资本转移引起的资产净值变化 ,4, @!4 !3,

!4 @!4 4 净贷出 !A" B净借入 !@"

金融账户
净贷出 !A" B净借入 !@" !4 @!4 4

.-0 .1 .2- 金融资产B负债净获得 .,0 /1 .2-

@! ! 4 ?货币黄金和特别提款权
23 !! !44 ?通货和存款 !4, @, !44

20 3 3/ ?债务性证券 1. ,! 3/

12 . 2, ?贷款 .1 -/ 2,

!41 !, !!3 ?股权和投资基金份额 !4/ !. !!3

.2 4 .2 ?保险$ 养老金和标准化担保计划 .2 4 .2

!. 4 !. ?金融衍生工具和雇员股票期权 !! - !.

!/ !4 ,/ ?其他应收B应付款 -3 @!. ,/

资产物量其他变化账户
!- !- 物量其他变化总计 - -

@1 @1 生产性非金融资产
!1 !1 非生产性非金融资产
- - 金融资产 - -

资产物量其他变化引起的资产净值变化 !4

重估价账户
名义持有损益

,24 ,24 非金融资产
2. 1 3! 金融资产B负债 10 !/ 3!

名义持有损益引起的资产净值变化 ,22 @2 ,24

中性持有损益
!32 !32 非金融资产
!-0 !, !.2 金融资产B负债 !,0 ,, !.2

中性持有损益引起的资产净值变化 ,42 @!4 ,!.

实际持有损益
2, 2, 非金融资产

@/, @/ @/1 金融资产B负债 @/4 @1 @/1

实际持有损益引起的资产净值变化 24 , 00

存量和负债变化
期初资产负债表

.0,! .0,! 非金融资产
2,-! 24/ 34-0 金融资产B负债 110, !,1. 34-0

资产净值 /434 @.03 .0,!

资产和负债变化总计
.2, .2, 非金融资产
/,- /. /11 金融资产B负债 /4/ 1, /11

资产净值变化总计 /44 @!2 .2,

储蓄和资本转移 ,4, @!4 !3,

资产物量其他变化 !4 !4

名义持有收益B损失 ,22 @2 ,24

?中性持有收益B损失 ,42 @!4 !32

?实际持有收益B损失 24 @, 2,

期末资产负债表
/!4- /!4- 非金融资产
21/. 2/3 30!- 金融资产B负债 2,01 !-.0 30!-

资产净值 //34 @.21 /!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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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物和服务账户

!0",- 在整个账户序列中% 每个交易行都是平衡

的# 对于那些分配和再分配交易而言% 如

果数据是完全协调的% 这种平衡就会自动

成立% 因为一个单位的应付必定是另外一

个单位的应收# 然而对于同货物服务有关

的交易而言% 情况并非如此# 为了保持账

户的平衡性% 账户的每一边都要包括一个

名为 (货物和服务) 的列# 对于任何同货

物服务有关的交易% 除相关机构部门在账

户的某一边有相应登录外% 还要在账户另

外一边的货物服务列做一个登录#

!0",. 账户左边的登录表示向经济体供应的所有

货物服务价值% 包括生产和进口% 同时还

要加上对其征收的产品税减去产品补贴#

账户的右边表示货物服务的使用% 包括中

间消耗$ 最终消费$ 资本形成和出口#

!0",/ 显然% 根据以前的分析% 供应给经济体的

货物服务总量一定等于其使用总量# 令左

边货物服务列的登录等于右边的相应登录%

就可以给出第 !. 章描述过的常见的货物和

服务账户形式&

产出A进口A产品税减产品补贴

a中间消耗A最终消费A出口A资本形成

!0",0 这个等式反映了如下的见解& 当前生产的

货物服务% 或者用于在当期生产更多的货

物服务 !中间消耗"% 或者用于在将来生

产更多的货物服务% 或者立刻用于满足人

们的需求 !最终消费"# 但是由于没有一

个经济体是完全封闭的% 因此必须考虑由

经济体外供给的货物服务 !进口" 以及被

其他经济体使用的货物服务 !出口"#

!0",1 上述恒等式说明了货物服务账户的内容#

货物和服务账户揭示了货物服务供给总量

与使用总量之间的平衡" 其中供给的表现形

式为产出和进口 #包括产出估值中未包括的

产品税减产品补贴$" 使用的表现形式为中间

消耗! 最终消费! 资本形成和出口(

.$ 国外账户

!0",2 在综合账户中% 国外的登录项目与 ;(90

! +国际收支手册, 第 0 版" 中所列国际收

支平衡表的登录项目是一致的# 表 !0"- 以

国际收支平衡账户的结构给出了国外的登

录项目#

表 !0$+" %7;0 账户结构下的国外项目

使用 来源

国外 交易和平衡项 国外

货物和服务账户

货物和服务进口 .33

/.4 货物和服务出口

@.! 货物服务对外差额

初始收入账户

0 雇员报酬 ,

生产和进口税

补贴

.. 财产收入 -2

@!4 初始收入对外差额

@/! 货物服务及初始收入对外差额

二次收入账户

!1 经常转移 //

-2 二次收入对外差额

养老金权益变化调整

@!- 对外经常性差额

资本账户

非生产资产的获得减处置

应收资本转移 .

应付资本转移 @!

- 对外资本账户差额

@!4 净贷出 $A% B净借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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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国外有三个经常账户% 一个是货物和服务

账户% 一个是初始收入账户% 还有一个是

二次收入账户# 每个账户都有一个平衡

项% 但其平衡项不像在 #$%中那样可以

从一个账户转到下一个账户# 然而% 这些

平衡项可与 #$%中的某些平衡项相对应#

货物服务及初始收入对外差额是货物服务

2对外3 差额与初始收入 2对外3 差额之

和% 它对应于经济总体的初始收入# 在此

基础上加上二次收入的对外差额% 结果是

对外经常性差额% 它对应于经济总体的

储蓄#

!0"-4 在国外的资本账户中% 仅有来自国外的应

收资本转移$ 向国外的应付资本转移$ 非

生产非金融资产的获得减处置三个项目#

由这三项可得到对外资本差额# 对外资本

差额再加上对外经常差额% 结果就是向国

外的净贷出或来自国外的净借入#

/$ 存量数据和流量数据的整合

联接期初和期末资产负债表

!0"-! 资产负债表是 #$%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资本账户$ 金融账户$ 资产其他变化账户

中与资产有关的流量都同资产负债表具有

密切关联% 清晰地理解这一点% 对于理解

资本积累在 #$%中所扮演的角色至关重

要#

!0"-, 对于某单一类型的资产来说% 把期初和期

末资产负债表的数值连接起来的基本核算

等式可以概括如下&

某特定类型资产在期初资产负债表中按

资产负债表所指日期价格估价的存量价

值'

A?在核算期内发生的交易中获得的资产

总价值% 减去处置的资产总价值'

A?所持有资产物量的其他正的或负的变

化价值 !例如发现了地下资产% 或者

由于战争或自然灾害造成了资产的破

坏"'

A?由于资产价格变动引起的正的或负的

名义持有收益价值'

a?某特定类型资产在期末资产负债表中

按资产负债表所指日期价格估价的存

量价值#

!0"-- 在核算期内所发生交易中获得的非金融资

产总价值减去处置总价值% 会记录在资本

账户中% 与金融资产和负债有关的交易则

会记录在金融账户中# 资产物量的其他变

化 !正的或负的" 价值会记录在资产物量

其他变化账户中# 由于资产价格变动引起

的正的或负的名义持有收益价值会记录在

重估价账户中# 这就意味着% 期末资产负

债表中每一个项目的数值% 原则上都可以

通过期初资产负债表中的数值加上与该资

产有关的登录在四个积累账户中的数值

得到#

!0"-. 名义持有收益可以被分解为中性持有收益

和实际持有收益# 名义持有收益表示一项

资产在一段时期内升值了多少% 中性持有

收益则表示该项资产在此时期内为保持其

购买力不变所必须达到的升值# 如果名义

持有收益大于中性持有收益% 则资产所有

者可以获得一笔实际持有收益 !等于名义

持有收益与中性持有收益的差"# 如果名

义持有收益小于中性持有收益% 那就意味

着所有者遭受了持有损失#

!0"-/ 即使考虑那些仅在核算期内被短暂持有$

不出现在期初或期末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

上述联接期初资产负债表$ 期末资产负债

表和积累账户的等式也是成立的# 例如%

一项资产有可能在核算期内被获得% 由于

价格上升产生了持有收益% 然后在期末之

前尚未转售时即遭受了某种损毁#

!0"-0 重估价账户中的名义持有损益既包括已实

现的损益% 也包括未实现的损益% 但是已

实现的损益会包含在资产交易价值中% 因

此期末资产负债表中仅包括未实现的损

益#

!0"-1 资产负债表与金融资产和负债流量账户之

间的联系一般都会被认识到% 并会被表述

出来# 相比之下% 发生在非金融资产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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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联系则较少受到关注% 然而% 正如第

,4 章针对资本服务所阐明的% 这种联系并

非无足轻重% 它对于理解经济生产率的提

高非常有用#

资产净值

!0"-2 资产净值是资产负债表的平衡项% 它等于

所有资产之和减去所有负债之和# 从期初

资产负债表到期末资产负债表% 其间的资

产净值变化来自三个项目&

)"第一项是储蓄和资本转移引起的资产净

值变化# 它来自于资本账户% 等于该账

户中所有来源项之和#

*"第二项是资产物量其他变化引起的资产

净值变化# 它等于资产物量其他变化账

户中所有资产变化项目之和减去所有负

债变化项目之和#

+"第三项是名义持有损益引起的资产净

值变化# 它等于重估价账户中所有资

产的名义持有损益项目之和减去所有

负债的名义持有损益项目之和% 进一

步可被分解为中性持有损益引起的资

产净值变化和实际持有损益引起的资

产净值变化#

资产账户

!0"-3 连接期初和期末资产负债表的恒等式不但

对于资产合计和每一类资产都成立% 而且

对于每一项独立的资产也成立# 资产账户

可以描述一项资产或一类资产的存量从一

个资产负债表到下一个资产负债表过程中

所发生的变化% 并揭示出哪些变化是由资

本转移引起的% 哪些变化是由金融交易引

起的% 哪些变化是由物量其他变化和重估

价引起的# 有关资产账户的描述见第 !-

章#

0$ 合并账户

!0".4 虽然很少用完全合并的形式去表现各个

账户% 但是从教学角度出发% 看看由完

全合并的账户可以得到什么结果是有

益的#

合并经常账户

!0".! 表 !0"! 中% 与收入分配和再分配有关的所

有项目都在账户的两边同时出现# 这样%

由这些项目即可推导出各个重要的平衡项#

但是% 也可以这样考虑& 如果通过合并剔

除其中一些项目% 结果会有哪些登录被保

留下来# 实际上% 保留下来的项目将会是

对应货物和服务列的那些项目以及储蓄和

对外经常性差额# 具体结果如下&

)"来源

!

进口 .33

!

产出 -04.

!

产品税 !.!

!

产品补贴@2

!

合计 .,-0

*"使用

!

出口 /.4

!

中间消耗 !22-

!

最终消费 !-33

!

储蓄 .,1

!

对外经常性差额@!-

!

合计 .,-0

!0"., 对外经常性差额 ! @!-" 等于货物服务对

外差额 ! @.!" 加上来自于国外的收入流

量 !,2"# 如果像刚才描述的那样% 把货

物服务进口$ 出口和对外差额从合并后账

户中移除出去% 就可以得到如下结果&

产出 -04.'

A?产品税 !.!

A?产品补贴@2

@?中间消耗 !22-

!结果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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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于

??最终消费 !-33

@?储蓄 .,1

A?来自国外的收入 ,2

!0".- 该等式的第一部分是对经济体中所形成收

入的定义# 如果将来自国外的收入视为类

似于国内经济中生成的储蓄% 该等式就可

以直接表达收入等于消费加储蓄这一组经

济概念#

合并积累账户

!0".. 资本账户和金融账户合并后% 金融账户的

所有登录都没有了% 两个账户中净借入和

净贷出的登录也消失了# 剩下的唯有&

资本形成 !.!."

A?非生产资产的获得减处置 !4"

等于

??储蓄 !.,1"

A?对外经常性差额 ! @!-" "

合并国外账户

!0"./ 只看国外资本账户和金融账户&

对外经常性差额 ! @!-"

A?应收资本转移 !."

@?应付资本转移 !!"

a?净借入或净贷出 ! @!4"

!0".0 将该等式与前一个等式合并% 可归纳为&

资本形成 !.!."

A?非生产资产的获得减处置 !4"

等于

??储蓄 !.,1"

A?来自国外的净贷出或净借入 ! @!4"

@?向国外应付的资本转移 !."

A?来自国外的应收资本转移 !!"

换句话说% 投资等于在经济总体内部生成

的储蓄以及来自于国外的资金#

," &'#中的宏观经济总量指标

!$ 3-7恒等式

!0".1 对货物和服务账户中各项目的顺序进行重新

排列% 就可得到最为人熟悉的&'(的定义&

产出 !-04."

@?中间消耗 !!22-"

A?产品税减产品补贴 !!.! @2"

等于

最终消费 !!-33"

A?资本形成 !.!."

A?出口 !/.4"

@?进口 !.33"

等于?&'(!!2/."

这样% &'(可以通过两种相互独立的方式

加以定义&

)"从生产角度测算的国内生产总值

#&'($ 等于产出减去中间消耗" 再加

上任何未包括在产出估值中的产品税减

产品补贴(

*"从支出角度测算的国内生产总值

#&'($ 等于最终消费支出! 资本形成

总额! 出口减进口之和(

!0".2 从生产角度测算的 &'(% 也可以按包括所

有产品税减产品补贴在内的调整后的增加

值来表示# 正如第 1 章所描述的% 增加值

可被视为构成收入的各项要素之和& 雇员

报酬$ 营业盈余$ 混合收入% 以及其他生

产税减生产补贴# 如果这些构成项都能单

独计算% 那么就有可能通过第三种方法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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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 即从收入方测算# 因为其他生产

税减生产补贴应包括在增加值中% 产品税

减产品补贴也要被包括在内% 因此% 可以

将这两项加起来% 合称为生产和进口税减

生产和进口补贴#

&'(!!2/." a

??雇员报酬 !!!/4"

A?营业盈余总额 !./,"

A?混合收入总额 !0!"

A?生产和进口税减生产和进口补贴 !!3!"

这样% &'(可通过第三种方式定义&

+"从收入角度测算的国内生产总值

#&'($ 等于雇员报酬! 营业盈余总额!

混合收入总额! 生产和进口税减生产和

进口补贴之和(

($ 对产出估价的一个说明

!0".3 第 0 章曾阐明% 测算产出最好采用基本价

格# 如果采用基本价格% 产出价值中不会

包括所有产品税但会包括所有产品补贴%

同时% 它会包括所有其他生产税但不包括

所有其他生产补贴# 然而% 在一些国家%

其基础资料不允许采用这种估价方式# 在

这种情况下% 产出将按生产者价格估价#

这时% 所有的产品税和生产税 !可能会排

除各类增值税" 都将被包括在产出中% 所

有的产品补贴和生产补贴都将被排除在外#

!0"/4 因为上述原因% 上面给出的从生产方定义

的&'(中包含了短语 (加上任何未包括在

产出价值中的产品税减产品补贴)# 如果

产出是按生产者价格估价的% 无须再加产

品税 !除了一些可能的增值税"% 因为它

们已经被包括在产出价值中了 !类似地%

产品补贴也已被扣除了"# 在这种情况下%

&'(可被定义为& 从生产角度测算的国内

生产总值 #&'($ 等于按生产者价格估价

的产出减去中间消耗( 如果产出是按基本

价格估价的 !正如 #$%推荐的以及下文所

给出的数值例子那样"% &'(的定义可被

重新表达为& 从生产角度测算的国内生产

总值 #&'($ 等于按基本价格估价的产出

减去中间消耗" 再加上产品税减产品补贴(

+$ 国内生产总值和国内生产净值

!0"/! 虽然&'(的第三种定义从经济学上和统计

学上都是正确的% 但它不是测算收入的最

好方法# 收入通常被定义为& 在保持资本

水平不变的前提下可供花费的数额 !关于

此内容的进一步讨论见第 2 章"# 正是由

于这个原因% 固定资本消耗这个项目在账

户中才如此重要% 并在每个账户中都要显

示为总额平衡项和净额平衡项之间的差值#

如要按净额测算国内生产% 必须&

)"从生产法&'(中扣除固定资本消耗%

*"将支出法 &'(中的资本形成总额替换

为资本形成净额%

+"将收入法 &'(中的营业盈余总额替换

为营业盈余净额% 混合收入总额替换为

混合收入净额#

!0"/, 从&'(中扣除的每一个减项都是相等的%

因为资本形成总额和净额之间的差值就是

固定资本消耗% 它同时也是营业盈余总额

与营业盈余净额之差同混合收入总额与混

合收入净额之差的和# 这样% 可以将国内

生产净值 #$'($ 定义为国内生产总值

#&'($ 减去固定资本消耗&

$'(!!0-," a

&'(!!2/."

@?固定资本消耗 !,,,"

.$ 国民总收入和国民净收入

!0"/- 在某些国家% 边境工人或季节性工人对雇

员报酬总量可能会有显著影响% 有应付给

国外的报酬% 也有从国外应收的报酬# 雇

员在国外赚得并返还到常住国 !不同于他

或她工作的国家" 的报酬会增加住户可用

于消费的收入# 这样% 国民收入就成为

#$%中相对于国内生产的另一个关键总量

指标# 除了以雇员报酬形式表现的从国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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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的劳务收入之外% 在国外赚得的表现

为财产收入的资本收入% 特别是金融资本

收入% 也应包括在国民收入内% 此外还应

包括由非常住居民应付的任何产品税# 类

似的% 为得到国民收入% 由本经济体流出

到国外的支付必须从&'(中扣除#

!0"/. 国民总收入 #&$6$ 定义为&'(加上从国

外应收的雇员报酬" 加上从国外应收的财

产收入" 加上从国外应收的生产税减生产

补贴" 减去应付给国外的雇员报酬" 减去

应付给国外的财产收入" 减去应付给国外

的生产税减生产补贴( 具体表达式为&

&$6!!20." a

&'(!!2/."

A?从国外应收的雇员报酬 !0"

A?从国外应收的财产收入 !.."

A?从国外应收的生产和进口税减生产和

进口补贴 !4"

@?应付给国外的雇员报酬 !,"

@?应付给国外的财产收入 !-2"

@?应付给国外的生产和进口税减生产和

进口补贴 !4"

!0"// 正如上面提及的% 收入最好是在减去固定

资本消耗后计算% 因此国民净收入 #$$6$

定义为&$6减去固定资本消耗#

$$6!!0.," a

&$6!!20."

@?固定资本消耗 !,,,"

/$ 国民可支配收入

!0"/0 如果想进一步检验国外对于国民经济的影

响% 就需要考虑从国外应收的经常转移和

应付给国外的经常转移# 从国外应收的转

移包括在国外工作的侨民的汇款***这些

侨民在国外工作的时间已经足够长 !超过

一年"% 因此要被视为国外的常住居民#

然而% 与从国外应收的雇员报酬一样% 这

些来自非常住居民的转移也会对本国经济

可利用资源产生重要影响# 另外% 海外援

助***资本项目下的发展援助除外***也

属于经常转移的范畴# 像前面一样% 应付

给国外的转移必须从国民收入中扣除% 以

得到国民可支配收入#

!0"/1 相对于国内生产和国民收入而言% 国民可支

配收入通常更多是以净额形式出现# 国民可

支配收入净额 #$$'6$ 定义为国民净收入

#$$6$ 加上从国外应收的经常转移" 减去

应付给国外的经常转移( 其具体表达式为&

$$'6!!04." a

$$6!!0.,"

A?从国外应收的经常转移 !!1"

@?应付给国外的经常转移 !//"

-" 综合经济账户序列的一个示例

!0"/2 如表 !0"! 和表 !0", 所示的 `形账户% 可

以扩展至经济中的所有部门% 账户中的项

目分类也可以做到尽可能的详细# 这样经

过扩展后的表现形式称为综合经济账户序

列# 表 !0". 和表 !0"/ 给出了一个综合经

济账户序列的例子% 两张表都采用了 #$%

中常见的核算结构% 并且对每个机构部门$

经济总体和国外都给出了数据#

!0"/3 该表将以下账户合起来做了统一展现&

机构部门账户

国外账户% 以及

货物和服务账户

!0"04 为了在简化该表的同时仍保持其综合性%

表中机构部门$ 交易和其他流量$ 资产和

负债的分类都限定在不影响理解 #$%结构

的最高总量层次上# 然而% 行和列都是可

以进一步细分的% 以便引入子部门以及更

详细的交易和其他流量$ 资产和负债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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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构部门账户

经常账户

!0"0! 以下以非金融公司列作为机构部门经常账

户的例子#

!0"0, 生产账户中% 产出 !,242" 在右边% 中间

消耗 !!.11" 和增加值 !总额为 ! --!% 净

额为 ! !1.% 两者的差值为固定资本消耗

!!/1"" 在左边# 增加值***生产账户的

平衡项***在收入形成账户中作为来源再

次出现在同样的行中#

!0"0- 收入形成账户的使用 !雇员报酬 !320"%

其他生产税 !22" 减其他生产补贴 !-/""

出现在左边% 平衡项是营业盈余净额

!!-/"% 在初始收入分配账户中它作为来

源项再次出现#

!0"0. 在初始收入分配账户中% 应收财产收入

!30" 和营业盈余记录在右边% 应付财产

收入 !!-." 记录在左边# 平衡项是初始收

入净额 !31"% 在收入再分配账户中它作为

来源项再次出现# 收入再分配账户中列示

了应付经常转移 !32" 和应收资本转移

!1,"% 其平衡项为可支配收入净额 !1!"#

该项目也可被描述为非金融公司的未分配

收益% 在收入使用账户中作为来源项出现#

!0"0/ 公司部门收入使用账户中出现的唯一交易

是养老金权益变化# 在本例中该项目数值

为零% 因此收入使用账户的平衡项***储

蓄***与可支配收入的值相等#

!0"00 其他机构部门的账户可按同样的方式进行

解读% 但根据所涉及的机构部门不同% 相

关的交易也有所不同#

收入使用账户

!0"01 可支配收入同最终消费的联系有两种表述

方式% 一个考虑实物收入再分配以导出实

际最终消费% 另一个则直接显示对应可支

配收入的最终消费支出% 这两种方式在表

!0". 中做了简化处理# 如下所示% 实物收

入再分配账户$ 调整后可支配收入使用账

户同收入使用账户合并在了一起# 可支配

收入净额& 政府部门是 -!1% $(6#7是 -1%

住户部门是 ! ,!3# 最终消费支出& 政府部

门是 -/,% $(6#7 是 -,% 住户部门是

! 4!/# 总的消费支出是 ! -33# 储蓄由可

支配收入减去最终消费支出得到#

积累账户

!0"02 对于机构部门来说% 经常账户序列之后紧

接着是积累账户# 以住户部门为例% 其净

储蓄是 !3,% 收到的资本转移是 ,-% 支付

的资本转移是 /% 这样住户部门由于储蓄

和资本转移引起的资产净值变化就是 ,!4#

住户部门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为 .2 !扣除

固定资本消耗 !,-" 后的净额为 ,/"% 存

货变化为 ,% 贵重物品获得减处置为 /% 非

生产非金融资产 !土地" 获得减处置为 .%

由此可以计算得到住户部门的净贷出为

!1.# 与此对应% 住户部门发生的金融负债

!净" 为 !/% 获得的金融资产 !净" 为

!23# 住户部门的资产物量其他变化为 ,%

由价格变化引起的持有资产价值增加了

30% 其中非金融资产增加了 24% 金融资产

增加了 !0' 负债上没有发生名义收益B损

失% 这说明其所有的负债都是以货币形式

***并且可能是本国货币形式***存在的#

资产负债表

!0"03 资产负债表也是综合经济账户的组成部分#

为了看清积累账户和资产负债表之间的关

系% 以下以一般政府为例进行说明# 期初

资产是 ! !2/ !123 是非金融资产% -30 是

金融资产"% 期初负债是 021% 因此其资产

净值是 .32# 非金融资产总价值增加了 /1%

分别来源于积累账户记录的这些资产的所

有变化% 其中包括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 固定资本消耗 ! @,1"% 贵重物品

获得减处置 !-"% 非生产非金融资产获得

减处置 !,"% 其他物量变化 !4" 以及名

义持有收益 !.."# 金融资产价值减少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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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产净处置 !4% 其他物量变化 4% 名

义持有收益 !"' 在右边% 负债增加了 !4,%

这同样来源于积累账户记录的负债的所有

变化 !负债净发生 !3-"% 其他物量变化

!,"% 负债的重估价 !1""# 因此期末资产

是! ,-- !2.0 A-21"% 期末负债是 123'

期末资产净值 !..." 在一年内减少了 /.%

其变化的根源可概括于资产负债变化账户

的右边% 包括储蓄和资本转移引起的资产

净值变化 ! @34% 也见于资本账户的右

边"% 资产物量其他变化引起的资产净值

变化 ! @,% 也见于资产物量其他变化账户

的右边"% 名义持有收益B损失引起的资产净

值变化 !-2% 也见于重估价账户的右边"#

($ 国外账户

!0"14 正如前面解释过的% 国外账户是从国外视

角呈现的# 货物和服务进口 !.33" 是国

外的来源% 即使它们表示的是本国经济的

流出% 同时出口 !/.4" 是国外的使用#

这样进口出现在表的右边% 出口出现在左

边# 对外货物和服务账户按与机构部门生

产账户同样的层次呈现# 货物服务的对外

差额是@.!# 如果带有一个正号% 则表示

国外有顺差 !国内有逆差"% 反之亦然#

!0"1! 正如在表 !0"- 相关内容中所解释过的% 初

始收入的对外差额是 @!4% 再分配收入的

对外差额是 -2% 总起来% 得到对外经常差

额是@!-#

!0"1, 积累账户的交易出现在国外列中 !主要是

资本转移和金融交易"# 国外列给出了国

外对本国的资产及负债头寸 !资产和负债

外部账户"# 国外的 (储蓄和资本转移引

起的资产净值变化) 行% 对应于对外经常

性差额和资本转移#

+$ 货物和服务账户

!0"1- 在综合经济账户中% 货物和服务账户显示

为一列而不是一行# 它反映了出现在机构

部门账户中的与货物服务有关的各种交易#

在机构部门账户中% 中间消耗和最终消费

作为使用出现在左边# 但对于货物和服务

账户来说% 它们却出现在右边的列% 即使

右边一般用于表示来源而消费是一种使用#

这种同常规账户相反的设计% 可以保证货

物和服务账户中每一个项目的行平衡# 在

表的来源方% 出现在货物和服务列中的数

字对应于不同机构部门和国外的使用% 包

括出口 !/.4"$ 中间消耗 !! 22-"$ 最终

消费支出B实际最终消费 !! -33"$ 固定资

本形成总额 !-10"$ 存货变化 !,2" 和贵

重物品获得减处置 !!4"# 在表的使用方%

货物和服务列中的数字对应于不同机构部

门和国外的来源% 包括进口 !.33" 和产

出 !- 04."# 产品税减产品补贴 !!--"

也位于使用方% 直接显示在货物和服务列

中% 它们是货物和服务供给值的组成部分%

但不与任何机构部门的产出相对应#

.$ 经济总体的列

!0"1. 还剩下经济总体列没有进行解释# 除了产品

税减产品补贴% 以及国内生产总值和净值%

这些列中的数值都是相应机构部门数值的直

接加总# 在经济总体的生产账户中% 来源方

包括产出 !即经济的总产出 !- 04."" 和

产品税减产品补贴 !!--"% 其中后者是与

货物服务左边列的数字相对应的' 使用方包

括中间消耗 !! 22-" 和按市场价格估价的

国内生产 !国内生产总值 ! 2/.% 国内生产

净值 ! 0-,"% 后者是各机构部门的增加值

与产品税减产品补贴之和# 这样% 国内生

产就作为经济总体之收入形成账户的来源

项出现在右边# 产品税减产品补贴再次出

现在经济总体列的左边% 同时作为来源项

出现在政府部门的右边 !如果有的话% 也

会出现在国外"# 产品税和产品补贴出现

两次的原因% 是为了在总体账户中直接得到

国内生产总值和净值% 正如上面解释过的#

!0"1/ 经济总体列中的其他项目是不言自明的#

按市场价格估价的国民净收入 !! 0.," 可

直接由各机构部门初始收入加总得到% 国

民可支配收入和国民储蓄等总量也可以这

样直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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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 显示各机构部门的经常账户概览&&&使用

使用

交易和平衡项
非金融

公司

金融

公司

一般

政府

住户 $(6#7 经济

总体

国外 货物和

服务
合计

货物和服务进口 .33 .33

?货物进口 -3, -3,

?服务进口 !41 !41

货物和服务出口 /.4 /.4

?货物出口 .0, .0,

?服务出口 12 12

生产账户
产出 -04. -04.

?市场产出 -411 -411

?用于自身最终使用的产出 !.1 !.1

?非市场产出 -24 -24

中间消耗 !.11 /, ,,, !!/ !1 !22- !22-

产品税 !.! !.!

产品补贴 ! @" @2 @2

总增加值B国内生产总值 !--! 3. !,0 !// !/ !2/. !2/.

固定资本消耗 !/1 !, ,1 ,- - ,,, ,,,

净增加值B国内生产净值 !!1. 2, 33 !-, !, !0-, !0-,

货物和服务对外差额 @.! @.!

收入形成账户

雇员报酬 320 .. 32 !! !! !!/4 !!/4

生产和进口税 ,-/ ,-/

?产品税 !.! !.!

?其他生产税 22 . ! 4 ! 3. 3.

补贴 @.. @..

?产品补贴 @2 @2

?其他生产补贴 @-/ 4 4 @! 4 @-0 @-0

营业盈余总额 ,3, .0 ,1 2. - ./, ./,

混合收入总额 0! 0! 0!

营业盈余总额中的固定资本消耗 !/1 !, ,1 !/ - ,!.

营业盈余净额中的固定资本消耗 2 2

营业盈余净额 !-/ -. 4 03 4 ,-2 ,-2

混合收入净额 /- /- /-

初始收入分配账户

雇员报酬 0 0

生产和进口税 4

补贴 4

财产收入 !-. !02 ., .! 0 -3! .. .-/

初始收入总额B国民总收入 ,/. ,1 !32 !-2! . !20. !20.

初始收入净额B国民净收入 31 !/ !1! !-/2 ! !0., !0.,

收入再分配账户

经常转移 32 ,11 ,.2 /2, 1 !,!, !1 !,,3

所得$ 财产等经常税 ,. !4 4 !12 4 ,!, ! ,!-

净社会缴款 --- --- 4 ---

实物社会转移以外的社会福利 0, ,4/ !!, 4 / -2. 4 -2.

?现金形式的社会救济福利 /, /,

其他经常转移 !, 0, !-0 1! , ,2- !0 ,33

可支配收入总额 ,,2 ,/ -!1 !,!3 -1 !2,0 !2,0

可支配收入净额 1! !- ,34 !!30 -. !04. !04.

可支配收入使用账户

最终消费支出 -/, !4!/ -, !-33 !-33

养老金权益变化调整 4 !! 4 4 !! 4 !!

总储蓄 ,,2 !. @-/ ,!/ / .,1 .,1

净储蓄 1! , @0, !3, , ,4/ ,4/

对外经常性差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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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 $续%" 显示各机构部门的经常账户概览&&&来源

来源

交易和平衡项
非金融

公司

金融

公司

一般

政府

住户 $(6#7 经济

总体

国外 货物和

服务
合计

货物和服务进口 .33 .33

?货物进口 -3, -3,

?服务的进口 !41 !41

货物和服务出口 /.4 /.4

?货物出口 .0, .0,

?服务出口 12 12

生产账户
产出 ,242 !.0 -.2 ,14 -, -04. -04.

?市场产出 ,242 !.0 4 !,- 4 -411 -411

?用于自身最终使用的产出 4 4 4 !.1 4 !.1 !.1

?非市场产出 -.2 -, -24 -24

中间消耗 !22- !22-

产品税 !.! !.!

产品补贴 ! @" @2 @2

收入形成账户
总增加值B国内生产总值 !--! 3. !,0 !// !/ !2/. !2/.

净增加值B国内生产净值 !!1. 2, 33 !-, !, !0-, !0-,

雇员报酬
生产和进口税
?产品税
?其他生产税
补贴
?产品补贴
?其他生产补贴

初始收入分配账户
营业盈余总额 ,3, .0 ,1 2. - ./, ./,

混合收入总额 0! 0! 0!

营业盈余净额 !-/ -. 4 03 4 ,-2 ,-2

混合收入净额 /- /- /-

雇员报酬 !!/. !!/. , !!/0

生产和进口税 ,-/ ,-/ ,-/

补贴 @.. @.. @..

财产收入 30 !.3 ,, !,- 1 -31 -2 .-/

4

4

收入再分配账户
初始收入总额B国民总收入 ,/. ,1 !32 !-2! . !20. !20.

初始收入净额B国民净收入 31 !/ !1! !-/2 ! !0., !0.,

经常转移 1, ,1/ -01 .,4 .4 !!1. // !,,3

所得$ 财产等经常税 ,!- ,!- 4 ,!-

净社会缴款 00 ,!- /4 4 . --- 4 ---

实物社会转移以外的社会福利 -2. -2. 4 -2.

?现金形式的社会救济福利 /, /,

其他经常转移 0 0, !4. -0 -0 ,.. // ,33

可支配收入使用账户
可支配收入总额 ,,2 ,/ -!1 !,!3 -1 !2,0 !2,0

可支配收入净额 1! !- ,34 !!30 -. !04. !04.

最终消费支出 !-33 !-33

养老金权益变化调整 !!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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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 显示机构部门的积累账户和资产负债表概览&&&资产及其变化

资产变化

交易和平衡项
非金融

公司

金融

公司

一般

政府

住户 $(6#7 经济

总体

国外 货物和

服务
合计

资本账户

资本形成总额 -42 2 -2 // / .!. .!.

资本形成净额 !/! @. !! -, , !3, !3,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24 2 -/ .2 / -10 -10

固定资本消耗 @!/1 @!, @,1 @,- @- @,,, @,,,

?分资产类型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存货变化 ,0 4 4 , 4 ,2 ,2

贵重物品获得减处置 , 4 - / 4 !4 !4

非生产资产获得减处置 @1 4 , . ! 4 4

应收资本转移
应付资本转移

净贷出 !A" B净借入 !@" @/0 @! @!4- !1. @. !4 @!4 4

金融账户

金融资产B负债净获得 2- !1, @!4 !23 , .-0 .1 .2-

?货币黄金和特别提款权 @! @! ! 4

?通货和存款 -3 !4 @,0 0. , 23 !! !44

?债务性证券 1 00 . !4 @! 20 3 3/

?贷款 !3 /- - - 4 12 . 2,

?股权和投资基金份额 !4 ,2 - 00 4 !41 !, !!3

?保险$ 养老金和标准化担保计划 ! 1 ! -3 4 .2 4 .2

?金融衍生工具和雇员股票期权 - 2 4 - 4 !. 4 !.

?其他应收B应付款 . ! / . ! !/ !4 ,/

资产物量其他变化账户
物量其他变化总值 !. @! 4 4 4 !- !-

?生产资产 @, @, @- 4 4 @1 @1

?非生产资产 !. 4 - 4 4 !1 !1

?金融资产 , ! 4 4 4 - -

重估价账户
名义持有损益
非金融资产 !.. . .. 24 2 ,24 ,24

金融资产B负债 2 /1 ! !0 , 2. 1 3!

中性持有损益
非金融资产 !4! - -, /0 0 !32 !32

金融资产B负债 !2 1! 2 -0 - !-0 !, !.2

实际持有损益
非金融资产 .- ! !, ,. , 2, 2,

金融资产B负债 @!4 @!. @1 @,4 @! @/, @/ @/1

资产存量及变化
期初资产负债表
非金融资产 ,!/! 3- 123 !.,3 !/3 .0,! .0,!

金融资产B负债 12, -.,! -30 -,04 !1, 2,-! 24/ 34-0

资产和负债变化总值
非金融资产 -44 @, /1 !!0 !! .2, .2,

金融资产B负债 3- ,-4 @3 ,4/ . /,- /. /11

期末资产负债表
非金融资产 ,./! 3! 2.0 !/./ !14 /!4- /!4-

金融资产B负债 !41/ -0/! -21 -.0/ !10 21/. 2/3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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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 $续%" 显示机构部门的积累账户和资产负债表概览&&&负债! 资产净值及其变化

负债和资产净值变化

交易和平衡项
非金融

公司

金融

公司

一般

政府

住户 $(6#7 经济

总体

国外 货物和

服务
合计

资本账户
净储蓄 1! , @0, !3, , ,4/ ,4/

对外经常差额 @!- @!-

资本形成总额 .!. .!.

资本形成净额 !3, !3,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10 -10

固定资本消耗 @,,, @,,,

?分资产类型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存货变化 ,2 ,2

贵重物品获得减处置 !4 !4

非生产资产获得减处置 4 4

应收资本转移 -- 4 0 ,- 4 0, . 00

应付资本转移 @!0 @1 @-. @/ @- @0/ @! @00

储蓄和资本转移引起的资产净值变化 22 @/ @34 ,!4 @! ,4, @!4 !3,

金融账户
净贷出 !A" B净借入 !@" @/0 @! @!4- !1. @. !4 @!4 4

金融资产B负债的净获得 !-3 !1- 3- !/ 0 .,0 /1 .2-

?货币黄金和特别提款权
?通货和存款 0/ -1 !4, @, !44

?债务性证券 0 -4 -2 4 4 1. ,! 3/

?贷款 ,! 4 3 !! 0 .1 -/ 2,

?股权和投资基金份额 2- ,, !4/ !. !!3

?保险$ 养老金和标准化担保计划 .2 4 .2 4 .2

?金融衍生工具和雇员股票期权 - 2 4 4 4 !! - !.

?其他应收B应付款 ,0 4 3 . -3 @!. ,/

资产物量其他变化账户
物量其他变化总计 4 4 , ! 4 - -

??生产资产
??非生产资产
??金融资产 4 4 , ! 4 - -

资产物量其他变化引起的资产净值变化 !. @! @, @! 4 !4

重估价账户
名义持有收益和损失
非金融资产
金融资产B负债 !2 /! 1 4 4 10 !/ 3!

名义持有损益引起的资产净值变化 !-. !4 -2 30 !4 ,22 @2 ,24

中性持有收益和损失
非金融资产
金融资产B负债 -1 02 !- / - !,0 ,, !.2

中性持有损益引起的资产净值变化 2, 0 ,1 21 0 ,42 @!4 ,!.

实际持有收益和损失
非金融资产
金融资产B负债 @!3 @!1 @0 @/ @- @/4 @1 @/1

实际持有损益引起的资产净值变化 /, . !! 3 . 24 , 00

负债和资产净值存量及其变化
期初资产负债表
非金融资产
金融资产B负债 -,,! -/.. 021 !23 !,! 110, !,1. 34-0

资产净值 @22 @-4 .32 ./44 ,!4 /434 @.03 .0,!

资产和负债变化总计
非金融资产
金融资产B负债 !/1 ,,. !4, !0 0 /4/ 1, /11

资产净值变化总计 ,-0 . @/. -4/ 3 /44 @!2 .2,

?储蓄和资本转移 22 @/ @34 ,!4 @! ,4, @!4 !3,

?资产物量其他变化 !. @! @, @! 4 !4 !4

?名义持有损益 !-. !4 -2 30 !4 ,22 @2 ,24

??中性持有损益 2, 0 ,1 21 0 ,42 @!4 !32

??实际持有损益 /, . !! 3 . 24 , 2,

期末资产负债表
非金融资产
金融资产B负债 --12 -102 123 ,4/ !,1 2,01 !-.0 30!-

资产净值 !.2 @,0 ... .24/ ,!3 //34 @.21 /!4-

32-

第 !0 章"账户综述和整合



第 !5 章"账户的交叉和其他特殊问题

第 ! 部分" 保险的处理

#" 引言

!1"! 从最简单的意义上来说% 一份保单就是保

险公司和另一个机构单位 !称为投保人"

之间的一纸协议# 在这份协议下% 投保人

向保险公司做出一定的支付 !即保费"%

如果 !或当" 某一特定的事件发生% 保险

公司向投保人做出偿付 !即赔付"# 投保

人通过这种方式使自己得以免受某种形式

的风险' 而保险公司% 通过建立风险池%

以期实现保费收入大于赔付支出的目标#

然而% 如果只是将实际的保费和赔付支出

记入 #$%账户% 保费和赔付之间的联系将

难以得到反映# 为了能将实际发生的基础

经济过程体现出来% 需要对一些交易进行

分解或虚拟#

!1", 保险最常见的形式是所谓的直接保险% 即

保险公司向另一类型的机构单位签发保单#

但另一种很重要的保险形式是% 一家保险

公司向另一家保险公司签发保单' 这种形

式的保险称为再保险#

!1"- 这一部分将对直接保险和再保险加以讨论%

以期将与保险相关的所有账户项目放到一

起并解释它们之间的关联# 第二部分将讨

论社会保险计划下的养老金和非养老金保

险#

!1". 为了方便进一步讨论% 需要先定义保险行

业的某些特殊术语# 对于直接保险% 保费

一词系指对保险公司的支付' 而保险公司

的支付称为赔付 !非人寿保险" 或保险金

!人寿保险"# 实际保费是指为了获得在一

具体时期内某个特定事件的保险覆盖而向

直接保险人或再保险人支付的金额# 实际

保费是在考虑了所有补贴$ 折扣或红利后

的应付金额# 一次提供的保险常常覆盖一

年% 保费要在年初支付' 但覆盖的时间也

可能短一些 !或长一些"% 保费也可能分

期支付% 比如按月支付#

!1"/ 实收保费是指实际保费中覆盖核算期的那

一部分# 比如% 如果一份 !,4 单位保费的

年度保单在 . 月 ! 日生效% 且账户按日历

年度编制% 则该日历年度的实收保费就是

34 单位# 未满期保费是指已收取的$ 实际

保费中覆盖核算时点以后部分的金额# 在

刚刚给出的例子中% 在核算期末将会有 -4

单位的未满期保费% 为次年的头三个月份

所准备# 赔付 #保险金$ 是指在保单有效

期内所覆盖事件发生的情况下" 由保险人

或再保险人支付给投保人的金额# 当事件

发生时% 赔付一般会变成应付状态% 即便

支付是在此后某时发生的 !例外情况可见

于<节"# 变成应付状态的赔付称为已生

索赔# 在某些极端的情形下% 引发索赔事

件的发生和赔付完成之间可能会有几年的

时间差# 未决索赔包括未报告! 已报告未

受理及已报告已受理但未付款的各种索赔

情况#

!$ 直接保险

!1"0 直接保险有两种% 人寿保险和非人寿保险#

人寿保险是指" 投保人向保险人作规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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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 作为回报" 保险人保证在或早于

#如果投保人提前死亡$ 一特定日期给予

投保人 #有些情形下是指定的另一人$ 一

项既定的金额" 或一项年金# 保单下的应

付金额 !保险金" 可以是固定的% 也可以

是变动的***以反映保单经营期内保费的

投资所得# 对于可变回报的保单% 一般会

用到 (共享) 利润人寿保险或分红保单等

术语# 尽管日期和金额可能是变动的% 人

寿保单的赔付却一定会发生# 非人寿保险

与人寿保险类似" 但其覆盖的是所有其他

的风险! 意外! 疾病和火灾等# 通常被称

作定期人寿保险的保单只为在特定时期内

的死亡 !不含其他情形" 提供保险金% 也

被认为是一种非人寿保险% 因为像其他非

人寿保险一样% 它只在指定的意外事件发

生时 !其他情形除外" 索赔才是应付的#

在实践中% 鉴于保险公司的记账方式% 将

定期人寿保险从其他人寿保险中分离开来

并不总是能实现的# 这么一来% 可能是仅

仅基于实践的原因% 定期人寿保险不得不

按照与人寿保险相同的方式加以处理#

!1"1 人寿保险与非人寿保险的共同之处在于%

两者均涉及分散风险# 保险人从投保人那

里获得大量的 !相对而言" 小额规律性保

费支付% 而当保单覆盖的意外事件发生时%

向索赔人付出大额的款项# 对于非人寿保

险% 风险分散到取得保单的整个总体上#

比如% 保险公司在确定某年收取的机动车

辆险保费数额时% 会将保费与其同年期望

支付的赔付数额相关联# 通常来说% 索赔

人数要比投保人人数小得多# 对于单个非

人寿保险投保人而言% 支付的保费和收到

的赔付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即便从长期看

来也是如此' 但保险公司会逐年对各种非

人寿保险建立起这种关联# 对于人寿保险

而言% 保费和随后的赔付两者之间的关联

对于投保人和保险公司都很重要# 对于取

得人寿保单的某个人来说% 得到的保险金

应该至少不小于保险金支付前所付出的保

费总额% 这可以视为一种形式的储蓄# 保

险公司在确立保费水平和保险金水平之间

的关系时% 必须将单份保单的这一方面同

被保险总体期望寿命 !包括死亡事件的风

险" 的精算结合起来# 再进一步而言% 在

保费收取和保险金支付之间的间隔中% 保

险公司获得了已收保费的投资收入# 这一

收入也会对保险公司设定的保费和保险金

水平产生影响#

!1"2 尽管人寿保险和非人寿保险活动之间存在

相似性% 但两者之间的差异也是很显著的%

这就导致了 #$%账户项目的不同# 非人寿

保险由所有投保人和部分索赔人之间的当

期再分配构成# 而人寿保险主要将在一段

时期内收取的保费再分配为今后支付给同

一投保人的保险金# 根本上来说% 人寿保

险的保费和保险金是金融交易% 而非经常

交易#

!1"3 年金是通过规律性收入流来实现对预先趸

缴金额的回报的一种方式# 年金常常由人

寿保险公司提供% 因而本部分最后对 #$%

中年金的记录进行了讨论#

($ 再保险

!1"!4 正如单个机构单位保障其免受损失或毁坏

引发的财务后果一样% 保险公司也会通过

向另外的保险公司取得再保险保单% 以保

障其免受未预期大额赔付或特别重大赔付

的影响# 所有的保险公司都会取得某种形

式的再保险% 但一些大型公司往往倾向于

专门签发再保险保单# 因为这些公司集中

在一些金融中心% 所以很多与再保险相关

的流量会涉及与国外的交易# 再保险人进

一步从其他保险公司取得再保险保单以分

散其风险% 这一现象也很常见# 这种形式

的再保险称为转分保#

!1"!! 再保险保单对于非人寿保单最为普遍% 但

也可适用于人寿保险保单# 再保险的形式

有两种& 比例再保险和超额赔款再保险#

在比例再保险协议下% 再保险人接受一定

比例的风险' 这一比例的保费将 (让与)

再保险人% 而后者将承担相同比例的赔付#

在这种情形下% 再保险人支付给投保人

!直接保险人或另一再保险人" 的再保险

佣金视为应付再保险保费的一种折扣#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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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额赔款再保险情形下% 再保险人承担超

过一定界限的全部损失# 如果没有超过界

限的赔付 !或很少"% 再保险人会将其收

益的一部分让给直接保险人# 按惯例% 收

益分享处理为再保险人向直接保险人的经

常转移% 类似于赔付的支付#

+$ 涉及的单位

!1"!, 直接保险和再保险涉及的机构单位主要是

保险公司# 原则上说% 可能会有其他企业

将保险活动作为一项非主营业务% 但根据

有关保险行为的法律规定% 通常意味着必

须要有一套独立账户覆盖各方面的保险活

动% 因而在 #$%中需要确认出一个独立的

机构单位% 将其划分到保险公司和养老金

基金子部门下# 有时政府可能会进行其他

的保险活动% 但同样可以识别出一个独立

的单位# 就是说% 保险活动可能会涉及其

他的部门% 但在下文中我们要假定& 所有

的保险活动均是由保险公司进行的% 可能

是常住的也可能是非常住的#

%" 直接保险的产出

!1"!- 非人寿保险保单下% 保险公司接受并留存客

户的保费% 直至做出赔付或保险到期# 同

时% 保险公司将保费用于投资% 投资收入成

为弥补应付索赔的一项额外资金来源# 投资

收入代表了客户的预计收入% 因此应作为实

际保费的隐性补充来处理# 保险公司设置保

费水平时% 会使实际保费加上实际保费赚取

的投资收入之和在减去预期赔付后能给自己

留下一个差额' 该差额即代表了保险公司的

产出# 在 #$%中% 为确定保险行业的产出%

需要模拟保险公司设定保费的过程# 为此

目的% 需要对四个不同的术语加以定义%

即实收保费$ 追加保费$ 已生索赔 !或福

利" 和准备金# 在分别讨论直接非人寿保

险$ 直接人寿保险和再保险的产出测算之

前% 需要先对这四个术语逐个加以描述#

!$ 实收保费

!1"!. 正如在 %部分所解释的% 实际保费和实收

保费是有区别的% 前者是因一定时期内的

保险覆盖而要支付的% 后者是对应于核算

期 !而非保单所覆盖的时期" 的实际保费

的那一部分#

($ 追加保费

!1"!/ 特别是对于人寿保险 !在一定程度上也包

括非人寿保险"% 某一给定时期内的应付

索赔总额往往会大于应收保费# 对此保险

公司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在保费支付的同

时% 保单覆盖的意外事件 !甚至是覆盖的

整个总体" 并未发生# 保费的支付通常是

规律性的% 且常常是在保险期间的一开始

就支付% 而索赔却在以后发生% 在人寿保

险的情形下则常常是很多年以后# 在从保

费支付到应付索赔的时间里% 涉及的金额

是处于保险公司控制下的 !投资并从中获

得收入"# 这些金额称为准备金# 依靠准

备金赚取的收入使得保险公司可以收取较

少 !与无投资收入的情况相比" 数量的保

费# 要对所提供服务进行完备测算% 必须

在考虑保费和赔付相对规模的同时% 将此

项收入的规模也考虑在内#

!1"!0 上述收入来自于保险公司准备金 !代表了

对投保人的负债" 的投资# 对于非人寿保

险% 即便保费在保险覆盖期之初就应支付%

但保费也是连续地 !对应覆盖期的进度"

挣得的# 在覆盖期结束之前的任何一个时点

上% 保险公司都对投保人承担了一定金额的

与服务相关联的负债% 以及将来要提供的可

能性赔付# 这是投保人向保险公司的一种信

用延展形式% 即未满期保费# 相似地% 尽管

当保单所载之意外事件发生时索赔变成了应

付状态% 但常常由于支付金额的谈判% 索赔

直到一段时间以后才会实际支付# 这是另外

一种相似的信用形式% 称为未决索赔准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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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对于人寿保险% 也存在相似的准备金% 但

其保险准备金还有另外两个成分% 即人寿

保险精算准备金和共享利润保险准备金#

它们代表了为将来保险金支付而准备的金

额# 准备金通常投资于金融资产% 而收入

则表现为投资收入 !利息和红利"# 但有

时它们也被用于产生营业盈余净额 !独立

的机构单位或作为一项附属活动"% 最为

常见的就是房地产#

!1"!2 人寿保险保单中常见的做法是% 保险公司每

年将该金额明确地归属于投保人# 这些款项

常称为红利# 此处的款项并不实际支付给投

保人% 而是视为保险公司对投保人的负债增

加了这么多额度# 这一额度体现为归属于投

保人的投资收入# 部分额度可能来自于持有

收益% 但这一事实并不改变上述的安排' 因

为就投保人看来% 这是让保险公司得到金融

资产而应取得的回报# 此外% 非人寿保险准

备金投资的所有收入% 以及任何超过明确归

属于投保人金额的人寿保险准备金投资收入

部分% 都体现为归属于投保人的投资收入%

而不管其收入来源如何#

!1"!3 所有归属于投保人的投资收入% 无论是明确

来自于保险公司% 还是隐存于 #$%中% 在

初始收入分配账户中都要体现为应付给投保

人的# 对于非人寿保险% 同样的金额将作为

追加保费再支付给保险公司% 体现在收入再

分配账户中# 对于人寿保险% 保费和追加保

费以及保险金都要体现在金融账户中#

!1",4 对于非人寿直接保险% 归属于投保人的投资

收入原则上应该可以按照归属于不同保险类

别和投保人的准备金比例加以明确# 但在实

践中使用的方法是% 将投资收入按比例对应

于应付的实际保费# 对于直接人寿保险% 所

有的投保人都是个人% 所以投资收入归属于

住户 !可能包括一些非常住住户"#

+$ 赔付和保险金

非人寿保险的赔付

!1",! 各年之间% 非人寿保险保单的保费水平是

有差异的% 并且可能存在非正常事件导致

奇高的赔付水平# 然而保险服务的理念在

于提供风险覆盖服务' 服务生产是连续发

生的% 而不是仅仅存在于风险发生时# 因

此% 其测算不应受到风险发生不稳定性的

影响# 保险服务的物量和价格都不能受到

赔付不稳定性的直接影响# 保险公司是基

于其自身对赔付可能性的估计来设定保费

水平的# 鉴于这样的原因% #$%计算产出

所应用的公式不应该使用实际赔付数据%

而应该是基于过去经验和将来期望的数据#

确定产出价值时所使用的赔付水平% 用

(调整后赔付) 一词来描述#

!1",, 调整后赔付的数据% 从统计而言可以由基

于既往赔付水平经验的预期法得到# 然而

在考虑既往赔付历史时% 必须要考虑到这

些赔付中符合直接保险人再保险保单条款

!如果有的话" 的那部分份额# 例如% 当

直接保险人拥有超额损失再保险时% 其设

置的保费水平包含了再保险保单覆盖的最

大损失额加上其必须支付的再保险保费#

在比例再保险保单下% 其设置的保费水平

包含了其需支付的赔付比例加上再保险保

费#

!1",- 或者% 也可以采纳一种使用保险公司账户

信息的方法# 这些账户中可能包括均衡准

备金 !是一种反映年度之间赔付差异的调

整"# 因此不管使用哪种方法% 调整后的

赔付数据都是对期望赔付水平的近似#

人寿保险的保险金

!1",. 人寿保险的保险金是指在所考虑的核算期

内保单项下应付出的金额# 在人寿保险的

情形下% 不需要对预料之外的波动加以调

整#

.$ 准备金

!1",/ 与推导保险产出价值的公式中所使用的准

备金概念相对应的% 是非人寿保险的专门

准备金$ 人寿保险和年金的权益% 有关二

者的定义见于第 !- 章# 这些准备金覆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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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未满期保费$ 未到期风险$ 未决索赔以

及红利和折扣准备 !只用于人寿保险领

域" 等各种预留# 对未满期保费和未决索

赔的覆盖%节中已经给出#

/$ 保险产出的界定

非人寿保险

!1",0 保险公司的产出代表 !保险公司" 对投保

人提供的服务# 非人寿直接保险的产出基

于如下原理计算& 保费加上追加保费减去

调整后已生索赔#

!1",1 如果使用的是期望法% 计算产出的公式如

下&

实际实收保费'

A?追加保费'

@?调整后已生索赔'

其中% 调整后索赔由既往经验估算而得#

如此一来% 则从概念意义来说% 追加保费

也应该基于既往经验估算# 但是因为追加

保费的波动要小于赔付% 实践中这样的调

整可能并不需要# 若要使用一个统计基础

来估计其产出% 建议使用按照 (业务范

围) 分解的信息% 比如机动车辆险和建筑

物保险等#

!1",2 或者也可以使用另一种核算方法计算其产

出% 计算公式如下&

实际实收保费

A?追加保费

@?调整后已生索赔

其中% 调整后赔付按以下方法确定& 用应

付保费加上均衡准备金的变化以及自有资

金的变化 !如有需要"#

!1",3 如果得不到必要的核算数据% 且历史统计

数据不足以对产出做出合理的平均估计%

非人寿保险的产出可以按照成本的总和

!包括中间成本$ 劳动力和资本成本" 加

上 (正常利润) 附加来估计# 然而% 因为

对 (正常利润) 的任何合理估计都可能牵

涉期望赔付% 所以这种替代方法和期望法

几乎没有区别#

人寿保险

!1"-4 直接人寿保险的产出要单独计算% 公式如

下&

实际实收保费

A?追加保费

@?应付保险金

@?寿险专门准备金的增加 !加上减少"

!1"-! 如果没有充分数据支持按照上述公式计算

人寿保险的产出% 可以使用一种基于成本

之和的方法% 与上述非人寿保险的方法相

似# 对于非人寿保险% 必须要包括正常利

润附加#

再保险

!1"-, 再保险服务产出的计算公式完全可以类比

直接保险的计算公式# 但是% 因为再保险

的最初动机是限制直接保险人的风险暴露%

所以再保险人处理的索赔量相当之大 !实

乃正常业务之常态"# 由于这样的原因%

而且再保险市场常集中于相对少数的几个

世界级公司% 所以与直接保险人相比% 再

保险人经历意料之外大额损失的可能性很

低% 尤其在超额赔款再保险情形下#

!1"-- 再保险产出的测算方法与非人寿直接保险

相类似# 但是对于再保险而言有几种特殊

的支付& 比例再保险下对直接保险人的应

付佣金% 和超额赔款再保险下的共享利润#

将这些因素考虑进来后% 再保险的产出可

以按如下方法计算&

实际实收总保费减去应付佣金

A?追加保费

@?调整后已生索赔和共享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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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非人寿保险相关联的所有交易

!1"-. 本节介绍记录非人寿保险保单所有信息的

各账户所需要的整套项目# 取得保单的可

能是企业$ 政府单位$ $(6#7$ 住户以及

国外单位# 但是% 如果住户成员所取得的

保单符合社会保险时% 所需项目在本章第

, 部分关于社会保险处描述% 此处不做

介绍#

!$ 净保费和保险服务的消费

!1"-/ 应付实际保费和追加保费在 #$%中被分解

为两类交易来反映# 其一是保险产出价值%

作为保险服务的消费或出口显示# 其二是保

险公司收取的净保费# 净保费是指实际保费

加上追加保费减去投保人应付的保险服务收

费# 鉴于服务产出的定义方式% 非人寿保险

的净保费在总量上等于调整后的赔付 !而

非实际赔付"# 调整后保费赔付和实际赔付

之间的差异代表了投保人和保险公司之间的

转移支付# 长期来看% 一个方向上的转移支

付会被另一方向的转移所抵消#

!1"-0 保险服务提供给支付保费的部门 !以及国

外部门" 消费# 为得到按部门分解的消费

价值估算% 通常要将服务总价值按应付实际

保费比例进行分配# 净保费的估算则是从应

付实际保费和追加保费价值的总和中扣减服

务消费得到# !因为追加保费也是按照实际

保费的比例分配的% 所以净保费实质上也是

以实际保费的比例进行分配的#"

($ 非人寿保险赔付的记录

!1"-1 已生索赔的记录时间是保险期内索赔相关

联事件发生的时间# 即便在争议索赔的情

况下% 理赔可能是在相关事件发生后的若

干年% 这一原则也是适用的# 此处的例外

是% 索赔仅在相关事件发生后很长时间才

能被确认# 比如% 只有当石棉风险被确认

为是一种致病原因% 并判定为可在某项保

单风险有效期内进行索赔时% 才会对一批

重要的索赔进行确认# 在这样的情形下%

赔付是在保险公司接受该项负债时进行记

录# 这与协议赔付规模达成或索赔实际支

付的时间可能并不相同#

!1"-2 因为计算产出使用的是调整后赔付而非实

际赔付% 所以只有当实际赔付和期望赔付

水平恰好相同时% 该时期的净保费和赔付

才是相等的# 然而从若干年份看% 二者应

该是近似相等的% 除非某年记录了一次灾

难性事件#

!1"-3 赔付通常记录为保险公司对投保人的经常

性应付转移# 在某些情况下% 一家保险公

司可能将保费水平设置得偏低% 以至于保

费不足以覆盖成本和期望的赔付水平# 这

一情况可能发生于以下情形& 某一业务领

域的业务盈余% 比如家庭保险% 被交叉贴

补到另一业务领域% 比如汽车保险#

!1".4 有一种情况***巨型灾害发生***下% 赔

付可能记录为资本转移% 而不是经常转移#

何时应做如此处理% 其标准必须依据国情

决定% 但也可能会取决于受影响的投保人

数量和受灾金额# 此时将赔付记录为资本

转移的原理源于这样的事实% 即很多索赔

都与诸如住所$ 建筑物和构筑物等资产的

毁坏和严重损害相关联# 一般索赔水平对

应的损害由固定资本消耗或存货损失等覆

盖% 所以这些损失在账户体系的其他地方

体现为经常性支出# 但是% 巨灾发生时的

重大损失要作为无法预见事件的结果记录

在其他资产变化账户中% 不在经常性支出

中反映# 因此我们建议将其类似地记录为

经常或资本转移#

!1".! 建议在巨灾发生后% 将超出保费部分的赔

付总价值记录为从保险公司到投保人的资

本转移# 这意味着在保险公司的账户中%

这一部分不是由保险专门准备金覆盖的%

而是来自于其自有资金% 但是从整体来看%

保险公司的资产净值并不会被这种记录方

式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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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将此类赔付记录为资本转移的一个后果是%

住户和其他投保人的可支配收入不会像将其

记录为经常转移那样出现相应增长% 这与直

觉是相悖的# 投保人的资产净值将会同时显

示出资产的损毁 !作为其他物量变化" 和

由资本转移引起的金融资产 !最初" 增加#

这样的记录方式与政府向为住户服务的非营

利机构 !$(6#7" 提供补助以弥补其修复或

重置受灾资产 !未受保单覆盖的" 之部分

或全部成本的处理是一致的#

+$ 由国外和向国外提供的保险服务

!1".- 常住保险公司常会向国外的住户和企业提

供风险覆盖服务% 常住住户和企业也可能

会向国外的保险公司购买风险覆盖的服务#

归属于投保人的来自于常住保险公司的投

资收入中包括了国外投保人的份额% 这些

非常住投保人也向常住保险公司支付了追

加保费# 常住保险人应该是可以得到这些

信息的% 应将其记入国外账户中#

!1".. 在处理常住企业和住户向非常住保险人购

买保单时% 相似的思路也是适用的# 他们

从国外取得虚拟的投资收入% 向国外支付

保费和追加保费# 对这些流量规模的估计

难度较大% 在没有相似类型的常住保险人

可供对比时% 尤其如此# 但是提供服务的

国家常常是可知的% 且利用其相应数据对

国内经济做出估计是可能的# 常住单位的

交易水平应该是已知的% 提供保险服务经

济体中的追加保费与实际保费的比率可以

用来估计应收投资收入和应付追加保费#

.$ 核算项目

!1"./ 对于不属于社会保险的其他非人寿保险共有

0对交易需要记录& 与测算保险服务的生产

和消费相关的有 , 对' 与再分配相关的有 -

对' 金融账户上有 !对# 在特殊情况下% 还

有与再分配相关的第 1对交易% 需要记录在

资本账户中# 对于其他非人寿保险% 保险活

动产出的价值% 归属于投保人的投资收入%

服务收费的价值可参照上述方式具体计算#

!1".0 生产和消费交易如下&

)"因为所有常住机构单位的此类活动都是

由保险公司进行的% 所以产出要记录在

保险公司的生产账户下'

*"保险服务可以为经济体的任何一个部门

或国外部门所消费' 将服务价值付给保

险公司# 非金融企业$ 金融公司$ 政府

或非营利机构的支付构成了中间消耗%

记入其生产账户# 明显与住户非法人企

业之生产性活动相关联的保险% 记入住

户生产账户的中间消耗# 住户的其他保

险支付% 是最终消费支出的组成部分%

应记入收入使用账户# 国外的支付% 要

作为出口记入货物和服务对外账户#

表 !5$!" 个人非人寿保险账户&&&使用

??使用

公司 保险公司 住户 其他部门 经济体总和

生产账户

?中间消耗 !"4 -"4 ."4

?产出

初始收入分配账户

?归属于非人寿保险投保人的投资收入 0"4 0"4

收入再分配账户

?非人寿保险净保费 2"4 -!"4 0"4 ./"4

?非人寿保险赔付 ./"4 ./"4

收入使用账户

?最终消费支出 ,"4 ,"4

金融账户

?非人寿保险专门准备金 -"4 -"4

??其中& 未满期保费 !"4 !"4

未决索赔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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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再分配性交易包括其他非人寿保险中归属

于投保人的投资收入% 非人寿保险净保费%

以及保险赔付&

)"非人寿保险中归属于投保人的投资收入

记录为保险公司的应付项% 所有部门和

国外的应收项# 应付项和应收项均记入

初始收入分配账户#

*"非人寿保险净保费等于实收保费加上追

加保费 !等于归属于投保人的投资收

入" 减去所消费服务的价值# 这些净保

费是经济体所有部门或国外的应付项%

保险公司的应收项#

+"已生保险索赔是保险公司的应付项% 所

有部门和国外的应收项# 净保费和赔付

都记入收入再分配账户#

5"如果某些赔付是作为资本转移而非经常

转移处理的% 则这些赔付要记入资本账

户% 由保险公司付给投保人#

!1".2 非人寿保险净保费应该基于在核算期内可得

到的金额记录% 而不是期内实际支付的金

额# 保险索赔应该基于相应事件发生日记录

为应付% 但如果出现上面所说的情形% 则要

在保险公司承认某项负债存在时加以记录#

应付保费和实收保费$ 已生索赔和应付赔付

之间的差值记录在金融账户的项目下#

!1".3 按照惯例% 未满期保费和未决赔付准备金%

应作为保险公司的负债变化 !如需要可加

注负号" 以及所有部门和国外的资产变化

记录#

!1"/4 表 !1"! 是对这些流量的一个示例#

-" 与人寿保险相关联的所有交易

!1"/! 本节通过与非人寿保险对比来介绍人寿保

险的记录方法# 符合社会保险条件的人寿

保单不作为人寿保险% 其记录方式不在此

讨论% 本章第 , 部分将专门介绍 !在实践

中尤为如此"# 一般人寿保险保单和符合

社会保险条件的人寿保单之间的主要差异

在于% 在前者中% 来自保单的保险金主要

作为财富的减少% 记录在金融账户中' 而

对于符合社会保险条件的人寿保险保单%

保险金 !养老金" 则要作为收入记入收入

再分配账户# 之所以作不同处理% 是因为

非社会保险的个人保单完全是出于投保人

的主动而产生的# 符合社会保险条件的人

寿保险保单则反映了第三方的介入% 通常

是政府或雇主% 以鼓励或强制投保人为退

休收入做准备# 将社会保险计划下的所有

支出 !包括来自符合个人保单条件的支

出" 分离出来% 可以反映社会政策对退休

后收入的保障程度#

表 !5$! $续%" 个人非人寿保险账户&&&来源

来源

公司 保险公司 住户 其他部门 经济体总和

生产账户

?中间消耗

?产出 0"4 0"4

初始收入分配账户

?归属于非人寿保险投保人的投资收入 /"4 !"4 0"4

收入再分配账户

?非人寿保险净保费 ./"4 ./"4

?非人寿保险赔付 0"4 -/"4 ."4 ./"4

收入使用账户

?最终消费支出

金融账户

?非人寿保险专门准备金 -"4 -"4

??其中& 未满期保费 !"4 !"4

未决索赔 ,"4 ,"4

13-

第 !5 章"账户的交叉和其他特殊问题



!1"/, 人寿保险保单的投保人都是个人# !如果

一家公司取得了一份基于雇员个人的人寿

保险保单% 这应该视作定期保险% 在 #$%

中按非人寿保险处理"# 因此人寿保险交

易只在保险公司和住户 !常住的和非常住

的" 之间发生# 一方是保险服务的生产%

另一方是住户将其作为最终消费支出的一

部分以及作为出口的服务消费价值% 二者

应该相匹配# 归属于保单投保人的投资收

入作为追加保费处理# 但是保费和赔付在

其他人寿保险情形下并不是单独显示的%

也不作为经常转移处理# 它们构成记入金

融账户净交易的一部分% 其涉及的金融资

产则是人寿保险和年金权益#

!1"/- 记入账户的有 . 套交易& 与保险服务的生

产和消费相关的各 ! 套% 体现归属于投保

人投资收入的 ! 套% 体现人寿保险和年金

权益变化的 ! 套&

)"人寿保险活动的产出记入保险公司的生

产账户'

*"所消费服务的价值作为住户的应付最终

消费支出% 记入可支配收入使用账户%

或作为国外的应付项 !向非常住住户的

出口"# 住户可能也会向非常住保险人

做出支付% 此类支付作为保险服务的进

口处理'

+"归属于人寿保险投保人的投资收入记录在

初始收入分配账户# 与人寿保险保单相关

联的已宣派红利处理为归属于投保人% 即

便其超过了宣派红利机构已赚取的投资收

入# 投资收入记为保险公司的应付项% 常

住住户或非常住国外住户的应收项'

5"在金融账户下% 人寿保险和年金权益变

化显示为住户和国外资产的变化% 以及

保险公司负债的变化# 它等于实际保费

加上追加保费 !等于归属于投保人的投

资收入" 减去所消费服务的价值% 再减

去所欠保险金#

!1"/. 表 !1", 给出了这些流量的示例#

!$ 年金

!1"// 某些人寿保险保单是在一个时间点上产生一

笔趸缴金额% 而不是支付流# 该笔趸缴金额

可用于购买一种年金% 将趸缴金额转化为一

种支付流# 年金的记录方式在:节介绍#

1" 与再保险相关联的所有交易

!1"/0 在讨论 #$%如何记录再保险产出测算的各

种元素之前% 有必要先介绍一下再保险是

如何测算和记录的#

表 !5$(" 个人人寿保险账户&&&使用

??使用

公司 保险公司 住户 其他部门 经济体总和

生产账户

?产出

初始收入分配账户

?归属于人寿保险投保人的投资收入 1"4 1"4

收入使用账户

?最终消费支出 ."4 ."4

金融账户

?人寿保险和年金权益 ,,"4 ,,"4

??其中& 净保费 !!-"4 !!-"4

保险金 @3!"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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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直接保险人和投保人之间的各种交易已在

以前的章节中做了介绍% 彼时并未考虑直

接保险人和再保险人之间的任何交易# 直

接保险人和再保险人之间的交易是作为一

套完全独立的交易账户记录的% 而未对直

接保险人 !一方面作为其客户的保单签发

人% 另一方面又充当再保险人的投保人"

的各种交易加以合并#

!1"/2 直接保险的投保人并不知道% 或者说并不

需要知道% 直接保险人是否引进了再保险

人以防范其保单的损失# 直接保险人从其

投保人处获得实际保费% 其中一部分让渡

给再保险人# 保费首先显示为应付给直接

保险人% 然后较少部分再显示为应付给再

保险人# 这种 (不合并) 有时作为总量记

录在直接保险人一方# 另一种替代的方法

!净记录" 是将一部分的直接保险人保费

记录为付给直接保险人% 另一部分付给再

保险人% 但在商业核算和 #$%中都不提倡

这种方法#

!1"/3 直接保险人应付给再保险人的实际保费%

由再保险人使用赚取投资收益# 这作为应

付给直接保险人的投资收入% 再回到再保

险人作为追加保费# 因此直接保险人基于

实收保费 !或应付的近似额" 的全部向其

投保人支付投资收入% 但又按照其须让渡

给再保险人的相应保费额度向再保险人收

取投资收入# 直接保险人从再保险人处取

得的应收投资收入可用于抵消直接保险人

应付给其投保人的投资收入% 但实际中并

不明确地如此记录#

!1"04 对于直接保险而言% 在巨型自然灾害发

生的例外情形下% 一部分的再保险赔付

可以记录为资本转移 !而不是经常转

移" #

!1"0! 再保险人的所有产出都要作为持有再保险

保单的直接保险人的中间消耗# 如上所述%

很多再保险保单发生于不同经济体的常住

保险公司之间# 因此此类情形下的产出价

值要作为取得再保险保单保险公司的进口%

以及再保险公司的出口#

!1"0, 与再保险相关联的流量的记录与非人寿保

险类似% 不同的是再保险保单的投保人是

另外一家保险公司#

!1"0- 生产和消费交易记录如下&

)"因为常住机构单位的所有此类活动都是

由保险公司完成的% 所以其产出要记录

在保险公司的生产账户上# 再保险服务

可能由% 也经常是由非常住单位提供%

因此记录为进口#

*"服务的消费者只能是另外的一家保险公

司 !尽管可能是非常住的"% 构成后者

的中间消耗% 如果投保人是非常住单

位% 则记录为再保险人的出口#

表 !5$( $续%" 个人人寿保险账户&&&来源

来源

公司 保险公司 住户 其他部门 经济体总和

生产账户

?产出 ."4 ."4

初始收入分配账户

?归属于人寿保险投保人的投资收入 1"4 1"4

收入使用账户

?最终消费支出

金融账户

?人寿保险和年金权益 ,,"4 ,,"4

??其中& 净保费 !!-"4 !!-"4

保险金 @3!"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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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再分配交易包括再保险项下归属于投保人

的投资收入$ 再保险净保费和再保险赔付&

)"再保险投保人的应收投资收入应由保险

公司 !常住或非常住的" 支付% 而收取

方也是相似的常住或非常住机构'

*"再保险净保费等于实收保费加上追加保

费 !等于归属于投保人的投资收入" 减

去所消费服务的价值# 这些净保费应由

保险公司付出% 也由 !其他" 保险公司

收取# !应该做出支付的单位和收取的

单位都可能是非常住的"'

+"再保险赔付的应付方是保险公司% 应收

方也是 !其他" 保险公司% 可能是常住

的也可能是非常住的# 净保费和赔付均

记入收入再分配账户'

5"再保险人应付给保险公司 !作为再保险

投保人" 的佣金处理为保险公司应付给

再保险人保费的扣减'

8"再保险人应付给直接保险人的共享利润

记录为一项经常转移 !尽管记录方式不

同% 但应付的佣金和共享利润都将降低

再保险人的产出"#

D"如果某些直接保险的赔付作为资本转移而

非经常转移处理% 则与同一事件关联的任

何再保险赔付也应该作为资本转移处理#

!1"0/ 应付保费和实收保费$ 已生索赔和应付赔付

之间的任何差异都将记录在金融账户项目下#

2" 年金

!1"00 最简单情形的人寿保险保单是% 投保人为

了在将来某个时点上收取单一金额的赔付%

而在一段时间内向保险公司做出一定的支

付流# 对于最简单情形的年金% 则是由与

投保人等价的所谓年金受益人% 向保险公

司趸缴一笔款项% 作为回报% 在一个指定

的期限里或年金受益人的剩余寿命中 !或

可能是年金受益人和另一指定人的剩余寿

命中" 得到一个支付流#

!1"01 年金由保险公司组织% 是风险管理的一种#

年金受益人通过同意接受一已知 !明确条

款规定或基于某一公式% 如指数关联" 支

付流而放弃一定金额来避免风险# 保险公

司则承担了投资所得要大于应付给年金受

益人金额的风险# 年金率的确定考虑了期

望寿命的因素# 对于寿命长的年金受益人%

保险公司所需支付的要大于其原先计划的

数额% 而前者所得要大于其原先的计划支

出和支出所带来的收入# 而那些早亡之人

所得较少% 甚至可能减少很多% 保险公司

的所得却又超出了预期#

!$ 年金的原理

!1"02 以例子的方式来解释年金的原理最为简

单# 假定一家保险公司在收取趸缴的

!4444 货币单位后% 每年向该个体支付

044' 并假定保险公司认为该个体的预

期剩余寿命为 ,/ 年% 所使用的贴现率为

/Q# 如图 !1"! 所示% ,/ 年每年 044 的

净现值只有 2144# 因此剩余的 !-44 代

表了保险公司预计每年收取约 34 服务费

的净现额# 所以% 不管年金受益人是否

意识到% 保险公司每年支付的 044 乃是

一个净额# 年金受益人每年实际应得的

为 034% 但其中的 34 被保险公司留作了

它的服务收费#

!1"03 每年均存在应付给年金受益人的投资收

入% 其值等于保险公司所持有剩余金额

按 /Q的贴现率所返算出的金额# 在第

一年中% 预付保费 !!-44" 部分所对应

的投资收入为 0/% 而服务收费另外的 ,/

则是 !-44 与 !,1/ 的差# 剩余部分的投

资收入 !.-/" 要加到 2144 的净年金准

备金价值中# 因此第一年末% 年金准备

金为 2/-/% 即原始的 2144 加上 .-/ 的

收益% 减去已支付的 044# 所以净年金

准备金在起始年份的扣减为 !0/% 预付

保费的扣减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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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这一过程年复一年继续下去# 随着时间推

进% 剩余准备金的扣减项在应作支付中的

比重越来越大% 而应付投资收入的扣减则

越来越小# 原则上说% 保险公司每年可就

其对年金受益人预期剩余寿命的假设做出

修订% 并重新计算出可以作为服务收费的

金额 !实践中此项工作可按年金受益人的

年龄群定期实施"#

!1"1! 这个详细的数字示例意在说明年金运作的

方式% 但实际上% 在确定保险公司的产出

时% 并没有必要进行所有这些计算# 其产

出价值可以更简单的方式确定& 年金受益

人的应得总投资收入 !/44"% 减去应付给

其的金额 !044"% 减去准备金价值的变动

! @!34"% 结果为 34 !/44 @044 @! @!34""#

这一过程与人寿保险的产出测算相类似%

只是这里没有实收保费项#

($ 与年金相关联的产出

!1"1, 涉及年金管理的保险公司的产出可计算如下&

归属于年金受益人的投资收入'

@?年金条款下应付给年金受益人 !或存

活受益人" 的金额'

@?年金准备金变动% 但不包括新年金的

初次支付#

其数值等于贴现率乘以起始年份的准备金%

与保险公司赚取的实际投资收入相独立# 该

项与人寿保险内容中的追加保费概念相类似#

+$ 与年金相关联的所有交易

!1"1- 对于业已存在的年金% 需要记录 - 套交易'

而对于年金的初次发行和终止则需要更多

的项目#

)"每年需支付的与年金相关联的服务收

费# 记录为保险公司的产出% 受益人所

属住户的最终消费支出# 该住户也可以

是非常住的#

*"投资收入% 等于贴现因子乘以年金在期

初的准备金水平% 记录在初始收入分配

账户% 是保险公司的应付项$ 住户的应

收项#

+"年金准备金价值的变动% 记入金融账

户% 由住户应付给保险公司#

图 !5$!" 年金示例

起始点

年金购买价 !%" !4444

,/年% 每年 044% 按 /Q的净现值 !;" 2144

服务收费的净现值 !<" !-44

年率 !044

"

!-44B2144" 34

第一年 第二年

各项的投资收入 !收益" 各项的投资收入 !收益"

% /44 % .3!

; .-/ ; .,1

< 0/ < 0.

应作的支付 应作的支付

% 034 % 034

; 044 ; 044

< 34 < 34

存量价值的减少 存量价值的减少

% @!34 % @,44

; @!0/ ; @!1-

< @,/ < @,0

年末存量 年末存量

% 32!4 % 30!!

; 2/-/ ; 2-0,

< !,1/ < !,.3

以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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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年金初次发行时% 存在一次住户向保险公

司的资金转移# 但在很多情形下% 这可能

只是一种简单的 (翻转)% 从来自于该保

险公司或另一家保险公司普通人寿保险到

期保单的一笔应付趸缴金额立即转化为一

份年金# 在这样的情形下% 没有必要记录

该笔金额的支付和年金的获取' 只是人寿

保险准备金变化为该保险公司和其下属养

老金部门的年金准备金# 如果年金的购买

与人寿保险保单的到期无关% 则可以记录

为住户和保险公司之间的一对金融交易#

住户向保险公司做出支付% 而作为回报%

产生了一项以年金形式存在的资产% 保险

公司从住户处取得了一项金融资产% 因而

产生了对其的负债#

!1"1/ 年金通常在死亡时终止% 其时该年金受益

人的任何剩余准备金都将转入保险公司#

然而% 对于整个组别的年金受益人% 如果

保险公司对预期剩余寿命做出了精确的预

计% 剩余的平均资金将在死亡时为 4# 如

果期望发生变化% 必须对准备金加以修正#

对于已存在的年金% 期望寿命的延长% 将

减少保险公司可得的服务收费金额% 可能

将此变为负值# 在这样的情况下% 保险公

司必须要从其自有资金中支取% 并期望今

后能通过在新年金中收取较高的服务费用

来弥补这一部分#

第 ( 部分" 社会保险计划

3" 引言

!1"10 社会保险计划是一种向参与某项计划的个

人支付保险金的重要方式% 该项计划可以

确保保险金***即所谓的社会福利***能

够在影响个人福利的特定 !不利的" 条件

下发放# 但也有一些社会福利的应付条件

与是否参与社会保险计划无关# 本体系确

认社会保险计划的依据是应付福利的各种

条件% 而非福利本身的性质#

!1"11 社会保险计划是一种签约形式% 通常都要

涉及除受益人以外的至少一个单位% 可以

是雇主$ 一般政府或金融机构 !常为保险

公司"% 或者有时为非营利机构#

!1"12 本节的目标是要介绍社会保险计划下各种

类型的社会福利如何在 #$%中记录# 为了

做到这一点% 有必要先明晰社会保险计划

的独特特征% 所涉及的其他单位的性质%

应付福利的类型% 以及资金组织的方式#

4" 基本定义

!$ 社会福利

!1"13 在特定事件发生或特定条件下会出现应付社

会福利% 由于这些事件或条件% 可能对住户

资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或者减少了其收

入% 从而对该住户的福利产生了不利的影

响# 社会福利的提供可能是现金也可能是实

物形式的# 社会福利的应付情形有很多&

)"受益人或其抚养人% 由于疾病$ 伤害$

怀孕$ 慢性病或年老等原因% 需要内

科$ 牙科或其他治疗% 或住院% 康复治

疗或长期看护# 社会福利可能以实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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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提供% 表现为免费或以无经济意义价

格提供的治疗或看护% 或者是返还住户

的支出# 也可能是现金形式的社会福利

支付给需要卫生保健的受益人'

*"受益人需要抚养其各类亲眷& 配偶$ 孩

子$ 年长的亲戚$ 病人等# 社会福利常

常以现金形式支付% 表现为规律性的抚

养人或家庭补贴'

+"受益人会因为不能参与工作或全职工作

而导致收入减少# 社会福利通常在这一

条件的持续期内规律性地以现金的形式

支付# 在某些情形下% 还可能提供一次

性的额外款项% 或以这一金额代替规律

性支付# 可能导致无法工作或无法全职

工作的原因有&

!

自愿或强制退休'

!

非自愿性失业% 包括暂时离岗和短期

工作'

!

疾病$ 意外伤害$ 婴孩出生等#

5"受益人因为其主要收入者的死亡而收入

减少% 需要得到支付来补偿#

8"受益人被给予免费住房% 或仅支付无显

著经济意义的价格% 或住房支出得到报

销# 这些都是实物形式的社会福利#

D"为受益人自身或其抚养对象的教育支出

提供补贴# 有些情况下% 教育服务以实

物形式提供#

!1"24 以上是社会福利应付的各种典型情形# 但

这只是列举的而非穷尽的# 例如% 在某些

社会保险计划下也可能要支付其他的福利#

相反地% 也不是所有的社会保险计划会在

上面列举的所有情形下都支付福利# 在实

践中% 社会保险计划在各国之间的差异往

往是很显著的' 在同一个国家% 一个计划

和另一个计划之间的差异也很显著#

($ 政府提供的社会福利

!1"2! 很多社会福利是由政府提供的% 显示在账

户中% 可以是社会保障下的支付$ 社会救

助或实物形式的社会转移#

!1"2, 社会保障特指由政府运作的社会保险计划#

为了取得社会保障福利% 个人必须参与到

社会保障计划中% 下文将对此加以解释#

!1"2- 社会救助不是一种计划% 因而无参与之说%

然而社会救助常常仅面向低收入$ 残疾或具

备其他特殊属性的个人# 但在某些国家也存

在一种不需要参与的普遍性福利% 这也属于

社会救助的一部分# 第 2章有一节详细介绍

了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之间的差异#

!1"2. 社会福利定义中包括可能提供的卫生和教

育服务# 通常政府会向所有的社会成员提

供此类服务% 而不要求其参与某项计划或

符合某种要求# 这些服务作为实物形式的

社会转移看待% 不作为社会保障或社会救

助的一部分# 实物形式的社会转移也在第

2 章中做了介绍#

!1"2/ 除了政府提供的卫生和教育服务% 各类

$(6#7也会提供这些服务# 这些也作为实

物形式的社会转移处理% 不作为社会保险

计划的一部分#

+$ 其他机构单位提供的社会福利

!1"20 社会福利也可以是由雇主向雇员或其抚养

对象提供的% 也可能由诸如工会的其他单

位提供# 政府以外的其他单位支付的所有

社会福利都属于社会保险计划下支付的#

.$ 社会保险计划

!1"21 社会保险计划是一种契约式保险计划% 投

保人在第三方的强制或鼓励下参与保险%

以防范特定的不确定事件# 比如% 政府强

制所有雇员参与一项社会保障计划% 雇主

也可能将雇员参与雇主指定的某项社会保

险计划作为雇用的一项条件% 也可能通过

代为缴款鼓励雇员加入某项计划' 或工会

可能会安排只面向工会成员的优势保险计

划# 社会保险计划的缴款通常由雇员支付%

或由雇主代缴% 但在某些条件下% 非雇用

或自雇人员也在社会保险计划覆盖下#

!1"22 一项社会保险计划需满足下列两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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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的取得是以参与计划为前提的" 并

构成了&'#中所谓的社会福利'

""至少满足下列条件中的一个%

!

参与计划是强制性的" 或由法律规

定" 或作为雇员 #或雇员群体$ 就

业的条款或条件'

!

集体性计划" 旨在谋求一个特定员

工 #雇用或非雇用的$ 群体的利益"

并仅限于该群体员工参与'

!

雇主代雇员向计划缴款 #实际地或虚

拟地$" 不管员工是否也支付缴款(

!1"23 参与社会保险计划的人向计划缴款 !或由

别人代缴"% 取得福利# 缴款和福利的定

义方式与保险保费和赔付相似# 社会保险

的缴款是指为了使指定受益人有权取得社

会福利而应向提供保险覆盖的社会保险计

划支付的金额( 社会保险的福利是指由于

受益人参与某项社会保险计划" 且保险覆

盖的社会风险出现时应付的社会福利(

!1"34 社会保障是社会保险计划的形式之一# 与

其他社会保险计划相比% 社会保障的相对

重要性取决于制度的安排% 在各国之间差

别很大# 在某些国家% 社会保障可能仅仅

限于针对社会安全的净变动提供基本的养

老金# 在这样的情形下% 即便是向政府雇

员提供的养老金% 也可能是通过社会保障

以外的方式来处理的# 另一种极端情况是%

几乎所有提供的养老金% 包括向私营企业雇

员提供的% 都可能是借助社会保障实现的#

!1"3! 社会保险计划有两种类别&

)"社会保障'

*"社会保障以外的$ 和就业相关联的社会

保险计划#

社会保障以外的社会保险计划可由保险公

司通过团体保单或一系列保单来安排% 或

缴纳一定费用由保险公司管理# 或者% 计

划由雇主直接以自身名义管理#

多雇主计划

!1"3, 保险公司出于费用考虑可能会同意管理养

老金计划% 并承担与之相关联的各种风险#

这种情况存在的背景是% 保险公司为很多

计划统一提供该项服务% 此即所谓多雇主

计划# 在大量的此类计划下% 保险公司承

担起管理其可支配资金的责任% 以便得到

充足的资金应对养老金负债% 并赚取其可

存留的利润# 如果它不能得到足够的资金

来满足养老金权益% 那么要负责以其自身

资源抵偿该项不足的一方是保险公司% 而

不是原来的雇主#

!1"3- 如果政府承担了为群体中的大部分提供养

老金的责任% 社会保障的功能实际上是填

补了多雇主计划的角色# 像保险公司一

样% 政府就有责任对与养老金负债不足的

部分进行弥补% 或可有权保留产生的任何

盈余# 但社会保障的资金往往是建立在现

收现付基础上的% 因而不存在产生盈余的

问题% 而且如果出现资源的不足% 政府可

有权联系将来和过去的就业情况对权益进

行变更#

/$ 符合社会保险条件的个人保险保单

!1"3. 很多社会保险计划是对各类员工统一组织

的% 如此一来参与者就不必取得冠以其自

身名字的个人社会保险保单了# 在这样的

情形下% 在社会保险和以个人为基础取得

的保险之间做出区分没有什么难度# 然而

有一些社会保险计划可能会允许% 甚或要

求% 参与者以其个人名义取得保单# 一项

保险之成为社会保险的决定因素是% 保险

金必须是社会福利形式的% 雇主为雇员支

付了实际或虚拟的缴款#

!1"3/ 社会保险计划下取得的个人保单的应付保

费和应收赔付记录为社会保险缴款和社会

福利# 社会保险计划的缴款常按月度或更

频繁的频率支付% 因为其常常在薪资支付

时直接缴付#

!1"30 大多数符合社会保险计划条件的个人保单

往往指向的是养老金% 但也可能是来覆盖

其他风险事件的% 比如在投保人由于健康

原因长期无法工作时提供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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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不符合社会保险条件的个人保险保单常称

为非社会保险条件之个人保险% 或简称为

其他保险# 它们记录在本章第 ! 部分所描

述的 #$%账户里#

0$ 社会保险计划下的应付福利

!1"32 在 #$%中% 社会福利和相应的缴款被分解

为两部分& 与养老金相关联的部分和与其

他福利形式相关联的部分# 退休后的收入

是社会保险计划下最重要的养老金收益%

但计划也可能覆盖很多其他的不确定事件#

比如% 养老金也会支付给鳏寡之人% 或由

于工业伤害不能再从事工作者# 由于主要

收入贡献者不能 !因为死亡或残疾" 再为

其自身和其抚养对象带来收入% 所有这些

不确定事件将导致福利的支付% 它们都被

作为养老金处理#

!1"33 所有其他的福利归类为非养老金福利# 两者

之间的区分很重要% 因为 #$%对某些养老

金认定了负债项% 不论实际中是否设立了资

产来对应此权利' 但对于非养老金福利% 只

有在准备金实际存在时才会加以认定#

8" 非养老金缴款和福利的核算

!1"!44 非养老金福利会在社会保障$ 及社会保

障以外与就业相关联的计划下支付# 尽

管可能在很多国家实际上并不存在非养

老金福利% 但这里还是介绍了在非养老

金福利存在的情况下如何加以记录的问

题# 其他的社会保险计划有不同记录方

式% 这要取决于是否设定了将来提供福

利的准备金# 在很多时候% 这种准备金

可能是没有的% 福利按照现收现付的原

则支付% 但本文还是对各种情形的准确

记录方法进行了介绍#

!$ 社会保障下应付的非养老金福利

!1"!4! 社会保障计划的典型特征是存在雇主和雇

员均需要做出支付的缴款# 运作社会保障

计划的成本是政府正常支出的一部分% 因

而社会保障运作的核算不包括产出的

测算#

!1"!4, #$%中% 流量的记录方式如下#

)"雇主的社会保障缴款是雇主所在部门的

应付项% 住户的应收项# 雇主的部门可

以是非金融公司$ 金融公司$ 政府 !作

为雇主"$ 作为雇主的住户$ $(6#7以

及国外 !常住居民为非常住机构单位工

作的情况下"# 对于常住雇主% 应付体

现在收入形成账户里' 非常住雇主的应

付体现在国外的初始收入分配账户里#

常住住户的应收体现在初始收入分配账

户里% 非常住住户的应收体现在国外的

初始收入分配账户里#

*"在收入再分配账户中% 雇主的社会保障

缴款及住户自身作为雇员的社会保障缴

款之和记录为住户的应付和政府的应

收# 进而% 现金形式付给住户的社会保

障福利记录为政府 !或在来自外国政府

的情况下% 体现为国外" 的应付$ 住户

的应收#

!1"!4- 上述流量的示例见表 !1"-#

($ 来自社会保障以外的无备资非养

老金福利

!1"!4. 在 #$%里% 运作无备资计划的雇主被认

为是代表雇员向该计划支付了虚拟的社会

缴款# 在实践中% 雇主和雇员的缴款价值

常常设定为等于该核算期内应付的福利

!加上运作计划的成本% 下段将会介绍"#

虚拟缴款构成了雇员报酬的一部分% 加上

雇员的实际支付款项% 合起来体现为雇员

的应付 !向计划"# 尽管该计划是无备资

的% 但雇员可能仍会支付缴款' 然而% 对

于无备资计划而言% 雇员不做缴款也不属

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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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通过社会保障支付的非养老金福利账户&&&使用

使用

雇主 社会保障基金 住户 其他部门 经济体总和

收入形成账户

雇主实际社会保障缴款 !非养老金" !/"4 !/"4

初始收入分配账户

雇主实际社会保障缴款 !非养老金"

收入再分配账户

社会保障缴款 !非养老金" ,/"4 ,/"4

雇主实际社会保障缴款 !非养老金" !/"4 !/"4

住户实际社会保障缴款 !非养老金" !4"4 !4"4

社会保障非养老金福利 ,,"4 ,,"4

表 !5$." 未备资其他就业相关保险计划的非养老金社会福利账户&&&使用

使用

雇主 社会保障基金 住户 其他部门 经济体总和

收入形成账户

?雇主虚拟非养老金缴款 3"4 3"4

初始收入分配账户

?雇主虚拟非养老金缴款

收入再分配账户

?住户非养老金总缴款 3"4 3"4

?雇主虚拟非养老金缴款 3"4 3"4

?未备资非养老金福利 3"4 3"4

表 !5$/" 备资其他就业相关保险计划的非养老金社会福利账户&&&使用

使用

雇主 社会保障基金 住户 其他部门 经济体总和

生产账户

?产出

收入形成账户

?雇主实际非养老金缴款 0"4 0"4

初始收入分配账户

?雇主实际非养老金缴款

?投资收入 ."4 ."4

?非养老金权益的应付投资收入 ."4 ."4

收入再分配账户

?住户非养老金总缴款 !."4 !."4

?雇主实际非养老金缴款 0"4 0"4

?住户实际非养老金缴款 /"4 /"4

?住户非养老金追加缴款 ."4 ."4

?社会保险计划服务收费 @!"4 @!"4

?备资非养老金福利 1"4 1"4

收入使用账户

?最终消费支出 !"4 !"4

?非养老金权益变动调整 @,"4 @,"4

?储蓄 @0"4 !4"4 4"4 @."4 4"4

金融账户

?养老金权益变动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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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续%" 通过社会保障支付的非养老金福利账户&&&来源

来源

雇主 社会保障基金 住户 其他部门 经济体总和

收入形成账户

雇主实际社会保障缴款 !非养老金"

初始收入分配账户

雇主实际社会保障缴款 !非养老金" !/"4 !/"4

收入再分配账户

社会保障缴款 !非养老金" ,/"4 ,/"4

雇主实际社会保障缴款 !非养老金" !/"4 !/"4

住户实际社会保障缴款 !非养老金" !4"4 !4"4

社会保障非养老金福利 ,,"4 ,,"4

表 !5$. $续%" 未备资其他就业相关保险计划的非养老金社会福利账户&&&来源

来源

雇主 社会保险基金 住户 其他部门 经济体总和

收入形成账户

?雇主虚拟非养老金缴款

初始收入分配账户

?雇主虚拟非养老金缴款 3"4 3"4

收入再分配账户

?住户非养老金总缴款 3"4 3"4

?雇主虚拟非养老金缴款 3"4 3"4

?未备资非养老金福利 3"4 3"4

表 !5$/ $续%" 备资其他就业相关保险计划的非养老金社会福利账户&&&来源

来源

雇主 社会保险基金 住户 其他部门 经济体总和

生产账户

?产出 !"4 !"4

收入形成账户

?雇主实际非养老金缴款

初始收入分配账户

?雇主实际非养老金缴款 0"4 0"4

?投资收入 ."4 ."4

?非养老金权益的应付投资收入 ."4 ."4

收入再分配账户

?住户非养老金总缴款 !."4 !."4

?雇主实际非养老金缴款 0"4 0"4

?住户实际非养老金缴款 /"4 /"4

?住户非养老金追加缴款 ."4 ."4

?社会保险计划服务收费 @!"4 @!"4

?备资非养老金福利 1"4 1"4

收入使用账户

?最终消费支出

?非养老金权益变动调整 @,"4 @,"4

?储蓄

金融账户

?养老金权益变动 @,"4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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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即便一项计划是无备资的% 但仍然会涉及

管理成本# 从原理上说% 产出 !等于这些

成本的和" 应该视为由受益人支付% 它来

源于缴款中的一个虚拟成分# 为雇员支付

的虚拟缴款应该包括这些成本和雇员收到

的福利的价值# 等于运作计划成本额的那

部分价值将在收入使用账户中记录% 作为

雇员向雇主购买了一项服务#

!1"!40 对于雇主提供的服务% 要按照生产和消费

两项交易记录# 因为计划是无备资的% 所

以不存在要记录的投资收入流量和追加缴

款# 所记录的再分配交易有 , 套#

!1"!41 生产和消费交易如下&

)"在雇主的生产账户中% 该服务的产出是

虚拟的# 产出的价值构成了雇主向社会

保险虚拟缴款的一部分% 包含在雇员报

酬中'

*"该服务的消费作为住户的最终消费支出

记入常住住户的收入使用账户% 或作为

非常住住户的进口#

!1"!42 再分配交易如下&

)"雇主向无备资社会保险计划的虚拟缴

款% 体现为雇主所在部门的应付项% 记

入收入形成账户% 同时体现为住户的应

收项% 记入初始收入分配账户'

*"在收入再分配账户中% 雇主的虚拟缴款

和雇员的实际缴款% 体现为住户的应付

项和雇主的应收项# 进而% 雇主应付给

住户的保险金体现为雇主的应付项和住

户的应收项#

!1"!43 上述流量的示例见表 !1".#

+$ 养老金以外的备资社会保险

!1"!!4 上已述及% 养老金以外的备资福利计划并

不是很常见# 然而在两种情形下% 此类计

划也会存在# 其一是% 雇主已为此类福利

备资% 将某年少花费的资金积累起来% 以

支付将来年份可能出现的超支# 抑或其二%

雇主可能意识到% 因为将来付款的义务%

谨慎起见% 需要建立准备以保证支付此类

款项# 例如% 为目前和既往雇员提供健康

保险的计划# 和养老金情形不同的是% 对

于养老金计划以外的社会保险将来可能出

现的赔付的估计% #$%不必包括在内# 只

有当雇主账户中存在这样的负债时% 它们

才会被记入 #$%#

!1"!!! 养老金以外的备资社会保险可由保险公司

提供% 或由雇主代表其雇员推出# 这一活

动之产出的测算方式和非人寿保险相同%

但对应的该服务的消费却只由受益人住户

支付# 这些住户是常住的% 除非常住生产

者需要向非常住的当前或既往雇员支付福

利% 或向拥有有权领取福利的非常住家庭

成员的当前或既往雇员支付福利# 归属于

社会保险计划的投资收入只能由相同的住

户收取#

!1"!!, 雇主的缴款仅与雇员相关# 然而现在或将

来可能是受益人的当前和既往雇员也可向

计划缴款并获取投资收入# 则这一投资收

入处理为获得者应付的追加缴款#

!1"!!- 所有对计划的缴款记录为住户的应付# 这

些缴款包括收入形成账户中作为雇员报酬

一部分的雇主支付部分% 以及雇员直接支

付的缴款 !来源于薪酬" 或包括既往雇主

的其他单位支付的部分# 再者% 住户如果

获得基于这些缴款的归属于住户的投资收

入% 这些要全部作为追加缴款处理# 收入

再分配账户上出现的缴款有两项# 第一%

雇主实际社会缴款% 其价值正好等于收入

形成账户中住户从雇主那里获得的数额#

第二项称为住户社会缴款% 即住户直接支

付额加上追加缴款减去应付给社会保险计

划的服务收费#

!1"!!. 必须记录的交易有 2 项% 对应保险服务生

产和消费的各 ! 项% 对应缴款和保险金的

- 项% 对应归属于投保人的投资收入的 !

项% 对应缴款和福利差异的 , 项&

)"保险公司或雇主作为常住单位从事的活

动' 其产出记入保险公司或雇主所在部

门 !视情况而定" 的生产账户'

*"雇主向就业相关社会保险计划的实际缴

款% 作为雇主所在部门的应付项% 体现

24.

())* 年国民账户体系



在收入形成账户里' 作为住户的应收

项% 体现在初始收入分配账户里'

+"与这些计划相对应的归属于投保人 !受

益人" 的投资收入% 是保险公司和雇主

的应付项% 住户的应收项# 应收和应付

都记录在初始收入分配账户'

5"净缴款体现在收入再分配账户中% 是住

户的应付项% 保险公司或雇主所在部门

!视情况而定" 的应收项'

8"养老金以外的就业相关社会福利中% 也

体现在收入再分配账户里% 是保险公司

或雇主所在部门的应付项% 住户的应收

项'

D"服务的价值% 由住户支付% 并作为其最

终消费支出的一部分% 记录在收入使用

账户里' 但非常住雇员住户除外% 后者

记录为由国外支付'

L"净缴款超出福利的部分代表了保险计划

对受益人负债的增加# 这一项作为收入

使用账户中的调整项# 作为负债的增

加% 它也反映在金融账户中# 如前文所

述% 该项目发生的可能性很小% 出于实

用的原因考虑% 此类非养老金权益变动

可包括在养老金权益的变动中#

!1"!!/ 上述流量的示例可见表 !1"/#

F" 养老金缴款和养老金的核算

!1"!!0 在一个经济体中% 养老金以三种机制提供给

个人& 社会保障% 社会保障以外的就业相关

保险计划% 社会救助# 社会保障和社会保障

以外的就业相关保险计划一起构成了社会保

险计划# 尽管社会救助项下提供的福利和一

些社会保险计划可能很相似% 但其关键的区

别在于% 社会保险福利只在受益人参与社会

保险计划的前提下支付 !而证明是否参与

通常是看受益人或代表其的另一方是否支付

了限定的缴款"% 而社会救助的支付却不要

求支付限定的缴款 !尽管可能会对申请人

进行经济状况审查"#

!1"!!1 养老金支付给退休人员的方式在各国之间

的差异很大# 这一部分将介绍社会保险计

划下最常见的养老金提供方式% 但并不是

所有的方面都会适合每个国家# 社会救助

下提供的养老金不在此章讨论% 可参见第

2 章和第 3 章#

!1"!!2 所有国家的社会保险养老金都是由政府提

供一部分% 雇主提供一部分 !就已知而

言"# 政府提供的部分称为社会保障% 雇

主部分称为社会保障以外的就业相关保险

计划# 由社会保障提供养老金和由其他就

业相关保险计划提供养老金% 这两者之间

的区分会因国各异% 因此各国对社会保险

的范围以及对 (社会保障) 一词指向的认

识都存在很大差异# 为了使 #$%中的各种

建议更为清晰% 有必要考察一下不同国家

提供的保险覆盖类型#

!1"!!3 最窄范围的社会保障养老金是很有限的# 覆

盖水平的确定可能独立于缴款的规模 !但

需要有在特定时期内支付缴款的事实"# 一

个雇员对社会保障下养老金的权利常常是可

以转移的 ! (可携带的)"% 其他养老金通常

并不总是具备这一优势% 而且% 对于很多低

收入工作者$ 临时工作者或间歇性工作者而

言% 社会保障下的养老金可能是这些人群可

以期望的唯一形式的养老金#

!1"!,4 然而在一些国家% 绝大多数或所有的养老金

可能都是通过社会保障提供的# 在这样的情

形下% 政府就扮演了雇主的中间体% 一旦雇

主将其支付的和由雇员支付的缴款移交给社

会保障计划% 政府就承担了最终支付的风

险# 政府减轻了雇主的风险 !养老金的成

本可能太大使其企业无法承受"% 也确保了

大众养老金的发放% 但政府这么做也可能会

有条件& 它可能会改变应付养老金的数额%

如果经济条件限制% 甚至会顺延支付#

!1"!,! 私营雇主养老金计划通常不会出现应付金

额追溯性调整% 但也存在一个风险% 即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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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可能因为业务破产而没有能力支付养老

金# 然而对个人养老金权益的保护正变得

越来越常见# 同样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

一个雇主建立起来的养老金可能不能转移

到另一个新的雇主那里% 尽管这一情况也

在发生变化# 社会保障可能是 !通常也确

实是" 建立在现收现付基础上的% 不会为

将来的负债建立准备金' 但其他的雇主养

老金计划越来越倾向于设立准备金% 即便

未设立% 会计规定也会要求在账户中体现

当前和既往雇员的养老金权益#

!1"!,, 最基本形式的社会保障以外的就业相关养

老金% 被视为雇员报酬的一部分' 雇员和

雇主之间在谈判中可能对养老金权益$ 当

前服务条件以及支付水平都会加以关注#

养老金常常由私营雇主通过其控制的或签

约的第三方 !如保险公司" 基金提供# 这

些基金在提供养老金之外可能也会提供社

会福利% 比如私营医疗保险# 有时可能会

出现这样的情况& 一个专业单位负责为很

多雇主提供养老金% 而雇主则要保证足够

基金兑付承诺的养老金# 此种安排被称作

多雇主养老金计划#

!1"!,- 对于非养老金社会福利% 作为现在或将来

受益人的当前和既往雇员也可向计划缴款

并获取投资收入# 这一投资收入接着要被

处理为获得者应付的追加缴款#

!$ 社会保障养老金

!1"!,. 雇主和雇员共同向社会保障养老金支付缴

款% 这一点很常见% 却非基本要素# 强制

性缴款也很常见# 社会保障养老金筹集资

金的方式通常是现收现付# 在 #$%的主要

账户中常常假定这就是社会保障养老金的

资金筹集方式# 在一个时期里% 应付福利

的资金来源恰是同一时期内的应收缴款#

对于运作计划的政府或参与计划的个人%

均不涉及储蓄的因素# #$%的主要账户中

不识别该项计划的负债% 但常常存在这样

的担心% 即福利可能会超过缴款% 在人口

老龄化下% 这一情形会更趋恶化# 有鉴于

此% 社会保障和主要账户中未包括的其他

任何养老金计划的负债估计值% 要被包括

在下面i部分所介绍的补充表中#

!1"!,/ 社会保障养老金计划的流量记录很简单#

雇主支付的任何缴款都作为雇员报酬的一

部分来处理% 在收入形成账户中记录为雇

主的应付% 在初始收入分配账户中记录为

雇员的应收# 那么雇员向社会保障基金支

付的缴款就等于& 其从雇主处得到的那一

部分金额加上其代表自身支付的任何款项#

在收入再分配账户中% 这一金额记录为住

户的应付% 政府的应收# 个人独立经营的

或非雇用人员支付的缴款也包括在住户向

政府支付的缴款项下# 也是在收入再分配

账户中% 社会保障福利记录为政府的应付%

住户的应收#

!1"!,0 上述流量的示例可见于表 !1"0# 该表的内

容与表 !1"! 相类似% 但表 !1"! 是与非养

老金福利相关联% 而表 !1"0 则与养老金福

利相关联#

表 !5$0" 通过社会保障支付的养老金福利账户&&&使用

使用

雇主 社会保障基金 住户 其他部门 经济体总和

收入形成账户

?雇主实际社会保障缴款 !养老金" !-3"4 !-3"4

初始收入分配账户

?雇主实际社会保障缴款 !养老金"

收入再分配账户

?社会保障缴款 !养老金" ,,0"4 ,,0"4

?雇主实际社会保障缴款 !养老金" !-3"4 !-3"4

?住户实际社会保障缴款 !养老金" 21"4 21"4

?社会保障养老金福利 ,!4"4 ,!4"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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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保障以外的就业关联养老金计划

!1"!,1 社会保障以外的就业关联养老金计划有两种

形式# 其一称作定额缴款计划% 有时也称为

现金购买计划 ! (定额缴款养老金计划) 的

表述并不直观% 但广泛应用于养老金行业"#

另一种形式是定额福利计划% 有时也称作最

终薪资计划% 但后者并不能准确描述所有的

定额福利计划# 通常情况下% 这两种形式都

是缴款型的% 常由雇主和雇员共同缴纳#

!1"!,2 定额缴款计划是指" 应在退休时支付给雇员

的福利只取决于雇员工作期间缴款所建立起

的基金水平和养老金计划管理者基金投资带

来的价值增长( 因而该计划是否能在退休时

提供足够收入的风险全部由雇员承担#

!1"!,3 定额福利计划是指" 应在退休时支付给雇员

的福利是通过一个公式确定的" 或是一个确

定值或以此作为最小应付额( 在这样的情形

下% 该计划是否能在退休时提供足够收入的

风险由雇主承担% 或由雇主和雇员共担# 在

某些情况下% 雇主的风险可能由代表雇主运营

定额福利养老金计划的多雇主计划来承担# 一

项计划可能以与定额缴款计划相类似的条款定

义% 但保证了最低值% 或其他此类的复合计

划% 在 #$%中都划分为定额福利养老金计划#

!1"!-4 对于这两类计划% 参与者的养老金权益都

要在权利建立时记录# 在此两类情形下都

会有靠已有权利获取的投资收入% 这都要

记录为已分配给受益人$ 并由受益人再投

资到养老金计划中# 但这两种计划之间还

存在很多不同的特征% 所以与各计划相关

联的交易在转化为养老金权益水平变化之

前% 应分别给予详细描述# 我们将首先介

绍定额缴款计划交易的记录% 它要比定额

福利计划交易的记录来得简单#

!1"!-! 对于这两类计划% 都将假定存在一项养老

金基金# 对于定额缴款养老金计划% 必须

要存在一项基金# 而对于定额福利养老金

计划% 该项基金可能在实际中存在% 也可

能只是名义上的# 如果存在% 它可能是与

雇主相同的机构单位的一部分% 也可能是

一个单独的机构单位 !一项自主型养老金

计划"% 也可能是另一个金融单位的一部

分***保险公司或多雇主养老金计划# 在

介绍交易的记录时% 与养老金基金的交易

必须归属到基金所在的部门#

定额缴款养老金计划

!1"!-, 记录与定额缴款养老金计划相关联的交易%

不存在概念上的难题# 对于所述流量或资

产负债表中出现的受益人养老金权益价值%

都不会有问题% 也不存在是哪个单位的负

债$ 哪个单位的资产等疑惑#

定额缴款养老金计划交易的记录

!1"!-- 由雇主代表其雇员向定额缴款养老金计划

支付的缴款作为雇员报酬的一部分处理%

在收入形成账户中记录为雇主的应付% 在

初始收入分配账户中记录为雇员的应收#

表 !5$0 $续%" 通过社会保障支付的养老金福利账户&&&来源

来源

雇主 社会保障基金 住户 其他部门 经济体总和

收入形成账户

?雇主实际社会保障缴款 !养老金"

初始收入分配账户

?雇主实际社会保障缴款 !养老金" !-3"4 !-3"4

收入再分配账户

?社会保障缴款 !养老金" ,,0"4 ,,0"4

?雇主实际社会保障缴款 !养老金" !-3"4 !-3"4

?住户实际社会保障缴款 !养老金" 21"4 21"4

?社会保障养老金福利 ,!4"4 ,!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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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积累的养老金权益所带来的投资收入% 在初

始收入分配账户中记录为已分配给住户

!应收"% 体现为养老金基金的应付# 投资

收入包括利息$ 应付分红加上集体投资计划

的已分配收入 !如果养老金基金在其中占

有份额"# 养老金基金也可能拥有财产% 并

据此产生了净营业盈余% 它要和投资收入一

起包括在可分配给养老金受益人的内容中#

在这样的情况下% 投资收入一词的诠释应该

是弹性的% 以便能足以包括此类收入来源

!如果存在的话"# 积累的养老金权益投资

所产生的持有损益不应包括在投资收入中#

!1"!-/ 分配给养老金受益人的收入中有一部分是

用于弥补养老金基金的经营成本# 这一成

本要记入养老金基金在生产账户中的产出%

住户在收入使用账户中的消费支出# 分配

收入中的剩余部分要作为养老金追加缴款

处理% 由住户返回给养老金基金#

!1"!-0 在收入再分配账户中% 社会缴款体现为住

户的应付和养老金基金的应收# 应付的社

会缴款总额包括雇主实际应付缴款 !作为

雇员报酬的一部分"% 雇员 !也可能是其

他的个人% 以前参与计划的个人% 自营和

非雇用人员以及退休人员" 实际缴款% 以

及刚刚指出的追加缴款# 为明确起见% 也

是为了加强与定额福利计划的对比% 追加

缴款全额要同时体现在初始收入分配账户

!体现为投资收入" 和收入再分配账户

!体现为追加缴款" 中# 然而% 服务收费

要体现在收入再分配账户中% 作为住户总

缴款的冲减项# 住户向养老金计划支付的

缴款总额要取净值% 其方式与保险保费相

同% 即等于总缴款减去收入使用账户中出

现的服务收费#

!1"!-1 雇员以外的向定额缴款养老金计划支付缴

款的其他人可能是依靠其职业或既往就业

情况参与定额缴款养老金计划的自雇者或

无业者#

!1"!-2 收入再分配账户也要记录养老金基金应付给

住户的养老金福利# 但是在定额缴款养老金

计划下应付的福利是以退休时点上的应付趸

额形式出现的# 这可能就会要求计划将这些

表 !5$5" 定额缴款计划下应付养老金福利账户&&&使用

使用

雇主 养老金基金 住户 其他部门 经济体总和

生产账户
?产出
收入形成账户
?雇主实际养老金缴款 !!"4 !!"4

初始收入分配账户 4"4

?雇主实际养老金缴款 4"4

?投资收入"

-"4 -"4

?养老金权益的应付投资收入"

!0", !0",

收入再分配账户 4"4

?住户养老金总缴款 -1"- -1"-

?雇主实际养老金缴款 !!"4 !!"4

?住户实际养老金缴款 !!"/ !!"/

?住户养老金追加缴款 !0", !0",

?养老金计划服务收费 @!". @!".

?定额缴款养老金福利 ,0"4 ,0"4

收入使用账户 4"4

?最终消费支出 !". !".

?养老金权益变动调整 !!"- 4"4 !!"-

?储蓄 @!!"4 @!!"2 ,/"2 @-"4 4"4

资产变动
金融账户
?净借入B净贷出
?养老金权益变动 !!"- !!"-

?其他金融资产 @!!"4 @4"/ ./"/ 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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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属于财产收入的一部分# ***译者注



金额立即转换成同一个或另一个金融机构

的年金% 但这一点并不是普遍的# 记录福

利的适当方式是在退休时不将福利立即体

现为应付% 而是在适当的情况下以年金或

其他金融资产形式再投资% 然后在名义上

体现为人寿保险权益到年金权益的重新划

分# 然而% 因为通常在这两类权益之间不

做区分% 所以在账户中将不会出现实际的

划分变化# 年金的记录在本章的第一部分

已作介绍#

!1"!-3 收入使用账户中% 有一个项目对应于对养

老金基金所提供服务的支付 !等于养老金

基金产出的价值"% 它是由住户支付给养

老金基金的#

!1"!.4 在同一账户中% 另一个项目反映了收入再

分配账户中应付缴款减去应收福利的盈余

!或不足" 引致的养老金权益的增加 !或

减少"# 这一金额体现为养老金基金向住

户的应付# 因为定额缴款养老金计划参与

者养老金权益的大部分增加% 及由此而最

终引起的福利资金来源增加% 来自于持有

??

损益 !不包括在定额缴款养老金计划参与

者追加缴款中"% 所以对这些个体养老金

权益变动的调整常常是负值#

!1"!.! 养老金权益变动的调整包括在收入使用账

户中% 作为养老金基金向住户的应付% 但

在金融账户中却要作为住户向养老金基金

的应付# 偿付养老金权益的义务在同一部

门两个单位之间的任何转移% 其效应也将

体现在金融账户的项目中#

!1"!., 影响资产负债变动表中养老金权益变动的

其他因素% 体现在资产其他变化账户中#

尤其要说明的是% 计划对受益人的负债应

作为重估价账户中的持有损益% 与计划持

有的资产 !以对应负债义务" 精确对应#

当定额缴款计划下的支付通过年金实现时%

就需要像 !1"!-0 段介绍的那样将其记录为

其他物量变化#

!1"!.- 表 !1"1 展示了记录定额缴款计划相关交易

所涉及的各项目# 由于没有虚拟交易% 与

接下来要介绍的定额福利计划相比% 该表

比较简单#

表 !5$5 $续%" 定额缴款计划下的应付养老金福利账户&&&来源

来源

雇主 养老金基金 住户 其他部门 经济体总和

生产账户
总产出 !". !".

收入形成账户
雇主实际养老金缴款
初始收入分配账户
?雇主实际养老金缴款 !!"4 !!"4

?投资收入 -"4 -"4

?养老金权益的应付投资收入 !0", !0",

收入再分配账户 4"4

?住户养老金总缴款 -1"- -1"-

?雇主实际养老金缴款 !!"4 !!"4

?住户实际养老金缴款 !!"/ !!"/

?住户养老金追加缴款 !0", !0",

?养老金计划服务收费 @!". @!".

?养老金福利 ,0"4 ,0"4

收入使用账户 4"4

?最终消费支出
?养老金权益变动调整 !!"- !!"-

?储蓄

负债变动
金融账户
净借入B贷出 @!!"4 @!!"2 ,/"2 @-"4 4"4

养老金权益变动 !!"- !!"-

其他金融资产 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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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额福利养老金计划

定额福利和定额缴款养老金计划之

间的差别

!1"!.. 定额福利养老金计划与定额缴款养老金计

划相比% 在核算方面最根本的差别是% 对

于定额福利养老金计划% 核算期内雇员的

福利是以雇主承诺承担的最终应收养老金

水平来确定的% 而对于定额缴款养老金计

划而言% 核算期内雇员的福利则完全由其

向计划支付的缴款以及在该项和既往缴款

基础上获得的投资收入和持有损益来确定#

因此% 对于定额缴款养老金计划的参与者

而言% !原则上" 可以得到关于福利的确

切信息% 而定额福利养老金计划参与者的

福利则必须要估算% 其估算值来源于雇主

在编制其自身账户时所需要的精算估计值#

!1"!./ 定额福利养老金计划下养老金权益的变化

有四种来源# 首先是当期服务的增加% 即

与当期所得薪资相关联的权益增加# 第二

种来源是既往服务的增加% 即对于所有计

划参与者而言% 退休 !和死亡" 又近了一

年这一事实所引起的权益价值的增加# 权

益水平的第三种变化是由于向该计划下退

休人员支付福利而引起的权益减少% 第四

种来源是其他因素% 即在资产其他变化账

户中反映的各种因素#

!1"!.0 与定额缴款养老金计划一样% 雇主和雇员

可能在当期都向该计划实际支付缴款# 但

是这些支付可能并不足以弥补从当期就业

开始累积的福利增加# 为此要虚拟一项额

外的雇主缴款% 以建立起缴款和当期服务

权益增加之间的对等关系# 这些虚拟的缴

款通常是正数% 但如果已收缴款总额超过

了当期服务权益增加% 也可能为负值# 下

文在考察雇主和基金之间的关系时将对这

一情形的意义加以讨论#

!1"!.1 核算期末% 应付给目前和既往雇员的养老

金权益水平可以通过估算退休时应支付金

额的现值 !利用受益人期望寿命长度的精

算估计值" 得到# 这一金额出现在资产负

债表中% 作为对雇员的负债# 致使该金额

年复一年增长的一个因素是% 年初存在且

在年末仍为在欠的权益的现值增加了***

下一年计算现值时会少使用一年的贴现因

子# 正是因为对贴现的逐步释放% 导致了

既往服务权益的增加#

!1"!.2 定额缴款养老金计划和定额福利养老金计

划之间的另一个基本区别是对养老金计划

运营成本的支付# 上已述及% 在定额缴款

养老金计划下% 所有风险由受益人承担#

养老金计划是以受益人名义运作的% 并由

其支付成本# 因为该基金可能由雇主以外

的另一单位运作% 所以适当的处理方法是&

将运作成本作为被基金留存下来的投资收

入的一部分% 以弥补其成本 !和产生利

润"# 为了与保险的处理相一致% 投资收

入要按全额归属于受益人% 其中部分用于

弥补成本% 剩余部分作为对基金的再投资#

!1"!.3 对于定额福利养老金计划% 情况有所不同#

基金不能达到权益承诺的风险部分% 可能

全部地由养老金管理者 !雇主或承担偿付

养老金义务风险的单位" 承担% 或者% 即

使不是全部由管理者承担但也不是由受益

人单独承担# 基金可能直接由雇主控制%

可能是同一机构单位的一部分% 也可能仅

仅只是一个名义上的单位# 即便在这样的

情况下% 也存在与计划运营相关联的成本#

尽管这些成本一开始是由雇主承担% 但更

适宜的处理方式是将其作为一种向雇员提

供的实物收入% 方便起见% 可将其包括在

雇主缴款中# !这其中包含了实用主义的

因素% 因为这假定了所有成本是由当前雇

员承担的% 而不含退休员工# 还假定% 在

名义计划下必须支付的缴款也适用于其他

情形#"

!1"!/4 对于定额福利计划% 自雇者和未就业者在

当期不可能缴款% 尽管可能出现这样的情

况& 其既往的就业增加了定额福利养老金%

且其现在有权继续参与计划# 那些先前曾

就业的人员 !不管其当期是否收到了养老

金" 都会获取投资收入并支付追加缴款#

.!.

())* 年国民账户体系



定额福利养老金计划交易的记录

!1"!/! 一开始的讨论假定雇主保留了保证支付养

老金的全部责任# 随后我们将讨论多雇主

计划或政府代表雇员承担责任情况下所涉

及的情形#

!1"!/, 雇主代表其雇员向定额福利养老金计划支

付的总缴款必须足够到如下程度& 加上雇

员的实际缴款减去计划运作成本后% 与雇

员当前服务的养老金权益增长正好匹配#

雇主的缴款分为实际和虚拟两部分% 计算

后者是为了满足精确匹配的需要% 即增加

雇员权益的所有基金缴款与这些权益当前

服务成本的匹配#

!1"!/- 雇主缴款的计算应该和当期获得的养老金

权益相联系起来% 而不论同一时期内计划

赚取的投资收入或基金的额外资金来源如

何# 现期权益是雇员报酬的一部分% 如果

不将雇主缴款的全部价值包含在内% 就会

低估雇员报酬% 从而高估营业盈余# 以往

发生过这样的极端事件% 养老金权益的投

资情况很好% 以致于雇主享受起了 (缴款

假期) !<UKEFO*XEOUK 7UJO5)W"% 即雇主未向

新的权益支付任何缴款# 很重要的一点是%

即便在缴款假期期间也要记录缴款% 雇主

的收益要看作养老金基金和雇主之间的负

债变化# 这将使二者的资产净值与在缴款

假期期间不记录缴款但人为地使得雇员报

酬没有减少的情形保持同样的水平#

!1"!/. 在很多定额福利计划下% 雇员实际拥有退

休时获得养老金的权利之前存在一个考察

期# 尽管存在这样的考察期% 但缴款和权

益都应该在就业开始时就加以记录% 另加

上一个调整因子以反映雇员通过考察期的

概率#

!1"!// 雇主实际和虚拟养老金缴款合起来作为雇

员报酬的一部分来处理# 在收入形成账户

中将其记录为雇主的应付% 在初始收入分

配账户中记录为雇员的应收#

!1"!/0 持续服务雇员以及不再缴款但仍有权要

求未来养老金的人员 !既往服务增加"

权益现值的增加代表了应分配给雇员的

投资收入# 对于来自持有损益或与已有

资金不匹配的任何金额均不做扣减# 其

对应的金额是当前协议下明确应付给雇

员的金额' 雇主最终匹配该义务的方式

与将其记录为投资收入并不相关% 不像

利息或分红的实际处理方式影响其作为

投资收入记录那样# 投资收入记为养老

金基金的应付和住户的应收# 旋即由住

户再投资到基金中% 又被描述为养老金

追加缴款#

!1"!/1 在收入再分配账户中% 社会缴款体现为住

户的应付和养老金基金的应收# 应付社会

缴款总额由雇主应付的实际和虚拟缴款

!作为雇员报酬的一部分% 不包括养老金

计划的运营成本"$ 雇员的实际缴款以及

刚刚指出的追加缴款构成# 如在定额缴款

计划下所解释的那样% 账户上体现的是缴

款和追加缴款的全部价值% 另加一个抵消

项代表应付的服务收费# 因此实际应付额

度是一个净的缴款数值#

!1"!/2 养老金基金应付给住户的养老金福利也体

现在收入再分配账户中# 如果福利以年金

形式发放% 支付的年金要在此显示% 而不

是退休时点上的应付趸额# !如果退休者

的人口统计特征不出现重大变化% 这两者

将会很相似#"

!1"!/3 收入使用账户中有一个项目对应住户应付

给养老金基金的服务费用 !等于养老金基

金产出价值加上和养老金权益一起购买的

年金运作企业产出"% 由住户支付给养老

金基金% 并记录为最终消费支出#

!1"!04 同样% 在收入使用账户中有一个项目反

映了养老金权益的增加 !或减少" % 即

来自于收入再分配账户中应付缴款大于

应收福利的部分# 这一金额体现为养老

金基金对住户的应付# 其原理是% 因为

养老金权益的增加 !或减少" 直接影响

了住户的资产净值% 所以它应该包括在

住户部门的储蓄中# 在定额福利养老金

计划下% 此金额不太可能为负值% 除非

这是一项已死亡的雇主计划% 只支付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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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不收取新的缴款#

!1"!0! 收入使用账户中作为养老金权益变动调整

的同一金额也包括在金融账户中% 作为住

户在养老金基金的一项权益 !这一科目的

其他部分则反映了养老金权益的各种其他

变化% 记录为资本转移的一部分"# 影响

资产负债表中对应于权益变动项目的其他

因素% 体现在资产其他变化账户中% 这将

在第 . 部分讨论#

由雇主以外的单位运作的定额福利

养老金计划

!1"!0, 也可能出现一些其他的组织% 比如工会%

运作为其成员提供的定额福利养老金计划%

其在各个方面和雇主的定额福利养老金计

划并无二致# 这些计划的记录方式与刚刚

介绍的完全一样% 只是雇主一词应该理解

为计划组织者% 雇员理解为计划参与者#

雇主和养老金基金之间的关系

!1"!0- 如上所述% 雇主可能会将基金的管理以及

受益人的受偿安排签约给另一个单位完成#

这存在有两种方式# 如果养老金基金的运

作者只充当雇主的代理% 基金的任何短缺

都由雇主负责% 此时处理养老金基金日常

经营的单位% 称为养老金代管人#

!1"!0. 然而单一单位与多家雇主签约管理其养老金

基金 !多雇主养老金基金" 的形式也并不

罕见# 其制度安排是% 多雇主养老金基金承

担基金短缺的责任以弥补负债% 但同时有权

保留多余部分的资金# 通过建立多个雇主的

风险池% 多雇主养老金基金期望能用保险公

司建立多个客户风险池的类似方式平衡资金

的短缺和过剩% 以在所有基金基础上实现盈

余# 此时承担偿付养老金义务责任的单位代

替雇主被称为养老金经理人#

表 !5$*" 定额福利计划下的应付养老金账户&&&使用

使用

雇主 养老金基金 住户 其他部门 经济体总和

生产账户

?产出

收入形成账户

?雇主实际养老金缴款 !4"4 !4"4

?雇主虚拟养老金缴款 .$! .$!

初始收入分配账户

?雇主实际养老金缴款

?雇主虚拟养老金缴款

?投资收入 ,", ,",

?养老金权益的应付投资收入 .$) .$)

收入再分配账户

?住户养老金总缴款 !3"4 !3"4

?雇主实际养老金缴款 !4"4 !4"4

?雇主虚拟养老金缴款 &'( &'(

?住户实际养老金缴款 !"/ !"/

?住户养老金追加缴款 &') &')

?养老金计划服务收费 *)'+ *)'+

?养老金福利 !0"4 (+')

收入使用账户

?最终消费支出 4"0 4"0

?养老金权益变动调整 -"4 -"4

?储蓄 !实际" @!4"4 @/"- !1"/ @,", 4"4

?储蓄 !虚拟" @."! ."! 4"4

资产变动

金融账户

?净借入B贷出 !实际"

?净借入B贷出 !虚拟"

?养老金权益变动 -"4 -"4

?养老金基金在雇主的权益 !当前服务" ."! ."!

?其他金融资产 @!4"4 @,"- !."/ @,", 4"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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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如果雇主保留了资金不足引起的负债或

资金过剩带来的收益% 养老金基金在雇

主 !养老金经理人" 的权益 !或负债"

应在出现赤字或盈余的情况下加以记录#

这一权益等于养老金权益的增加额与养

老金累积额之间的差异% 后者等于该期

缴款与追加缴款之和加上权益获得的投

资收入% 加上持有收益% 减去应付养老

金% 减去养老金行政费用# 如果养老金

累积额大于权益的增加额% 则养老金基

金应支付给雇主 !养老金经理人" 一定

金额# 这么一来养老金基金的资产净值

始终为 4#

!1"!00 养老金基金欠付养老金经理人一定金额时%

(缴款假期) 的影响就会显现% 因为该金

额中包括了正常情况下雇主本应支付的

缴款#

数字实例

定额福利计划下的交易

!1"!01 为了阐释定额福利养老金计划相关交易的

记录% 表 !1"2 给出了一个数字实例# 虚拟

的数字以粗体显示' 由于改道处理而产生

的数字以斜体显示#

!1"!02 精算计算显示% 源于当前服务的养老金权益

增长% 即核算当年 (赚取) 的养老金数额

是 !/# 住户 !雇员" 缴纳了 !"/% 因此雇主

需提供 !-"/# 此外% 运作计划的成本估算

为 4"0# 因此雇主总共需提供 !."!# 雇主实

际缴纳的为 !4% 所以剩余的 ."! 为虚拟缴

款# 4"0的产出体现在生产账户中' 雇主的

缴款体现为收入形成账户中雇主的应付项%

初始收入分配账户中住户的应收项#

表 !5$* $续%" 定额福利计划下的应付养老金账户&&&来源

来源

雇主 养老金基金 住户 其他部门 经济体总和

生产账户

?产出 )$0 )$0

收入形成账户

?雇主实际养老金缴款

?雇主虚拟养老金缴款

初始收入分配账户

?雇主实际养老金缴款 LM'M !4"4

?雇主虚拟养老金缴款 &'( &'(

?投资收入 ($( ($(

?养老金权益的应付投资收入 &') &')

收入再分配账户

?住户养老金总缴款 !3"4 !3"4

?雇主实际养老金缴款 !4"4 !4"4

?雇主虚拟养老金缴款 .$! .$!

?住户实际养老金缴款 !"/ !"/

?住户养老金追加缴款 .$) .$)

?养老金计划服务收费 J)$0 J)$0

?养老金福利 !0"4 !0$)

收入使用账户

?最终消费支出

?养老金权益变动调整 -"4 -"4

?储蓄 !实际"

?储蓄 !虚拟"

负债变动

金融账户

?净借入B贷出 !实际" @!4"4 @/"- !1"/ @,", 4"4

?净借入B贷出 !虚拟" @."! ."! 4"4

?养老金权益变动 -"4 -"4

?养老金基金在雇主的权益 !当前服务" ."! ."!

?其他金融资产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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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初始收入分配账户中也体现了投资收入#

源于既往服务的养老金权益的增加 !因为

退休又逼近了一年% 贴现因子逐步释放"

为 .# 这一数字体现为从养老金基金到住

户的虚拟投资收入流量# 同时% 养老金基

金从其管理的基金上实际取得的投资收入

为 ,",# 因而此时养老金基金存在 !"2 的

资源短缺% 但这没有体现在经常账户中#

!1"!14 住户向养老金基金的支付体现在收入再分

配账户中# 这可以通过两个角度来看# 住

户支付的缴款总额应该等于源于当前服务

的权益增加 !!/"% 加上既往权益带来的

收入部分 !."% 即共为 !3# 实际支付的金

额为& 雇主的实际缴款 !4% 虚拟缴款 ."!%

住户自身的缴款 !"/% 追加缴款 .% 减去服

务收费 4"0' 共计也是 !3# 在同一账户下%

也体现出养老金基金应付给住户 !0 的养老

金#

!1"!1! 在收入使用账户中% 购买服务的支出体现

为住户最终消费支出的一部分% 养老金权

益的变动体现为养老金基金向住户的应付#

在本例中% 与住户缴款金额 !3 对应的养老

金收益为 !0# 因此养老金权益 !属于住

户" 也增加了 -#

!1"!1, 住户的储蓄为 !1"/% 其中养老金权益的增

加为 -# 这意味着他们已经取得了 !."/ 的

其他金融资产 !或负债减少"# 这一数字

是应收福利 !!0" 和住户实际缴款 !!"/"

的差#

!1"!1- 对于养老金基金而言% 储蓄为@!",% 这可

以视为实际和虚拟元素的混合物# 就实际

流量而言% 养老金基金从雇主处取得缴款

!4 !通过住户的路径"% 从住户处取得

!"/% 付出福利 !0# 另外他们还取得了 ,",

的投资收入# 因此其可支配收入为 @,"-#

如果将养老金权益变动 !-" 也考虑进来%

那么储蓄为@/"-# 此外雇主还支付虚拟缴

款 ."!# 这部分经由住户流入% 为养老金

基金的储蓄增加了 ."!% 也使雇主的储蓄

减少了 ."!#

!1"!1. 在养老金基金的金融账户中% 虚拟缴款的

数字 ."!% 体现为养老金基金对雇主的权

益# 养老金权益变动 -% 代表住户对养老

金基金拥有权益# 此外养老金基金资产损

失了或负债增加了 ,"-% 即对应于可支配

收入 !不包括雇主的虚拟缴款部分" 的数

值#

定额缴款养老金计划

!1"!1/ 表 !1"1 可以针对定额缴款计划显示类似流

量# 与定额福利计划相比% 因为不存在虚

拟缴款% 这些账户相对简单# 而且养老金

基金应付给住户的投资收入只体现养老金

基金收到的投资收入% 而不涉及运用公式

计算权益的增加额#

!1"!10 定额缴款养老金计划权益的投资带来了持

有收益 !也可能是损失"# 这来自于基金

持有资产的管理% 但归属于受益人的养老

金权益增加应该与持有损益的金额完全相

等# 持有收益反映在养老金基金重估价账

户的相关资产项目下% 与养老金基金对住

户负债增加的项目相匹配#

定额福利养老金计划的其他流量

!1"!11 乍看上去% 对于定额福利养老金计划而言%

在资产其他变化账户中似乎没有项目可作

记录% 因为记录为养老金缴款和投资收入

的两个部分和权益的增加完全匹配# 但是%

由于定额福利养老金计划的本质是应付金

额由公式确定% 所以会存在其他因素的干

扰致使权益水平发生变化# 这些因素包括

价格上涨条款% 确定福利的公式% 关于寿

命长度的人口统计假设# 升职对权益的影

响这一特殊情况将在下文另文讨论#

!1"!12 养老金基金将其可支配的基金用于投资#

如果其投资是建立在资金充分基础上的%

则投资收入应该完全足以覆盖养老金协议

中的任何价格上涨条款# 超出部分可能也

足以覆盖权益的其他调整# 但是收入的主

要来源是投资的持有收益# 这被假定为能

足够覆盖绝大部分的或全部的权益变动#

有一点变得很清晰% 即很多计划是不足资

的% 期望持有收益能弥补这一块的不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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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如果这些调整所需的资金大部分要来源于

出现在重估价账户中的持有收益% 那么似

乎就有理由将那些包含了其他变化的或有

事件记录在资产其他物量变化账户中% 但

价格上涨因素除外 !应该出现在重估价账

户中"#

晋升的问题

!1"!24 很多定额福利养老金计划利用一项公式来

确定福利% 其中都会将最终薪资或平均薪

资作为一个关键的决定因素# 这就意味着%

任何职位晋升都会增加累计至今的养老金

权益总额% 以反映新的薪资水平# 这对于

晋升的个人而言是一项显著的收益% 而对

于雇主的养老金负债% 后果又将如何呢-

!1"!2! 核算人员在此沿用了两个精算术语# 累积

福利义务 !%;N"% 顾名思义% 它只记录

实际累积至今的福利% 代表雇员在明日离

开公司时可带走的金额% 也可以作为评估

个人资产净值的基础% 比如离婚处置情况

下# 预计福利义务 !(;N"% 是对最终权益

水平可能值的审慎测算# 对于个人而言%

(;N假设了其将来可能得到晋升的次数%

并计算出其相应的最终薪资# 这样% 如果

他实际上只工作了期望 .4 年中的 ,4 年%

这种方法将其最终薪资取半数% 将该数值

虚拟为其当前薪资% 并计算出其养老金权

益# %;N在个人晋升时依次增长% 而 (;N

在整个期间内稳定上升# 对于个人而言%

(;N一直高于 %;N% 直到退休时 %;N达

到(;N的水平#

!1"!2, 初看上去一个公司的养老金权益水平似乎

应该就是所有雇员的全部养老金权益的总

和% 由此则(;N估算值的总和要远远高出

%;N估算值的总和% 并随着时间的变化平

稳演进# 但是对于个人而言的事实却不一

定构成雇员整体的事实# 假定雇主要负责

/ 个级别人员的养老金***. 个等级的雇员

和 ! 组退休人员% 为简单起见% 还假定各

个级别的人数相同# 现在我们考虑这样的

情况& 某年中退休人员死亡% 最高等级的

雇员退休% 以下 - 个级别的雇员全部晋升%

并且招录了 ! 组新员工处于最低等级水平#

每一个当前雇员在晋升后境遇均得到改善%

但雇主的整体负债却未发生变化# 这可以

类比为% 每一个仍为该雇主工作的既往雇

员均得到晋升% 但公司的人数不变% 且每

个级别的雇员数目不变# 将%;N加总的结

果是熨平了权益总量' 尽管其仍低于加总

的(;N% 但它的波动不一定会那么大了#

它确实可能会更稳定#

!1"!2- 尽管个人%;N曲线在晋升发生时会显示出

跃进式变化% 但对于一群雇员而言其效应

会平滑很多# 对于整个工作生涯都在同一

家公司的相同年龄的一群雇员% 在前些年

度%;N估算值比 (;N估算值要低得多%

但%;N估算值的增长率要大于(;N% 在退

休前的瞬间% 两组估算值将会变为相等#

新出现的具有不同工作期限的雇员组也会

将所有雇员的 %;N估算值向 (;N估算值

拉近#

!1"!2. 只要公司内的等级结构保持不变% %;N和

(;N都会以跳跃式波动前进# 如果企业扩

张并招收了很多低等级雇员% (;N的增长

将显著快于%;N% 因为(;N估计的是新雇

员留在公司的时间长度及其晋升的程度'

而%;N只记录了这些雇员在第一年累积的

养老金# 如果企业打算削减规模并裁减其

管理层员工% 这将降低雇员的晋升预期%

有必要对(;N进行向下的调整# %;N只反

映 (锁定的) 养老金% 因此其估算值不受

到影响#

!1"!2/ 但问题是% 如果使用 %;N% 那么雇员晋升

的效应将如何记录# 不管如何将权益的增

加作为一种雇员报酬或投资收入来处理%

它们都将回到这样的假设& 权益的总额是

单个权益的求和% 而不考虑其他个体对总

和的影响% 比如某些人离职并因服务时间

不足而丧失了养老金权益% 或某些人在退

休年龄之前死亡# 一个简化且有效的解决

办法是将该单位的晋升因素整体作为价格

的变化% 并将这一变化记入重估价账户#

!1"!20 如果优先选择(;N方法来记录权益% 则仅

在企业结构发生变化进而晋升可能性产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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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的情况下才需要对资产其他物量变化

账户加以调整# 另外一方面% 从系统意义

上说% 雇主向社会保险计划缴款 !包括在

雇员报酬中" 的常规性估算值要高于 %;N

方法下的估算结果% 因为决定缴款规模的

养老金权益的增长是基于(;N方法下计算

的名义薪资而不是实际值得到的#

+$ 转移养老金权益

!1"!21 养老金环境变化的特征之一是拥有 (可携

带养老金) 的机率越来越大# 以前往往是

一个人离开雇主后% 其养老金就在彼时点

上冻结了% 他需要和新雇主开始一项新的

养老金# 而现在变得较为常见的是% 换工

作的人可以将其养老金权益从原雇主那里

转换到新雇主处# 这一情况发生后% 该住

户的养老金权益并不受影响% 但如果新雇

主承担了原雇主的负债% 两个养老金基金

之间就会存在一笔交易# 另外还将有一笔

相应的针对某项资产的交易以匹配这些负

债# 如果新雇主运作的计划实际是未备资

的% 他可能从原雇主处取得现金# 如果该

项现金接着被雇主用于非养老金基金用途%

则其对基金的负债增加% 而对现金的使用

则体现为净借入#

!1"!22 如果政府通过一项明确的交易负责为非政

府单位的雇员提供养老金% 应该在政府的

资产负债表中记录一项养老金负债# 如果

政府未取得匹配的资产作为回报% 则政府

负债的增加和获得资产之间的差要作为其

对非政府雇主的资本转移# 有关这种安排

的进一步讨论见第 ,, 章#

!1"!23 养老金权益在基金之间转移的另一种方式

是% 一家公司接收了另一家# 如果该养老

金基金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单位% 则所有的

变化受控于该基金# 如果不存在独立的机

构单位% 假定此次接收行为没有改变已有

参与者的养老金计划% 则被接收企业会将

养老金负债和相应的资产转嫁到新的所有

者身上#

.$ 核算表说明

!1"!34 为了其他章节交叉引用方便% 表 !1"3 分条

列举了表 !1"! 至 !1"2 关于社会保险和其

他保险的各项交易#

K" 政府通过社会保障提供养老金的特殊情形

!1"!3! 有鉴于社会保障通常基于现收现付的形式%

社会保障下累积的权益 !养老金和其他社

会福利" 没有正常地反映在 #$%中# 如果

所有国家都有由社会保障和私人计划提供

的类似福利% 国际间的对比将会相对简单

明了# 然而正如本章一开始所指出的% 实

际情形远非如此% 且各国对社会保障确切

覆盖范围的认识也存在很大的差异#

!1"!3, 简单地建议将社会保障下的权益体现在

#$%中将会出现两个难题# 其一% 可能会

难以得到关于权益的可信估算% 而这越来

越成为私人计划下权益估算所面临的问题#

其二% 有观点认为此类估算的意义有限%

而政府为了将权益保持在财政可行的范围

内% 可能会改变权益确定的基础# 但是%

如果只将私人计划下的权益体现在 #$%中

而不管社会保障下的权益% 那就会导致这

样的结果& 在一些国家% 养老金权益的大

部分会包括在账户中% 而在另一些国家%

能够在账户中反映出来的部分几乎为零#

!1"!3- 认识到这样的两难境地% 针对政府支持的

面向所有雇员 !无论是私人部门雇员或政

府自身雇员" 的未备资养老金计划下养老

金权益的记录% 这里提供了一些具有弹性

的处理方法# 考虑到各国的不同制度安排%

这些养老金权益中可能仅有一部分记录在

主要账户序列 !在此称为 (核心账户)"

中% 然而可以给一张附表% 以此提供信息%

揭示核心账户所覆盖养老金计划对应的权

益与其他计划的近似估算之间的比例#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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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 社会保险相关交易详表

表号
雇主 社会保

险基金

住户 其他

部门

经济体

总和

中间消耗 ! - .

!1"! 非人寿保险 ! - .

产出 @!-

!1"! 非人寿保险 @0

!1", 人寿保险 @.

!1"/ 其他就业关联计划@备资非养老金福利 @!

!1"1 其他就业关联计划@'<养老金福利 @!".

!1"2 其他就业关联计划@';养老金福利 @4"0

雇主实际社会保险缴款 !2! !2!

!1"- 社会保障非养老金福利 !/ !/

!1"/ 其他就业关联计划@备资非养老金福利 0 0

!1"0 社会保障养老金福利 !-3 !-3

!1"1 其他就业关联计划@'<养老金福利 !! !!

!1"2 其他就业关联计划@';养老金福利 !4 !4

雇主虚拟社会保险缴款 !-"! !-"!

!1". 其他就业关联计划@未备资非养老金福利 3 3

!1"2 其他就业关联计划@';养老金福利 ."! ."!

住户实际缴款 !!/ !!/

!1"- 社会保障非养老金福利 !4 !4

!1". 其他就业关联计划@未备资非养老金福利

!1"/ 其他就业关联计划@备资非养老金福利 / /

!1"0 社会保障养老金福利 21 21

!1"1 其他就业关联计划@'<养老金福利 !!"/ !!"/

!1"2 其他就业关联计划@';养老金福利 !"/ !"/

投资收入 -1", -1",

!1"! 非人寿保险 0 0

!1", 人寿保险 1 1

!1"/ 其他就业关联计划@备资非养老金福利 . .

!1"1 其他就业关联计划@'<养老金福利 !0", !0",

!1"2 其他就业关联计划@';养老金福利 . .

住户支付的保险服务收费 0 0

!1"! 非人寿保险 , ,

!1", 人寿保险 . .

社会保险服务收费 @! @!

!1"/ 其他就业关联计划@备资非养老金福利 ! !

!1"0 社会保障养老金福利

!1"1 其他就业关联计划@'<养老金福利 @!". @!".

!1"2 其他就业关联计划@';养老金福利 @4"0 @4"0

社会福利 ,34 ,34

!1"- 社会保障非养老金福利 ,, ,,

!1". 其他就业关联计划@未备资非养老金福利 3 3

!1"/ 其他就业关联计划@备资非养老金福利 1 1

!1"0 社会保障养老金福利 ,!4 ,!4

!1"1 其他就业关联计划@'<养老金福利 ,0 ,0

!1"2 其他就业关联计划@';养老金福利 !0 !0

养老金权益变动 @, !."- !,"-

!1"/ 其他就业关联计划@备资非养老金福利 @, @,

!1"1 其他就业关联计划@'<养老金福利 !!"- !!"-

!1"2 其他就业关联计划@';养老金福利 - -

养老金基金在雇主的权益 ."! ."!

!1"2 其他就业关联计划@';养老金福利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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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这就需要提供一套标准来解释这些进

入核心账户的计划 !可能是这些计划下的

养老金承诺有足够的份量" 和只在补充表

中记录的那些计划之间的差异#

!1"!3. 可供参考的一套标准如下& 政府雇主养老

金计划与当前社会保障养老金计划越接近%

则其出现在核心账户的可能性越小' 福利

根据个人具体特征确定的程度越低% 对社

会大众的适用性越高% 则其出现在核心账

户的可能性越小' 政府改变福利计算公式

的能力越强% 则其出现在核心账户的可能

性越小# 但是上述任何一项标准都不能必

要地确定养老金计划是否可进入核心账户#

!1"!3/ 通过填制这样一份补充表% 并对国际报告

按照标准要求进行说明% 分析者就可以进

行跨国比较而不会被各国之间制度上的差

异所困扰# 作为 #$%研究日程的一部分%

进一步的工作是% 提炼相关标准% 以明确

全部记录在核心账户中的和权益只在补充

表中体现的养老金计划之间的区别#

!1"!30 补充表见表 !1"!4# 对于拥有大规模社会

保障部门的国家而言% 此表包括的有效估

算可能不多% 同时对于所有被分析国家而

言% 可能需要重新计算以缩小私人养老金

计划的范围#

!1"!31 上已述及% 提供定额缴款计划的详情相对

比较简单% 因为全部的账户都一定可以得

到% 且不涉及精算估计# 这些计划的绝

大部分发生在企业部门中 !列 %"% 但也

可能覆盖一些政府雇员 !列 '"# 所有的

定额缴款养老金计划都应该包括在核心账

户中# 对社会保障以外的所有定额福利养

老金计划的估算也应该被包括在内 !列

;"#

!1"!32 政府为其自身雇员安排的计划 !与社会保

障相区别的% 单独的核算信息"% 体现在

核心账户中% 即列 =和列 :# 列 =反映了

保险公司管理的计划% 而列 :显示了政府

自己管理的计划# 任何未出现在核心账户

的$ 政府为其自身雇员安排的计划 !与社

会保障相区别的"% 显示在列 &# 因此列

=$ :和&加起来反映了政府为其自身雇

员承担的全部养老金计划责任 !列 :显示

了政府的所有定额福利养老金计划中保留

在政府账户的部分% 它们与独立到单独单

位的或由另一机构单位代政府管理的不

同"# 列7与社会保障计划相关联# 列 <

反映了所有非政府计划的总和% 列 6则是

包括社会保障在内的所有计划的总和#

!1"!33 在大多数情况下% 养老金计划的受益人往

往是常住住户# 但是在一些国家% 获取养

老金福利的非常住住户数目也可能很大#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需要增加列 i来反

映所有与非常住住户相关的金额#

!1",44 列&和列7中% 某些行的项目会出现在核

心账户中% 即便权益和权益变动 !特别是

由雇主和雇员同时支付的实际缴款" 并未

出现在核心账户中# 列&和列7对应的其

他项目则只出现在补充表中% 它们已在表

中以阴影标识并在表后给出了解释#

!1",4! 对于那些政府计划 !其权益在列 &中显

示% 但并不出现在核心账户中" 中雇主的

虚拟缴款% 需要做特别考虑# 在核心账户

中% 这些项目按惯例计算% 等于当前应付

福利和应付实际缴款 !雇主和雇员" 之

差# 在补充表中% 则由用于确保总缴款以

及雇主和雇员的实际和虚拟缴款的金额代

替% 它涵盖了源于当前服务的养老金权益

的增加以及运作计划的成本#

!1",4, 社会保障下基于同样基础计算得到的一个项

目体现在行 - 中% 即 (社会保障基金中养

老金权益的其他 !精算" 累积)# 这里有意

将它与雇主虚拟社会保险缴款区分开来% 意

在强调这些估算值可能存在的脆弱性#

!1",4- 与私人计划下住户社会保险追加缴款和权

益其他变动对应的项目也基于同样基础

体现#

!1",4. 养老金权益在下列情形下作为交易记录&

)"如果养老金计划包括在核心账户中% 且

雇主经理人通过和受影响受益人协商同

意了养老金权益条款的变更% 这样的变

更应该作为一项交易记录在核心账

户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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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账户序列中包括和未包括的养老金计划内容补充表

??空格单元表示该项目出现在主要 ! (核心)" 账户中# 黑色单元表示无合适之项目# 灰色单元表示信息只在补充表中提供#

行 , 是行 ,"! 至行 ,". 的加总# 行 - 是在政府承担养老金基金不足责任的情况下与雇主虚拟缴款相类比的处理#

行 / 是行 , 与行 - 之和减去行 .# 关于行 2 和行 3 基础要素的更多信息将另有补充表体现% 以实现对这些估算值不确定程度的评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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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养老金计划不包括在核心账户中%

但雇主经理人通过和受影响受益人协商

同意了养老金权益条款的变更% 这样的

变更应该作为一项交易记录在补充

表中'

+"在社会保障情形中% 如果权益变动得到

议会同意% 则也作为交易记录 !视作是

协商结果"#

!1",4/ 未经协商强行实施的养老金权益变动记录

为资产其他物量变化#

!1",40 原则上% 对不同类型的交易应作不同的记

录% 但应该意识到% 在实践中% 由于各国

的不同情况% 哪些是协商的% 哪些是未经

协商强行实施的% 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很难

确定#

第 + 部分" &'#中标准化担保的处理

L" 担保的类型

!1",41 贷款担保通常是一种协定% 一方 !即担保

人" 向贷出方保证% 如果借入方违约% 担

保人将补偿贷出方因此遭受的损失# 对于

提供的担保常常需要支付一项费用% 但其

形式各异# 有时担保人会获取对违约借入

方的某些权利# 类似的担保也可以其他金

融工具的形式提供% 如保证金# 这一部分

讨论了所有金融工具形式的担保#

!1",42 担保会对经济主体的行为产生显著的影响%

影响其关于生产$ 收入$ 投资或储蓄的各

项决策% 并修正金融市场上的贷出和借入

条件# 有些借入方在没有担保的情况下可

能无法取得贷款% 或者需要缴存保证金%

而另一些可能是无法得到相对较低的利率#

担保对于政府部门和公共部门的影响尤其

显著% 因为政府活动常常会关系到担保的

生效或触发#

!1",43 我们将担保区分为三类# 对于制造商质量

保证或其他形式的担保% 我们没有提出特

别的处理建议# !更换瑕疵商品的成本是

制造商的中间成本#"

!1",!4 第一类担保是借助金融衍生工具 !比如信

贷违约掉期" 形式提供的担保# 这些衍生

工具在金融市场交易活跃# 衍生工具是建

立在参考工具的违约风险基础上的% 因此

实际上与单笔贷款或债券并无关联# 对此

类金融衍生工具相关交易的整合已在第 !!

章讨论过#

!1",!! 第二类担保是标准化的贷款担保% 由大批

量生效的担保构成% 它们通常金额很小%

且条款相同# 这些协定中涉及三方% 借入

方 !债务人"% 贷出方 !债权人" 和担保

人# 借入方或贷出方与担保人订立契约%

让其在借入方违约时偿还贷出方# 典型的

例子是出口信用担保和助学贷款担保# 政

府为贷款等其他金融工具和某些债权提供

担保并收取费用也属于此范畴# 此时尽管

不可能确定某个债务人违约的可能性% 但

是估计一批相似债务中违约的数量是可能

的% 这也是实践中的标准做法# 如果担保

人是从事单纯的商业业务% 他将会期望%

所有支付的费用加上费用上产生的投资收

入以及准备金% 可以覆盖期望的违约损失

和成本% 并留下一定的利润# 这和非人寿

保险的运作机制是完全一致的% 因此对这

些担保% 即 (标准化贷款担保) 也采取了

相似的处理方式# 这就要包括与非人寿保

险相平行的交易和资产负债表项目% 如产

出的形成% 费用补充的支付% 以及由取得

担保的一方支付的服务费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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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三类担保被称为一次性担保% 其包括的

贷款或证券很特殊% 与债务相关的风险度

不可能精确计算出来# 在大多数情形下%

一次性担保的授予被认为是一项风险事件%

并不记录为金融资产B负债# !一个例外

是% 由政府在某些确定的财务危机且代偿

很有可能发生的情况下向企业提供的一次

性担保% 在危机确认时作为要求担保代偿

处理#" 如果收取了费用% 该费用在发生

时作为对服务的支付记录# 如果担保下出

现了代偿% 则在违约发生时记录一项担保

人向担保持有人的资本转移% 或在担保人

获得担保持有人的有效权益时% 记录一笔

金融交易 !包括股本参与的增加"#

!1",!- 标准化担保与一次性担保的区分是基于以

下两项标准&

)"标准化担保的特征是相似性征并具备风

险池的经常性重复交易'

*"标准化担保的担保人可以根据已有数据

利用概率权重概念估算平均损失#

而一次性担保则相反% 它是单一的% 且担

保人不能对代偿风险做出可靠的估计#

!1",!. 金融衍生产品已在第 !! 章介绍# 标准化贷

款担保的处理如下#

!$ 标准化贷款担保

!1",!/ 标准化贷款担保可以由金融机构提供% 包

括但不限于保险公司# 也可以由政府提供#

也可能是非金融企业提供这种担保% 但实

际发生的可能性很小' 向非常住单位提供

此类担保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如上所述%

标准化担保与非人寿保险有很多的共同之

处# 在一般情况下% 我们建议用下面介绍

的与非人寿保险相似的记录方法#

!1",!0 一家单位在提供标准化担保时% 它接受了

费用% 也产生了担保代偿的负债# 在担保

人的账户中% 负债的价值等于担保下期望

代偿的现值减去担保人期望从违约借入方

取得弥补后的净值# 负债为标准化贷款担

保下的代偿义务#

!1",!1 担保覆盖的期限可能是多年的# 费用的支付

可以是按年度的或提前一次付清# 原则上费

用应该代表担保存续期间每年获得的收费%

而负债伴随着期限变短逐渐减少% 所以这里

应该沿用相同的记录方式% 正如年金情形下

费用的获得也伴随着未来负债的减少# 在实

践中% 经营担保的一些单位可能只拥有基于

现金形式得到的数据# 对于单笔担保而言%

这是不准确的' 但是标准化贷款担保的本质

是% 存在很多同类型的担保% 尽管并不是所

有的担保期限都相同或起讫日期都一样# 除

非有理由假定今后担保持有人的性质发生较

大的变化% 否则利用现金形式的数据将不应

该带来显著的谬误#

!1",!2 对于标准化担保% 共有 0 套交易需要记录&

, 套与担保服务的生产和消费测算相关' -

套与再分配有关' 还有金融账户中的 ! 套#

活动的产出价值% 归属于担保持有人 !债

权人或债务人" 的投资收入以及服务收费

的价值% 都按上述关于非人寿保险的方式

计算% 但要以费用的概念取代保费% 以标

准化贷款担保代偿代替赔付#

!1",!3 生产和消费交易如下&

)"产出记录在担保人所属部门或子部门的

生产账户中'

*"服务费用可能由担保债务的借入方或贷

出方支付# 如果是非金融公司$ 金融公

司$ 政府或非营利机构支付费用以取得

此类担保% 费用构成中间消耗% 记入其

生产账户# 住户支付的任何担保费用构

成其最终消费支出的一部分% 记入收入

使用账户#

!1",,4 再分配性交易包括标准化担保下归属于担

保持有人的投资收入% 净费用% 以及标准

化担保下的代偿#

)"标准化贷款担保下归属于担保持有人的

投资收入记录为担保人的应付和支付费

用单位的应收# 应收应付均记录在初始

收入分配账户里#

*"净费用等于应收费用加上费用补充 !等

于归属于支付担保费用单位的投资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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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减去所消费服务的价值# 净费用

是经济体内所有部门的应付项% 担保人

部门的应收项#

+"标准化担保下的代偿是担保人的应付%

担保债务贷出方的应收% 不管支付费用

的是借入方还是贷出方# 净费用和代偿

都记录在收入再分配账户中#

!1",,! 在金融账户中有一个项目反映了新担保费

用支付和已有担保的代偿之间的差#

($ 政府提供的担保

!1",,, 政府经常会出于政策目的提供担保# 出口

信用担保就是一例# 担保可能由可以视作

一个单独机构单位的政府单位发起# 如果

是这样% 则将政府单位分解为公共控制企

业或作为政府的一部分这一通常规则是适

用的# 如果担保单位收取的费用具有显著

的经济意义 !这么一来就等于是说大部分

的代偿加上行政成本可以被收取的费用所

覆盖"% 那么这将构成一项市场活动# 它

就应该被作为金融企业处理% 而交易应该

按上述方法记录# 如果费用覆盖了大部分

但非全部的成本% 仍可依上述方法记录#

提供担保的单位面临的损失由政府规律性

地或间断地予以弥补% 但这不能作为补贴

传递给寻求担保的单位# 规律性的支付记

录为向担保单位的补贴% 而间断的支付

!弥补累积的损失" 仅在支付发生时记录

为资本转移#

!1",,- 一般而言% 如果政府单位提供的标准化担

保是无偿的% 或费用很低% 显著低于代偿

和行政成本% 则该单位应该作为政府内的

非市场生产者处理# 然而% 如果政府认为

担保下的某些代偿发生的可能性较大并在

其账户中包括了准备金% 那么就应该记录

一项从政府向该单位的同等规模的转移和

负债 !标准化担保代偿准备金项下"#

+$ 资产负债表的意义

!1",,. 理论上% 被担保工具在资产负债表上的总

价值应该减去标准化担保债务代偿准备金

的金额 !对可能违约贷款金额的估计"#

在实践中% 与该项工具相比% 这一金额可

能并不显著#

第 . 部分" 金融资产和负债相关流量的记录

;" 引言

!1",,/ 本节的目标在于说明% 各类别金融资产和

负债的价值变化在 #$%中如何记录及其

记录的位置% 以及在何种情况下与金融工

具相关的某部分交易不被视为改变工具自

身的价值% 而是要作为金融机构产出的

测度# 在详细描述这些流量之前% 先有必

要回忆一下金融机构的特性$ 与提供金融

服务相关的流量的种类% 以及与持有金融

资产和负债相关的收入和持有损益的

种类#

!$ 金融机构的特性

!1",,0 在 #$%中% 公司一词既包括提供金融服务

的机构单位% 也包括提供非金融服务的机

构单位# 于是这些公司就可以划分成两个

部门& 非金融公司和金融公司# 金融公司

与非金融公司不同% 它们在经济体中扮演

了一个特殊的角色# 一些金融公司可以使

其他单位之间的支付方式变得更为便利%

因而避免了实物交易# 一些金融公司提供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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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具则可以使那些寻求额外资金用于资

本形成$ 获得金融资产甚或消费的单位能

够利用其他单位的储蓄资金# 资本形成必

须等于储蓄加上国外净借入% 这一等式对

于经济体的运转$ 金融市场的运行方式及

至核算体系本身都具有非常根本的意义#

!1",,1 在单独或与货币金融统计等其他统计资料

一起考虑金融部门时% 通常称之为金融机

构% 而不是金融公司# 这一称谓的改变并

不意味着定义或范围的变化# 在金融部门

细分时% 正如第 . 章所介绍的% 我们区分

了主要从事金融中介服务的金融公司 !即

所谓的金融中介" 和其他金融机构#

!1",,2 金融中介服务是将借入者的要求与贷出者

的需求相匹配的活动# 从事金融中介活动

的金融机构准备了多套备选条件% 在这些

条件下客户可以借入贷出# 这些条件中考

虑了回报率的变动***通常高回报的投资

可以期望较好的回报率% 但其确定性却不

如低回报的投资% 或者意味着要放弃资金

使用权的时间更长# 现今资金拆借的方式

很多也很广泛# 因此金融中介的行为之一

就是设置金融工具% 鼓励有储蓄的客户在

工具所陈述的条件下把钱借给金融机构%

由此金融机构可以将同一资金以具有不同

条件的另一套工具出借给他人# 这一活动

涉及金融风险的管理和流动性的转换#

!1",,3 #$%中的所有金融中介行为都由金融机构

承担# 但是金融部门中的一些公司其自身并

非中介机构% 而只是提供金融中介辅助服

务# 比如% 它们可能向客户提供关于具体借

贷品种下可用条款的建议% 如按揭经纪' 或

提供特定类型的金融资源% 如外汇局的货币

兑换# 这些单位称为其他金融机构#

!1",-4 金融机构提供服务的同时也收取费用# 但其

收取费用的方式通常是隐性的# 在一家银行

提供 (免费银行) 业务时% 那只意味着没

有明确的费用% 而隐含的费用却并非不存

在# 费用的收取可能是间接的% 即向一项金

融资产购买者的要价会高于同一资产的出售

者的所得# 例如% 外汇交易商通常会以不同

汇率价格买卖' 而这些汇率水平和中间价之

间的差异就代表了顾客支付的服务费用#

!1",-! 可能需要间接测算的也不仅仅是服务收费#

票据是将来某个时间点上一定金额的支付

承诺% 而这一承诺可以折价变卖# 买入价

和赎回价之间的价值增长在 #$%中是作为

利息处理的#

!1",-, 金融市场上使用的术语和 #$%也不完全相

同# 比如% 银行在存款上支付的金额被银

行作为利息% 但 #$%中记录的却不是这一

金额% 因为银行支付的金额被假定为是一

项复合性的支付% #$%中理解的利息要减

去因管理账户成本向客户征收的服务收费#

在 #$%中% 在需要区分这两个概念时才使

用银行利息和 #$%利息这两个术语# 除非

符合银行利息的条件% #$%中的利息一词

是指 #$%利息#

($ 金融服务的收费

!1",-- 如上所述% 金融机构对其所提供服务收取

费用的方式常常不像大部分货物服务收取

费用那样明显# 有些金融机构对其提供的

服务收取显性费用% 而其他金融机构收取

的费用可能是隐性的% 或单独收取% 或与

显性费用结合在一起#

!1",-. 显性费用通常应该记录为接受服务单位的

应付% 提供服务机构的应收# 如果服务的

对象是一家企业或政府% 则该成本构成了

中间消耗的一部分# 如果是住户% 则将会

作为最终消费处理% 除非金融服务的提供

与非法人企业 !包括占有或拥有住所的"

相关# 在 #$%中% 金融服务不能和任何金

融资产的价值混合在一起% 即便其发生对

于该资产的获得是必需的 !这和非金融资

产的处理是相反的% 非金融资产的获取成

本包括在资产负债表里的资产价值中"#

显性费用对金融资产在市场上的实际交易

价值也不产生影响#

!1",-/ 金融服务的隐性费用需间接测算# 费用可

能只是上文所引外汇一例中的买入价与中

间价之间和卖出价与中间价之间的差值#

!每一项服务的费用应该在相关交易发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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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计算% 这样买卖时点之间发生的持有损

益才不会被当作服务费用#" 其他隐性费

用可能与特定金融工具上的其他交易 !或

其他流量" 结合在一起# 与借贷相关的服

务收费就是一例% 此时费用和利息是结合

在一起的# 在第 0 章讨论金融服务的产出

时已述及% 忽略金融服务的隐性收费可能

会导致低估金融行业和部门的产出#

+$ 与金融工具相关联的投资收入

!1",-0 大部分的金融工具会带来投资收入# 诸如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 ! #'C"

等债务工具$ 大部分的债券$ 存款以及一

些未分配黄金账户 !金额按一固定公式偿

还" 都会产生利息# 股权和投资基金份额

会带来红利或公司收入的其他分配# 在其

他应收B应付账户中应尽量不要存在利息%

因为产生利息支付的未偿付款项应该作为

贷款处理# 在实践中% 这一点并不总是能

做到的% 在该项金融工具下也会体现一定

的利息金额# 除了其他应收B应付账户外%

只有金块 !条"$ 通货$ 无息存款$ 金融

衍生品和雇员股票期权不产生投资收入#

.$ 金融工具的持有损益

!1",-1 按常理而言% 以本国货币计值的存贷款不

产生名义上的持有损益% 但在通货膨胀下

对于资产持有人而言常常会存在实实在在

的持有损失# 以本国货币计值的证券% 如

果仅仅存在票息形式的收入% 则可能存在

持有损益# 之所以会如此% 是因为当利息

率发生变化时% 未来票息的支付和偿还价

值的现值会发生变化并反映在市场价格上#

!1",-2 对于货币市场基金份额以外的股权和投资

基金份额% 名义持有收益很普遍% 且可能

数额巨大# 获取这些工具最常见的原因也

的确是为了从因持有之而产生的持有收益

中获益#

'" 金融工具流量的记录

!1",-3 正如上文所解释的% 服务费用和投资收入

流量都可能与获取和处置金融资产和负债

结合在一起# 因此本节将依次考察每一类

工具% 确认各类别下应该记录的流量# 这

里不再包括显性费用% 因为即便包括% 其

价值对于金融资产换手时的价值而言也是

额外的# 因此本节包括了三种相关联的流

量& 金融机构的隐性收费% 各种收入流量

和持有损益# 图 !1", 总结了与各种工具

相关的流量类型# 隐性费用可以分解为&

以买卖价格之间的利差形式出现的隐性费

用% 以及代表支付和收到的利息差 !间

接测算的金融中介服务% :6#69" 的隐性

费用# 所有的收入流量都是投资收入% 这

些流量包括利息$ 分红$ 从准公司收入中

的提款以及归属于投资基金持有人的投资

收入# 仅仅与保险$ 养老金和标准化贷款

计划相关的工具不在此列% 因为有关这些

计划的处理本章其他部分中已经做了详细

介绍#

!$ 货币黄金

!1",.4 货币黄金 !包括已分配黄金账户" 包括两

个子类% 金块 !条" 和未分配黄金账户%

两者均由货币当局 !或其授权的其他单

位" 作为储备的一部分持有# 尽管可能处

于保密的原因% 不能单独给出这两个子类

的数据% 但理解各自的不同考虑因素也很

重要#

!1",.! 金块 !条" 的形式包括纯度至少为 33/j的

金币$ 金锭或金条# 商业银行作为贵金属或

某些特殊行业作为 !如珠宝商" 存货持有的

黄金% 可能与金块 !条" 无差异% 也可能纯

度较低# 实金% 除包括在货币黄金中的金块

!条" 之外% 不管是否是金块 !条"% 都可以

称作商品黄金 !因其在商品市场交易"#

2,.

())* 年国民账户体系



图 !5$(" 与不同金融工具相关的流量示意

服务% 生产账户 财产收入% 初始收入分配账户 重估价账户

金融工具
买卖

价差

利差 利息 红利 准公司

收入提款

归属于全体投资基金

份额持有人的投资收入

持有损益

货币黄金和 #'C

?金块 !条" >

?未分配黄金账户 > >

?#'C > > >

通货和存款

?通货

??本币

??外币 >

?可转让存款

??本币 > >

??外币 > > >

?银行间存款 ! >" >

?其他存款

??本币 > >

??外币 > > >

债务性证券 > > ! >"

?贷款

??本币 > >

??外币 > > >

股权和投资基金

?股权

??上市股份 > > >

??未上市股份 > > >

??其他股权 > >

?投资基金

??货币市场基金份额 > > >

??其他投资基金份额 > > >

金融衍生工具和雇员股票期权

?金融衍生工具 > >

?雇员股票期权 >

其他应收B应付账户 ! >"

!1",., 金块 !条" 可由一国的货币当局出售给另

一国的货币当局# 在此情况下% 这一交易

被记录为金融资产交易# 而对于所有的其

他情形% 黄金都要被重新归类为商品黄金%

作为被货币当局持有的贵金属 !不再作为

储备的一部分"% 然后作为商品黄金出售#

此类重新分类要作为黄金非货币化记录在

资产其他物量变化账户中# 如果黄金对国

外出售% 则要将其记录为该国的出口和另

一国的进口# 商品黄金出售时% 可能附带

有贸易加价# 当一国货币当局取得了货币

黄金% 则要遵循以下路径记录为储备& 黄

金先作为商品黄金从国内单位或国外获得%

随后通过黄金货币化被重新归类为货币黄

金% 记录在资产其他物量变化账户中#

!1",.- 作为贵金属持有的金块 !条" 不带来利

息% 但当黄金价格变化时% 却存在名义的

和实际的持有损益# 当一个货币当局将作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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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储备的金块 !条" 借给另一个货币当局

时% 就可能产生应付的利息#

!1",.. 未分配黄金账户作为外币存款处理% 除非

其被货币当局持有作为外汇储备的一部分#

与金块 !条" 不同的是% 未分配黄金账户

有对应的负债方# 因为被划分为货币黄金

的未分配黄金账户必须作为外汇储备的一

部分% 相应的负债须被国外持有# 在对应

的国家% 该项对应的负债不会作为货币黄

金的一部分 !作为外汇储备持有的境外资

产通常无法通过伙伴国的负债来识别"#

如果货币当局获得了可作为储备处理的未

分配黄金账户% 首先要将其记录为外汇存

款的获得% 然后重新分类为货币黄金% 作

为资产其他物量变化账户中的一项分类变

化# 要从储备中去除一项未分配黄金账户%

要首先将其记录为从货币性黄金到外汇存

款的分类变化% 然后作为存款处置#

!1",./ 未分配黄金账户会产生利息和服务收费%

在黄金价格变化时也会存在名义的和实际

的持有损益#

($ &-G $特别提款权%

!1",.0 #'C由69:分配给那些参加其 #'C部的国

家和主权当局# 这些国家必须是 69:的成

员' 其他参与者包括中央银行$ 政府间货币

机构和发展机构# 由于参与者之间会发生

#'C交易% 参与者实际持有的 #'C可能少

于或多于其分配的额度# #'C会产生利息%

但没有服务收费% 因为持有多于其配额的参

与者支付的利息和持有少于其配额的参与者

应得的利息是完全匹配的# 应付利息率的数

据可以从69:定期得到# #'C价值是以包括

四种关键货币的货币篮子为基础的% 所以

#'C价值总是存在名义和实际的持有损益#

动态看% 有可能会出现 #'C的新配额' 这种

情况发生时% 要将该分配记录为一项交易#

+$ 通货

!1",.1 纸币和硬币是记录最为简单的金融资产%

因为对于国内通货而言% 不需要记录任何

的服务收费$ 投资收入或名义持有损益#

但在通货膨胀情况下% 纸币和硬币的持有

者常会遭受实际持有损失# 制造纸币和硬

币实物的成本记录为政府支出% 且不扣除

发行货币的收入#

!1",.2 外币应该记录在国家资产负债表中% 并用

资产负债表编制日期的汇率转换为本国货

币价值# 当外币与本币的汇率发生变化时%

这一价值会出现名义和实际的持有损益#

上已述及% 获得或处置外币时通常要牵涉

到服务收费#

.$ 存款和贷款

!1",.3 在 #$%!33- 中% :6#69 !即间接测算的金

融中介服务" 用于表现存款和贷款的间接

服务收费# 而对于其他金融工具的间接费

用却没有做明确的描述 !除保险外"# 此

次修订识别了其他与金融中介相关的间接

测算的服务收费% 但就其传统含义而言%

即与金融中介机构持有的存贷款相关联的

金融中介服务% 继续使用 :6#69的惯用表

述还是很方便的#

!1",/4 0"!0- 至 0"!03 段介绍了 :6#69的基本原

理% 并解释了进行以下区分的必要性% 即

持有存款和发放贷款的银行所理解的利息

与 #$%中记录的投资收入流量之间的区

分# 为了确定 #$%记录的利息流量% 应该

对存贷款水平使用一个 !或可能多个" 参

考利率# 这些流量和银行利息之间的差要

记录为存贷款单位应付给银行的服务费用#

这对常住和非常住单位及其持有的存款和

贷款均适用# 为了明晰起见% 银行利息一

词是指金融中介机构向其客户报出的直接

利息' #$%利息是指 #$%记录为利息的金

额% 即存贷款水平乘以所选的参考利率#

对于银行存款% 服务费用等于 #$%利息减

去银行利息' 对于贷款% 服务费用等于银

行利息减去 #$%利息# 对于非常住单位贷

款和存款的各种计值货币% 应该使用不同

的参考利率% 这一点至少是可能办到的#

!1",/! 这里不排除自有资金的贷出# 尽管贷出和

收取 #$%利息并不是生产性活动% 但却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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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贷出相关联的服务收费# 从银行借款

的个人并不知道所借金额是来自于中间资

金还是银行的自有资金% 对服务收费也应

不作区别# 相似地% 如果一个人从资金贷

出者处获得借款% 也存在应付的服务收费#

!实际上服务收费很高% 反映了资金贷出

者面临的违约风险显著上升# 某些小额信

贷计划的突出特征是% 因为违约并不常见%

服务收费比较低廉#"

!1",/, 银行间头寸应该被认定为存款还是贷款%

这一问题的确定并不总是那么简单的# 在

一张完整的资金流量报表中% 这个问题必

须解决' 但如果不存在资金流量的分析%

银行间头寸可以体现在现金和存款项目下#

依惯例% 它们体现在存款项目下# 我们假

定% 银行间利率通常要符合参考利率的标

准 !在某些情况下可将银行间利率作为参

考利率"# 基于这样的原因% 假定国民经

济内银行间的借贷行为不存在相关的

:6#69% 这常常是比较合适的#

!1",/- 信用卡或零售商账户上的未偿还额度常常

需要支付利息# 这些未偿还额度应该作为

贷款% 而不是应收B应付款项# 如果提供贷

款者属于金融机构% 要计算基于其的

:6#69#

!1",/. 回购协议被认为会产生存款或贷款% 这取

决于其是否包含在广义货币的测算范围内#

因此回购协议带来的利息可能含有 :6#69

的成分# 此外签署协议也会涉及费用问题#

!1",// 以本币计价的存贷款不存在名义持有损益

!不管持有者是常住的或非常住的"# 但只

要存在任何的通货膨胀% 本币计价的资产

都会有实际的持有损失# 其他货币计值的

或未分配黄金账户 !或相似的其他贵金属

账户" 中持有的存贷款都可能存在名义和

实际持有损益#

!1",/0 金融机构因管理账户而收取的任何费用%

开立支票或自动取款机提现的费用% 都要

作为显性费用处理#

!1",/1 不良贷款的特殊情形及其在 #$%中应如何

处理已在第 !- 章中做了介绍#

/$ 债券

!1",/2 根据相关流量的记录方式% 债券可以分为

三种# 第一种% 债券存续期末的应付金额

与债券的初始额度相同% 但会存在相关的

(票息)% 使持有人可以在该工具的存续期

内获得固定或变动利率的利息# 第二种债

券是% 没有中间支付% 但发行价格低于赎

回价格# 发行价格等于赎回价格按适当的

利率 !相当于相似特性的存款可以获得的

利息" 贴现到发行日的价值# 债券存续期

内价值的增长% 作为债券持有人累积的利

息% 并 (再投资) 到债券中增加其价值#

第三种债券是前两种形式的复合' 初始价

值低于赎回价值% 但也存在附加的 (票

息)# 在某些情况下% 如果票息代表的利

率高于发行时相似债券市场的通行利率%

债券的发行价格可能会高于赎回价格#

与债券相关联的服务收费

!1",/3 对于债券而言% 根据息票或债券价值增

长计算出来的利息应直接记录在 #$%

中% 不做服务收费的调整# 但是债券发

行时与获得债券相关的$ 以及债券存续

期内与获得和处置债券相关的服务收费

是存在的# 这些服务收费被认定为是一

个债券的购买 !出价" 和出售 !报价或

要价" 报价与中间价之间的差# 出价和

要价应该是单个买家或卖家的价格% 因

为这两者可能会因交易数量或其他因素

而有所不同#

!1",04 假定一项工具以 !4, 买进% 随后以 !!2 卖

出% 即便利息率 !及工具的持有损益价

值" 没有发生变化# 初看上去% 似乎应该

记录 !0 的利息# 但若假定购买时的中间价

为 !44% 出售时的中间价为 !,4# 正确的记

录应该是% 债券的发行者应付给持有人 ,4

个单位的利息% 同时持有人应付给债券交

易商 . 个单位的购买服务收费# 忽视买卖

差价将会低估利息% 并会忽略买卖债券的

金融中介所提供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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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现债券的利息

!1",0! 如果当前利率不同于债券发行时的通行利率%

存续期内贴现债券价值的确定有两种方式&

债务人方法是从发行债券单位的角度出发%

债权人方法则从持有债券单位的角度出发#

债务人方法下% 在整个存续期内继续使用发行

时的通行利率# 债权人方法下% 则要用当前利

率估计存续期内任意两点之间利息的价值#

!1",0, 假定一项工具的发行价格为 34% 赎回价格为

!44# 如果贴现 !利息" 率在存续期内不发生

变化% 利息在整个期间内将稳步产生# 但是

我们假定当该工具的价值达到 3/时利息率下

降了% 此时赎回价值的贴现因子变小了% 于

是债券价值上升% 比如达到了 31# 在利率下

降之前的期间内% 债权人方法和债务人方法

记录的利息都将是 /# 在债权人方法下% 价

值从 3/ 到 31 增加的 , 作为持有收益处理%

且只有随后增加到 !44赎回价值的部分记录

为利息# 因此在该项工具的整个存续期内%

它带来了利息 2和持有收益 ,#

!1",0- #$%使用的是债务人方法# 在该方法下%

利率上升之前期间产生的利息仍为 /% 但

利率上升之后期间的利息也为 /# 将这一

利息水平与上升时的 31 相加将会产生一个

!4, 的赎回价值# 因为这一价值过高%

#$%必须记录一项持有损失 ,# 因此在该

项工具的整个存续期内% 利息为 !4% 初始

持有收益 , !利息率变化时" 被之后的持

有损失 , 所抵消# 在记录持有收益和赎回

之间的期间内% 持有损失稳定发生# 使用

债务人方法的理论依据在于% 债务人% 即

债券的发行人% 在债券到期之前往往不会

做出支付% 且从其角度而言应将利息额看

作是在债券存续期内稳步产生的#

票据和债券利息流量的确定

票据及相似工具的利息

!1",0. 票据是指持有人 !债权人" 有权在特定时

间无条件获得一项固定金额的短期证券#

票据在有组织的市场上签发和交易% 其贴

现率取决于当前市场短期利率及其到期的

时间# 大部分票据到期的时间为一个月至

一年#

!1",0/ 当票据接近到期时% 其市场价值上升%

因为其贴现减少# 这种价值的增长% 与

其他资产由于贴现因子逐步释放而出现

的价值增长相同% 在 #$%中作为收入处

理# 对于金融资产而言% 此项收入记录

为利息#

!1",00 假定票据签发时支付的价格在扣除服务

费用后为 &̂ 这代表了购买者 !债权人"

向签发人 !债务人" 提供资金的数额%

用于衡量签发人发生的初始负债价值#

票据的票面价值设为 :& 这代表了票据

到期时付给持有人 !债权人" 的金额

!包括服务收费" # 两者之差% :@̂ % 或

票据的贴现额% 衡量了票据存续期内的

应付利息#

!1",01 票据在货币市场交易的价值逐渐上升% 反

映了在接近到期日的过程中票据上累积的

利息# 累积利息的增加所引起的票据价值

上升并不构成持有收益% 因为它是未偿付

本金的增加所致% 而不是由于资产价格的

变化#

公债和公司债的利息

!1",02 公债和公司债是长期证券% 持有人无条件

拥有下列权利&

)"票息形式的固定或约定变动的货币收

入' 或

*"证券到期时或约定时间上的固定金额'

或

+")A*# 大多数公债属于这一类#

!1",03 如果公债折价发行% 则发行价格和面值或

赎回价格之间的差构成了公债存续期内的

利息% 这与票据是一样的# 但是账户编制

的时期通常会大大短于公债的存续期% 因

此利息必须在存续期内加以分配# 分配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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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下文将会述及#

零票息债券

!1",14 零票息债券是与票据相似的长期证券# 其

持有人没有获得固定或可变货币收入的权

利% 而只得到一个固定的金额作为本金和

某个或某些特定时点上累积利息的偿付#

如果其发行时卖出的价格大大低于其到期

兑付的价格% 则 :@2 构成了该债券存续

期内的应付和应收利息的价值# 这里的利

息必须分配到其到期前的各年份# 可以假

定% 利率 N下的利息在各年末按年利率

!债券存续期内保持不变" 记录% 因此终

值:a2 !! AN"

4

#

!1",1! 利率N由下式得到&

Na !:72"

!74

@!

其中& 4 为从发行至到期的年数# 则第 -

年的累积利息为& N2 !! AN"

-@!

# 其中&

-a! 表示第一年年末#

!1",1, 每年累积的利息由持有人有效地再投资到

债券中# 因此% 与累积利息相等的对应项

目必须记录在金融账户上% 作为持有人

!债权人" 在债券上的获得% 以及发行人

!债务人" 在债券上的发行#

其他债券% 包括高贴现债券

!1",1- 大多数的债券会支付一定或可变额度的货

币收入% 也可能是折价 !也或贴水" 发

行# 在这样的情形下% 债券持有人的应收

利息包括两个成分&

)"每期票息支付的应收货币收入金额'

*"每期累积的可归结于赎回价格和发行价

格之差的利息金额#

第二种成分的计算和上文述及的零息票债

券相同# 对于高贴现债券% 大部分的利息

都可以归结于赎回价格和发行价格之差#

另一种极端情况是% 某些债券提供永久性

的收入流而从不赎回#

指数关联型证券

!1",1. 指数关联型证券是指票息金额 !利息" 或

未偿付本金或两者同时与某一般价格指数$

特定价格指数$ 某种商品的价格指数或汇

率指数相关联的金融工具# 交易的记录可

以有不同的处理方式% 这要取决于利息关

联的本金水平计量所使用的指数类型以及

计值利息和本金的币种#

!1",1/ 指数机制将到期日应该支付的金额和B或票

息与各方协定的指标关联在一起# 指标值

事先是未知的# 对于到期日应付金额指数

化的债券% 指标值可能只在赎回时才能知

晓# 这样一来% 赎回之前的利息流是无法

确定的# 为了估算在参考指标值明确之前

累积的利息% 我们必须使用一些近似的测

算# 有鉴于此% 区分下列三种协议将会很

有意义&

)"仅对票息指数化% 到期日应该支付的金

额不指数化'

*"仅对到期日应该支付的金额指数化% 票

息不指数化'

+"票息和到期日应该支付的金额均指数化#

下述指数关联债券的原则适用于所有的指

数关联债务工具#

!1",10 如果仅对票息指数化% 指数化带来的所有

金额都视为该票息期内累积的利息# 很有

可能到一个报告期的数据编制时点上% 票

息支付的日期已过% 因而指数值也成为已

知# 如果票息支付的日期未过% 票息覆盖

期间的指数变动可以用来计算累积的利息#

!1",11 如果到期日应付金额是与指数关联的% 累

积利息的计算将会变得不确定% 因为赎回

价值是未知的' 某些情况下到期日可能是

将来的几年后# 我们可以采用以下两种方

法来确定各核算期内累积的利息&

)"到期应付金额指数化引起的某核算期内

的累积利息可以计算为% 该未偿付金额

价值由于相关指数变动而引起的核算期

期初到期末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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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行时固定一个累积率% 也可以计算

出累积利息# 在这样的情况下% 利息就

是发行价格和市场最初预期债务人将来

所有支付之间的差' 这一金额记录为该

工具存续期内累积的利息# 这一方法将

发行时的到期收益记录为收入% 而前者

融入了工具产生时所预计的指数化结果#

基础指数发生的任何有别于原期望 (路

径) 的变化% 都将导致持有损益 !在工

具存续期内通常不会消失" 的产生#

!1",12 第一种方法 !利用指数变动" 具有简便易

行的优势% 利息包括了相关指数变动引起的

各核算期内当期应付金额价值的所有变化和

波动# 如果指数出现了较大的波动% 这一方

法会在某些核算期内产生负的利息% 即便发

行时和当期的市场利率是正的# 同时% 利息

的波动与持有损益相似# 第二种方法 !发

行时固定累积率" 避免了上述问题% 但将

来实际的现金流量可能会与起初预期的有所

不同% 除非事先市场预期与实际完全相符#

这意味着该工具存续期内的利息可能会不等

于发行价格与赎回价格之差#

!1",13 如果对到期应付金额的指数化是建立在一个

覆盖较广的指数 !比如消费者价格指数"

之上的% 第一种方法效果较好% 因为这样的

指数变化相对平稳# 然而% 当到期应付金额

的指数化综合了利息收入和持有收益两种动

机 !比如商品价格$ 股票价格或黄金价

格"% 第一种方法可能会给出有悖直觉的结

果# 因此如果指数化含有了持有收益的动机

!通常是那些基于单一$ 定义面较窄项目的

指数化"% 我们会倾向于第二种方法% 否则

应该用第一种方法来测算累积利息#

!1",24 如果到期应付金额和票息均以广义的基准

项目进行指数化% 一个核算期内的累积利

息可以加总下面两项得到& 票息指数化得

到的归属于该核算期的金额 !!1",10 段所

描述的"% 以及由于相关指数变动引起的

未偿付金额价值从核算期期初到期末的变

化 !!1",11 !)" 段所描述的"# 如果到期

应付金额和票息均以包括持有收益动机的

狭义指数进行指数化% 则任一核算期的累

积利息都可通过固定发行时的到期收益率

来确定% 如 !1"11 !*" 段所描述的#

!1",2! 对于到期应付金额和票息均以外币指数化

的债务工具% 可将其作为外币计值的债务

工具来处理' 利息% 以及此类工具的其他

经济流量和存量水平% 其计算都应该根据

与外币计价工具适用的相同原理进行# 利

息的累积应该贯穿整个期间% 以外币作为

计价货币% 并以市场中间汇率将其转换为

本币# 相似地% 未偿付金额的估价应该使

用外币作为记账单位% 并在国际投资头寸

中以期末汇率确定整个债务工具 !包括累

积的利息" 的本币价值# 汇率波动和B或

利率变化引起的债券市场价值变化要作为

重估价处理#

!1",2, 对于其他证券% 由于指数化累积的利息会

被有效再投资于证券% 由此这些对证券价

值的附加必须记入持有人和发行人的金融

账户#

0$ 股权和投资基金份额

!1",2- 股权和投资基金份额交易上收取的金融服

务费用% 应以与债券相同的方式计算% 即

金融中介卖出价与中间价$ 买入价与中间

价之差# 它们要作为显性费用处理#

!1",2. 公司股权上的投资收入表现为公司的已分配

收入# 对于公司而言% 已分配收入就是红

利# 对于准公司% 投资收入来自于对准公司

的收入提取# 第 1章已经说到% 红利或其他

从公司收入的提款在其份额状态为除权报价

时记录为投资收入# 对于巨额红利% 其与公

司所有者既往可得分配收入的金额有很大出

入% 则要采用另一种记录方式# 任何过多的

分配都将记录为权益的提取 !记录在金融

账户上"% 而不是投资收入的一部分# 第 ,,

章讨论了公共企业大额红利的情形#

!1",2/ 对外国直接投资企业% 还存在再投资收益

这种形式的投资收入#

!1",20 对于投资基金% 收入因素出现的形式是对

所有投资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投资收入返还#

在 #$%中% 获得的投资收入的全部价值在

初始收入分配账户中体现为已分配给所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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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额持有人# 但是% 如果一个投资基金也

是一家外国直接投资企业% 则要在剩余的

投资收入分配给投资基金份额持有人之前

先记录为再投资收益#

!1",21 前文述及% 对于股权和投资基金份额而言%

可能存在可观的持有损益% 名义的$ 实际

的都有#

!1",22 金融账户中与权益获得有关的项目就其概

念意义而言包含两种不同的交易# 一是机

构单位之间股权和投资基金份额交易# 因

为交易以中间价计算价值% 所以总获得必

须等于总处置# 因此% 其净效果就是机构

部门和国外份额持有人之间的结构变化#

包括在金融账户中的第二种交易是收到的

收益再投资% 即与公司应付投资收入下记

录的流出量相对应的部分# 在计算资产负

债表期初和期末之间的重估价成分时% 必

须注意排除掉收益再投资部分#

5$ 金融衍生工具

!1",23 安排一项金融衍生工具可能涉及设立费% 这

应该做为相关金融机构收取的显性费用% 由

金融衍生工具持有人支付# 对于某些金融衍

生工具% 尤其是基于产品的期权% 金融机构

可能扮演了做市商的角色% 其卖出产品时存

在买入价和卖出价之间的利差# 这一利差应

作为与其他金融工具相同的服务收费处理#

!1",34 远期金融衍生工具的初始价值为 4% 但是一

旦环境发生变化 !金融衍生工具设计的目的

就是为了对环境变化提供金融保护"% 该金融

衍生工具就获得了一定的价值# 这时一项金

融资产和相应的负债就成立了% 并要记入金

融账户作为金融衍生工具的一项交易# 以后

的价值变化要记录在重估价账户中# 如果价值

变为负数% 它就变成了持有人的一项负债 !而

非资产"% 以及卖出者的资产 !而非负债"#

!1",3! 在一开始% 期权具有正值% 通常等于设立

期权的费用# 这在金融账户中要记录为一

项金融衍生工具的交易# 而后% 其价值的

任何变化都要记入重估价账户# 期权通常

构成购买者的资产和卖出者的负债#

!1",3, 金融衍生工具不存在累积的投资收入#

*$ 雇员股票期权

!1",3- 如第 1 章所述% 股票期权的给予可能会构

成雇员报酬的一部分# 所有与雇员股票期

权相关的问题在本章第 0 部分讨论#

6$ 其他应收B应付款

!1",3. 其他应收B应付款基本上是以赊销和预付款

为代表的发生额调整项# 赊销是指货物和

服务已交付% 但支付尚未收到# 预付款是

指对在制品的支付% 预付已发生% 但货物

尚未交付# 融资支付的方式% 包括使用信

用卡% 不在此列' 信用卡资产负债要作为

贷款处理% 而诸如利息或滞纳金的支付则

与贷款的记录方式相同#

!1",3/ 以本币计价的其他应收B应付款可能不存在

名义持有损益% 但存在实际持有损益# 对

于任何以外币计价的项目% 名义的和实际

的持有损益可能都会存在#

第 / 部分" 合约! 租约和许可

I" 引言

!1",30 经济体内发生的$ 并在 #$%中记录的许多 交易都对应着两个机构单位之间的某项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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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一个机构单位以一个协定的支付额在

一定时间上 !可能即在议定价格后的片刻

之内" 向另一个机构单位提供货物$ 服务

或资产% 大多数的合约均是如此# 这些合

约可以是书面的$ 具有法律约束力的% 也

可能是非正式的% 甚或仅是隐含的# 如果

一个单位接受了建筑商提供的关于特定项

目成本的估价% 则该合约就是书面的% 也

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 如果从书店订购了

一本书但在运送时出现了延误% 则书店和

顾客之间就存在一种非正式的合约但对双

方可能不是强制性的# 无论何时% 顾客询

问某项服务的价格***不管是理发$ 搬运

重物或进电影院看电影% 以报价接受了该

项服务% 实际上就是一种隐含的合约# 然

而所有这些合约只是就条款 !如何将货

物$ 服务或资产提供给顾客% 以及标的的

法定所有权" 所达成的一致# 这些合约对

于 #$%而言只是% 它们确定了交易记入账

户的时点# 在这一点上% 货物$ 服务或资

产的所有权发生了变化# 对于服务而言%

这一点通常就是服务的交付点' 对于物品%

它可能也会和交付的时间相吻合# 但是记

录的时间并不用支付的时间来确定# 支付

时间和所有权变更时间之间的差异记入金

融账户中的一个项目即其他应收B应付款之

下#

!1",31 然而还存在其他的合约以及被称为租约和

许可 !或准许" 的各种合法协定% 其协议

条款可能会影响协议下交易的记录时间以

及协议项下的支付和标的所有权的分类#

本节的目的就是为如何将这些复杂协议下

的交易记录在 #$%中提供指导#

!1",32 首先要讨论的项目就是 #$%中确认的不同

类型的租赁# 接下来要讨论的主题是自然

资源使用许可的处理# 如果是政府代表全

社会宣称对资源的所有权% 这一问题将尤

为重要% 同时这也适用于私有资源的处理#

这就自然引向另一个问题% 即对于所有权

归属于多个单位或产生的所有权收益归属

于多个单位的资产% 我们如何处理#

!1",33 某些合约与资产的使用并不相关# 首先讨

论许可 !或准许"% 它允许采取特定的活

动% 该活动可能独立于在活动中所使用的

资产# 如果准许是由政府颁发% 或由其他

机构单位授予% 就会有不同的处理办法#

接下来要考虑的是% 一项合约本身可形成

一项资产***独立于合约的标的# 最后是

对一项合约下支付的时限和本质做说明#

7" 租赁

!1"-44 #$%中识别的租赁有三种& 经营租赁% 融

资租赁以及资源租赁# 这些租赁中% 每一

项都与一种非金融资产的使用相关# 不同

租赁之间的最基本区别在于法定所有权和

经济所有权之间的差异# 这种区别已在第

- 章中做了解释# 一项资产的法定所有者

是指由法律授权并在法律下可持续要求与

该项资产相关收益的机构单位# 与此相反%

一项资产的经济所有者是指因为在经济活

动过程中接受了使用资产的各种风险而有

权要求相关收益的机构单位# 法定所有者

常常也是经济所有者# 如果两者不同一%

那就意味着法定所有者放弃了上述风险%

接受了来自经济所有者的协议支付#

!$ 经营租赁

!1"-4! 经营租赁是这样一种租赁" 法定所有者也

是经济所有者" 承受经营风险并通过将资

产使用到生产性活动中获取经济收益# 经

营租赁的一个标志性标准是% 法定所有者

要负责为资产提供必要修理和维护# 在经

营租赁下% 租赁资产应保留在出租人的资

产负债表中#

!1"-4, 经营租赁下所做的支付称为租金% 应记录

为对一项服务的支付# 经营租赁的特征以

设备为例来解释可能最为容易% 因为经营

租赁常常会涉及交通工具$ 起重机和钻孔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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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等# 但一般而言% 任何类型的非金融资

产% 如知识产权产品或一项非金融资产%

都可以进行经营租赁# 出租人提供的服务

不再是仅仅提供资产% 还包括了其他诸如

便利和保障等成分% 这些从使用者角度来

看可能是很重要的# 以设备为例% 出租人%

或设备的所有者% 通常会存有一批处于正

常运转状态的设备% 以便在需要或在收到

通知后的短时间内就能出租# 出租人通常

必须是该设备运转方面的专家% 这一因素

在高度复杂设备 !如电脑" 的情形下很重

要% 而承租人及其雇员自身可能不具有必

需的知识或设施对设备进行适当的处理#

出租人可能还承担了在出现严重或长期故

障时更换设备的义务# 如果是建筑物% 则

出租人要负责建筑物的结构完整性' 对建

筑物的损坏 !比如自然灾难引起的" 承担

责任' 通常也要保证电梯$ 热力和通风系

统的功能完善#

!1"-4- 经营租赁的初衷是为了满足对某种设备仅

有间歇性需求的用户的需要# 很多的经营

租赁仍然是短期的% 但承租人在到期后可

能会续租% 同一使用者也可能会在不同的

情况下租用同一件设备# 然而随着设备的

日益复杂% 尤其是在电子领域% 出租人提

供的维修和后台支持设施成为可能影响使

用者是否租用的重要因素# 促使用户长期

租用而不购买的其他因素包括企业资产负

债表$ 现金流量或税务负担等方面的要求#

($ 融资租赁

!1"-4. 融资租赁是指这样一种租赁" 作为资产法

定所有者的出租人将经济所有权传递给承

租人" 后者承担了经营风险" 并将资产运

用于生产性活动而获得经济收益# 作为对

价% 出租人接受了另一个来自于承租人的

风险和收益包# 尽管出租人作为法定所有

者% 但它通常并不接手资产实物% 而是直

接将其交给承租人# 融资租赁的一个标志

性标准是% 经济所有者要负责为资产提供

必要的修理和维护# 融资租赁应体现为&

法定所有者向承租人发放贷款% 而承租人

获得了资产# 而后资产记录在承租人 !而

不是出租人" 的资产负债表中' 相应的贷

款要作为出租人的资产和承租人的负债#

融资租赁下的支付不作为租金处理% 而要

视为利息的支付和本金的返还# 如果出租

人是金融机构% 支付中的一部分也应处理

为服务收费 !:6#69"#

!1"-4/ 融资租赁项下的资产在性质上通常会和出

租人用于其生产性活动的资产有很大区别#

比如一家银行将依法拥有的商务客机租给

了一家航空公司% 在银行的账户中记录该

飞机或其固定资本消耗% 或在航空公司的

账户中忽略这些项目% 这都有悖于经济常

识# 融资租赁的出现% 即可避免对飞机所

有权及其价值下降做上述不合意记录% 并

可在整个租赁期间正确记录两方的资产净

值#

!1"-40 融资租赁会覆盖项下资产的整个存续期%

这是很正常的情况但并不是必然的# 如果

租赁覆盖了项下资产的整个存续期% 其虚

拟贷款的价值将对应于租赁协议下应作支

付的现值# 这一价值将覆盖资产的成本并

包括出租人收取的费用# 向出租人的规律

性支付应该记为利息的支付$ !可能的话"

服务费用和本金偿还# 如果协议条款未明

确如何确认这三个项目% 那么% 应该用本

金偿还对应于资产价值的减少 !固定资本

消耗"% 利息支付对应于资产的资本回报%

服务收费对应于总应付金额和上述两项之

差#

!1"-41 如果租赁短于资产的整个存续期% 则贷款

的价值仍应估算为资产的价值加上租赁条

款下应支付的服务费用价值# 在租赁期末%

资产将出现在承租人的资产负债表中% 其

价值等于该时点上所欠出租人的贷款价值#

在该点上% 资产可以返还出租人以撤销贷

款' 或者出租人和承租人之间可达成新协

议% 包括直接购买该项资产# 因为融资租

赁要求承租人得到与资产相关联的所有风

险和回报% 所以% 如果租赁期限短于资产

的期望使用年限% 该项租赁通常会明确在

租赁结束时属于出租人的价值% 或续租的

条款# 资产价格与租赁协议中价值的任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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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都由承租人承担#

!1"-42 尽管融资租赁通常可持续若干年% 但租赁

的持续时间不能用来确定一项租赁应视为

经营租赁还是融资租赁的标准# 在某些情

况下% 一项大型复杂资产 !如飞机% 甚或

是一幢建筑物" 可以短期租赁% 有时可能

仅是一年% 但条件是承租人要承担资产的

所有责任% 包括所有的维护以及额外的损

坏# 尽管租赁期限较短% 出租人可能并不

是金融机构% 但如果承租人必须接受与资

产用于生产相关的所有风险和回报% 则该

项租赁应作为融资租赁处理% 而非经营租

赁' 该项资产应出现在承租人的资产负债

表中% 并有一项出租人发放给承租人的贷

款与之相对应#

!1"-43 因此% 任何专事此类租赁的公司% 即便它

可能叫做财产公司或者飞机租赁公司% 都

应该作为发放贷款 !向其租赁资产的单

位" 的金融公司来处理# 如果出租人不是

金融公司% 则支付只分解为本金偿还和利

息即可' 如果出租人是金融公司% 则利息

还要 分 解 为 #$% 利 息 和 服 务 收 费

!:6#69"#

+$ 资源租赁

!1"-!4 资源租赁是指" 自然资源的法定所有者允

许承租人使用资源" 而作为回报" 法定所

有者将得到一项规律性的支付 #称为地

租" 记录为投资收入$ # 尽管资源为承租

人所用% 但仍要记录在出租人的资产负债

表中# 按照惯例% #$%中不记录自然资源

价值的减少% 这种记录方法不同于对固定

资本消耗交易的记录#

!1"-!! 土地是被作为资源租赁的典型的资产% 自

然资源一般也此方式处理# 土地的长期租

赁可作为土地的出售处理% 这一例外情形

将在 !1"-!3 介绍#

!1"-!, 资源租赁项下的支付 !也仅限于此支付"

作为地租记入 #$%# 后面的小节将对自然

资源租赁做进一步的讨论#

M" 使用自然资源的许可和准许

!1"-!- 上已述及% 在很多国家% 使用自然资源的

准许证由政府颁发% 因为政府代表全社会

拥有资源的所有权# 但是私有的资源也适

用同样的处理方式#

!1"-!. 使用自然资源可适用的条件大体有三类#

所有者准许该资源用至枯竭' 所有者准许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使用该资源% 使用者

在这段时间内实际控制了资源的使用而几

乎 !如有" 不受法定所有者的任何干预'

第三种情况是% 所有者在年度交替时可延

展或收回继续使用该项资产的许可#

!1"-!/ 第一种选择的结果是资产的出售 !或开

发"# 第二种选择对于使用者而言意味着

创造了一项区别于资源本身的资产% 但资

源价值和该资产 !资源使用许可" 又是关

联的# 第三种选择则又回到了资源租赁的

处理方式# 第二种和第三种选择之间在处

理方式上的区别可由移动电话许可案例得

到清楚表现' 在考察各种选择对应的不同

种类自然资源之前% 要重述一下 #$%的建

议 !见 #$%新闻及说明 ! #$%$8[I)K5

$UE8I" 第 !. 卷% 联合国% ,44, 年"#

!$ 自然资源使用许可或准许的 (移动电

话) 处理方式

!1"-!0 该案例发生于 ,444 年% 彼时第三代移动电

话无线电频谱使用许可的出售引起了渴望

得到该频谱独家许可的各公司的强烈兴趣%

随后各公司纷纷准备以巨额竞价 !通常通

过拍卖的方式" 该频谱的许可权#

!1"-!1 关于移动电话许可权% 取得了八项共识#

以更新后的术语表述即&

)"频谱构成了一种自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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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频谱的许可***即自然资源的使用

准许***构成了一项资产% 它是合约$

租约和许可资产大类下的一个子类'

+"对许可的支付既非通常的税收% 也非购

买频谱本身'

5"土地$ 矿产资源和频谱是相似的资产类

别% 基于这些资产之上的许可和租赁也

是相似的'

8"尚没有单一的$ 普遍适用和清晰的标准

来区分资产的租金和出售' 有一系列标

准需要考虑'

D"所考虑的大多数情形都倾向于将许可支

付作为购买一项资产 !而非租金" 来处

理'

L"许可价值和频谱价值之间存在对称性的

变化'

M"将来还需要做进一步的解析#

!1"-!2 第五项共识下所指的一系列标准包括以下

六个&

)"许可对应的成本和收益% 许可之下一项

资产使用权相关的风险和收益越大% 一

项交易被归类为资产出售 !而非租金"

的可能性就越大# 这样% 关于支付 !无

论是趸付还是分期支付" 价值的预先协

定会有效地将所有的经济风险和收益转

移给受许可人% 其指向的就是资产的出

售# 另一方面% 如果支付的价值有赖于

许可使用的结果% 则收益和风险仅部分

转移给了受许可人% 所以该情形更具支

付租金的特征# 在移动电话一例中% 应

付的总金额往往是预先商定的# 考察商

业风险转移给受许可人程度的一个附加

指标是假定受许可人破产时的情形% 如

果在破产时许可人不返还受许可人的任

何预先支付% 这将构成一项典型的非租

金交易% 因为受许可人显然承担了所涉

及的所有风险#

*"预付或分期支付% 像其他指标一样% 支

付模式本身并不是决定资产购买或租金

支付的唯一指标# 一般而言% 许可支付

的方式是一个融资的问题% 而非决定是

否是资产出售的一个相关指标# 然而%

在商业实践中% 较长期限 !移动电话一

例中是 !/ @,/ 年" 的租金预付是很少

见的% 由此这更应解释为一项资产的出

售#

+"许可的期限% 较长期限的许可意味着可

视作资产的出售% 而较短期限的许可则

应作为租金支付处理# 移动电话许可中

牵涉的时间 !!/ @,/ 年" 若从租金的

固定支付来看是很不寻常的% 因此更进

一步表明其应被视为一项资产的出售#

5"实际或事实转让% 许可出售的可能性是

所有权的重要指标' 如果存在转让% 则

这将被认为是标志许可行为构成第三方

财产权出售的重要条件# 在实践中% 移

动电话许可常常是可转让的% 可能是直

接地转让 !一企业将许可出售给另一企

业"% 也可能是间接地转让 !通过接管

获得拥有许可的企业"#

8"撤销的可能性% 对许可人撤销许可能力

的限制越强% 该交易越容易被视作资产

的出售# 相反地% 如果许可人可以很容

易地撤销许可% 则收益和风险的所有权

并没有完全转移给受许可人% 该项交易

更应被作为租金处理#

D"商业理念和国际会计准则% 根据国际会

计准则% 商业中常常将使用频谱的许可

作为一项资产来处理# 然而这一点并不

意味着在国民经济账户中也应做此处

理% 因为在其他方面也存在企业编制账

户的方法不同于国民经济账户的情形#

但是在企业账户中将获得移动电话许可

作为资本投资% 使我们更加倾向于将其

在国民经济账户中作类似的处理#

!1"-!3 将许可认定为资产的出售% 并不需要满足

上述所有的因素% 也不需要满足简单多数#

但是% 要识别哪些属于租金协议% 应至少

满足下列条件中的若干项&

)"合约是短期的% 或在短期间隔后需重新

商定# 在租赁项下% 资产的市场价格上

升时% 此类合约不同于固定$ 长期的合

约% 不会为承租人提供一定的收益# 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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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上升带来的收益属于持有收益% 通常

归属于资产所有者'

*"合约是不可转让的# 不可转让性是将许

可支付作为租金处理的一个重要的但非

充分的标准% 因为尽管其排除了承租人

从持有收益中套现% 但无法排除承租人

获取比较经济收益 !比如在其业务中使

用该许可"'

+"合约中包含了关于承租人应该如何使用

资产的详细约定# 此类条款常见于土地

的租用% 土地所有者希望能保留对土地

用途的控制# 在许可情形下% 此类条款

可以是通过合约约定服务客户的所在区

域或类型% 或设置承租人可收取费用的

界限'

5"合约中包含了出租人在不做赔偿 !比如

因为项下资产承租人使用不足" 的情况

下单方面终止租赁的条件'

8"合约要求在合约期限内支付" 而非大额

的预付# 尽管这一条件本质上是融资的

属性% 不能决定租赁的种类% 但它可能

表明出租人在一定程度上能指导频谱的

使用# 如果案例中的支付与承租人从许

可中获得的收入相关% 则将进一步支持

将其作为租金处理#

!1"-,4 与上文介绍如何区分经营租赁和融资租赁

时所使用的经济所有权和法定所有权的区

别相比较% 这两组考虑因素可以看作是更

加具体化了# 将支付处理为资产获得或租

金支付的这些条件是指示性的而不是规定

性的# 如果某些条件不符合% 确定适当处

理方式时就需要考虑如何记录那些未符合

的条件# 例如% 如果权衡之下决定将支付

作为租金处理% 但又存在巨额预付% 此时

就应该按照权责发生制记录预付款项# 然

而% 如果接受者在合约暂停时不愿意考虑

退款% 权责发生制的记录将较难实现# 这

也是为什么预付通常意味着是资产出售而

不是租金支付的理由#

!1"-,! 以下介绍这些原则在主要自然资源上的应

用% 先从无线电频谱开始#

($ 无线电频谱

!1"-,, 当受许可人获得了基于频谱使用的有效经

济所有权权利时% 对移动电话许可的支付

就构成了一项资产出售 !而非租金支付"#

为了确定所有权是否发生了有效转让% 需

要考虑上文介绍的六项标准#

!1"-,- 如果能够作为资产出售% 且许可期限和频

谱寿命相吻合% 则对许可的支付可视为频

谱本身的出售# 后一种情形通常适用于无

期限授予的许可#

!1"-,. 如果适用于资产出售% 但许可期限和频谱

寿命不同% 则对许可的支付应处理为法定

所有者 !许可人" 向经济所有者 !受许可

人" 出售了使用一种自然资源的准许#

!1"-,/ 如果许可协议本身就可以作为资产出售来

处理% 则其价值在出售时确定# 该价值将

随着有效期临近逐渐下降% 并在许可到期

时点上归零# 对应地% 该频谱对于出租人

的价值在许可价值获得后将逐步下降% 并

伴随许可逐渐到期而不断重新确定# 该价

值与频谱使用权在下一时期的再出售价值

是一致的# 这一过程也保证了在许可持续

期内对整体经济资产净值的中性效应#

+$ 土地

!1"-,0 土地可以直接出售% 其法定所有权从一个

机构单位转移到另一个机构单位# !土地

不会记录为出售给一个非常住单位# 如果

出现这样的情况% 就要创造一个拥有该土

地所有权的名义常住单位' 而彼非常住单

位拥有该名义常住单位的股权#"

!1"-,1 土地是资源租赁下最为常见的资产类型#

佃农通常会向其地主支付规律性的租金#

如果一项土地资源租赁满足了与上述将对

移动电话许可的支付作为资产出售所列举

的大多数标准% 该土地资源租赁可以视为

土地资产的出售# 如果土地以其他情形租

赁% 则其支付应记录为资源租赁协议下的

地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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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在某些司法体系下% 建筑物下方土地的法

定所有权仍为地主所有% 而不是建筑物所

有者# 如果要对地主作规律性支付% 则这

些支付应记录为地租# 然而有时则是这样

的情形% 尽管土地在法律意义上归属于另

一个单位% 但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占有土地

的权利常常是在获得建筑物时通过预付一

笔金额得到的# 正如前一节所解释的% 这

就意味着要将该支付记录为资产的获得#

这么一来% 当建筑物所有权发生变更时%

购买价格中就会包括一项代表未来租金现

值的成分# 在这样的情形下% 该土地在

#$%中记录为 !仿佛" 所有权和地上建筑

物一起发生了转让# 如果在土地租赁期末%

续租另一段较长的期限需要进一步的支付%

那么这应该记录为资本形成和资产的获得%

其方式类似于资产买卖时发生的所有权转

移成本#

.$ 木材

!1"-,3 如果一个单位得到准许可以砍伐一片天然

林% 尤其是可以自由砍伐而不受限制% 则

向所有者的支付就构成了一项资产的出售#

!林地的出售可以根据各自的使用目的记

录为木材和土地的分别出售#"

!1"--4 一方面允许承租人在将来某段时间内按其

意志砍伐一片林地% 同时又要求对方保证

在未来某一时间上使土地恢复% 达到可接

受的森林覆盖状态% 这样的条件似乎是不

可能的# 更为常见的是% 允许在严格限定

下砍伐林木% 按砍伐单位林木量支付费用#

通常以这些限定保持林木的可持续开发%

所以所支付的金额应记录为针对天然林的

租金#

!1"--! 森林也可能是生产资产% 则此时木材的取

用要作为产品出售处理#

!1"--, 跨越国境的非法采伐在某些国家很普遍#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作为一种可能发生的案

例% 采伐林木的数量应该记录为自然资源

或培育资产的无偿取得#

/$ 鱼

!1"--- 具有经济价值的鱼类的自然存量是一种资

产% 针对其他自然资源的处理方法也适用

于这里# 认为捕捞准许将会导致鱼类存量

耗竭是不切实际的% 但非法捕捞可能使存

量降至可持续点以下% 或使之完全枯竭#

在这样的情况下% 应该对鱼类存量的无偿

获取加以记录#

!1"--. 捕捞配额可能会永久性地或长期地分配给

特定的机构单位% 比如在渔业是当地的既

定生存方式% 且几乎没有可供替代的经济

性就业的地方# 在这样的情况下% 配额可

能是可转让的% 而且如果是这样的话% 配

额交易可能因此会有一个很发达的市场#

所以市场配额被认为是使用自然资源的可

转让准许% 它们构成了 #$%中的资产#

!1"--/ 另一种制度安排是% 向提名的机构单位

!常是非常住的" 签发严格界定期限 !少

于 ! 年" 的准许# 这在太平洋的某些岛屿

上是一种很平常的做法# 在此情况下% 许

可收入应该记录为资源租赁项下的地租#

!1"--0 按照惯例% 休闲渔业许可一直被视作是一

种税收的支付# 这一处理方式并未因对商

业渔业越来越多的考虑而有所改变#

0$ 水

!1"--1 具有经济价值的水体可整体出售% 或作为

其环绕土地的一部分% 或作为一项单独的

实体#

!1"--2 和鱼类资源一样% 在没有预先约定应返还

给所有者相当数量和品质的水资源的长期

租赁下% 经济所有权的让与是不可能的#

然而水面却可能以长期合约的形式对外租

赁% 比如出于休闲目的# 此类租赁的处理

应和土地租赁相同#

!1"--3 对从水体中抽取水资源的问题正在受到越

来越多的关注# 取水 !不同于水上运输"

的支付应作为租金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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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矿产资源

!1"-.4 矿产资源与土地$ 木材和鱼类不同% 尽管

它也构成了一种自然资源% 但其利用方式

是不可持续的# 所有的开采都必定会减少

该资源未来可利用的数量# 这么一来% 对

于其利用的相关交易应如何记录% 需要提

出一套稍有区别的处理建议#

!1"-.! 当拥有矿产资源的单位将矿产资源上的所

有权利让与给另一单位时% 这构成了资源

的出售# 与土地一样% 矿产资源只能为常

住单位所有' 如有必要% 必须设立一个名

义的常住单位以贯彻这一传统#

!1"-., 如果一个单位开采矿产资源时要根据协议

每年按照开采量做出一定的支付% 则该项

支付 !有时称为使用费" 应记录为租金#

!1"-.- 所有者 !很多情况下是政府% 但不总是如

此" 并不进行与开采相关的生产性活动%

而资源所代表的财富会随着开采逐步减少#

实际上% 该项财富被流动化为租金的支付%

后者则覆盖了资产回报和财富减少的补偿#

尽管财富的减少是由开采者造成的% 但是%

即便资源显示于开采者的资产负债表上%

财富的降低也不会反映在开采者的生产账

户中% 因为矿产资源是非生产资产% 不存

在固定资本消耗# !#==%,44- 引入一种卫

星账户% 其中% 会将对国民收入的扣减应

用于矿产资源和其他不可持续自然资源

上#" 基于这些原因% 建议应将开采者每

年向所有者的支付直接记录为租金% 将存

量规模和价值的变化记入法定所有者的资

产其他变化账户#

G" 共有资产

!1"-.. 资产共有的方式有两种# 资产可由两个或

多个单位完全所有% 各单位可在不同的时

点上持有资产# 另一种方式是% 资产的风

险和收益可由单一时点上的两个或多个单

位共有#

!1"-./ #$%中% 即便资产可由不同时点的不同单

位所有% 在编制资产负债表时% 资产的全

部价值也要归属于一个单位# 对于经营租

赁下的资产% 不存在任何的含糊# 法定所

有者也是经济所有者% 资产在其资产负债

表上体现# 对于融资租赁项下的资产% 则

要由经济所有者在其资产负债表上体现该

资产% 资产的价值是法定所有者应收的未

来支付和租赁协议中约定的租赁期末资产

价值的现值# 这种处理方式符合以下观点&

资产的价值代表了来自于该资产的未来收

益流量% 经济所有者因接受了与将该资产

用于生产的风险而有权获取这些收益# 对

于资源租赁项下的资产% 资产价值体现在

法定所有者的资产负债表中#

!1"-.0 如果使用诸如无线电频谱$ 土地$ 木材和

鱼类等自然资源的许可满足 (移动电话)

标准% 则要设立另一项独立的资产% 称为

使用自然资源的准许# 该资产是合约$ 租

约和许可子类的一个组成部分# 它们体现

在受许可人的资产负债表中#

!1"-.1 不同单位在一个时点上共享一项资产的风

险和回报% 这种情况并不常见# 最常见的

情形是% 单个单位承担了资产使用的活动%

该单位以已分配投资收入的形式与所有者

们分享回报# 但是通常这样的单个单位可

能是不存在的% 且合理地创造出一个单位

也没有意义# 当参与单位是来自不同经济

体的常住单位时% 这种情形最为普遍% 如

航空公司或某些非法人合资企业 !Yi_"#

Yi_设立的条款形形色色% 但有一种形式

允许所有成员平等共有资产# 在此情形下%

#$%将所有者之间共有的资产按其所有权

比例分摊后加以记录#

!1"-.2 在某些合资企业中% 一方可能会依据购买

资产的成本份额来划分资产# 如果是这样%

则应该先记录一项等于该资产价值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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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入% 然后记录该资产的购买% 并将资产 所有权分配到协议各方#

&" 进行特定活动的准许

!1"-.3 除了上一节描述的使用一项资产的许可和

租赁外% 进行一项特定活动可能也要获得

准许% 该准许完全独立于活动所涉及的任

何资产# 因此% 为了取得租金回报的矿产

开采准许不在此类准许之列# 这些准许并

不依赖于一项合格标准 !如准许驾车需要

通过一项考试"% 而是用于限制有权从事

该项活动的单个单位的数目# 此类准许可

由政府或私有机构单位授予% 但两者适用

的处理方式具有不同#

!$ 政府授予的准许

!1"-/4 当政府对可作出租车运营的汽车数量做出限

制% 或通过授权牌照而控制赌场数量时% 政

府实际上是为授权经营者创造了垄断利润%

并要对部分利润征收费用# #$%中% 这些费

用要记录为税收***作为其他生产税# 对于

政府颁发许可限制特定领域经营单位数量

!其中对限制的设定是主观的% 不依赖于合

格标准" 的所有情形% 这一原则都适用#

!1"-/! 从原则上来说% 如果许可在若干年内有效%

支付应该按照权责发生制记录% 并设有一

个其他应收B应付款项目记录未来数年的许

可费用金额# 然而% 如果政府在撤销许可

时不负有偿还受许可人的负债% 所有应付

费用都应在费用支付时记录#

!1"-/, 获取这样一个许可的动机在于% 受许可人

认为它因此可有权获得至少等于其许可支

付金额的垄断利润# 如果受许可人通过出

售该资产意识到这一点% 则这一未来收入

流应作为资产处理# 资产的类型称为进行

特定活动的准许# 该资产的价值取决于其

出售的价值% 在无法得到此数据时% 可采

用估算的未来垄断利润流的现值# 如果许

可支付被政府以权责发生制记录% 则受许

可人应在其资产负债表的应收或应付账户

下拥有一项等于未来支付价值的资产% 因

此许可本身的价值应仅限于垄断利润超出

其成本的部分# 如果许可又被出售% 则新

的所有者获得了从政府得到偿付的权利

!如果许可被撤销" 以及获得垄断利润的

权利# 如果许可只记录为单一的税收支付%

则该资产的价值应取决于其出售的价值%

在无法得到此数据时% 可采用估算的所有

未来垄断利润流的无扣减价值# 该项资产

先要记录在资产其他物量变化账户中% 此

后的价值的变化% 无论是增加还是减少%

都要记录在重估价账户中#

一个例子

!1"-/- 假定一个单位 %与政府签约购买了一项经

营赌场的许可% 为期 - 年% 总成本为 !,#

因为许可排除了其他赌场的经营% 该单位预

期每年获得垄断利润 1# 如果%丧失许可%

政府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对其进行偿付# %可

能在许可的 -年有效期内对其加以利用% 或

可能在第 !年末将该许可出售给单位;# 以

下是在这四种可能性下的记录方式#

情形! & 政府不提供偿付% 且%持

有许可- 年

!1"-/. 第 ! 年年初% %支付了 !, 的税收% 并拥有

了一项起始价值为 ,! 的资产# 到第 ! 年年

末% 该资产的价值减少了 1 !作为其他物

量变化"% 因为许可有效的第 ! 个年度已

经到期# 在该点上% 此项资产对其资产净

值的贡献为 !.# 第 , 年年末% %又注销了

其他物量变化 1% 并留下 1 的资产净值贡

献# 第 - 年年末% 此项资产的价值为 4#

情形, & 政府不提供偿付% 且%在

! 年后将许可出售给了;

!1"-// 第 ! 年年初% %支付了 !, 的税收% 并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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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项起始价值为 ,! 的资产# 到第 ! 年年

末% 该资产的价值减少了 1 !作为其他物

量变化"% 因为许可有效的第 ! 个年度已

经到期# 在该点上% 此项资产的价值为

!.# 但;只准备以 !- 购买此资产% 而 %

接受了这样的价格# 因此 %将其资产的价

值减少 !% 作为重估价变化# 而后 ;获得

了此项资产% 并在以后 , 年中每年在资产

其他物量变化账户中减少资产价值 0"/#

情形- & 政府提供偿付% 且%持

有许可- 年

!1"-/0 第!年年初% %向政府支付了!,% 但在当年

支付的税收记录为 .% 在第 ! 年年末政府拥

有对%的应付账款 2# 对于%% 许可的价值

只是垄断利润和 %需向政府总支付金额的

差# 该价值起初为 3 !1 与 . 的差% 乘以 -

年"% 但到第 !年年末% 该资产的价值只有

0# 第 !年年末% %的资产净值包括从政府

的应收账款 2% 以及许可的剩余价值 0# 总

计为 !.% 同于情形 !# 在第 , 年中% %从政

府的应收账款减少了 .% 用于支付了第 , 年

应付的税收# 在该年% 许可的价值也减少了

-% 从 0变为 -# 第 ,年年末% %的资产净值

包括从政府的应收账款 .% 以及许可的价值

-% 总计为 1% 同于情形 !# 第 - 年年末% 应

付账款和许可的价值都降为 4#

情形. & 政府提供偿付% 且%在

! 年后将许可出售给了;

!1"-/1 第!年年初% %向政府支付了!,% 但在这一

年中支付的税收记录为 .% 且在第 ! 年年末

政府拥有对%的应付账款 2# 对于%% 许可

的价值只是垄断利润和应付账款的差# 该价

值起初为 3 !1与 .的差% 乘以 -年"% 但到

第 !年年末% 该资产的价值只有 0# 第 ! 年

年末% %的资产净值包括从政府的应收账款

2% 以及许可的剩余价值 0# 总计为 !.% 同

于情形 !# 如同情形 ,% %需将其许可的价

值降低 !此时从 0 降为 /"% 因为它准备将

该资产以 !- 的价格出售给 ;# 实际上% 从

政府的应收账款 2转移给了;% 且该资产以

/的价格出售# ;的资产净值不变# 它对%

支付了 !-% 但是获得了应付账款 2$ 资产价

值 /作为回报# 在第 , 年% 应付账款减少了

.% 税收支付 .% 许可的价值从 /降低为 ,"/#

作为资产的政府准许

!1"-/2 政府颁发的进行特定活动的准许% 只有在

下列条件满足时才可作为资产处理&

)"该项活动没有利用属于政府的资产' 否

则% 利用资产的准许要作为一项经营租

赁$ 融资租赁或资源租赁处理% 或可能

是一项资产的获得 !代表着受许可人在

一段较长时期内可自由使用资产的准

许"'

*"准许的颁发不受限于合格标准' 此类准

许处理为税收或服务费用'

+"准许的数目有限% 因此可使准许持有人

在进行该项活动时获得垄断利润'

5"准许持有人必须在法律上和实践中可将

准许出售给第三方#

!1"-/3 即便所有的条件都满足% 但如果在实践中

该准许并未出售% 也不应将其记录为资产#

如果条件中的某项条件未获符合% 则准许

支付都应作为税收处理% 而不是在合约$

租约和许可类下创造一项资产# !可存在

一项应付账款% 如例中的情形 - 和 .#"

($ 其他单位授予的准许

!1"-04 政府以外的单位也可限制某项活动的参与%

但这样的情况并不普遍# 例如% 你必须或

需要加入一个行业协会% 但此时一般没有

参与数量的限制# 再比如% 财产所有者会

限制可经营其财产的单位数量 !一家酒店

规定只允许某一家出租车公司接送客人"#

在这些情形下% 准许应作为服务费用处理#

原则上来说% 这些支付应该在整个准许有

效期内按照权责发生制记录# 但如果这些

准许是可交易的 !尽管这样的情形可能并

不常见"% 在理论上就没有理由不把它视

作资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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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资产的非政府准许

!1"-0! 由政府以外单位授予进行特定活动的准许%

仅在所有下列条件都获满足时才可作为资

产处理&

)"该项活动没有利用准许授予者的资产'

否则% 利用资产的准许应作为经营租

赁$ 融资租赁或资源租赁处理'

*"准许数量有限% 因此可使准许持有者在

进行该项活动时获得垄断利润'

+"准许持有者必须在法律上和实践中可将

该准许出售给第三方#

!1"-0, 即便所有这些条件都满足% 但如果实践中

该准许未被出售% 也不应将其作为资产记

录# 如果某项条件不满足% 则该支付应记

录为服务费用#

+$ 向自然资源排放的许可

!1"-0- 各国政府正越来越多地将排污许可授权作

为控制总排污水平的一种方法# 这些许可

不涉及自然资产的使用 !大气并未被赋予

价值% 因此它不能作为一项资产"% 所以

要归为税收% 即便准许的 (活动) 创造了

一种外在性# 概念上看% 该项许可中内含

了可交易性% 由此会存在一个活跃的市场%

所以该许可构成了资产% 应该以其出售的

市场价格评估其价值#

!1"-0. 对污水排放的支付或可视作演示各种不同

支付处理方式的一个示例#

!1"-0/ 如果对污水排放的支付是一种意在杜绝排

放的罚款% 则该支付应作为一种收费处理#

!1"-00 如果签发的许可数量有限% 且其意在限制

排放% 则该支付应作为税收处理 !如果污

水所进入的介质在 #$%中不被视为一项资

产"#

!1"-01 如果排放介质是一项资产% 且排放许可中约

定的必要条件得到了满足% 则对许可的支付

应以与移动电话无线电频谱使用许可付费的

相同处理方式处理# 如果收费与补救活动相

联系% 则该费用是对一项服务的支付% 除非

征收的金额与随后的水处理成本完全不成比

例 !在此情形下应作为一项税收处理"#

D" 未来生产的合约

!1"-02 尽管在 #$%中人力资本未被认定为资产%

但是经常存在某项合约% 可使持有人有权限

制指定个人服务于其他单位的能力% 这种合

约可视作一项资产# 针对体育运动员的合约

可能最为常见% 盈利性也最高% 比如% 一家

足球俱乐部可将其球员 (出售) 给另一家#

实际上它们卖出的并不是人% 而是该人为其

工作的排他权利# 出版文学作品或音乐演出

的权利也存在类似的合约# 所有这些合约都

要作为资产处理% 该类资产拥有在排他性的

基础上获得货物和服务的权利% 属于合约$

租约和许可这一资产类别#

!1"-03 可以想象% 对于未来货物的生产% 相似的

合约也会存在# 但是通过考察未来飞机生

产期权的购买实践% 可以发现% 在此情形

下并不存在可转移的资产% 而且% 如果潜

在购买者改变主意或供应商无法交货% 可

由双方变更协议解决% 不会导致将期权出

售给第三方的情况# 如果出现购买货物的

期权以与指定个人服务合约相同的方式处

理% 则可采用相同的资产分类#

N" 作为资产的租赁

!1"-14 如本节开篇所述% 合约项下有很多交易要 记录在 #$%中% 理解其涵义对于确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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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下交易的记录时间和分类都很重要# 我

们已经知道% 使用自然资源的准许或许

可% 像进行特定活动的准许和未来生产的

合约一样% 可构成一项资产# 此外还有一

种条件% 合约在其下可视作一项资产% 这

也是合约可转让给第三方 !即原合约明

确的两方以外的一个单位" 的另一种

情形#

!1"-1! 假定一段时间以前签订了一份公寓租赁合

同% 其中明确每月租金为 !44% 但如果现

在出租一套相同的公寓每月可收到 !,4#

在出租人看来% 该公寓为既存之租赁所

(妨碍)% 即由于该项租赁的存在% 公寓

承担了一定的罚金 !本例中为每月 ,4"#

公寓的妨碍价值是以既存租赁之未来租金

的现值为基础的% 即在该租赁存在时未来

收入流量为 !44% 此后为 !,4 !不考虑通

胀"# 公寓的未妨碍价值则是基于今后每

月 !,4 的收入流的现值# 记入房主资产负

债表的价值是妨碍价值# 如果房主希望卖

出公寓% 且当前租户有权按议定价格继续

居住% 则妨碍价值将是房主 !出租人"

能实现的所有价值# 如果希望实现未妨碍

价值% 他必须要向租户支付妨碍价值和未

妨碍价值之差才能解除租赁# 这一未妨碍

金额在某些情形下可作为租户的一项资产

处理# 这里所指的 (情形)% 就是租户在

法律上和实践中都能将公寓转租给第三

方# 因为难以识别此类资产何时存在% 因

此建议% 在实践中% 仅在有证据表明其已

实现时才将这些资产予以记录#

!1"-1, 如果租金下降% 因为租赁合同已定% 公寓

的妨碍价值也可能高于未妨碍价值# 在这

样的情况下% 房东从合同价格和市场价格

之间的差异中获得了利益% 因为其资产负

债表中公寓的价值仍为妨碍价值# 如果租

户希望解除租赁% 则他需要向房主支付妨

碍价值和未妨碍价值的差# 租户以租赁约

定的价格支付给第三方来获得此项租赁%

只有在这样例外的情形下% 该项支付才对

租户意味着实现了一项负值资产# 一旦租

赁到期或解除% 公寓的价值回归到其未妨

碍价值#

!1"-1- 反映此类第三方财产权利的资产通常是暂

时的% 它们只在租赁期限内和当妨碍价值

和未妨碍价值有差异时存在# 随着时间推

移% 因为差异存在的期限缩短% 其价值逐

步下降' 但如果新的租赁价格上升% 其价

值也可能增加#

!1"-1. 一套公寓的市场租金价格是指当前租户

支付的实际价格# 在本例中% 如果原租

户仍居原处% 且每月支付 !44% 这就是

市场价格% 即便新的租赁可达到 !,4 的

租金# 只有当原租户以 !,4 的价格将该

公寓转租% 市场价格才会记录为 !,4#

其中% !44 将支付给房主% ,4 支付给原

租户#

!1"-1/ 上述例子说明了一个可交易的经营租赁何

时可能获得一个可作为资产的价值# 使用

自然资源的准许以及未来生产的合约也可

存在这种第三方财产权资产# 进行特定活

动的准许也可能如此% 即便支付作为税收

记录 !如果支付给政府"# 融资租赁不会

引起此类资产# 如果租赁资产的价值上升%

大于融资租赁下的欠付款项% 承租人通常

可有权出售该资产% 偿还贷款并留存其

差值#

作为资产的可交易经营租赁

!1"-10 只有当下列两个条件符合时% 可交易经营

租赁才可作为一项资产处理&

)"租赁中明确了一项资产使用的预定价

格% 且该价格与该资产当前租赁的价格

不同'

*"承租人在法律上和实践中都能通过转租

给第三方来实现这一价格差异#

!1"-11 在实践中% 我们建议% 只在承租人实际运

用其实现价差权利时才记录该项资产#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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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其他方面

!$ 分时安排

!1"-12 共享一项提供住宿的资产可通过 (分时)

安排的方式实现# 但该表述也可用于很多

不同的安排#

!1"-13 一种安排与购买房屋类似% 其 (所有权)

限于每年的一个特定时期% 但是是永久性

的# 每年所有者可用的物理空间也是完全

相同的# 另一种安排则保证了每年给定时

期内的住宿% 但不一定在同一个物理空间#

其他的安排包括在一项计划下买 (点)%

所有者可根据可得性用 (点) 在不同地方

和不同时间购买住宿#

!1"-24 所有的分时计划都有一个负责维持$ 保养

和保险等的单位% 但该单位是否是该复合

房屋的最终所有者% 认购者是否是承租人%

或者该单位是否扮演着所有者B认购者的代

理角色% 这些都有很多的不同情形# 相似

地% 所有者B认购者是否将其所有权永久地

出售或遗赠给另一单位% 以及他们是否能

偶尔转租% 也都会有差异#

!1"-2! 参与分时计划是否会产生一项资产% 要取

决于上述各问题的答案# 如果所有者拥有

一处指定的处所% 永久可用% 有义务作为

该计划管理委员会的一部分% 能自由出售

或遗赠该处所% 则该项持有往往构成了一

项与房屋相同类型的资产# 如果所有者在

一段固定的时间内% 可根据一项固定协议

得到某种形式的既定期限住宿% 则这可能

代表着一种预付性质的租赁% 但该租赁可

偶尔转租或在该租赁作为可转移经营租赁

的剩余期间内出售# (点) 计划下的参与

可能只能作为一项资产下的应收账款

处理#

!1"-2, 在分时安排很明确的情况下% 应参照本节

描述的一般原则考察与其相关的条件% 以

确定如何记录涉及的交易并对资产进行分

类#

($ 保证金遗失

!1"-2- 在任何形式的合约下% 都可能存在一方

作了支付% 而另一方并未送达合约中约

定的货物$ 服务或资产# 在很多情况下%

这将产生一项第一方要求第二方支付的

应付或应收账款# 有时这又可能是无法

做到的# 比如% 廉价机票常常是在不退

还的基础上提供的# 预付款不退还是公

司商业计划的一部分# 其产出应该按销

售额的价值计算% 无须扣减客户为有权

获得但没有实际得到的服务所做的支付#

产出的物量测算值取决于实际提供的服

务% 不退还的保证金被视为是一种价格

效应# 最终未得到服务的支付也将反映

在其消费支出数据中#

第 0 部分" 雇员股票期权

O" 引言

!1"-2. 雇主给予雇员在将来某个时间上购买股票

!股份" 的期权% 这种做法是一种特殊形

式的实物形式收入# 雇员股票期权 !=#N"

类似于一种金融衍生工具% 雇员也可能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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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权% 或是因为当前估价低于其可行权价

格% 或是因为雇员离开了该雇主% 丧失了

其期权# 下面介绍股票期权如何估价% 其

中考虑了未全部行权的可能性#

!$ 术语

!1"-2/ 通常雇主通知其雇员% 可在某个时间的一

定条件下 !比如% 雇员仍在企业服务% 或

以企业的业绩为前提" 以一个既定的价格

!执行价或行权价" 得到一项股票期权#

国民经济账户中须仔细确定记录雇员股票

期权的时间# (授权日) 是指期权提供给

雇员的日期' (含权日) 是指可行权的最

早日期' (行权日) 是指实际行权 !或权

利消失" 的日期# 在某些国家% 含权日和

行权日之间可允许的时间跨度很长' 而另

一些国家则很短#

($ 估价

!1"-20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 !6%#;" 的核算建议

是% 授权日企业期权的公允价值等于当时

的行权价乘以含权日可行权的期望期权数%

除以含权日之前的期望服务年数# 将这一

公允价值与每年提供的服务年数结合起来%

得到公司在各该年度上的成本# 如果关于

将行权期权数目的假设发生变化% 则每个

服务年的公允价值要随之加以调整#

!1"-21 在 #$%中% 如果既没有可观测的市场价

格% 也没有公司根据上述建议做出的估算%

则期权的价值可利用股票期权定价模型进

行估算# 这些模型旨在捕捉期权价值中的

两个作用# 第一是反映该股权份额的市场

价格超出含权日执行价部分的金额% 第二

是显示含权日到行权日之间价格进一步上

升的期望#

+$ 作为金融资产的1&I

!1"-22 在期权行权之前% 雇主和雇员之间的这种

安排具有金融衍生工具的性质% 并在各自

的金融账户中如此体现# 有时% 这些期权

可能是可交易的% 或者% 雇主可能会以现

金 !而非发行股份" 回购该项期权# 跨国

公司可能会向一个经济体中的雇员提供另

一个经济体中母公司的股票期权#

.$ 在&'#账户中记录1&I

!1"-23 在授权日应该对=#N的价值做出估计# 如

果可能% 这一金额应该作为雇员报酬 !跨

越授权日与含权日之间的时期" 的一部

分# 如果不能实现% 期权价值应该在含权

日加以记录#

!1"-34 管理=#N的成本应由雇主承担% 并像与雇

员报酬相关的其他管理功能一样% 作为中

间消耗处理#

!1"-3! 尽管股票期权的价值应作为收入处理% 但

不存在与=#N相关联的投资收入#

!1"-3, 在金融账户中% 住户获得 =#N应与雇员报

酬中的相应部分相匹配% 同时雇主要有一

项相应的负债#

!1"-3- 原则上说% 在含权日和授权日之间的任何

价值变化都应作为雇员报酬处理% 而在含

权日和行权日之间的任何价值变化都不应

作为雇员报酬处理% 而是要作为持有损益

处理# 实践中% =#N作为雇主的成本估算

值在授权日和行权日之间不可能加以调整#

因此% 从实用角度考虑% 授权日和行权日

之间的全部增长都可作为持有损益处理#

在这一段时期内% 股票价格高于执行价的

价值增长是雇员的持有收益% 雇主的持有

损失% 反之亦然#

!1"-3. 当 =#N行权时% 资产负债表中的项目消

失% 被所获得的股票 !股份" 价值所取

代# 这一分类变化应通过金融账户的交易

实现% 而不是资产其他物量变化账户#

/$ 不同的1&I使用

!1"-3/ 从一致性的角度考虑% 将雇员股票期权记

入账户会有两个后果# 一是涉及公司中与

股票关联的雇员奖励方式# 二是以股票期

权弥补雇员报酬以外的费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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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第一个后果针对于基本雇员股票期权模型

上的各种情形# 公司可将其自身股份用于

养老金基金# 这种情形常被称作雇员持股

计划或股票所有权计划# 在 #$%!33- 中%

这些股份没有被识别为住户的权益% 因为

这种资金来源不构成 (正常交易)# 随着

将其记录为养老金权益而不是既有资产%

反对意见逐渐消失% 就是说% 应遵循国际

会计准则委员会建议的方式进行记录#

!1"-31 另一种利用股票期权奖励雇员的方式是在

一项雇员股票 !股份" 购买计划下让雇员

以优势价格购买股份# 雇员并不被强制接

受此要约% 但如果其接受了% 则股份价值

的折让应该处理为雇员报酬的一部分# 相

似地% 如果雇员接受了与公司股份变化相

关的收益% 但又不是股份本身% 这种支付

也应该处理为雇员报酬的一部分#

!1"-32 第二个后果是企业可能以股票期权来支付

货物和服务% 相当于对其雇员支付了 (一

篮子) 雇员报酬# 如果这种情况发生% 股

票期权的价值应该通过交换得到的货物服

务价值来估计 !如果可能的话"# 如果做

不到% 则应该使用和雇员股票期权相似的

估价方法# 期权应该记录为金融账户中发

行者与货物服务供应商之间的赊销# 这种

安排常常被称为股份 !股票" 增值权# 为

了简单起见% #$%在雇员股票期权中包括

了股票升值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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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章"账户的扩展与呈现

#" 引言

!2"! 前面各章介绍了 #$%的核算概念及系列账

户的形式# 本章及以下章节将阐述如何以

这些信息为基础% 用一种最能满足用户需

要的方式运用 #$%% 并举例说明 #$%和其

他国际统计标准之间的关系#

!2", 本章特别关注以下问题& 维护国民经济核

算的数据基础并以最合适的形式展现账户%

以满足不同类型分析的需要# 重点列示

如下&

)"如何处理数据的修订和差异% 以及如何

在及时性和准确性之间达成平衡%

*"哪些账户是以物量形式展现的%

+"比年度数据频率更高的数据之作用%

5"地区账户%

8"出版物中可能包括哪些类型的细节

信息#

!2"- #$%的主要用途是在时间序列方面% 账户

的使用者可用以评估经济如何随时间而演

变和发展% 尽管在前面的章节中没有使用

表格举例说明这一点# 与其他统计学家一

样% 国民经济核算人员经常面临如何尽可

能迅速地编制出所估计账户的压力# 由于

更全面和更稳健的数据通常比短期指标需

要耗费更长的时间% 因此在及时性和准确

性之间将不可避免地产生矛盾# 使用当时

可用的最佳信息尽可能迅速地编制账户%

就不可避免地意味着有必要对最初估计进

行修改# 系列修订本的出版并非是统计系

统薄弱的标志% 而应看成是统计学家在最

初估计和随后修订过程中自信程度的标志#

质量最差的账户是那些多年不曾更改变动

的账户# ;节将讨论与时间序列出版及必

要修正有关的内容#

!2". 第 !/ 章介绍了价格指数理论% 通过这些指

数% 可对国民经济核算的某些方面进行缩

减% 使其从当期价格转化为物量估计# <

节将简要介绍账户的哪些部分用这种方式

展示比较有用#

!2"/ 年度序列能够识别经济中的长期变化% 但

不能估计出短期的变化情况% 高频国民经

济核算在短期指标和编制精细的年度账户

之间发挥了关键作用# 讨论这些账户本身

也需要指导手册% '节将给出一些关键问

题的参考标准#

!2"0 地区账户是账户的另一个方面% 地区可能

是一国的细分% 也可能是包含几个经济体

的经济区域# =节将简要介绍地区核算方

面的一些问题#

!2"1 为了最恰当地反映当地环境% #$%需要具

备灵活性# :节将介绍利用账户之某些关

键部分达此目的的途径# 需要强调的是%

本章所给各表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准则% 而

是一种简要的指导% 意在说明% 为了突出

经济的某些方面% 可以在不同的情况下压

缩或扩展各种具体信息#

4/.



%" 时间序列$ 修订和差异

!$ 时间序列

!2"2 本手册中的表格是用于解释说明的% 因此

给出的示例数据仅仅涉及一个单独时期#

实际上% 对分析者最具吸引力的$ 可以解

释经济指标变化情况的% 是时间序列数据#

第 0 至 !- 章中使用的表格形式都适宜于展

示时间序列% 因为那些纵列在必要时可予

以扩展% 以适应越来越长的时间序列# 例

如% 不再采用一张表中设置七列 !即五大

机构部门各占一列% 另外一列反映经济总

体$ 一列代表国外部门" 的形式% 而是直

接设置七张表% 每张表对应原来的一列%

可以包含若干年份的数据#

!2"3 时间序列的跨度是由一系列因素决定的#

为了实现某些目标% 尤其是为了建立宏观

经济模型% 可能需要足够长的序列% 如一

些国家拥有超过 /4 年的序列# 然而% 大部

分印制出来的表所呈现的数据都在最近 !4

@!/ 年左右% 更早的数据只提供电子版#

通常% 我们更为关注近期数据% 希望其尽

可能地完整和准确% 而很少关注更早年份

的数据# 这虽然可取的% 但是% 要想考察

经济体的长期演变情况% 就需要链接到更

早的序列#

!2"!4 可能存在某些因素% 促使用户主要出于学

术兴趣而关注长期时间序列# 例如% ,4 世

纪 34 年代初东欧由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

济% 从而导致经济行为属性发生了根本变

化% 因此使人们对从 ,4 世纪 24 年代后期

到 ,4 世纪 34 年代初期之时间序列进行分

析的兴趣受到限制# 此时% 政治变革遮蔽

了经济的成果# 对所有国家而言% 经济的

长期演变反映了产品创新$ 市场机制和不

断变化的进口模式等因素% 这意味着进行

多年比较时需要认真加以解释#

($ 修订

!2"!! 在连续若干年基础上编制国民账户% 会引

起数据来源的变更和完善问题# 一些间歇

性数据来源会变得可用 !例如每五年进行

一次的调查"% 它会显示出原先基于以前

调查设定的假设是有缺陷的# 在这种情况

下% 简单地把数据换成最近一期的数据

!甚至是来自最新调查的数据" 往往是不

够的% 为了在尽可能长的时间里准确描述

出时间序列所涵盖的演进过程% 必须对整

个时间序列进行适当调整# 如果没有进行

上述调整% 序列将会出现错误的不连续性%

从而严重误导分析人员% 使他们难以察觉

出数据的来源已经发生变化#

!2"!, 修订数据的必要性产生了统计中固有的矛

盾***数据尽量准确与数据尽量具有时效

性# 使用者希望数据既准确又具时效性%

但在实际中必需要在这两个目标之间进行

权衡# 每个统计部门都必须做出判断% 以

平衡这些要求所产生的冲突% 而无论结果

如何% 时间序列必须在时间上保持一致%

与此同时% 有必要向分析人员进行解释%

以确保他们能够理解统计部门所做出的权

衡#

!2"!- 已经形成了一个工作组***由来自 N=<'$

欧盟统计局以及这些组织之成员国的代表

组成% 准备了一系列最优做法指南% 用来

指导如何修订以及如何使用修订的结果%

并指导如何制定有效支持用户需求的修订

政策# 该工作组准备的论文可参见 +修订

政策与分析指南, !N=<'与欧盟统计局%

,442"#

+$ 差异

!2"!. 尽管 #$%可以确保 &'(三种核算方法之

间的完美一致性% 但这仅仅只是理论上的

一致性% 一般不会出现在数据编制中# 其

中原因主要有二% 一是数据来源的巨大差

异 !这是必须指出的"' 二是基于这样一

个事实% 即任何来源的任何误差都会导致

至少两种&'(核算方法之间出现差异# 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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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问% 实践中存在很多这样的数据误差%

由此会导致诸如供应使用表上之核算平衡

方面的差异变得很明显#

!2"!/ 统计单位不仅需要在及时性和准确性之间

做出选择% 还必须就如何处理出现的差异

做出决策# 可以投入更多资源% 以完善数

据调查$ 问卷形式$ 抽样技术% 包括处理

缺失数据在内的技术等# 虽然这最终是值

得的% 但这种方法往往成本较高且耗时较

长# 即使有非常复杂的数据收集方法% 不

同估计方法之间的差异也会因覆盖面$ 估

计方法和记录的滞后性而持续存在# 此外%

统计部门还会或多或少地依赖于行政数据

来源% 且不能确保这些数据正好能够满足

统计学家的需要#

!2"!0 统计部门可以采用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

是不处理这些问题% 但报告所存在的统计

差异# 如果这样做% 通常是将其与统计部

门感觉最不准确的 &'(测算方法放在一

起% 其目的是使用户了解已出版数据的可

靠程度# 例如% 统计部门可能觉得生产法

估计的&'(是相当可靠的% 而对一些支出

项目存有疑问#

!2"!1 鉴于 #$%中存在着诸多核算限制% 统计部

门的另一种选择是通过检查数据% 对误差

最有可能出现在哪里尽可能做出最佳判断%

并通过修改数据来消除差异# 第 !. 章所介

绍的供给使用框架是进行这类工作的有力

工具# 更多关于此类平衡技术的信息可以

在联合国和欧盟统计局编写的投入产出手

册里找到#

!2"!2 实践中% 一些国家可能不能同时按照三种

方法核算&'(# 事实上% 有时候只能按照

生产法核算% 而支出法只能提供某些项目%

主要是政府支出$ 资本形成 !有可能包括

存货变化的部分信息" 及货物服务的进出

口# 在这种情况下% 可以按照支出法核算

&'(% 其中住户部门的消费支出要作为总

的平衡项# 这样得到的估计值不仅包括真

实但未知的住户部门消费支出% 还包括了

来自其他估计部分之所有误差积累起来的

净影响#

!2"!3 生产法中的任何误差% 服务进出口中的缺

失数据% 或者政府支出按收付实现制而非

权责发生制进行记录的事实% 均会扭曲住

户消费支出的价值# 然后% 如果营业盈余

总额数据是通过从这个不正确的 &'(数值

中扣除雇员报酬及生产税减生产补贴后得

到的% 那么% 该误差还会带到营业盈余这

个总量指标之中# 因此% 对于那些没有从

统计差异角度看待账户的使用者% 必须要

理解这些差异是如何被消除的# 对于编制

人员而言% 则需要研究在更详细分类水平

上开展工作的可能性% 以避免发生不得不

对缺失项目进行假定的情况% 尤其是用于

评价生活水平的居民消费等关键项目#

净贷出或净借入上的差异

!2",4 一般而言% 金融账户及资产负债表的编制

过程是独立于其他账户的# 因此% 虽然从

理论上说% 来自不同账户的净借入与净贷

出数据应该相等% 但在实践中所实际获得

的数据结果却常常不同# 出现差异% 可能

意味着在金融账户或其他任何能够影响资

本账户平衡的账户中存在误差# 按部门逐

一核查这些差异% 将有助于识别出最有可

能发生误差的来源# 例如% 住户部门在净

借入上存在较大差异% 可能意味着一些住

户部门成员的收入未被记录' 非金融企业

部门在净贷出上存在较大差异% 则可能意

味着花费在固定资产上的某些支出未被记

录# 但是% 具体情况到底如何% 还是应该

进行逐项调查分析#

," 物量账户

!2",! 建立跨越很长时期的账户的主要目的% 是 研究经济基础结构的演变方式# 这可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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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研究不断变化的现价宏观经济总量构成

来实现# 然而% 确定增长率时需要剔除价

格变化的影响# 这就需要建立已剔除价格

变化但仍能使用户看到逐年变化情况的物

量账户# 第 !/ 章详细介绍了构造价格指数

并进行物量核算的理论和实践# 本章还要

解释如何使用链式指数计算物量形式的时

间序列% 因为价格变化的某些冲击确实会

影响到物量估计#

!2",, 物量估计只针对货物与服务账户及非金融

资本存量的组成部分# 一般来说% 财产收

入$ 转移和金融交易等流量仅以名义值表

示# 在高通胀情况下% 可能也要对这些流

量进行调整% 不过所采取的表述方式不是

常规采用的方式#

!2",- 与货物服务物量账户项目的表述类似% 整

个供给使用表也可以以物量形式表示# 编

制这样一个表% 不仅可以保证以现价表示

的货物服务的平衡% 还能确保用于缩减的

价格指数是严格一致的# 从理论上来说%

生产指数应该与投入品价格的加权指数相

关联% 此处权数对应于不同投入类别的价

值# 如果用于缩减产出的价格与缩减中间

消耗的价格不一致% 那么用于增加值的隐

含缩减因子就是不可信的# 如果发现这种

情况% 要么是现价数据没有得到很好的平

衡% 要么是使用的价格不一致或不合适%

或者两者兼有#

!2",. 应该首先分别考虑&'(的支出构成项目和

&'(的生产构成项目% 然后考虑供给使用

表% 最后再考虑资本存量度量#

!$ 3-7的支出构成

!2",/ 以物量形式核算&'(的最简单方法是支出

法# 只要有合适的价格指数% 居民消费$

资本形成及进出口的价格缩减在理论上都

不存在问题# 对于每一总量指标% 最好使

用尽可能详细的可用产品信息# 正如第 !/

章所言% 必须保证编制价格缩减指数时正

确处理了质量差异# 这一点在资本形成中

尤为重要% 很多产品 !如电脑" 会受到技

术变革的影响% 与此同时% 越来越多的产

品实现了定制化% 比如按照具体规格制造

重型机械#

!2",0 与货物相比% 服务的价格指数更难编制%

非市场服务则尤为困难# 由于非市场服务

的现期价值通常是由成本总和决定的% 显

而易见的方法是缩减其中的每一项 !包括

以固定报酬率计算雇员报酬"# 然而% 这

样缩减的前提是所提供的服务质量没有发

生任何变化% 尤其是没有对已实现的生产

率变动产生影响# 在某些情况下% 可以按

照 +国民经济核算中的价格与物量核算手

册, 以及 +教育与健康服务物量核算手

册, !N=<'% ,443" 进行直接物量核算#

获得产出物量估计的研究工作正在积极进

展中% 其中将考虑所提供服务在数量和质

量上的变化#

($ 3-7的生产构成

!2",1 生产法&'(的核心是增加值% 这是生产账

户的平衡项# 有观点认为平衡项不可能同

时具有价格和物量两个维度# 迄今为止%

最常见的做法是将产出和中间消耗分别按

产业进行价值缩减% 然后将其差值作为每

一产业的增加值# 出于以下两个原因% 缩

减过程中需要使用不同的价格指数# 第一%

任何产业用于中间消耗的货物服务与该产

业的产出并不是一样的' 第二% 中间投入

常常按购买者价格度量% 而产出则要么按

基本价格度量% 要么按生产者价格度量#

!2",2 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研究试图将剔除价格

影响之后的增加值变动与劳动和资本投入

的变化联系起来# 在 +生产率测算& 总量

和产业生产率测算, !N=<'% ,44!" 里可

以找到生产率的不同定义# 该手册讨论了

资本和劳动力成本估计是否能够完全解释

来自直接物量估计的增加值估计% 这一议

题将在第 ,4 章资本服务中讨论#

+$ 物量形式的供给使用表

!2",3 使用表在行向上展示所供给产品如何用于

中间消耗$ 最终消费$ 资本形成和出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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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恒等式仅在价值形式下成立# 如果所

关注的产品也有明确的数量测度% 那么该

等式在物量形式下也能成立# 如果物量数

据是通过缩减现价得到的% 那么当且仅当

缩减每一类别所使用的价格指数对其而言

非常合适时% 该等式方能成立#

!2"-4 采用现期价格和物量形式同时编制供给使

用表是一种很好的做法% 由此可以对包括

价格指数在内的所有投入数据的一致性进

行审查#

.$ 资本存量

!2"-! 即使不考虑对资本服务或生产率做估计%

仅从推导固定资本消耗出发% 也需要在进

行资本存量估计时剔除价格变化的影响#

资本存量水平通常来自在连续多个时期内

累加其资本形成然后扣减已消耗量# 按实

际支付的价格对资本形成进行总量估计显

然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 价格上升的影响

!甚至价格仅仅略有上升" 将会夸大 (新)

资产相对于 (旧) 资产的增加数量#

!2"-, 最好的方法是先以某单一年份的价格估计

所有资本存量% 然后在编制资产负债表时

按现行价格重新估价% 特别是该核算期的

第一天和最后一天的价格# 这应该在可实

行的最详细水平上实施# 与此有关的更多

内容将在第 ,4 章探讨#

-" 季度账户和其他高频账户

!2"-- 为应对关于数据时效性的要求% 可以编

制比年度账户频率更高的账户# 原则上%

#$%可以适用于任何时间长度% 但是与

年度核算相比% 高频账户需要考虑一些

特别事项# 季度核算是高频数据的一种

常见选择# 编制季度账户所需的更详细

信息% 可参见 +季度国民经济核算手

册& 概念$ 数据来源与编制, 或 +季度

国民经济核算手册, !欧盟统计局%

!333" # 这些手册详细讨论了如何使用

指标外推数据% 以及如何将季度估计值

基准化为年度数据等内容# 以下简单介

绍一些只适用于季度核算而不适用于年

度核算的关键因素# 相似的思路也适用

于其他高频账户#

!$ 概念问题

记录时间

!2"-. 季度国民账户与年度账户的记录时间原则

是一致的# 账户编制应遵从权责发生制原

则而非收付实现制# 然而% 总存在应计但

尚未支付或收到的数额% 相对于核算期的

总流量% 对于一个较短的时期而言% 这些

数额的比例将会更大#

一年及以上的界定标准

!2"-/ 固定资产的界定标准是其应该在生产中使

用一年以上# 为了保持季度账户和年度账

户之间的简明性和一致性% 在季度账户中

仍然采用这一标准#

!2"-0 类似地% 在金融资产分类中% 短期和长期

的界定标准依然是一年#

季节性

!2"-1 季度账户的一个特点是其供给和需求模

式可能会随季节变化而受到影响# 例如%

冬天需要给建筑物供暖故会比夏天消耗

更多的电% 或者相反% 即为了制冷夏天

可能会耗电更多# 很多农产品有淡旺季

之分% 旺季时价格就会相应较低# 出于

这些原因% 虽然季度账户首先应该使用

所观察到的数据来编制% 但最好是在经

季节调整基础上核算季度数据% 这样才

能用于研究剔除季节影响后的经济体的

演变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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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每年同一时期的许多假期会使每个季度

的工作日天数不同# 因此% 基于一个时

期的工作日天数对时间序列进行调整是

很常见的做法# 综合以上% 对因季节性

和工作日天数影响而调整高频数据是值

得的#

($ 数据质量

!2"-3 编制季度账户时% 有必要比较季度数据相

对于年度数据的可获得性# 通常而言% 有

更多的年度数据可以利用% 因此% 与季度

数据相比% 年度数据更加全面或者说质量

更佳# 在这种情况下% 季度账户从某种意

义上说可能是临时的% 当更可靠的年度

数据可用时% 就需要对季度数据进行修

订# 简单地将四个季度的观测值基准化

为最终的年度数据% 可能会使从上一季

度修订数据到下一季度数据之间产生意

料不到且难以置信的变化 !即所谓 (台

阶) " % 这一问题只有通过技术手段方能

解决# 统计部门最常使用的计算机程序

能够进行自动调整% 以确保不会产生这

样的台阶效应#

!2".4 在调整之前% 通常很容易保证四个季度的

合计能够等于年度数据% 但是如果想避免

刚刚提到的台阶问题% 那在季节调整数据

上保持这种一致性就很困难% 故而这不是

一个可取的建议#

!2".! 一些数据不能按季度获得% 因此其季节性

估计需要利用年度信息进行内插和预测#

然而% 应尽可能少用此类数学方法来获取

数据% 因为这样将不太可能获取季度账户

需要监测的经济体的波动信息# 已通过内

插和预测得到的数据值也不大可能包括很

强的季节成分% 因此% 包含全部季节变化

的完整账户可能并不存在#

存货

!2"., 存货变动的度量可能是 (年度数据质量优

于季度数据) 这一普遍准则的一个例外#

对期初和期末的存货水平进行减缩% 二者

相减所得差值正是存货变动# 当货物以存

货形式持有时% 将会产生持有收益 !损

失"% 与此同时% 估计剔除持有损益的存

货变化的时期越短% 估计值质量通常越好

!与此类似的是股票% 持有收益可通过每

日报价的数据而消除% 或者在某些情况下

使用更频繁的数据"# 简单地可以考虑这

样一种情况% 即在连续年份的同一日期上

库存水平是相同的 !可能为零"% 而在此

时期内有相当多的货物在库存中进出# 在

这种情况下% 存货变动的季度 !或者是更

短时间" 估计的总和要比年度估计好#

+$ 物量形式的季度账户

!2".- 正如货物与服务年度账户可以表示为物量形

式一样% 季度账户也可以用物量表示# 虽然

建议物量指数应该是链式的% 但对于季度账

户而言% 建议物量指数应仅仅只在年度基础

上链合% 以避免由季节影响导致的虚假结

果# !/"./至 !/"//段详细介绍了这些技术#

.$ 季度账户的覆盖范围

!2".. 原则上说% 在季度基础上编制包括资产负

债表在内的一整套 #$%账户是可能的# 而

最常见的系列季度账户只包括货物和服务

账户$ 增加值的收入构成$ 政府支出$ 资

产负债表以及资产负债表中金融资产和负

债项目的变化# 货物和服务季度账户也可

以采用物量形式编制#

1" 地区账户

!2"./ 当一个国家里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社会发

展水平严重不一致时% 地区账户就显得特

别重要#

!2".0 地区水平上的完整账户系统意味着将每一地

区视为一个不同的经济体# 在这种背景下%

与其他地区的交易要记录为外部交易# 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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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部交易必须进一步区分为与本国其他地

区之间的交易以及与国外之间的交易#

!2".1 在地区账户背景下需要考虑以下三种类型

的机构单位#

)"区域单位% 该单位在某一个地区具有主

要经济利益中心% 且其大部分活动都发

生在这个地区# 区域单位包括住户$ 所

有基层单位都设在该地区的企业$ 地方

和州政府$ 部分社会保障机构% 以及众

多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 !$(6#7"#

*"多区域单位% 该单位的主要经济利益中

心存在于一个以上地区% 但与国家整体

无关# 很多企业及一些$(6#7都属于这

种情况#

+"少数单位是国民单位% 即其主要经济利

益中心并未按地理定位% 甚至是在多区

域位置意义上也是如此# 通常而言% 包

括中央政府和少部分公司 !可能是国有

的"% 其一般处于垄断或准垄断状态%

如国家铁路公司或国家电力公司#

!2".2 将区域单位的交易分配给一个特定的地区%

在理论上没有任何问题# 但将多区域单位

的交易在各个区域之间进行分配则困难得

多# 考虑到同一企业在不同地区的单位之

间的收付% 需要应用 0"!4. 段中推荐的企

业内部收付的处理方法# 此类收付只有在

接收单位有责任做出向市场供应产品的数

量和价格的决策时方能记录# 否则% 接收

单位则被认为是只为发出单位提供了加工

服务#

!2".3 此外% 多区域单位的某些交易无法在其经

营的不同地区之间直接进行分配% 如大多

数财产收入和金融交易# 因此% 唯一能在

地区水平上决定的多区域单位下的平衡项

是增加值和营业盈余# 这些难题与试图建

立产业账户时出现的问题是相似的% 在这

些产业中% 同一企业的不同基层单位承担

着不同类型的活动#

!2"/4 按地区分配国民机构单位交易会产生更加

复杂的问题% 而且这样做的好处可能会受

到质疑# 虽然由中央政府支付的电力销售$

铁路服务或雇员报酬可以分配给各地区%

但是中央政府和国家企业应缴的公共债务

利息则不能按地理位置划分# 因此% 一种

合理的解决办法是引进一类国民 (准区

域)% 这样就无须在地区之间分配% 而是

分配给这样一个附加地区# 那些在各个区

域设有基层单位的企业的总部就可能会包

括在这类国民 (准区域) 中#

!2"/! 这些理论难题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 为什

么没有哪个国家会为每个地区建立一套完

整的 #$%账户# 在大多数情况下% 地区账

户只限于记录各产业的生产活动 !在对其

中一些产业进行定位时也会产生理论问题%

如运输与通信"% 以及由区域单位组成的

更为完整的机构部门账户% 如住户部门$

地方政府和州政府# 建立地区货物服务账

户以及投入产出表不会带来不可解决的理

论问题% 虽然这也会涉及需将来自或去往

其他地区的货物作为进出口处理# 然而%

由于缺少一个成熟的运输统计系统% 这样

做还是会产生相当多的实践难题#

!2"/, 需要注意的是% 对于大国而言% 同一产品

在不同地区的价格可能会有显著差异# 对

于地区生产和支出价格变动影响的完整调

查% 应该包括建立一类能够估计不同地区

购买力差异的购买力平价指数#

!2"/- 然而% 即便有上面提到的诸多不足% 地区

账户依然是一种对经济政策十分有用的工

具# 可以在地区账户中插入一套与劳动力

参与程度$ 失业以及贫困状况等有关的区

域统计指标# 一个国家不同地区之间的差

异越大% 这样一套包括人均增加值$ 人均

家庭可支配收入及人均家庭消费支出等在

内的区域指标体系就越有用# 如何建立地

区账户和统计指标是一个国家自己的事情%

需要考虑国家的具体情况以及可以用于该

项工作的数据体系和资源#

!2"/. 以下两部手册对区域账户做了详尽的介绍&

一是 +区域账户方法*按活动区分的总增

加值及固定资产形成总额, !欧盟统计局%

!33/"% 另一部是 +区域账户方法***住

户部门账户, !欧盟统计局% !33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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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展示问题

!2"// 正如已经指出的% 通过引入更多子部门列

以及更多交易分解行% 就可以展现更多的

综合经济核算详细信息% 但这将会形成一

张非常复杂且难以操作的核算表# 因此%

对于货物服务的生产和交易$ 金融交易$

详细资产负债表的更为详细的分析% 以及

按目的的分析% 需要以其他形式的表格来

呈现# 以下各节将介绍其中的一些替代方

法# 本节侧重于介绍包含细目的主要宏观

总量#

!2"/0 要理解 #$%% 最基本的是要掌握生产法$

支出法和收入法等三种计算 &'(的方法#

第 !0 章给出的定义只强调在最综合水平上

的不同流量% 以便使三种方法之间的区别

尽可能清晰化# 实际上% 要把结果展现给

用户% 必须有更多的细类信息# 细类的数

量和种类可因国而异% 如果要同时编制多

个国家的核算表% 则可以参考国际组织广

泛使用的一些指导#

!$ 生产法3-7

!2"/1 对于生产法 &'(% 给出一些产业层次的具

体信息通常是合适的# 根据国际标准产业

分类 !6#6<" 修订第四版% 最高层次包括

,! 个部门% 第二层次包括 22 个大类# 为

了展示国民经济核算的汇总数据% 已经开

发了 !4 个类别的高层次汇总数以及 -2 个

类别的中间层次汇总数% 这些类别可适用

于大多数国家上报 #$%数据# 这两种

#$%B6#6<汇总结构分别命名为%

"

!4 和%

"

-2% 6#6<修订版 . 的 !33 至 ,!, 段对其

进行了详细介绍# 表 !2"! 展示了高层次

!%

"

!4" 的产业集合#

关键产业

!2"/2 在一些国家% 按照农业 !6#6<之 %部

门"$ 工业 !6#6<之 ;到 :部门% 其中制

造业属于 <部门% 是单独介绍的" 以及

服务业 !6#6<之 &到 Y" 等分类来展现

一些产业汇总数据是很常见的# 在那些存

在少部分关键产业的国家% 有必要进一步

拆解这些产业% 而合并其他产业# 例如%

为深入观察经济运行情况% 可以从小规模

非正规农业活动中区分出用于生产出口经

济作物的商业化农业活动% 或者是区分出

电子产品的组件% 是很有用处的# 同样

地% 在一些国家% 合并一些服务小类也是

有效的# 然而% 无论显示的信息详细程度

如何% 遵循 6#6<采用的基本排序是一种

很好的做法#

表 !*$!" 高层次的&'#H8&8,集合 $#

"

!)%

6#6<修订版 . 描述

门类

! % 农业$ 林业和渔业

, ;$ <$ '和= 制造业$ 采矿业$ 采石业和其他产业

?,) < 制造业

- : 建筑业

. &$ 7和6 批发和零售贸易% 运输和仓储% 住宿和餐饮服务活动

/ i 信息和通信

0 P 金融和保险活动

1 ^ 房地产活动

2 9和$ 专业$ 科学$ 技术$ 行政和辅助服务活动

3 N$ (和Z 公共行政管理$ 国防$ 教育$ 人类健康和社会工作活动

!4 C$ #$ 和̀Y 其他服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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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在那些存有大量生计性经济活动的国家%

最好能够展示出其产出是货币形式的还是

非货币形式的# 表 !2", 显示了主要的6#6<

产业细分以突出这一区别# 需要视具体情

况而定% 这里给出的这些子类 !或者在合

适时再做更详细的分解" 只是给出了一种

展示一国生产活动信息的方法#

表 !*$(" 生计性经济特征国家的产业层次细目

6#6<修订版 . 描述

门类 类 大组

?货币形式

# ?农业! 林业和渔业

4! ?动植物生产$ 狩猎和相关服务活动

??经济作物

??粮食作物

4!. ??畜牧生产

4, ?林业和伐木业

4- ?捕鱼业和水产养殖业

% ?采矿和采石业

, ?制造业

??正规

??非正规

-和1 ?电力! 煤气! 蒸汽和空调供应* 供水* 污水处理! 废物管理和修复活动

2 ?建筑业

3 ?批发和零售贸易* 汽车和摩托车修理

??正规

??非正规

8 ?住宿与餐饮服务活动

4 ?运输和仓储

.3! ??铁路运输

.3, ??其他陆路运输

/!!$ /!,$ .3-$

/,!$ /,,

??航空运输$ 管道运输$ 仓储和支持运输的活动

/-$ 04 和 0! ??邮政和邮递活动' 电台和电视广播以及电信

F到N ?其他活动

2. ??公共管理和国防' 强制性社会保障

2/ ??教育

20$ 21 和 22 ??人类健康和社会工作活动

02 ??房地产活动

??杂项

?货币总量

?非货币形式

# ?农业# 林业和渔业

4! ?动植物生产$ 狩猎和相关服务活动

???粮食作物

4!. ???畜牧生产

4, ?林业和伐木业

4- ?捕鱼业和水产养殖业

2 ?建筑业

02 ?自用住房的虚拟租金

?其他非货币活动

?非货币总量

?按基本价格计算的总增加值

?生产税减生产补贴以及进口

?国内生产总值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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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出法3-7

!2"04 支出法核算的 &'(等于住户最终消费支

出$ 政府最终消费支出$ 资本形成总额以

及货物服务进出口之和 !通常而言% 在简

化表示的项目中% 住户最终消费支出项目

也包括 $(6#7的最终消费支出"# 详情可

参见表 !2"-# 表中显示了按产品类别或按

<N6<N(类别提供详细信息的可能性# 与

此类似 !尽管没有显示"% 也可以在这些

类别的适当之处包括按产品或 <N($6$

<N:N&分类的详细信息#

+$ 收入总量

!2"0! 收入法 &'(展示的标准化程度要低得多#

一些展示集中在雇员报酬和营业盈余

!混合收入" 上% 这些项目采用与生产法

&'(相同的产业分类# 其他展示则给出

了雇员报酬的不同组成部分 !工资和薪

金$ 雇主的社会缴款"% 以及生产中征收

的不同类型的税收和补贴# 如前所述% 严

格来讲% 收入应该扣除固定资本消耗% 从

而展现国民生产净值而非国内生产总值的

构成# 对于分析人员来说% 与国内生产净

值相关的国民收入也很有意义% 应该展现

出来#

!2"0, 决定账户的展示形式时也应该考虑国民需

求# 在一个实物收入或生计收入很重要的

国家% 应该考虑拆解雇员报酬% 在细分结

果中要包含这些项目#

表 !*$+" 按支出法核算的国内生产总值

&'(& 支出法

最终消费支出

?住户最终消费支出

???按产品或<N6<N(分类提供详细数据

?$(6#7最终消费支出

?政府最终消费支出

???个人消费支出

???公共消费支出

其中& 个人实际消费

资本形成总额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合计

???分资产类别的资本形成总额

??存货变化

??贵重物品获得减处置

货物服务对外差额

??货物服务出口

????货物出口

????服务出口

??货物服务进口

????货物进口

????服务进口

统计误差

国内生产总值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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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量账户

!2"0- 物量账户可以用多种方法展示% 这些方法

之间不必是互相排斥的# 可用水平形式展

现这些账户% 故对于某一年 !参照年" 来

说% 现价数据和物量形式的数据是相等的#

这一结果意味着% 正如 #$%建议的那样%

其物量估计是用链式方法获得的% 而在除

参照年以外的各年% 总量数可能不等于其

组成部分之和# 另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法是

用指数形式展现物量估计# 同时针对总量

和其组成部分将此前同一年份的水平设为

!44% 由此可以使变化很容易识别% 但是%

如果希望能将基准年水平值应用到物量指

标时% 使用者仍然需要计算该水平值是多

少# 然而% 这种替代方法对于存货变化等

合计可能取零或负值的项目来说是不合适

的# 第三种替代方法是用针对以前年度或

基准年度的增长率来表示物量指标# 但是%

因四舍五入问题表明% 这可能不是唯一的

展现方式% 而是有另外的展现形式 !更多

内容参见 !/"0- 段关于计算链式指数对增

长之贡献的讨论"#

/$ 季度账户

!2"0. 正如上文对季度账户的讨论% 季度估计值

应该分别在经季节调整及未经季节调整两

种基础上展示# 通常用现价和物量序列来

表示#

0$ 部门账户

!2"0/ #$%将机构部门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 其

中原因在于% 它在理解经济发展如何影响

经济体中各类不同单位方面发挥着关键作

用# 如下面各章所建议的那样% 每个部门

的账户都可以进行自我检查% 但是% 账户

的某些特征只有在所有部门账户都放在一

起展示时才会突出出来# 例如% 财产收入

流量的检查可以显示哪些部门支付利息$

哪些部门收到利息$ 养老基金收到的红利

比例以及地租是否主要由住户部门支付#

收入再分配账户可用于比较企业部门和住

户部门支付的经常性收入税或财产税数额%

显示哪一部门支付保险费$ 哪些部门接受

赔付% 以及经常性转移在经济中的重要性#

!2"00 这些阐释部门账户的章节也考虑到了其展

示形式与其他统计系统的联系% 尤其是与

政府财政统计$ 对外贸易统计以及货币金

融统计等的联系# 在所有的情况下均要注

意% 应以一种对使用者来说最为实用的方

式展示账户 !有关展示的出版物正在设计

中"# 一类出版物可能与另一类出版物有

很大的区别% 为了确保读者能够最好地利

用所展示的数据% 方法的灵活性至关重要#

5$ 综合性积累账户

!2"01 第 !- 章解释了非金融资产积累账户与金融

资产积累账户之间的衔接# 正如 ,4 章所解

释的% 资产负债表中期初非金融资产与期

末非金融资产之间的联系% 对于推导固定

资本消耗以及测度资本服务和生产率是十

分重要的# 然而% 通常而言% 进行估计所

依赖的基本数据是不定期公布的% 甚至根

本不公布# 尽管其重要性显而易见% 居民

住宅存量数据在很多国家是不公开的#

!2"02 对于金融资产和负债而言% 情况要好一些#

在某些情况下% 流量数据确实来自资产负

债表的期初和期末数据# 尽管这些数据是

定期公布的% 但是可以获得的表格并不总

是与定期发行的国民经济核算出版物相联

系% 所以用户并不是总能了解账户体系中

金融部分和其他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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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人口和劳动投入

#" 引言

!3"! 经济行为本质上是人类行为% 然而在账户

体系里并没有直接提及 (人)# 组成住户

部门的所有个人 !即全体居民" 只有在发

生消费支出时% 才能在账户中识别# 那些

作为雇员的个人仅仅表现为报酬接受者%

却不能显示其中一小部分人所获得的报酬

非常高% 而另一小部分人的报酬非常低

!尽管事实上两种人都存在% 且差距很

大"# 本章的研究目的是展现如何使人口

和劳动数据与系列账户的关键项目联系起

来% 从而显示出普通居民从经济行为中获

得了多大的利益% 每个普通就业者对产出

的贡献有多大% 前者用人均 &'(来衡量%

后者则通过劳动生产率来衡量# 这些数据

本身就是人们关注的对象% 此外% 它们还

被用于对比不同时期的同一数据以及不同

国家的同一数据#

!3", 本章仅涉及总人口$ 劳动投入和劳动生产

率# 第 ,. 章将考虑不同类型的住户# 为

了将资本的影响包含在内% 对生产率的扩

展将在第 ,4 章简要介绍% 而更详细的介

绍可参阅 N=<'编制的 +生产率测度,

手册#

!3"- #$%要求对人口进行定义% 以期从人均角

度来衡量 &'(和消费支出总额# 事实上%

从人均角度衡量 &'(!或居民最终消费支

出" 物量% 可以基于人口调整一个国家的

规模% 使这些总量得以 (标准化)# 尽管

一些社会学研究者质疑这一衡量方法的充

分性% 但是针对主要总量计算的人均量通

常是可以用于衡量一个国家的相对生活水

平的# 即使人均&'(有一些缺陷% 但毫无

疑问% 一国的人均&'(与其生活水平是有

密切关系的#

!3". 用劳动投入变量来衡量生产率是非常必

要的# 生产率随时间的变动情况是衡量

经济生产效率的重要指标之一# 同样地%

一国与类似国家生产率水平之间的差异

是衡量该国生产过程相对效率的重要指

标# 生产率有多种不同的衡量方法% 最

简单的方法是用单位时间 &'(来度量劳

动生产率% 也有一些较为复杂的测量指

标% 如多要素生产率 !有时也称全要素

生产率" % 里面同时含有劳动投入和资

本投入% 从而可以得到一个总和投入%

用以分解 &'(总量#

!$ 劳动力统计的国际标准

!3"/ 显然% 如果要在产出和劳动投入之间构造

一个比例% 那么所使用的劳动概念必须与

#$%中的产出范畴相匹配# 相关的劳动力

统计标准由国际劳工组织 ! 6̂N" 提出%

这个 6̂N标准已包含在国际劳工统计学家

会议 ! <̂̂ #" 所采纳的 (决议) 当中#

根据 ,442 年决议% 经济活动人口是指愿意

提供劳动力以从事#$%范畴内的经济活动

的所有个人(

!3"0 并非每一个经济活动人口都是为常住机构

单位工作的% 有一点尤为重要% 即支撑人

口估计的常住性概念必须与劳动力估计中

的常住性概念相一致% 而且就业估计中关

于个人的常住性概念必须与 #$%中的机构

单位常住性准则相一致#

!0.



($ 本章结构

!3"1 人口与诸如&'(等总量指标之人均指标的

推导是;节的主题# <节将从描述总人口

如何分解为劳动力人口与非劳动力人口开

始% 然后考虑在国外工作的常住居民以及

在本国经济体中工作的非常住居民% 以对

人口总量进行调整# 与此同时% <节还将

介绍如何定义不同类别的劳动力% 同时还

讨论了一些边界问题#

!3"2 '节将讨论如何借助于不同的生产率测度

标准来简化和完善雇员人数统计# =节将

介绍劳动生产率指标的推导% 本章结尾即

:节简要讨论了数据来源#

%" 人口

!3"3 年度人口估计是由频率较低的人口普查所

推得的# 人口普查通常会统计在某一指定

夜间存在的人口数% 或者经常居住于某一

地点的人口数 !即使普查时他们并不在此

地"# 然而% 普查通常是每隔五年或十年

才开展一次% 有时频率还会更低# 在两次

普查之间的年份% 需要通过出生率$ 死亡

率和净移民数等信息来更新国家当年信息#

!3"!4 对一国人口最简单的定义通常是指该国的

所有常住居民( 该定义使用了 #$%和

;9(0 对 (常住性) 的界定% 即一个国家

的常住居民是与该国联系最为紧密从而在

该国具有主要经济利益中心的人群# 通常

而言% 该标准基于这些人在该国居住时间

应该在一年以上# 虽然有一些临界情况

!将在第 ,0 章进一步讨论"% 但在多数情

况下% 可以直接基于一个人拥有一套永久

住所来确定常住性概念#

!3"!! 一般来说% 如果一个人在一国居住一年以

上% 无论他拥有哪国国籍% 都应该包含在该

国的人口测量范围内# 特例是外国的外交人

员$ 防卫人员及其家人% 这些人应包含在其

祖国的人口总量中# (一年准则) 意味着那

些在国外居住少于一年的普通居民应该包含

在本国的人口统计中% 而在本国居住少于一

年的外国游客 !如度假者" 则不应包含在

本国人口中# 关于在特殊情况下应用常住性

标准的更多详情可参见 ."!4 @."!/段#

!$ 增长量的人均估计

!3"!, &'(物量增长率是一个由国民经济核算

提供的衡量经济增长的重要指标# 由于

&'(增长率是以通用单位 !百分比变化"

表示的% 且不受表示 &'(的计价货币所

影响% 故该增长率可以直接用于国家间的

比较# 然而% 每一国家的 &'(总量增长

中有一部分取决于人口变动% 故有必要计

算人均增长率来使其标准化# 例如% 如果

一个国家的人口增长速度快于 &'(增速%

那么人均产出将下降# 另一方面% 一个国

家的 &'(增长率虽降低了% 但如果该国

人口在不断下降% 那么人均 &'(也有可

能上升#

!3"!- 正如引言中所言% 人均&'(指标是有缺陷

的# 以下两例可以说明这一点# 对于一个

住户单体规模较大的经济体% 通过在所有

住户成员共享的住房或其他产品项目上发

生较小比例的支出% 即可获得与住户单体

规模较小的经济体等效的效果# 同样地%

如果对参与体力劳动的小孩和成人赋予同

样的权重% 那就会导致对食物消费充足性

的信息产生误解#

!3"!. 实际国民收入或实际消费支出的人均增

长率通常能比 &'(变动更好地测度国

民平均福利变化# &'(用于衡量一个国

家的产出% 而来自国外的收入或流向国

外的支出对人均实际国民收入的水平和

增长率都有显著影响# 类似地% 由于

&'(中资本形成和净出口所占份额在不

同国家差异很大% 故 &'(的水平和增

长率明显不同于住户最终消费水平和增

长率#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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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均3-7绝对水平

!3"!/ 正如第 !/ 章所述% 国际比较项目 !6<("

估计了不同国家的 &'(绝对水平和人均

&'(% 以便为表述繁荣状况而构建一个相

对标准# 这些估计涉及&'(的测量$ 购买

力平价指数 !(((" 以及以前在测度增长

时介绍过的人口数估计值#

," 劳动力的测算

!3"!0 并不是所有个体都包含在生产性人口中%

有一些人年龄太小$ 有一些人年龄较大%

有人选择不工作% 而另一些人虽然有工作

能力却有时会由于生病$ 未被雇用或者在

休假而暂时不工作# 因此% 从总人口中筛

选出就业人口的第一步就是对劳动力进行

界定#

!3"!1 劳动力是指在任何特定核算期都积极地准

备提供劳动以生产#$%产出核算范畴里的

货物或服务的人群( 劳动力可进一步划分

为就业劳动力与失业劳动力# 因此% 一个

国家的总人口可细分为三类& 就业人口$

失业人口和非劳动力人口# 一个人的身份

取决于其在某一特定核算期 !通常是一个

星期" 里的活动 !或者没有活动"#

!3"!2 由于劳动力是基于短期定义的% 因此任一

时点的劳动力人口可能会小于经济活动人

口# 例如% 在一年的某些时候% 季节性工

人可能包含在经济活动人口之中% 却不属

于劳动力人口#

!3"!3 劳动力由以下四部分人组成& 在常住机构

单位里做雇员的常住者% 在非常住单位里

做雇员的常住者% 未被雇用的常住者% 自

雇者 !一个自雇者必然与一个常住住户相

联系# 如果这个人在国外提供了货物服务%

要记录为出口"# &'#中" 就业是指所有

从事&'#所定义之生产范畴内的! 由某个

常住机构单位实施的生产活动的人" 其中

既包括雇员也包括自雇者(

!$ 雇员

!3",4 雇员是指按合约要求为一个常住机构单位

工作并获得雇员报酬的人( #$%中将这类

报酬记录为雇员报酬# 当雇主和某人签署

合约后% 就出现了雇主 @雇员关系% 合约

是由双方自愿签订的% 有正式和非正式之

分% 雇员为雇主工作可获得相应的实物报

酬或现金报酬# 雇主无需向任何官方机构

披露雇员申请职位的合约#

!3",! 雇员包含但不局限于以下类别&

)"在雇佣合同下% 由雇主雇佣的人 !体力

劳动者或非体力劳动者$ 管理人员$ 家

政人员以及在雇佣项目下开展有偿生产

活动的人"'

*"公务员以及其他政府雇员% 其就业期限

和身份由法律规定'

+"武装部队% 包括那些已经在服役的短期

和长期军人% 以及被征者 !包括为民事

目的而征召者"#

5"由政府或者非营利机构直接支付薪水的

牧师'

8"公司或准公司所有者% 且其在这些公司

里工作'

D"与公司签有正式契约的学生% 其为公司

的生产过程提供劳动投入% 从而获得相

应的报酬或教育服务'

L"存在正式或非正式雇主 @雇员关系的残

疾工人'

M"在某一机构暂时工作的人% 他们隶属于

其雇佣机构所在的行业% 而非实际工作

之企业所在的行业#

!3",, 外包工是指按照先前与某一公司的合同或

者协议% 同意为该公司工作或提供一定数

量货物B服务而其工作地又不在该公司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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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如果协议明确规定% 外包工的酬劳按

其完成的工作 !即投入生产过程的劳动

量" 支付% 那么应该将外包工视为雇员对

待# 1"-. 至 1"-2 段进一步探讨了外包工

分类问题#

!3",- 如果暂不工作的人有正式的就业隶属关系%

那么他们仍被视为雇员# (正式的就业隶

属关系) 可根据以下准则判断&

)"持续收到工资或薪金'

*"在意外事件结束后保证回来工作% 或协

议规定了返回期限'

+"在离职期间% 工人不必接受其他工作而

能得到报酬给付#

上述类别里的人群是那些由于疾病$ 受伤$

休假$ 罢工$ 接受培训或教育$ 休产假$

减少经济活动% 由于坏天气$ 机械设备或

电力故障以及原材料或燃料短缺等原因而

临时解散或暂停工作% 以及因其他临时请

假缺席或擅自缺勤等而暂时不工作的人#

如果可能% 区分出暂时不工作的雇员是很

有用的#

!3",. #$%将公司 !或者准公司" 的管理者视为

雇员% 而 6̂N中却将其归为自雇者#

($ 自雇者

!3",/ 自雇者是其工作的非法人企业的唯一所有

者或者联合所有者" 此处的非法人企业不

包括归类为准公司的非法人企业# 如果为

非法人企业工作的人员的雇员报酬不是其

收入的主要来源% 应将其归入自雇者% 反

之% 则将其归为雇员# 出于某些特殊原因%

自雇者在核算期间可能会暂时不工作# 因

为难以将雇员报酬与非法人企业中的资本

报酬区分开来% 故自雇者的报酬应包含在

混合收入中# !对于某些分析目的而言%

有必要分别估计雇员报酬和混合收入# 参

见 ,4".3 和 ,4"/4 段#"

!3",0 自雇者包括以下三类&

)"为非法人企业工作的家庭成员'

*"外包者% 其收入取决于所承担生产过程

的产出价值% 而不管投入了多少劳动'

+"从事的生产活动完全用于个人或集体性

自用最终消费或资本形成 !如社区建

设" 的人员#

!3",1 家庭服务人员常常被称为无薪工人% 但还

有其他的无薪工人或义工#

!3",2 在 6̂N统计中% 自雇者包括那些在合法的

非法人企业中工作的人% 尽管可获得足够

的信息从而将这些非法人企业视为 #$%中

的准公司# 在 #$%中% 这些人的报酬则被

包含在雇员报酬而非混合收入中# 此外%

还可能把生产合作社成员包含在内#

+$ 失业

!3",3 劳动力被划分为就业者 !即雇员和自雇

者" 与失业者% 因此% 为了完整勾勒出劳

动力状况% 有必要考虑失业# 失业者是指

那些未被雇用但拥有工作能力并正在积极

求职的人# 由于失业者对产出没有贡献%

故国民经济核算对 (失业者) 这一概念未

做要求# 但是% 从 (就业人口) 概念转向

( 经济活动人口) 概念时% 必然会涉及到

失业人口#

.$ 界限问题

职位和雇员

!3"-4 一个人可能为多个雇主工作% 或者在为多

个雇主工作的同时还作为自雇者为自己工

作% 故其有可能拥有一种以上收入来源#

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协议被定义为一个职位%

与此同时% 每一个自雇者也是一个职位#

因此% 在一定程度上看% 一些雇员拥有一

个以上职位这一现象会使经济体所包含的

职位数目超出其雇员数目# 拥有多个职位

的个体可能在一周的某些时间里从事一份

工作% 而在其余时间里从事另一份工作%

或者是同时从事两份工作 !白天从事一份

工作% 晚上从事另一份工作"# 也存在一

个职位由两人共同承担的情况#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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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雇主可能不会知道其雇员从事第二职业的

信息% 而且在任何情况下也不会要求他提

供这些信息# 当雇主提供雇员人数信息时%

实际提交的是其所提供的职位数# 值得注

意的是% 用职位数核算雇员数时% 职位数

并不包括空缺职位数# 进行生产率统计时%

必须认真处理职位数和雇员数之间的差异#

常住性

!3"-, 人口数量取决于个人的常住性% 但是雇员

并不需要居住于其所工作的经济体中# 对

一个常住生产单位而言% 只有当其就业中

既包括常住居民也包括为其工作的非常住

居民时% 该生产单位的活动成果才能与其

就业相比较# 就业人口主要由为常住机构

单位工作的常住居民和自雇者组成% 但是%

也应该包括以下在是否属于常住者方面具

有疑问的类别#

)"非常住边界工人% 即每天跨越国界在该

经济领土内工作的人'

*"非常住季节工人% 即进入经济领土$ 为

了在那些周期性需要额外劳动力的行业

工作而在该国经济领土内停留不到 ! 年

的人'

+"驻守国外的国家武装部队'

5"设置在国家地理领土之外的国家科研基

地上的工作人员'

8"国外外交使团的工作人员'

D"在常住单位经营的渔船$ 其他船只$ 飞

机和浮动平台上工作的船员'

L"在一般政府机构所处经济领土之外的政

府雇员'

M"从事工作的学生是否包括在其中% 应根

据第 ,0 章介绍的识别常住居民或非常

住居民的分类标准予以判断#

!3"-- 另一方面% 以下类别的人口应排除在就业

人口之外&

)"作为边界工人或季节工人在另一经济领

土内工作的本国居民'

*"在非常住单位经营的渔船$ 其他船只$

飞机和浮动平台上工作的船员'

+"作为本国地理领土上之外国政府机构雇

员的本国居民'

5"位于本国地理领土内的国际民间组织职

员 !包括直接招募的本地雇员"'

8"与位于本国地理领土内的国际军事组织

一起工作的军人'

D"为在本国经济领土内设立的外国科研基

地工作的本国居民#

!3"-. 劳动力统计可能基于住户调查 !所有的常

住居民都应接受调查"% 也可能基于基层

单位调查 !如果只关注在常住机构单位中

的就业"# 但是% 为了确保基于 #$%的就

业范围是完整的% 需要进行以下调整&

)"基层单位调查中通常不包括招募的武装

部队成员% 住户调查中可能也不包括这

部分人口% 但在 #$%中% 这些人应视为

政府雇员#

*"住户调查与基层单位调查中通常不包括

在机构性住户部门 !如宗教组织或监

狱" 生活的常住工作者% 但他们属于

#$%所定义的就业人口'

+"为常住机构工作的低于法定劳动年龄的常

住工作者% 属于 #$%所定义的就业人口#

/$ 未观测经济

!3"-/ 国民经济核算非常关注是否完整测算了

#$%生产范畴内的所有经济活动% 即所谓

国民经济核算的 (穷尽原则)# 实际上%

这就意味着要在账户中核算所有非法或隐

藏生产活动 !即地下经济或隐藏经济" 以

及被称为非正规经济活动的产值# 对 #$%

而言% 原则上% 此类工人的报酬或应计入

雇员报酬% 或应计入混合收入# 于是% 在

比较劳动力统计和产出时% 将此类人员纳

入劳动力统计也是很重要的#

0$ '78&4中的劳动力

!3"-0 $(6#7的产出是免费或以没有显著经济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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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价格提供的产出% 故其要按照生产成本

核算% 而成本中包括雇员报酬# 将这些雇

员记录在就业人口中% 对于推导生产率变

化是很重要的# 然而% $(6#7中通常有义

工% 核算这些人群时需要格外慎重#

5$ 义工

!3"-1 签订了提供劳动以获得酬劳或仅获得实物

报酬协议的人% 明确不收取报酬的人% 以

及那些表面没有报酬但却能从其所创造的

产出中获利的人% 这三者之间是有区别的#

在 6̂N统计中% 这三类人都属于经济活动

人口中的就业人口#

!3"-2 在 #$%中% 那些领取定额或仅领取实物报

酬的工作人员的报酬是以其成本来计算的%

不包括任何虚拟的附加酬劳# 例如% 如果

医生或老师工作仅仅只为食宿而工作% 那

就没有其他收入可以支付给他们# 这样的

例子可能出现在宗教机构中或者自然灾害

之后# 如果无论多么少的酬劳都由雇用这

些员工的单位承担% 那么这些员工应包含

在就业人口中#

!3"-3 如果员工是完全义务地为那些被认可的机

构单位工作而不领取任何现金或实物报酬%

那么从 #$%角度看% 这些人仍属于就业

者% 但却不核算雇员报酬 !或混合收入"#

!对于为其他单个团体提供服务的个人%

如少年足球队教练% 没有任何相关基础设

施% 无论其成就有多大% 均被视为从事闲

暇爱好活动而非就业#"

!3".4 如果家庭成员对一个非法人企业的产出有

贡献% 那么从 #$%角度来看% 其酬劳应记

为混合收入% 且应将其视为经济活动人口

对待# 在 6̂N统计中% 如果这些工人的年

龄低于法定工作年龄 !最低工作年龄限制

取决于具体国情"% 那么不能将其记作经

济活动人口#

!3".! 按照惯例% 劳动力服务中不包括自有住房

服务 !参见 ,."/4 @,."/2 段"# 相反% 如

果一群人约定建造一栋大楼或房屋% 如一

所学校或一口井% 那么应该将这些人当作

劳动力看待% 且要根据其所付出的劳动计

算混合收入# 除非有一个相似的建筑与之

对照% 否则对这类工程进行估值将异常困

难# 因此% 建筑物价值可基于其所承担的

成本进行估计# 劳动力是建筑工程非常重

要的投入要素% 因此% 必须将以当地劳动

力市场上类似工种的薪酬率估计的雇员报

酬包含在总成本中 !参见 0"!,1 和 1"-4

段"# 接下来% 这一收入将用于获得其工

作成果% 这些成果随后会移交给第三方保

管# 后一行为将记录为实物资本转移#

-" 劳动投入的标准化测度

!3"., 计算生产率时所需要的劳动投入可以用就

业人数粗略估算# 以此为出发点% 可以通

过调整劳动投入标准以提供复杂程度不同

的各种指标# 比如% 从全职当量$ 实际工

作总时间% 到基于模型得到的经质量调整

之劳动力投入% 所得指标的难度会逐渐增

大# 下面依次讨论这些测度#

!$ 以全职当量为基础的就业人数

!3".- 全职当量就业人数是全职当量职位数" 即

所有雇员的实际工作时间之和除以一个全

职职位的实际平均工作时长(

!3".. 这一定义中没有介绍如何进行估计# 有时可

以采用这样一种方法% 即将兼职当作部分全

职来计算% 这种估算方法比较粗糙# 由于全

职工作的时长会随时间而变化% 且在不同行

业也各不相同% 故应使用更为精细的方法%

比如对每一工作组分别测算少于全周或全日

工作的平均比例和平均工作时间#

!3"./ #$%并不推荐使用全职当量就业人数来估

算劳动力投入# 但是% 如果数据足够完备

从而能够估计出实际工作总时间% 那么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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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当量就业人数也应该与国民经济核算数

据放在一起# 因为这便于与那些仅估算全

职当量就业人数的国家进行国际比较# 然

而% 随着 6̂N逐渐开始建议将实际工作总

时间作为测算劳动力投入的首选方法% 全

职当量法可能会被逐渐淘汰#

!3".0 正如前面提到的% 全职当量雇员数是以平

均全职工时数为基础的# 如果全职工作时

数是因年度假期或公共节假日而减少的%

在此情况下% 即使实际工作总时间减少%

全职当量可能只有很小变化或者没有变化#

病假增加也可能带来类似的影响# 因此%

在估算全职工作时长时% 应根据核算期病

假数和年假数的变化而做出相应调整#

($ 工作时间

!3".1 即使已经对全职当量数进行了上述调整%

在生产率估算中还是倾向于使用实际工作

总时间#

!3".2 实际上% 可能必须要估计出实际工作总时

间和实际年度 !全职" 工作时间# 在很多

国家% 特别是按月计薪的工作% 仅仅包括

正常工作时间或通常工作时间% 应保证加

班加点时间以及年假和法定假期能被确认#

很可能在估算时无法将因病离职的平均时

间从实际工作总时间或者年度 !全职" 工

作时间中扣除# 如果兼职工作和全职工作

的病假率一样% 那么这一错误将不影响全

职当量就业人数#

!3".3 如果用于提供调查数据的核算周不具有代

表性% 那么应使用现有的能反映全年变动

的全部信息来估计全年的数据#

定义实际工作时间

!3"/4 根据 #$%% 工作时间被定义为从事 #$%生

产范畴内的货物服务生产活动所花费的时

间# 在 ,442 年 !! 月第 !2 届 6<̂# 有关工

作时间测算的决议中% 给出了以下七种工

作时间概念的定义#

)"实际工作时间'

*"付薪时间'

+"正常工作时间'

5"协议工作时间'

8"通常工作时间'

D"加班加点时间'

L"离职时间#

!3"/! 实际工作时间是 #$%中最重要的工作时间

概念% 与生产率测算的联系最为密切# 这

一概念包括&

)"直接时间% 即在任何地点为完成工作职

责而花费的时间% 而不论雇员和雇主之

间所签协议中约定的时间量如何'

*"相关时间% 包括电话时间$ 工作途中所

花时间$ 工作培训时间以及完成协议中

列出的其他任务所花费的时间'

+"停工时间% 包括工人可以工作但由于暂

时的技术$ 材料和经济性质等原因而不

能开工'

5"休息时间% 如短休和茶歇等#

!3"/, 工作时间不包括&

)"各种离职时间 !年假$ 公共节假日$ 病

假$ 产假和履行公民义务的时间"'

*"未从事生产性工作时的往返时间'

+"培训之外的其他教育时间'

5"公差时的就餐时间以及其他长休#

!3"/- 与这些准则有关的更多定义可参见6<̂#决议#

!3"/. 不言而喻% 对于雇员职位而言% 其工作时

间等于付薪时间减去没有工作但仍然支付

了薪水的时间% 再加上工作但未付薪的时

间% 这是因为许多基层单位调查记录的是

付薪时间而非工作时间% 因此% 需要借助

于任何可利用的带薪休假等信息% 来估计

每一工作组的工作时间#

+$ 经质量调整的劳动投入

!3"// 用实际工作总时间作为计算随时间变化的劳

动生产率的投入指标% 暗含这样一种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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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每一工作时间具有相同的质量 !也就是

说% 所雇用劳动力的熟练程度和技能水平没

有什么不同"# 换句话说% 每个小时都是由

熟练人员完成的% 比如% 假定脑外科医生与

不熟练工人每小时会创造出相同数量和质量

的产出# 可以以不同等级工人工作质量指数

作为权数% 设计一种经质量调整的劳动投入

度量方法% 该方法考虑到了工人构成随时间

发生的变化# !此处的 (质量调整) 术语与

质量调整价格指数相类似% 但是它也可以视

为对有关工人构成变动的调整#"

!3"/0 这里所使用的质量指标与学术资质$ 职业资

质$ 经验程度 !一般以工人年龄为基础"

和雇用行业等指标有关# 不同指标用每类工

人的平均工资来加权# 该方法的应用前提

是% 直到劳动力边际价格 !即包括间接成

本在内的工资" 等于从其生产中预期可得

的边际收入% 雇主才停止增加雇佣工人# 使

用的指数公式可以是固定权重 !拉氏" 公

式% 也可以是更复杂的公式 !如唐氏公

式"% 后者在分析中使用来自每一时期的权

数% 因此考虑了权数的变化#

!3"/1 使用这一方法计算经质量调整之劳动投入指

标需要大量数据% 只有那些统计系统高度完

善的国家才有可能拥有所需的详细数据资料#

.$ 不变报酬的雇员劳动投入

!3"/2 实际工作总时间和全职当量就业人数都属

于劳动投入实物度量方法# 产出通常也能

从实物角度度量% 如以吨和立方米进行度

量% 但由于每吨或每立方米的基本价值在

不同产品上的差异非常显著% 使这些实物

度量指标缺乏一般经济意义% 故在国民经

济核算中并不进行实物核算# 然而% 每小

时报酬或每一全职职位的年度报酬也存在

巨大差异# 只有当不同种类劳动力的结构

在不同国家中或不同时点上基本相同时%

进行劳动投入的实物度量才是有效的#

!3"/3 产出可同时按现价和从物量角度衡量% 因

此% 也可对劳动投入和中间投入进行同样

的处理# 然而% 自雇者的酬劳包含在混合

收入中% 且不能对二者加以明确识别# 为

此% 这里仅将雇员的劳动投入按不变报酬

显示#

!3"04 以现价和物量核算的雇员劳动投入应与产

出核算相对称% 且需要注意以下事项&

)"市场价格和市场报酬被确定用于测算不

同货物$ 服务和职位的相对经济重要

性% 由此带来的缺陷对于产出和投入是

一样的'

*"尽管物量指标和不变报酬在概念上应该

按照基期价格或报酬水平对其数量进行

重估价% 但在实际中% 它们也可以这样

估算& 用现期价格或报酬水平下的每组

总价值分别除以适当的工资指数% 然后

加总所有各组价值求总和'

+"各组指标是就各该组职位或货物服务的

一个代表样本计算出来的估计数% 其权

数反映了所代表的每一子组 !由选定的

职位$ 货物服务所代表" 的相对重要

性# 换句话说% 一个报酬指数可以作为

一种价格指数来构建#

!3"0! 正如上面所提到的% 以不变报酬计量的雇

员劳动投入价值可以通过缩减其现价价值

来估算% 同时也可以用直接方法计算% 即

用每一工作组的现有职位数乘以该工作组

基年的平均劳动报酬#

1" 估算劳动生产率

!$ 劳动生产率和多要素生产率 $;27%

!3"0, 劳动生产率通过每小时工作 !或每一雇

工" 的产出物量来表现# 然而% 由于该指

标的变化除了可以反映雇佣劳动力工作时

间的变化以外% 还反映了其他很多因素的

变动% 故该指标不够精细# 特别需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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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 所用资本数量的增长会对该比率产

生影响% 劳动力构成的变化也会改变这一

比率#

!3"0- 用产出除以资本所提供的服务% 结果是资

本生产率指标% 该指标也面临同样的缺陷%

因为它不能反映雇佣劳动人数$ 资本投入

效率及构成的影响#

!3"0. 一种同时考虑劳动力和资本对产出增长之

贡献的方法是多要素生产率 !9:("% 有

时也称为全要素生产率 ! :̀("# 使用9:(

测度生产率的优点是% 该指标包含了劳动

力和资本投入之外的要素对产出的影响#

这一论题在第 ,4 章和 +资本测算手册,

中有进一步讨论#

!3"0/ 可以扩展生产率模型% 使其能够包括生

产中所使用的能源和原料等其他要素#

它可延伸到用最详细的投入产出表来估

算生产率# 在 =Y@P̂ =9# 项目中可以

找到类似的案例# =Y@P̂ =9# 最初是

一个统计与分析研究项目% 着重研究欧

盟产业水平上的生产率分析和增长核算#

有关该项目的详细信息可通过 MEE\& BB

[[["8XTJ8GI"K8EB找到% 其成果已被官方

采用#

($ 用于生产率估计的就业估计

!3"00 正如'节所述% 不仅仅是雇员人数% 甚至

是全职当量雇员数% 都不是研究生产率的

理想测度指标# 但由于 (实际工作总时

间) 是粗糙测度方法与数据密集方法 !该

方法对熟练程度$ 技能水平和劳动构成上

的差异进行了调整" 之间的折中测度指

标% 故许多人首选这一指标#

!3"01 无论使用哪种劳动指标来计算生产率% 确

保劳动力数据覆盖范围与国民经济核算覆

盖范围相一致是非常重要的# 换句话说%

劳动投入必须是在相同的生产范畴内核算

的% 且要使用与国民经济核算一致的常住

居民标准# 一般而言% 最麻烦的是常住居

民 !特别是边境工人"$ 防卫军人和外交

人员 !一般未包括在提供基础数据的劳动

力调查中"$ 无薪工作时间 !如无偿加班"

信息或者是某些自雇者信息 !如家庭服务

工人"#

!3"02 在关注经济整体生产率的同时% 分析人员

对行业生产率的关注程度也在日益提高#

分行业计算就业人数和工作时间数会加大

估算过程的难度# 使用工作时间的另一个

优点是% 当一个工人拥有不属于同一行业

的两份或两份以上工作时% 使用工作时间

指标能克服按行业测算就业人数时所带来

的问题#

!3"03 特别地% 国民经济核算数据来自基层单位

调查% 而就业估计则通常使用住户调查结

果获得# 通常很难将具有独立来源的数据

正确地匹配到行业分类中# 进行地区估算

时应该在地区水平 !而非国家水平" 上应

用常住性概念% 故类似的困难也可能会对

地区估算产生潜在影响#

!3"14 劳动生产率 !包括行业生产率" 与9:(都

是衡量经济发展的有效工具# 从实践角度

来看% 在估算生产率指标时% 确保这一系

列估算指标彼此之间在就业人数$ 工作时

间和产出测度上保持一致是非常重要的#

+$ 数据一致性

!3"1! 多数分析人员认为有必要考察不同行业的

相对生产效率# 实际上% 对经济总体的劳

动投入估算可能是 (自下而上) 得到的%

也可能是 (自上而下) 展开的# 对于前一

种情况而言% 经济总体合计数将与行业估

算结果完全一致% 因为劳动力总估计值就

是通过将各行业数加起来得到的# 然而%

对于 (自上而下) 这种情况% 可能会利用

一系列不同的数据源来获得行业分量数#

在这类情况下% 需要确保行业估计值之和

与国民意义上的总数相一致#

!3"1, 按行业划分就业并不总是简单明了的# 主

要问题是要确保每一行业的就业估算值与

国民经济核算的价值和物量尽可能一致%

以此保证生产率估计的有效性# 如果员工

是通过外部招聘机构进入公司的% 就会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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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一个特殊问题# 保持行业产出的一致性

意味着% 此类就业应该归入合法雇用员工

之基层单位所在的行业% 而实际上% 一般

却是由招聘机构来支付这些员工的工资以

及相关的社会缴款% 因此员工被归为 (劳

动力招募和职员供给) 这个行业 !代码

1.3!"# 该行业的产出会包括向那些需要

员工的基层单位提供雇员所获得的收入'

一般来说% 那些基层单位隶属于其他行业#

使用这些雇员的基层单位会付钱给雇佣机

构% 然后这些雇佣机构再给员工发放工资%

因此% (使用) 基层单位的支付将记录为

该使用行业的中间投入#

!3"1- 对于生产率而言% 理想的情况是将这些员

工创造的产出以及其工作时间记入他们实

际工作的行业而非 (劳动力招募和职员供

给) 行业# 然而% 在实际中% 不太可能收

集到数据% 支持按上述方法对产出和工作

时间进行归类# 出于某些目的% 将雇佣机

构招聘的员工分摊到实际使用这些员工的

行业是有用处的# 然而% 这种分摊应该展

示在附表中% 而非中心账户中#

.$ 国际比较

!3"1. 生产增长率通常以百分数形式表示% 且国

家之间的比较也用百分数表示# 假设类似

方法已在进行比较的国家编制估计量时使

用% 且它们已进行了生产率水平的粗略比

较% 那么此类比较是有意义的% 而且比直

接进行水平比较的做法更为简单# 测度国

家之间的相对生产水平 !如&'(总物量或

人均&'(" 或生产率会更加复杂% 因为需

要将国民经济核算数据转换成通用的货币#

因此% 最好的方法是计算购买力平价指数

!((("% 用该指数作为意在使有关国家之

间一揽子货物服务价格相等的货币换算率#

在实际中% (((既调整了国家之间的价格

水平差异% 也调整了汇率差异 !参见 !/

章=节"#

!3"1/ 在&'(之下水平***如按行业***上进行

生产率的国际比较% 是存在问题的# 计算

(((时使用的是支出法 &'(% 因此% 对创

造 &'(的每一单独产业而言是没有 (((

的# 为此有必要假定% 针对&'(等单个总

量指标的(((同样适用于所有行业# 而检

查不同支出构成在 (((上的差别可以发

现% 它们是存在显著差别的% 因此这一假

定并不怎么好# 所以% 在分量层次上进行

稳健的生产率国际比较% 是一项非常有难

度的工作#

2" 数据来源说明

!3"10 一般来说% 就业数据有三类数据源# 这些

来源既可以单独使用% 也可以结合起来使

用% 尤其是当各自的周期不同时# 通常应

注意的是% 就业数据调查及其他调查中%

调查的质量取决于适用于该项调查的样本

大小$ 调查设计$ 回答率和参照期# 因此%

需要采取相应步骤以应对无回答和错报等

情况#

!3"11 三种数据来源是&

)"住户调查% 比如劳动力调查'

*"基层单位调查'

+"行政数据 !如与工资所得税有关的就业

数据"#

偶尔也能获得人口普查数据#

!3"12 通过住户调查得到的就业估计% 是那些拥

有工作的人员数或其工时数# 一方面% 如

果测度劳动投入时使用的是一个国家的职

位数% 除非住户调查收集了与持有多份职

位有关的信息% 否则此类调查将会在一定

程度上低估劳动投入% 因为有些人可能拥

有一份以上的职位# 另一方面% 如果住户

调查收集了每个人在其受聘职位上工作的

工时数% 那么它就可以较好地估计出经济

总体的就业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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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把基层单位调查作为就业数据的来源% 可

能会有一些问题# 首先% 用于更新抽样框

的来源 !如合适的权威机构认证的新基层

单位注册" 存在固有的滞后性% 故很难保

证基层单位调查所依托的抽样框是最新的#

即使更新抽样框时的滞后具有一致性% 但

其对就业估计值的影响会随着经济周期的

波峰波谷而发生变化# 其次% 很难收集到

自雇者的数据% 尤其当这些人经营的是非

法人企业时# 临时工应视为服务提供者还

是雇员% 企业会在此问题上产生混淆# 此

外% 还可能存在故意低报就业人数的情况#

!3"24 行政数据为得到就业数据提供了一种有用

的数据来源% 但使用时需要慎重% 且必须

与其他来源结合起来使用# 即使行政数据

覆盖范围相当全面 !如基层单位税收数

据"% 但这些数据可能在参照年度以后很

久都无法获得% 且只能提供该年就业数据

的概览而非年度平均情况# 像工资税这样

的数据% 其来源常常会受到小型基层单位

企业 !包括非法人企业" 免税的影响% 从

而会降低数据的完整性# 由于农业$ 建筑

业和零售业等行业中会有较多的小型基层

单位% 故基层单位的覆盖面可能因行业不

同而存在差异#

!3"2! 与国民经济核算中处理边境工人有关的问

题已经在常住性部分做了说明# 从数据来

源来看% 住户调查可能仅包括属于所调查

国家 !即其常住国" 的就业人口% 除非调

查中包含详细的用于识别和排除这些工人

的问题#

!3"2, 对那些当期有一份以上职位的受雇人员%

只能通过应用非常随意的标准 !例如对其

来说哪一工作最为重要" 来确定其工作所

在行业和工作职位# 在实践中% 基层单位

调查仅提供与职位有关的数据% 而住户调

查则可提供就业人数或职位数% 或同时提

供这两类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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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章"资本服务和国民账户

#" 引言

,4"! 本章的内容和风格与 #$%账户的内容和风

格有所不同% 其目的是揭示如何在生产中

所使用资产的价值与所创造的营业盈余总

额之间建立起联系# 在过去大约 /4 年间%

资本服务理论已经描述了这种联系% 然而%

仅仅在最近% 才有一些统计机构将来自该

理论的有关思想纳入到生产中所使用资产

的存量测算中来# 有证据表明% 这种方法

将改进资本的存量测算% 因此% 有人建议%

为了满足这些机构的兴趣% 应该编制一张

表% 作为标准账户的补充% 以显示非金融

资产所提供的隐性服务# 生产中所投入劳

动的贡献被视为雇员报酬# 通过将资本服

务的估算与增加值的标准组成成分联系起

来% 就可以用生产率分析中所采用的与

#$%账户完全一致的方法% 来描述劳动和

资本对生产的贡献#

,4", 引言的其余部分将对联接资本服务与国民

账户所涉及的思想给予概述# ;节将阐述

资本存量测算如何才能与资产效率概念和

资产价格协调一致# 接下来% <节将阐述

在账户的现有项目内如何确定资本服务的

流量# '节用以阐述如何考虑资产价值与

其对营业盈余的贡献之间的基本联系% 以

便于确定适当的方式来解释与资产获得和

处置有关的费用% 以及当不能得到足够的

市场价格信息时如何对资产进行估价# 最

后% =节讨论附表的可能格式#

!$ 资本服务的基本思想

,4"- 在生产中使用非金融资产% 或者在一段时

期内持有非金融资产% 均可产生收益# 本

章关注那些对生产有贡献的非金融资产以

及如何在账户中记录这种贡献# 与之相关

的资产是固定资产$ 存货$ 自然资源和那

些在生产中使用的合约$ 租约和许可# 贵

重物品的收益产生于因将其作为价值贮藏

手段而持有 !而非使用"% 因此不包括在

本章范围之内#

,4". 先要识别在经济所有者资产负债表中出现

的资产% 和相邻两期资产负债表之间的价

值变化% 并将其包含在适当的账户中# 重

估价账户体现了由于绝对或相对价格引起

的资产价值变化% 资产物量其他变化账户

体现了没有反映在交易中的突发事件所引

起的资产价值变化# 其他每一种价值量变

化均应视为交易% 必须在 #$%的其他地方

予以记录# 如果资产的使用者不是其法定

所有人% 则应按以下两笔交易记录& 一是

引起其使用者和所有者之间产生支付行为

的交易% 二是体现使用者获得使用资产所

带来收益的交易% 后者记录为使用者的内

部交易# 如果资产的法定所有人也是其使

用者% 则只须记录内部交易#

,4"/ 生产中所使用的资产必须得到补偿% 但这

个补偿不是仅从获得资产那一时期的生产

价值中扣除% 而是覆盖了在生产中使用该

资产的整个期间# 对于固定资产而言% 此

类对资产的逐步补偿记作固定资本消耗%

即因用于生产过程而使该资产减少的价值#

然而% 资产不只是生产手段% 同时也是营

业盈余的来源% 所以也会对企业的盈利能

力做出贡献# 长期以来% 营业盈余是对生

产中所使用资产的回报% 这一点已经取得

,1.



共识% 但是 #$%以往并没有解释这个盈余

是如何产生的% 它与资产价值是如何联系

起来的% 以及资产价值在一段时期内是以

何种方式变化的# 正如这里所说的% 要对

这些问题予以解释% 就需要引入资本服务

理论# 这里所涉及的服务不是生产过程的

产出 !如运输或教育服务"% 所以这个术

语会给国民经济核算人员带来极大的不方

便# 不过% 只要记住资本服务不是生产性

服务% 就可以很好地使用这个术语% 而且

完全不会造成困难# 或者% 可以简单地认

为% 资本服务就是这样一个术语& 以此方

式在生产账户和资产负债表中记录用于生

产过程的资产的价值变化#

,4"0 为什么要识别国民账户中与资本服务有关

的项目% 动力主要来自旨在利用这些信息

进行分析的人% 特别是对生产率研究感兴

趣的人# 由于大部分工作是由研究者承担

的% 因此% 不可避免地% 其建议背后的机

理与逻辑要用一种十分学术的方式予以表

达% 有时还会大量使用相当复杂的代数学#

本章采用一种不同的方式对此进行描述%

其目的是要表明% 这样做并非要将一个新

的概念引入 #$%***理论上说% 在现有账

户中就能够识别资本服务# 更进一步% 识

别资本服务% 能够改进对固定资本消耗

!生产账户中通常需要该指标值" 和资本

存量价值 !资产负债表中需要该指标值"

的估算# 这样% 以分析的方法推导这些对

生产率研究十分有用的信息% 可视为是改

进国民账户编制实践的副产品% 而不是一

项额外的任务# 本章以一个高度概括的数

字实例作出解释% 但其目的仍是论证资本

服务有关之研究中所涉及的概念和对资本

进行估价以及对资本存量进行推导的国民

账户方法之间的联系#

,4"1 本章的目的在于对概念做一个概括性介绍%

并在整体上简要说明为什么资本服务理论

与国民账户有关% 所以% 这里给出的解释

在某些程度上可能是肤浅的# 要想深刻理

解这个问题% 可参阅 N=<'与此有关的两

个手册& +资本测算手册, 与 +生产率测

算手册,% 以及这些手册中所引用的一些

实践和理论工作成果#

%" 对资本存量进行估价

,4"2 对资本存量的价值进行估计不是一个简单

的过程# 尽管可以直接测算所有各年新增

的资本形成并将其直接加总起来% 但是%

要估算那些虽然类别相同但具有不同特征

和不同使用期的资本存量的全部价值% 却

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理论上说% 如果每

一项具体资产都存在一个良好的二手市场%

那就能够利用这些观察到的价格对每项资

产以给定年份通行的价格进行重估价% 但

实际上% 很少能够得到此类信息# 因此必

须采用间接的方法对资本存量进行测算#

按照惯例% 估算资本存量必须依据资产价

格如何随时间衰减的假定% 并且使用基于

永续盘存法 !(69" 的模型 !包含了上述

假定"# 总的来说% 通过(69% 能够减记所

有在所涉年份年初既存资产的价值 !即资

产在这一年的价值下降"% 注销在那一年

达到使用年限的资产% 再加上在那一年内

所获得的经过减记的资产价值# 这个例行

作法已经约定俗成% 以至于有可能忽略了

它所依赖的假定% 但是正是对这些假定的

研究% 揭示了来自资本服务价值的双重好

处#

,4"3 如果缺乏可以观察到的价格% 资产价值可

由其未来收益的现值决定# 经济理论表明%

在一个即使具有可观测价格的运作良好的

市场 !适当界定" 中% 这个关系式也能成

立# 这样% 就提出了两类关于资产价值的

问题& !O" 如果出售的话它值多少钱% 和

!OO" 在其使用年限内它将对生产做出多大

贡献# 第一个问题是由国民经济核算人员

所提出的传统问题% 第二个问题则是生产

率研究中的基本问题# 然而% 这两个问题

不是独立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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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识别对生产的贡献

,4"!4 假定一项资产在接下来的五年内将分别为

生产增加价值 !44$ 24$ 04$ .4 和 ,4# 为

简单起见% 假定所有产品价格相同且没有

通货膨胀# 更进一步% 假定整个五年的真

实利率都是每年百分之五#

,4"!! 使用如表 ,4"! 所示的现值法% 可以推导出

五年中各年的资产价值# !为简单起见%

在这个例子以及所有接下来的例子中% 所

显示的价值均为年初的价值% 因此% 贴现

时应该使用全年的系数# 这种简化仅仅是

为了便于这里的解释说明' 实践中应该使

用年中的数字# 还必须指出% 表中的数字

是四舍五入得到的% 因此看起来其合计数

并不正好等于各项相加之和# 然而% 在电

子数据表中模仿这些例子的读者将正好获

得这里所显示的数字#"

,4"!, 来自于第 , 年的期望收益 24% 使第 ! 年的

资产价值增加了 10% 即 24 除以 !"4/# !或

者% 第 ! 年的资产增值% 可以被看作是 24

乘以贴现因子 4"3/,.% 即 !"4/ 的倒数#"

来自于第 - 年的期望收益使第 , 年的资产

价值增加了 /1 !04 除以 !"4/"% 使第 ! 年

的资产价值增加了 /. !/1 除以 !"4/"% 依

此类推# 当第一年的收益价值 !44 加上 10

!第二年所获得收益在第一年的价值"% 再

加上 /. !第三年所获得收益在第一年的价

值"$ -/ 和 !0 !分别代表第四年和第五年

所获得收益在第一年的价值"% 就得到第

一年的资产价值 ,2,# 当整个表完成以后%

可以看到% 资产在这五年中的价值依次为

,2,$ !3!$ !!0$ /3 和 ,4#

,4"!- 将资产的当年价值减去其后一年的价值%

就可得到其逐年减少的价值量# 这样% 就

得到了 3!$ 1.$ /1$ -3$ ,4 这样一个序

列% 序列之和为 ,2,% 即该资产的原始价

值# 如果从资产对生产所做的贡献 !第一

年为 !44" 中减去资产价值的减少量 !第

一年为 3!"% 结果就是当年所产生的收入

价值 !第一年为 3"# 为了看清楚这个项目

代表的是收入% 需要想一想% 第一列中第

?

表 ()$!" 根据资本对生产的

贡献推导其存量价值的例子

贴现率 /Q

, 年至第 / 年的各项数字相加之和 !!2,"

代表了第 , 年在役的相同资本存量但以第

一年的价格水平来衡量的价值# 在第一年

至第二年中% 这个价值量由 !2, 增加至

!3!% 增加了 3# 这个数字完全符合收入的

评判标准% 即收入是资产所有者在其期末

与期初处境一样好的前提下能够花费的价

值量#

,4"!. 在这五年内% 收入的价值量等于对角线上

的元素之和 !-44" 与这五年间减少的价

值量 !,2," 二者相减之差% 或者% 换句

话说% 资产所产生的收入价值量恒等于在

确定资产现值时内含的贴现数额#

($ 识别任意时刻的资产价值

,4"!/ 现在假定没有任何有关资产对生产贡献的

信息% 但是知道资产在这五年内由于老化

而衰减的价值# 如果假定已知资产价值相

对于前一年价值的价值指数% 且资产的初

始价值为 ,2,% 这样就能计算出表 ,4", 中

的各项数据# 这里特意假定其资产价值序

列与表 ,4"! 中的数据保持一致# 用价值衰

减系数 4"02 乘以资产的初始价值 ,2,% 就

可得到第 , 年的资产价值 !3!' 用价值衰

减系数 4"0! 乘以 !3!% 就可得到第 - 年的

资产价值 !!0% 依此类推# !或者也可以假

定已知资产价值的时间序列% 利用它去求

初始价值#" 从这里可以推算出资产逐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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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减的价值% 可以看出% 它与表 ,4"! 中的

资产衰减价值相同#

,4"!0 总的来说% 这就是 (69所要达到的两个目

的% 第一是计算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价值%

第二是计算固定资本消耗的数值% 显然这

些要求都得到了满足# 最后一年资产对生

产的贡献 !,4" 与最后一年的资产价值相

等# 如果用百分之五的利率对其贴现% 由

此决定了第 . 年年初资产增加的价值为

!3# 根据第 . 年年初的资产价值为 /3% 即

可确定那一年资产对生产的贡献肯定是

.4# 依此类推% 第 - 年的资产价值 !!0 中

肯定包括了第 / 年资产对生产的贡献 !2

!由 ,4 贴现两次得到" 和第 . 年资产对生

产的贡献 -2 !由 .4 贴现一次得到"% 因

此% 剩余部分即第 - 年资产对生产的贡献

肯定是 04# 用这种方法% 表的上半部分%

即三角形部分都可以推算出来% 而且每年

的收入值也可以推算出来% 就像在表 ,4"!

中一样#

表 ()$(" 根据资本价格的

下降推导其存量价值的例子

贴现率 /Q

+$ 年限效率模式和年限价格模式

,4"!1 表 ,4"!和 ,4",从不同的假设前提出发% 却

得到了完全相同的结果% 尽管是按照不同顺

序来完成这两张表的# 表 ,4"! 从资产对生

产的贡献是逐渐衰减的这个假定出发% 推导

出每一年的资产存量和价值衰减量# 表

,4",则从资产存量是衰减的这个假定出发%

推导出每一年资产对生产的贡献值和价值衰

减量# 两种方法都给出了资产负债表中所包

括的资产存量价值和固定资本消耗的数值#

在两个例子中所做的假定必须是一致的# 事

实上% 可以看出% 资产对生产贡献的任何衰

减模式 !通常叫做年限效率模式" 都会对

应一种***而且也只对应一种***价格衰

减模式 !通常叫做年限价格模式"#

,4"!2 根据这一点% 似乎可以从(69的一系列假定

中提取信息% 直接推导出资产对生产的贡献#

虽然这样做是有可能的% 但一般来说% 由一

系列年限效率模式假定出发重新进行推导应

该更为可取# 表 ,4"-可以阐明其中原因#

,4"!3 表 ,4"- 与表 ,4", 一样% 也是从一系列相

对价格变化开始的% 但这些变化与表 ,4",

有些不同# 价值指数序列不是 !"44$

4"02$ 4"0!$ 4"/! 和 4"-.% 而是 !"44$

4"1/$ 4"//$ 4"-4 和 4",4# 这些变化低估

了第二年的资产价值衰减率% 且假定在后

来年份有更快的衰减率# 乍一看% 这些假

定似乎没什么不合理的% 然而却对资产之

生产贡献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由此得到的

序列 24$ !4!$ 2-$ ,2 和 1 看起来有些令

人难以置信# 哪一类资产会在第二年比第

一年的效率高百分之二十% 而且在此后快

速衰减之前% 第三年的效率仍然比第一年

高# 然而% 与表 ,4", 一样% 把这五年衰减

的价值累加% 这种流量模式仍然可以与资

产初始价值 ,2, 保持一致#

表 ()$+" 价格下降模式与表 ()$( 稍有不同

贴现率 /Q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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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 估计资产存量价

值$ 资产衰减价值和资产产生的收入时%

对效率衰减做出假定比对价格衰减率做出

假定可能会导致更好的结果的原因# 以下

再举一个例子% 来说明为什么这么做会更

简便# 考虑这样一个例子% 一项资产在五

年中的每一年对生产的贡献都是一样的%

我们假定是 !44% 然后突然报废% 就像一

个电灯泡# 在这个例子中% 假定一个不变

的年限效率模式是很容易的% 但是凭直觉

可知% 相应的年限价格模式很明显要低很

多% 而且会根据所使用的贴现因子而变化#

,4",! 然而% 尽管有很好的理由以年限效率模式

作为出发点% 但实际可得到的信息却是关

于年限价格模式的 !即使只是部分信息"%

因此应该确保所选择的年限效率模式与观

察到的年限价格变动保持一致#

.$ 几何级数衰减模式特例

,4",, 一些模式既可适用于年限价格模式% 也可

适用于年限效率模式# 这些模式包括直线

折旧和在 +资本测算, 中所讨论的各种非

线性模式# 其中一种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模

式是价格呈几何级数衰减% 即每一年价格

!已经过通货膨胀调整" 均是前一年价格

的一个固定比例 !D"# 这样的序列会趋近

于 4% 但从来不会真正等于 4% 所以在一张

类似于上面所显示的表中对它进行描述是

有困难的% 但借助于一些非常简单的代数

知识% 即可推导出其有趣的特性#

,4",- 从上面的表可以看出% 每一年年初的资产

价值 !9

-

" 都等于那一年所产生的资本服

务 !O" 加上贴现因子 !P" 与下一年年初

资产价值 !9

-A!

" 的乘积# 即&

9

-

aO AP9

-A!

在这里% 9

-A!

aQ9

-

% 9

-

aO7!! @PQ"#

照此类推% 如果资产在第-A! 年所产生的

资本服务价值是<% 9

-A!

a<7!! @PQ"# 但

是既然9

-A!

aQ9

-

%% 那么<肯定等于 OQ# 由

此可知% 年限价格模式的形式与年限效率

模式在形式上完全相同#

,4",. 如上所述% 有一种而且只有一种年限价格

模式对应于某种年限效率模式% 所以可以

推出几何级数衰减模式是唯一对价格衰减

和效率衰减都相同的模式# 其结果是依价

值衰减而调整的资本存量数据等于依效率

衰减而调整的资本存量数据# 这种特性使

我们更有理由相信% 选择这种模式来决定

资本存量价值是可取的#

/$ 实际的考虑

,4",/ 正如本节开始所提到的% 为了便于向初次

接触这种思想的人解释资本服务理念背后

的基本理论% 这里对给出的例子进行了许

多简化# 要想进行更详细的讨论% 考虑诸

如选择这种年限价格 !或年限效率" 模式

而不是另一种模式的基本原理$ 如何估算

资产的寿命期和其退出模式以及计算过程

中期望值的作用% 应该去查阅 +资本测

算, 手册#

,4",0 该手册还讨论了这样一些实际问题% 即资

本回报应该足够支付针对这里所涉资产征

收的税% 这也是以简化之名而被省略的一

点#

,4",1 确切地说% 利率或贴现率 !即 F% 本章通

常假定为 /Q" 与贴现因子 !即 !! AF"

的倒数" 之间是有区别的# 当 F是 /Q时%

贴现因子是 3/",.Q# 当贴现因子是 3/Q

时% 贴现率是 /",0Q#

," 对流量的解释

,4",2 上面各表生成了三个特别有趣的时间序列#

一个是资产随时间对生产的贡献% 一个是

资产价值的衰减% 一个是由资产产生的收

入# 很明显% 中间一个术语相当于 #$%通

常理解的固定资本消耗# 资本对生产的贡

献就是所谓的营业盈余总额% 因此第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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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序列 !收入" 正好相当于营业盈余净

额# 然而% 这些流量也能冠以其他名称#

表中对角线上的各元素% 表明了资本对生

产的贡献% 也被称作资本服务价值# 收入

这个元素是对资本的回报% 因此资本回报

率是收入对资本价值的比率# 对于表 ,4"!

和 ,4", 而言% 收入流量占下一年度资本存

量价值的百分比也是百分之五% 与贴现率

相等# 表 ,4". 展示了这些替代术语#

表 ()$." 资本服务与&'#的术语

贴现率 /Q

!$ 资本服务和营业盈余总额

,4",3 国民经济核算人员可能要问% 如果把营业

盈余总额作为源自收入形成账户的平衡项%

如何才能用这种方法估算营业盈余总额-

对于这个问题有两个可能的答案# 第一个

答案是% 没有一个完全等同于营业盈余总

额的东西% 但资本服务价值是暗含在其中

的% 所以资本服务可以被记为相对于营业

盈余总额的子项目# 比方说% 假设这里选

择的贴现率就是银行存款能够获得的利率#

如果资产是具有成本效益的% 这就决定了

资产使用者需要创造并当做营业盈余净额

的价值应该有多大# 如果资本服务的数值

和营业盈余总额的数值都是 !44% 那意味

着生产者已经作了一个合理的资产选择'

该资产为他所挣得的收入正好等于他把这

笔钱存在银行可以获得的收入# 如果他获

得的收入多于 !44% 那就意味着比起把钱

存在银行% 他做了一个更好的选择# 如果

国民账户显示他获得了 !/4% 也就是说%

生产者是非常幸运的% 甚至他还获得了一

些垄断利润# 然而也存在下述可能% 他正

在使用的某些类型的资产在计算资本服务

时没有被识别出来% 比如某些无形资产#

类似地% 如果营业盈余总额比估计的资本

服务低很多% 也许就有理由置疑假定用于

生产的资产范围和价值是否合理% 或者营

业盈余总额的估算质量是否可靠# 因此用

这种方式来推导资本服务价值% 也是一种

检验数据质量的有用工具#

,4"-4 将资本服务看作营业盈余总额的另一种做

法是通过确定合适的回报率 !贴现率"%

使营业盈余总额与资本服务正好相等# 许

多传统的生产率分析已经使用了这种方法%

一些生产率的跨国比较也依赖于这种假定#

在行业层面进行的其他研究表明% 以此类

方法得到的回报率可能会有各种变体% 使

用时必须非常小心# 在学术界% 关于确定

回报率之首选方法的讨论仍然十分热烈%

在前面描述中它被视为是外生的而在此处

则被视为是内生的# 对其间差别给出的一

种解释是& 使用外生回报率只能使资本成

本 !资本服务" 与收益 !营业盈余总额"

相对应' 而内生回报率则给出了一个单一

数字% 从而可以与作为标准的 (正常) 回

报率进行对比#

($ 价格和数量

,4"-! 仔细审查表 ,4"! !或其他表" 可以发现%

在某一个时间点 !例如年初" 的资产价

值% 可以巧妙地表达为在那一年所提供的

资本服务加上那一年年末资产的贴现价值

之和# 这是文献中资本服务许多代数表述

的出发点% 但伴随有一个重要区别# 尽管

大部分国民经济核算专家倾向于认为应该

先考虑一个现价总量% 然后 !也许" 将其

分解为一个物量和一个相应的价格% 但大

部分资本服务的描述却与此相反& 先假定

一个物量% 提出一个相应的价格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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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者成本)"# 二者可以相乘给出现价

价值% 但大部分分析却是利用物量或价格

信息完成的#

,4"-, 之所以按这种方法处理% 原因之一就是表

,4"! 中隐含的假定 !即资产在寿命期内对

生产的贡献是已知的" 在实践中常常是不

成立的# 如我们所知% 估计的或者简单假

定已知的是一个反映资本效率如何随时间

变化的指数# 同样地% 表 ,4", 中假设已知

的资产价值也仅仅是在各项资产是新资产

时才是已知的' 由于上面所解释的原因%

所有其他价值量的值都是估算出来的# 将

这样一个恒等式***一项资产年初的价值

等于这一年所提供的资本服务加上年末的

贴现价值 !所有的价值都用指数形式表达

且假定没有通货膨胀" ***可以表述为%

资本服务价值取决于由于老化而衰减的资

产价值 !贬值的成分" 和回报率 !货币的

机会成本"# 如果考虑一般通货膨胀的影

响% 可以认为% 资本服务价格 !通常叫做

使用者成本" 取决于同类型新资产价值量

的增长$ 货币的名义成本和资产由于老化

相对去年同期下降的价值#

,4"-- 进一步看% 不同类型的资产可能有不同的

价格% 由此应该考察各类资产价格变动与

通货膨胀一般水平变动之间的差别# !表

,4"! 是建立在非常严格的假定基础上的%

既没有绝对通货膨胀% 也没有相对通货膨

胀#"

,4"-. 接下来要考虑另外一个在数据简表中被忽

略的重要因素# 对于资产负债表的数据而

言% 需要知道编制资产负债表那一天的

资产价值# 对于估算资本服务B营业盈余

总额以及固定资本消耗和收入流量来说%

则必须知道以年平均价格计算的价值量#

实际上% 通常假定年中所观察到的价格

近似等于年度平均价格% 但是事实并非

总是如此% 特别是在有显著通货膨胀的

时候#

-" 资本服务模型的应用

,4"-/ 一旦上述理论联系***营业盈余总额所包

含的内容与用于生产之资产中所包含的资

本服务之间***被大家所接受% 就会对国

民账户产生许多其他的有利影响% 其中涉

及生产用土地的使用问题$ 自然资源的估

价问题$ 将混合收入分解为劳动和资本两

部分的问题$ 带有残存价值的资产的测算

问题$ 与购置有关的所有权转移成本的处

理问题$ 终期费用的处理问题$ 资本维护

问题$ 关于长期项目在建工程的估价问题$

估算自有住房虚拟租金的备选方法问题%

以及将融资租赁下所支付款项分解为本金

偿付和利息支付两部分的问题# 接下来将

对这些问题做进一步解释#

,4"-0 在讨论土地和自然资源之前% 有必要回顾

一下资产不是由其法定所有人使用所产生

的结果# 其中的重要区别在于使用者是否

承担生产中与使用资产有关的风险# 如果

使用者不承担这个风险% 即可认为该资产

是通过经营租赁得到的# 在此情形中% 使

用资产所支付的款项就是租金% 属于中间

消耗的组成部分# 由生产中使用该资产所

自然产生的收益应该属于所有者的营业盈

余% 记在其与租赁行为有关的生产账户中#

!参见 !1"-4! 段至 !1"-4- 段#"

,4"-1 如果使用者确实承担了生产中与使用该资

产有关的风险% 在生产中使用这些资产所

获得的收益应归使用者所有% 且要记录在

使用者的营业盈余中# 这对于生产资产和

非生产资产都是正确的% 对应的区别只是

法定所有人和使用者之间会签署不同的租

约% 支付给资产法定所有人的财产收入会

属于不同类型#

,4"-2 对生产资产而言% 资产使用者承担了所有

与资产有关的风险% 成为该资产的经济所

有者# 资产应记录在其经济所有者的资产

负债表中# 如果法定所有人不同于经济所

有者% 任何由经济所有者支付给法定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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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款项都应记作融资租赁下的应付财产

收入# !参见 !1"-4. 段至 !1"-43 段#"

,4"-3 对非生产资产而言% 如果资源使用者不同

于其法定所有人% 资产仍然保留在法定所

有人的资产负债表中% 由于法定所有人和

使用者之间存在资源租赁% 后者必须以地

租形式向前者支付财产收入# !参见

!1"-!4 段至 !1"-!, 段#"

,4".4 对于所有在生产中使用的非金融资产而言%

如果估算出与资产有关的资本服务价值%

就可以以此资本服务价值与因使用资产而

应付的财产收入进行对比% 以确定该项资

产的使用是否划算#

!$ 土地

,4".! 首先要识别的$ 最古老的非生产资产是土

地# 土地的特别之处在于% 如果管理得当%

除了因通货膨胀引起土地价格变化外% 可

认为土地价值每年都保持不变# 也就是说%

土地没有折旧% 对生产的所有贡献均可视

为收入# 为了说明这是如何与前面的例子

联系起来的% 表 ,4"/ 展示了与土地相对应

的部分% 这块土地每年都对生产有 ,4 的贡

献% 直至永远# 一张完整的表可能有无限

多的行和列% 这里只展示了一部分% 然后

使用一些非常简单的代数学 !及其解释"

去说明合计数是如何得到的#

,4"., 第一列的价值是 ,4$ ,4 贴现一次 !第二

年对生产的贡献贴现一次"$ ,4 贴现两次

!第三年"% 以此类推% 得到的和即使不是

类推到永远% 至少可以类推很多年# 就像以

前一样% 使用一个 /Q的贴现率% 得到列和

.44# 为了看清楚为什么是这样% 用一个简

单的几何级数% 序列的和可以写成这样&

#

K

a)A)5 A)5

,

A)5

-

A)5

.

A. A)5

K

在这里% )是每一时期的资本回报% 5是贴

现因子# !如前所述% 对于 /Q的贴现率来

说% 贴现因子是 3/",.Q" 如果等式中的

每一项都乘以一个额外的因子 5% 结果就

得到&

5#

K

a)5 A)5

,

A)5

-

A)5

.

A. A)5

K A!

第一个等式的两边同时减去第二个等式的

两边&

?#

K

!! @5" a)!! @5

K A!

"

如果 5比 ! 小 !在贴现框架内% 它应该是

小于 ! 的"% 且 K非常大% 这样最后那一项

就不 太 显 著% 序 列 的 和 ! #

K

" 就 由

)B!! @5"决定# 在表 ,4"/ 中% )是 ,4% 5

是 4"3/,.% 所以序列之和为 .,4#

表 ()$/" 以土地为例

贴现率 /Q

第
!

年

第
,

年

第
-

年

第
.

年

第
/

年
.

第
!4

年
.

各年收益对资产

价值的贡献值&

?第 ! 年 ,4

?第 , 年 !3 ,4

?第 - 年 !2 !3 ,4

?第 . 年 !1 !2 !3 ,4

?.

?第 !4 年 !- !. !/ !/ !0 . ,4 .

?. . .

?第 ,/ 年 0 1 1 2 2 . !4 .

?.

?第 .4 年 - - - - . . / .

当年的价值 .,4 .,4 .,4 .,4 .,4 . .,4 .

价值指数 !环比" !"44 !"44 !"44 !"44 !"44 . !"44 .

衰减的价值 4 4 4 4 4 . 4 .

收入 ,4 ,4 ,4 ,4 ,4 . ,4 .

,4".- 然而% 既然表中每一列都是以完全相同的

方式开始的无限序列 !虽然每一列都比其

前一列短"% 所以每一列的和都是 .,4# 因

此% 每年土地的价值衰减量都是零% ,4 不

仅仅是对生产的贡献% 而且也是收入# 按

照国民账户的说法% 营业盈余总额和营业

盈余净额都是 ,4% 没有折旧# 同样地% 资

本服务价值和资本回报也都是 ,4#

,4".. 如上所述% 在国民账户中% 服务总是生产

性的% 因此% 认为非生产资产对一项 (服

务) 有贡献% 也许看上去稍微有些奇怪#

这仅仅表示% 经济学家选择了这些词用来

描述资本对生产的贡献% 而没有将 (服

务) 这个词与 #$%对 (服务) 的特定解

释联系起来# 类似地% 你还会听到用雇员

报酬来描述劳动服务成本的说法#

,4"./ 资本服务所使用的另外一个术语是经济租

金% 就土地的情形而言% 这个词乍看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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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更合适% 但是它也有缺陷# 在表 ,4"/

中% 土地的经济租金是农民出于农业生产

目的从使用土地中获得的收益 !,4"# 不

管农民是耕种自己的土地还是租种别人的

土地% 都会产生租金# 佃户应该支付给其

地主的款项就是国民账户中所显示的财产

收入下的地租# 如果农民以其部分农作物

产出支付地租% 其间联系就更明显# 他所

保留的部分应足以弥补他的成本和他自己

!和任何雇佣人员" 的劳动成本# 在货币

经济中% 应该支付给地主的地租通常会提

前很久就商议好# 将所获得的地租 !作为

营业盈余" 与应付地租 !作为财产收入"

进行对比% 可以显示所商定的地租是否

(公平)% 即相对于农业收入而言% 这个地

租是否太多了#

($ 自然资源的估价

,4".0 将自然资源作为资产进行估价% 此类兴趣

越来越大% 但是% 由于这些资产很少在市

场上出售% 所以如何对自然资源估价尚存

很多疑问# 以下以矿床或天然林为例% 说

明采用经济租金概念是解决此类问题的一

种方法#

,4".1 假设采矿公司知道所要开采矿床的规模$

平均开采率和开采一单位矿物所需成本#

扣除所有的中间成本$ 劳动成本和所用固

定资产的成本% 留下的部分必然是自然资

源的经济租金# 将此应用于未来预期开采%

就可以估计出未来的收入流% 然后根据这

个收入流% 使用上面已经描述过的技术%

就可以得到任意时点上的资源存量价值#

,4".2 事实上% 应用资本服务方法可以比上述更

进一步# 以天然林为例% 如果再生率不小

于采伐率% 那么森林的价值不会衰减% 该

采伐率就是可持续的# 然而% 对不具备天

然可再生能力的矿产资源而言% 可以像前

面一样% 将其对生产的贡献分解为显示资

产价值衰减的部分和残存部分# 这个残存

价值符合维持财富完整无缺的概念% 所以

可以将其视为收入# 很明显% 这将开启所

谓绿色核算的领域% 并有可能在卫星账户

中用一种不同于国民账户的表达方式来考

虑自然资本消耗和固定资本消耗# 事实上%

这就是一般称为 #==%的 +综合环境与经

济核算体系*,44-, !联合国$ 欧洲委员

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和世界银行% ,44-" 第 1 章 '节所进

一步详细阐述并将其应用于特定资源的基

本论点#

+$ 混合收入

,4".3 上面讨论土地时曾指出% 土地的经济租金

是不能由中间消耗$ 雇佣劳动成本$ 固定

资产所提供的资本服务和农民的劳动成本

所解释的其余部分# 通常很难对自雇者的

劳动进行估价% 所以它会与土地的经济租

金及一切固定资产所提供的资本服务混合

在一起% 即所谓混合收入# 可是原则上%

如果能够根据经济中其他部分类似资产所

提供的服务的信息% 分解估计出固定资产

所提供的资本服务% 那么混合收入也可能

分解为劳动和资本两个部分#

,4"/4 实践中% 由于代表自雇者收入的剩余部分

可能非常小% 甚至是负的% 所以% 对混合

收入分解而言% 这种做法往往是很难行得

通的# 最有可能的原因就是对资本服务的

估计太高了# 这也许是因为大公司能更有

效率地使用资产% 例如持续地而不是间歇

地使用一套价值较高的设备% 或者因为它

们实际上使用了其他生产者不会考虑的无

形资产# 这就意味着% 那些未被测量的资

产所提供的资本服务可能被当成由那些已

识别资产所提供% 但这个新增价值并不适

合自雇工作者# 因此% 资本服务模型不太

可能快速$ 准确地进行混合收入分解% 但

它确实针对大企业和小企业提供了研究相

关数据的方法% 以确保全面可靠地对资本

进行测算#

.$ 带有残存价值的资产

,4"/! 很多资产只由一个所有者使用% 直到其被

耗尽不再具有什么价值# 然而% 不是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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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都是如此的# 有些资产会在使用若干

年之后就被处置掉***也许是其现有所有

者认为相对于资产对生产的贡献价值来说%

其常规的维护成本太高了# 一些航空公司

也许希望用它们正在不断更新飞机这一事

实来为自己做广告# 在其他情况下% 例如

施工设备% 其原始所有者可能将来再也不

会使用该资产#

,4"/, 表 ,4"0 举了一个这样的例子% 一项资产只

使用了四年% 然后以价值 -44 处置掉了#

为了简化起见% 再次假定四年后获得的资

产处置价值是已知的***也许有一个很完

善的二手资产市场% 可以确保任何时点的

资产价值都等于资产所能提供的剩余服务#

通货膨胀仍然假定为零#

表 ()$0" 带有残存价值的资产

贴现率 /Q

第
!

年

第
,

年

第
-

年

第
.

年
残值

. 年

总和

各年收益对资产

价值的贡献值&

?第 ! 年 .44

?第 , 年 ,20 -44

?第 - 年 ,,1 ,-2 ,/4

?第 . 年 !3. ,4. ,!. ,,/

当年的价值 !!)5 5.( .0. ((/ )

衰减的价值 +0/ (5* (+6 ((/ !!)5

收入 -/ ,, !! 4 02

残存价值 (.5 (/6 (5( (*0 +))

收入 !, !- !. !. /-

联合价值 !+/. !))! 5+0 /!! +))

衰减的价值 +/( (0/ ((0 (!! !)/.

收入 .2 -/ ,. !. !,!

,4"/- 表格最上面的三角形部分显示计算资产在

这四年中所提供资本服务价值的常规过程%

可以看出% 最开始的价值是 !!41# 然后必

须加上残存价值 -44 的贴现值% 即 ,.1%

这样资产的总价值为 !-/.# 伴随资产价值

逐渐被消耗殆尽% 在每一年份上% 包含残

存价值的资产的衰减值都要低于资产在这

四年中所提供的总资本服务的衰减值% 因

为随着资产处置时间越来越临近% 资产的

残存价值增大了% 因此产生了收入# 资产

价值的总衰减% 即表中所示的固定资本消

耗% 是 !4/.# 这个价值加上残留价值 -44%

等于资产的原始价值 !-/.# 总收入 !营业

盈余净额" 是 !,!% 等于生产中使用资产

所获得的收入之和 !02" 加上对终端价值

进行贴现所产生的收入 !/-"# 表 ,4"0 通

过举例说明% 固定资本消耗的累计价值应

该等于资产的原始价值 !视为固定资本形

成" 减去其所有者处置资产时得到的价值#

不管该资产是由另一个使用者作为固定资产

投入使用% 还是在同一经济体中用做其他目

的或者被出口% 上述等式都是成立的#

/$ 与购置有关的所有权转移成本

,4"/. 购置资产时产生的所有权转移成本应被视

为固定资本形成# 这个命题等价于假定资

产所产生的服务必须足以弥补该资产的成

本和所有权转移成本# 表 ,4"1 举了这样一

个例子% 假定购置表 ,4"0 中的资产产生了

-4 的成本# 为了使资产价值正好与处置前

的价值 !-44" 相等% 在承担成本的所有

者将其用于生产的期间内% 必须将所有权

转移成本考虑进来# 表 ,4"1 中三角形部分

的数字加上表 ,4"0 中相应部分的数字% 结

果使每一年的资产价值 !直到第四年年

末" 和固定资本消耗都增加了% 收入也略

有增长% 因为% 所有权转移成本也要被视

为为弥补成本所提供的额外服务的现值#

,4"// 如果将所有权转移成本在资产的整个寿命

期 !而不仅仅是成本支付单位拥有资产的

时期" 内进行分摊% 那么由此计算的资产

价值会与市场价值 !通过出售价值 -44 来

体现" 不匹配# 在这种情况下% 必须在资

产物量其他变化账户中进行记录% 使数据

保持一致% 但这将意味着% 估计总增加值

时% 并非所有的由原始所有者承担的成本

都能得以体现% 所以收入被高估了# 当资

产被意外销售时% 这种情况是不可避免的%

但对于许多交通工具和大型移动施工设备

来说% 购买者很可能会考虑在一段给定的

时期后销售该资产所能实现的价值# 此时%

在计算能被归因于所有权转移成本的固定

资本消耗时% 应竭尽所能% 不仅考虑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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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残存价值% 也要考虑资产预期使用寿命

因素% 从而在处置时使上述成本不留残值#

表 ()$5" 与表 ()$0 中资产购置

有关的所有权转移成本的例子

贴现率 /Q

第
!

年

第
,

年

第
-

年

第
.

年

. 年

总和

各年收益对资产

价值的贡献值&

?第 ! 年 !4

?第 , 年 3 3

?第 - 年 0 1 1

?第 . 年 / / 0 0

当年的价值 +) (! !+ 0

衰减的价值 6 * 5 0 +)

收入 ! ! 4 4 ,

残存价值 !+*. !)(( 5.6 /!5 +))

衰减的价值 +0! (5+ (+( (!5 !)*.

收入 .3 -0 ,/ !. !,-

0$ 终期费用

,4"/0 表 ,4"0 考虑了当前所有者处置资产时资产

有残存价值的情况# 还有一类资产% 其处

置时可能需要相当大的费用% 比如核力发

电站或石油钻塔的退役费用% 垃圾填埋场

的清洁费用# 以下讨论并不意味着估算终

期费用不存在实际困难% 而是旨在阐明%

为什么原则上终期费用的存在会降低资产

在整个生命期的价值#

,4"/1 终期费用应该包含在资产用于生产时所产

生的收入中% 所以其类似于资本形成# 如

果没有照此记录% 当生产中不再产生任何

收入时% 这些数额很大的费用可能会被视

为中间成本% 由此导致其增加值为负# 另

一种做法是% 将其记为资本形成% 而不是

包含在形成增加值的成本中% 然后这些成

本通过资产物量其他变化账户直接被减记#

这种做法会在计算宏观经济总量时忽略了

其合理经营成本% 由此会在很多年份里造

成国内生产总值和净值的高估#

,4"/2 表 ,4"2 展示了一个如何记录终期费用的例

子# 事实上% 这些数据相当于表 ,4"0 中每

一年资产对生产的贡献值% 但是在这个例

子中终期费用是负值% 而不是正值#

,4"/3 这里对数据的分析正好紧接表 ,4"0# 使用

中的资产所提供的资本服务价值仍然是

!!41# 然而% 既然终期费用的现值是

@,.1% 所以资产的总价值是 204# 和前面

一样% 固定资本消耗的累计价值 !!04 等于

资产总价值减去最终价值@-44% 结果% 不

仅每一年的资产价值低于在生产中使用的

价值% 第四年的资产价值居然是负值# 其

中的基本原理是% 虽然资产在那一年生产

了 ,,/ 的服务% 但即将产生的成本 -44 意

味着其所有者将不能销售这项资产' 事实

上他必须支付款项给其他所有者以便其接

收资产% 因为支付处置成本 -44 是下一个

所有者的责任#

,4"04 在资产处置过程中% 与所有权转移有关的

预期成本% 包括法律费用$ 佣金$ 运输和

拆卸费用等% 原则上都应该视作终期费用#

表 ()$*" 含有终期费用的资产

贴现率 /Q

第
!

年

第
,

年

第
-

年

第
.

年
残值

. 年

总和

各年收益对资产

价值的贡献值&

?第 ! 年 .44

?第 , 年 ,20 -44

?第 - 年 ,,1 ,-2 ,/4

?第 . 年 !3. ,4. ,!. ,,/

当年的价值 !!)5 5.( .0. ((/ )

衰减的价值 +0/ (5* (+6 ((/ !!)5

收入 -/ ,, !! 4 02

残存价值 J(.5 J(/6 J(5( J(*0 J+))

收入 @!, @!- @!. @!. @/-

联合价值 *0) .*+ !6( J0! J+))

衰减的价值 +55 (6! (/+ (+6 !!0)

收入 ,- 3 @- @!. !/

5$ 重大修理和更新

,4"0! 为延长资产使用寿命而进行的重大修理和

更新% 应被视为资本形成% 要将修理和更

新的价值加到修理和更新前的资产价值中

去# 与购置有关的所有权转移成本的例子

能够直接应用于这种情形% 不同之处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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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这个成本不是产生在资产购置的那一年#

假定资产修理的价值等于资本所提供服务

的贴现价值% 通过增加资产在原始寿命期

剩余年份内每一年的服务量% 或者通过延

长使用寿命% 或者同时使用两种方式% 资

本所提供的服务是不断增长的#

,4"0, 将修理价值与所考虑的资产价值合并% 重

新计算资产提供的服务$ 资产所产生的收

入和资产的固定资本消耗% 并考虑资产的

维护% 这样就能够对资本修理的价值展开

分析了# 然而% 如表 ,4"1 所示% 也有可能

不改变原来计算的资本价值% 而是将其与

对资产所采取的维护加起来% 就好比后者

涉及的是一项全新的资产#

*$ 长期项目的在建工程

,4"0- 表 ,4"3 涉及一项建造了四年$ 最终价值为

,44 的资产# 一个可能性是% 假定没有通

货膨胀% 在四年中的每一年都应记下在建

工程 /4# 然而% 为了与对未来收入进行贴

现的概念保持一致% 另外一种观点更可取#

仍然假定贴现率是 /Q% 则第一年至第三

年已完工的资产价值分别是 !1,"2$ !2!".

和 !34"/# 按照 /Q的速度% 这三个值分别

在三年$ 二年和一年之后累计到 ,44# 然

后将上面得到的每一个值都除以 .% 表明

即使每一年完成的工程量都相等% 但这四

年应该记录的价值量分别应为 .-",$

./".$ .1"0 和 /4"4# 另外% 尽管如此% 从

已完工工程的回报中会产生收入# 这将产

生一个已完工工程的时间序列% 然后给定

部分完工工程的价值是 .-",$ 34"1$

!.,"3 和 ,44% 推导出在第二年至第四年的

每一年中其他收入为 ,",$ ."/ 和 1"!#

.-",$ 34"1$ !.,"3 和 ,44 是部分完工工

程的购买者根据他将因此放弃收入而愿意

支付的价值% 这个收入来自到第三年为止

已完工的工程#

6$ 自有住房

,4"0. #$%详细说明了自有住房的虚拟租金应该

?

""表 ()$6" 对跨越数年的在建工程估价

贴现率 /Q

第
!

年

第
,

年

第
-

年

第
.

年

每一年最终产品的价值 !1,"2 !2!". !34"/ ,44"4

建筑活动的价值 !最

?终产品价值的 !B." .-", ./". .1"0 /4"4

由已完工工程产生

?的收入

第 ! 年 ,", ,"- ,".

第 , 年 ,"- ,".

第 - 年 ,".

年末价值 .-", 34"1 !.,"3 ,44"4

属于生产% 而且应该是家庭消费的组成部

分# 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资产租赁市场或者

仅仅只有一个非常有限的租赁市场% 计算

虚拟租金是很困难的# 对自有住房的虚拟

租金进行跨国比较 !正如在世界比较项目

中所做" 发现% 使用不同方法产生的结果

很不稳定# 此时% 使用本章所描述的方法

也许是很有用的#

,4"0/ 以土地为例% 可以推导出% 一块无限期的$

每年产生经济租金 ,4 的土地价值是 .,4#

然而房屋不会永远存续% 不妨假定它们能

存续 /4 年% 那么适用于这段时期的贴现因

子应使得所计算的资产价值到最后会小到

可以忽略不计% 此时即可假定% 如果房屋

价值是 .,4% 那么其虚拟租金就是 ,4# 考

虑到房屋销售市场比房屋租赁市场发展得

更好% 这也许可以为国民账户感到棘手的

这一领域提供一个有用且可比的数据来源#

然而使用这种方法时必须注意% 购买房屋

的人通常预期自己会得到大量实际持有收

益# 同时也应该认识到房屋租金中通常包

含了地租#

!)$ 融资租赁

,4"00 对未来收入流进行贴现以决定其现值的流

程% 既适用于非金融资产也适用于金融资

产# 考虑与银行签订这样一个协议% 借款

!444% 五年期% 利率为 /Q# 总共要支付

给银行的款项为 !!44% 相当于每年 ,,4#

但是% 如表 ,4"!4 所示% 每年支付的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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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由偿还本金 ,44 和支付利息 ,4 组成

的# 利息是根据余额来支付的% 所以第一

年的利息最高% 最后一年的利息为零#

!这是本章简化的结果# 实际上% 利息是

每天都要求支付的% 所以即使在最后一年

也要支付利息# 然而% 用这种方法% 随着

贷款的偿还% 利息与应偿还本金之间的平

衡会随时间而改变#"

,4"01 表 ,4"!4 背后的算法与本章其他表没有区

别% 这表明对金融资产的估价与非金融资

产是一样的% 可以采用相同的原理# 一套

被用来说明对生产的贡献中有多少来自固

定资本消耗$ 有多少是对营业盈余净额的

贡献的方法% 同样能够用来说明支付给银

行的款项中有多少是对本金的支付% 有多

少是对利息的支付# 固定资本消耗和资本

偿还都属于资本存量价值变化% 在积累账

户中具有重要作用# 而对营业盈余净额的

贡献和利息两者都属于收入流量% 需要在

经常账户中列示#

,4"02 当资产是以融资租赁的方式获得时% 这种

对偶性是特别重要的# 在这个例子中% 可

以使用表 ,4"!4 去体现资产价值的变化和

?

表 ()$!)" 金融贷款的例子

贴现率 /Q

第
!

年

第
,

年

第
-

年

第
.

年

第
/

年

各年应付款项对贷

款价值的贡献值&

/

年

总

和

?第 ! 年 ,,4

?第 , 年 ,!4 ,,4

?第 - 年 ,44 ,!4 ,,4

?第 . 年 !34 ,44 ,!4 ,,4

?第 / 年 !2! !34 ,44 ,!4 ,,4

当年贷款的价值 !))) *!6 0(6 .+) (()

偿还的本金 !*! !6) ()) (!) (() !)))

利息 -3 -4 ,4 !4 4 !44

为取得资产而支付的贷款的变化# 对通过

借款以获得资产这种方法的优点进行成本

收益分析也借助此类计算# 除非资产对生

产的贡献至少与借款者应支付的利息一样

多% 否则它就不是一项好投资# 即使生产

者有足够可用的资金% 不用借款就可以购

买资产% 做这样一个分析也是有意义的#

因为% 如果不用于获得这项资产% 就可以

将资金转换为或者会产生收入$ 或者会涨

价产生持有收益的其他资产#

1" 关于资本服务的补充表

,4"03 以下给出一张表格% 用于对两组数据进行

比较& 一组是来自标准国民账户作为总增

加值组成部分的数据% 另一组是与资本服

务理论应用于国民账户中与资本存量有关

的数据后推导出来的数据# 在介绍这张表

之前% 需要简要回顾一下本章前面部分隐

藏在数字实例背后的各种为简化而做出的

假定***如果要对资本服务流量做出严谨

的估计% 这些假定可能完全不合适# 其中

最重要的是&

)"如果在年初$ 年末或者年中能够分别计

算这些表% 得到的数据结果会稍有不

同# 例如% 需要用年贴现率的一半去贴

现年中流量以获得年初的数据#

*"假定不存在价格变化***无论是就全部

资产整体还是不同资产之间% 这显然是

不现实的# 由价格变化引起的价值变化

必须单独识别出来% 包括在重估价账户

中#

+"一般应优先选择年限效率方法去确定资

本存量的价值% 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略

与年限价格衰减有关的信息 !当存在这

样的信息时"#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

寻求一种与观察到的价格衰减可以配比

的年限效率模式# 这就意味着% 在可以

进行这样配比时% 如果没有相匹配的价

格信息可以利用% 选择年限效率衰减也

是可行的#

,4"14 如何选择适宜的资产细分类也存在问题#

资产差异很大% 甚至看起来表面上很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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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品% 如飞机% 也许有完全不同的规格#

不管怎么样% 这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

它意味着如何确定一项被使用资产的存量

数据# 最终的选择可能就是导致数据不准

确的原因% 或者反过来% 可能会导致额外

的资源成本而结果却没有丝毫改进#

,4"1! 表 ,4"!! 给出了应该予以检查的第一层分

类# 这里假定按机构部门分类的增加值信

息是可以得到的# 非金融公司和金融公司

的营业盈余数据也许可以与这些部门所用

固定资产提供的资本服务 !经过必要的自

然资源和存货调整" 进行比较# 在国民账

户资料中% 一般政府和 $(6#7的数据与资

本服务的数据必须相等# 这是因为% 按照

惯例% 如果按照成本之和来估计产出% 就

不应该包括在非市场生产中使用该资产的

资本回报# 因此% 营业盈余总额等于固定

资本消耗% 营业盈余净额是零 !可能除了

来自于二级市场生产的少量营业盈余"#

自有住房的资本服务应该与住户的营业盈

余相匹配% 其他的家庭非法人企业的资本

服务应该能够与国民账户的混合收入 !应

该也包括劳动报酬" 数字相比较#

表 ()$!!" 可能的补充表&&&概述

国民账户数据 合计B总额 固定资本消耗 净额

总增加值

?雇员报酬

?混合收入

?营业盈余

??非金融公司

??金融公司

??一般政府

??$(6#7

??住户

?生产税减生产补贴

资本服务 资本服务 价值衰减 资本回报

?固定资产

??市场生产者 !除住户外"

???非金融公司

???金融公司

??非市场生产者

???一般政府

???$(6#7

??住户

???住宅

???其他非法人企业

?自然资源

?存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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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章"公司活动核算

#" 引言

,!"! 本章的目的是讨论公司部门所面临的一些

特殊问题% 既包括金融公司% 也包括非金

融公司# ;节从讨论公司的生命周期开始'

它们是如何产生的% 它们是如何消失的%

它们如何相互合并# 在 #$%中% 这些活动

造成的后果几乎总是关系到对公司所有者

权益的获得的记录% 在某些情形下则与部

门之间资产和负债的重新分类有关#

,!", <节讨论公司的子部门以及如何对此展开

有效的分析#

,!"- '节仔细考虑了国内经济体中的公司与国

外公司之间的关系# 此部分的很多内容涉

及到全球化方面的问题和相关指标的推导#

,!". =节回顾了第 ,4 章的一些讨论% 进一步考

虑了资产对生产的贡献#

,!"/ :节考察财务困境的后果和补救行为的含

义% 以便在 #$%范围内予以记录#

,!"0 最后一节% 即 &节% 会涉及一个相当不同

的问题& 考察过去几年里企业会计准则的

出现% 以及开发新准则的过程何以有助于

在 #$%范围内开发新的方法#

!$ 对术语的注释

,!"1 正如第 . 章 ;节所解释的% #$%使用公司

!+UF\UF)EOUK" 这个术语包括了机构单位的

多种法律形式# 另外% 在与生产活动有关

的表述中% 也会使用企业 !8KE8F\FOI8" 这

个概念# 一般而言% #$%优先使用公司

!+UF\UF)EOUK" 这个术语% 但是其他文件%

特别是GR !即N<=' +外国直接投资基准

定义,"% 更倾向于使用企业 !8KE8F\FOI8"%

而不是公司 !+UF\UF)EOUK"# 更进一步% 所

有企业 !8KE8F\FOI8" 或公司 !+UF\UF)EOUK"

的注册通常都叫做企业注册 !*XIOK8IIF8L]

OIE8F"% 尽管 (企业 !*XIOK8II") 并非 #$%

中普遍使用的一个术语# 本章中将对这三

个术语不加区别地使用#

%" 公司的生命周期

,!"2 维护一份公司名录类似于维护一份目前全

国所有人口的名录% 因为当公司成立和停

止运作时% 都必须予以记录# 营业登记通

常具有对经济体中现存企业进行记录的行

政管理功能% 同时也可以作为针对企业进

行调查的基本抽样框# 因此% 营业登记包

含每一个企业的行为$ 规模$ 位置等等信

息是很正常的% 同时% 当企业的主要活动

从一种类型转变为另一种类型时% 要予以

备案# 另外营业登记也许还会包括一个企

业与其他常住和非常住企业之间联系的信

息#

!$ 设立公司

,!"3 设立一家公司有许多种途径# 途径之一是

02.



住户部门内先前的非法人企业法人化#

!法人化的具体过程% 例如什么时候可能

或者必须法人化$ 法人化是如何实现的%

实际上将取决于有关国家的公司法#" 当

法人化发生时% 先前与住户混在一起的资

产和负债就要被单独区分出来% 成为公司

的资产和负债# 住户放弃了对资产的控制%

也不再承担偿还负债的责任% 作为回报%

住户在新公司中获得了相应的权益% 这个

权益最初正好等于转移给公司的资产和负

债的价值# 一旦公司法人化% 作为所有者

的住户不再对资产有要求权% 也不再对负

债承担责任% 但是作为替代% 其在公司中

拥有权益#

,!"!4 个人也许会直接决定建立一个企业并开始

运作# 最初% 这个实体也许没有资产和负

债% 但是随着资产和负债的产生% 它们就

成为了公司% 且所有者权益相应地会发生

变化# 对于较大规模的公司而言% 可能会

在许多单位之间签订一个协议% 其中一个

或者更多单位提出一项营业计划% 一个或

者更多单位同意对该计划的实施进行投资#

会有一个正式协议对公司活动的收益分配

和责任分配作出规定# 通过协议% 新公司

获得了资产% 并予以记录% 其所有者则由

于承担了为公司提供资金的责任% 因而在

公司中获得了相应的权益% 这也要进行记

录#

,!"!! 公司没有必要为了对其利润 !产生于公司

经营活动" 分配达成协议而发行股票% 合

作社和有限责任公司是 #$%视为公司的两

个例子% 对于这类公司% 虽然形式上没有

股票% 但是所有者之间的利润分配是很清

楚的#

,!"!, 公司也有可能是由政府$ $(6#7或者另一

个经济体中的单位发起成立的# 另外% 也

可能将先前存在的公司进行分解后再成立

一个公司# 在下面的兼并与收购部分将讨

论这种可能性#

($ 公司解散

,!"!- 类似地% 解散公司也有几种方式# 第一种

是实体宣告破产之后清盘# !不同国家的

具体过程会有差异# 在有些国家% 宣告破

产意味着公司必须马上停止经营% 开始结

束其各项事务# 在其他国家% 在宣告破产

与公司清盘之间可能会有一个时间滞后%

公司有机会继续经营% 以改善其经营状况%

只有当这种努力失败以后% 公司才被清

盘#" 当公司被清盘了% 清算管理人 !负

责执行公司清算的单位" 会出售公司的所

有资产% 并按照法律规定的顺序% 在那些

对公司有索赔权的单位之间进行收益分配#

股东总是最后分配收益# 在公司破产情况

下% 股东一无所获是相当普遍的# 只有在

非常特殊的情况下% 股东才有责任提供资

金用于偿还公司的其他负债#

,!"!. 企业所有者可能会自愿对公司进行清盘#

这时% 资产被出售% 并且根据每个所有者

在公司中拥有的股份% 在所有者之间对所

得收益进行分割# 如果公司已经发行了股

票% 只有当绝大多数股东同意% 或者按所

持股份排名在前的少数几个足以达到多数

股份的单位就公司清盘达成了一致% 公司

才能清盘#

,!"!/ 在公司停止运作之前% 并不一定要预先收

购公司的所有股份' 它可能由较少数的股

东所有% 甚至成为一个未上市的私人公司#

保留法人属性的好处是在弥补公司资产负

债表上的亏空时% 可以对所有者的债务责

任有一个限制# 这样即使一个人或一群人

想控制整个公司% 他们也许只是选择让这

个公司不上市% 但仍然是一个有限责任公

司#

,!"!0 公司消亡的第三种方式是与其他公司合并%

虽然合并并不自动意味着被合并公司消失#

这也将在下面的兼并与收购部分进行讨论#

+$ 国有化和私有化

,!"!1 政府可能出于很多原因决定拥有一家公司

的所有权% 要么是它觉得由政府控制公司

比较符合公众利益% 要么是为了对付金融

危机% 或者是出于其他政治动机# 这时%

公司的所有权转移给了政府% 即政府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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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中获得了相应的权益% 但公司的资产仍

然保留在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 除非政府

决定将公司国有化% 且同时解散公司# 政

府通常 !但并不总是" 可能会给之前的公

司所有者支付一笔款项% 但不一定与后者

心目中的公平价格相当# 除非公司被解散%

否则国有化的过程只是导致公司所有权从

私人单位转移到政府% 而公司的资产和其

他负债将继续由公司所有# 公司中的所有

者权益应记录为金融账户中的交易# 在公

司国有化过程中% 其资产和负债也会重新

分类% 从私人子部门转移到公共子部门%

记录在资产物量其他变化账户中#

,!"!2 政府也可能决定将它当前控制的公司进行

私有化处理# 这时% 最常见的途径是将其

股份提供给公众% 或者用出售的方式% 或

者在有些情形中是免费或以低于市场价格

的水平出售# 当股份免费提供或低价出售

时% 在账户中应该记录从政府到最终股东

所发生的资本转移和股份获得# 与国有化

一样% 只有公司权益需要换手% 其资产和

其他负债不用换手% 权益的所有权变更记

录为金融账户中的交易# 资产和负债的所

有权仍然保留在公司中% 但要对资产和负

债进行重新分类% 从公共子部门转移到私

人子部门% 记录在资产物量其他变化账户

中#

,!"!3 第 ,, 章将对国有化和私有化进行更多的探

讨#

.$ 兼并与收购

,!",4 在一个经济体内% 公司兼并和公司解散的

过程很有意思% 如果兼并 !或解散" 涉及

到不同经济体中的单位时% 则尤其引人关

注# 如果不考虑兼并和收购的问题% 几乎

无法讨论外国直接投资# 下面列出了这个

领域普遍使用的一些表述# 这些表述来自

于 +外国直接投资的基准定义,!GR"% 但

在;(90 中也出现了类似的概念# ! +外国

直接投资的基准定义, !GR" 的修订版是

,442 年发布的# 它与 #$%和;(90 都保持

了一致#" 详细说明在 #$%内记录兼并和

收购的有关建议是研究议程的一部分#

,!",! 兼并 !G8FL8F" 是指为了达到共同的目标%

两个或者更多公司联合起来% 以分享资源#

兼并意味着% 作为商业运作的结果% 只有

一个实体能存活下来% 而且接下来经常会

发生收购 !下面会对此进行描述"# 可能

有以下几种类型的兼并#

)"法定兼并 !IE)EXEUFWG8FL8F" 是指被兼

并 !或目标" 公司将不复存在的公司合

并# 收购公司将承担被兼并公司的资产

和负债# 在大多数情况下% 合并公司的

所有者仍然共同拥有被兼并公司#

*"子公司兼并 !IX*IO5O)FWG8FL8F" 是指被

收购的公司成为母公司的一个子公司的

交易# 在反向子公司并购中% 收购公司

的子公司将合并到目标公司中#

+"合并 !+UKIUJO5)EOUK " 是这样一类兼并%

即两个或更多公司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全

新公司# 卷入兼并的所有公司都将不复

存在% 它们的股东将成为新公司的股

东# 合并和兼并这两个术语经常交替使

用# 然而% 两者之间的区别通常与合并

公司的规模有关# 在合并中% 进行联合

的公司有类似的规模% 而兼并一般意味

着进行联合的公司在规模上有显著差

异#

5"反向兼并 !F8V8FI8G8FL8F" 是这样一笔

交易% 即收购公司不复存在% 且被并入

目标公司# 如果一个公司渴望在短期内

获得公开上市% 成为一个拥有可交易股

份的新公司% 它可以收购一个已经公开

上市的公司% 并且并入这个公司#

8"对等兼并 !G8FL8FUD8kX)JI" 是这样一

类兼并% 即所涉公司规模相当#

,!",, 收购 !)+kXOIOEOUK " 是两个参与方之间根据

通过市场建立的条款而进行的交易% 在交

易过程中% 每个公司都为了自己的利益采

取行动# 收购公司获得了对目标公司的控

制权# 目标公司成为收购公司的联营公司

或子公司或子公司的一部分#

)"接管 !E)T8UV8F" 是指收购公司比目标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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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大很多的一种收购类型# 这个术语

有时用来表达恶意交易# 然而对等兼并

!在规模上类似或属于同一个部门的活

动" 也可能导致一个恶意收购#

*"反向收购 !F8V8FI8E)T8UV8F" 是在目标

公司比收购公司大的情况下进行的收

购#

,!",- 撤资 !公司解散" !5OV8IEG8KE!58@G8FL]

8F"" 是指由于种种原因要出售公司的一部

分&

)"与其竞争对手比较% 公司的子公司或公

司的一部分可能不再运行良好'

*"公司的子公司或公司的一部分也许运行

良好% 但是从维持竞争及满足长期目标

的需要来看% 可能在行业内定位不好'

+"公司为了保持竞争力% 其战略重点可能

随时间发生改变% 并导致了资产剥离'

5"失去了管理上的控制或不能有效管理'

8"太多的多样化经营可能带来了一些困难%

为此母公司要减少其活动的多样化'

D"母公司可能遇到资金困难% 需要筹集现金'

L"撤资也许是为抵御恶意收购而实施的#

,!",. 公司撤资可以用以下几种不同的方式来进

行&

)"法人抛售 !+UF\UF)E8I8JJ@UDD" % 是指

向购买者出售子公司% 在大部分情形

中% 购买者是其他公司#

*"公司分拆 !+UF\UF)E8I\OK @UDD" % 是指

公司被处置部分在证券交易市场交易#

该新出售公司要在证券交易中单独估

价% 它是一个独立的公司# 新上市公司

的股份要分配给母公司的股东% 此后%

这些股东会拥有两个公司而不是一个公

司的股份#

+"股权剥离 !8kXOEW+)FV8@UXE" % 类似于

公司分拆% 但是母公司保留了大多数控

制权# 这种形式有利于出售者筹集现

金#

5"管理层收购 !9)K)L8G8KE*XW@UXEI)K5

*XW@OKI" % 是指被出售公司被其原来

的某个管理者或一组管理人员所收购#

,!",/ 在所有这些情形中% 两个相关公司的权益

交易必须记录在金融账户中% 同时有可能

会在资产其他物量变化账户中记录其部门

分类的变化#

," 子部门

,!",0 第 . 章讨论了公司部门的子部门分类% 按

照建议% 可以将其分作三类& 本国私人公

司$ 由政府控制的公司和由国外控制的公

司# 在每一类公司内部% 最好能够识别出

市场性非营利机构 !$(6"#

,!",1 识别非营利机构的原因有二# 首先% 为了

对$(6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正如第 ,- 章所

描述的% 必须能够识别那些归属于公司部

门的市场性 $(6# 有些用户也许并未期望

单独识别它们% 因为通常有一个误解& 所

有的 $(6都是非市场性的% 都应该放在

$(6#7部门内# 单独识别 $(6的另一个原

因是& 如果感觉到一般公司与 $(6的经济

行为是明显不同的% 对于有些分析而言%

最好能够对除$(6之外的公司进行分析#

,!",2 识别公有公司时% 如果在那段期间公有公

司的数量和类型有了显著变化% 那么如何

提供长期时间序列就存在问题# 通常要就

每个时期内的公有公司提供一个时间序列#

因为% 通常所关注的有多少公司被政府控

制以及如何随时间变化% 通过这个时间序

列就能做出合适的描述# 但是% 如果目的

是探究同一组公司在各个时期上的行为%

那么就需要准备一张附表% 覆盖当前定义

的公有公司% 然后用于整个期间% 而不管

在此期间内它们是否都是公有公司#

,!",3 如何识别由外资控制的公司% 是考虑国内

经济与国外之间相互作用的关键# 下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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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将对此进行详细阐述#

-" 不同经济体的公司之间的关系

,!"-4 放松市场管制$ 技术创新和更便宜的通信

工具% 都会使投资者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分

享海外的竞争市场# 结果% 跨国界金融活

动 !包括直接投资" 的显著增长成为了世

界经济整合 !更一般的说法是全球化" 中

的关键因素#

,!"-! 对直接投资的趋势及其发展进行常规分析%

是大部分宏观经济和跨国界金融分析的内

在组成部分# 识别这些投资的来源地和目

的地% 对政策分析者是头等重要的# 根据

直接投资统计所计算的以下几个指标将有

助于测算全球化的广度和影响#

!$ 外国直接投资

,!"-, 外国直接投资 !:'6" 是国际收支统计的

关键内容% 回顾一下与 :'6有关的一些基

本概念是有用的# 更详细的资料可以参照

;(90 和GR# 在谈论 :'6的上下文中% 更

倾向于使用企业 !8KE8F\FOI8" 这个术语%

而不是公司 !+UF\UF)EOUK"% 但正如绪言中

所提到的% 它们在含义上没有差别#

,!"-- 直接投资统计包括四个不同的统计账户&

)"投资头寸'

*"金融交易'

+"通过直接投资关系联系起来的企业之间

的相关收入流量'

5"资产价值的其他变化% 特别是重估价项

目#

,!"-. 直接投资是跨境投资的一种% 在这种投资

方式下% 一个经济体中的常住者 !直接投

资者" 控制了作为另一个经济体常住者的

企业 !直接投资企业"% 或者对这个企业

的管理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 直接投资会使直接投资者进入直接投资企

业所在的经济体***用别的方式它不能进

入# 直接投资者的目的与证券投资者不同%

后者对企业的管理没有明显的影响力#

,!"-0 直接投资企业也许是另一个企业的子公司%

如果后者持有其超过 /4Q的投票权' 或者

是另一个企业的联营企业% 后者持有其

!4Q至 /4Q投票权' 或者是准公司% 如分

支机构% 即它实际上 !44Q归其母公司所

有# 如果某企业对另一个企业没有直接投

资影响 !即不满足 !4Q投票权的条件"%

但二者在所有权结构中被同一个企业 !必

须至少是它们中一个企业的直接投资者"

直接或者间接影响% 那就可称其为同母公

司企业#

,!"-1 根据直接投资关系框架 !:'6C% 在 GR中

有描述" 的判断标准% 通过所有权链条可

以识别直接投资关系% 包括直接关系和间

接关系# 假定公司 %控制了公司 ;% ;控

制了<% 因此%实际上也就控制了<#

($ 2-8和全球化

,!"-2 直接投资头寸显示在给定参考时点上基于

投往国外和从国外收到的投资所给出的一

个重要指标% 投往国外的叫资产% 从国外

收到的叫负债# :'6头寸占 &'(的百分比

可以体现当时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程度# 这

些结构性指标表明了经济体之间的相互依

赖#

,!"-3 金融交易显示了任何给定时期在按金融工

具分列的资产 !获得减处置或偿还" 和负

债 !新增债务减清偿债务" 上发生的内向

和外向净投资# :'6金融交易占 &'(的百

分比可以反映那段时期一个经济体之全球

化程度的变化情况% 通过这个指标% 可以

提供经济体 !国内和国外" 对新投资者之

相对吸引力 !在考虑了同一时期内撤资或

收回投资之后" 的初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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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直接投资收入可以提供关于直接投资者和

直接投资企业间利润的信息# 直接投资收

益来自于 !O" 已分配利润和被该企业中视

作再投资的未分配利润% !OO" 公司间贷

款$ 贸易信贷和其他形式的债务上产生的

利息# 通过 :'6收入流量占 &'(的百分

比% 可以体现直接投资收益在报告经济体

和国外的相对重要性#

+$ (过路资金) 的作用

,!".! (过路资金) 或 (在途资金) 是指那些经

过在本经济体中的某常住企业$ 去往位于

另一个经济体的附属机构的资金% 这些资

金尚未进入附属机构所属经济体# 这些资

金经常与直接投资联系在一起# 这样的流

量对其所经过的经济体影响很小# 特殊目

的实体$ 控股公司和为其他非金融附属机

构服务的金融机构会与这些在途资金具有

特殊联系% 其他企业也会在其直接投资流

量中包含过路资金#

,!"., 在标准的表述中% 过路资金是包括在直接

投资中的% 因为它们是直接投资者金融交

易不可或缺的部分% 同时是其附属企业的

头寸# !金融机构之间债务工具上的头寸

是个例外#" 从直接投资中扣除这些资金%

在总体水平上会扭曲和大大低估直接投资

的金融流量和头寸# 而且% 在直接投资中

列入这些数据% 有助于实现各经济体记录

的对称性和一致性# 不过% 对于这些资金

路过的经济体而言% 有必要识别这些不打

算用于当地有关实体的资金流入和流出#

,!".- 在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在新兴国家% :'6

起了关键作用# 为了研究全球有多少 :'6

到达了这些国家以及 :'6来自于哪里% 有

必要进行一些补充研究# 在此类分析中%

不是要识别东道国或投资经济体 !在外向

或者内向链条中" 的过路资金% 而是要通

过识别第一个单位来确定过路资金最初来

自于哪个国家#

.$ 最终投资国

,!".. 根据GR中关于 :'6的表述% 可以看出外

向:'6直接对应的国家和直接对应的行业#

对于内向 :'6% 则不仅能确定其直接对应

的投资者% 也可以确定其最终的投资者#

所谓最终投资者% 是指控制其投资决策$

在直接投资企业中拥有 :'6头寸的企业%

也是控制了那个直接对应某直接投资企业

之直接投资者的企业# 通过控制关系 !拥

有超过 /4Q的投票权"% 可以连续追踪直

接投资者的所有权链条% 直到出现一个不

再被其他企业控制的企业% 由此即可以识

别出最终投资者# 如果没有企业能够控制

该直接对应的直接投资者% 那么该直接投

资者实际上就是直接投资企业的最终投资

者#

,!"./ 最终投资者常住的国家就是直接投资企业

的最终投资国# 有可能最终投资者和直接

投资企业是同一个经济体中的常住单位#

!%控制了;% ;控制了 <# %和 <是同一

个经济体中的常住单位% ;是另一个经济

体中的常住单位#"

,!".0 为了将通常分国别的表述转换为针对最终

投资国的补充表述% 需要把归属于直接对

应的直接投资者常住国家的全部 :'6头寸

划归于最终投资国# 如果直接投资企业中

有不止一个直接对应的直接投资者% 就需

要根据每个直接对应之直接投资者的最终

控制母国% 将每一个直接对应之直接投资

者的全部内向 :'6头寸重新划归到各自的

最终投资国# 通过这种方法% 可以确保根

据标准表述确定的进入一个国家的直接投

资数值与根据补充表述确定的数值相同#

/$ 跨国公司

,!".1 跨国公司 !9$=" 活动分析与有关外国直

接投资信息一样% 都令人感兴趣% 确定外

国直接投资者只要求达到 !4Q的投票权即

可% 而确认跨国公司% 则要求其必须持有

超过 /4Q的投票权# 因此% 就 #$%中的子

部门而言% 跨国公司相当于是由外国控制

的公司# !关于控制权的问题% GR和

;(90 与 #$%有细微的差别# GR和;(90

要求严格应用 /4Q的投票权原则% 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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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比较灵活# 具体可参见第 . 章"

,!".2 除了对跨国公司的活动进行统计以外% 也

可以就与其他经济体相联系的更大范围的

企业类别进行统计% 而不仅限于那些外资

拥有大多数所有权的企业 !即外国附属机

构"# 这些统计就是外国附属机构统计

!:%̀#"% +外国附属机构生产统计 !:%̀#"

的建议手册, !欧盟统计局% ,441" 对此

进行了描述% +全球化指标& 经济全球化

统计手册,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44/"

对此进行了详细阐述# 有关工作仍在继续%

以确保这些文献中所引用的各种统计数据

集与关于全球化的其他出版物相一致#

0$ 外包

,!".3 经济体e中的公司%有两种方式使经济体

f中的公司 ;为其组装零件# 虽然结果看

起来是类似的% 但在账户中记录的结果却

完全不同# 假设 %和 ;是没有关联的企

业% ;按照合同为 %工作并获得一笔费用

作为回报# !其他地方也对这种情况进行

了描述% 例如在第 ,2 章#" 在这个例子

中% 不记录加工对象从 %到 ; !或者从 e

到f" 的转移% 只将按协议支付的费用记

为两个经济体之间的交易#

,!"/4 可是% 如果 %和 ;都属于同一个企业集

团% 那么事实也许是% 在产品从 %运送到

;的过程中存在着产品风险和收益的转移#

问题在于当产品在国际间移动时% % !和

e" 和 ; !和 f" 之间的贸易数据中该产

品是否采用了合适的价格# 如果%和;有

关联% 有时候就会使用 (转移定价) 这种

做法# 假定f的税收制度比 e更自由# 那

么实际情况也许是% 为了使在 e中的利润

最小化% %人为降低了运送到 ;的产品价

格% 而;记录一个相对较高的利润% 这个

利润在f中对应的税率较低# 原则上% 国

际会计准则和国际收支平衡表都建议跨界

移动的产品应该以 (公平) 价格估价% 即

假如这里涉及的两个企业之间没有关联时

通行的价格# 做这样的调整并非易事% 而

且% 税务当局$ 海关和统计人员是否有兴

趣% 要看如果所涉及的产品总数相当大时

能否进行适当的调整% 同时这个调整能否

具有充分的可靠性#

1" 资产对生产的贡献

,!"/! 第 ,4 章讨论了生产中资本服务的作用和多

要素生产率 !9:(" 的计算# 在计算生产

率时所考虑的资产% 是那些由企业所拥有

和使用的固定资产% 加上企业拥有并在生

产中使用的一切自然资源和其他非生产资

产% 包括合约$ 租约和许可以及可能的营

销资产# 法律上不归企业所有$ 但通过融

资租赁归企业使用的那些资产也包括在内%

同样地% 在企业资产负债表中也会对它们

予以记录# 可是% 通过经营租赁协议而租

借的资产被排除在外# 这也许意味着两个

开展类似活动$ 使用类似资产的企业可能

表现出不同的生产率% 因为一个使用自己

拥有的资产% 另一个使用租借的资产# 为

此需要一些补充分析% 即根据使用资产而

不是拥有资产的行业来编制有关资产的信

息% 并分析使用租借来的资产而不是自己

拥有的资产对于营业盈余和生产率的意义#

2" 财务困境的后果

,!"/, 一个非金融公司遭遇财务困境的标志% 第

一是这个公司近来的利润水平% 第二也可

能是它能够提供的股息水平# 还有可能是

它的现金流出了问题% 不能及时偿还债务#

其竞争对手可能利用这个机会发起收购要

约# 可是% 如果没有人出价收购% 这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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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就是公司究竟如何才能生存下来#

,!"/- 类似地% 一个金融公司可能因为在筹集资

金方面有困难% 不能应对其负债而遭遇财

务困境# 同样地% 在这种情况下% 其竞争

对手也可能发起收购要约% 但是也可能没

有人收购#

,!"/. 不管是金融公司还是非金融公司% 如果这

个公司被认为对国家很重要% 政府就可能

会插手% 或者收购这个公司% 实际上使其

国有化% 或者可能注入一大笔资本% 作为

回报% 获得公司一定的控制权或者全部控

制权# 第 ,, 章探讨了如何记录国有化$ 政

府注资和在紧急援助下可能采取的措施#

,!"// 另外一种可能性是政府给处于困境中的公

司的债权人提供担保# 同样地% 启动一次

性担保与承担债务的处理方法相同# 原始

债务被清偿% 然后在担保人与债权人之间

产生了一项新的债务# 在大多数情况下%

担保人被视为向原债务人做了一次资本转

移% 除非担保人获得对债权人的有效索赔

权% 在后一种情况下应确认为一笔金融资

产 !对债务人而言是负债"# 第 !1 章第 -

部分讨论了如何记录担保% 包括那些由政

府提供的担保#

!$ 坏账

,!"/0 所有企业% 尤其是金融公司% 都有可能遭

受坏账# 如果经济中的其他方面也对公司

施加了财务压力% 这种现象可能会特别严

重# 在 #$%范围内% 贷款总是按应偿还给

债权人的数值来记录的# 如果债务人的信

用等级较低% 上述做法可能就高估了贷款

的市场价值# 对单笔贷款很少这么做% 但

对于一类贷款则经常这么做#

,!"/1 #$%将部分坏账确认为不良贷款# 正如

!-"00 段所解释的% 这些坏账都是其利息

或本金支付已逾期 34 天或更长时期% 或其

34 天或更长时期的利息支付已资本化$ 再

融资$ 或通过协议推迟% 或者其付款虽然

逾期不到 34 天% 但还有其他充分的理由

!如债务人申请破产" 怀疑款项是否能全

额偿还的贷款# #$%建议为账户编制备忘

录项目% 以显示不良贷款的名义价值和市

场价值以及对利息流量的含义$ 根据名义

价值计算的利息$ 前面各期的未支付利息

和与本期有关的未支付利息# !-"01 @

!-"02 段讨论了拟议的备忘录项目#

,!"/2 正如附录 . 所解释的% 详细阐述当市场价

值突然偏离过去的趋势值时应如何对资产

进行核算以及什么时候适宜于界定和使用

(公允价值) 的整个问题% 是已列入研究

日程的一个项目# 此外% 将继续监测 ,442

年信贷危机后的经济状况% 看看是否需要

提出其他备忘项目和其他措施建议#

($ 优惠性贷款和债务重订计划

,!"/3 第 ,, 章的 '节详细探讨了政府对优惠性

贷款和债务重订计划的作用#

3" 与企业会计核算的联系

,!"04 近年来% 作为企业会计核算标准的制定者%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 !6%#;" 的重要性日

益突出# 6%#;发布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6:C#"% 目前% 有 !44 多个国家参与了这

一协调过程# 许多大公司% 特别是跨国公

司% 已经开始应用这些国际会计准则#

,!"0! 在大部分情形中%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所隐

含的基本原则与 #$%的基本原则是完全一

致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该准则在序言

中说明% 经济实质应优先于法律形式# 与

#$%一样%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不仅注意到

了理论上的首选方法% 也注意到了其实际

可能性#

,!"0, 制定一个新准则的过程分三步# 第一步%

提出一份文件% 就赞成还是反对新准则进

行讨论% 并发布这份文件% 同时邀请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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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进行评论# 收到各种评论并对其进行

分析后% 如果决定继续这个过程% 就要准

备好一份征求意见稿% 然后邮寄出去% 继

续让全球评论# 只有当这份征求意见稿得

到了大量好评% 它才成为正式要制定的准

则# 在每一个阶段% 给出的文件都会探讨

准则的背景和它的正式措辞#

,!"0- 既然国民经济核算不可避免地必须从根据

国际会计准则编制的数据中提取信息% 特

别是对于大公司% 那么% 对于国民经济核

算的诸同仁而言% 对制定国际会计准则的

三个阶段给予更多关注并提出自己的观点

将是有意义的#

,!"0. 对于跨国公司% 标准账户可能只提供作为

整体的集团公司的核算结果% 其中位于不

同国家的企业之间的关系已经被合并# 在

这种情况下% 国民经济核算人员为了所需

的非合并数据% 必须查阅其他来源的数据#

,!"0/ 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所采用的方法中% 有

两个特别的地方与 #$%的方法有些不同%

一是将持有损益看做收入% 二是对准备金

与或有负债的记录# 进一步考查国际会计

准则委员会的观点% 会有助于改善 #$%对

这些问题的处理% 如果不是完全接受国际

会计准则委员会的观点% 至少也要在其观

点与 #$%观点之间进行协调#

,!"00 除了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针对私人公司规

定的准则外% 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委员

会 !6(#%#;" 也提出了对政府部门的有关

准则# 有关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委员会

的内容% 可参见第 ,,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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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章"一般政府和公共部门

#" 引言

,,"! #$%的主要优点之一在于能够编制整个部

门$ 单个单位或某些中间层级上的账户%

并以不同的方式对这些账户加以汇总#

#$%将经济体分解成各种不同的部门和子

部门% 由此可以对经济体不同部分之间的

相互作用进行观察和分析% 以便于政策的

制定# 本章将重点介绍一般政府部门 !定

义见第 . 章" 和公共部门 !定义见本章"%

其中很多概念在以前的章节中已做过介绍#

这一章旨在将这些概念综合在一起% 更加

具体地阐释如何将它们用于实践% 并将它

们与其他侧重于政府的经济统计体系联系

起来% 比 如 + 政 府 财 政 统 计 手 册 ,

!&:#9,44!"% +=#%3/ 有关政府债务和赤

字手册, !欧盟统计局 ,44,)"% 以及 +外

债指南,#

,,", 政府的权力$ 动机和功能有别于其他部门#

政府可以利用其权力推行影响其他经济单

位行为的各种法律% 可以自由地通过税收

和社会保险金等各种手段对收入和财富进

行重新分配# 一般政府部门账户展示了向

整个社会或单个住户提供的货物服务是如

何主要依赖于财政收入的# 政府提供的货

物服务的范围和价格% 是基于政治和社会

因素考虑的% 而不是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

,,"- 财政运行由政府完成% 资金来源于正常预

算程序下产生的预算资金# 但是% 有一些

政府单位发起的行为却需要包括公共企业

在内的经济主体的介入% 而这些经济主体

并不受法定政府框架的管制# 这些行为可

以称为准财政活动#

,,". 与公共企业私有化和重组有关的操作% 以

及通过特别目的实体 !包括国外的" 的介

入而完成的资产证券化行为可以归入这一

类# 尽管这些行为未列入预算报告% 且可

能避开了常规的控制程序% 但其对政府财

政收入和支出具有显著影响#

,,"/ 除了直接提供服务% 政府还常通过公共企

业 !如铁路$ 航空$ 公用设施和公共金融

企业" 来实现其公共政策的目标# 政府可

要求公共企业向某些特定领域提供服务%

而如果没有价格补贴% 这些领域将不会被

一般经济活动所覆盖# 如此一来% 该公共

企业的经营利润可能会下降或面临亏损#

,,"0 因此% 为了全面分析政府对经济体的影响%

构建一个包含所有政府单位和公共企业的

部门将很有意义# 这一复合部门就是公共

部门#

,,"1 对于一般政府和公共部门% 除了 #$%常规

的账户序列外% 还可以用一种更适合于政

府财政分析人士和政策制定者的方式来呈

现其账户% 而后一种方式正越来越多地使

用以 #$%之概念$ 定义$ 分类和核算规则

界定总量和平衡项% 以便于与其他宏观经

济变量相关联% 并与他国的相同项目相比

较# 某些项目% 比如储蓄$ 净贷出B净借入

业已存在于账户序列中# 但像财政总收入$

总支出和总开支$ 税负$ 财政运行净结余

和总债务等其他项目并未出现在 #$%中#

此类总量和平衡项可用于评价个人服务和

公共服务生产的资源使用情况$ 征缴税收

和其他财政收入的必要性$ 政府借入和偿

还债务的能力% 以及理想水平的财政运行

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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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章将对此所谓公共财政或政府财政账表

做扼要介绍# 为了生成该表% 需要对 #$%

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交易进行重新排列%

以推导出对一般政府和公共部门有意义的

那些总量和平衡项# 比如% 将税收$ 使用

者费用和他国政府援助等汇总起来% 就形

成了政府的财政总收入% 该收入是从其运

作中得到的% 用来为政府服务提供支持#

,,"3 ;节总结了对政府单位和其他政府控制单

位的定义% 并介绍了这些单位在 #$%中的

部门归属#

,,"!4 <节介绍了政府财政统计报表#

,,"!! '节讨论了政府独有的或对其特别重要的

若干核算问题#

,,"!, 最后的=节说明了如何以一种与 ' !原文

如此% 疑为<% 译者注" 节的政府财政统

计报表大体平行的方式体现公共部门的相

关信息#

!$ 数据来源

,,"!- 在实践中% 宏观经济账户很少能够通过简

单加总相关微观数据来构建% 但政府是个

例外% 政府单位和公共企业的账户常常直

接通过政府财政核算数据库中的微观数据

得到# 因此% 政府单位和公共企业的统计

数据编制者通常主要依赖于会计信息% 而

不是统计调查的结果# 国际会计师联合会

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理事会 !6(I%I;"

所推行的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 !6(#%#"

在近年来的发展% 更是越来越需要清晰的

政府财政统计编制指导% 以期可将详细的

会计数据准确地移植到 #$%框架中# 如果

政府财政账户的编制是基于收付实现制%

就必须将其转换成权责发生制以适应 #$%

的核算原则% 这样的指导将变得尤为重要#

($ 合并

,,"!. 通常 #$%中的项目是不作合并处理的# 合

并将意味着剔除同一机构部门或子部门内

两个交易者之间的交易或债权B债务关系#

但是正如第 - 章所阐述的% 合并对于一般

政府部门可能是有意义的# 比如% 政府单

位对政府以外单位的债务信息可能比将政

府单位对其他政府单位之债务包括在内的

总债务更有意义# 关于合并处理的指导可

见于<节#

%" 一般政府和公共部门的定义

,,"!/ 一般政府单位包括一些非营利机构

!$(6" 和不作为公司处理的公共企业#

公共部门则包括一般政府和公共企业#

为了识别哪些非营利机构属于一般政府

单位% 必须先对政府控制的要素条件加

以确认# 为了确定哪些企业作为公共企

业% 哪些作为一般政府的一部分% 需要

先明确政府控制的要素条件以及有显著

经济意义价格的概念#

,,"!0 以下将先重述 ."!!1 @!!2 段关于政府单位

的定义% 这将有助于我们明确哪些单位既

属于一般政府部门% 又属于公共部门% 然

后将会讨论所谓政府控制和有显著经济意

义的价格的含义#

!$ 政府单位

,,"!1 政府单位是唯一一类通过政治程序设立的!

在特定区域内对其他机构单位拥有立法!

司法或行政权的法律实体( 作为机构单位

的政府% 其主要功能在于% 用来源于税收

或其他收入的资金承担为社会和住户提供

货物和服务的责任' 通过转移手段进行收

入和财产的再分配' 从事非市场生产# 一

般而言&

)"政府单位通常有权通过税收或从其他机

构单位的强制转移获得资金# 政府单位

必须通过对其他单位征税或接受其他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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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单位的转移为自己筹集资金' 在追求

其政策目标过程中必须有权支出上述资

金中的部分或全部# 它必须能够自行借

入资金#

*"政府单位通常会做出以下三种不同的最

终支付&

!

第一类% 由政府统一组织$ 资金来

源于一般税收或其他收入$ 向整个

社会免费提供公共服务 !如公共管

理$ 国防$ 司法和公共卫生等" 所

发生的实际或虚拟支出#

!

第二类% 向单个住户免费或以没有

显著经济意义的价格提供货物服务

所发生的支出# 这些支出是政府在

追求其社会或政治目标过程中有意

发生的% 资金来源于税收或其他收

入% 即便个人可能根据其使用情况

支付了费用#

!

第三类% 为了收入或财富的再分配

而向其他机构单位 !主要是住户"

的转移支付#

,,"!2 在单一经济体中% 如果存在中央$ 州或地

方等不同级别的政府% 则会存在很多单独

的政府单位# 社会保障基金也属于政府单

位#

,,"!3 在所有的国家% 都存在一个规模和权力

!尤其是对很多其他单位能施予控制的权

力" 方面很重要的一般政府机构单位% 该

单位常被称为国民政府% 并由主预算账户

所覆盖# 正是由这个单一的中央政府单位

来完成全国行政$ 立法和司法等基础性活

动% 其收入以及其花费和支出通常由财政

部或与其功能相当的部门通过由立法授权

的一般预算来规约和控制# 组成这一中央

政府单位的各部委$ 部门$ 机关$ 理事会$

委员会$ 司法当局$ 立法实体以及其他实

体% 大多都不是独立的机构单位% 而只是

这一主要中央政府机构单位的一部分% 因

为它们一般无权以其自身的名义拥有资产$

发生负债或进行交易# 如果存在省级或地

方政府% 则这些政府也可能拥有一个涵盖

核心执法$ 立法和司法权力的主要政府单

位#

,,",4 此外% 也可能存在具有独立法律身份和充

分自主 !包括自由决定支出和开支的数量

与构成的权力% 以及直接的收入来源% 比

如专项税款" 的政府实体 !支出$ 开支和

收入等术语经常用于政府账表中# 其定义

及其与 #$%各概念的关系见 <节"# 设立

此类实体常常是为了实现某些具体的功能%

比如道路建设% 或卫生$ 教育服务的非市

场生产# 如果这些实体保有全套的账户%

以自己的名义拥有货物或资产% 依法从事

可进行核算的非市场活动% 有能力以自身

名义发生负债和对外订立契约% 则它们可

作为单独的政府单位处理# 这些单位常被

称作预算外单位% 因为其拥有独立的预算%

任何来自于预算主账户的转移都可由其自

身收入补充# 各国预算的差别很大% 且用

于描述这些单位的术语也多种多样# 考虑

到这些单位是非市场生产者% 且常被另一

个政府单位所控制% 我们将这些单位归入

一般政府部门#

,,",! 社会保障基金是一种致力于运作一个或多

个社会保障计划的特殊政府单位# 社会保

障基金必须满足作为一个机构单位的一般

要求% 即必须区别于政府单位的其他活动

而另行组织% 单独持有其资产和负债% 并

以自身的名义从事金融交易#

,,",, 前文已述及% 作为非市场生产者$ 并受控

于政府的非营利机构也是一般政府部门中

的单位# 尽管其设立依法独立于政府% 但

它所实现的是政府政策% 并有效地构成了

政府的一部分# 政府可能更愿意选择非营

利机构% 而不是政府机关% 去实现某些政

府政策% 因为非营利机构被认为是不面临

政治压力的% 例如% 卫生$ 安全$ 环境和

教育等领域的研发$ 各种标准的设立和维

持% 在这样的领域中% 非营利机构可能比

政府机关更为有效#

,,",- 从事金融活动的单位需要特别考虑# 正如

."01 段所介绍的% 由政府设立的$ 具有专

属金融机构类似功能的单位% 如果无权独

立行为% 而只局限于其从事的若干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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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承担与其持有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风险

和回报% 且常住于同一经济体中% 则应视

其构成一般政府的一部分% 而不作为单独

的单位处理# 如果该单位是非常住的% 则

作为单独单位处理% 但其进行的作为准财

政行为的交易要反映在该单位与政府之间

的交易中# 特别地% 如果该非常住单位从

国外借款% 则可认为其将相同的款项以相

同的条件借给了政府#

,,",. 同时% 任何政府层级的一般预算都可能会

对符合下文准公司标准的市场生产者形成

控制# 这些单位不应该归入一般政府部门%

准确地说应该是属于非金融或金融公司部

门% 但作为公共单位% 它们是公共部门的

一部分#

($ 政府控制的非营利机构

,,",/ 确定非营利机构是否为政府控制的标准见

于 ."3, 段# 为了便利起见% 此处再加以总

结#

,,",0 对非营利机构的控制是指% 有能力决定非

营利机构的总体政策或规划# 为了便于对

整个非营利机构集合的分析% 所有归于一

般政府部门的非营利机构在统计记录上都

应该保留其非营利机构的身份# 确定非营

利机构是否为政府所控制% 应考虑下述五

个控制指标&

)"官员的任命'

*"其他授权工具的提供'

+"契约协议'

5"政府资助的程度'

8"风险暴露#

在有些情况下% 单一的指标可能已足以证

明控制的存在% 但有时可能需要多个指标

综合起来才能确认控制是否存在# 从本质

上说需要基于所有指标做出判断决策% 对

于相似的情形应做出一致的判断#

+$ 政府控制的企业

,,",1 被归为公共企业的公司不仅必须是由另一

个公共单位控制的% 还必须是一个市场生

产者# 所谓控制是指% 有能力决定一个机

构单位的总体政策或规划# 政府所处的地

位% 使其可以对很多种单位施予控制& 各

种预算外的机关% 非营利机构和公司 !金

融或非金融的"# 一家企业被控制的标准

见于 ."11 @."24 段# 需要考虑的关键因素

有&

)"拥有大多数的表决权'

*"控制了董事会或其他治理实体'

+"控制了关键人事的任免'

5"控制了该实体的关键委员会'

8"金股和黄金期权'

D"管制和控制'

L"通过某主导消费者进行控制'

M"对向政府借款行为的控制#

在有些情况下% 单一的指标可能已足以证

明控制的存在' 但有时可能多个指标综合

起来才能确认控制是否存在# 从本质上说

需要基于所有的指标做出判断决策% 对于

相似的情形应做出一致的判断#

.$ 有显著经济意义的价格

,,",2 作为市场生产者的单位% 会将其产出的全

部或大部分以有显著经济意义的价格提供

给其他单位# 所谓有显著经济意义的价格"

是指对生产者愿意提供的数量和购买者希

望购买的数量有显著影响的价格( 这样的

价格往往存在于%

)"为了实现在长期内盈利或者至少弥补资

本和其他成本的目标" 生产者希望对供

给进行调整'

*"消费者可自由决定购买与否" 且其选择

是基于索要的价格做出的(

,,",3 如果销售收入弥补了生产者大部分的成本%

且消费者可基于索要的价格自由做出购买

与否和购买数量的选择% 通常这就意味着

价格有显著的经济意义# 尽管在产出价值

!不包括产品税和补贴" 和生产成本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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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存在确定的数量关系% 但通常认为所

售货物服务的价值在一个持续多年的期限

内至少平均应在生产成本的一半之上#

,,"-4 因经济环境差异巨大% 为了实现长期一致

的经济测算% 在各单位之间$ 各国之间可

以采用不同的门槛标准# 原则上来说% 市

场和非市场之间的差别应该具体问题具体

分析#

,,"-! 如果生产者是私有的% 则可假定其价格是

具有显著经济意义的# 但在存在公共控制

时% 该机构单位的价格可能会出于公共政

策目的做出调整# 这就增加了判定价格是

否具有显著的经济意义的难度# 设立公共

企业的目的常常是为了生产具有某种期望

品质或期望价格的货物% 而同样品质或价

格的货物在市场上是不会生产的# 即便该

类企业的销售收入可能弥补了其很大一部

分的成本% 但可以想象% 其对市场力量的

反应与私有企业是非常不同的#

,,"-, 得到政府财政大力支持或享受其他降低风

险因素 !政府担保" 的企业% 与没有此类

优势的企业相比% 其行为肯定是存在差异

的% 因为其预算约束相对宽松# 非市场生

产者面临着很宽松的预算环境% 其对经济

环境变化的反应方式可能不同于市场生产

者#

政府的货物服务供应商

,,"-- 向政府供应货物服务的单位应视作市场生

产者还是非市场生产者- 根本的问题是%

提供货物服务的单位是否与私有生产者形

成竞争% 供应商的选择是否是基于价格做

出的% 不管供应商是否唯一% 也不管政府

是否是该供应商的唯一消费者#

销售收入与成本的定义

,,"-. 为了判断一个生产者是否是市场生产者%

我们有必要在产品的销售所得和生产成本

之间做一比较# 销售收入的测算是在任何

产品适用税附加之前进行的# 销售收入不

包括从政府得到的所有支付% 除非进行相

同活动的每一个生产者都会得到这一支付#

此时自产自用的产品不能作为销售收入的

一部分#

,,"-/ 生产成本是中间消耗$ 雇员报酬$ 固定资

本消耗及 !其他" 生产税的总和# 如果该

单位是市场生产者% 则资本回报也应包括

在生产成本中% 但生产补贴不做扣减#

/$ 公共单位的决策树

,,"-0 图 ,,"! 显示了一般政府部门$ 公共部门和

其他主要国民经济部门之间的关系#

,,"-1 ."!!1 段已述及% 政府单位通过政治程序

设立% 在特定领域内享有对其他机构单位

的立法$ 司法和执法权力# 这些单位属于

一般政府部门% 也属于公共部门# 为了确

定什么样的机构单位属于一般政府部门和

公共部门% 应遵循图 ."! 介绍的决策树%

顺序回答下述问题&

)"该实体是否是机构单位- 若否% 但其是

常住的% 则作为其控制单位的一部分#

如果不是机构单位% 但是非常住的% 则

作为其常住经济体中的准公司#

*"根据刚刚给出的标准% 该单位属于市场

生产者还是非市场生产者-

+"该单位是否为政府或另一公共企业所控制-

图 (($!" 公共部门和其他主要国民经济部门之间的关系

非金融公司 金融公司 一般政府 $(6#7 住户

公共 公共

私有 私有

公共 私有 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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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后面两个问题的回答% 决定其部门归属

的情况如下&

)"如果该单位是市场生产者% 且不被政府

控制% 则其不属于一般政府部门或公共

部门#

*"如果该单位是市场生产者% 但被政府或

另一公共企业控制% 则其不属于政府部

门% 但属于公共部门#

+"如果该单位是非市场生产者% 但被政府

控制% 则其属于一般政府部门和公共部

门#

5"如果该单位是非市场生产者% 且不被政

府控制% 则视其为 $(6#7% 不属于一般

政府部门或公共部门#

0$ 一般政府部门的子部门

,,"-3 如第 . 章所述% 一般政府部门可按两种方

式中的任一种划分成子部门# 一种方法是

共划分为三个子部门& 中央政府$ 省级政

府和地方政府% 社会保障基金包括在各层

级的政府部门中# 有时一般政府可能只有

一个或两个层级' 有时则可能必须在三层

结构中纳入更多级别的政府# 另一种方法

是将社会保障基金从各政府层级中排除%

并设立一个单独的子部门覆盖所有政府层

级上的社会保障基金# 选用何种分类取决

于社会保障基金是否独立于其运作所处层

级的政府#

,,".4 关于一般政府子部门划分的更多细节见于

第 . 章:节#

5$ 公共部门的子部门

,,".! 为了满足分析的要求% 可以构造公共部门

的子部门# 有两种构造方法可考虑# 第一%

可以将公共部门划分为一般政府部门% 以

及由所有公共公司构成的另一个子部门#

公共公司子部门又可进一步划分为非金融

公共公司% 以及中央银行以外的公共金融

公司和中央银行#

,,"., 第二% 可以根据与一般政府部门相同的方

式将公共部门按照政府层级进行划分# 这

种情形下的子部门有& 中央政府公共部门$

省级政府公共部门和地方政府公共部门#

每一个子部门又包含着相应层级的一般政

府部门及该层级政府单位控制的所有公共

企业# 如果一个单位由两个不同层级的政

府单位控制% 则必须根据诸如控制单位所

施加的控制程度等因素% 将该单位分配到

某一层级的政府# 社会保障基金可以独立

构成一个子部门% 或融入到各层级政府中#

应该指出的是% 如果设立了单独的基金来

管理政府雇员的养老金% 则这样的基金应

该排除在社会保障基金之外#

*$ 边缘情形

,,".- 关于政府创设的某些实体在何种情况下可

归入公共部门% 需要给予具体指导# 这些

实体包括准公司$ 重组机构$ 特殊目的实

体$ 合资企业以及超国家机构#

准公司

,,".. 准公司是非法人制企业% 但仿照公司模式

运营# 在 #$%中% 准公司是视作公司处理

的% 即作为一个与其法律归属单位相分离

的机构单位# 因此% 政府单位拥有的准公

司应归入金融或非金融部门的公司#

,,"./ 准公司概念的提出意在将其与其所有者相

分离% 这些非法人制的准公司独立自治%

足以使其能按照公司的相同方式活动# 如

果其像公司一样行为% 则其必须拥有完整

的账户# 对于一个企业而言% 存在或可能

构建一整套的账户 !包括资产负债表" 确

实也是将其作为独立机构单位处理的一项

必要条件% 否则从核算的角度来说将准公

司与其所有者相区分将是不可行的#

,,".0 要实现将一个企业作为准公司处理% 政府

对其管理必须给予相当的自主性 !不管是

生产程序的管理还是资金的使用"# 政府

准公司必须有能力持有其自身的周转结余

和商业信用% 且能够利用其自身储蓄$ 金

融资产或借入款项满足其部分或全部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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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形成# 能够将准公司与政府之间的收入

和资本流量相区分% 意味着在实践中准公

司的经营和融资活动与政府的收入或财政

数据是可分离的% 尽管其并非独立的法律

实体# 政府拥有的准公司% 其营业盈余净

额并不构成政府收入的一部分% 且政府账

户只记录准公司和政府之间发生的收入和

资本流量#

重组机构

,,".1 一些公共单位会卷入 !金融或非金融的"

公司的重组# 这些公司可能为政府所控制%

也可能不被其控制# 重组机构可能是长期

存在的公共单位% 也可能是专为此特殊目

的而设立的机构# 政府会以各种不同的方

式对重组予以资金支持% 或直接通过资本

注入 !资本转移$ 贷款或购买股份"% 或

间接地给予担保# 像重组机构这样的单位

几乎没有产出% 因此以产出是否市场化来

判断其何种情况下可作为一般政府的一部

分% 这样的常规标准并不充分# 此时应该

考虑下面的建议&

)"只服务于政府的单位% 相对于同时服务

其他单位的单位% 往往更会被归入到一

般政府'

*"不以市场价值出售金融资产的单位% 往

往更会被归入到一般政府部门'

+"因得到强大公共财政支持并且在法律上

或有效地代表政府而承担了较低风险的

单位% 可能会被归入到一般政府部门#

,,".2 重组机构可以通过很多方式运作% 下文给

出了两种常见的情形#

,,".3 重组机构可以承担公共部门的重新组织以

及对私有化的间接管理# 这里存在两种可

能&

)"重组单位是一家真正的控股公司% 控制

和管理着很多子公司% 但其活动中仅有

小部分是代表政府和为了公共政策目的

来充当两家子公司之间的资金融通渠

道# 这样的单位应归入公司一类% 其代

表政府进行的交易应归入一般政府#

*"重组单位 !不管其法律地位如何" 扮演

了政府的直接代理人% 且不是市场生产

者% 其主要功能在于% 重新分配国民收

入和财富% 充当单位间的资金渠道# 这

样的单位应归入一般政府部门#

,,"/4 另一种情形是% 重组机构主要是关心受损

资产% 常存在于银行或其他金融危机的背

景下# 这样的重组机构必须根据其承受的

风险度进行分析% 并考虑政府资助的程度#

也可有两种情形&

)"重组机构自行在市场上借入资金以购置

其有效管理的金融或非金融资产# 在这

样的情形下% 该机构单位应该归入金融

公司部门#

*"重组机构在政府的直接或间接资助下故

意以高于市场的价格买入资产# 它主要

从事国民收入 !和财富" 的再分配% 不

脱离政府独立行为或自行承担风险% 因

此应该归入一般政府部门#

特殊目的实体

,,"/! 政府单位一直被认为是常住的% 因为根据

定义% 一国的经济领土包括了其政府管理

的地理领土% 以及政府用于外交$ 军事$

科学及其他目的的一些国外飞地 !通常会

与所在国的政府签订正式协议"# 这些飞

地是一般政府部门的一部分#

,,"/, 一些政府可能会出于金融方面的考虑而设

立从事财政或非财政活动 !包括资产证券

化$ 借款等" 的特殊目的实体 !#(="# 从

事财政类活动且仅以一种被动方式 !相对

于政府" 运作的常住 #(=% 不管其法律地

位如何% 在 #$%中不作为单独的机构单

位% 而是视作一般政府的一部分# 如果其

行为独立% 且代表其自身获得资产和发生

负债% 并承担相应的风险% 则作为单独的

机构单位处理% 并按其从事的主要活动划

分到对应的部门或行业#

,,"/- 非常住 #(=通常被视为其所在经济体的单

独机构单位# 这类实体设立后% 必须注意

如实反映该政府的财政活动# 一般政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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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住 #(=之间的所有流量和存量水平应

该在其发生于一般政府和国外账户时加以

记录#

,,"/. 一个政府可能会创设一个非常住的 #(=用

于承担其在国外的政府借款或政府开支#

即便在该政府和与这些财政活动相关的

#(=之间没有实际的经济流量记录% 也要

在政府和国外账户中虚拟各种交易以反映

由 #(=发生的政府财政活动 !包括借款在

内"# 证券化单位的特殊情况将在 '节讨

论#

合资企业

,,"// 很多公共单位会与私有实体或其他公共单

位协议共同从事各类活动# 活动产生的产

出可是市场化的或非市场化的# 合资经营

可以从广义上分为三种类型& 联合控制单

位% 此处称作合资企业' 联合控制经营'

联合控制资产#

,,"/0 合资需设立一家公司! 合伙制企业或其他

类型的机构单位" 在该公司中各方依法对

该单位的活动进行共同控制# 该单位的经

营方式与其他单位相同% 只是各方之间订

立协议% 对该单位进行共同控制# 作为一

个机构单位% 合资企业可以其自身名义对

外签订合同% 筹集资金用于其自身目的#

合资企业有自身的核算#

,,"/1 这里要考虑的主要问题是% 对合资企业的

有效经济控制产生的是公共单位还是私有

单位# 如果合资企业以非市场生产者的角

色经营% 则必定是政府实施了有效控制%

从而其应作为一般政府的一部分#

,,"/2 如果合资企业是市场生产者% 则需要利用

前述标准判断其是否为政府所控制% 并据

此将其作为公共或私有企业处理# 通常来

说% 所有权比例将足以确定控制的强弱#

如果公共单位和私人单位拥有同样比例的

合资企业所有权% 则必须考虑其他的控制

判断指标#

,,"/3 公共单位也可能涉足不设立单独机构单位

的共同经营协议# 在这样的情形下% 不存

在需要分类的单位% 但必须注意确保对资

产所有权给予恰当记录% 并根据主协议条

款对支出的共担和收入的共享进行确认#

比如% 两个单位可能协议对共同生产程序

的不同阶段负责' 或者一个单位拥有一项

资产或相关资产复合体% 但两单位均同意

共担支出并共享收入#

超国家机构

,,"04 一些国家可能会参与涉及资金转移 !从成

员国向超国家机构% 或相反" 的超国家制

度安排协议# 超国家机构也可从事非市场

生产# 在各成员国的国民账户中% 超国家

机构是非常住机构单位% 是国外的一部分%

可以归入国外部门下的一个具体子部门#

,,"0! 因为超国家机构实现的是政府层面上的功

能% 因此不妨将该机构作为该成员国的一

个常住单位 !尽管它仍然是非常住的"%

为其构建一套账户# 这样的一个额外账户

可为进行成员国经济活动分析提供有益的

补充#

," 政府财政统计报表

!$ 引言

,,"0, 第 0 至 !- 章介绍了所有机构单位和部门的

账户序列# 但对于政府部门以及某些情形

下的公共部门% 经验表明% 另外一种报告

方式% 即通常称作政府财政报表或公共财

政报表 !包括存量和流量"% 会更能满足

某些分析的需要# 本节将概括性地介绍政

府账户应如何在比如&:#9,44! 中呈现%

进一步的解释和讨论可参阅该手册#

,,"0- 政府财政报表主要由以下交易组成& 增加

资产净值的各种交易% 得出称作财政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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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总量指标' 减少资产净值的各种交易%

得出称作财政支出的总量指标# 此外还有

两个主要的平衡项% 净结余和净借入或净

贷出# 对其他经济流量可编制额外的账户

及资产负债表#

,,"0. 以下部分将概括介绍政府财政中涉及的各

项概念#

($ 财政收入

,,"0/ 财政收入是增加资产净值的交易# 在政府

财政报表中% 财政收入概念包括了 #$%中

计入经常转移账户的政府的所有来源% 以

及计入资本账户的应收资本转移# 具体而

言% 财政收入可作如下界定&

财政收入a

??税收

A?社会缴款

A?其他经常性收入

A?应收资本转移

,,"00 政府财政收入通常主要来自于税收和社会

缴款等形式的强制性征收# 而对于某些层

次的政府% 拨款 !来自于其他政府单位和

国际组织的转移" 却是其主要的收入来

源# 其他种类的政府财政收入包括财产收

入$ 货物服务销售收入以及拨款以外的各

种转移#

,,"01 对税收和社会缴款进行测算非常困难# 涉

及的问题和建议的解决办法将在 '节介

绍# 税收记录于账户序列的多个账户中#

政府财政报表的一个优势就在于所有的税

收都作为财政收入的一个类别反映% 并可

根据税基的不同作次级划分# 特别要指出

的是% 经常税和资本税可能会在单一项目

下反映#

,,"02 其他经常性财政收入包括财产收入$ 货物

与服务销售收入$ 罚没收入$ 拨款以外的

自愿转移以及其他未识别的杂项收入# 政

府将货物服务免费或以没有显著经济意义

的价格出售% 这种分配方式与财政收入的

一般理念 !作为增加资产净值的一项交

易" 并不相符# 因此财政收入中只包括货

物服务的实际销售收入% 或由政府生产但

作为实物形式的雇员报酬提供的货物服务

!作为实物雇员报酬提供的货物服务% 之

所以作为财政收入处理% 是因为其抵消了

支出"#

,,"03 从一个政府单位向另一个政府单位的转移%

常是中央或省级政府向低一层级政府的转

移% 是政府收入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 政

府财政报表允许将所有这样的所得集中到

财政收入的一个单独类别下% 通常冠以拨

款之名# 其他转移% 包括补贴% 一般金额

较小% 要单另反映# 财产收入可能是也可

能不是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但不管是与

否% 它都与初始收入分配账户中的相同类

别直接关联#

+$ 财政支出

,,"14 财政支出是减少资产净值的交易# 在政府

财政报表中% 财政支出概念包括了计入经

常转移账户的政府的所有使用% 以及计入

资本账户的应付资本转移# 具体而言% 支

出可作如下界定&

财政支出a

??生产支出 !雇员报酬$ 中间消耗和固

定资本消耗"

A?应付利息

A?拨款

A?社会福利

A?其他经常支出

A?应付资本转移

,,"1! 政府财政报表 !如 J:"D*MML" 在很多地

方有别于 #$%账户序列# 在政府财政报表

中没有生产账户% 这使其无法反映政府自

用性生产的成本结构及最终使用情况# 比

如% 从事自用性资本形成活动的雇员报酬

会直接归入资本形成的获得% 而不是记为

雇员报酬# 相反% 产生实物形式社会福利

的雇员报酬会记作雇员报酬% 而不会再作

为实物形式社会福利的 !一部分" 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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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财政报表使用的某些名称和定义也不

同于账户序列% 同时还引进了各种各样的

简化方式# 比如% :6#69和保险服务的支

出不再与利息和净保费相区分#

,,"1, 政府通常会生产很多服务和某些货物% 然

后将其免费或以没有显著经济意义的价格

分配出去# 在 #$%中% 这些货物服务的成

本% 在生产时要记录为一项使用% 而在分

配后记录为社会福利或最终消费支出# 为

减少不必要的重复% 这些成本在政府财政

统计报表中仅记录为生产费用#

,,"1- 原则上说% 支付给政府雇员的退休金应被

视作是一项负债的清偿% 而不是经常费用

的支出# 但是在实践中% 政府账户反映的

社会福利可能已经包括了支付给政府雇员

的退休金# 如果排除掉这些养老金负债的交

易% 相应的社会缴款和养老金权益变化调整

项也必须从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中去除掉#

.$ 开支

,,"1. 非金融资产的购置并非一项支出% 因为其

对资产净值没有发生影响% 它代表两种类

型资产的交换% 或者负债的发生相应匹配

了资产的获得# 但它应包含在一项称为开

支 !或有时为支出" 的总项中# 开支作如

下界定&

开支a

??财政支出

A?非金融资产的获得减处置

非金融资产的净获得等于资本形成总额加

上非生产非金融资产的获得减处置#

/$ 结余

,,"1/ 结余定义为财政收入减财政支出# 它是所

有影响资产净值变化交易的平衡项# 它等

价于 #$%账户序列中的由于储蓄和资本转

移引起的资产净值变化# 它衡量了政府政

策的可持续性% 因为它反映了政府当期运

作中获得或消耗的资源# 具体而言&

结余a

??财政收入

@?财政支出#

0$ 净贷出或净借入

,,"10 净贷出或净借入等于结余减去非金融资产

净获得% 或者总收入减去总开支# 它代表

政府可用于借出的金额% 或为满足其非金

融运作的资金需要必须借入的金额# 具体

而言&

净贷出或净借入a

??结余

@?非金融资产的获得减处置

或% 净贷出或净借入a

??财政收入

@?开支

,,"11 净贷出或净借入也是金融账户的平衡项%

但在实践中% 由于使用的数据来源不同以

及可能存在的错误和遗漏% 可能会出现一

定的统计误差#

5$ 合并

,,"12 从分析目的看% 常常比较关心净贷出或净

借入与政府负债变化之间的关系# 对政府

负债变化的关注通常集中在政府对其他非

政府单位的负债金额% 但在两个政府单位

之间也可能有大额负债发生# 政府财政报

表对各部门和子部门的所有流量和存量都

进行了合并% 因此省略了同一分类项下各

单位之间所有资产和负债头寸情况# 然而%

运用这种方法% 仍然可以对一般政府部门$

中央政府子部门以及公共部门的负债进行

单独的确认% 这对分析将是有益的#

,,"13 合并是一种将某类单位集合视作一个单一

单位的统计数据报告方法# 通过合并% 会

省略被合并单位间的交易和重复的存量头

寸# 该方法可对任一组的单位实施% 但对

一般政府部门及其子部门内单位的合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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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意义# 比如% 在评估政府运作对于整

个经济体的综合效应或政府运作的可持续

性时% 省略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交易而仅

涵盖其与其他部门或非常住单位之间的交

易% 将会使评估更为有效# 合并尤其适用

于诸如财产收入 !特别是利息"$ 经常转

移和资本转移等交易% 以及金融资产与负

债的交易# 例如% 在某些情况下合并后的

收入或支出与&'(的比率会比未合并数据

更为有用#

,,"24 #$%是不鼓励合并的# 即便是在政府财政

统计报表中% 虽然合并常常很有意义% 但

也只是在成对的收入和支出科目出现时才

会在单一账户中使用该方法# 因此% 合并

调整对平衡项并不产生影响# 例如% 中央

级政府向地方级政府单位的拨款 !或转

移"% 在合并过程中是将中央级政府的支

出和地方级政府的收入同时略去% 而一般

政府部门的结余是不发生变化的#

,,"2! 从概念上说% 合并应该省略被合并单位间

的所有流量% 但在实践中应该做具体分析#

比如有关生产账户交易的合并就存在争议%

诸如产出以及货物服务中间消耗等交易就

不应合并# 合并应该在哪一层次进行% 应

该基于合并数据的政策有用性以及各种交

易或存量的相对重要性来考虑#

,,"2, 在政府财政报表中% 可考虑加以合并的主

要交易% 按其重要性可作如下排序&

)"经常转移和资本转移% 例如中央政府向

低层级政府的拨款'

*"金融资产和负债交易% 例如向其他政府

的政策性贷款% 社会保障单位获取的政

府债券和债务豁免等'

+"政府间持有金融资产和负债的利息收入

和支出'

5"非金融资产的获得和处置% 包括政府间

的土地$ 建筑物和设备交易'

8"政府单位或实体之间的税收支出'

D"政府单位之间的货物服务购买和销售#

,,"2- 有两类发生在政府单位间的交易从不合并%

因为 #$%要对其进行改道处理# 第一是所

有的雇主社会缴款% 无论是支付给社会保

障基金还是政府养老基金% 它们都作为雇

员报酬的一部分支付给雇员% 然后由雇员

支付给基金# 第二是政府单位从雇员报酬

中代扣 !如代扣所得税" 并支付给其他政

府的所有税收% 应视为由雇员直接支付#

此时政府雇主只是其他政府单位的税收代

理人# 但是对于不作为社会缴款处理的针

对薪酬和劳动力的税金% 如其金额较大且

可以确认% 应该合并处理#

,,"2. 合并通常会遇到一些实践上的困难# 例如%

如果一项要合并的交易在一个单位的账户

上得以确认% 则相应的该交易应该同时出

现在其交易对手的账户中% 但可能在彼处

并不存在该交易% 或者可能在不同的时期

进行了记录% 或者记录了不同的价值% 或

者被划分成了另一种交易# 在严格施行四

式记账的核算体系中% 上述种种情形可存

在于任一交易下% 但当尝试合并时% 这样

的差错就会变得很突出#

,,"2/ 在报告整个一般政府部门的账户时% 政府

子部门之间的交易将被合并% 但单独考虑

每个子部门的账户时% 这些交易是不应省

略的#

*$ 政府功能分类

,,"20 利用 +政府职能分类, !联合国% <N:N&"

对开支相关交易进行分类% 是政府财政报

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这种分类反映了开

支的目的# 这些目的可能和政府的行政职

能安排有着显著的不同# 比如% 负责卫生

服务的行政单位可能会从事一些教育目的

的活动% 比如医疗专业人员的培训# 应该

鼓励根据经济本质和功能对政府交易进行

交叉分类% 如&:#9,44! 所介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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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政府和公共部门中的特殊核算问题

,,"21 在 #$%核算规则的适用性方面% 一般政府

和公共部门与经济体所有其他部门是相同

的# 但是由于政府活动的特殊性质% 附加

一些指导将有助于某些交易的处理# 这些

指导可以归结到以下四个项目中&

)"税收记账问题的说明'

*"与非常住政府类权力机构的相互关系

!包括支付给另一当局的税收"'

+"债务相关问题'

5"与企业部门的相互关系'

以下分别对上述项目做说明#

!$ 税收记账问题的说明

政府颁发的许可

,,"22 税收是各机构单位向行使统治权力的一般

政府或超国家机构做出的现金或实物形式

的义务性无偿支出# 这些支出通常构成了

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 在某些国家占

比可达 34Q# 税收被描述为无偿的% 是因

为在大多数情形下% 政府对各单个单位的

支出并不做出任何等价的回报% 但有时政

府会以直接给予许可或授权等形式回报单

个单位的支付# 这种情形下的支付是强制

性程序的一部分% 保证了所有权的准确确

认或活动依法授权进行# 此类支付何时作

为税收处理% 何时作为政府的服务销售收

入或资产出售收入处理% 这两者之间的界

限需要另行给出指导建议#

,,"23 第 1 和第 2 章在讨论税收和服务费用之间

的差异时已经指出% 上述界限在实践中并

不总是泾渭分明的# 可以采用下列建议予

以确认&

)"如果许可或准许由政府自动授予% 作为

进行某项活动或获得某项资产的一项强

制条件% 或者政府履行极少的或不履行

任何工作% 只对许可获取者的法律能力

施以最低水平的控制 !如确认申请者是

否无犯罪记录"% 则该项支付作为税收

记录# 此时的费用支付与政府履行的控

制职能是不匹配的'

*"如果签发许可或准许意味着政府通过对

该活动施加控制或审核该从业者的能力

或资格等实现了恰当的监管职能% 则该

项支付作为服务购买记录# 此时的支付

对于所有或任何服务受益实体而言与生

产服务的成本是成比例的% 并且由全体

受益实体承担# 只有当该项支付与生产

服务的成本不成比例时% 才将其作为税

收处理#

,,"34 第 !1 章对那些由政府签发的严格限制数量

的许可进行了讨论#

)"如果许可不是针对于使用符合资产标准

的自然资源% 但政府代表整个社会对此

施加控制% 则该项对许可的支付应视为

税收# 尽管如此% 但如果许可在法律和

实践中都可转移给第三方% 那么它仍会

被归为合约$ 租约和许可项下的一项资

产'

*"如果许可是为了使用符合资产标准的一

项自然资源% 且政府是代表整个社会对

此施加控制% 则该项对许可的支付可处

理为合约$ 租约和许可项下资产的获

得% 或是租金的支付# 是获得资产还是

支付租金% 在确认时所需考虑的条件已

在第 !1 章第 / 部分做了详细介绍#

政府拥有的生产资产的使用许可% 应视情

况处理为经营性租赁或融资租赁#

以权责发生制记录税收

,,"3! 与体系中的所有交易一样% 政府交易也应

该基于权责发生制记录# 无论对于财政收

入 !如税收和社会缴款" 还是财政支出

!如利息支付"% 均应如此# 如果一项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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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双方不在同一时点记录各自一方的交易%

账户就会出现不平衡#

,,"3, 对于政府而言% 要在基础事件发生时记录

收入和权益是特别困难的% 因为政府会计

常常是基于收付实现制的% 收税尤其如此#

而且% 如果从应付税收评估时计算权责发

生累计的税收% 就会存在多计或少计税收

收入的风险# 因为税收是政府财政中一个

关键的总量指标% 这样的错误是必须要避

免的#

,,"3- 正如第 - 章中已解释的% 税收或任何的分

配性交易按权责发生制计入非金融账户的

时点与实际支付发生的时点之间的时期%

是以金融账户中记录的应收或应付账款作

为过渡的# 如果有时向政府支付了覆盖两

个或以上核算期的预付款% 则需在政府的

金融账户中记录一笔应付账款对应未来核

算期的到期款# 实际上这是支付人支付给

政府的财政预支% 它是政府的负债% 支付

人的资产# 这是一项特殊的负债% 因为该

项金额在未来核算期才会生效#

,,"3. 按权责发生制记录税收款项% 意味着原则

上应收的某些税款可能在实践中无法收取#

进行必要调整的方式见于 2"/2 @2"/3 段#

税收抵免

,,"3/ 税收减免可以采取的形式有税额免征$ 豁

免$ 扣减或抵免# 税额免征$ 豁免和扣减

应在计算税收负债前从税基中减除# 税收

抵免是在计算税收负债后直接从受益住户

或企业应付的税收负债中减除# 有时会出

现应付税收抵免% 是指超过税收负债部分

而要支付给受益人的税收抵免金额# 但有

些税收抵免不允许出现应付 !有时称为有

剩余的抵免"% 其抵免额不会超过税收负

债规模#

,,"30 在 +财政收入统计, 和&:#9,44! 中% 税

收系统中所体现的税收减除应记录为纳税

人之税收债务的减少% 由此会减少政府的

税收收入# 税额减免$ 豁免和扣减均是如

此% 因为它们会直接计算在税收债务中#

非应付的课税扣除也是如此% 因为其对于

纳税人的价值不会超过后者税收负债的规

模# 而对于应付形式的课税扣除% 只有超

过相应税收负债的那部分 !对应于政府的

一项开支" 才表现为一项支出#

,,"31 但 #$%的处理却与此不同% 应付形式课税

扣除项下的总金额应该被视为支出% 并以

全部金额记录为支出# 这样一来% 税收收

入在记录时就应该不做任何的课税扣除#

,,"32 对应付形式的课税扣除作如此处理% 不会

对一般政府的净借入或净贷出有任何影响%

但会影响税负水平及公共花费或支出与

&'(的比率# 但是因为需要解释不同统计

体系在报表上的差异% 税收负债所抵消的

应付形式课税扣除也应该反映在 #$%中#

($ 与其他全国性! 国际性或超国家组织

的交易

,,"33 政府单位与国际性或超国家组织 !视作非

常住单位" 之间也可能会发生交易# 即便

政府单位充当的是非常住单位的资金渠道%

此类的交易也要体现为政府单位与非常住

单位之间直接发生的交易# 需要考虑以下

六种情形&

)"税收& 某些产品税% 如进口关税$ 消费

税和增值税等% 可能是应付给超国家组

织的% 因为它们要被视作是该超国家组

织直接征收的#

*"补贴& 任何由超国家组织直接支付给常

住生产者的补贴% 都应记录为超国家组

织的应付项% 而不是常住政府单位的应

付项#

+"经常性国际合作& 包括不同国家政府之

间的或政府与国际组织之间的现金或实

物形式的经常转移% 具体包括&

!

政府之间的经常转移且被接受者用于

经常性支出% 包括自然灾害后的紧急

救援' 包括以食物$ 衣物$ 毛毯和药

物等实物形式出现的转移'

!

成员国政府向国际组织支付的年度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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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缴款 !不包括支付给超国家组

织的税收"'

!

政府或国际组织向另一国政府支付的

用于支付技术援助员工 !常住于其

工作的国家并为东道国政府所雇用"

工资的款项#

5"其他经常转移& 包括向国际或超国家机

构的各项强制性非税收支出#

8"资本转移& 包括投资补助金或其他资本

转移 !包括作为应付资本转移的债务取

消对应交易% 作为应收资本转移的债务

承担对应交易"#

D"金融交易& 某些金融交易可能也需要记

录% 通常为贷款% 国际组织 !如世界银

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提供的% 或向

其他政府提供的#

国际组织成员会费

,,"!44 在一些情况下% 应付给国际组织的成员会

费和认缴额可以不作为经常转移处理% 而

是对一项服务的支付% 按照权责发生制记

录# 特别地% 如果存在全额返还的可能性%

即便可能性微乎其微% 则该项支付可代表

获得了一项金融资产#

国际援助

,,"!4! 有时% 国际援助的形式是在一次自然灾害

后提供食物$ 衣物和紧急设备等货物# 除

了货物或服务本身% 输送货物服务中伴随

的所有可确认成本都应包括在该项转移的

价值中% 比如运往国外过程中以及在受援

国国内发生的运输成本% 援助国在准备或

监管运输过程中发生的政府雇员报酬$

保险等% 因为这些成本都是由援助国承担

的#

,,"!4, 所援助货物服务在受援国的价格可能迥异

于援助国# 作为一项一般原则% 向受援国

捐献的价值应视为等于提供援助的成本#

这意味着% 应以援助国的价格作为计算捐

献价值的基础#

,,"!4- 如果货物服务以及相应的运输费用是由政

府$ $(6#7或住户援助的% 则该标的物作

为负的最终消费记录% 它对应着一项实物

转移# 如果所有标的物由企业提供% 则应

将其记录为一项现金转移% 并对应着一项

由接受者购买该货物的交易# 在两种情况

下% 所涉及的标的物均包含在援助国的出

口和受援国的进口中#

+$ 债务及其相关的运作

债务

,,"!4. 债务是一个常用概念% 是负债里的一个子

集% 通过包括哪些金融工具类型或排除哪

些金融工具类型来确认# 一般来说% 债务

是指在将来某个日期或某些日期需要由债

务人或向债权人支付 !或支付本金或利

息" 的所有负债# 所以% 所有的债务工具

都是负债% 但诸如股份$ 股权和金融衍生

品等负债则并非债务# 但是% 由于特定的

法律$ 制度或实践安排% 也可能存在其他

的债务定义# 因此不管在何种情形下% 根

据所包括的金融工具来明确债务的定义将

很有意义#

,,"!4/ 债务运作是一种经常被政府用于向其他单

位提供经济帮助的方式# 一个单位以协议

形式撤销或承担了另一个单位的债务% 一

般的处理原则是认为该两个单位之间发生

了一笔自愿的财富转移# 这意味着% 债务

承担或权益撤销的对应交易就是一笔资本

转移#

债务重组

,,"!40 债务重组主要有四种类型&

)"债务豁免# 债权人通过一项契约削减债

务人一定金额的债务义务% 或使全部债

务义务灭失#

*"债务展期或再融资# 对欠付金额的期限

或条件进行变更% 可导致 !或不导致"

债务负担现值的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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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转换# 债权人将债务权益转换为具

有经济价值的某物 !而不是同一债务人

的另外一项债务"# 包括债权转股权%

以及通过其他安排实现的债务预偿#

5"涉及第三方的债务承担% 以及代他人偿

还债务#

债务豁免 !或债务撤销"

,,"!41 债务豁免是指债权人和债务人间通过契约

合同实现的全部或部分债务义务的自愿撤

销# 债务豁免因各方之间的协议和输送利

益的目的而显著区别于债务注销% 它不是

债权人单方面确认一笔金额无法收回# 债

务豁免可包括全部或部分的未决本金$ 所

有的欠付利息 !既往应付的利息" 和已经

发生的其他利息成本# 尚未发生$ 尚未成

为欠款的未来利息的撤销不构成债务豁免#

,,"!42 债务豁免应记录为一笔资本转移% 是债务

人的应收项% 债权人的应付项% 记录时点

为债务豁免协议生效的特定时间% 并在金

融账户中记为债务人负债的偿还% 债权人

的相应收回# 在资产负债表中% 债务人的

负债和债权人的资产均会下降% 幅度为所

豁免的债务数量# 豁免债务的估价应采用

存量和流量的市场价格% 但对于贷款则采

用名义价值#

债务展期和再融资

,,"!43 债务展期或再融资是一项对已有债务的条

款和条件进行变更的契约% 通常更有利于

债务人# 债务展期是对同一种债务工具的

重新安排% 其本金价值和债权人与原债务

相同# 再融资则涉及到不同的债务工具%

其价值不同于原债务% 债权人也可能发生

变化#

,,"!!4 但在这两种安排下% 被展期的债务工具均

认为是消失了% 被一项新的债务工具 !新

的条款和条件" 所取代# 如果灭失的债务

工具和新债务工具之间在价值上存在差异%

有些可认为是一种政府的债务豁免% 并需

有一项资本转移来解释这一差异#

,,"!!! 债务展期是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关于债务

偿还正式推迟和新期限 !一般是延长了

的" 适用的双边协议# 新条款通常会包括

以下一个或多个要素& 偿还期限延长% 协

议利率降低% 还本宽限期的延长或增加%

将外汇债务的汇率固定在有利水平上% 推

迟逾期债款 !若存在" 的偿付#

,,"!!, 债务展期的核算处理是% 原债务消失% 新

债务生成# 适用的原债务记录为已被偿付%

同时构建新债务条款和条件下的同种类型

的新债务工具 !债权人不变"#

,,"!!- 该项交易的记录时间应为双方在其账薄上

变更债务条款时% 价值为新债务的价值#

,,"!!. 再融资是以新债务工具置换已有债务工具

!包括逾期债款"# 可能涉及同种债务工具

的置换 !以贷款置换贷款"% 或不同种债

务工具的置换 !以贷款置换债券"# 例如%

公共部门会将各种出口信用债务转换成一

项单一的贷款# 如果债务人经其债权人同

意将已有债券转换为一项新的债券 !而不

是变更条款和条件"% 也可以视作是一次

再融资#

,,"!!/ 再融资交易的处理与债务展期类似% 被再

融资的原债务灭失% 被新的债务工具取代#

但与债务展期不同的是% 除了非市场化债

务以外% 灭失的原债务价值应等于新债务

价值# 资产负债表要将该笔交易记录为原

债务工具消失$ 新债务工具生成% 估价变

化则要体现于重估价账户#

债务转换

,,"!!0 债权转股权是指% 债权人同意将对方欠付

的债务以股权代替# 比如% 政府可与公共

企业协议增加其在该公共企业的股份 !而

不是给予贷款"# 如果灭失的债务工具和

新的股权工具在价值上存在差异% 则该差

异是一种政府的债务豁免% 并需有一项资

本转移来解释这一差异#

债务承担

,,"!!1 债务承担是指一个单位承担了另一个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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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债权人的未决负债责任# 如果政府承担

了一项债务% 在大多数情形下% 新政府负

债的对应交易是一笔向违约债务人的资本

转移# 但是% 如果政府获得一项有效的对

违约单位的法律权益且权益实现存在现实

的可能性% 政府可能会将新负债的对应交

易记录为获得了一项金融资产% 其价值等

于期望收取金额的现值# 如果该金额等于

所承担的负债% 则不需要再行开立科目加

以记录# 但如果期望收取的金额小于承担

的债务% 则政府要记录一笔资本转移% 以

反映发生的债务和获得的资产之间的差值#

相似地% 如果该政府的债务由另一个政府

承担% 则记录为一笔应收资本转移% 或一

笔对债务承担政府的新债务% 或上述两种

记录的结合#

,,"!!2 债务承担常发生于这样的情形下& 政府为

另一单位提供担保% 该项担保被要求代偿

!或执行"# 担保本身的处理可见于后文#

,,"!!3 代表其他单位偿付债务与债务承担相类似%

但偿付的单位不承担所有的债务# 交易的

记录类似于债务豁免#

与债务重组相关的其他问题

,,"!,4 债务注销是指债权人单方面削减对方所欠

付的金额% 通常是由于某项债务部分或全

部不会被偿付% 致使债权人认为该项债务

义务的价值已经消失或减少# 债务人往往

已经破产或消失% 债务注销因此应记录为

一项资产物量其他变化# 与债务承担和豁

免不同的是% 此时不记录任何的资本转移%

因而对政府的净贷出或借入不发生影响#

,,"!,! 债务逾期是指债务人未按期偿还到期的利

息或本金# 债务工具常常不会变更% 但了

解逾期债务可以带来重要的信息# 因此如

果可行且必要% 应该将每种类别的债务划

分成逾期和未逾期债务工具#

,,"!,, 债务废止% 允许债务人 !其债务常体现为

债务证券和贷款" 通过为某项负债不可撤

销地匹配等值的资产而将该项负债从其资

产负债表中移除出去# 债务废止可通过下

列方式实现& 将匹配的资产和负债置于该

机构单位内的信托账户中% 或将匹配的资

产和负债转移至另一机构单位# 在前一种

方式下% 债务废止没有相对应的交易% 相

应的资产和负债也不能排除在该单位的资

产负债表之外# 在后一种情形下% 相应的

资产和负债移至后一个单位的资产负债表

中 !只要该单位在 #$%中被确认为机构单

位"# 匹配资产和负债移至的单位通常会

是一个特殊目的实体# 在何种条件下特殊

目的实体应视为机构单位% 可见于 ."// @

."01 段# 如果该特殊目的实体完全是被动

的% 则其不能视为机构单位% 相应的资产

和负债也不能从资产负债表中移除#

,,"!,- 优惠条款债务# 关于优惠贷款没有确切的

定义% 但一般认为% 优惠贷款是指一单位

借款给另一单位% 协议利率有意设立在同

等情形下可能适用的市场利率水平以下%

并可伴随宽限期$ 偿付频度和有利于债务

人的到期日等增强优惠程度# 优惠贷款的

条款比同等情形下的市场条件更有利于债

务人% 因此优惠贷款有效地包含了一次债

权人向债务人的转移#

,,"!,. 向外国政府提供的优惠利率贷款可以视为

提供了一次经常转移% 其价值等于实际利

息和市场等价利息之差# 但如果确认了这

样的转移% 则该项转移通常将被记录为经

常国际合作% 记录的利息也将按上述的相

同金额加以调整# 然而% 将这种效应融入

#$%和国际账户的方法尚未完全形成 !尽

管已经提出了各种替代方法"# 因此% 在

未就适当的优惠债务处理方式达成一致前%

应该在补充表中反映优惠债务的相关信息#

,,"!,/ 关于债务运作记录方式的更多细节可见于

&:#9,44! $ 欧盟统计局 +政府债务和

赤字手册,$ +外债指南, 以及;(90 的附

录 ,#

政府担保

,,"!,0 #$%认定的担保有三种& 标准化担保% 符

合金融衍生工具定义的担保以及一次性担

保# 标准化担保的记录方法见于第 !1 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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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部分 !针对政府和其他单位提供的此

类担保"#

,,"!,1 符合金融衍生工具定义的担保是指在金融

市场活跃交易的担保% 比如信用违约互换#

该衍生工具是基于某项参考工具违约风险

之上的% 因此并不实际关联到某单项贷款

或债券# 它们对政府的净贷出或净借入不

发生影响#

,,"!,2 如果贷款或证券的条件很特殊% 以至无法

精确计算与该项贷款相关联的风险度% 此

时可能出现一次性担保# 在大多数情形下%

授予一次性担保被视作一项偶然性事件%

并不记录为担保人的负债# 如果担保被要

求代偿或者担保代偿的事实充分成立% 则

需要对一次性担保下的偿付进行记录# 另

需指出一项例外情形% 某些金融萧条形势

下政府为企业提供的具有很高代偿可能性

的一次性担保% 在处理时应视作这些担保

一开始就被要求代偿了# 这里的一个特例

就是政府的救助行为% 后文将会加以讨论#

,,"!,3 一次性担保的代偿触发% 其处理方式同于

债务承担# 原债务消灭% 担保人和债权人

之间生成新的债务# 在大多数情况下% 担

保人被认为是向原债务人做了一次资本转

移% 除非担保人获得了一项对债权人的有

效权益% 此时将需要确认一项金融资产

!债务人的负债"#

,,"!-4 一项担保的代偿触发可能要求也可能不要

求立即偿付债务# 权责发生制原则要求债

务承担的总金额在代偿触发和债务承担时

加以记录# 担保人 !新债务人" 偿付本金

和所承担债务发生的利息应在这些流量发

生时记录#

证券化

,,"!-! 证券化是指一个单位 !称为发起人" 将金

融或非金融资产的所有权或获得特定未来

流量的权利让与另一单位 !称为证券化单

位"# 作为回报% 证券化单位以自身资金

来源向发起人支付一定金额# 证券化单位

常常是一个特殊目的实体# 证券化单位利

用发起人转移的资产或未来流量权利作为

担保物通过发行证券获得其资金# 这种资

金来源已被政府单位广泛使用#

,,"!-, 针对政府需要考虑的第一种情形% 是证券

化包含了资产的出售 !或转移"# !在 #$%

中% 未来税收收入现金流并不被认为是可

以用于证券化的政府资产#" 正确记录该

类交易的关键是要确定% 资产的转移是将

现存资产出售给证券化单位% 还是以未来

可能的收入流量作为担保物而借款# 若作

为出售处理% 则该项资产必须业已出现在

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中% 且所有权必须完全

变更至证券化单位 !其证据就是与该项资

产相关的风险和回报的转移"# 还必须考

虑到下列因素&

)"作为一项销售% 购买价必须等于当前市

场出售价'

*"如果作为发起人的政府为与该项资产相

关的任何证券化单位发生的债务提供偿

付担保% 那么不是所有与该项资产相关

的风险都发生了转移#

,,"!-- 涉及政府的第二种情形是未来财政收入流

量的证券化# 在 #$%中% 未来收入流未被

认定为一项资产# 此时在大多数情形下%

用作担保物的不是对收入的权利% 而是政

府以足够的未来收入偿付全额借款的义务#

如果获得的收入大于需偿付的借款% 溢出

额由政府留存# 因为未来收入的获得是不

确定的% 对溢出收入的 (权利) 通常将用

作偿付证券化单位借款的担保物# 政府作

为发起人所获得的金额应作为借款处理%

通常表现为一笔贷款#

政府承担养老金负债

,,"!-. 政府和另一单位 !通常是与养老金改革或

公共企业私有化相关的一个公共企业" 之

间有时会发生大额的一次性交易# 其目标

可能是增强公共企业的竞争力% 通过从该

公共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中移除已有的养老

金负债使其财务更具吸引力# 实现这一目

标的途径是由政府承担该项负债% 而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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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 政府应获得一项同等价值的现金支

付# 如果现金支付不等于发生的负债价值%

则要将其差值记录为一笔资本转移#

.$ 一般政府与企业的关系

股权投资收益

,,"!-/ 政府单位和其控制的公共企业或准公司之

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但尽管关系密切% 政

府单位和其所控制企业之间的股权投资相

关流量在处理上与企业及其控制者之间流

量的处理方式相同# 股权投资是经济主体

将资金置于企业控制的行为# 所投资的金

额 !称为股本" 是企业自有资金的一部

分% 企业对该资金的使用拥有很大的自由

度# 反过来% 所有者将获得股份或其他形式

的权益证券# 这些金融资产代表了对企业

和准公司的财产权% 并使持有者有权获得&

)"一定份额的企业自主决定支付的红利

!或准公司收入提取"% 但不是固定的$

预定的收入'

*"企业解散时一定份额的净资产#

红利与权益收回

,,"!-0 在企业支付给其所有者的股权投资回报和

以红利形式的收入派发之间做出区分非常

重要# 只有规律性分配的企业收入才记录

为财产收入 !红利或准公司的收入提取"#

基于累积储备或资产出售的大额非规律性

支付应记录为权益收回#

资产处置

,,"!-1 公共企业出售其拥有的非金融资产 !比如

建筑物和土地"% 其本身不构成私有化%

其中% 固定资产或其他非金融资产处置应

记录在企业部门的资本账户上# 但是如果

公共企业出售了资产% 然后将出售收益让

与了一般政府% 则应记录为政府在该企业

的权益收回# 如果公共企业处置了金融资

产% 并将收益让与政府% 也要记录为权益

收回#

股权获得! 资本转移和补贴

,,"!-2 补贴是经常转移% 通常表现为政府向企业

的规律性支付% 其目的是为了影响后者的

生产水平$ 产出销售价格或企业的报酬#

向公共企业的大额非规律性支付 !媒体中

常称为 (资本注入)" 不属于补贴% 而要

作为资本转移或股权获得处理&

)"为了弥补公共政策目的引起的累积损失

而做出的支付% 应记录为资本转移'

*"在商业或竞争性背景下做出的支付可作

为股权获得处理# 这应该仅限于政府扮

演类似私有控股人角色的情形% 此时政

府对以未来收入形式的现金回报有着正

当的期望# 在这样的情形下% 企业将会

向政府发行新的股份% 并对所提供资金

的使用拥有很大的自由度#

是否将该类支付处理为股权获得% 取决于

企业的营利能力和将来支付红利的能力#

私有化

,,"!-3 私有化通常被理解为将政府在公共企业持

有的股份或其他权益出售给其他单位# 这

里的其他单位常常不属于公共部门% 但也

不是非此不可' 比如一个公共企业也可以

购买刚脱离政府的某个单位的股份# 此类

出售是完全的金融交易% 应记录在 #$%的

金融账户里# 公共企业拥有的资产仍然属

于该企业' 而企业本身的所有权 !由股

份的所有权代表" 则换手了# 实际上%

政府在该公共企业的权益减少了% 因为

政府将在该公共企业的股份换成了现金

或其他金融资产# 政府为实现销售而必

须购买的任何金融服务的成本要作为费

用处理% 在 #$%中应该记录为一般政府

的中间消耗#

,,"!.4 私有化可能会在更加复杂的机构安排中组

织实施# 比如% 一个公共企业的所有或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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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非金融资产由公共控股公司或政府控制

的其他公共代理机构售出% 收益的全部或

部分将支付给政府# 在这样的情况下% 该

公共企业应将非金融资产处置记录在资本

账户里% 而支付给政府的出售收益则要记

录为权益收回#

,,"!.! 借由重组机构安排的私有化可见于 ,,".1

@,,"/4 段#

国有化

,,"!., 国有化是政府控制特定资产或整个企业的

过程% 通常是通过获得该企业全部或大部

分的股权来实现# 相关流量的记录方式会

根据政府控制的方式而有所差异#

)"占有或没收 & 资产所有权的变更不是

双方协议交易的结果# 不对所有者进

行支付 !或者报酬与资产的公允价值

不对等"# 所获得资产的市场价值和所

提供的任何报酬之间的差值应记录在

资产其他物量变化账户的无偿占有项

目下#

*"购买股份& 政府以市场价格或非常接近

市场的价格购买企业的全部或部分股

份# 该项交易通常存在一个法律背景%

以保证其是在相互协议项下发生的% 尽

管原所有者可能对是否接受要约或商谈

价格毫无选择可言# 购买股份是一项金

融交易% 应记录在金融账户#

救助

,,"!.- 救助一词是指金融萧条时的援助行为% 常

用于政府单位向企业提供短期金融援助以

帮助其渡过金融困难期% 或更为永久的金

融资源注入以帮助调整企业资本# 如果政

府获得了受救助企业的控制权% 救助实际

上可能会构成另一种国有化的方式# 对金

融机构的救助尤其值得关注# 救助可能涉

及高度公共化的一次性大额交易% 因而很

容易识别#

,,"!.. 一般政府的介入可有多种形式# 比如&

)"政府可以以极为有利的条款提供权益融

资'

*"政府可以以高于市场价值的价格购买拟

援助企业的资产'

+"政府可设立特殊目的实体或其他类型的

公共实体资助或管理拟援助企业的资产

出售或负债#

,,"!./ 在大多数情况下% 政府向财务困难单位所

提供的援助应记录为资本转移# 在确定资

本转移的维度时% 需要考虑下述几点&

)"如果政府购买了拟援助企业的资产% 支

付的金额通常将高于该项资产的真正市

场价格# 所购买资产 !不包括贷款" 应

该以实际市场价格记录% 市场价格和支

付的总金额之间的差值则应该记录为一

笔资本转移#

*"在救助中% 政府常会向金融机构购买贷

款# 如果贷款不是可交易的% 也没有以

确定的市场价值进行交易% 则在 #$%

中该贷款应按名义价值记录# 只有当该

贷款的交易市场形成并在市场上进行了

常规交易% 才将该贷款重新划归为证券

并以市场价值记录#

+"政府以名义价值购买了某笔贷款% 但其

公允价值远低于此% 这时并不就差值记

录资本转移# 但是如果有可靠的信息表

明某些贷款是无法收回的% 则其价值降

为 4% 在企业资产负债表中应记录为其

他物量变化% 并应该记录一笔政府向企

业的资本转移以反映其原来的名义价

值# 如果该笔贷款的某些部分有可能在

将来无法收回% 在记录资本转移的同

时% 应将该贷款从企业的资产负债表重

新划归 !以其 4 价值" 政府的资产负债

表# 如果该笔贷款的价值后来增加了%

则要在政府资产负债表的重估价项目下

反映#

5"作为救助的一部分% 政府可能会扩大其

拟担保的范围# 这些担保应该根据其是

一次性担保还是标准化担保计划的一部

分% 按照 ,,"!,0 @,,"!-4 段所介绍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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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进行记录#

,,"!.0 如果政府设立的一个机构单位只是承担救

助的管理职能% 则该单位应该划分到一般

政府部门# 如果新单位还有其他的职能%

而救助只是一项暂时性的任务% 其划分为

政府单位还是公共企业则要遵循有关重组

代理机构一节所介绍的一般规则# 从财务

困难企业购买金融资产以实现有计划售出

的单位不能视为金融中介# 如果是政府为

了这一特定的目标而设立了该单位% 则其

应属于一般政府部门#

重组! 合并和重新划分

,,"!.1 一家公共企业重组时% 金融资产和负债可

能会出现或消失% 以反映新的金融关系#

这些变化应记入资产其他物量变化账户的

部门分类和结构变化项目下# 例如% 一家

企业被分割成两家或多家机构单位% 由此

就会形成新的金融资产和负债#

,,"!.2 而另一方面% 作为合并的一部分% 购买企

业的股份和其他权益应记录为购买者和原

所有者之间的一次金融交易#

,,"!.3 与重组或部门分类变化无关的资产和负债

分类变化应记入资产其他物量变化账户的

资产或负债分类变化项目下#

与中央银行的交易

,,"!/4 先回忆一下第 . 章对中央银行的定义及相

关的解释# 中央银行是对金融系统的关键

方面施以控制的国家金融机构# 一般而言%

下述金融机构属于这一子部门&

)"国家中央银行% 包括属于中央银行体系

一部分的各单位'

*"发行有外汇储备充分支持的国家货币的

货币发行局或独立的货币权力机关'

+"中央货币代理机构% 本质为公共属性

!比如管理外汇或发行银行票据与银币

的代理机构"% 保留有整套的账户% 但

不能作为中央政府的一部分# 构成独立

机构单位的监管权力机关不属于中央银

?????行% 而是被包括在金融辅助机构中#

只要中央银行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单位% 就

总是要将其归到金融公司部门中% 尽管其

主要是一个非市场生产者#

,,"!/! 尽管中央银行可能在法律上独立于政府%

但它会在设立其的立法机关要求下推行政

府政策# 中央银行通常是作为被政府控制

来处理的% 是属于金融公司部门的一家公

共企业# 其产出主要是非市场的% 却被划

分到公司部门% 中央银行是 #$%规则的一

个例外#

,,"!/, 需要澄清的中央银行向政府的支付有两种&

)"基于中央银行的经常性活动 !比如管理

外汇储备" 而形成的规律性支付% 通常

采用红利形式# 只要不是异常高于中央

银行应收的净利息和净佣金之和% 这些

支付都应记录为红利# 超过部分将记录

为权益收回#

*"储备资产出售或重估价带来的额外支

付# 这些支付应该作为权益收回记录#

原因在于这些资产是作为国家 !而不是

中央银行自身" 的经济财产被管理的%

其估价影响着中央银行的权益负债和政

府的权益资产# 储备资产 !中央银行的

资产" 的持有所得也对应于中央银行的

权益负债和中央政府的权益资产#

,,"!/- 中央银行产出的测算见于 0"!/! @0"!/0

段# 作为政府政策的一部分% 中央银行可

能会以人为的高利率或低利率支付存款利

息# 这种情形下的利息支付处理方法见于

1"!,, @1"!,0 段#

公私合伙经营

,,"!/. 公私合伙经营是两单位间的长期契约% 一

个单位获得或建造某项资产或资产组% 经

营一段时间后将该资产移交给另一个单位#

这种安排常见于私有企业和政府之间% 但

也可能存在其他的组合% 比如以公共企业

或私有非营利机构 !$(6" 作为另一方#

这些计划会被称为诸如公私合伙经营

!((("$ 私人主动融资 !(:6"$ 建造 @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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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运营 @转让计划 !;NǸ " 等# 所有

这些计划的基本原理都是相同的% 在 #$%

中也以相同方式处理#

,,"!// 政府涉足(((的原因多种多样% 包括希望

私有管理带来更高效率的生产$ 获得更广

泛的融资来源等# 一旦契约到期后% 政府

即获得了经济和法律所有权# 在契约期内

哪个单位是资产的法律所有者% 经济所有

者变更时隐性交易应该如何记录% 这两个

问题的确定都比较困难# 对于经济所有权

转移的时间可能存在一项补充协议% 协议

的条款并不反映资产的市场价格# 因此可

能需要对某些实际交易加以分解% 以揭示

其真正的经济特征#

,,"!/0 各种(((之间的差异很大# 下面给出了一

个包含大部分共同安排特征的一般性描述#

私有企业同意购买一组固定资产% 然后利

用这些资产结合其他生产投入进行服务生

产# 这些生产是面向政府的% 用作政府自

身生产的一项投入 !比如机动车辆维修服

务"' 或者免费分配给公众 !比如教育服

务"% 此时政府将在契约期内定期向企业

支付# 私有企业期望以这些支付弥补其成

本% 并获得充分的投资回报率# 或者% 私

有企业将服务出售给公众 !如收费公路"%

而价格则由政府管制% 设定在私有企业期

望弥补其成本$ 并获得充分投资回报率的

水平上# 契约期末% 政府可获得该资产的

法律和经济所有权% 可能不需要做任何支

付# 根据资产在契约期末的处置方式$ 契

约期间规定的资产经营和维护$ 所生产服

务的价格$ 质量和数量等因素不同% (((

契约可有多种不同形式#

,,"!/1 私有企业负责资产的获得% 尽管这常常会

有政府的支持# 但是契约会要求该项资产

必须符合政府规定的设计$ 质量和能力水

平% 必须按照政府规定的方式使用% 以生

产契约中要求的服务% 并按政府规定的标

准进行维护# 而且该项资产的服务寿命通

常会远远长于契约期限% 以使政府可以在

该项资产的大部分服务寿命期间内对其施

以控制$ 承担风险和获得回报# 因此% 在

资产服务寿命中施以控制$ 承担大部分风

险或获得大部分回报的是私有企业还是政

府往往并不明显#

,,"!/2 对于租赁% 与(((相关的资产经济所有者

可通过评价哪个单位承担了大部分风险$

期望获得大部分回报来确定# 在做此类评

价时需要考虑的因素可以从广义上分为两

类& 一类与获得资产相关% 另一类与将其

用于生产相关# 与获得资产相关的风险有&

)"政府控制资产设计$ 质量$ 规模和维护

的程度'

*"建设风险% 包括可能存在的由于交付不

及时$ 不符合规范或建筑标准$ 环境因

素以及可能引起向第三方支付的其他风

险所导致的额外成本#

与将资产用于生产相关的风险有&

)"供给风险% 包括政府控制所生产服务的

程度$ 服务面向的单位以及所生产服务

的价格等'

*"需求风险% 包括对该项服务的需求 !来

自于政府或付费服务形式下的公众" 低

于或高于预计的可能性'

+"残值和过时风险% 包括资产价值不同于

契约期末向政府转移资产的契约价格的

风险'

5"可得性风险% 包括因为服务的物量和B

或质量未能符合契约规定的标准而引起

额外成本或罚金的可能性#

,,"!/3 各因素对各种 (((的相对重要性可能存在

差异# 不可能制定适合所有情形的确定规

则来满足各种要求# 要确定哪个单位是法

律所有者% 必须对各 (((的条款进行评

估#

,,"!04 同样地% 由于 (((契约的复杂性和多样

性% 无法列举出详尽的规则来决定资产控

制和使用的相关交易该如何记录# 相反地%

应该对各契约的所有事实和情形加以考虑%

然后选择一个能最好地反映基础经济关系

的核算处理方式# 但这也存在一些常见的

难题#

,,"!0! 如果私有企业被判断为契约期内的法律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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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者% 且政府在契约期末照例无任何显性

支付地获得了法律和经济所有权% 则必须

记录一笔政府获得该项资产的交易# 一般

的方法是政府逐渐建立起一项金融权益%

而私有单位逐渐累积了一项相应的负债%

这样两者的价值就可以等于契约期末的资

产残值# 实施这一方法% 需要对已有的货

币交易进行重新安排% 或者利用有关期望

资产价值和利率的假设构造新的交易#

,,"!0, 另一种替代方法是将法律和经济所有权变

更记录为一次资本转移# 这种资本转移方

法也没有反映基础的经济事实% 但是出于

数据的局限性$ 资产期望残值的不确定性

以及允许各方以不同方式行权的契约条款

等原因% 将其记录为资本转移在实用的背

景下是可以接受的#

,,"!0- 如果政府被判断为契约期内的法律所有者%

但在契约起始时不做任何的显性支付% 则

必须虚拟一项交易以反映该项资产的获得#

最常见的建议是% 获得要通过一次虚拟的

金融租赁实现% 因为其同实际的金融租赁

很相似# 但是这一建议的实施却要取决于

具体的契约条款$ 条款的解读以及可能的

其他因素# 比如% 可以虚拟一项贷款% 然

后对政府向私有单位的实际支付 !如果存

在" 加以分解% 使每一部分支付都代表了

该贷款的偿付# 如果政府没有发生实际的

支付% 那就需要针对该项贷款的偿付构造

一组非货币交易#

1" 公共部门统计报表

,,"!0. 如;节所述% 公共部门包括了常住政府单

位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所有常住机构单位#

换言之% 公共部门是由所有的一般政府部

门单位和所有常住公共企业组成的#

,,"!0/ 根据统计数据的使用情况% 公共部门核算

可以在机构单位和部门的账户序列中加以

反映% 或者在与本章 <节所介绍的政府财

政统计相同的框架中体现#

,,"!00 不管采用何种数据展现方式% 反映公共子

部门和整个公共部门 !用经合并的统计数

据和未经合并的统计数据" 的状况都是有

益的# 比如% 可以用一列显示一般政府部

门的统计数据% 一列显示所有公共企业的

总数% 再一列显示未经合并的整个公共部

门的合计数# 根据所涉及的流量% 可设置

第 . 列显示合并中消失的金额% 第 / 列显

示整个公共部门的合并后总数#

,,"!01 不是所有的公共部门流量都需要进行合并#

由于公共部门中包括了市场和非市场生产

者% 因此大部分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构

成成分对于公共部门的经济意义是有限的#

金融账户和资产负债表中的各元素最可能

被合并#

,,"!02 一般政府部门所强调的平衡项可能对公共

部门也是重要的# 公共部门营业盈余净额

!或账户序列中的储蓄" 可以表明由于公

共部门当前经营所导致的资产净值变化趋

势# 如果公共企业的经营亏损比较显著%

这一点将尤其有用#

,,"!03 整个公共部门的净贷出或净借入称为公共

部门的借款要求# 净贷出表明向其他经济

部门或国外的资金净输出% 净借入则表明

公共部门从其他经济部门或国外获得的净

融资#

,,"!14 资产负债表提供了有关资产净值 !由总资

产价值减去总负债价值确定" 和金融资产

净值 !由总金融资产价值减去总负债价值

确定" 的信息# 后者经常会被引用% 既因

为公共部门对金融系统有重要影响% 又因

为很难对政府独有的非金融资产进行估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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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章"非营利机构

#"引言

!$ &'#中的非营利机构

,-"! 非营利机构 !$(6" 在 #$%中扮演了某种

不同寻常的角色# 有些非营利机构像企业

一样% 生产用于出售的货物服务以弥补成

本% 也即从事市场生产# 它们和其他市场

生产者一样% 不发生最终消费# 但有些非

营利机构却像政府单位一样是非市场生产

者% 免费或以没有显著经济意义的价格向

单个住户或整个社会提供其产出# 此类非

市场生产者中有些为政府所控制% 并包含

在一般政府部门中' 另外一些却自己构成

一个部门% 即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

!$(6#7"#

,-", 大多数的非营利机构是可独立识别的机构

单位% 即它们有能力自行拥有资产% 发生

负债% 从事经济活动并与其他实体进行交

易% 已经编制或可以编制 !如需要" 包括

资产负债表在内的完整一套账户# 在某些

国家% 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 非营利机构

可能是一个非正式的实体% 由社会确认其

存在% 但没有任何法律地位#

,-"- 有一个显著特征可用于非营利机构的识别%

那就是非营利机构的地位要求% 设立$ 控

制或资助它的单位不能将它作为获取收入$

利润或其他金融收益的来源# 非营利机构

可产生利润% 可免除税收% 可带有慈善目

的% 但这些都不是决定性的特征# 将一个

单位作为非营利机构处理的唯一本质标准

是% 它不可以成为其所有者之收入$ 利润

或金融收益的来源#

,-". 所有的非营利机构都生产货物与服务% 最常

见的是服务% 以供住户或企业消费之用# 有

些非营利机构为企业生产服务时通常会收取

费用 !有时称为会员费" 以弥补成本# 这些

机构常以联合会形式设立% 只向会员提供服

务# 收取费用的水平% 即会员价% 通常符合

#$%有显著经济意义价格的标准# 商会就是

一种为企业服务的非营利机构#

,-"/ 非营利机构可能被政府控制% 由政府任命

该机构的官员% 决定其经营目标# 此时应

将它作为一个独立于政府的机构单位来处

理% 因为它可以独立控制自身的预算 !尽

管全部或大部分的资金来自于政府"% 但

它应该包括在一般政府机构部门内# 此类

机构会提供个人服务和公共服务# 政府控

制的研究机构就是一例#

,-"0 另外的一些非营利机构是向住户提供服务

的% 可能免费% 也可能会收取一定费用作

为回报# 如果收取了费用% 这些费用可能

会 !也可能不会" 弥补非营利机构的大部

分成本% 因此可能会 !也可能不会" 被认

为是有显著经济意义的# 如果收取的费用

被认为是有显著经济意义的% 则该非营利

机构被视作提供了市场化服务% 应属于企

业部门% 否则该机构就要划入$(6#7#

,-"1 于是可将非营利机构作如下分类&

)"向企业提供服务的非营利机构% 产出售

予企业并被用作中间消耗'

*"政府控制的$ 提供非市场性的个人服务

或公共服务的非营利机构'

+"向住户提供货物服务的非营利机构% 进

1!/



一步区分为&

!

以有显著经济意义的价格向单个住户提

供货物与服务的'

!

免费或以没有显著经济意义的价格向单

个住户提供服务的'

!

免费或以没有显著经济意义的价格提供

公共服务的#

,-"2 +类第 ! 项下的非营利机构归属于公司部

门% 住户对其产出的支出作为住户的最终

消费支出处理# +类第 , 项下的非营利机

构属于$(6#7% 其产出作为社会实物转移

计入住户实际最终消费# +类第 - 项下的

非营利机构属于 $(6#7% 但其产出仍然作

为本部门的实际最终消费#

,-"3 因此% #$%中含有非营利机构的部门不止

一个& 金融公司部门$ 非金融公司部门$

一般政府部门和 $(6#7# 前三个部门要设

立一个只包含非营利机构的子部门# 公司

部门中的非营利机构可进一步划分成国外

控制的$ 公共控制的和国民私人控制的非

营利机构# 一般政府部门中的非营利机构

可按照政府层级进行细分& 中央政府$ 省

级政府和地方政府# $(6#7可进一步区分

为国外控制的和国民私人控制的#

($ &'#中有关非营利机构的核算规则

,-"!4 非营利机构产出的估价方式和所有机构单

位相同# 如果该机构是非市场生产者% 产

出的价值等于成本之和% 其中包括固定资

本消耗但不包括资本回报# 如果该机构是

市场生产者% 则产出应按销售额度量% 但

要经过存货变化和供自用资本形成之生产

进行调整# 对那些销售额能弥补大部分但

非全部成本的非营利机构而言% 其营业盈

余有可能为负% 亏损部分可由捐款 !经常

转移" 弥补#

+$ '78卫星账户

,-"!! 一段时间以来% 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诸如

$(6等机构对经济的贡献% 因为它们正日

益成为经济或政策关注的焦点# 这些机构

被称为 (非营利)$ (志愿)$ (公民社会)

或 (非政府) 等各种组织% 合在一起则构

成了 (第三方)$ (志愿)$ (非营利) 或

(独立) 部门# 此类机构之所以引起人们

的兴趣% 是因为其经营特征在某种程度上

有别于公司和政府部门中的其他单位# 具

体而言就是&

)"不允许分配利润'

*"既生产公共货物也可生产私人货物'

+"可能会获得与出售其产出相等或者更多

的经常转移'

5"可以依靠志愿劳动力% 也可依靠付酬劳

动力'

8"不能支付红利% 因此它在与企业竞争时

不能吸引股权投资'

D"在很多国家% 有资格享受特殊的税收优

惠'

L"通常有特殊的法律条款对其治理$ 报表

和政治参与等做出规范'

M"尽管可以提供公共货物服务% 但在决定

提供哪些货物服务以及如何分配方面%

不存在类似政府的权力和限制#

,-"!, 鉴于这样的兴趣% 已经开发了针对 $(6的

卫星账户% 即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之非营

利机构手册, !联合国% ,44-"# ;节和 <

节将介绍这一卫星账户的基本特征# '节

将讨论在卫星账户以外应予以探索的问题#

%$ '78卫星账户所包括的单位

,-"!- 卫星账户的起点是识别出那些相关单位# 可以看到% 所选择出来的单位与 #$%中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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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是大体 !但不是完全" 相符的# 因此

构造该卫星账户的一种方式就是% 将其作

为一个单独的部门% 编制一套完整的账户

序列% 该部门由包含在非金融公司部门$

金融公司部门和一般政府部门中的 $(6子

部门与$(6#7共同构成# 但是% 因为很多

对$(6账户感兴趣的人并不了解 #$%的背

景% 所以该手册是从识别相关单位的特征

开始的#

!$ 确定卫星账户中之单位的特征

,-"!. 在非营利机构卫星账户构建之前% 已经提

出了各种各样的替代概念#

,-"!/ 第一种便是 (社会经济) 概念% 它从社会

或集体角度描述非政府机构# 通常包括互

助协会$ 合作社和联合会#

,-"!0 第二种概念是 (公共福利) 组织# 这一概

念通常涵盖那些在小范围内服务于公众目

的的机构% 不包括只为其会员服务的机构#

,-"!1 非营利部门概念居于上述两种概念之间%

最初是由约翰斯0霍普金斯大学的比较非

营利部门项目 !iUMKI7U\TOKI% <UG\)F)]

EOV8$UK @(FUDOE#8+EUF(FUS8+E" 提出的# 该

项目对非营利单位的定义是从结构性$ 经

营性角度阐述的# 作为非营利单位% 需要

满足如下要求&

)"这些组织应以可识别的机构形式存在'

*"应在机构上独立于政府'

+"不分配利润'

5"自行治理% 即不受其他单位的控制'

8"该单位的成员资格既不是强制的% 也不

是自动的% 而是某种程度上自愿参与

的#

,-"!2 #$%的$(6集合不包括归属于一般政府部

门的$(6% 因为% 尽管这些 $(6在机构上

独立于政府% 但却是为政府单位所控制的#

还有一小部分非正式 !通常也是临时性

的" 非营利机构也被排除在外% 这些机构

将在'节讨论#

($ 被包括单位举例

,-"!3 下面举例说明哪些种类的实体可能会包含

在$(6卫星账户的 (非营利部门) 中&

)"非营利服务提供者% 比如医院$ 高等教

育机构$ 日托中心$ 学校$ 社会服务提

供者和环保团体'

*"在欠发达地区推进经济发展或减少贫困

的非政府组织'

+"艺术和文化组织% 包括博物馆$ 艺术表

演中心$ 管弦乐队$ 合奏小组以及历史

或文学社团'

5"从事业余运动$ 训练$ 健美和竞技的体

育俱乐部'

8"推促团体% 旨在促进公民权利和其他权

利% 或维护一般或特殊选区的社会和政

治利益'

D"基金会% 拥有可处置的资产或捐赠$ 利

用这些资产产生收入% 并将其捐给其他

组织或用于实施其自身项目和计划的实

体'

L"社区或草根社团% 基于会员制% 倡导邻

里$ 社区或村庄间的会员互助或为其提

供服务'

M"政党团体% 支持特定候选人登上政治岗

位'

O"社交俱乐部% 包括旅游俱乐部和乡村俱

乐部% 向单个成员或群体提供服务和娱

乐机会'

S"工会$ 商业和专业社团% 促进和保护劳

工$ 商业或专业人员利益'

T"宗教团会% 如教区$ 犹太教堂$ 清真

寺$ 寺庙和殿堂等% 推进宗教信仰% 管

理宗教服务和仪式# 但是纳入州行政管

理的官方州立教堂% 尤其是有义务性税

收支撑的教堂% 并不符合 (机构上独立

于政府) 的标准% 因此将不会包括在卫

星账户的 $(6集合中# 应该指出的是%

宗教社和卫生$ 教育和社会服务等领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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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宗教附属服务机构是不同的# 相似

地% 只要与州立教堂相关的服务组织是

独立的机构单位且符合所有的定义标

准% 它们仍然视作属于非营利机构部

门#

只要一个机构是非营利机构 !且不仅是为

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 不管该单位是

市场的还是非市场的% 都应该包括在上述

各类别中#

+$ 边缘情形

,-",4 某些组织可能属于其他类型% 处于非营利

机构与公司或政府之间的灰色区域# 出于

$(6卫星账户的考虑% 其中某些实体被归

入非营利部门比较合理% 而其他的则不能

被纳入# 在决定纳入与否时% 下述指南或

将有所帮助 !很显然% 这些指南应针对不

同类型的组织应用% 而不是做具体个案分

析% 但其判断的规则仍是有启发意义的"#

这里给出的指南来源于上面提到的手册%

只是结合账户实施经验作了些许调整# 有

人提议应将这里所做调整纳入下一版手册

中#

,-",! 合作社% 由个人自由成立的$ 追求其会员

经济利益的组织# 合作社的基本原则包括&

)"民主控制% 即一人一票'

*"角色两兼% 会员既是所有者又是消费

者'

+"旨在以 (成本价) 向会员提供服务#

像其他的机构单位一样% 如果合作社规定

不能分配其利润% 即可将其作为非营利机

构处理' 如果可以向其会员分配其利润%

则不是非营利机构 !不管在 #$%中% 还是

在卫星账户中"#

,-",, 互助协会% 包括诸如互助储蓄银行$ 储蓄

和贷款协会$ 互助保险公司$ 疾病和丧葬

基金等组织# 互助协会像合作社一样% 是

由个人组织成立的% 通过集体活动寻求改

善其经济状况# 但它们与合作社不同的是%

其机制是通过向共同基金定期缴款来分担

个人或财产的风险# 通常互助协会的存款

人能正式控制其经营#

,-",- 因为互助协会是在商业环境中经营的% 所

以它们归属于金融公司部门# 只有当协会

规定不能将利润分配给其所有者时% #$%

才将其作为非营利机构处理 !但仍属于金

融公司部门"% $(6卫星账户才将其纳入核

算范围#

,-",. 自助团体% 与合作社和互助协会相似% 都

是个人为了实现互相支持的目标 !在个体

水平上无法达成的" 而参与的组织# 但与

两者不同的是% 它们主要从事的不是商业

活动# 作为一项一般原则% 自助团体应该

作为会员制组织处理% 且应包括在非营利

部门内#

,-",/ 社会企业% 是为了雇用和培训弱势个体

!残疾$ 长期失业等% 否则无法实现就业"

的目的而组织设立的企业# 该类组织应视

作非营利机构% 除非其产生利润并向其所

有者或股东分配利润#

,-",0 准非政府组织% 存在于许多欧洲国家及其

他地方% 其运作能与政府部门保持距离%

因而避免了直接的政治控制# 考虑到它们

是确实的自我治理实体% 应该将其作为非

营利部门的一部分% 尽管其行使了政府机

构授予其的有限权力#

,-",1 大学% 像其他类型的机构一样% 可以是非

营利机构% 可以是公共机构% 也可以是营

利性公司# 将非营利机构与公共机构进行

区分特别困难% 因为两者可能都会得到显

著的政府支持 !直接地或间接地"% 而且

即便是公共机构% 也可能拥有相当程度的

自主权# 因此关键是该机构是否明显地实

行自我治理% 而不是政府行政系统的一部

分# 属于非营利机构的教育机构也可拥有

自身的自我延续的理事会% 该理事会可决

定组织运营的所有方面而不需任何的政府

官员批准% 可终止其经营而不需任何政府

当局许可# 而公共教育机构的理事会则在

很大程度上是政府官员或机构选举产生的%

且缺乏在无政府法案许可下终止经营的权

力#

,-",2 医院 % 像教育机构一样% 也可存在非营

4,/

())* 年国民账户体系



利机构$ 公共机构和营利公司三种类

型# 教育机构适用的规则同样适用于医

院#

,-",3 原住民或区域性团体% 如加拿大的 (社

议会) !第一民族政府的形式之一" 以及

秘鲁的农民或原住民社群% 基于文化或种

族族群而组织% 或在一个特定的地理区域

内组织% 主要是为了提升其成员的福利#

如果这类团体本质上是作为当地政府运作

的 !通常制定和执行其自身的法律"% 其

归类就会产生困难# 如果是这样% 该类团

体就不符合 (机构上独立于政府) 的标

准% 因此就超出了非营利机构卫星账户的

边界#

.$ 非营利机构的划分

,-"-4 可以根据非营利机构从事的活动或其设想

的目的对其进行分类# 从活动的角度而言%

通常将会使用!"!#分类# 但非营利机构所

涉及的很多社会服务在第三版 !"!#中显示

的不够充分% 因此 $(6卫星账户在使用基

本 !"!#编码时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

即所谓的 +非营利组织的国际分类, !6<]

$(N"# 相似地% 目的角度的分类也做了一

定的细化% 即 <N($6# 但是在第四版的

!"!#中% '节的第 . 部分给出了非营利机

构报告数据的另一种汇总方法# 所涉及的

!, 种主要类别见于表 ,-"!#

表 (+$!" 8,'7I类别

类别

! 文化与休闲

, 教育与研究

- 卫生

. 社会服务

/ 环境

0 发展与住房

1 法律$ 推促与政治

2 慈善中介与志愿行为鼓动

3 国际性活动

!4 宗教活动和组织

!! 商会$ 专业协会$ 工会

!, 未作分类的其他活动

," '78卫星账户的账户

,-"-! 卫星账户中的第一组账户正好与 #$%账户

序列中的账户相对应# 事实上% 这可以视

作是对公司部门的非营利子部门和 $(6#7

的简单加总# 一般政府部门中的非营利机

构不包括在上述的卫星账户中#

,-"-, 第二组账户考虑具有下述特征的非营利机

构& 以具有显著经济意义的价格提供服务%

其产出所带来的收入虽经济显著% 但不足

以覆盖其全部的成本# 这里可能存在着两

种情形# 其一% 企业从事着多种不同的活

动% 有些是市场化的% 有些则是非市场化

的% 但是以市场化活动为主# 尽管两种类

型的活动不能分配到单独的机构单位中%

但可以为其区分出单独的基层单位# 原则

上说% 从事市场化活动的基层单位的生产

账户应该按照惯例编制% 非市场基层单位

的生产账户应该基于成本之和编制# 这种

产出的价值应该作为实物社会转移处理为

分配给住户% 并加到住户实际最终消费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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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二% 企业只从事了一种活动% 但销售收

入覆盖了大部分的成本% 缺口部分则由捐

赠构成# 捐赠在 #$%中作为经常转移处理

!出于资本目的的捐赠作为资本转移处

理"# 卫星账户将这些捐赠比照补贴进行

处理% 所以其测算的成本价值等于总成本#

在这样的情况中% 依此方法测算的产出大

于销售所得的部分视为非市场产出$ 实物

社会转移以及住户实际最终消费的一部分#

,-"-. 第三组账户是在第二组基础上的变异% 包

括了对非营利机构所使用的志愿劳动力价

值的测算# 志愿劳动力构成了很多非营利

机构的一项重要投入# 如果对其计算价值%

则对于某些非营利机构而言该价值可能会

超过货币捐赠的价值# 卫星账户建议志愿

劳动力的价值基于从事类似工作雇员的报

酬率测算% 而不是基于志愿者的机会成本#

,-"-/ 卫星账户下志愿劳动力的测度工作正在推

进中# 国际劳工组织已于 ,442 年 !, 月向

6<̂#提交了 +志愿劳动力测算手册, !即

将面世" 的草稿#

,-"-0 志愿劳动力的成本同时作为雇员报酬和这

些雇员对其工作的非营利机构的转移处理#

非营利机构的产出价值% 以及作为实物社

会转移处理的金额都将高出第二组账户给

出的金额% 高出部分就是志愿劳动力的估

计值#

,-"-1 除账户序列外% 卫星账户还包括了其他一

些表格# 其中有一张表详细反映了所获得

的收入 !按来源部门和交易类型进行了分

解"# 特别建议应将来自政府的收入区分

成销售收入和拨款% 将来自其他经济部门

的收入区分成特卖收入和经常转移 !捐

赠"# 如有可能% 销售收入和转移都应该

区分出来自国内还是国外#

,-"-2 另有一张表涉及以物理单位计量的信息%

比如雇员数$ 志愿者人数$ 实体数和组织

成员数等# 此外还包含了一些关于金融账

户和非营利机构所持资产的信息#

,-"-3 关于各表的详尽注解% 可见该卫星账户手

册#

-" &'#关于'78的一些其他问题

!$ '78&4和政府

,-".4 在一些国家% $(6#7负责向住户提供的某

些特定服务% 政府并不将其视作自己的份

内之事# 但在另一些国家% 尤其是发展中

国家% $(6#7则可能提供了政府要提供却

只因无足够资源而无法提供的某些服务#

在一次自然灾难发生时% 这一现象尤为突

出& 此时$(6#7在救灾工作中非常活跃#

,-".! 承担该项工作的单位是否是常住的% 取决

于判断常住的一般规则# 如果援助单位行

为上快速响应% 但不长期局限于被救援国%

则可视其为是非常住的% 其生产活动应记

录在该单位的母国% 援助本身体现为货物

与服务的进口 !由转移者出资"# 如果援

助时间超过了一年% 援助单位应被视为是

常住的% 归属于受援国的 $(6#7# 如果国

际救助的重要性比较突出% 或有必要将国

外控制的$(6#7从其他$(6#7中单独识别

出来% 同时还应对所有 $(6#7的国外捐款

加以识别#

($ 非正式的和临时性的'78&4

,-"., 经常会出现下述情形& 很多住户团结起来

以集体的知识和劳动力资源为当地社区提

供服务% 包括在非正式学校的任教$ 提供

医疗援助和道路$ 水井和校舍等的建设#

如果所提供的服务只是依赖于志愿劳动力%

那么 #$%将不会记录该活动的产出价值#

,-".- 如果产生了物理建筑% 则该活动应包括在

生产边界内# 该项产出的价值应比照经济

体中其他类似产品进行估算% 或者% 如果

需要基于成本之和进行估算% 则要对劳动

力投入的隐性价值进行估计# 这里的劳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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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投入要作为住户的混合收入总额处理%

随后住户又用这些收入 (购买了) 该产

品# 实际上% 这些住户可能接下来会将该

产品转移给另一个单位 !通常是政府" 维

护# 但正如 ."!02 段介绍的% #$%建议此

类组织应该作为非正式合伙企业处理% 而

不是$(6#7#

,-".. 如果一组住户合作生产用于出售的货物%

尽管其经营目标仍然是对经营共同资产工

作的支付% 但也不应将其作为非营利机构

处理% 而是作为住户部门的非法人企业处

理#

,-"./ 作为解决共担成本的一种实用方式% 也可

能存在很多由个人或住户组成的小集体#

这可以是工作间简单的 (咖啡俱乐部)%

也可以是一种更为正式的协议***向一栋

公寓所有房客提供共同服务% 所发生的成

本由房客均摊# 这样的集体是实用性的%

而非经济性的# 它们不应作为非营利机构

处理% 其活动也不记录在 #$%中# 此类成

本应在发生时记录为最终分摊单位的支付#

,-".0 对于小额信贷% 提供服务的单位很可能是

一个公司% 也可能是非法人企业# 尽管该

企业的所有者可能并不保有利润% 而是将

利润用于产生新的贷款% 但这一点并不能

使其成为一个非营利机构# 非营利机构的

定义不是所有者选择不收回利润% 而是法

律不允许其这么做#

,-".1 在实践中% 编制关于非正式 $(6#7的相关

信息可能很困难% 除非编制结果足以引起

大家的重视#

+$ '78&4的产出

,-".2 $(6#7会生产货物与服务 !通常是服务"%

并免费或以没有显著经济意义的价格提供

给单个住户# 但是从概念上说% $(6#7提

供公共服务也是可能的# 比如% 一个资金

充足的机构从事研发活动% 然后将结果免

费提供# 这样的机构从事的是非市场生产%

但不由政府控制% 因此应属于 $(6#7#

$(6#7产出的价值应作为其自身的最终消

费支出和实际最终消费处理#

,-".3 不仅$(6#7产出所提供的服务与政府很相

似% 而且在测算产出和选择合适的价格指

数缩减产出以得到实际产出时% 两者也面

临着差不多相同的困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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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章"住户部门

#" 引言

,."! 经济之所以能够运行% 是由于人们需要货

物与服务并愿意通过工作来换取# 在最基

础的水平上% 人们通过劳作% 种植食物以

维持生计# 任何形式的发展都会提供通过

为他人工作而赚钱的机会% 并用这些钱购

买该劳动所创造的货物服务之外的货物服

务#

,.", 在此之外% 社会意识到一些个体不能通过

这种方式参与到经济活动当中# 因此% 社

会会向诸如年轻人$ 老人$ 病人等进行转

移支付# 通常情况下% 由政府承担这些转

移支付% 并在最大程度上代表公众对收入

进行再分配# 此外% 基于传统及文化规范%

非营利机构$ 大家族成员或者其他个人$

组织也可能会进行转移支付# 一些个体并

不花完其全部的收入% 而是用一部分收入

来获取财富#

,."- 最后% 财产所有权会带来收入# 从最简单

的意义上来看% 财产取决于早期 !可能是

几代人" 收入的积累# 财产产生收入% 这

是因为其他人希望利用其财产并愿意为之

付出回报# 在 #$%中% 这样的报酬称之为

财产收入# 与收入类似% 财产也可能在不

同的所有者之间转移#

,.". #$%对住户在一定期间内发生的收入予以

分类记录% 形成了清晰并完整的核算# 同

时% #$%还对这些收入如何用于货物服务

消费$ 转移给他人% 或获取更多财产的状

况作了详细核算# 然而% 虽然通过这些账

户结果能够保证整个住户部门的核算是平

衡的% 但并不能说明对一部分住户而言这

种平衡是如何达到的#

,."/ 本章的主要目标是根据 #$%提供的住户部

门信息% 并结合其他数据来源对住户行为

进行详细考察# 重点是在细分水平上研究

收入是如何被使用的% 不同住户子部门的

收入结构及使用情况有何不同% 以及收入

与财富之间有何联系# 分析者和政策制定

者对此都很关注# 这种观察经济行为的视

角与此前 #$%的视角十分不同% 后者主要

关注收入是怎样产生的#

!$ 非法人企业

,."0 所有住户都进行最终消费% 并或多或少进

行积累% 但作为住户并不需要从事生产活

动# 可能的话% 住户内的生产活动应被视

为准公司% 并纳入公司部门% 与住户其他

活动区分开来# 但是% 正如段落 ."!// 至

."!/1 所阐述的那样% 仅当一套完整的账

户% 包含资产负债表项目及从准公司提取

收入的信息均可获得时% 它才能称之为准

公司# 经常地% 特别是在自由职业者的情

形下% 尽管可获得生产活动的完整信息%

却不太可能将与该生产活动相关的其他收

入流$ 转移支付$ 金融交易从整体住户中

分离出来# 在这种情况下以及生产活动相

关信息不完整的情况下% 非法人企业仍被

视为住户的一部分#

,."1 即使能够创建一个准公司% 并从住户其余

账户中剥离出来% 住户可能仍然会包含一

个与其他活动相关的非法人企业# 例如%

在给定的一个住户内% 一个成员也许能够

将修理汽车活动与住户其他活动分开% 但

另一个成员却不一定能够将出售食物与住

.,/



户其他活动分开# 并且% 许多不从事其他

生产活动的住户也会包含提供自有住房服

务和雇佣家政服务人员完成家庭服务的非

法人企业#

,."2 正是由于住户部门可能从事生产活动% 因

此有可能存在向这些非法人企业提供劳动

的人群# 住户成员在这些非法人企业工作

被称之为自雇% 他们的报酬被称之为混合

收入% 而不是雇员报酬# 非住户成员的个

人如果被非法人企业雇佣则应称之为雇员#

作为企业% 它有可能$ 但并不总是为这些

人群支付社会保险# 作为住户% 它几乎不

太可能为这些雇员支付其他社会保险福利#

,."3 有关住户范围内的雇佣% 在第 !3 章和第

,/ 章有进一步讨论#

($ 与住户子部门相关的问题

,."!4 对住户部门进行分解核算存在一定的困难%

其原因如下&

)"第一% 收入获得按个人记录% 但是消费

却是以住户为单位记录#

*"第二% 很难为住户部门找到一个参考基

准% 使每个子部门内的住户行为彼此相

似# 即使住户在收入形式上具有较高程

度的相似性% 但其消费形式可能会因成

员数多少以及年龄差异而具有很大不

同# 如果根据后者来归类% 就可能在收

入水平上无法找到共性#

+"第三% 关于住户收入及消费数据来源问

题# 一般地% 关于公司的信息来自于企

业调查% 政府信息来自于行政记录# 这

些来源是比较综合全面的% 在很大程度

上是 #$%所需数据的唯一来源% 或者至

少是主要来源# 住户部门的数据来源于

收入及消费调查% 但是这些调查的样本

量一般比较小% 且频率要低于前述的企

业调查# 同时% 所取得的数据也许难以

与 #$%核算规则下的总收入和总消费协

调一致#

+$ 本章结构

,."!! 根据分析重点不同% 看待住户部门的方式

各不相同% 关注的重点可能是住户采取何

种生产方式获得利益% 可能是赚取的收入

属何种类型% 也可能是所描述的消费属何

种形式# 基于这些不同视角% 很难给出单

一的住户部门子部门的定义# 本章 ;节将

对造成这些困难的理论及实际缘由进行评

述# <节将针对可能存在的住户子部门作

综述# 其后的三节 !即 '$ =和 :节" 依

次将住户视为生产者$ 消费者和收入者%

从这三个角度进行研究# 最后的 &节考察

住户财产及相关收入流动#

%"住户组成及子部门

!$ 住户的定义

,."!, 首先有必要回顾一下 ."!.3 至 ."!/1 段提

出的住户定义# 基于本体系的目标" 住户

是指这样的一群个人% 他们共用生活设施"

把成员的部分或全部收入或财产汇聚起来

使用" 集体性地消费某些货物和服务&&&

主要是住房和食物# 总的来说% 住户中的

每一个成员都应具有集体资源的部分索取

权# 至少某些影响消费或者其他经济活动

的决策% 必需要由住户做为一个整体来做

出#

,."!- 住户通常和家庭是一致的% 但是只要可以

共享资源与消费% 同一个住户的成员未必

非得属于同一个家庭# 住户的规模大小可

能各不相同% 且受传统$ 宗教$ 教育$ 气

候$ 地理$ 历史及其他社会经济因素的影

响% 住户在不同的社会及文化中将呈现出

各种形式# 调查统计人员 !对给定国家的

社会经济因素非常熟悉" 所接受的住户定

义与 #$%定义的住户概念非常近似% 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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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可能会针对特定国家添加一些更加精

确$ 更具可操作性的标准#

,."!. 和雇主共同居住在同一住所内的家政服务

人员并不构成该雇主住户的一部分% 即使

他们会获得住宿及膳食等作为实物报酬#

受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对雇主住户的集体

资源无索取权% 他们消费的住宿及膳食并

不包括在雇主的消费当中# 因此% 这些雇

员所属的住户应区别于雇主所属的住户#

,."!/ 那些永久居住在一个机构中% 或者可能被

预计在很长或无限期的时间内居住在一个

机构中的人% 如果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行

动自治权或相关经济活动的决定权% 应视

为共同属于一个单一机构住户# 属于机构

住户的人包括&

)"居住在寺院$ 修道院或者类似宗教机构

中的成员'

*"在包括精神病医院在内的医院中长期住

院的病人'

+"长期服刑的犯人'

5"永久居住在养老院的老人#

,."!0 与此不同% 短期进入医院$ 诊所$ 康复中

心$ 宗教收容所或者类似机构人% 以及进

入寄宿学校$ 学院或者大学% 短期在监狱

内服刑的人% 均应被视为他们通常所属住

户的成员#

($ 常住性

,."!1 所有的住户都是一个经济体里的常住单位#

但是下述现象在日益引起关注& 一个在国

外工作的人% 通常是但不限于家庭成员%

给母国经济体内的家庭汇回一笔可观的收

入# !同样的现象也会在一个国家内存在%

比如在城市和农村之间#" 为了获得更好

的工作前景而出国工作% 这可被视为全球

化的具体表现% 并且值得跟踪研究#

+$ 确定子部门

,."!2 正如引言所述% 存在一系列因素会给住户

部门分解造成困难# 第一条就是收入由个

人获得% 但消费却以住户为单位计算# 尽

管所有的住户总体上会包括所有的个人%

但很难将特定的收入获得者与特定的住户

群组联系起来# 当然% 用一张表来展示所

获得收入类别与这些收入获得者的类别是

有可能的# 同样也可以通过一张表来显示

住户的类别与住户消费的每一类别# 只有

在高度标准化的情况下% 即每个住户只有

一个收入获得者 !并且收入来源唯一"%

收入类别才可能与住户类别相匹配% 即使

这样% 也仅当住户是根据收入类别分类的

情况下才成立# 这个问题与供给使用表的

问题类似% 不过供给使用表可以确定哪些

行业生产了哪些产品% 而当住户是按照主

要收入来源以外的标准进行分类时% 在获

得收入的个人与所属的住户之间并不存在

天然的对应关系#

,."!3 如何将 #$%中的收入流与一组理想的住户

特征衔接在一起% 是构建社会账户矩阵最

难以解决的问题之一# 通常情况下% 需要

借助于建模来协调与个体相关的收入和与

住户相关的消费#

,.",4 第二个问题涉及住户的同质性# 分解住户

部门可能会采用不同的标准 !见本章 <节

讨论"% 但是无论采用哪一种标准% 都很

难确定样本的行为在总体中具有代表性#

在产业分类和调查中通常不太会遇到这一

困难% 如果一项调查覆盖了给定行业 /4Q

的公司% 就可以合理地认为支出模式在总

体中较为典型# 如果一个企业营业额翻倍%

那么中间消耗水平很有可能大约也翻倍%

而消耗结构可能不会改变太大# 但同样假

设在住户群体中却很成问题# 这是在不进

一步借助于建模而使用社会账户矩阵进行

分析时所要面对的另一个困难领域& 需要

确定住户群体面对不同刺激会做何反应#

,.",! 公司层面的信息来自于调查# 住户部门的

总收入与总支出可以在系列账户的核算恒

等式中找到# 虽然通过住户调查获得的信

息有时可能会揭示出行业数据存在的错误%

反之亦然% 但是通过住户调查来获得一个

住户群体的支出模式% 并假定该群体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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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成员行为一致% 这种处理方式的问题

会更大# 由于这个原因% 住户收支调查经

常被单独报告% 难以像企业调查那样与整

个国民核算整合起来% 作为完整的国民核

算体系汇总的一部分# 为了找到其背后的

原因% 有必要简要考察一下住户调查所遇

到的问题#

.$ 住户调查

,.",, 要对住户部门做分解% 离不开住户收支调

查# 调查统计人员与国民经济核算人员采

用的惯例并不总是一致# 比如% 住户支出

调查不包括自有住房的虚拟租金或其他自

给性生产# 它测算的可能是税后收入$ 以

现金计的支出% 且不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

各种各样的出版物已经准备研究这些差异%

并为怎样使调查数据与国民核算账户要求

相一致提出建议# 关系最密切的是 ,44! 年

出版的 +专家组关于住户收入统计的最终

报告及建议, !堪培拉小组% ,44!" 以及

+住户收入与支出, !国际劳工组织%

,44-"#

,.",- 住户调查的一个最大问题是回答者经常低

报或者不上报收入# 这也许是故意的% 或

者仅仅是对应该包含什么缺乏理解% 或者

仅仅是疏忽#

,.",. 同样的% 有一些消费项目经常被低报% 最

常见的是酒和烟草# 而另一些项目的消费

则会被多报# 比如% 如果调查访问需要被

访者对过去 , R- 年的耐用消费品支出情况

做回忆时% 应答者通常会低估自购买到现

在的时间% 同时所报的在该期间的支出费

用会多于实际情况# 这个现象不仅适用于

大项目的支出' 据报道% 以牙膏为例% 住

户调查结果显示的购买比商店上报的销售

额要高出很多倍#

,.",/ 在住户调查中% 无回答是一个受关注的问

题% 因为很有可能那些拒绝回答者的收支

模式与回答者是不相同的# 比如% 那些通

过非法活动获得收入的人群可能不愿意提

供这方面的信息% 并且有可能选择不参与

这个调查# 同样的% 处于收入顶端或者底

层的住户通常不被调查% 或者出于设计的

需要% 抑或是基于可行性的考虑#

,.",0 住户调查可能被用于针对某些特定现象进

行调查% 国民账户对这些现象未必很感兴

趣# 例如% 调查对象可能仅限于城市地区

的低收入人群# 尽管这些信息相当有价值%

但对于国民账户产生汇总数据却没有多大

用处# 有时即使覆盖范围较为全面% 但其

样本大小也可能无法保证按照国民核算所

希望的路径实现分解#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

在进行调查前需要确定一个符合要求的子

部门% 以确保想要的特征能在调查样本中

得到充分体现#

," 划分住户子部门

!$ 生产角度

,.",1 首先考虑根据其所涉及的生产来划分住户

子部门的可能性# 为此需要遵循第 ,/ 章给

出的模式% 以对住户非正规活动与其他生

产活动进行识别#

,.",2 第一种分法是将机构住户$ 拥有非法人企

业的住户与那些没有此类企业的住户区别

开来# 然后很自然地% 即可识别出那些其

生产活动仅与房屋所有者或者雇佣家政服

务人员有关的住户# 剩下来的住户可以进

一步划分为在其非法人企业中有雇员和无

雇员两部分# 正如本章对非正规部门所描

述的% 依此路线进行分类% 有时就能比较

好地分辨出非法人企业的活动形式% 特别

是可以将农业活动从其他活动中单独区分

出来#

,.",3 在 #$%中% 所有可被视为准公司的住户企

业都要归入公司部门% 这些企业有完整的

系列账户来显示其对资产的所有权 !与它

们所属的住户区别开" 以及由所有者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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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章"住户部门



的收入# 可视为准公司的住户企业 !因此

排除在住户部门之外" 的数量在国与国之

间差别非常大% 这将取决于账户信息的可

获得性% 以及有无可利用的资源来识别这

些企业并将其视为准公司#

,."-4 尽管有可能识别出仅仅把自有住房作为非

法人企业的住户% 但在很多情况下% 其他

非法人企业同样也会占用自有住房# 虽然

从生产的角度来看% 区分生产活动的不同

形式是有可能的% 但对于整个机构单位而

言% 不太可能作这样的区分#

,."-! 在大多数国家% 多数住户没有非法人企业%

因此% 如果根据住户从事的生产来划分子

部门% 这些没有非法人企业的住户将集聚

成一个单一的子部门# 这些住户的唯一共

同特征是他们不拥有非法人企业# 因此%

虽然依据生产划分子部门住户在一些场合

下非常有用% 但它在鉴别经济体中不同类

型的住户时却作用不大#

($ 消费角度

,."-, 随着住户收入增加% 消费模式会随之改变%

这是能够广泛观察到的# 因为有了较多的

收入% 食品以及其他必需品的支出份额会

减少% 同时开始消费更具奢侈性的货物#

因此% 所谓根据消费模式来分解住户部门%

实际上所依据的是收入水平% 其假设是收

入水平体现了消费模式的差异# 最常见的

研究是分别收入各个十分位水平来显示其

消费模式% 由此可以提供显示消费模式如

何随总体收入水平提高而转变的有趣信息#

,."--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 住户消费模式与个

人收入有着怎样的联系- 由于收入的十分

位数是以住户为基础计算的% 因此很难找

到一种好的方法将收入接受者归入某一个

十分位中# 那些拥有高收入的住户% 可能

是因为有一个高薪工作者% 也可能是有数

个中等收入者所致# 进一步来看% 尽管生

产账户可以显示出雇员总报酬% 并有可能

将其与雇员总数作对比% 但却没有给出企

业劳动力收入分配的任何信息#

,."-. 不是所有的收入都来自雇员报酬% 而其他

来源的收入对住户总消费的影响也同样具

有不确定性#

,."-/ 用住户收入水平作为消费模式的代理变量%

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另一种对消费模式显

著不同的住户进行分解的方式% 是根据住

户家中是否有小孩# 对那些没有小孩的住

户% 可根据住户组建的新 !也许第一次组

建家庭" 与旧 !此类住户对耐用消费品的

支出可能会低于其他组别" 再做分组# 然

而% 这里仍然没有一种简单方法能将收入

来源与收入接受者所属住户类型联系在一

起#

+$ 收入角度

,."-0 划分子部门的一个更好的方法似乎是考虑

收入的类型% 而不是收入的水平# 正如第

. 章所提及的那样% 可以考虑以下方案#

,."-1 根据最大收入来源的性质% 住户可以归入

不同的子部门# 基于此目的% 需要区分出

下列住户收入类型&

)"来自住户非法人企业 !有付酬雇员" 所

有者的收入 !雇主的混合收入"'

*"来自住户非法人企业 !无付酬雇员"

所有者的收入 !自雇工作者的混合收

入"'

+"雇员报酬'

5"财产收入及转移收入#

,."-2 根据住户总体上之最大收入来源所属类别%

可以将住户分配到相应的子部门中% 即使

这类收入的占比不一定超过住户总收入的

一半# 如果同一个住户在某个类别内收到

不止一份收入% 比如% 因为住户中不止一

个成员获得雇员报酬% 抑或因为收到不止

一份财产收入或转移收入% 分类应基于住

户在每一类中的总收入# 由此形成如下四

个子部门&

)"雇主'

*"自雇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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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员'

5"财产收入及转移收入接受者#

,."-3 第四个子部门***即由某类财产收入及转

移收入构成其收入最大来源的住户***是

一个具有显著异质性的群体# 因此% 建议

如有可能应将其进一步分为以下三个子部

门&

!

财产收入接受者'

!

养老金领取者'

!

其他转移收入接受者#

.$ 使用参考人

,.".4 其他子部门划分方法通常要求为每一住户

确定一个参考人# 这个参考人不一定被其

他住户成员视为 (户主)% 因为% 这个参

考人应由经济重要性而不是年龄或者尊卑

级别来决定# 这个参考人通常应该是最大

收入获得者% 当然他也可能是能够就住户

消费做出重大决策的人#

,.".! 一旦参考人确定% 就可以基于该参考人的

特征% 将住户归类于不同子部门# 比如%

子部门可根据以下条件来界定&

)"参考人的职业'

*"如果有的话% 参考人工作的行业'

+"参考人的受教育程度'

5"参考人所拥有的资格或技能#

/$ 人口变化的影响

,."., 一些国家的政策关注点是人口变化对住户

福利的影响以及政府需要作出的响应# 比

如% 在一个人口老龄化社会% 可能对教育

服务需求较少而对医疗服务的需求较多#

,.".- 另一个关注焦点是能否提供足够的养老金%

确保个人在退休后无需政府支持即可达到

足够的收入水平# 如果关注这样的问题%

建议应根据主要收入来源者是否正在工作$

处于工作年龄但没有工作$ 或者处于退休

状态来划分住户子部门# 再次看到% 根据

主要收入来源者得到的分类结果与按照总

收入的分类结果会有不同#

0$ 其他因素

,.".. 还可以基于不同背景来考虑住户的划分#

例如% 住户中包括的成员人数% 住户所在

地区% 户主的资质或者受教育水平% 户主

工作的行业% 住户是否拥有财产或者其他

资产等#

-" 作为生产者的住户

!$ 住户和非正规部门

,."./ 每个国家都有一些生产活动是由住户完成

的% 其中很多被视为是非正规的% 正如第

,/ 章所描述的那样% 对非正规部门的范围

进行测算% 并显示这些部门如何随着经济

发展而变化% 便可以深入了解正规企业之

外市场经济的范围#

,.".0 将住户生产活动与机构单位其余部分进行

分离的困难已经在前几章很多地方讨论过%

特别是第 . 章% 并且在上述关于住户子部

门的讨论中也有述及# 因此本部分仅讨论

那些不可避免地会留在住户部门中的生产

活动的一些特征#

($ 农业

,.".1 在一些国家% 自给性农业% 或者事实上其

产出全部被其生产单位所使用的农业生产%

是住户消费从而也是&'(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 在那些大部分主粮生产用于自给性

消费$ 并且具有季节性的国家% 需要考虑

由存储引起的农作物价值增加是否应作为

3,/

第 (. 章"住户部门



生产的一部分# 关于这部分的细节可参见

第 0 章附件#

,.".2 应该回顾一下% 作为自给性消费的农产品%

其购买者价格并不是当地附近市场上的价

格% 后者会包含运输成本# 该市场价格是

指人们愿意为当地生长的作物所支付的价

格# 这就是常说的农场交货价格#

,.".3 原则上看% 所有住户种植的自给性水果或

者蔬菜% 无论是小块租地还是大型庄园%

都应该包含在生产范围内% 即使在发达国

家也是如此# 但实际上% 除非所涉及的量

很大% 否则不太值得花费精力去做估算#

+$ 住房

,."/4 在绝大多数经济体中% 大部分住户生活在

他们自有的住房内# 租赁市场的规模可能

很小或者可能只限于某些区域% 比如市区%

由此就难以应用市场租金来估算那些由拥

有自用房的业主提供的自有住房服务# 第

,4 章曾指出% 原则上% 针对一项资本资产

的租金可以这样计算& 以一个贴现因子去

乘期初的资本存量# 因此% 如果房屋价值

已知% 就可以估计其所提供的服务# 然而%

这种方法在一些场合是有问题的% 比如不

掌握资本存量数据% 或者所估计的收益率

存在不确定性# 对于简单的农村住宅% 可

能需要计算建筑成本并要估计在无大修前

提下该建筑物能使用多久#

,."/! 所有的住宅都需要日常维修# 自用住房的

生产账户中% 仅将那些在建筑物出租情形

下由房主负责房屋维修所必要的货物服务

视为中间消耗% 其中可能包括支付给专业

人员的费用% 比如水管工或者油漆工% 比

如应付给他们的雇员报酬# 但是% 如果这

些工作是由房主自己完成的% 那么只有材

料的费用才计入中间消耗% 并不估算房主

在维修上所花的时间价值# 因此% 自用住

房的生产账户中并不出现雇员报酬# !这

可被视为一项出于实用的规定# 如果在房

主本人从事维修工作时估算人工成本% 接

下来就需要记录住户收入的增加% 而房屋

租金收入就会有等额的抵减#"

,."/, 虚拟估算的租金总额减去实际成本 !包括

维修之外的费用"% 所余被视为房主的营

业盈余# 在房主的账户上% 虚拟估算的总

租金价值记为总产出% 所发生的费用记为

中间消耗% 差额记为营业盈余总额% 该盈

余支付给作为非法人企业主的住户# 在收

入使用账户中% 租金的总价值被记为对自

用住房虚拟租金的消费#

,."/- 如果进行大修理% 其价值可被视为固定资

本形成总额% 但是关于雇员报酬的记录仍

要遵循以上惯例#

,."/. 一些房屋为住户所有但被他们租了出去#

在这种情况下% 房客支付的租金应记为做

为租赁服务的产出价值# 在这些收房租的

住户的生产账户中% 这一总产出扣除中间

消耗% 可以得到这项活动的营业盈余% 该

盈余被视为房主的收入# 在某些情况下%

中间消耗可能全部由支付给租赁代理的服

务费构成# 可以想象% 有时候% 支付给租

赁代理的服务费可能会超过租金收入% 由

此会导致租赁活动产生损失# 比如% 如果

房屋空了一段时间% 但可能仍然需要向代

理人支付费用# 收房租的住户对此通常可

以接受% 因为拥有房屋并出租的一个主要

原因是希望在长期拥有该房屋的过程中获

得持有收益#

,."// 按惯例% 从出租住宅获得的增加值应视为

营业盈余% 而不是混合收入#

,."/0 有一些房子可能是房主在同一经济体内或

者国外拥有的第二套居所# 上面介绍的业

主自用住房的租金估算方法% 以及由出租

房屋而产生的租赁服务的核算方法% 在此

仍然可以沿用# 如果该房屋在另一个国家%

应将其视为那个国家的一个名义常住单位%

然后法定拥有者将对该名义常住单位拥有

金融债权# 因此% 该名义常住单位看起来

就是一个由非常住单位完全拥有的直接投

资企业# 然而% 该单位的唯一资产就是该

项财产的价值% 通过出租房屋获得的全部

营业盈余应作为从名义单位提取出来并汇

给所有者处理% 因此没有什么留存收益可

被视为再投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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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果处于国外的房屋被其法定所有者所在

经济体的常住单位所使用% 则租金应记录

为外国的服务出口$ 国内经济的服务进口#

然而% 该名义单位的营业盈余将被汇给所

有者% 并记录为外国的财产收入流出$ 国

内经济体的流入% 从而即可冲减租赁服务

流量 !至少是部分冲减"#

,."/2 如果一套房子是通过按揭融资的% 原则上

和贷款利息支付相关的 :6#69 !间接测算

的金融中介服务" 费用应记录为与租用该

财产相关的生产活动 !房主自用或者由房

客使用" 的中间消耗的一部分# 然而% 可

能很难识别仅与按揭利息相关的 :6#69费

用# 在有些情况下% 使用资产作为担保品

的贷款% 其目的可能并不是为了获得一所

住宅# 实际上% 如果不将 :6#69记录为租

赁活动的中间消耗% 会使从租赁活动中获

得的营业盈余有一些高估% 但住户的消费

支出也会高出相同的金额#

.$ 家政服务人员

,."/3 由付酬家政服务人员提供的服务价值% 可

以根据支付给这些员工的雇员报酬来估算%

包括所有的实物收入% 如免费的住宿或者

免费的膳食以及可能替员工缴纳的任何社

会保险# 按常规% 针对有偿家庭服务的生

产账户上仅包括雇员报酬# 在家务活动中

使用的所有产品% 诸如用于清洗的材料和

工具% 都将视为住户的最终消费支出#

,."04 提供有偿家庭服务的个人必须是其他住户

的成员# 由于孩子们在家里完成一些工作

而支付给他们的费用% 并不算是提供有偿

家庭服务% 而仅仅是住户内部的费用转移#

另一方面% 由于照看邻居家的孩子而支付

给充当保姆的孩子的费用原则上应被视为

家庭服务% 但这些活动的规模可能太小%

因而难以测量#

,."0! 实际上% 有些国家可能将提供全职服务的

家政服务人员视为住户的成员% 在这种情

况下% 应记录住户内部的转移% 尽管对一

个机构单位内部的转移通常并不加以记录#

这就意味着有可能存在重复计算% 即住户

支付给家政服务人员的费用以及这些员工

花费该笔费用都会被计入住户的消费支出

中#

,."0, 第 ,3 章将讨论在卫星账户下扩展生产边界

的可能性% 彼时就可以将所有家务劳动包

括在内 !那些不支付报酬的服务也包括在

内"#

1" 作为消费者的住户

!$ 提供的货物和服务

,."0- 第 3 章描述了消费支出$ 实际消费以及消

费性货物服务的使用等不同概念# 在 #$%

中% 只有前两个被纳入了核算% 并且通过

政府和$(6#7提供的实物社会转移来说明

两者之间的区别# 原则上% 如果能够识别

出给予儿童的实物社会转移 !例如大部分

教育服务"$ 给予老年群体 !尤其是医疗

保障" 的社会转移% 或者是基于地区的社

会转移% 将会很有意义# 但很难达到如此

详细的程度% 因此% 此类额外细节信息很

可能只能在卫星账户下提供#

,."0. 原则上% 住户间的实物转移应该记录在

#$%里# 但是% 如果不存在住户部门下的

子部门% 当此类转移发生在常住住户之间

时% 将不会出现在账户中# 另一方面% 常

住住户和非常住住户间的实物转移可能十

分显著% 应该通过国际收支数据中的汇款

信息进行捕捉# 实际处理方法在 +汇款的

国际交易& 编制者与使用者手册, !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 ,442*" 中有所描述#

,."0/ 如果自给性生产$ 实物收入$ 易货交易或

者实物转移体现出的消费数量十分显著%

那么% 对住户实物消费支出与从市场购买

!-/

第 (. 章"住户部门



的消费支出做出区分将十分有用#

($ 旅行者的支出

,."00 大多数从供给方面测量的住户消费数据不

能区别一项购买究竟是由常住住户还是由

非常住住户发生的# 同样的% 这些数据也

不会显示常住住户在国外的购买情况# 这

两类项目的规模往往很大% 因此% 估计其

数值以显示其对国际收支的影响并确保供

给使用表能够实现平衡很重要# 第 ,3 章

在旅游卫星账户下将进一步讨论旅行者支

出#

+$ 分产品类别的消费支出

,."01 大多数住户调查按照服务目的划分消费类

别% 如食品$ 居住等# 这就是 <N6<N(中

的划分方法# 为了将其列入供给使用表%

事实上也为了用于其他分析% 准备一个按

消费目的和产品进行交叉分类的表很有用#

这不仅可以为供给使用表提供信息% 而且

也可以为编制消费价格指数提供验证信息%

消费价格指数反过来可用于缩减消费支出#

如果数据允许% 根据家庭类别来观察消费

支出的构成% 从而计算不同住户组别 !比

如老年群体或者有孩子的家庭" 的消费价

格指数也很有用#

2" 住户收入

,."02 收入分布不平均且偏度很大的现象在各国

均非常普遍# 大多数人的收入显著低于平

均或中位数收入% 而少数人收入则远高于

此水平# 有时候% 贫困线被设为中位数收

入的一半% 但是中位数的两倍并不意味着

拥有巨大的财富' 经济体中最富有个体所

拥有的收入会是平均数或中位数的许多倍#

,."03 账户序列之所以重要% 是因为它描绘了收

入是如何通过强制性的税收和福利$ 自愿

的转移$ 抑或由于拥有金融或者其他资产

!财产收入" 而实现了分配和再分配的#

为了检验收入分配和再分配过程是否显著

地改变了经济体中个体收入的总体分配状

况% 有必要显示不同住户组别间的收入流

动# 正如引言所提及的% 很难将特定来源

的收入对应于某一类住户而不是另一类住

户# 这既不容易实现% 同时也不是 #$%的

标准组成部分# 然而% 很有必要向分析人

员提供更多关于住户收入类别的信息% 而

不仅仅是标准账户序列中所包含的信息#

就增加值所涉及的内容而言% 有可能区分

各个产业所支付的雇员报酬% 也可以依据

受教育水平和地区来区分雇员报酬# 混合

收入同样也能够进行类似的区分# 固定资

本消耗应该按照自用住宅和与非法人企业

相关的资产加以区分#

,."14 标准账户中会包含如下转移的信息& 税收$

社会福利$ 养老保险和其他福利# 在一些

国家% 显示出那些和国外有密切联系的居

民的个人汇款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很有意义#

同样的% 对于拥有大量移民的国家% 找出

相应的资金流出及资金流向的目的地也可

能很有用#

,."1! 对财产收入% 有必要区分可由接受者支配

的资源流量和已经绑定为储蓄的收入流量

!例如养老金权益$ 人寿保险的财产收入

以及产生于债券增值的资本利得"# 应该

注意到% 如果有很多被视为准公司的住户

企业% 那么% 如果能识别出从准公司中提

取的收入就非常有用了#

,."1, 下面的做法可能很有用% 即先分别识别和

显示各种实物收入% 比如实物报酬和实物

转移% 然后减去这两项实物收入和那些绑

定储蓄% 最后得到一个可视为保守估计的

收入的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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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住户财富和相关收入流

!$ 住户资产负债表

,."1- 对于许多住户来说% 主要资产就是土地$

房屋以及累积的养老金# 同时% 对企业的

债权也可能很大# 在一些国家% 投资养老

基金以外的金融资产也很重要# 但是% 资

产的对立面就是住户的债务% 包括抵押贷

款和其他金融债务% 例如信用卡或其他债

务#

,."1. 对于包括非法人企业的家庭来说% 资产负

债表中可能会记录其他固定资产% 但相比

房产其数额会比较小#

($ 家族信托基金

,."1/ 家族信托基金为住户所拥有% 尽管有些基

金是由一些住户 !可能包括非常住住户"

集体拥有的# 设立信托基金可能是为了保

护财产% 直到受益人成年或达到其他标准%

也可能是为了保护家族的不动产等# #$%

建议应将信托基金视为准公司% 并将其做

为专属金融机构而纳入金融公司部门# 然

而% 信托基金承担的对受益人的负债必须

足以将其资产净值减少至零# 在编制住户

部门的资产负债表时% 必须要将与常住住

户负债相对应的资产价值纳入进来# 在家

族信托基金非常重要$ 住户财富是所关注

的主题情况下% 在住户拥有的其他资产下

引进一个补充项目可能会很有用% 从而可

以将信托价值与诸如合伙企业等其他准公

司的资产分离开来#

+$ 财富的分配

,."10 人们对沿着住户收支调查的类似路径进

行住户财富调查的兴趣在日益浓厚# 再

一次地% 人们希望通过住户部门分解来

发现住户财富的构成以及和住户收入的

关系#

,."11 总的来说% 财富的分配比收入更不均等#

收入主要获得者为中等职业的家庭可能有

着可观的收入水平% 拥有自己的房产% 但

仍然担负大量的抵押贷款% 且可能还没有

建立充足的养老储备#

.$ 养老金

,."12 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 退休后财富的下降

应记录为收入还是记录为逆储蓄#

,."13 如果将养老金视为一项社会保险计划% 养

老金便应作为经常转移% 从而应视为收入

而不是储蓄的减少项# 如果养老计划不以

这种方式来处理% 养老金受益人仍可基于

对养老金的权益获得由此产生的作为应付

财产收入的收入# 对于定额福利计划% 这

一财产收入代表了对未来权益贴现因子的

释放# 权益的减少等价于应付福利和财产

收入的差额% 类似于第 !1 章第一部分结尾

处所解释的对年金的处理#

,."24 如果说养老金价值作为一种财富形式是基

于未来收入流的净现值的话% 那么养老金

收入可以划分为储蓄的减少和收入的产生#

在没有养老金权益的情形下% 拥有大量金

融资产的家庭仍有很大可能获得可观的财

产收入% 尽管财产收入和持有损益取决于

相关住户的投资策略#

,."2! 如果一个住户中有一个或多个成员建立了

养老金% 其每年将产生可观的收入% 但这

些收入并不能被住户用来消费# 养老金必

须逐步积累% 为未来养老金权益提供资金%

因而显示为财富的增加#

,."2, 可以构建一个养老金权益的资产账户%

显示权益起始年份的水平$ 源于各年工

作量的增加额$ 基于退休逐渐临近这一

事实的额度增加 !贴现因子的释放" 以

及其他变化***例如通货膨胀补贴$ 源

于养老金支付的减少和其他减少权益的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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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耐用消费品

,."2- 在 #$%中% 耐用消费品并未做为财富处

理% 而是作为一种支出# 但是% 在资产负

债表中% 用备忘项目来显示耐用消费品的

价值将很有意义# 耐用品的购买可能是周

期性的% 而卫星账户对此也非常感兴趣%

像处理固定资产那样% 利用同一项目下提

供的服务流量数据来取代将耐用消费品的

购买作为经常支出的做法% 将在第 ,3 章中

详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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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章"非正规经济

#$ 引言

,/"! 没有一个经济体是完全受管制的% 并能被

统计调查所完整记录# 因此% 必须采取措

施来尝试涵盖这些未受管制的活动% 弥补

调查的不足之处% 这是一项特别的工作#

有两种方法可供采用% 尽管这两种方法有

很多共同点% 但它们所针对的却是两个截

然不同的目标# 第一种方法是确保所有活

动% 包括那些被称之为 (隐形) 或者 (地

下) 经济的活动% 都涵盖在总体活动的测

算当中# 第二种方法是先定义非正规经济

单位集合究竟是什么% 然后对其进行测算#

,/", 第一种方法的基本原理非常明显% 即把经

济体看成一个尽可能全面$ 且在不同时间

与不同国家之间尽可能可比的整体# 经济

体中难以测算的那部分常被称作未观测经

济 !$N="% 已经有一些出版物专门讨论

如何测算这部分经济% 著名的手册如 +未

观测经济测算手册,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国际劳工组织和

<6# # %̀̀ % ,44,"# 随着手册中所提到的

技术日渐清晰% 关于$N=的具体测算方法

本身已不再重要# 关注的焦点集中于确保

整体经济的测算是完整的或者是 (穷尽

的)#

,/"- 第二种方法认为& 对于无正规工作% 但从

事某种形式的货币经济活动的人来说% 如

果能够测算出这部分经济% 是具有分析上

的重要性的% 尤其对发展中国家% 意义重

大# 这部分经济就是人们所熟知的非正规

部门# 估计出非正规部门的活动规模% 才

有可能评估发展为居住在街道或棚户区的

人们带来了多大好处# 那些支持第二种方

法的人并不否认对经济进行全面测算的重

要性% 但在他们看来% 这还不够# 尽管这

么做存在困难% 但必须尝试识别出非正规

部门并对其进行测算#

,/". 这两种方法的关注点有很大重叠# 然而%

尽管$N=与非正规部门有重叠% 却不能说

一个完全是另一个的子集# 这从图 ,/"! 即

可看出# 实线圆圈代表未观测经济% 虚线

圆圈代表非正规部门# 因此% 重叠部分代

表未观测到的$ 非正规的活动% 但是也存

在一些活动虽未被观测但却是正规的% 一

些活动虽是非正规的却已被观测# 图 ,/"!

显示的三个部分的相对大小在各国之间并

不相同#

,/"/ 努力将$N=涵盖其中% 目的是确保统计估

计能够包括所有的企业% 即使有些企业未

包括在统计调查中# 为此进行的补充估计

有些可能会涉及非正规的住户非法人企业

!本章称之为非正规企业" 活动% 但有些

也会涉及那些正规的大企业# 另外% $N=

还会考虑如何弥补大企业的误报% 无论这

图 (/$!" 未观测经济与非正规部门

/-/



些误报是出于无意还是故意# 因此% $N=

中既包括非正规企业的一些活动% 也包括

一些正规企业的信息#

,/"0 在非正规部门内% 有些信息可以通过统计

获知# 比如% 一个住户将房间租给客人住

一晚或数晚# 该项活动不能按照准公司来

处理% 因为不可能将其成本从住户日常成

本中清晰地划分出来% 也不可能将那部分

被视为资产的出租房从作为这家的住房

!体现主要功能" 中分离出来# 但是% 出

租房屋活动的价值可能会在诸如针对旅游

活动的调查中获知#

,/"1 还可以考虑其他例子# 街头商贩或者出租

车司机都可能是未被观测且非正规的# 一

家拥有 / R!4 个员工的汽车修理店可能是

正规的% 但可能会由于规模太小而未包括

在统计调查中% 因此未被观测# 助教可能

是非正规的但已被观测# 由于街头商贩$

出租车司机$ 汽车修理店以及家教可能在

一些国家是正规的% 而在另一些国家却是

不正规的% 在有些国家可能被观测到% 而

在另一些国家却未被观测到% 因此情况非

常复杂#

,/"2 需要注意的是% 各国经济体中都存在未被

观测部分以及非正规企业% 但是这两部分

的规模以及识别后者的政策兴趣却有所不

同#

!$ 测算非正规企业活动的政策兴趣

,/"3 非正规经济的生产在不同国家呈现出不同

的方式# 如果动机只是单纯地为了生存%

或者只是想实现有弹性的工作方式% 非正

规经济很有可能会受到鼓励# 然而% 如果

动机是为了避税或避开管制% 或者从事非

法活动% 则会被制止# 大多数非正规生产

活动可能由非正规单位从事# 这些单位可

能没有固定的经营地点% 可能是在家$ 小

店或者工作坊经营# 涉及的活动可能是诸

如街头商贩$ 擦鞋等只需少量资本甚至不

需要任何资本及技能的活动% 也可能是需

要一定量的投资或者一定程度的专业技能

的活动% 比如裁缝$ 汽车修理以及专业服

务# 许多非正规企业都是由一个人作为自

营企业家 !自雇工作者" 单独地$ 或者在

无须支付报酬的家庭成员的帮助下经营%

但也有一些非正规的非法人企业可能会雇

用工人#

,/"!4 非正规企业的生产规模及其重要性取决于

一国的社会结构$ 国家及地方的经济法规

以及执法力度# 各国非正规活动的类型及

规模互不相同% 因此各国的政策兴趣会因

国家而异# 生产单位的大小$ 是否注册以

及其他特征是其中的关键变量% 它们决定

了是鼓励还是抑制某些生产% 或者是否要

通过承认此前所定门槛以下的经营单位来

扩大正规经济的范围# 可以设计特定的社

会支持以及援助项目% 监测它们如何支持

诸如增加生产$ 扩大就业和保障$ 减少贫

困以及赋予妇女权利等目标#

($ 本章结构

,/"!! ;节将考察生产单位的特征% 以此确定未

观测经济$ 非正规部门$ 或者两者的显著

特征#

,/"!, 在编制国民账户时% 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

未观测经济# 这个话题将在 <节做简单陈

述#

,/"!- 国际劳工组织 ! 6̂N" 采用国际劳工统计

学家会议 !6<̂#" 决议建立了非正规部门

概念% 在识别 #$%住户部门中与政策分析

及政策制定 !尤其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及

转型国家内" 特别相关的那些生产单位方

面一直发挥着作用# 这项工作陈述了市场

经济怎样渗透到正规经济以外的领域这一

问题# 这个话题将在'节和=节陈述#

,/"!. 确立一个非正规部门的定义% 使之在有着

不同的微型及小型企业结构$ 不同的企业

注册立法及劳动法的国家之间达于严格可

比% 这是非常困难的# 在对这一点的认识

上% 6̂N是务实的# 非正规部门统计专家小

组 !称为德里小组" 于 !331 年成立% 目的

是解决 6̂N定义的概念$ 操作以及其他一

些问题# 德里小组的工作将在:节阐述#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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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讨论了可能被视为非正规但在实践中

并不记入住户部门的单位的分界线% 以及

住户部门中并不被视为非正规活动的分界

线# 继而指出如何从 #$%账户中得到与非

正规部门概念相匹配的数据#

,/"!0 7节讨论了搜集非正规企业活动数据以及

非正规就业数据的一些方法% 是对 &节的

补充#

,/"!1 基于对非正规部门的兴趣% 已经产生了好

几本手册以及对目前实践的研究# 本章不

可能对此进行深入报告% 但 6节将对这些

内容作简单描述并指出可在哪里查阅#

%$ 非正规单位的特征

,/"!2 正如引言中所提到的那样% 无法直接给

(非正规) 这一形容词下一个定义# 它描

述的是活动的一种本质% 还是活动实施的

方式% 还是统计调查中记录活动的方式-

为了能够准确描述所关注的对象是什么%

可以列出 (非正规) 这一术语意在传达的

若干潜在特征# 尽管不同评论者所强调的

标准不同% 但已取得共识& 没有单一标准足

以确定何谓非正规' 必须考虑若干条标准#

,/"!3 在考虑每一条可能的标准时% 必须牢记以

下两个问题&

)"它对于定义由 !被视为" 非正规企业之

单位所从事的活动真的很重要吗-

*"它能够作为旨在形成国际可比结果之定

义的基础吗-

,/",4 注册# 什么是非正规% 其中一种解释是不

能在政府行政部门注册# 该标准存在的问

题显而易见# 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注册制

度# 有些国家可能坚持认为% 所有活动%

无论多小多琐碎% 都应该注册' 其他国家

可能更务实些% 仅在活动营业额超过一定

数额或者雇员超过一定人数时才要求它们

注册# 再者% 无论官方注册的必要条件是

什么% 对这些条件的遵守程度将因实际执

行程度的不同而异# 因此% 基于是否注册

来定义非正规部门% 将缺乏国际可比性%

而且% 如果注册的必要条件或对注册条件

的遵守程度发生变化% 该定义在一国内不

同期间上也可能会缺乏可比性#

,/",! 法人# 与注册性质紧密相关的就是所谓法

人# 在 #$%中% 所有依法成立的企业均被

纳入某个公司部门中% 但这些部门也包括

所谓准公司# #$%对准公司的定义是% 该

单位必须具备或者能够编制一套包括资产

负债表在内的完整账户# 如此% 那些其业

主选择不成立公司 !很多情况下相当合

法" 的单位% 在 #$%中也将其视为公司%

但是拥有一套完整的账户是一个相当严苛

的要求# 有些单位可能有非常详细的生产

活动信息% 但没有其他账户信息% 因此%

尽管从其活动本质来说% 这些单位是 (正

规) 的% 却不能从住户部门分离出来% 作

为准公司处理# 此类情况可能发生在与医

生$ 律师$ 工程咨询和其他职业有关的领

域# 统计上对生产活动的处理具有一定限

制% 似乎它们都是由公司型单位实施的%

除此之外% 各国规定或允许成立公司的法

律并不相同% 因此也限制了国际可比性#

,/",, 规模# 面对统计及行政规范的不同% 可以

考虑直接用企业规模来识别非正规企业%

企业规模既可用营业额也可用雇员数量来

定义# 以营业额为标准% 所产生的问题还

是不同国家间及不同时期间可能存在的潜

在变异# 用雇员最大数量来识别非正规企

业% 可能会导致拥有完整账户因此被归入

公司部门的一些单位被判定为非正规单位%

而住户部门中一些并没有完整账户的单位

被判定为正规单位#

,/",- 统计调查范围# 统计调查范围% 特别是基

层单位调查范围% 在国与国之间相差很大%

在一国的行业与行业之间相差也很大# 通

常% 小规模企业会被排除在外% 因为统计

部门认为% 从这些单位在产出中所占比例

以及所报告数据中的潜在不精确性来看%

获取数据的成本太过昂贵# 但是% 可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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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推断) 程序来考虑统计范围之外的

小单位# 在这种情况下% 这些单位的生产

活动很有可能会被归入公司部门% 尽管如

若严格遵照 #$%准则应将这些单位放入住

户部门#

,/",. 活动边界# 第 0 章讨论了 #$%的生产范

围# 如该章所述% 一些具有经济性质的活

动并没有包括在生产范围内% 特别是住户

自产自用的服务 !自有住宅服务和付酬家

务雇员的服务除外"# 尽管从某些分析目

的出发测算这些活动具有意义% 但大家已

达成共识% 即在衡量非正规企业所从事的

活动时% 还是应该遵循 #$%的生产范围#

当然% 自有住宅服务是例外#

,/",/ 非法活动# 第 0 章已明确指出% 原则上%

一项活动可能是非法的% 这一事实并不是

应将其排除在生产范围之外的理由# 在一

些国家% 记录非法活动的困难可能意味着%

这些活动要么未被涵盖要么从实际情况出

发而被故意忽视# 但是% 对一些国家而言%

如果 !例如" 忽略了毒品的生产% 将会严

重低估其经济活动的总体水平# 总的来说%

正如<节所要讨论的% #$%中可能包括了

一些非法活动 !可能只是间接的"% 因此%

将非法活动完全排除在外在任何情况下都

是不可能的#

,/",0 地点# 一些分析师可能主要对城市地区$

特别是所谓大城市郊区之棚户区的非正规

企业发展感兴趣# 这种方法可能体现了其

政策意图% 但是% 主要城市地区以外的非

正规经济的作用同样非常重要% 而且为了

国际可比和在国内人口迁移较大时能做跨

期比较% 以地点来限制统计范围是不可取

的#

,/",1 雇佣条款# 一些雇员的雇佣条款使其拥有

在工资及薪金之外享受各种福利的权利#

这些福利通常包括带薪年假$ 病假及养老

金权益# 即使是那些对一些工人提供此类

条款的生产单位% 也可能会雇佣一些不提

供这些条款的工人 !即在工资和薪金之外

无任何福利"# 为自己工作的人 !自雇者"

为了获得一些额外收入可能会选择接受这

样的工作% 无法获得一份带福利工作的人

可能会选择接受这样的工作% 还有种种原

因导致干脆选择接受这样的工作% 比如可

以灵活选择所从事工作$ 为谁工作和工作

多久等# 在后一种情况下% 其中很多人可

能没有雇佣合同% 而是在一份服务合约条

款下进行工作#

,$ 未观测经济

,/",2 #$%!33- 修订伊始% 一般认为识别非正规

部门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 然而% 到

修订完成之时% 已经很明显% 这个问题将

影响所有经济体% 无论该其处于哪一发展

阶段# 在欧盟内部% 为了确保其成员国之

间国民账户统计范围的严格可比% 采取了

一系列措施以确保账户是 (穷尽的) !即

全面的"# 同样的% 在 !334 年代初期% 中

欧及东欧国家正处于市场经济的转型期%

涵盖以前报告方法范围之外的活动 !无论

是源于正规单位还是非正规企业" 的需要

变得十分迫切#

,/",3 统计数据收集及行政管理数据来源中缺失

的经济活动% 就是为人们所熟知的 (未观

测经济)# 在一些国家% 重点不是放在识

别这样的未观测经济% 而只是要确保账户

是全面的 ! (穷尽的)"% 但是通过未观测

经济概念来描述影响穷尽性的因素是最简

单的#

,/"-4 正如引言中所解释的那样% 未观测经济与

非正规部门有所重叠% 但不是完全相同#

为了将从统计搜集网络中漏掉的活动 !有

时被称为 (地下) 经济或者 (隐形) 经

济" 涵盖在内% 应注意确保所报告信息不

仅是全面的而且是精确的#

,/"-! 如第 0 章所述% 一些活动本身是违法的或

者可能在实施过程中是违法的% 这一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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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能将它们排除在生产范围之外# 原则

上% 在测算未观测经济时也应该包含这种

非法活动# 在实际中能测算到什么程度%

将取决于非法活动的显著性$ 具体怎样做

以及可获得的资源#

,/"-, 就未观测经济对国民经济核算做额外的评

估% 不只是为了检验统计调查的全面性和

精确性# 通过将系列国民账户组合为一体

的过程% 特别是在使用供给使用框架的情

况下% 已经使缺失的信息明朗化% 并帮助

改善了总体估计# 以某些非法活动为例%

逃税是违法的% 而且税收征管可能比统计

报告更有力% 因此一个娼妓报告的收入大体

会是正确的% 只是她可能将自己从事的职业

说成是模特$ 演员或其他职业# 同样的% 也

许香烟走私者不会报告他的活动% 但香烟要

由住户购买% 由此或许就能够提供更好的记

录% 在账户中获知隐藏的非法进口#

,/"-- 有人认为% 有一张完全平衡的供给使用表%

就不可能遗漏任何重大的经济活动# 尽管

有些活动可能被遗漏了% 但只要表是平衡

的% 那么在账户的其他方面必然会恰好弥

补此项遗漏# 然而% 尽管通过供给使用表

的平衡% 确实可以有效地将一些未观测活

动估计在内% 但却并不足以捕捉到所有的

未观测活动#

,/"-. 需要注意的是% 同样如引言中指出的那样%

关注未观测经济% 不等于要对其进行单独

测算# 供给使用表就是一个例子% 通过该

表的平衡% 可以作为确保其穷尽的一种方

法% 但却不太可能据此对未观测经济进行

单独测算#

,/"-/ 对未观测经济的测算可能与非正规活动重

合% 但并不完全匹配# 未观测到的成分会

包括对统计调查中未涵盖的非正规企业所

进行的估计% 也会包括对统计调查中已记

录的非正规企业某些测算值的修正# 然而%

统计调查中已经包括且被认为是准确的非

正规企业的估计值则不在其中# 不过% 估

计未观测经济时所使用的许多方法***比

如在 +未观测经济测算手册, 中所描述的

方法***对测算非正规企业也非常有用#

-$ 8LI定义的非正规部门

!$ 8LI的非正规部门概念

,/"-0 本章的一个重点是给出 (非正规部门) 的

概念% 将其作为住户非法人企业的一个子

部门% 这也是第 !/ 次 6<̂# 非正规部门就

业统计决议中提出的非正规部门的特征%

它详细描述了 6̂N中使用的定义% 具体如

下&

!!" 非正规部门可被广泛地定义为& 基于

创造有关人群的就业及收入这一主要

目标而从事货物服务生产的单位集

合# 这些单位通常组织程度较低% 很

少或没有区分生产要素中的劳动与资

本% 并且规模很小# 劳动关系***如

果有的话***主要是基于临时雇佣$

亲属或个人以及社会关系% 而不是通

过有正式保障的合同安排#

!," 非正规部门的生产单位具有住户企业

的特征# 使用的固定资产及其他资产

不属于生产单位本身而属于其所有

者# 单位本身不能以自己的名义从事

交易% 或与其他单位签订合同% 或发

生债务# 所有者必须自担风险筹集必

要的资金% 且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任

何债务或义务负无限个人责任# 生产

支出通常很难从住户支出中区分出

来# 同样的% 像楼房或汽车这样的资

本品可能也很难区分出究竟是商用还

是家用#

,/"-1 尽管 6̂N在工作中使用 (非正规部门) 这

个表述% 但部门这个词与 #$%中所指的一

组机构单位有着不同的意思# 6̂N的工作

焦点仅限于生产活动% 而不包括一单位的

消费及积累活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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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门的定义

,/"-2 #$%中% 住户企业不是一个独立于拥有它

们的住户成员的独立法人实体# 生产中使用

的固定资本可能会被用于其他目的% 比如%

实施活动的经营场所可能就是其家庭住宅%

汽车既用于运输家庭生产的货物也用于日常

家庭运输# 这些资产不属于企业本身而属于

住户成员# 因此% 几乎不可能为住户生产活

动***包括用于那些活动的金融资产和非

金融资产***编制一套完整的账户# 正是

因为缺乏这样一套完整账户% 这些生产活

动只能作为非法人企业留在住户部门% 而

不是作为准法人公司进入公司部门#

,/"-3 6̂N的非正规部门概念以住户非法人企业

为基础% 将其细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形

成非正规部门% 第二部分由于其雇员数量

或注册情况而被视为正规单位% 第三部分

直接定义为住户# !有关部门及住户等术

语的不同用法将在本节最后指出#"

,/".4 被视为非正规部门的住户企业子部门% 具

有不同于其他非法人企业的经济目标$ 行

为及组织形式# 特别要指出% 非正规部门

是根据企业从事的生产类型来定义的% 它

仍然使用 #$%的生产范围% 并未将其延伸

至将家庭服务包含在内#

不包括纯粹为自身最终使用而
进行生产的单位

,/".! 第一个限制条件是% 至少某些生产成果必

须被出售或用于交换# 因此% 那些被 #$%

视为 (为自身最终使用) 而生产的住户企

业% 如果其大部分产出是这样使用的% 便

包括在非正规部门内% 而那些专门为自身

最终使用的生产则被排除在非正规部门之

外# 据此% 纯粹供业主自住的住宅服务活

动不包括在非正规部门中#

不包括拥有正规经济特征的单位

,/"., 另外% 非正规部门的覆盖范围还受到雇员

数量或注册情况这一附加标准的限制# 确

定的雇员最小数量要由各国按照各自的国

情来决定# 只有那些没有在特定形式之国

家法律 !比如商法$ 税法$ 社会保障法和

管理法规" 下予以注册的单位才被视为非

正规单位#

非正规企业的两种类型

,/".- 不包括在非正规部门中的单位在各国之间

大不相同% 这取决于各国所确定的注册条

款或者最少雇员数% 它们决定了哪些单位

可被视为正规单位# 但是% 6̂N的非正规

部门概念总是 #$%生产范围内之住户非法

人企业的一个子集#

,/".. 这些单位被划分为如下两类&

)"无雇员的非法人企业# 6̂N中的术语是

(非正规自营企业)#

*"有雇员的非法人企业# 6̂N中的术语是

(非正规雇主企业)#

,/"./ 根据这些附加标准% 非正规部门的生产单

位可以被定义为这样的住户企业& 至少部

分生产是为了出售或者交换% 并且在雇员

规模有限$ 企业或雇员未注册等几个标准

中符合一个或更多标准# 从 #$%部门角度

来描述这组单位% 可见表 ,/",#

图 (/$(" 识别8LI非正规部门中的单位

一般政府
非金融及

金融公司
住??户 $(6#7

包括一个已注册或者雇员

数超过一定数量的非法人

企业的住户

非正规部门企业

!)" 无雇员的 (非正规

自营企业)

!*" 有雇员的 (非正规

雇主企业)

机构住户% 无非法人企业

的住户% 仅为自身最终使

用而生产 !包括住宅业

主自住活动" 的住户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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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包括在内的活动

,/".0 除了定义非正规部门% 第 !/ 次 6<̂# 对非

正规部门的范围及其统计处理提出了如下

额外考虑因素&

)"原则上% 所有货物服务生产活动都在范

围内# 可以根据6#6<第 . 版建议的非正

规部门活动分析的备选汇总方法来展示

这些活动# 这一备选展示包括了诸如一

般政府单位从事的公共行政及国防

!6#6<2." 等经济活动% 因此不能将其

定义为非正规部门活动# 进而% 6<̂#提

出如下建议&

!

?农业活动 !6#6<%部分" 要与其他经

济活动分开测算% 以确保国际可比%

并便于选择和应用合适的统计数据收

集工具和抽样设计# !那些仅从事自

身生计活动的单位已被排除在外% 因

为它们不出售任何产出#"

!

?作为家政人员雇主的住户活动 !6#6<

31" 以及作为自给性生产者的住户活

动不包括在非正规部门范围之内#

*"地理范围既包括城市也包括农村% 即使

起初更倾向于在城市地区经营的非正规

企业#

+"外包工人如果作为自雇者或者作为非正

规部门中的雇员进行工作% 则应被包括

在内#

+$ 澄清类似术语的使用

部门

,/".1 (非正规部门) 中的 (部门) 和 #$%中通

常使用的部门一词具有不同的基础# #$%

中% 部门由完整的机构单位组成' 非正规

部门则仅涉及生产活动# 这样% 很重要的

一点是% 在识别哪些由住户经营的非法人

企业应纳入非正规部门的过程中% 无生产

活动的住户根本不在考虑范围内#

企业

,/".2 在 #$%中% 一个公司代表一个单独的企

业% 但是% 每一个这样的企业可能由许多

基层单位组成# 企业和基层单位的关键差

别是% 企业必须具备或者能够编制一套完

整的账户# 但对于基层单位而言% 只能获

得非常有限的数据% 通常仅能获得生产$

雇员数量以及和生产活动相关的资本形成

的信息#

,/".3 在一个住户内% 可能会发生许多不同的生

产活动# 但无论是单个活动还是所有活动

整体% 都不存在一套完整的账户% 因此不

能视作准公司# #$%使用 (非法人企业)

来表示一住户从事的所有非公司活动的总

称% 尽管在供给使用表中% 这些活动可以

按活动类型分割开来% 归入从事同样活动

的公司基层单位中去#

,/"/4 6̂N在描述非正规部门时使用的非法人企

业% 对应的并非一个住户所从事的非公司

活动的总和% 而是每一项单独的活动# 用

#$%术语表述% 非法人企业被分解为许多

非公司基层单位% 有些可能会包括在非正

规部门中% 另一些则被排除在外% 即使它

们发生在同一个住户中# 进一步地% 6̂N

还对一个住户内作为每个基层单位B企业的

拥有者并能雇佣工人的个体成员做了识别#

而在 #$%中% 住户要作为一个集体对所有

生产活动以及雇佣工人负责#

生产的子部门

,/"/! #$%将生产进一步划分为市场生产$ 为自

身最终使用的生产以及非市场生产# 非市

场生产在此不成问题% 因为住户从来不从

事这样的生产# 然而% 为了符合 6̂N的准

则% 需要将为自身最终使用的生产者进一

步划分为两类% 即部分用于出售或交换的

生产者% 及专门为自身最终使用的生产者#

如果某非法人企业有一部分生产是用于出

售或者交换的% 则该单位生产的所有货物

及服务都要包含在非正规部门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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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规部门! 非正规部门及住户

,/"/, #$%不使用非正规部门这一表述% 但是当

涉及生产时% 不难想象公司部门$ 一般政

府以及$(6#7的所有单位都是正规部门的

一部分# 公司部门中包括准公司% 因此准

公司也被包含在正规部门之内# 然而% 这

并不意味着% 一个单位只要不是非正规的

就肯定是正规的% 因为% 未包括在非正规

部门中的带有非法人企业的住户被划分为

两类% 一类作为正规部门处理 !由于其规

模较大或进行了注册"% 另一类则直接保

留在住户这一类别中#

,/"/- 因此% 6̂N所指的住户与 #$%十分不同%

#$%的住户包括 6̂N准则下视为非正规

部门的所有单位% 加上那些带有被视为正

规非法人企业的单位% 加上由于生产仅供

自身最终使用而被排除在外的非法人企

业% 加上无非法人企业的住户以及机构

住户#

1$ 非正规就业

!$ 非正规就业

,/"/. 人们已经逐渐意识到% 将经济区分为正规

与非正规来提供信息% 不仅要考虑生产%

同样也涉及到就业#

,/"// 6̂N将正规工资下的就业定义为& 带有

相关福利条款***如带薪休假以及养老

金权益***的就业# 6̂N认为% 所有其

他形式的就业 !包括自雇者" 都是非正

规的#

,/"/0 正如;节所述% 正规单位也可能拥有非正

规雇员% 而被列为非正规的单位也可能

!虽然可能性很小" 会对部分员工执行雇

佣条款% 使其成为正规雇员# 非正规就业

的程度见表 ,/"- 中的阴影部分#

,/"/1 正如第 !3 章所解释的那样% 职位和雇员之

间是有所区别的% 一个雇员可拥有好几份

职位# 6̂N考虑的是如下五类职位&

)"自营工作者 !#$%中称为自雇者"

*"拥有雇员的非法人企业主管% 被视为

雇主

+"为非法人企业工作的无酬家庭工作者

5"雇员

8"生产合作社成员

,/"/2 正规企业仅提供雇员或者无酬家庭工作

者这两类非正规职位# 非正规企业可提

供上述五种类型的非正规职位也可提供

正规职位# ! 6̂N意义上的" 住户提供自

营工作者$ 雇员以及无酬家庭工作者类

型的非正规工作# 有些家政人员可能有

正规工作#

图 (/$+" 非正规就业与非正规部门就业

正规职位 非正规职位

正规企业

非正规企业

其他住户非法人企业

($ 非正规部门就业

,/"/3 除了非正规就业总量之外% 识别在非正规

单位中就业的程度也非常有用# 它不包括

正规单位中的非正规职位% 也不包括在其

他住户非法人企业中的非正规职位% 但包

括在非正规单位中的正规职位# 6<̂# 将非

正规部门从业人员定义为& 在规定报告期

内% 至少在一个非正规部门单位从业的全

部人员% 无论其所处的就业状态以及这项

工作是他们的主要工作还是第二份工作#

非正规部门就业的统计范围在表 ,/"- 中用

黑色粗线边框表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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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德里小组的工作

,/"04 !331 年% 联合国统计委员会针对非正规部

门统计成立了一个专家小组% 即众所周知

的 (城市小组) ***德里小组# 建立该组

织的目标之一就是试图为非正规部门 !或

至少是其中的一个共同子部门" 形成国际

可比数据#

,/"0! !333 年% 德里小组第三次会议提出了一个

可在国家间进行一致定义的非正规部门子

部门% 尽管该子部门目前仅覆盖了非正规

部门的一小部分# 所提的建议如下&

)"所有国家都应采用以下标准& 法定组织

类型 !非法人企业"$ 账户类型 !没有

完整账户" 以及生产目的 !至少有一些

市场产出"#

*"在各国非正规部门定义中% 企业就业人

数限制的具体规定由各国自由裁量# 但

是% 针对国际报告% 各国需单独提供雇

员少于 / 人的企业的数据# 如果存在多

个基层单位企业% 人数限制应该以最大

的那个基层单位为准#

+"以就业人数为标准的国家% 应该分别提

供非注册企业数据以及注册企业数据#

5"以非注册为标准的国家% 应分别提供雇

员少于 / 人的企业数据以及雇员多于 /

人的企业数据#

8"包含农业生产活动的国家% 应分别提供

农业活动数据及非农业活动数据#

D"如果从事专业或技术服务的人员符合非

正规部门定义的标准% 则各国应将他们

包含在内#

L"各国应包含有偿家政服务数据% 除非这

些服务由服务于该家庭的雇员提供#

M"各国需遵循第 !/ 次6<̂# 通过的决议中

第 !2 段所述的外包工人与家庭工人的

相关准则# 各国需分别提供包含在非正

规部门中的外包工人与家庭工人的数

据#

O"同时涵盖城市与农村的国家% 需分别提

供城市与农村的数据#

S"使用住户调查或者混合调查的国家% 应

努力尝试& 不仅涵盖其主要职位在非正

规部门的人群% 还要涵盖那些主要职位

在另外一个部门$ 但在非正规部门有第

二职位的人群#

,/"0, 德里小组的后续工作就是研究各国实践中

对非正规部门数据的采集% 从而汇编非正

规部门及非正规就业手册% 并由 6̂N出版#

3$ 从&'#账户中获取非正规企业活动的数据

,/"0- 在国民账户中识别由非正规企业从事的活

动% 需要三个步骤# 第一步是从 #$%整个

住户部门 !备选者包括在其中" 内识别非

法人企业# 第二步是研究各国构建住户部

门的具体做法% 以查看是否需要对第一步

进行调整# 第三步是根据活动类型对活动

进行分解% 据此排除某些活动#

!$ 备选住户

,/"0. 首先% 要从住户部门中将以下机构单位排

除出去% 它们是&

)"监狱$ 宗教团体及养老院等机构住户'

*"无生产活动的住户 !确实没有非法人企

业的住户"'

+"唯一的活动是自有住房服务生产$ 或者

是雇佣家政人员的服务生产% 或者二者

皆有的住户#

,/"0/ 剩余的住户都会包括某些生产活动% 但可

能是市场生产也可能是仅为自身最终使用

的生产# 6̂N准则在确定被视为非正规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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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户活动时% 所采用的市场生产概念与 #$%

的类别并不一致# 6̂N认为只要有产出被出

售即可将该企业视为市场生产者% 而 #$%

要求该企业的大部分或者全部产品被出售才

能作为市场生产者# 为了克服这一不同之

处% 建议对生产进行以下三种方式的划分&

)"根据 #$%的标准% 大部分或者全部产出

被出售的市场生产'

*"产出为自身最终使用% 但有部分出售的

生产'

+"产出专为自身最终使用的生产#

于是% 前两类合起来% 即可与 6̂N准则中

的非正规部门市场生产者达成一致% 尽管

#$%中只将第一类视为市场生产者#

,/"00 6̂N还按照是否有常规雇员对住户进行了

如下区分&

)"无常规雇员的非法人企业'

*"有常规雇员的非法人企业#

这一分类与前一分类合起来% 见表 ,/".#

($ 调整各国做法

,/"01 尽管 #$%建议应将 $(6#7与住户区别开

来% 独立形成一个部门% 但并不是所有的

国家都这样做# 如果它们还未从住户中独

立出来% 那么应该在这个阶段将这些单位

排除在外#

,/"02 非正式成立公司但拥有完整账户的生产单

位应视为准公司% 并且应从住户部门中排

除掉# 如果某些国家不是这样做的% 那就

需要做进一步调整% 将其排除出去#

,/"03 #$%还建议% 没有完整账户的小企业应作

为非法人企业包含在住户部门中# 但是%

有一些国家% 在供给使用框架下进行分活

动类型的生产估计时% 并不考虑其是否有

一套完整的账户# 这种情况下% 住户部门

中那些只有少量生产 !自有住房虚拟服务

和付酬家政人员服务除外" 的所有单位都

可能被纳入公司部门# 因此% 建议应将雇

员少于 / 人的非注册企业从公司部门数据

中剥离出来% 和住户部门中的数据放在一

起# 同样的% 应单独识别那些不是公司但

已注册的企业#

,/"14 图 ,/".展示了按 6̂N非正规部门定义处理的

潜在单位与 #$%机构部门之间的联系# 公司

部门下方的浅色阴影部分表示% 原则上% 任

何包括在公司类别中的未注册以及雇员少于

一定数量的企业均应被识别出来# 实际上%

可能无法区别那些注册的和未注册的企业#

图 (/$." 从&'#机构单位中识别8LI的非正规部门单位

一般政府 非金融及金融公司 住??户 $(6#7

已注册或

雇员数量

大于一定

数目的公司

未注册或

雇员数量

少于一定

数目的公司

已注册或

雇员数量

大于一定

数目的

企业

?自雇者 !非正规

?自营企业"

有雇员的非法人企业

!非正规雇主企业"

机构住户% 没有

非法人企业的住

户% 仅从事为自

身最终使用之生

产的住户 !包

含自有住房"

市?场

生产者

自给性

生产者

市?场

生产者

自给性

生产者

出售全

部或大

部分

产出

出售部

分产出

不出售

任何

产出

出售全

部或大

部分

产出

出售部

分产出

不出售

任何

产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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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活动类型分解

,/"1! 第三步是按照上述分类建议来分解住户的

生产活动% 并将从公司部门中剥离出来的

小规模活动按所涉及的活动类型进行分类#

由于起初是按照单位而不是活动来剥离的%

其中仍然包括自有住房服务% 所以这些需

要被去除掉# 如果能够针对活动和单位类

型做交叉分类% 便可针对包括还是排除专

为自用的产出活动做出选择% 即使同一个

单位同时从事着另一项向该住户之外出售

的活动#

,/"1, 需要进一步排除一些活动% 比如付酬家政

人员提供的服务以及农业生产#

,/"1- 余留的问题是如何处理仅知道生产信息却

没有完整账户的个体% 如前文所述的医生

以及其他专业工作者# 它们仍然是非法人

企业% 并且由于注册以及雇员数量原因而

包括在非正规部门内% 但是这些个体通常

并不被认为具有非正规部门的特征#

,/"1. 德里小组认为% 这些个体应成为非正规部

门的一部分# 但是% 无论是希望将其视为

子部门被识别出% 还是希望将它们从非正

规部门中彻底排除出去% 都需要设定一些

经验规则来实现这一点# 比如可以以活动

类型$ 支付率或者一项任务的持续时间为

标准% 但对其中任何一条都很容易出现反

对意见% 并且实施起来会非常困难#

.$ 非正规部门及非正规就业的数据呈现

,/"1/ 与非正规活动相关的信息仅限于生产账户

及收入形成账户% 很难延伸至其他系列账

户% 原因是很难确定其他收入流量$ 消费

及资本形成仅与这里所讨论的活动有关%

还是与它们所属的那个作为一个完整机构

单位的住户有关# 因此% 如前所述% 非正

规部门不是 #$%中严格意义上的部门%

它的数据不能通过完整的系列账户呈现#

但是% 如果可能% 建议编制两张补充表%

一张涵盖生产以及收入形成% 另一张涵盖

就业#

生产

,/"10 建议为表 ,/". 中的每一个阴影部分提供如

下类型的信息&

)"生产

!

其中& 自用

*"中间消耗

+"增加值

5"雇员报酬 !仅对有雇员的非法人企业"

8"混合收入总额

D"固定资本消耗

L"混合收入净额

,/"11 进一步的信息如果能获得的话也很有用#

比如% 根据活动的类型来分解生产% 产业

总产量中非正规企业生产所占比例#

,/"12 有些国家在基层单位调查中涵盖了某些应

被纳入非正规部门的小单位% 并将它们归

入了公司部门% 这些国家可能会对表 ,/".

中浅阴影单元格的单位有兴趣# 如果是这

样% 且能够得到它们的单独的估计值% 则

有必要在住户部门中增加一些项目单独显

示这些单位#

就业

,/"13 关于就业数量需展示如下信息&

)"非正规部门的就业

!

?正规职位

!

?非正规职位

*"非正规部门外的非正规就业

!

?在正规部门内

!

?在其他住户非法人企业内

,/"24 如果可能% 针对每一类别提供工作时间信

息将会很有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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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测算非正规经济活动的方法

,/"2! 在 #$%中详细介绍调查方法以及问卷设计

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合适的# 但是% 若国民

核算人员知道其中一些方法% 也许对他们

搜集非正规企业的生产数据会有所帮助#

更多的细节可在 +未观测经济测算手册,

中获得#

,/"2, 如何选取测算非正规部门的合适方法% 取

决于基础数据收集方法覆盖所感兴趣活动

的充分程度# 此处考虑以下三种主要测算

方法# 具体选择哪一种方法% 取决于现有

数据收集中缺失的信息$ 统计系统的架构$

可获得的资源以及使用者的需要#

!$ 住户调查

,/"2- 住户调查 !或劳动力调查" 也许会提供一

种搜集住户企业生产***这些企业并未包

含在基层单位调查的抽样框内***信息的

方法# 通过住户或劳动力调查也可以搜集

非正规部门就业的数据# 在调查统计期间%

为寻求这方面信息而提出的问题应对样本

住户中的所有人提出% 无须考虑他们的就

业状态以及是主业和副业% 因为在很多国

家% 大量非正规部门的活动是作为第二职

业从事的# 可能需要提出一些专门问题来

识别小型家庭企业中的无酬工作$ 妇女及

儿童从事的活动$ 外出从事的活动$ 未申

报的活动$ 作为副业来从事的非正规部门

的商业活动等# 这种方法能否成功% 取决

于调查样本是否涵盖了住户活动发生及非

正规部门工人所居住的代表性地区#

,/"2. 然而% 需要牢记的是% 尽管雇员$ 无酬家庭

工作者以及受访者代理人可能在住户及非正

规企业工作% 但他们可能对企业的运营所知

较为有限% 也许无法回答所提出的问题#

($ 基层单位调查

,/"2/ 大多数情况下% 因为抽样框也许未包含住

户企业信息% 或者未包含最新的住户企业

信息% 所以仅当在经济普查或者基层单位

普查结束后就实施住户基层单位调查% 才

可以用基层单位调查来测算非正规企业从

事的活动#

,/"20 即使可以用基层单位调查来测算住户生产

单位 !包含属于非正规部门的那些单位"

时% 也需要注意% 在数据收集过程中非常

容易遗漏那些没有固定地点或者无法识别

营业场所的生产单位# 另外% 如果不同类

别经济活动的数据收集是在不同时间进行%

而不是在一个综合设计中同时进行时% 很

有可能会重复计算住户生产# 比如% 在小

作坊或者在家中生产货物的住户制造业活

动可能被计入这一轮调查收集% 而生产这

些货物的同一住户的零售活动可能被计入

另一轮调查#

+$ 住户企业混合调查

,/"21 所谓住户企业混合调查方法% 是在现有劳

动力或其他住户调查中增加企业模块的设

计# 这种调查可以覆盖样本住户中的所有

住户企业主% 包括非正规企业主 !包括无

固定场所的运营单位% 如移动单位" 以及

他们的活动% 不论企业规模$ 活动类型$

使用的工作场所类型% 以及从事的活动究

竟是主业还是副业#

,/"22 +国际工业统计建议, !联合国% ,442" 中

描述了另一种调查类型% 被称为经修正的

住户企业混合调查#

,/"23 如果优先选择使用住户企业混合调查% 需

注意其样本是否充分代表了住户生产经济

活动的地理分布# 同样需要考虑如何处理

拥有不在一处的多个生产单位的企业% 以

及如何避免合伙企业的重复统计 !即不

同住户的每一个合伙人都报告了同一企

业"#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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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非正规经济的指南" 研究及手册

,/"34 自 #$%!33- 出版以来% 非正规经济领域

的方法研究已取得重大进展# 同时% 许多

国家在搜集及处理非正规部门的数据方面

已获得大量经验# 这些发展 !其中主要进

展如下" 表明% 在更新 #$%中非正规部门

的处理方法时% 需要考虑一系列工作#

!

?非正规部门统计德里小组成立于 !331

年% 其会议记录及研究论文中包括大

量概念性研究结果以及分析工作% 其

中包含了国家层面在非正规部门方面

的实践# 非正规部门统计专家小组

!德里小组" 的各种文献资料可参见&

MEE\& BB[[["GUI\O"KO+"OKBGUI\Ol OK]

DUFG)Jl I8+EUF"MEG"

!

?+住户核算& 概念和编制经验第 ! 卷&

住户账户, !联合国% ,444" 是 !331

年专家小组的研究结果% 其中包括了

处理及测算非正规部门各方面的论文#

(作为住户部门一部分的非正规部门)

这一章特别引人注目#

!

?!334 年代中期由欧盟统计局发起% 并

通过基础数据准确性评价工作队在欧

盟成员国实施所得到的工作结果% 以

及在候选国实施的相关试点研究% 显

示了穷尽性调整的程度以及它们对

&'(值的影响#

!

?完善经济生产测算之穷尽性的统计方

法研究为 +未观测经济测算手册, 打

下了基础# 该手册在非正规部门生产

这一章提供了一个核心定义% 明确区

分了非正规部门生产与其他经常混淆

的概念% 并且概述了主要测算方法#

!

?Y$=<=出版了 +隐形经济统计指南,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 !33,"% 此

后进行了三次各国做法调查并出版了

调查结果# 第一次调查为 !33! 年% 覆

盖 3 个国家# 其研究结果 +在国民账

户中估计隐形及非正规活动的各国做

法目录, 于 !33- 年出版# 第二次调

查为 ,44!B, 年% 覆盖 ,3 个国家# 第

三次调查于 ,44/B0 年实施% 调查了

./ 个国家# 第二$ 第三次调查都要求

估计未观测经济的规模并阐释所使用

的方法# 这两次调查结果在 +国民账

户中的未观测经济***各国做法调

查, 的两个版本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

员会% ,44- 与 ,442" 中作了总结#

!

?6̂N有许多文件阐释了非正规部门与

非正规就业的概念# 这些文件包括第

!/ 次6<̂# 通过的 +非正规部门就业

统计决议, !国际劳工办公室%

!33-"% 第 !1 次 6<̂# 通过的 +非正

规就业统计定义指南, !国际劳工办

公室% ,44-"# 其他有用信息可以在

如下文献中找到& +6̂N非正规部门就

业官方统计数据汇编, !7XIIG)KKI

)K5 5X i8X% ,44,"$ +非正规经济中的

女性和男性& 统计图景, !国际劳工

办公室% ,44,"$ +非正规经济测算&

从非正规部门就业到非正规就业,

!7XIIG)KKI% ,44."$ +非正规就业测

算& 目前的国际标准, !7XIIG)KKI%

,44/"#

!

?数十年来% 联合国统计处$ 地区委员

会$ 6̂N以及其他机构独立地或者共

同组织了许多有关非正规部门的研讨

会# 最近的研讨会有& ,44. 年 / 月在

曼谷举行的关于评估及改善未观测经

济测算之统计质量的 N=<'BY$=#]

<%(B%';研讨会' ,442 年 . 月在莱

索托马塞卢举行的关于住户调查和非

正规经济中之劳动力测算的南部非洲

发展共同体国家研讨会#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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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 章"国外账户及其与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联系

#$ 引言

,0"! 本章介绍 #$%之国外部门与 ;(90 !即

+国际收支, 手册第 0 版" 所述国际账户

之间的关系# 本章会说明% 这两本手册采

用的是同样的宏观经济框架% 只不过国际

账户在国际交易或头寸方面会提供更详细

的信息#

!$ &'#中的国外账户

,0", 在 #$%中% 记录常住单位与国外之间的交

易时% 国外单位就好像是经济体的另一个

部门一样# 生产账户和收入形成账户只涉

及本国经济内部的交易% 除此之外% 其他

所有账户的流量中都隐含有与国外交易的

登录# 为了保持账户序列各行的平衡% 这

些登录是必需的% 但它们不会进入总量平

衡项中# 例如% &'(与 &$6之间的差异就

来源于初始收入分配账户使用方和来源方

所记录的$ 对应方是国外某个单位的那些

交易# 如果把国外那些对应方登录项目也

包括进来% 平衡项间就没有差别了#

经常账户

,0"- 正因为国外账户以这种方式显示% 流往国

外的流量就显示为国外的使用% 来自国外

的流量则显示为来源# 例如% 出口显示为

国外的使用% 进口显示为国外的来源# 进

口和出口登录项目形成了 #$%账户序列中

货物与服务账户的一部分#

,0". 和进口$ 出口及初始收入分配账户中出现

的项目一样% 还有一些隐含的与国外的交

易% 需要记录在收入再分配账户的所有登

录项目% 以及收入使用账户中养老金负债

净变化调整项目中#

,0"/ 国外账户不涉及中间消耗$ 最终消费 !或

者固定资本形成" 这两个项目% 因为另一

个经济体所生产的货物和服务***除出口

到本国的总量外***与本国经济无关#

,0"0 虽然 #$%中并不对国外账户中的每一个单

个账户计算平衡项% 但是有两个与经常账

户有关的平衡项非常重要# 第一是对外货

物和服务平衡项% 即& 进口和出口之差'

第二是对外经常性平衡项% 即& 所有来自

国外的来源项目之和减去所有去往国外的

使用项目之和***包括进口和出口% 经常

性外部平衡因此可表示常住单位对非常住

单位之储蓄的依赖程度#

积累账户

,0"1 如前所述% 在国外部门的资本账户中% 没

有固定资本形成这个项目# 一项交易可能

因涉及自然资源$ 合约租约许可$ 或者商

誉和营销资产而被记录# 但是% 按照这些

资产的性质% 并考虑到土地几乎总是为常

住单位所获得% 此类项目应不常见# 另一

方面% 对国外的资本转移和来自国外的资

本转移可能非常重要#

,0"2 国外部门金融账户和资产负债表详细记录

了合约一方是非常住者的金融资产和负债

的交易与存量% 它们被视为国外账户中特

别重要的组成部分# 事实上% ;(90 在这

些项目上的叙述篇幅已经超过了经常账户

中的项目#

2./



,0"3 另外% 资产负债其他物量变化和重估价项

目中可能也有一些与国外账户相关#

($ %7;0 中的国际账户

,0"!4 之前介绍国外账户时曾以举例的方式提到&

出口应处理为国外的使用% 进口应处理为

国外的来源# 顾名思义% 国外账户是站在

国外角度来编制的% 而 ;(90 则是站在国

内经济角度来看待相同存量和流量的# 因

此% ;(90 的登录项目是 #$%中与国外有

关登录项目的镜像#

,0"!! 进一步% 在 ;(90 中% 存量水平通常被称

作头寸% 针对那些合约一方是非常住者的

金融资产和负债而编制的资产负债表被称

为国际投资头寸表#

,0"!, 一个经济体的国际账户概括了该经济体常

住者与国外之间的经济关系# 该账户包括&

)"国际收支平衡表% 概括反映特定时期内

常住单位与非常住单位之间的交易'

*"国际投资头寸表 !66("% 展示某时点上

的如下信息& 经济体常住者所持有的那

些对非常住者拥有要求权的金融资产或

者作为储备资产持有的黄金' 经济体常

住者对非常住者的负债'

+"金融资产和负债的其他变化账户% 所谓

其他变化是指如估价变化等其他流量%

该账户显示由经济事件所引起的金融资

产和负债变化% 而不是那些常住者与非

常住者之间交易所导致的变化% 通过该

账户% 可使特定时期国际收支平衡表与

66(吻合起来#

这些账户分别与 #$%中的交易账户$ 资产

负债表和资产物量其他变化账户相对应%

但需要注意的是% 在国外账户作为资产的

项目% 在国际账户中要作为负债% 反之亦

然#

-" 本章的结构

,0"!- 本章;节讨论国际账户的核算规则# 这些

规则与 #$%的核算规则是一致的% 并且在

界定适用于两套体系的规则时% 何时以

#$%为先$ 何时以 ;(90 为先% 也已经达

成了一致# 常住性就是一个 #$%遵从

;(90 的例子#

,0"!. <节的主题是国际账户的结构及它们与类

似 #$%账户的相关关系#

,0"!/ 国际账户中之金融账户和 66(的一个特征%

是引入了描述对外金融投资主要目的的功

能分类# 这是'节的主题#

,0"!0 =节涉及一些对国际账户而言特别重要的

注意事项% 包括全球失衡$ 例外融资$ 债

务重组$ 货币联盟和货币互换#

%$ 核算原则

!$ 与&'#核算原则的比较

,0"!1 #$%是采用四式记账的核算体系% 而国际

收支平衡表却只是一个复式记账体系# 如

果两个常住单位间发生了一笔交易% 需要

进行四笔登录% 例如& 两笔登录显示货物

的交换% 两笔登录显示支付工具的交换#

然而% 在常住单位与非常住单位间进行一

笔交易时% 本国编表者并不能独立地核实

国外的对应登录# 结果% 虽然原则上国际

收支平衡表是平衡的% 但实践中却可能是

不平衡的% 因为% 在数据源和编制方法上

所存在的缺陷% 会使金融交易与其在国内

经济中的对应方不相匹配# 这种失衡是已

经公布的国际收支平衡表数据的普遍特征%

被记为净误差与遗漏# 国际收支手册讨论

这一项目已成惯例% 它强调应明确公布该

项目% 而不是将其与其他项目不加区分地

混杂在一起% 该项目应当用来表明可能的

测算误差来源#

,0"!2 然而% 可以从具有更完善的统计范围和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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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等优势的对应方报告中推出估计值% 目

前对此种做法的兴趣在日益增长# 有大量

工作致力于从双边角度 !例如一国的出口

与贸易伙伴国记录的对应进口" 以及全球

合计角度来对数据进行协调# 将货币或经

济联盟个体成员国的数据合并为联盟整体

的数据% 也需要用到对应方数据# 实际上%

所有这类工作都基于这样一个事实& 如果

在双边或全球水平上进行国际收支统计%

它实际上就变成了一个四式记账体系#

估价

,0"!3 #$%与国际账户的估价原则是一样的& 都

采用市场价值% 对于某些工具的头寸% 如

果其市场价格不可观测% 则采用名义价值#

在国际账户中% 货物出口和进口的估价是

一种特殊情况% 它们采用货物在出口经济

体海关边界的价值作为统一的估价点% 也

就是:N;型估价 !离岸价"# 这种处理方

法使得出口者和进口者的估价能够保持一

致% 并且提供了在各种情形下进行测算的

一致基础% 所谓各种情形是指交易双方的

合约安排可能有很多种& 从一个极端的

(工厂交货价) !此时进口者负责安排所有

运输和保险" 到另一极端的 (完税后交货

价) !此时出口者负责安排所有运输$ 保

险和任何进口关税"# 在国际交易中% 为

了避税或者避开外汇管制% 可能会有低报

货价和高报货价的动机% 为此;(90 提供了

指南% 就这种情况得到确认时如何开发市场

等价物价格% 以及如何对其他受到影响项目

进行必要的调整给予指导# 第 !. 章和第 ,2

章针对进口和出口记录有进一步的讨论#

记录时间和所有权变更

,0",4 #$%和国际账户在记录时间和所有权的原

则上是相同的% 实践中% 常常在货物记入

海关数据之时% 认为货物经济所有权发生

了变更# 但海关数据和所有权的实际变更

在某些时候是存在差别的% 例如一些大额

项目或者寄售货物 !即在出售前发货"%

此时就需要加以调整#

,0",! 将经济所有权变更作为记录依据% 在这一

点上不存在任何例外# 然而% 对于三角贸

易活动而言% 它可能会有不同表现% 就是

说% 如果所有者在相同条件下购买并转售

某货物% 该货物并不通过所有者所在领土%

在这种情况下% 获得货物被确认为所有权

变更% 但应显示为负出口而非货物进口%

处置货物则应记为正出口# 如果货物在某

一个核算期获得% 并且直到接下来的核算

期之前都没有处置% 那么应将其计入批发

零售商的存货变化中% 即使这些存货为外

国持有也是如此# 如此变通处理的后果是&

在国际账户中% 三角贸易作为货物交易出

现% 而原先转卖是作为服务交易记录的#

,0",, 所有权变更发生时记录进口和出口的原则

还适用于诸如高价值资本货物这样的项目%

对此类项目而言% 当一切都已完成时才记

录所有权的变更# !参见 !4"/- 段和 !4"//

段"

取净额

,0",- #$%中的取净额原则同样适用于 ;(90#

除了金融资产和负债的交易记录之外% 一

般不建议取净额# 然而% 只有同类资产的

获得和处置 !或者同类负债的发生或偿

还" 才需要取净额# 资产与负债之间则不

取净额***即使对同类型工具的资产与负

债也一样% 不同类型工具间也不取净额#

;(90 第 - 章 -"!43 至 -"!,! 段有更多关于

金融工具取净额方面的细节#

($ 单位

,0",. 国际账户和 #$%都以同样的机构单位和常

住性定义为基础# 国际账户主要关注常住

者和非常住者之间的经济关系% 因此

;(90 中更详细地讨论了其界限问题的各

种情况#

经济领土

,0",/ 最常用的经济领土概念是指由单一政府进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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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有效经济控制的区域# 然而% 如果货币

或经济联盟$ 区域或世界整体也成为宏观

经济政策或分析的焦点% 那么它们也可以

作为经济领土处理#

,0",0 经济领土涵盖包括岛屿在内的陆地区域$

领空$ 领水和物理上位于其他领土上的国

外领土飞地 !如免受所在领土法律管辖的

大使馆$ 领事馆$ 军事基地$ 科研站$ 信

息或移民机构"# 经济领土既有坐落何处

的物理属性% 又有归谁管辖的社会属性%

所以% 依法建立并受到管辖的公司是该经

济体的一部分# 经济领土还包括一些特殊

区域% 例如自由贸易区和离岸金融中心#

这些区域在政府控制范围内% 因此是其经

济体的一部分% 即使它们适用不同的管理

和税收制度时也是如此# !然而% 单独显

示这些区域的数据可能也是有意义的#"

经济领土不包括物理上位于本国领土上的

国际组织和其他政府的飞地#

机构单位

,0",1 #$%和;(90 关于机构单位的概念是一样

的# 因为关注焦点在本国经济% 所以对跨

境单位有一些特殊的处理# 如前所述% 在

某些情况下% 如果多个法律实体常住于同

一经济体% 那么它们会被组合成为一个单

一机构单位% 但如果常住于不同经济体%

就不这样处理# 类似地% 当一个单一法律

实体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经济体从事实质

性运营活动时% 可以对该法律实体做拆分

处理# 通过如此处理% 所涉及的有关单位

的常住性会变得更清晰% 经济领土的概念

会得到强化#

,0",2 正如第 . 章所讨论的% 常住的虚拟子公司

和特殊目的实体 !#(=" 应与其所有者合

并为单一法律实体# 然而% 常住于一个管

辖范围内的法律实体决不能与常住在另一

个管辖范围内的法律实体合并# 结果% 那

些由非常住者拥有的 #(=和其他类似企业

组织要被视为其所在领土的常住公司% 即

使其大部分或者全部所有者$ 大部分或者

全部资产都在另一个经济体#

,0",3 同样地% 住户成员必须全部常住于同一经

济体# 如果住户中有一个人常住在与住户

其他成员不同的经济体% 那么这个人不能

视为该住户的成员% 即使他们共享收入$

共担支出% 或者共同持有资产#

分支机构

,0"-4 分支机构是属于非常住单位***称为母公

司***的非法人企业# 分支机构具有常住

性% 应处理为准公司# 将分支机构确认为

单独的机构单位% 需要证明该分支机构拥

有能与实体其他部分相独立的实质运营#

出现下列情况即可视为分支机构&

)"该分支机构或者已编制有一套包括资产

负债表在内的全套账户% 或者如有需要

有可能编制出这样的全套账户% 而且其

编制在经济和法律视角下是有意义的#

能够得到独立记录% 才能表明这个单位

的实际存在并且具有统计可行性#

另外% 还应满足以下一个或两个条件&

*"该分支机构应在与总部所在地不同的经

济领土内从事或意向从事一年或一年以

上有显著规模的生产活动&

!

?若生产过程涉及物理存在% 则其运营

活动在物理意义上应在该领土范围内

进行'

!

?如果生产不涉及物理存在% 例如在银

行$ 保险$ 其他金融服务$ 专利所有

权$ 转卖和 (虚拟制造) 等情况下%

则应该通过其运营活动的注册地或法

律处所来确认其运营活动是否在该领

土范围内进行#

+"分支机构应被认定要受所在地所得税制

度的管理% 即使是享有免税待遇时也是

如此#

,0"-! 分支机构一旦得以确认% 意味着母公司和

分支机构都要进行统计申报# 分支机构的

运营不应该包括在其总部那个机构单位中%

而且所涉及的两个经济体对分支机构和母

公司的描述应该保持一致# 建筑项目或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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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运输$ 捕鱼$ 咨询等移动运营都可以

被确认为分支机构# 但是% 如果运营的实

质程度还不足以确认其为分支机构% 那么

就应将它们处理为总部的货物或服务出口#

,0"-, 在某些情况下% 在建立企业之前所进行的

与未来直接投资项目有关的筹备性活动本

身% 就可以作为确认常住性也即形成准公司

的充分证据# 例如% 一个项目的许可证和法

律费用应显示为是由准公司支出的% 进而要

将该支出作为总部注入该单位之直接投资流

量的一部分% 不能作为对非常住者的许可

销售% 也不能作为对总部的服务出口#

名义常住单位

,0"-- 如果非常住实体拥有位于本领土内的土地%

为统计之目的% 要虚设一个处理为常住者

的名义单位作为土地的所有者# 名义常住

单位是一类准公司# 名义常住单位的处理

方法还适用于土地上的相关建筑$ 构筑物

和其他改良% 长期的土地租约以及除土地

之外的自然资源的所有权# 这样处理的结

果是& 非常住者是名义常住单位的所有者%

但不直接拥有土地% 因此% 存在一笔对该

非常住单位的权益性负债% 而土地和其他

自然资源将总是其所在经济体的资产# 该

名义常住单位通常会向其所有者提供服务%

例如由度假屋提供的住宿服务#

,0"-. 一般而言% 如果一个非常住单位对诸如建筑

物等不可移动资产拥有一项长期租约% 那

么% 该非常住单位就有可能在资产所在经济

体利用该资产从事生产活动# 如果出于种种

原因没有发生相关生产活动% 为了覆盖这

样的租约% 也需要创建名义常住单位#

跨国企业

,0"-/ 有些企业在一个以上的经济领土上进行着

完全连续的运营% 比较典型的是诸如空运$

水运$ 界河上的水电工程$ 管道$ 桥梁$

隧道和海底电缆等跨境活动# 如果可能%

应当识别出单独的分支机构% 但是% 如果

实体的运行过程不可分% 在其运营所在的

每个经济体没有独立的账户或决策% 那么

就不可能将其视为分支机构# 在这种情况

下% 因为关注焦点是每个国家经济体的数

据% 因此有必要将该运营活动在经济体之

间进行分摊# 分摊时应当基于某项相关的

企业指标% 计算该运营活动在每个经济领

土上所占的比例# 对于那些处于由两个或

两个以上政府联合管辖区域的企业% 也可

以采纳这种按比例处理的方法#

+$ 常住性

,0"-0 所谓一个机构单位的常住性" 是指它与其

所在的经济领土有着最紧密的联系" 表现

为在此经济领土上具有显著的经济利益中

心( 如果一个机构单位使用一个经济领土

内的一些地点$ 住宅$ 生产场地或其他活

动场所% 从事而且有意持续 !无限期或者

相当长期限" 从事具有显著规模的经济活

动或交易% 那么就说这个机构单位是该经

济领土上的常住单位# 只要在该经济领土

内即可% 具体地点可以并不固定# 判定常

住性的可操作定义是% 事实上或意向上住

在一地的时间达一年或一年以上# 当然选

择一年作为规定期具有一定主观性% 之所

以如此% 是为了避免不确定性% 并有利于

实现国际一致性# 大多数单位仅跟一个经

济体有紧密的联系% 然而% 在全球化背景

下% 越来越多的单位会与两个及两个以上

经济体产生紧密联系#

住户的常住性

,0"-1 如果住户在一个经济领土内保有或意图保

有一处住所或住所的继承***该住所被住

户成员处理和使用为主要住所% 那么% 这

个住户就是该经济领土上的常住单位# 如

果不能明确哪一处住所是主要住所% 则要

根据成员在住所停留的时间长短来确定%

而不是根据诸如成本$ 规模或保有时间等

因素来确定# 在领土内停留或意图停留一

年及一年以上% 即可充分证明其在该领土

拥有了主要住所# 表 ,0"! 总结了住户常住

性对记录相关流量和存量的影响#

,//

())* 年国民账户体系



表 (0$!" 住户常住性状态对东道国经济核算的主要影响

经济流量或头寸 常住者 #如长期客座工作人员$ 非常住者 #如短期客座工作人员$

来自报告国企业的雇员报酬 常住者支付给常住者的雇员报酬 常住者支付给非常住者的雇员报酬

在报告国的个人支出 常住者与常住者的交易 服务出口% 主要是旅游

对在母国亲属的转移支付
常住者对非常住者的经常转移或资

本转移

非常住者对非常住者的转移 !经常出现一些这

样的国际金融交易***短期工作人员从其东道

国向其母国寄回资金% 例如通过东道国银行"

常住机构单位对住户的债权或负债 常住者对常住者的的债权 国际债权

在东道国拥有的土地和建筑物 非金融资产 名义常住单位的非金融资产和直接投资负债

在母国拥有的土地和建筑物 名义常住单位的直接投资资产 不显示在东道国资产负债表中

,0"-2 除一般原则外% 还有在下列特殊情况下如

何确定住户常住性的一些附加指导原则&

)"学生# 一般将赴国外进行全日制学习的

人继续作为其出国学习前常住领土上的

常住单位# 即使学习的过程可能超过一

年% 也是如此处理# 然而% 对于那些学

习完成后仍有意继续停留在学习所在的

领土上的学生来说% 他们就成了其学习

所在领土的常住者# 同一住户中陪读的

成员视为与学生常住在相同的经济体#

*"病人# 赴国外就医者的显著利益中心依

然在就医前所常住的领土上% 即使少数

复杂的治疗需要花费一年乃至更多的时

间也不能改变这一事实# 病人陪同人员

的处理方式与学生陪同者的处理方式相

同#

+"船员等# 如果船舶$ 飞机$ 石油钻探设

备$ 空间站或其他类似设备是在经济领

土之外运行或跨越多个经济领土运行

的% 这些设备上的成员要处理为其总部

所在领土的常住单位# 成员不承担任务

时在哪里花费时间最多% 那里就认定为

总部# 总部所处位置可以不同于那些移

动设备操作者所处的位置#

5"外交官$ 军人等# 在境外本国政府飞地

工作的外交官$ 军人和其他公务员及其

家眷% 应视为雇用他们的政府所在经济

领土的常住单位# 然而% 如本地招聘人

员等其他雇员以及国际组织工作人员

等% 则是其主要住所所在地的常住

单位#

8"跨境工作者# 对此类工作者并无特殊处

理# 有关人员的常住性要看其主要住

所% 而不是就业的领土% 因此% 跨境工

作的雇员依然根据其主要住所来确定其

常住性#

D"难民# 对难民并无特殊处理# 因此% 如

果难民在另一经济体停留或试图停留一

年或一年以上% 那么无论他们的法律身

份如何% 也无论他们有没有回国的意

愿% 都认为他们的常住性发生了变化%

不再是原领土的常住单位#

L"频繁移动的个人# 有些人与两个或两个

以上的经济体都有密切关系# 如果他们

没有主要住所% 或者有两个或两个以上

分布在不同经济体的主要住所% 那么他

们本年度大部分时间在哪个领土上度

过% 他们就是哪个领土的常住单位# 如

果出于统计的目的需要将这些人归为一

个单一经济体的常住单位% 那么% 为识

别他们与另一经济体的密切联系% 可能

需要更多的信息#

,0"-3 如果住户的常住性发生改变% 它们所拥有

的资产和承担的负债在分类项目上也会发

生变化# 这些变化应在资产物量其他变化

账户中记录为再分类# 由于针对非常住单

位所有的土地需要设立名义常住单位% 故

而当所有者的常住性发生改变时% 可能需

要确立新的名义单位% 或者把资产的所有

权转到既有名义单位的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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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 章"国外账户及其与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联系



企业的常住性

,0".4 当一个企业在经济领土内某个地点进行了

有显著规模的货物服务生产活动时% 该企

业就是该经济领土的常住单位# 由于税收

和其他法律上的需要% 倾向于把每个法律

管辖范围内的运营活动用一个单独的法律

实体来代表# 此外% 如果一个单一法律实

体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经济领土上有实质性

运营活动 !例如前述的分支机构$ 处理土

地所有权时所虚拟的名义单位和跨国企

业"% 那么出于统计之目的% 应该通过拆

分来形成一个单独的机构单位# 对此类法

律实体进行拆分% 通常能使得由此而得的

每一个企业的常住性更为清楚# 表 ,0", 总

结了企业常住性对于记录其流量和存量的

影响#

表 (0$(" 企业常住性对东道国经济核算的主要影响

经济流量或头寸 常住企业 #如重大的长期建筑项目$ 非常住企业 #如次要的短期建筑项目$

企业对常住者的销售 常住者对常住者的交易 货物和服务的进口

企业从常住者的购买 常住者对常住者的交易 货物和服务的出口

应付给东道国常住者的雇员报酬 常住者给常住者的雇员报酬 非常住者给常住者的雇员报酬

应付给母国常住者的雇员报酬 常住者给非常住者的雇员报酬 不属于东道国交易的范围

营业盈余净额 应付红利或再投资收益 不属于东道国交易的范围

所有者资金注入 报告国的直接投资负债 不属于东道国交易的范围

常住机构单位对企业的债权或负债 常住者对常住者的债权 国际债权

,0".! 在某些情况下企业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物

理存在% 此时仅凭企业的物理场所就不足

以确认其常住性% 例如& 其管理完全外包

给其他实体的企业# 银行$ 保险$ 投资基

金$ 证券化机构以及一些特殊目的实体可

能会以这样的方式运营# 许多持有私人财

产的信托基金$ 法人团体或基金会也几乎

没有或完全没有物理存在# 类似地% 通过

采用虚拟制造% 所有的物理过程都可以外

包给其他单位# 如果企业没有任何重要的

物理属性方面的信息% 其常住性的确定方

法是& 企业是按哪个经济领土上的法律登

记或注册成立的% 它就是哪个经济领土上

的常住单位# 登记和注册与对企业存在和

运营的管辖范围相关联% 代表了企业与经

济体关系的实质程度# 相比而言% 其他联

系***如所有权$ 资产所处地点$ 其经理

人或管理者所处地点***可能在判断关系

的实质程度方面就不如登记和注册那么清

晰#

,0"., 在某些相当少见的情况下***如在一个经

济联盟内部% 法律允许企业变更其常住经

济体# 在这样的情况下% 和住户一样% 常

住性的变化意味着其资产和负债的分类状

态发生了变更% 核算中应通过其他物量变

化来体现# 比较普遍的情形是所谓的 (企

业移民)% 即一个经济体的某企业将其资

产和负债转让给在另一个经济体的有关实

体% 此时应作为交易记录% 而不记录为实

体常住性的变更#

其他实体的常住性

,0".- 一般政府要包括如大使馆$ 领事馆$ 军事

基地以及其他在国外的领土飞地# 然而%

政府在另一法律管辖范围内创建的实体是

东道国的常住企业% 不属于任何一方的一

般政府部门#

,0".. 国际组织常住于它们自己的经济领土% 而

不是其物理所在之经济体的常住单位# 即

使一个国际组织操控了军事力量或临时作

为一个领土的行政管理机构% 它也仍然是

一个国际组织% 是该领土上的非常住单位%

就算该国际组织在该领土承担了一般政府

的职能也是如此# 如果这些国际组织很重

要% 可能有必要单独识别它们# 一些国际

组织会包含一个特定区域里的一组经济体%

例如经济或货币联盟# 如果要对该区域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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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进行统计% 那么这些区域组织是整个区

域的常住单位% 即使它们并非任何成员经

济体的常住单位#

,0"./ 一个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组织 !$(6#7"

应在其依法建立或得到其他方式官方承认

的经济体具有经济利益中心# 当 $(6#7从

事国际范围内的慈善或救济工作时% 如果

其在国外的运作具有充分的实质性% 则可

以确认其为分支机构#

,$ 国际账户与&'#国外账户的比较

,0".0 和 #$%一样% 国际账户包括经常交易账户$

积累账户和资产负债表# 交易账户合称为国

际收支平衡表# 表 ,0"- 给出了国际账户表

式的一个概览 !用 #$%中的数值例子"# 三

个经常账户是货物和服务账户$ 初始收入账

户和二次收入账户# 初始收入账户对应 #$%

中的初始收入分配账户% 二次收入账户对应

#$%的收入再分配账户# ;(90 的收入账户

不在标题中使用分配和再分配等词% 是因为

这些账户不显示一方对另一方的分配和再分

配% 而仅是从一方的角度列示收入# 因为国

际账户中没有与收入使用对应的账户% 养老

金权益变化调整项作为单独的一个项目显示

在二次收入账户之后# !对于大部分经济

体% 跨境养老金的规模通常很小#"

,0".1 国际账户中没有与生产账户$ 收入形成账户

和收入使用账户严格并列的账户% 这是因为

国际账户不描述生产$ 消费 !或资本形

成"# 产品进口和产品出口在所有的情况下

都作为简单的交易处理% 因为在国际交易情

境中% 是不知道产品最终将用于中间消耗$

最终消费$ 资本形成亦或是再次出口的# 从

本质上来说% 产品的使用完全发生在国内#

,0".2 表 ,0"- 还显示了国际账户中资本账户的紧

缩形式% 以及按金融交易功能分类而非

#$%之工具分类排列的金融账户# 功能分

类就是由一组工具所构成的% 所以这两种

分类在范围上是严格一致的# 下文 '节将

介绍该功能分类# !'节也将解释显示为阴

影单元格的储备资产负债#"

!$ 货物与服务账户

,0".3 货物和服务账户只由货物服务的进口和出

口组成% 因为这是唯一具有跨境属性的货

物服务交易# 如果货物服务的经济所有权

从一个经济体的单位变更到另一个经济体的

单位% 就要记录在该账户中# 所有权变更时

通常也会出现货物的物理移动% 但事情并

非总是如此# 就三角贸易而言% 有可能出

现货物所有权已变更% 但直到货物被转售

到第三方其位置都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

,0"/4 存放地点从一个经济体变到另一个经济体

但经济所有权不变更的货物% 不属于进口

和出口# 因此% 送往国外加工的货物$ 或

者加工后返回的货物都不作为货物的进口

和出口' 只有经协议的加工费才作为一种

服务计入进出口#

,0"/! 国际收支平衡表强调货物和服务的区别#

这是政策的需要% 因为货物和服务分别适

用于不同的国际协议' 同时也与数据有关%

因为货物数据常常来自海关% 而服务数据

则通常来自支付记录或调查#

,0"/, 货物数据的主要来源是国际商品贸易统计#

+国际商品贸易统计& 概念和定义 ,

!!D/"" !联合国% !332" 给出了国际标

准# G)DS 确认了数据差异的一些来源%

这些差异可能会发生在某些国家或所有国

家# G)DS 还推荐使用标准的对照表帮助

用户理解这些差异# 一个主要的差异来源

是& 按照69̀ #的标准% 进口使用<6:!成

本$ 保险费和运费" 估价% 而国际收支平

衡表对进口和出口都统一使用 :N;估价#

因此% 有必要扣除发生在出口者海关边界

与进口者海关边界之间的运费和保险费用#

由于:N;型估价与实际合约安排中的价格

会存在差异% 一些运费和保险费用需要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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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做专门处理#

,0"/- 国际收支平衡表采用的所有权变更原则意

味着% 货物的登录时间与相应金融流量是

一致的# ;(90 中再也没有任何不遵循所

有权变更原则的例外情况# 相比之下%

69̀ #则按照海关通关的时间进行记录# 虽

然这个时间通常是一个可接受的近似值%

但在某些情况下% 还是需要进行调整% 例

如寄售的货物# 对于送往国外加工$ 所有

权没有发生变更的货物% 69̀ # 包含了货物

移动的价值% 但是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

所有权变更是首要的原则# !然而% 为了

理解这些安排的性质% 建议将货物移动的

价值作为补充项目#" 第 ,! 章给出了记录

这些加工安排的进一步的详情# 还需要对

69̀ #进行其他调整% 以使估计值与货物的

经济所有权变更保持一致% 这些调整可能

是普遍性的% 也可能要取决于每个国家的

特定覆盖范围# 可能的例子包括& 三角贸

易$ 非货币黄金$ 非法进入或离开领土的货

物$ 承运人在港口获得的货物% 以及那些在

物理上移动但尚未发生所有权变更的货物#

表 (0$+" 国际收支平衡表概览

贷?方 借?方 差?额

经常账户

??货物和服务账户

????货物 .0, -3,

????服务 12 !41

??货物和服务 T(M (UU (L

??初始收入账户

????雇员报酬 0 ,

????利息 !- ,!

????已分配的公司收入 !1 !1

????再投资收益 !. 4

??初始收入 TM (M LM

VV货物$ 服务和初始收入 TUM TWU TL

??二次收入账户

????对收入$ 财产等的经常税 ! 4

????非寿险净保费 , !!

????非寿险赔付 !, -

????经常性国际转移 ! -!

????其他经常转移 ! !4

??二次收入 LX TT 8WY

VV经常账户平衡差额 LW

资本账户

????非生产资产的获得或处置 4 4

????资本转移 ! .

??资本账户平衡差额 8W

VV净贷出 ! ;" 或净借入 ! 8" LM

金融账户 #按功能分类$

????直接投资 2 !!

????证券投资 !2 !.

????金融衍生工具 !除储备外" 和=#N - 4

????其他投资 ,4 ,,

????储备资产 2

??资产或负债总变化 TX (X

VV净贷出 ! ;" 或净借入 ! 8" LM

VV净误差和遗漏 M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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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再出口指的是外国货物 !在其他经济体生

产并已经进口的$ 经济所有权已变更的货

物" 的出口% 其货物状态与之前进口时相

比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 因为再出口的货

物不是由所关注经济体生产的% 因此这些

货物与该经济体的联系要弱于其他出口#

在那些主要转运点和批发商所在的经济体%

再出口的价值常常很大# 再出口既会抬高

进口数据% 又会抬高出口数据% 当再出口

规模很大时% 进口和出口占经济总量的比

例也会上升# 因此% 将再出口单列出来是有

意义的# 已经进口$ 正在等待再出口的货物

应记为常住经济所有者的存货#

,0"// 国际收支平衡表是在总量水平上列示货物的#

69̀ #则可以提供更详细的商品分类数据#

,0"/0 服务可分为如下 !, 个标准构成项目% 按此

可得细分数据&

)"在由他人拥有之实物投入上发生的制造

服务

*"别处未包括的保养和维修服务

+"运输服务

5"旅游服务

8"建筑服务

D"保险和养老金服务

L"金融服务

M"别处未包括的知识产权使用费用

O"电信$ 计算机和信息服务

S"其他商业服务

T"个人$ 文化和娱乐服务

J"别处未包括的政府货物和服务

,0"/1 上述标准构成项目中% 有三个是基于交易

者的项目% 也就是说% 它们涉及获得者和

提供者% 而不是产品本身# 这几个类别是

旅游服务$ 建筑服务和别处未包括的政府

货物和服务#

)"旅游服务包括非常住者在访问期间获得

的所有货物和服务% 无论是自用还是带

走# 旅游服务包括货物$ 本地交通$ 住

宿$ 餐饮和其他服务#

*"建筑服务既包括承包人交付的产品的总

价值% 也包括承包人在当地获得的$ 没

有记录在货物进出口中的货物和服务#

+"别处未包括的政府货物和服务涵盖了不

能归入更具体标题下的一系列项目#

除了这三个基于交易者的项目之外% 余下的

项目都是基于产品的% 其基础是<(<, !即

+主产品分类, 第二版" 的详细分类# 服务

贸易的附加标准可见 +国际服务贸易统计

手册, !D"!/"" !联合国$ 欧盟$ 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联合国贸

发会议和世界贸易组织% ,44,"% 该手册与

国际账户是完全一致的#

($ 初始收入账户

,0"/2 初始收入账户***确切地说是 #$%之初始

收入分配账户***中的项目涉及雇员报酬$

财产收入# 常住者对国内政府的生产税支

付以及从国内政府获得的补贴收入应记入

收入形成账户% 这个账户不构成国际收支

平衡表的一部分# 常住者对另一个政府的

所有应付生产税以及应得补贴都要记录在

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初始收入账户中# 与此

相对应% 国内政府的相应登录项目应显示

在 #$%的初始收入分配账户中% 外国政府

的相应登录项目应显示在该账户之国外列

和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初始收入账户中#

,0"/3 跨境情况下虽说可能产生地租% 但因为所

有的土地都认定由常住者拥有% 跨境地租

很少发生% 如有必要% 则可以通过建立一

个名义常住单位来解决# 国际账户记录地

租的一个例子是& 向外国捕鱼船队提供的

在其水域的短期捕捞权# 国际账户通常使

用投资收入项目来代表不包括地租的财产

收入# 因此% 投资收入反映来自金融资产

所有权的收入% 投资收入可以进行分解以

与金融资产和负债的分类相匹配% 以便于

计算出回报率#

,0"04 G)DS 中% 测算利息流量的原理和 #$%完

全一样***与 :!"!D分开% 作为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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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口或出口处理#

直接投资企业的收入

,0"0! 直接投资企业的作用非常重要% 既反映在

国际账户的流量中% 也反映在该账户的头

寸中# '节将对直接投资企业的识别及其

作用进行扩展讨论#

,0"0, 1"!-0 段到 1"!-3 段曾解释过% 就直接投资

企业而言% 要假设企业将一定比例的留存收

益以投资收入的形式分配给直接投资者# 这

一比例与直接投资者在该企业持有的股份相

对应#

,0"0- 留存收益等于企业的营业盈余净额加上获

得的所有财产收入% 减所有应付财产收入

!计算再投资收益之前"% 再加应得经常转

移% 减应付经常转移% 最后再减去养老金

权益变化调整# 来自任何现有子公司的再

投资收益都属于该直接投资企业的应收财

产收入#

,0"0. 再投资收益可以是负的% 例如% 在企业遭

遇损失$ 从持有收益中分配红利$ 抑或在

某个季度支付一年的红利等情况下% 再投

资收益就会为负# 然而% 如果支付的红利

与近期的红利和收益水平相比大得过分%

就像第 1"!-! 段解释的那样% 超过的部分

应该记录为所有者从公司撤股#

,0"0/ 对于由非常住者 !44Q拥有的直接投资企

业来说% 再投资收益等于留存收益% 企业

的储蓄正好为零#

+$ 二次收入账户

,0"00 经常转移是二次收入账户中的登录项目%

这些登录项目正好对应于 #$%之收入再分

配账户中的项目# 其中有几个项目在国际

账户中特别重要% 尤其是经常性国际合作

和在外国工作者寄回母国的汇款#

,0"01 跨境个人转移是住户对住户的转移% 对于

那些有大量在外国长期工作者的国家而言%

这是其外汇的重要来源% 因而跨境个人转

移受到关注# 个人转移包括在外国长期工

作者***也就是说他们的常住经济体发生

了变化***的汇款#

,0"02 其他工作者***如边境工作者和季节性工

作者***的常住经济体仍是其母国经济体#

这些工作者的国际交易包括雇员报酬$ 税

和旅游费用等% 而非转移# 关于个人汇款

的补充说明% 可以将这些项目与个人转移

放到一起% 此时个人汇款包括个人转移$

雇员报酬减税和旅费$ 住户之间的资本转

移# 想了解更多信息% 可参见 ;(90 附录

/***汇款#

,0"03 保险流量% 尤其是与再保险有关的流量%

在国际上可能很重要# 这些流量的记录方

式与 #$%相同& 保险和再保险流量都不算

做一种金融服务费% 同时直接保险和再保

险流量要分开而非合并处理# 第 !1 章第 !

部分给出了关于这种分开处理的详细信息#

.$ 国际账户中经常账户的平衡项

,0"14 国际收支平衡表之平衡项的结构跟 #$%略

有不同% 因为每个账户都有其自身的一个

平衡项% 同时还有结转到下一个账户的另

一个平衡项# 为阐明这一点可举例如下&

初始收入账户有其自身的平衡项 !初始收

入差额" 和一个累计平衡项 !货物服务和

初始收入差额"# 对外初始收入平衡对应

初始收入差额% 该项目进入 &$6# 对外经

常性差额则对应国外相对于本国之储蓄#

;(90 账户结构中的平衡项已在表 !0"- 中

显示% 这里出于方便再一次列为表 ,0".#

/$ 资本账户

,0"1! 国际账户仅限于刻画国际交易% 因此其资

本账户涵盖的内容要比 #$%中的资本账户

更受限制# 此时资本账户的登录项目包括

非生产非金融资产的获得和处置以及资本

转移% 没有交易会被记录为生产资产的资

本形成% 这是因为出口的最终使用不是本

国经济关心的内容 !如前所述"#

,0"1, 和 #$%一样% 净贷出或净借入是经常账户

和资本账户之和的平衡项% 也是金融账户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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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 国际账户中与&'#账户序列有关的平衡项
使用 来源

国外 交易和平衡项 国外

货物和服务账户

货物和服务进口 .33

/.4 货物和服务出口

@.! 货物和服务对外差额

初始收入账户

0 雇员报酬 ,

生产税和进口税

补贴

.. 财产收入 -2

@!4 初始收入对外差额

@/! 货物服务和初始收入对外差额

二次收入账户

!1 经常转移 //

-2 二次收入对外差额

养老金权益变化调整

@!- 对外经常性差额

资本账户

非生产资产的获得减处置

应收资本转移 .

应付资本转移 @!

- 对外资本账户差额

@!4 净贷出 #A$ B净借入 #@$

平衡项% 它包括为提供或获得资金而使用

的所有工具而不仅仅只是借贷# 在概念上%

此处净贷出或净借入的数值与经济总体国

民经济核算的对应项目相等% 也和国民经

济核算中之国外部门的对应项目相等% 只

是符号相反#

0$ 金融账户和887

,0"1- 国际收支平衡表的金融账户和 66(特别重

要% 因为它们有助于理解国际融资以及国

际流动性和脆弱性# 表 ,0"/ 显示了 66(综

合表% 其中包括 66(以及相关的金融和其

他变化账户# 其主要分类以功能类别为基

础% 同时包括关于工具和机构部门的附加

数据#

,0"1. '部分所描述的功能类别传递了更多关于

动机和参与方关系的信息% 这是国际经济

分析的关注焦点# 按功能分类的数据可进

一步按工具和机构部门分解% 这使得按功

能分类的数据有可能与 #$%以及货币金融

统计的有关项目相衔接# 其机构部门分类

和 #$%是一样的% 但通常会被简化 !标准

构成为五个部门"# 此外% 会设置一个补

充的子部门代表货币当局% 作为一个与储

备资产有关的功能性子部门% 它包括中央

银行和中央银行以外持有储备资产的一般

政府或金融公司的任何组成部分% 对于那

些部分或全部储备不由央行持有的国家来

说% 这样的界定是有意义的#

,0"1/ 国际账户中包含的资产负债表部分被称为

66(# 通过这一术语% 可以突出显示国民资

产负债表的某些特定部分% 就是说% 66(只

包括具有跨境性质的金融资产和负债# 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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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 综合国际投资头寸表术语概览

期初头寸 交易

!金融账户"

资产物量

其他变化

重估价 期末头寸

资产 #按功能分类$

????直接投资 12 2 4 ! ?21

????证券投资 !34 !2 4 , ,!4

????金融衍生工具 !除储备外" 和=#N 1 - 4 4 !4

????其他投资 !00 ,4 4 4 !20

????储备资产 2-- 2 4 !, 2/-

??合计 L*X( TX M LT LW(S

负债 #按功能分类$

????直接投资 ,!4 !! 4 , ,,-

????证券投资 -44 !. 4 / -!3

????金融衍生工具 !除储备外" 和=#N 4 4 4 4 4

????其他投资 ,3/ ,, 4 4 -!1

??合计 YMT (X M X YTU

??净887 (SU LM M Y (YX

如就金融债权而言% 交易双方如果一方是

常住者而另一方是非常住者% 就具备了跨

境性质# 此外% 尽管黄金是没有对应负债

方的资产% 但如果作为储备资产持有% 则

考虑其作为国际支付工具的作用% 也应包

括在 66(中# 然而% 非金融资产不包括在

内% 因为非金融资产没有对应的负债方或

者其他国际性的属性#

,0"10 66(的平衡项是净 66(# 在国民资产负债表

中% 常住者对常住者的金融债权净额应等

于零% 因此% 净 66(加国民资产负债表上

的非金融资产% 结果就等于国民资产净值#

,0"11 投资收入和 66(的细分水平是一样的# 这

样% 平均回报率就能计算出来# 回报率可

以跨时比较% 也可以按不同的工具和到期

日比较# 例如% 可以分析直接投资回报的

变化趋势% 或者与其他工具的回报做比较#

5$ 资产其他变化账户

,0"12 国际资产和负债可能会遭遇各种其他物量

变化以及重估价变化#

,0"13 因为这些工具常常按外币计价% 并且针对

汇率变化影响进行分析特别重要% 所以会

将重估价分解为汇率变化和其他因素两部

分#

-$ 国际账户的功能类别

,0"24 国际账户的功能类别是指国际账户中用于

归集每笔投资收入$ 金融交易和头寸的主

要分类# 具体类别确定为如下五种&

)"直接投资

*"证券投资

+"金融衍生工具 !除储备外" 和雇员股票

期权

5"其他投资

8"储备资产

,0"2! 本节随后会给出上述各个类别的详细定义#

功能性类别是在第 !! 章和第 !- 章所讨论

的金融工具分类基础上构建的% 但考虑参

与方关系和投资动机的某些方面而增加了

一个维度# 因此% 不同的类别会表现出不

同的行为模式# 例如% 直接投资者与持有

较少权益的证券投资者相比% 参与方关系

的类型是不同的# 直接投资意在控制或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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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国民账户体系



得显著的影响力% 因此虽然直接投资也可

能会是短期的% 但通常会更倾向于建立持

久关系# 除资金外% 直接投资者还常常带

来其他要素% 例如知识$ 技术$ 管理和营

销# 此外% 具有直接投资关系的企业更愿

意相互贸易和彼此借贷# 与直接投资相比%

证券投资者在企业决策制定中***这些决

策会对未来流量$ 头寸的价格波动和物量

有潜在重要影响***所起的作用一般较小#

证券投资与其他投资的不同之处在于& 证

券投资能够直接进入金融市场% 因此具有

流动性和灵活性#

,0"2, 储备资产所包括的一系列工具% 当其不为

货币当局或货币当局授权的其他单位所拥

有时% 要列在其他类别下' 有时甚至即使

为货币当局所持有% 也要列在其他类别下#

作为储备资产% 要在能够满足国际支付的

资金需要$ 并能进行市场干预以影响汇率

情况下% 才能得到确认#

,0"2- 仅靠工具分类并不能完全反映出这些行为

差异# 例如% 直接投资或其他投资都会发

生贷款% 但参与方关系的不同性质意味着%

风险和交易背后具有不同的动机# 因为参

与方的关系% 直接投资下的贷款更可能发

生% 并且一般来说给借入经济体一方带来

的风险较小# 表 ,0"0 显示了工具类别和功

能类别之间的关系#

表 (0$0" 金融资产分类和功能类别之间的联系

"+,7D:"D金融资产和负债分类

功能类别

直接投资 证券投资 金融衍生工具

!除储备外"

和=#N

其他投资 储备资产

货币黄金 e

特别提款权
e

"

!

e

"

!

通货和存款&

??通货 e e

??银行间头寸 e e

??其他可转让存款 e e e

??其他存款 e e e

债务性证券 e e e

贷款 e e e

权益和投资基金份额&

??股权&

????上市股票 e e e

????非上市股票 e e d

????其他股权 e e

??投资基金份额B单位&

????货币市场基金份额B单位 d e e

????其他投资基金份额B单位 d e d e

保险$ 养老金和标准化担保计划&

??非寿险专门准备金 d e

??寿险和年金权益 d e

??养老金权益 e

??养老金经理人的养老基金债权 e e

??非养老保险金权益 e

??标准化担保代偿准备金 e e

金融衍生工具和雇员股票期权&

??金融衍生工具 e e

??雇员股票期权 e

其他应收B应付款&

??商业信用及预付款 e e

??其他应收B应付款 e e

??

"

!& #'C资产属于储备资产' #'C负债属于其他投资'

e表示适当的功能类别' d表示被认为相对不常见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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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投资

,0"2. 直接投资是跨境投资的一种" 通过直接投

资" 一个经济体的常住者会对作为另一经

济体常住者的企业拥有控制权" 或者对其

管理具有显著程度的影响( 除了包括能产

生控制或影响的权益以外% 直接投资还包

括相关的债务 !不包括附属金融中介机构

之间的债务"#

,0"2/ 如果直接投资者拥有直接投资企业 /4Q以

上投票权% 即可以确定一定存在控制% 这

样的企业称为子公司' 如果直接投资者拥

有直接投资企业 !4Q到 /4Q的投票权% 可

以确定存在显著程度的影响% 这样的企业

称为联营公司# 为了保证双边的一致性%

避免对实际控制或影响作主观决定% 这些

操作性定义应适用于所有的情况#

,0"20 不仅存在直接的直接投资关系% 由于所有

权链条的原因% 也可能存在间接的直接投

资关系# 另外% 伙伴企业可能是直接投资

的重要一方 !伙伴企业是这样的企业***

相互持股比例少于 !4Q% 但是都处在同一

外国投资者的控制或影响下% 这个投资者

至少是其中一个伙伴企业的直接投资者"#

如果直接投资企业向其自身直接投资者进

行投资% 但在其直接投资者处拥有的投票

权低于 !4Q% 就构成反向投资#

,0"21 直接投资除权益投资外还包括参与方之间

的债务% 但相关金融机构间的债务头寸要

除外# 此类相关企业间的债务可称为公司

间拆借# 一组直接投资企业的特点之一是&

与无关的企业相比% 其成员更倾向于相互

之间提供贷款和贸易信贷#

,0"22 由于存在控制或影响关系% 直接投资者在

子公司或联营公司的留存收益份额要进行

虚拟处理& 首先作为一笔收入流支付给直

接投资者% 再作为一笔金融交易计作直接

投资者的再投资# 这个收入项目称为再投

资收益' 金融账户中相应的登录项目则称

为收益再投资# 再投资收益定义为由直接

投资者占有的企业留存收益份额% 因此与

相应的 #$%项目保持一致# 采用此种处理

方法的一个后果是& 对于 !44Q由外国拥

有的企业% 不会存在储蓄% 因为所有的储

蓄都将分配给其直接投资者#

,0"23 由非常住者控制的那些直接投资企业对应

于 #$%的一个子部门***外国控制的企

业# 然而% 直接投资企业也包括那些虽不

受外国控制% 但仍受到显著影响的企业#

#$%中显示的外国控制企业仅限于内向直

接投资% 而国际账户也涉及外向直接投资#

#$%中外国直接投资的再投资收益在范围

上和国际收支平衡表是一致的 !尽管在国

际账户背景下 (外国) 一词因多余而省略

掉了"#

,0"34 除了与直接投资有关之国际金融流量统计

以外% 通过跨国企业活动统计 !%9$=统

计" 和与之密切相关的外国附属机构统计

!:%̀ #"% 也可以得到受国外控制企业的信

息% 包括诸如货物服务出口$ 进口$ 国内

销售和国内购买等项目# 因此% 它们提供

了有关跨国公司运营的一幅更宽广的图景#

通过 +外国附属机构生产统计指南,$ +经

济全球化指标手册, 和 9#6̀#% 还可获得

更多的信息#

($ 证券投资

,0"3! 证券投资被定义为% 涉及债务或权益证券

的跨境交易和头寸" 但不包括那些属于直

接投资或储备资产的跨境交易和头寸( 证

券是为便于参与方之间转让而设计的工具%

它包括股票$ 债券$ 票据和货币市场工具

等# 证券的可转让性是便利交易$ 允许在

证券有效期内由不同参与方持有的一种手

段# 可转让性允许投资者进行分散化的组

合投资并很容易地撤回其投资#

,0"3, 证券投资通常依赖于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以

及诸如券商$ 交易所和管制者等相关主体#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 直接投资和其他投资

工具的参与方通常相互之间直接进行交易#

证券投资工具的可转让性使其成为一种方

便和灵活的投资渠道% 但也可能带来波动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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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衍生工具 $除储备外% 以及雇

员股票期权

,0"3- 金融衍生工具 !除储备外" 和雇员股票期

权作为功能类别的定义在很大程度上与第

!! 章和第 !- 章所讨论的相应的金融工具

类别是一致的# 功能分类与金融工具在覆

盖范围上的差异在于& 与储备资产管理有

关的金融衍生工具不包括在功能分类中%

而是包括在储备资产中# 这一类别要单独

识别% 因为它关系到风险转移% 而不是资

金或其他资源的供给#

.$ 其他投资

,0"3. 其他投资是一个剩余类别" 凡不包括在直

接投资! 证券投资! 金融衍生工具 #除储

备外$ 和雇员股票期权以及储备资产内的

那些头寸和交易都包括在其中( 该类别包

括如下金融工具中未纳入其他类别的剩余

交易和头寸&

)"其他权益

*"通货和存款

+"贷款 !包括 69:贷款使用和从 69:的

贷款"

5"非寿险专门准备金$ 寿险和年金权益$

养老金权益以及标准化担保代偿准备金

8"贸易信贷及其预付款

D"其他应收B应付款

L"#'C分配 !#'C持有包括在储备资产中"

/$ 储备资产

,0"3/ 储备资产是货币当局为了满足平衡国际收

支的资金需要" 为了干预外汇市场以影响

汇率以及为了实现其他有关目的 #例如

保持对货币和经济体的信心" 作为对外借

款的基础$" 而随时可以利用并控制的对

外资产( 储备资产必须以外币计量和结算(

储备资产概念的支撑点在于货币当局的

(控制) 和 (使用的可得性) 这两个概念#

,0"30 一般而言% 只有货币当局实际拥有的对外

债权才归为储备资产# 然而% 所有权不是

掌握控制权的唯一条件# 如果出现如下情

况& 报告经济体的机构单位 !除货币当局

之外" 对外部外币资产持有法律权利% 并

且只有在满足货币当局所规定的条件或得

到货币当局明确同意的情况下才能行使权

利% 则这种资产可以视为储备资产# 这是

因为% 这样的资产是处在货币当局直接和

有效控制之下的#

,0"31 储备资产必须能够在完全无条件方式下

很容易地获得# 储备资产具有流动性%

因为它可以以最低的成本和最短的时间

购买$ 出售和清算为外币 !现金" % 且

不会过分影响该资产的价值# 此概念既

可包含不可出售资产% 如活期存款% 也

可包含可出售资产% 如那些存在有准备

和有意愿之卖者和买者的证券# 为了使货

币当局能够很容易地加以运用以满足平衡

国际收支的资金需要% 以及在不利情况下

实现其他有关目的% 储备资产一般应该是

高质量资产#

,0"32 储备资产仅限于资产% 但也可以为那些包

括在其他功能分类中与储备相关的负债

***主要是证券和其他投资***提供一个

备忘项目# !这就是表 ,0"- 中对应储备的

负债单元格被加以阴影的原因#"

1$ 国际账户的一些特别注意事项

!$ 全球失衡

,0"33 近年来% 69:就全球统计失衡做了大量工

作# 把所有经济体的数据加总起来% 可以

得到全球合计# !虽然作为一种功能分类%

储备资产没有对应的负债% 但为了进行这

里描述的这种应用% 可将储备资产的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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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工具配之以对应的负债#" 实际不一

致的程度已被用来识别系统偏差% 以显示

出所报告的问题% 例如贷方服务记录的范

围要大于借方服务#

($ 特殊融资

,0"!44 特殊融资是将货币当局的各种金融安排组

合在一起% 以满足平衡国际收支的需要#

因此% 应根据动机来识别交易是否属于特

殊融资# 此外% 发生的欠款要包括在特殊

融资中% 虽然这不是交易% 但却是货币当

局为了管理其支付要求而可能采取的行为#

,0"!4! 特殊融资会出现在 (分析型) 国际收支平

衡表中***见 +国际收支统计年鉴, !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 各年"# 在此种呈现方

式下% 与储备有关的登录项目$ 69:贷款

和特殊融资都被称为 (线下) 项目% 而其

他所有需要资金的登录项目都显示在线上#

这种呈现方式可便于分析货币当局的国际

流动性#

,0"!4, ;(90 附录 ! 中更详细地讨论了特殊融资#

+$ 债务工具

,0"!4- 债务工具对国际流动性和风险具有特殊意

义% 因此有必要对不同类型的债务工具进

行分组# 债务工具是要求在未来的某一时

点或某些时点支付本金或利息的那些工具#

债务工具包括特别提款权$ 通货和存款$

债务性证券$ 贷款$ 保险专门准备金以及

标准化担保代偿准备金和其他应收B应付

款# 金融衍生工具不是债务工具% 但是金

融衍生工具合同的逾期义务属于应付款%

因此应包含在债务工具中#

,0"!4. 在负债和风险的性质上% 债务工具不同于

权益和投资份额# 权益提供了实体资产的

剩余索取权% 而债务工具则涉及依据预定

规则支付一定量本金或利息或两者兼有的

义务% 这意味着贷方的风险暴露会更为有

限# 与之相反% 权益的回报在很大程度上

要依赖于发行者的经济表现% 因此持有人

会承担更多的风险# +外债指南, 提供了

更多此方面的信息#

,0"!4/ 债务工具的流量和头寸都要按长期和短期

分别显示# 区分的主要依据是各种工具的

原始有效期% 即从发行到合同规定的最终

支付这一段时期# 此外% 由于国际账户涉

及国际流动性问题% 作为补充% 负债数据

还可以按剩余的有效期来分类提供% 即从

参考日期到合同规定的最终支付的这一段

时期#

.$ 债务重组

,0"!40 债务重组 #也称债务重建$ 是指为了处理

好一笔现有的债务" 债权人和债务人 #有

时还有第三方$ 达成协议来修改已经建立

的条款( 政府常常卷入债务重组中% 或作

为债务人$ 或作为债权人$ 或作为担保人#

但是债务重组也可能会通过如债务互换等

方式涉及到私人部门# 债务重组涉及一系

列不同类型的交易% 也涉及定价和记录时

间的问题#

,0"!41 债务重组有四种主要类型&

)"债务减免& 债权人通过与债务人的合约

安排减少债务的数量或豁免所有债务'

*"债务展期或者债务再融资& 变更决定应

付债务数量的条款和条件% 这可能会也

可能不会导致负债现值的减少'

+"债务转换& 债权人用债务的索取权来交

换某些经济价值% 但所谓经济价值不包

括对同一债务人的另一项债务索取权#

如下方式都属于债务转换& 债权转股

权$ 债权转房地产$ 债权转开发$ 债权

转自然环境$ 债权转提前偿还$ 债权转

现金'

5"有第三方介入时% 代表其他方的债务承

担和债务支付#

跨国债务减免通常都有政府参与% 第 ,,

章$ ;(90 和诸如 +外债指南, 这样的专

业手册对此类安排的处理提供了更进一步

的指导#

,0"!42 单方面的债务拒付$ 债务注销和减值%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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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是 #$%还是 ;(90 都不作为交易处理%

因此不属于债务重组#

/$ 区域性安排# 包括货币联盟

,0"!43 区域性安排包括&

)"货币联盟# 货币联盟在一定区域内采用

统一的货币政策# 如果一个经济体单方

面采用另一个经济体的货币% 例如 (美

元化)% 也会遇到一些相同的问题'

*"经济联盟% 联盟会协调某些经济政策以

促进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提高'

+"关税联盟% 联盟成员对非成员经济体执

行共同的关税和其他贸易政策#

G)DS 对这些安排应如何处理给出了详细

的指导# 所处理的问题包括& 如何合并数

据以得到联盟整体的数据% 如何处理区域

性组织 !包括中央银行"% 如何处理货币

联盟的银行票据% 以及如何处理关税联盟

中的收入共享安排#

0$ 货币转换# 包括多重汇率

,0"!!4 汇率的变化会对指标测算形成扭曲% 所以%

在测度国际交易和头寸时必须仔细考虑汇

率问题# 外币计值的流量是按照流量发生

时的通行汇率转换为本币价值的% 而头寸

的转换则要依据资产负债表编表日期的通

行汇率# 具体来说% 在交易 !对于交易而

言" 时% 以及在头寸之估价参照日期的交

易活动结束时% 都应当使用买入汇率和卖

出汇率的中间值# 买入B卖出价格与中间价

格间的差异代表服务费并要据此记录#

,0"!!! 原则上% 货币转换应当使用适用于每笔交

易的实际汇率# 每日交易的日平均汇率通

常是实际汇率的非常好的近似# 如果不能

用日汇率% 则应当使用最短时期的平均汇

率# 一些交易在一段时期内是连续发生的%

例如应计利息# 因此% 对于这样的流量%

应该使用流量发生期间的平均汇率进行货

币转换#

,0"!!, 多重汇率制度下% 会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

汇率分别适用于不同类别的交易% 以此鼓

励某些类别并限制其他类别的发展# 此种

汇率制度包含了一些类似于税收或补贴的

因素# 因为多重汇率会影响用本币计量的

交易价值和交易的进行% 货币当局因这些

交易而隐性获得的净收益要算作隐性税收

或补贴# 每笔交易的隐含税收或补贴的计

算方法是& 按适用的实际汇率和单一汇率

分别计算该交易的本国货币价值% 再取两

者之差额# 单一汇率是通过将对外交易所

用的所有官方汇率进行加权平均计算而得

的# 在多重汇率制度下% 要对对外金融资

产和负债头寸进行货币转换% 须在核算期

期初或期末采用适用于特定资产或负债的

实际汇率#

,0"!!- 在多重汇率制度的背景下% 平行的 !非官

方的" 汇率或黑市汇率不能忽视% 可以用

不同的方式来处理# 例如% 如果有一个官

方汇率和一个平行市场汇率% 两者应当分

别处理# 平行市场上的交易应当采用适用

于该市场的汇率来转换# 如果有多个官方

汇率和一个平行市场汇率% 在单一汇率的

任何计算中% 官方汇率和平行市场汇率都

应当作为不同的市场处理# 受平行市场汇

率影响的交易通常应当单独按照该汇率转

换# 然而% 在某些情况下% 平行市场可以

与官方汇率制度有效地整合到一起# 例如%

如果平行市场上大部分或所有交易得到当

局的认可% 或者当局积极地进行市场干预

来影响平行市场汇率% 或者两种情况同时

存在时% 就可以把两者综合在一起# 在这

种情况下% 单一汇率的计算应该既包括官

方汇率又包括平行市场汇率# 如果平行市

场上只有有限的交易为当局所认可% 计算

单一汇率就不应当包含平行市场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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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与货币统计和资金流量的联系

#$ 引言

,1"! 第 !! 章介绍了 #$%账户系列中的金融

账户% 它展示了国民经济各机构部门和

国外部门在各类金融资产和负债上的

交易#

,1", 如第 !! 章及第 . 章介绍的四式记账原则所

述% 每一笔交易都会在 #$%账户中产生两

对登录# 对于许多交易而言% 一对会记录

在非金融账户中% 另一对则记录在金融账

户中# 对于其他一些只涉及金融资产和负

债组合构成变化的交易% 两对登录都会记

录在金融账户中# 正因如此% 只有将金融

账户包含在账户系列中% 核算体系的充分

衔接才得以实现#

,1"- 然而% 金融账户的信息本身就是分析者和

政策的关注点% 也是货币和金融统计的重

要组成部分# 这些统计数据通常作为反映

经济状况的指标% 尤其是可用于监测货币

和其他金融市场的状况# 作为反映经济状

况的指标% 它与 #$%其他账户的联系常常

是隐含的% 并不甚明确#

,1". 本章的目的是对涉及货币金融统计的各种

分析做一般介绍% 说明 #$%账户系列的

数据是如何与货币金融统计等其他统计体

系联系在一起的# 货币金融统计的更多细

节可以在 +货币与金融统计编制指南,

!9:#9%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442 "$

+编制 =#%3/ 金融账户的数据来源和方法

手册, !欧洲统计局% ,44,*"$ +货币金

融机构与市场统计手册, !欧洲中央银

行% ,441" 和 + #$%中金融产品的流量

和存量, !联合国和欧洲中央银行% 即将

出版" 中找到#

!$ 货币统计

,1"/ 货币统计数据包括金融公司资产和负债的

存量和流量数据% 既包括国内的流量和存

量% 也包括与国外单位之间的存量和流量#

但是% 货币统计之子部门的汇总程度要高

于 #$%的子部门# 在最高层次上% 金融公

司仅分为存款性公司和其他金融公司两个

子部门% 存款性公司又进一步分解为中央

银行和其他存款性公司这两个子部门# ;

节将提供更多关于货币统计的信息#

($ 金融统计

,1"0 金融统计将货币统计的范围扩展到包括经济

体内各部门之间以及这些部门与国外部门之

间的所有金融资产和负债的流量和存量#

,1"1 #$%$ G)DS 与 D:"D在基本核算原则$

常住性概念$ 记录时间$ 金融资产和负债

的分类方面是一致的# D:"D使用了比

#$%汇总水平更高的部门分类% 但其部门

分类与 #$%是严格一致的#

,1"2 <节以金融账户所使用的分类为基础% 进

一步讨论了金融统计的一些内容#

+$ 资金流量

,1"3 资金流量表以三维结构来表述金融统计数

据% 它详细阐述了交易双方和交易所用金

融工具的性质# 金融资产和负债存量也可

以用类似的三维表来展示% 显示出每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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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工具的债权人与债务人# 资金流量将 在'节讨论#

%$ 货币统计!

!$ 定义存款性公司

,1"!4 货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金融变量% 但在不

同国家定义货币的方法多种多样% 从而妨

碍了在 #$%中对货币下一个简单的定义#

,1"!! 广义货币和其他货币总量指标包括多种存

款和某些类别的短期证券% 尤其是可转让

存款凭证% 因此其组成在不同国家间的差

异非常大# 另外% 许多国家会编制一组货

币指标% 还可能编制更广义的流动性指标#

即使在一个国家内% 为了适应金融工具和

货币市场组织的变化% 创新$ 放松管制或

技术进步都会导致广义货币的定义随时间

不断变化#

,1"!, D:"D使用各国的广义货币概念作为货币

的国家定义# 虽然广义货币的具体组成在

不同国家可能不同% 但是在所有情况下%

都是用国家定义的货币概念来确定存款性

公司% 即指那些发行广义货币负债的金融

公司#

,1"!- 第 . 章介绍了金融公司部门的九个子部门%

表 ,1"! 列出了这些子部门% 其中的两个或

多个子部门的组合应该可以确认为存款性

公司# 这一组合至少包括中央银行和存款

性机构# 在一些国家% 还会包括货币市场

基金% 因为它们被视为广义货币的一部分#

,1"!. 一旦将存款性公司识别出来% 就可以按三

个子部门***中央银行$ 其他存款性公司

和其他金融公司***进行货币统计#

($ 货币统计资料的展示

,1"!/ 货币统计按照如下分类对所有金融公司进

行记录&

)"存款性公司%

!

?中央银行%

!

?其他存款性公司%

*"其他金融公司#

,1"!0 如表 ,1", 所示% 金融工具采用了金融账户

的标准进行分类% 根据金融工具是按本币

还是外币计价% 可以进一步分类#

,1"!1 对于每一种金融工具% 均给出了相当于一

个资产账户的一套登录% 即&

)"期初存量%

*"交易%

+"估价变化%

5"其他物量变化%

8"期末存量#

表 (5$!"金融公司部门的子部门

!"中央银行

,"存款性公司% 除中央银行

-"货币市场基金 !99:"

."非货币市场基金的投资基金

/"其他金融中介% 除保险公司和养老金基金

0"金融辅助机构

1"专属金融机构和贷款人

2"保险公司 !6<"

3"养老基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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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统计

,1"!2 如引言所述% 金融统计扩展了货币统计的

范围% 包括一国所有部门之间以及这些部

门与国外之间的金融资产负债的存量和流

量# 从某种程度上说% 金融统计包括金融

账户$ 资产负债表$ 资产其他变化账户%

在某种意义上也要包括资本账户% 因为净

借入和净贷出就来自该账户# 除了包括所

有部门之外% 金融统计使用的格式和货币

统计是类似的# 此外% 对金融部门子部门

的划分也是相同的# 虽然如其所显示的那

样% 可能会将金融公司部门外的部门做合

并% 通常是将一般政府$ 还有国外部门做

单独列示# 如果有特别的需要% 还可以将

公共非金融公司作为一个单独的部门列示#

,1"!3 如表 ,1", 所示% 金融资产分类主要基于两

表 (5$(" 金融资产和负债分类

货币黄金和特别提款权 #&-G$

??货币黄金
??特别提款权
通货和存款
??通货
??可转让存款
????银行间头寸
????其他可转让存款
??其他存款

债务性证券"

??短期
??长期
贷款
??短期
??长期

股权和投资基金份额""

??股权
????上市股票
????非上市股票
????其他股权

??投资基金份额H单位"

????货币市场基金份额H单位
????其他投资基金份额H单位
保险! 养老金和标准化担保计划
??非寿险技术准备金
??寿险和年金权益
??养老金权益
??养老金经理人的养老基金债权
??标准化担保代偿准备金
金融衍生工具和雇员股票期权
??金融衍生工具
????期权

????远期"""

??雇员股票期权
其他应收H应付款
??商业信用和预付款
??其他
备忘项目& 外国直接投资
?????股权
?????贷款
?????债务性证券
?????贸易信贷
?????其他
"

?债务性证券和投资基金也可以按上市H非上市划分#

""

此类中可能有再投资收益#

"""

代替担保的信用违约互换包括在此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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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标准& 资产的流动性和法律特征 !债权

人H债务人基本关系的形式"# 流动性在概

念上包括其他许多具体特点% 如& 可流通

性$ 可转让性$ 可销售性或者可兑换性#

这些特点在确定类别时具有重要作用%

尽管没有用系统的方法一一识别这些特

点# 分类是为了便于分析机构单位间的

交易而设计的% 它为评估这些单位的资

金来源$ 使用以及流动性程度提供了一

个框架#

,1",4 到期时间可以作为二级分类标准# 一年及

一年以内定义为短期% 超过一年则定义为

长期# 为了监测可能的流动性风险% 区分

出剩余到期时间在一年及一年以内的长期

工具同样是有意义的# !剩余到期时间是

指从参考日期到合同约定的最后支付日之

间的那段期间长度#"

,1",! 分类中不包括诸如直接投资$ 证券投资和

国际储备等功能性类别% 这是国际收支平

衡表之金融账户的基本分类标准# 考虑到

这些类别的重要性% 分类中为涉及外国直

接投资关系的金融账户交易提供了备忘项

目# 第 ,! 章和 ,0 章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更

详细的讨论#

-$ 资金流量

,1",, 通过货币统计给出的表式% 可以说明如

何针对一个特定部门就其整套资产进行

期末存量分析% 即& 观察期初存量如何

因资产交易$ 重估价变化和资产物量其

他变化而发生改变% 最终变为期末存量#

这是第 !- 章所介绍的资产账户的一个具

体应用#

,1",- 另一种常见表式是所谓资金流量表# 资金

流量表有若干种形式% 可以从中任选一种#

最常用的表式是具体展示各种金融工具的

流量 !或存量" 是如何衔接起来的% 即&

哪些部门或子部门是债权人% 哪些部门或

子部门是债务人# 另一种表式是将资本账

户和金融账户中的要素予以合并% 以考察

所有积累交易% 而不仅仅是那些涉及金融

资产的交易# 如此处理的基本依据是% 金

融账户右边的平衡项与资本账户左边的平

衡项在数额上应该正好相等% 只是符号相

反# 将资本账户的项目包含在内% 其账

户的差额即可通过一张完整的资金流量

表显示出来% 而无需假设净贷出或净借

入总额已经确定# !但这种表式仍然需

要假定所给出的储蓄是正确的# 如果一

部门记录的储蓄数据与其所记录的资本

和金融交易数据不一致% 为使资金流量

表保持平衡% 可能就需要对经常账户进

行重新审查#"

!$ 流量账户

,1",. 为方便起见% 这里将表 !!"! 所示的金融账

户在表 ,1"- 中重新列示出来% 它记录了所

有机构部门在各类金融资产上的金融资产

净获得和负债净发生# 通过金融账户% 可

以针对每一个部门% 显示其为筹集金融资

源而发生的负债和获得的金融资产' 可以

针对每一种金融资产和负债% 显示交易对

各部门资产水平和负债水平的影响# 这些

信息对弄清净借入部门用于弥补短缺的金

融资产和净贷出部门用于安排盈余的金融

资产是非常有价值的# 但是% 尽管这些记

录能够勾画出金融流量的运动% 却不能回

答谁为谁提供资金的问题# 表 ,1"- 表明%

非金融公司主要以贷款$ 股权和投资基

金份额的形式发生负债% 金融公司通过

使用各种金融工具发生净负债# 尽管该

账户清楚地显示了负债得以发生的各种

工具% 但要弄清楚提供资金的部门是不

可能的# 同样地% 可以追踪金融资产的

净获得& 住户可以在各种金融资产上形

成净获得% 而金融公司净获得的金融资

产主要是贷款和证券的形式# 然而% 从

这种记录中% 不能确定它们向哪些部门

提供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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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金融账户简表&&&资产变动

??资产变动

交易和平衡项

非金融

公司

金融

公司

一般

政府

住户

?

$(6#7

?

国内

合计

国外

?

货物和

服务

合计

?

金融资产净获得 2- !1, @!4 !23 , .-0 .1 .2-

?货币黄金和 #'C @! @! ! 4

?通货和存款 -3 !4 @,0 0. , 23 !! !44

?债务性证券 1 00 . !4 @! 20 3 3/

?贷款 !3 /- - - 4 12 . 2,

?股权和投资基金份额 !4 ,2 - 00 4 !41 !, !!3

?保险$ 养老金和标准化担保计划 ! 1 ! -3 4 .2 4 .2

?金融衍生工具和雇员股票期权 - 2 4 - 4 !. 4 !.

?其他应收B应付款 . ! / . ! !/ !4 ,/

,1",/ 为了全面认识金融流量及其在经济体中的

作用% 了解部门之间更详细的金融关系以

及这些关系据以发生的金融资产是很重要

的# 例如% 政府采用何种负债来弥补赤

字% 哪些部门 !或国外" 为其提供了这些

资金% 说明清楚这些问题很有意义# 对金

融公司 !及其监管者" 来说% 不仅要说明

其获得的金融资产 !贷款和证券" 的构

成% 还要说明它们是对哪些部门的债权%

这些内容也是人们感兴趣的# 此外% 常常

有必要分析同一部门内各子部门之间的金

融流量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金融交易

或中央银行与存款性机构之间的金融交

易" 和跨部门的金融流量 !存款性机构对

公共非金融公司债权的变化"# 这样详细

的信息是了解融资如何进行以及如何随时

间变化所必需的#

,1",0 此类更详细的处理对清楚说明金融公司在金

融交易中的作用尤其重要# 金融公司的净贷

出或净借入余额与其金融资产和负债的总交

易量相比% 一般都非常小# 这就反映出金融

中介的基本作用& 筹集金融资源% 通过转换

可用资产的具体形式及到期日% 使这些资

产以适合于其他部门的形式被这些部门获

得# 更一般地讲% 金融公司所扮演的主要

角色可以这样概括& 考虑到机构单位在投

资安全性和回报率$ 流动性偏好和不断变

化的市场境况中的便利性方面的偏好% 帮

助他们重新平衡其资产和负债组合# 因

此% 金融公司所发挥的关键作用是& 引导

金融流量从净贷出部门流到净借入部门%

为借出者选择其资产工具$ 借入者选择其

债务形式提供支持#

账户的格式

,1",1 表 ,1". 的第一部分展示按资产类型和债务

人部门交叉分类的资产交易% 类似的% 第

二部分展示按债务类型和债权人部门交叉

分类的负债交易% 这样就为进行上述更详

细的金融分析提供了便利# 该表中% 各列

按照进行资产或负债交易的部门展示% 各

行则展示按债务人部门分解的资产类型#

理论上% 可以在此一张表中列出所有债权

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关系% 但是% 这样的一

张表会有许多单元格% 并且其中很多格将

是空白的#

,1",2 表 ,1". 只是为希望开发详细的资金流量账

户的国家提供了一个范例# 最初可能仅将

一般政府$ 金融部门和国外与其他部门分

开在列向上展示出来% 然而% 只要有相应

的货币统计数据% 即使在这一水平上% 将

金融部门分解为上述三个子部门也应该是

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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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续%" 金融账户简表&&&负债和资产净值变动

负债和资产净值变动

交易和平衡项

非金融

公司

金融

公司

一般

政府

住户

?

$(6#7 国内

合计

国外

?

货物和

服务

合计

?

净贷出 !A" B净借入 !@" @/0 @! @!4- !1. @. !4 @!4 ?4

负债净发生 !-3 !1- 3- !/ 0 .,0 /1 .2-

?货币黄金和 #'C

?通货和存款 0/ -1 !4, @, !44

?债务性证券 0 -4 -2 4 4 1. ,! 3/

?贷款 ,! 4 3 !! 0 .1 -/ 2,

?股权和投资基金份额 2- ,, !4/ !. !!3

?保险$ 养老金和标准化担保计划 .2 4 .2 4 .2

?金融衍生工具和雇员股票期权 - 2 4 4 4 !! - !.

?其他应收B应付款 ,0 4 3 . -3 @!. ,/

,1",3 最终希望展示所有 #$%的机构部门和可能

的子部门% 例如中央政府和公共控制的企

业#

,1"-4 金融工具列示的详细程度要看数据可得性

和各自的相对重要性# 下面列出了可能的

分类清单#

,1"-! 通货和存款可以分成通货$ 可转让存款和

其他存款% 并且要明确它们是用本币还是

外币计价% 债权人或债务人是常住单位还

是非常住单位#

,1"-, 债务性证券和贷款既按部门分类% 也按到

期时间 !短期和长期" 分类#

,1"-- 股权除了按上市$ 非上市和其他股权区分

之外% 按常住和非常住企业区分也可能会

有用#

,1"-. 对于保险$ 标准化担保计划和金融衍生工

具% 因为交易的一方必须是一个常住或非

常住金融公司% 所以其表述可以简化# 对

于雇员股票期权% 债务人必须是金融或非

金融公司# 大部分养老金计划都是由金融

公司运作的% 但是有一些可能由非金融雇

主运作% 并不涉及金融公司#

,1"-/ 任何部门都可能产生商业信用和预付款#

原则上% 养老金经理人的债权会涉及任何

部门% 但是几乎不涉及住户# 其他应收应

付款可以分为与常住单位的和与非常住单

位的其他应收应付款两部分#

,1"-0 表 ,1". 应作为一般模式看待% 针对各国国

情% 应当允许有相当大的灵活性# 在许多

国家% 该表的维数会由于数据的可得性而

受到严重制约# 还应指出% 这些表只是基

本金融账户的扩展***通过确认特定资产

或部门 !或子部门" 的关系 !应达于一个

必要的详细程度"% 有选择地为分析增加

了第三个维度#

分析性用途

,1"-1 详细的资金流量表至少可应用于以下三个

重要经济政策领域# 第一% 表中数据可以

用于经济分析以及描述当期活动和趋势#

第二% 可为在经济计划制定中进行预测提

供帮助% 或为评估当前经济政策或经济政策

变化对经济未来走向的影响提供帮助# 此外

还可在那些通过建立经济模型来研究经济行

为的项目中应用% 帮助制定经济政策# 当

然% 这些研究是对 #$%其他账户数据类似

分析的补充# 尤其有用的是% 使用资金流量

账户将有助于研究经济中金融系统的运营情

况% 并将这些交易与非金融经济体的行为联

系起来# 同样% 资金流量账户可以追踪净贷

出通过各种金融公司$ 以各种资产形式流入

最终借入者的渠道% 由此将有助于研究使

储蓄和投资达于平衡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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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按债务人和债权人分解的详细资金流量表或金融资产存量表表式

第 ! 部分" 资产和债权人
第 ( 部分" 负债和债务人

部门和子部门
?

货币黄金和&-G

?货币黄金
?&-G

通货和存款
?通货
??本币
???常住者
???非常住者
??外币
?可转让存款
??银行间头寸
??其他可转让存款
???本币
????常住者
????非常住者
???外币
????常住者
????非常住者
?其他存款
???本币
????常住者
????非常住者
???外币
????常住者
????非常住者
债务性证券
?短期
?? /部门1

?长期
?? /部门1

贷款
?短期
?? /部门1

?长期
?? /部门1

股权和投资基金份额
?股权
??上市股票
???常住企业
???非常住企业
??非上市股票
???常住企业
???非常住企业
??其他股权
???常住企业
???非常住企业
?投资基金份额B单位
??货币市场基金份额B单位
???常住企业
???非常住企业
??其他投资基金份额B单位
???常住企业
???非常住企业
保险! 养老金和标准化担保计划
?非寿险技术准备金
?寿险和年金权益
?养老金权益
?养老金经理人的债权
?标准化担保代偿准备金
金融衍生工具和雇员股票期权
?金融衍生工具
??期权
??远期
?雇员股票期权
其他应收B应付款
?商业信用和预付款
?? /部门1

?其他应收B应付款
?? /部门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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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在政策方面% 以下几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些

表的作用# 例如% 许多国家都会面临以下共

同的政策问题& 中央政府的赤字如何弥补%

主要的非金融公共公司怎样融资以及向谁

融资# 要回答诸如此类的问题% 就需要对

各个部门$ 各种交易进行影响分析# 使各

账户基于资金流量衔接起来% 将有助于此

类分析% 并可以为评价其答案提供框架#

,1"-3 在金融预测方面% 使用资金流量表相关部

分的时间序列数据% 可以对许多分别开展

的部门预测或者市场预测进行一致性检验%

可以就一组特定未来事件 !例如& 利率$

汇率$ 增长率$ 部门盈余或赤字" 假设分

析其对未来金融交易的影响#

,1".4 在其他政策方面% 比如考虑经济体中金融

市场和机构单位的长期发展% 估计对 !用

来满足储蓄者和投资者要求获得可靠流动

资产的潜在需求的" 新类型资产的需要

时% 这些预测和研究也可以派上用场#

($ 存量账户

,1".! 以上说明在流量意义上可以编制上述表格%

编制出来对流量分析会非常有用' 与此相

似% 在存量意义上也可以编制完全类似的

表格% 并且% 它对分析金融资产和负债存

量也是有意义的# 流量在相邻两个时期之

间可能波动相当大% 而存量水平则会显得

比较稳定% 因此% 存量水平的波动程度可

以传达出特别有用的额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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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章"投入产出及其他基于矩阵的分析

#" 引言

,2"! 本章的目的在于& 在第 !. 章所论述的供给

使用表的基础上% 更细致地检验以矩阵形

式表示账户的可能性# 本手册已经多次提

到% #$%的设计意图在于& 在遵守固有的

核算规则的前提下% 允许在实施过程中存

在一定程度的灵活性# 来源和使用之间需

要保持平衡这一事实在矩阵框架内是显而

易见的% 矩阵框架是在保证来源和使用相

互平衡的同时探索不同选择的一种有力工

具# 本章的目标之一就是用此种方式展示

矩阵表示方法所具有的功能#

!$ 投入产出表

,2", 本章的第二个目标是阐述投入产出矩阵的

基本思想# 供给使用表是 #$%不可或缺的

组成部分% 编制供给使用表的过程就是确

保各种数据来源之间一致性的有力方式#

然而出于多种分析目的% 把一对供给表和

使用表转化为一张行和与列和相等的投入

产出表% 将会为分析带来相当大的优势#

不经历编制供给表和使用表的阶段% !除

非在非常严格的假定条件下" 是不可能编

制出投入产出表的# 因此% 投入产出表作

为一种分析工具% 在其编制过程中必然会

涉及某种程度的建模问题#

,2"- 关于投入产出表编制和使用的文献很多%

不可能在这样一个短章内对投入产出表编

制的复杂性及其应用的创造性给予充分的

展现# 本章的目的只是为了让读者感受到

将供给使用表转化为投入产出表的各类操

作% 并针对投入产出表的可能用途给出一

些想法# 若想对这个领域之潜力有更详细

的了解% 阅读 +供给$ 使用和投入产出表

手册 ,$ 访问国际投入产出协会网站

![[["OOU)"UFL"% 都是很适合的起点#

($ 社会核算矩阵

,2". 供给使用表以及投入产出表都是货物和服

务账户的矩阵表示# 以矩阵形式表示整个

账户序列 !包括货物和服务账户" 也是有

可能的% 这种矩阵就称为社会核算矩阵

!#%9"#

,2"/ 对现有流量或新的流量类型进行各种细化

分解% 只要按照惯例保证这些流量的使用

和来源之间的平衡% 就可以对 #%9进行扩

展# 这种扩展对 #%9而言非常常见% 因此

常常不能仅将 #%9理解为是一个涵盖了标

准账户序列的矩阵% 而要将它视之为进一

步包括了各种扩展***尤其是住户部门

***的矩阵#

+$ 本章的结构

,2"0 第 !. 章描述了应该如何使用供给使用表来

确保不同数据集的内在一致性# 本章 ;节

将讨论供给使用表的两个特殊方面% 一是

关于进口货物保险费和运费的处理方式%

二是货物在其加工单位并非其法定所有者

时的处理方式# 可以根据这两个方面来选

择第 !. 章所描述的各种方法# ;节还将讨

论按基层单位和产业交叉分类的信息如何

转化为按机构部门分类的信息#

,2"1 <节将讨论如何将一对供给表和使用表转

.1/



化为一张对称型投入产出矩阵# 供给表和

使用表都要按产品和产业两个维度进行分

解% 而在投入产出表中% 则只按其中的某

一个维度 !产品或产业" 进行分解# 因

此% 在一张投入产出表上% 或者可以显示

产品供给与使用之间的关系% 或者可以显

示各产业产出与对各产业产出的需求之间

的关系#

,2"2 '节继续讨论如何把整个核算体系表示为

矩阵形式# 矩阵是一种非常有用的教学工

具% 而且对于账户扩展 !比如社会核算矩

阵" 而言% 是有益的起点#

%E 供给使用表中的灵活性

!$ 进口加价的处理方式

,2"3 第 !. 章;节在讨论估价问题时% 就考虑

到了如何将运输费用纳入账户中% 尤其

是应该如何记录国际运输费用# !."0!

段到 !."11 段解释了为什么基本价格与

生产者价格的差别不能简单地归结为

<6:价格和 :N;价格的区别# 后两者的

区别取决于一个单位是提供货物的单位

还是也要负责运输和保险的提交货物的

单位# 第 !."11 段最后简单讨论了根据

可得数据资料推出所需估价时会遇到的

实际问题# 为方便起见% 在这里要对这

些问题重新进行阐述#

,2"!4 海关申报单一般不能确定运输费用是由

哪个单位来承担的% 即使能够确定% 在

概念上也应该将运输费用从货物本身的

价值中单独区分出来# 但在实践中却可

能没有信息和数据来源进行此种区分#

在这种情况下% 按货物类型细分的进口

<6:价值可能是唯一的资料来源# 假如

货物进口使用了经分解的 <6:数据% 那

么% 已包括在服务进口中的运输和保险

费用将被重复计算#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出现% 需要在供给表中插入一个调整列#

该调整列由对运输和保险这两个服务项

目的减值组成% 等于对这些项目进行了

<6:B:N;调整% 同时要对货物进口进行

一次抵消性总调整# 表 !.". 曾给出过一

个此类调整的例子% 表 ,2"! 重新列出了

这个例子#

表 (*$!" 一个例子" 供给表中进口项从

,82到2I%的整体调整

<6:B:N;

调整
货物 服务

农业$ 林业和渔业产品 !4" -1

矿石和矿物% 电$ 气$ 水 !!" 0!

制造业产品 !,]." ,2.

建筑 !/"

贸易$ 住宿$ 餐饮$ 运输服务 !0" @0 0,

金融保险 !1% 不包括 1,]1-" @. !1

房地产服务$ 租赁服务 !1,]1-"

商务和生产服务 !2" /

社区和社会服务 !3,]3-"

其他服务 !3.]33"

公共管理 !3!"

<6:B:N;调整 !4 @!4

常住者在国外的购买 ,4 ,-

合计 4 -3, !41

,2"!! 调整列显示了服务加价从其产生的产业

!无论是常住生产者还是非常住生产者"

向<6:B:N;调整项目所在行所进行的重新

分配# 货物列按产业分类给出每个产业的

进口价值% 该价值包括了服务加价% 但这

一部分在该列的<6:B:N;调整行进行了统

一扣除% 此时该列总和就等于 :N;总进

口# 此列调整类同于一个解释购买者价格

与基本价格之间调整的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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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个比上述程序更简单但与 ;(90 建议并

非严格一致的程序是& 忽略国际收支平衡

表中货物和服务的界限% 通过非常住居民

提供服务的数量***该数据包含在货物进

口的详细数据中***来调整服务进口数据#

该程序能确保货物和服务进口总量与国际

收支平衡表中的总量一致% 但与这里显示

的:N;货物进口和服务进口的总量却不一

致# 该程序能简化供给使用表的编制% 但

也意味着不可能用:N;基础的货物进口数

据去与其他国家的那些货物的出口数据匹

配# 然而% 即使遵循此种简化版本% 由常

住单位负担的进口运费和保险费也必须显

示为服务出口#

($ 由不具经济所有权的单位所加工的货物

,2"!- 一个生产者可能会在非常不同的经济条件

下从事相同的活动# 农民种植的谷物在食

用之前要先磨成面粉# 假设某一农民获得

了一家磨坊来加工自家的谷物% 但一旦磨

坊为其所得% 他就可以为别人提供碾磨谷

物的服务并收取费用# 因此% 拥有磨坊之

农民的生产账户与没有磨坊但向前者支付

碾磨费用之农民的生产账户就会有所不同%

即使他们所生产的面粉都是用于销售#

,2"!. 就磨面这个例子来说% 将碾磨活动分包给

另一方% 原因可能在于所需固定资产的可

获得性# 但是% 现在类似的加工活动正日

益国际化% 而且越来越与零部件组装等制

造活动紧密关联# 这种情形出现的动因很

少是源于资产可获得性方面的问题% 而更

多是源于劳动力成本的差异# 如果 e国的

平均工资是f国平均工资的二分之一% 那

么f国某单位将零部件发包给 e国某单位

进行组装% 然后再将成品返回给 f或直接

发给最终购买者% 可能在成本上会更加节

省#

,2"!/ 旧版 #$%建议% 用于组装的零部件应该记

录为向e国单位的交付% 然后应将组装后

成品的整体价值记录为e国的产出和 e国

向f国的出口# 这种处理与谷物碾磨或如

设备维修等情况的处理方式是不匹配的%

因为在这些情况下并未虚拟认为所加工货

物所有权发生了变更# 对那些待组装零部

件的所有权变更进行虚拟处理% 会引起重

大的数据编制问题% 这是因为组装后的产

品价值可能比零部件的成本与组装费用之

和都要高# 例如% 成品价值中可能包含了

承接组装单位的研发成果# 考虑上述情况%

#$%现在的建议是& 只有符合以下两种情

况% 才应该将产品的流动记录为向另一个

单位的交付# 一种情况是所有权的确发生

了变更% 另一种情况是% 两个生产单位属

于同一企业% 但接收产品的生产单位要在

加工的数量$ 收取的价格以及出售的时机

等方面做出决策% 并承担随后的风险和享

有生产的收益#

,2"!0 问题在于% 组装其他单位订购货物的活

动在供给使用表以及投入产出表中应该

如何记录# 为自己组装和为他人组装在

物理上类似% 但二者的经济意义是不同

的#

,2"!1 假设第 ! 年某加工单位仅为自己加工产品#

在第 , 年该单位不仅为自己加工相同数量

的产品% 同时还为另一个单位加工了类似

数量的产品# 假设第 ! 年加工项目的费用

为 34% 组装所需相关产品的费用为 !4% 增

加值为 -/% 则产出总价值为 !-/# 第 , 年%

在所有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由于为另一个

单位加工了相同数量的产品% 中间消耗增

加了 !4% 变为 !!4% 增加值变为 14% 因此

产出价值达到 !24# 在没有生产者角色发

生改变***生产者不再仅为自己生产还为

他人生产***的信息的情况下% 是难以理

解其生产结构的改变的#

,2"!2 在经济所有权不发生改变的情况下% 有

两种基本记录方式# 第一种是将为自己

加工和为他人加工作为不同的活动类型

处理% 加工后的产品也相应地作为不同

的产品处理# 用此种方式% 生产者在第

, 年将有一种活动与第 ! 年相同& 投入

为 !44% 增加值为 -/% 产出为 !-/' 还

有另一种活动其投入为 !4% 增加值为

-/% 产出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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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第二种记录方式是% 将生产者在第 , 年的

中间投入记为 ,44% 增加值记为 14% 产出

记为 ,14# 由此可见% 两种记录方式的增

加值是相同的# 但如果想从物质转化角度

对第 ! 年和第 , 年进行比较% 则第二种记

录方式更有意义# 然而% 产出和中间消耗

各增加 34 在本质上是人为的# 此外% 正如

前面所述% 加工者在接受来料并将成品提

供给其他单位的过程中可能难以提高产品

的价值# 往往出现的情形是& 该加工者仅

仅知道他得到的 ./ 中包含了组装费用 !4%

剩下的部分就是增加值% 在本例中为 -/#

这些记录方式显示在表 ,2", 中#

表 (*$(" 经济所有权未发生改变时

记录货物的两种方式

材料费

其他费用

中间消耗合计

增加值

产出

第 ! 年 第 , 年 方式 ! 方式 ,

34 34 34 !24

!4 ,4 !4 !4 ,4

!44 !!4 !44 !4 ,44

-/ 14 -/ -/ 14

!-/ !24 !-/ ./ ,14

,2",4 应该强调的是% #$%的建议是采用记录方

式 !% 针对把货物运往国外加工的情况%

;(90 也是如此建议的# 为了与过去的做

法保持连续性% 可以采用方式 , 作补充说

明# 方式 ! 能够更准确地反映所发生的经

济过程% 而方式 , 则重点反映了物质转化

过程#

,2",! 如果将货物运往国外加工% 那么在 #$%或

G)D0 中% 既不能把货物记为拥有其经济

所有权国家的货物出口% 也不能记为加工

国家的货物进口# 同样% 在加工之后既不

能记为加工国家的出口% 也不能记为拥有

其经济所有权国家的进口# 唯一记录为出

口和进口的项目是经济所有者和加工者之

间商定的费用#

,2",, 货物的实物流量将继续出现在商品贸易数

据中# 然而% 加工后的产品代码可能与进

入该国待加工产品的代码并不相同% 因此

进来的流量和出去的流量就难以匹配起来#

,2",- 从记录方式 , 的表述可以看出% 可以依据

到达加工国的货物价值与离开加工国的成

品价值的差额来推算加工费# 可是% 尽管

有时推算的结果可能是加工费的合理近似%

但也存在多种原因使它无法达于合理近似#

)"如果加工过程会耗费大量时间% 那么就

可能存在会影响货物价值的持有损益#

这些损益应计入经济所有者而非加工者

名下#

*"货物在加工过程中有可能丢失$ 损坏或

者过时 !在电子元件加工案例中已经观

察到此种现象"% 这些其他物量变化也

应该计入经济所有者而非加工者名下#

+"加工后的货物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可能远

远大于零部件成本和加工费用之和% 这

是因为成品价值中会包括一部分 Cb'

价值% 它应处理为经济所有者的固定资

本形成#

,2",. 所有这些情况都强化了对表 ,2", 两种记录

方式中选择记录方式 ! 的偏好#

+$ 供给使用表与部门账户

,2",/ 正如第 !. 章所解释的% 从一套供给使用表

中可以推导出&'(的三个估计值# 由于供

给使用表可以用物量单位表示% 因此在其

基础上可以估计经济增长率# 然而% 为得

到一套完整的账户序列% 需要按机构部门

编制生产账户# 为确保供给使用表与账户

序列能够完美整合并具有一致性% 需要在

使用表中显示中间消耗和增加值的构成%

并在纵列上按机构部门展开#

,2",0 编制的起点是表 !."!, 中有关中间消耗和

增加值的那部分使用表# 表 ,2"- 显示了一

个略加合并后的使用表#

,2",1 金融公司的归并是最简单的% 因为通常情

况下这类公司不会从事次要活动% 其他机

构单位也不会从事金融活动# 在这些条件

基本具备的情况下% 金融和保险活动所在

列就可完整地处理为金融公司机构部门#

金融公司可能会为自身最终使用 !如资本

形成" 从事一些生产活动% 在这种情况

下% 应该在表 ,2"- 与自给生产有关部分的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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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个合适的列中增加一些内容来进行展示#

但在本例中没有进行这种调整#

,2",2 与非市场生产者相关的那些列必须划分为

一般政府和 $(6#7两部分# 此外% 一般政

府或$(6#7有可能设立一些基层单位来从

事市场生产活动***尽管本示例中并没有

这样设定# 这就可以解释% 为什么非市场

生产者也可能会获得少量营业盈余了# 一

般政府和 $(6#7还可以为自身最终使用

!如资本形成" 从事一些生产活动% 但示

例中没有做这样的设定#

,2",3 最后一步是应将其余所有的列划分为非金

融公司和住户两部分# 由于一部分市场生

产活动应该划归住户部门% 所以生产活动

的增加值中会含有混合收入# 就是说% 在

本例中% 住户不仅为自身最终使用而生产%

还会从事部分农业$ 制造业$ 建筑业和贸

易等市场活动# !需要注意的是% 一般而

言% 其他部门也可以进行一些为自身最终

使用的生产% 但为了在总量层面保持简洁%

本示例中没有做这样的设定"#

,2"-4 一旦这些计算都完成% 就可以得到表

,2".% 该表不仅显示了每个部门的总中间

消耗% 而且能显示出中间消耗的构成% 此

外% 该表也能显示出增加值的构成项目#

表 (*$+" 来自表 !.$!( 的使用表

产品使用

?

按
购
买
者
价
格
计
算
的
总
供
给

?

产
品
税

?

产
品
补
贴

!!" !," !-" !." !/"

产业中间消耗 !按6#6<分类"

市场生产

?农业$

林业

和渔

业

制造

业和

其他

工业

建

筑

业

贸易$

运输$

住宿

餐饮

业

信息

及通

信业

金融

和保

险业

房地

产业

商务

服务

业

教育$

卫生

及社

会服

务业

其他

服务

业

市场

生产

小计

!%" !;@=" !:" !&@6" !i" !P" ! "̂ !9@$"!(@Z"

C@̀

及Y

!0" !1" !2" !3" !!4" !!!" !!," !!-" !!." !!/" !!0

)

)

)

)

)

)

)

)

)

)

)

)

)

"

!

,

-

.

/

0

1

2

3

!4

!!

!,

!-

!.

!/

!0

!1

!2

!3

,4

,!

,,

,-

,.

,/

产品 !按<(<部门分类
)

"

)

总使用

农业$ 林业和渔业产品 !4"

)

!,2 , 1! 4 - ! , ! , 4 4 2,

矿石和矿物% 电$ 气$ 水 !!"

)

,0- - !34 ! 0 - , ! , 4 4 ,42

制造业产品 !,]."

)

,!0! ,1 01/ 0- .. !0 !0 3 !3 . / 212

建筑 !/"

#############################################

)

,0! ! 3 / - ! ! ! ! 4 4 ,,

贸易$ 住宿$ 餐饮$ 运输服务!0"

)

,!0 - 0/ - ,/ . . , . 4 4 !!4

金融保险 !1% 不包括 1,]1-"

)

!/3 ! -0 / !2 ! - - 1 ! ! 10

房地产服务% 租赁服务 !1,]1-"

#############################################

)

!3/ ! !/ ! 2 , / , . 4 ! -3

商务及生产服务 !2"

)

,1, , 14 !, !/ !4 !2 3 !3 1 3 !1!

社区和社会服务 !3,]3-"

)

,1/ 4 ! 4 4 4 4 ! 4 4 ,

其他服务 !3.]33"

#############################################

)

3/ ! ! 4 ! ! ! 4 ! 4 4 0

公共管理 !3!"

)

!02 4 4 4 4 4 4 4 4 4 4 4

常住居民在国外的直接购买
)

.- 4

非常住居民在国内的购买
)

4 4

合计
)

.,-0 .! !!-- 34 !,- -3 /, ,2 04 !, !0 !/3.

总增加值
)

B&'( !.! @2 -1 1,2 !!2 !-3 0! 3. 00 !,- /! 00 !.2-

雇员报酬
)

!3 /.1 13 !4, -, .. .3 13 .- .1 !4.!

生产$ 进口税减生产$ 进口补贴
)

!.! @2 @, .- / @/ @! . 0 . ! ! /0

混合收入总额
)

. -4 - 3 4 4 4 4 4 4 .0

营业盈余总额
)

!0 !42 -! -- -4 .0 !! .4 1 !2 -.4

固定资本消耗@混合收入
)

! - 4 ! 4 4 4 4 4 4 /

固定资本消耗@其他
)

2 24 !! -4 1 !, / !, ! , !02

总产出
)

12 !20! ,42 ,0, !44 !.0 3. !2- 0- 2, -411

劳动投入 !工作小时数"

)

!2.4 -!30, .,.. 2120 !--, !,34 3,4 !/0, .3. 0., /-41,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

!4 !,, 2 .3 !. 1 / 1 ! , ,,/

固定资产期末存量
)

!., !20! !.- 1-! ,42 !.- !4, !.1 ,,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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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该表所显示的每个机构部门的中间消耗$

产出和增加值构成的数据% 就是账户序列

中生产账户和收入形成账户里所列示的那

些数据#

,E投入产出表的推导

!$ 什么是投入产出表'

,2"-, 从本质上说% 投入产出表是根据使用表推

导出来的& 要么把使用表最左边两个象限

中表示产业的列替换为产品% 要么把使用

表最上方两个象限中表示产品的行替换为

产业# 由此得到的中间消耗矩阵就是一个

方阵% 其行与列要么同时表示产品% 要么

同时表示产业# 在这两种情形下% 所得到

产品 >产品矩阵或产业 >产业矩阵就整个

矩阵而言% 行和与列和都是相等的% 因此%

这种矩阵被认为是对称的#

表 (*$+ $续%" 来自表 !.$!( 的使用表

产业中间消耗 !按6#6<分类划分
)

"

自给性最终使用????

)

非市场生产

农业$

林业

和渔

业

建

筑

业

房地

产和

私人

住户

服务

业

自给

性最

终使

用小

计

教育$

卫生

及社

会服

务业

公共

管理

非市

场部

分小

计

产业

合计

经济)

)

)

)

)

)

)

)

)

)

)

)

)

)

)

)

)

)

总体

!%" !:" ! "̂ !(@Z" !N

)

)

)

)

)

)

"

!!1" !!2" !!3" !,4" !,!" !,," !,-" !,." !,/

) ) )

"

???

)

)

)

)

出口

)

)

)

)

)

)

)

)

货物 服务

!,0" !,1" !,2

)

"

)

最终消费支出

最终

消费

支出

小计

住户 $(6#7

)

一般政府

小计 公共

消费

个人)

)

)

)

)

)

)

)

)

)

)

)

)

)

)

)

)

)

)

消费

!,3" !-4" !-!" !-," !--" !-.

)

"

资本形成总额

资本

形成

总额

小计

固定

资本

形成

存货

变化

贵重

物品

获得

减处

置

!-/" !-0" !-1" !-2"

!

,

-

.

/

0

1

2

3

!4

!!

!,

!-

) ) ) ) )

) ) ) ) )

!.

) ) ) ) )

! 4 4 ! - , / 22 1 4 -4 ,2 4 , 4 , - , !

) ) ) ) )

4 4 4 4 / . 3 ,!1 1 4 .4 .4 4 4 4 4 @! 4 @!

) ) ) ) )

/ !1 !4 -, ., -2 24 334 .,, 4 /1- /14 4 - 4 - !10 !0! / !4

#############################################

) ) ) ) )

4 4 4 4 !! 1 !2 .4 0 4 , , 4 4 4 4 ,!- !34 ,-

) ) ) ) )

4 4 4 4 . / 3 !!3 4 // ., ., 4 4 4 4

) ) ) ) )

4 , - / 0 !1 ,- !4. 4 , /- /- 4 4 4 4

#############################################

) ) ) ) )

4 4 4 4 2 !4 !2 /1 4 ! !!/ !!/ 4 4 4 4 ,, ,, 4

) ) ) ) )

4 / 1 !, !/ ,. -3 ,,, 4 3 .4 .4 4 4 4 4 ! ! 4

) ) ) ) )

4 4 4 4 ,. 2 -, -. 4 , ,-3 ,! !. ,4. 4 ,4.

#############################################

) ) ) ) )

4 4 4 4 , , . !4 4 4 2/ 2/ 4 4 4 4

) ) ) ) )

4 4 4 4 ! ! , , 4 !00 / , !/3 !/0 -

) ) ) ) )

.- .-

) ) ) ) )

,4 3 @,3 @,3

) ) ) ) )

0 ,. ,4 /4 !,! !!2 ,-3 !22- .0, 12 !-33 !4!/ !0 -02 !/0 ,!, .!. -10 ,2 !4

!/

!0

!1

!2

!3

,4

,!

,,

,-

,.

,/

) )

/ !, 24 31 3! /4 !.! !1,! !2/.

) )

4 4 4 14 -3 !43 !!/4 !!/4

) )

4 4 4 4 ! ! , /2 !3!

) )

- !, 4 !/ 0! 0!

) )

, 4 24 2, ,4 !4 -4 ./, ./,

) )

- 4 4 - 2 2

) )

! 4 !/ !0 ,4 !4 -4 ,!. ,!.

) )

!! -0 !44 !.1 ,!, !02 -24 -04.

) )

,!2 124 4 332 1,33 2444 !/,33 03-03

) )

! ! !,. !,0 !- !, ,/ -10

) )

)

)

)

)

)

)

)

)

)

)

)

)

!1 !1 !2/! !22/ ,4! !03 -1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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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用产业维替代产品维% 要以下面将讨论的

若干可能模型中的某一个为基础# 替代过

程必然意味着& 相对于供给使用表来说%

对称型投入产出矩阵会更加远离基础数据

源# 因此% 有必要说明为什么要做这种转

换#

,2"-. 需要指出的是% 表 !."!, 中没有与矿石和

矿物$ 电和水这一类产品相对应的列# 如

果存在这样的产品% 没有一个产业将它作

为主要产出% 那么% 要靠识别主要生产者

!而非产品数" 来决定对称型 !方" 矩阵

的最终规模#

($ 投入产出矩阵的分析潜力

,2"-/ 投入产出表的代数性质使其特别适合于分

析% 由此可对如下问题进行估计& 相对价

格变化的影响$ 由于产出水平变化而对劳

动和资本需求变动的影响$ 需求模式变化

之后果的影响等# 投入产出表也可以作为

扩展版本的基础% 例如% 用扩展表可以估

计经济需求对环境的影响#

表 (*$." 按产业和机构部门交叉划分的中间消耗和增加值

产品使用

非金融公司

农业$

林业

和渔

业

制造

业和

其他

工业

建

筑

业

贸易$

运输$

住宿

餐饮

业

信息

及通

信业

房地

产业

商务

服务

业

教育$

卫生

及社

会服

务业

其他

服务

业

产业

合计

金融公司

金融

和保

险业

产业

合计

!按主产品划分的" 货物和服务

总使用

!"农业$ 林业和渔业产品 !4" , 02 4 - ! ! , 4 4 11 , ,

,"矿石和矿物% 电$ 气$ 水 !!" - !2, ! 0 - ! , 4 4 !32 , ,

-"制造业产品 !,]." ,. 0.- 0! -2 !0 3 !3 . / 2!3 !0 !0

."建筑 !/"

##############################################

! 2 / - ! ! ! 4 4 ,4 ! !

/"贸易$ 住宿$ 餐饮$ 运输服务 !0" - 0! - ,- . , . 4 4 !44 . .

0"金融保险 !1"% 不包括房地产 ! -0 / !2 , - 1 ! ! 1. , ,

1"房地产服务% 租赁服务 !1,]1-"

##############################################

! !/ ! 2 , , . 4 ! -. / /

2"商务及生产服务 !2" , 02 !! !. 3 3 !3 1 3 !.2 !3 !3

3"社区和社会服务 !3,% 3-" 4 ! 4 4 4 4 ! 4 4 , 4 4

!4"其他服务 !3.]33"

##############################################

! ! 4 ! ! 4 ! 4 4 / ! !

!!"公共管理 !3!"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合计 -2 !42- 21 !!. -3 ,2 04 !, !0 !.11 /, /,

!1"总增加值B&'( -! 03! !!/ !,1 0! 00 !,- /! 00 !--! 3. 3.

,2"总产出 03 !11. ,4, ,.! !44 3. !2- 0- 2, ,242 !.0 !.0

雇员报酬 !2 /.4 13 33 -, .3 13 .- .1 320 .. ..

混合收入总额

营业盈余总额 !/ !42 -! -, -4 !! .4 1 !2 ,3, .0 .0

生产$ 进口税减生产$ 进口补贴 @, .- / @. @! 0 . ! ! /- . .

固定资本消耗 2 24 !! -! 1 / !, ! , !/1 !, !,

其中& 混合收入 4

混合收入净额

营业盈余净额 1 ,2 ,4 ! ,- 0 ,2 0 !0 !-/ -. -.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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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正如引言中所提到的% 关于如何编制和使

用投入产出表的文献很多# 本节的目的只

是为了说明将一对供给使用表转化为一张

投入产出表时需要注意的几个关键方面#

,2"-1 将产业间矩阵中的每个元素除以位于相应

列底部的总产出% 并将得到的矩阵记为%'

总产出向量记为 d% 总最终需求向量记为

W% 则有&

%dAWad

该公式可改写为&

!6@%" daW

或

da !6@%"

@!

W

,2"-2 矩阵 !6@%" 就是著名的列昂惕夫矩阵

***列昂惕夫是利用投入产出表的先驱%

矩阵 !6@%"

@!称为列昂惕夫逆# 它是

使得投入产出分析具有分析力的最终公

式#

表 (*$. $续%" 按产业和机构部门交叉划分的中间消耗和增加值

产品使用

一般政府 $(6#7 住户

教育$

卫生

及社

会服

务业

公共

管理

产业

合计

教育$

卫生

及社

会服

务业

产业

合计

农业$

林业

和渔

业

制造

业和

其他

工业

建

筑

业

贸易$

运输$

住宿

餐饮

业

房地

产业

产业

合计
总计

!按主产品划分的" 货物和服务

总使用

!"农业$ 林业和渔业产品 !4" - , / 4 4 ! - 4 4 4 . 22

,"矿石和矿物% 电$ 气$ 水 !!" . . 2 ! ! 4 2 4 4 4 2 ,!1

-"制造业产品 !,]." -0 -2 1. 0 0 2 -, !3 0 !4 1/ 334

."建筑 !/"

##############################################

3 1 !0 , , 4 ! 4 4 4 ! .4

/"贸易$ 住宿$ 餐饮$ 运输服务 !0" . / 3 4 4 4 . 4 , 4 0 !!3

0"金融保险 !1" 不包括房地产 / !1 ,, ! ! 4 4 , 4 - / !4.

1"房地产服务% 租赁服务 !1,]1-"

##############################################

1 !4 !1 ! ! 4 4 4 4 4 4 /1

2"商务及生产服务 !2" !- ,. -1 , , 4 , 0 ! 1 !0 ,,,

3"社区和社会服务 !3,% 3-" ,! 2 ,3 - - 4 4 4 4 4 4 -.

!4"其他服务 !3.]33"

##############################################

! , - ! ! 4 4 4 4 4 4 !4

!!"公共管理 !3!" ! ! , 4 4 4 4 4 4 4 4 ,

!."合计 !4. !!2 ,,, !1 !1 3 /4 ,1 3 ,4 !!/ !22-

!1"总增加值B&'( 10 /4 !,0 !/ !/ !! -1 !/ !, 24 !// !1,!

,2"总产出 !24 !02 -.2 -, -, ,4 21 ., ,! !44 ,14 -0.4

雇员报酬 /3 -3 32 !! !! ! 1 4 - !! !!.3

混合收入总额 1 -4 !/ 3 0! 0!

营业盈余总额 !1 !4 ,1 - - - 4 4 ! 24 2. ./-

生产$ 进口税减生产$ 进口补贴 4 ! ! ! ! 4 4 4 @! 4 @! /2

固定资本消耗 !1 !4 ,1 - - / - 4 4 !/ ,- ,,,

其中& 混合收入

混合收入净额 . - 4 ! 4 2 2

营业盈余净额 4 4 4 4 4 , 4 4 , 0/ 03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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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假设对制造业产品的需求增加了# 甚至从

供给使用表中也可以看到% 为了满足制造

业产品产出增长的需要% 需要加大几乎所

有类型产品的投入# 对一系列产品需求的

此类增长称为需求变化的直接效应# 然而%

所有这些产品的需求增加后就会导致又一

轮所有产品产出的增加% 而这又引发了另

一组产出的增加% 以此类推# 每一轮产生

的效应都小于上一轮% 直到这些效应变得

微不足道# 第二轮和以后各轮产生的效应

的总和% 被称为需求变化的间接效应#

,2".4 用刚刚引入的上述数学符号来表示& 直接

效应等于%W% 第二轮效应为 %

,

W% 第三轮

效应为 %

-

W% 依次类推# 可以证明& !6@

%"

@!可以写为 6A%A%

,

A%

-

A%

.

.# 对

称矩阵的分析功能就是来源于此% 因为只

有%是方阵% 这个公式才能运行#

,2".! 只要需求W的变化足够小% 矩阵%的平均系数

就可能是对新情形的一个较好的逼近% 这样就

能计算出d的新水平# 如果需求变化大到使得

%矩阵发生了显著变化***此时需要依据的是

边际系数而非平均系数% 该方法就会失效#

,2"., 矩阵%有时也被称为技术系数矩阵% 可以提

供观察经济运行方式的视角# 在初级产品占

主导地位$ 国内经济几乎不存在加工活动的

经济中% 矩阵 %内显著非零的元素相对较

少# 随着经济发展和对初级产品的加工越来

越普遍% 经济体系内活动的纵向和横向一体

化程度增加% 矩阵%中越来越多的元素会反

映出此种情况# 通过研究与在生产过程不同

阶段有关的各个产业% 就能理解增加值是如

何产生的# 例如% 棉花作为一种农产品被种

植% 收获后要分捡为棉绒和种子 !轧棉"%

然后棉绒可纺成纱% 纱又可织成布# 如果这

些活动都是由不同产业进行的% 那么就可以

看到从棉花的种植到最终供使用的布料之整

个过程中% 增加值是从何处产生的#

+$ 次要产品

,2".- 如!"!#等产业分类基本上是根据所生产的

典型货物或服务的种类来确定产业的# 但

由于种种原因% 产品个数要多于产业个数%

一些产品可能会在几个产业生产#

,2".. 为了限制每个单位的产品个数并能与基本

生产统计接轨% 引入了基层单位的概念#

原则上% 一个基层单位只能在一个地点生

产一种产品% 但 #$%也承认在实践中不可

能把生产划分得如此精细# 对很多基层单

位生产超过一种产品的情况进行处理% 是

计算对称型投入产出矩阵的基本思想#

,2"./ 由于次要产品的存在% 需要将供给使用表

转化为投入产出表# 如果产品个数与产业

个数相等% 且每个产业仅生产一种产品%

编制国内经济的供给表是没有必要的' 而

且各产业列的列和在数值上会等于各产品

行的行和' 此外% 在此种情况下% 产业间

矩阵在最初编制时就是方阵# 正如其他地

方所提到的% 使用基层单位而非企业的背

后意图% 以及要在相当细分类的层次上编

制供给使用表的原因% 就是为了在满足操

作可行性的条件下尽可能接近此种情形%

尽管仍难免存在一些次要产品#

,2".0 有三种类型的次要生产&

)"辅助产品& 是指那些与主要产品技术上

无关的产品# 恰当的例子包括& 大型零

售商拥有卡车车队主要用于为自身提供

服务% 但有时也会用于为其他单位提供

运输服务' 又如农民将其一部分土地作

为拖车营地使用' 再如采矿公司为其工

人修建通行道路和提供膳宿#

*"副产品& 是在另一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同

时生产出来的$ 被认为相对次要的产

品% 例如高炉所产生的气体#

+"联产品& 是另一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同时

生产出来的$ 不能视为相对次要的产品

!例如牛肉和牛皮"#

将一对供给使用表化简化为一张投入产出

矩阵% 有两种可能的操作方式& 一种是只

按产品表示投入产出矩阵% 另一种是只按

产业表示投入产出矩阵#

.$ 重新分配次要产品

,2".1 有两种基本方法可用来消除次要产品% 这

两种方法都是将来自使用矩阵的信息应用

到供给矩阵% 将其化简为纯对角阵# 一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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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做了% 供给矩阵就不再包含更多的有

用信息% 也不再需要展现# 转换后的使用

矩阵就是通常所指的投入产出矩阵#

,2".2 在利用最简单可行的方法推导产品>产品矩

阵时% 使用矩阵的最终需求象限应保持不

变# 因为该象限已经表示了按产品分类的需

求% 故而不需要改变# 但是% 使用矩阵的中

间消耗和增加值部分需要从产业维变为产品

维# 矩阵的行和已经给出了正确的产品总

量% 所以只需在行和给定的情况下% 从一列

到另一列重新分配表中各单元格的数值# 该

方法称为工艺方法% 它假定产品的性质决定

了对中间消耗$ 劳动和资本投入的需求#

,2".3 在利用最简单可行的方法推导产业>产业矩

阵时% 使用矩阵的增加值部分是无须改变

的% 而且由于总产出水平不变% 只有中间消

耗的构成而非总计发生变化# 因此% 需要在

行之间而不是在列之间进行重新分配# 与产

品>产品矩阵的推导成对比的是% 最终需求

象限将会改变% 要变为显示对供给产品之产

业的需求而非显示对产品本身的需求# 该方

法称为销售份额方法% 它假定产业的销售份

额不随其产出水平的变化而变化#

,2"/4 技术假定和销售份额假定都非常简单% 在

实践中可能会使用更一般化的方法% 但首

先对这两个假定进行更细致的检验是有帮

助的#

产品>产品表

,2"/! 通过以下两种途径可以推出一个产品 >产

品矩阵&

)"产业部门工艺假定% 它假设每个产业无论

产品构成如何% 都有自己特定的生产工艺

!即生产的所有产品都具有相同的投入结构"#

*"产品工艺假定% 它假设每一种产品不论

由哪个产业生产% 都具有自己特定的生

产工艺 !即具有相同的投入结构"#

,2"/, 用实例来解释是最简单的# 从表 !."!, 的

上半部分可以看出% 建筑业生产的 ,42 单

位的产品中有 0 单位是制造业产品# 从表

!."!, 的下半部分 !表 ,2"- 又再次给出"

可以看出制造业和建筑业生产中的必要投

入# 表 ,2"/ 前两个数值列又重新列出了这

些数据% 接下来的两个数值列则以百分比

形式给予显示# 例如% 制造业生产一单位

的产品需要使用 4"4-2 单位的农产品$

4"!4, 单位的矿石和矿物产品等等' 建筑

业生产一单位的产品不需要农产品% 需要

使用 4"44/ 单位的矿石和矿物产品等#

,2"/- 为了创建产品 >产品矩阵% 有必要从建筑

业一列中扣除生产 0 单位制造业产品的有

关成本% 加到制造业一列中# 所有次要生

产的调整完成之后% 这些列表示的就是产

品而不是产业了#

产业部门工艺假定

,2"/. 在产业部门工艺假定下% 显示制造业产品

是如何生产出来的系数要取决于生产它们

的产业# 因此% 为了从建筑业重新分配 0

单位制造业产品到现在仅指制造业产品的

列中 !暂时忽略其他次要产品"% 要以 0

乘以建筑业系数% 将所得数值作为一组投

入从建筑业一列中减去% 增加到制造业一

列中# 这些结果在表 ,2"/ 的第 / 个和第 0

个数值列中列出#

产品工艺假定

,2"// 在产品工艺假定下% 显示制造业产品是如

何生产出来的系数就是制造业的系数% 无

论它们实际上是在哪个产业生产的# 在这

种情况下% 为了从建筑业重新分配出 0 个

单位的制造业产品% 要以 0 乘以制造业系

数% 将所得数值从建筑业一列里减去% 增

加到制造业列中% 这些结果在表 ,2"/ 的第

1 个和第 2 个数值列中列出#

,2"/0 特别需要指出由这些假定所引起的问题#

如果使用产品工艺假定% 那就意味着% 假

设建筑业所生产的制造业产品需要消耗数

量不多的食品# 然而% 建筑业消耗的农产

品实际记录为零% 因此从该单元格的记录

值中扣除这些农产品投入就会得出负值#

在产业部门工艺假定下不会出现负值元素#

从逻辑上讲是不可能出现负值元素的%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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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一个例子" 从建筑业到制造业重新分配产品

产品使用

制造

业和

其他

工业

建

筑

业

制造

业和

其他

工业

建

筑

业

制造

业和

其他

工业

建筑

业

制造

业和

其他

工业

建

筑

业

使用表 系数形式 产业部门工艺 产品工艺

!"农业$ 林业和渔业产品 !4"

,"矿石和矿物% 电$ 气$ 水 !!"

-"制造业产品 !,]."

."建筑 !/"

/"贸易$ 住宿$ 餐饮$ 运输服务 !0"

0"金融保险 !1% 不包括 1,]1-"

1"房地产服务% 租赁服务 !1,]1-"

2"商务和生产服务 !2"

3"社区和社会服务 !3,]3-"

!4"其他服务 !3.]33"

!!"公共管理 !3!"

??合计

??总增加值

??总产出

1! 4 -"2 4"4 1!"4 4"4 1!", @4",

!34 ! !4", 4"/ !34"4 !"4 !34"0 4".

01/ 0- -0"- -4"- 010"2 0!", 011", 04"2

############################

3 / 4"/ ,". 3"! ."3 3"4 /"4

0/ - -"/ !". 0/"! ,"3 0/", ,"2

-0 / !"3 ,". -0"! ."3 -0"! ."3

############################

!/ ! 4"2 4"/ !/"4 !"4 !/"4 !"4

14 !, -"2 /"2 14"- !!"1 14", !!"2

! 4 4"! 4"4 !"4 4"4 !"4 4"4

############################

! 4 4"! 4"4 !"4 4"4 !"4 4"4

4 4 4"4 4"4 4"4 4"4 4"4 4"4

!!-- 34 0! .- !!-/"0 21". !!-0"1 20"-

1,2 !!2 -3 /1 1-!". !!."0 1-4"- !!/"1

!20! ,42 !44 !44 !201 ,4, !201 ,4,

此为赞同使用产业部门工艺假定而非产品

工艺假定提供了一个论据#

产业>产业表

,2"/1 正如有两种途径可以得到产品 >产品表一

样% 获得产业 >产业表也有两种途径% 分

别为&

)"固定产品的销售份额% 假设使用者的需

求结构取决于产品而非销售该产品的产

业#

*"固定产业的销售份额% 假设使用者对同

一产业的各种产品总是有相同的需求结

构#

,2"/2 虽然没有针对产业 >产业表的编制提供类

似于表 ,2"/ 的表% 但该表的构建方式是相

似的且并不复杂% 只不过此时使用表上的

调整应该按行进行而非按列进行#

,2"/3 为了创建一个产业 >产业表% 有必要将 0

单位制造业产品的使用从制造业行转到建

筑业行# 所有次要生产的调整完成之后%

这些行表示的将是产业而非产品#

固定产品销售份额

,2"04 在这种情况下% 为了将建筑产业提供的 0

单位制造业产品分配给建筑业所在行% 要

按制造业行的产品去向比例将制造业行的

一部分分配给建筑业行# 这样处理所获得

的矩阵不会包含负值元素#

固定产业销售份额

,2"0! 此时要按建筑业行的产品去向比例% 将建

筑业提供的 0 个单位制造业产品从制造业

行重新分配给建筑业行% 这样处理所获得

的矩阵可能就会包括负值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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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的选择

,2"0, 对投入产出表编制者而言% 有四种基本方

案可供选择&

)"使用产品工艺假定编制产品>产品表

*"使用产业部门工艺假定编制产品>产品表

+"假定产品销售份额固定编制产业>产业表

5"假定产业销售份额固定编制产业>产业表

选用方案)和 5 可能会出现负值元素% 选

用方案 *和+则不会出现负值元素#

,2"0- 可以同时编制产品 >产品表和产业 >产业

表% 它们各自具有不同的分析功能# 例如%

为确保与价格指数严格保持一致% 编制产

品>产品表更为可取# 为与劳动力市场问

题衔接% 编制产业>产业表可能会更有用#

但是% 传统上大量研究兴趣聚焦于产品 >

产品表% 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对背后技术问

题的关注相关# 而随着不同产业之间的经

济关联逐渐增强% 对产业 >产业表的研究

兴趣必然会更加浓厚#

混合方法

,2"0. 在实践中% 一般不会单独地使用某一种方

法# 了解所关注的产品或产业类型应有助

于判断% 基于产业的转化程序亦或基于产

品的转化程序哪一个最合适# 尽管在一开

始有时会出现负值% 次要产品仍可以选择

不同的处理方式#

,2"0/ 各种方法之间的差异程度取决于多种因素%

尤其是取决于体现在供给矩阵中的次要生

产程度# 一般来说% 产业分解得越细% 需

要重新分配的次要产品就越少% 投入产出

表与供给使用表就越接近# 一些国家确实

更偏好于使用分类非常详细的供给使用表%

从来都不编制对称表#

,2"00 为了详细说明所涉及的各种方法之间的差

异% 表 ,2"0 和表 ,2"1 首先展示了将第 !.

章中之供给使用表仅按产业部门工艺假定转

化为产品>产品表所得到的结果% 然后展示

了将供给使用表只按照产品销售份额固定假

定转化为产业>产业表所得到的结果#

转换所需的数据库

,2"01 对称型投入产出表编制的起点是一对以基

本价格表示的供给使用表# 即使基本价格

使用表的估算与基础统计资料和实际观测

值相去不远% 但仍然需要强调% 投入产出

表是一种分析架构% 不是直接观测到的现

象的汇编#

,2"02 进而% 将基本价格使用表划分为如下两部

分是有好处的& 一部分呈现与国内产出有

关的元素% 另一部分呈现与进口有关的元

素# 这种划分对统计资料的要求非常高%

但其结果允许在处理进口时存在很大的灵

活性% 还能就需求对常住生产者和国外生

产者供给的影响作出清晰的分析#

,2"03 进口的实际处理方式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话

题% 会有多种方案可供选择# 在一些经济

体中% 一些重要的产品只能通过进口获得%

所以从进口中将 (非竞争性) 的进口分离

出来特别引人关注#

,2"14 另一个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是所需要的产品

和产业分类的详细程度% 它将随着统计机构

可获得的资料和结果的用途不同而变化#

-E 社会核算矩阵

!$ 以矩阵形式表示账户序列

,2"1! 使用表中有一部分与产品的去向有关% 它

以矩阵形式展示了货物和服务账户的一方#

然而% 它也可以用如下一系列子矩阵来表

示& 反映中间消耗的子矩阵$ 反映最终消

费的子矩阵$ 反映资本形成的子矩阵以及

/2/

第 (* 章"投入产出及其他基于矩阵的分析



????

书书书

表
!
"
#
$
!
产
品

%
产
品
投
入
产
出
矩
阵
示
例

产
品
使
用

按
产
品
组
划
分
的
中
间
消
耗

农 业 ! 林 业 和 渔 业 产 品

制 造 业 和 其 他 工 业 产 品

建 筑
贸 易 ! 运 输 ! 住 宿 餐 饮

!

金 融 和 保 险

房 地 产 活 动

!

商 务 和 信 息 服 务

教 育 ! 卫 生 及 社 会 服 务

其 他 服 务

公 共 管 理

产 业 合 计

出
口

货 物
服 务

一
般
政
府

最 终 消 费 支 出 合 计

住 户
"

#

$

%

&

小 计
公 共 消 费

个 人 消 费

资 本 形 成 总 额 小 计

固 定 资 本 形 成 总 额

存 货 变 化

贵 重 物 品 获 得 减 处 置

' ' 经 济 总 计

农
业
"
林
业
和
渔
业
产
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制
造
业
和
其
他
工
业
产
品

(
*

,
.
/

-
)

(
0

!
+
/

*
+

!
(
-

)
-

,
)
*

0
-
)

)
!
(

!
)
)
0

)
)
,

!
(

!
(

/
)

/
!

)
!

+
0
+
!

建
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
)
)

贸
易
"
运
输
"
住
宿
餐
饮

)
,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金
融
和
保
险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
!

!
!

+
)
,

房
地
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

商
务
和
信
息
服
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

*
.
.

教
育
"
卫
生
及
社
会
服
务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
!

!
!

*
-
.

其
他
服
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

公
共
管
理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调
整
#

税
收
减
补
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进
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常
住
居
民
在
国
外
的
直
接
购
买

)
(

)
(

)
(

非
常
住
居
民
在
国
内
市
场
的
购
买

*
!

0
1
*
0
1
*
0

!

总
计
$
按
购
买
者
价
格
计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0

+
+
/
+
/
/
(

)
,
*

-
/
+
(
0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总
增
加
值

2
3
4
#

)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雇
员
报
酬

+
0

.
,
.

/
!

0
!

!
)
)

.
+

!
+
!
!

+
+
(

)
0

(
0
+
+
.
!

)

生
产
税
减
补
贴

1
*

)
(

.
1
)

!
)

,
!

(
*

+
+

.
/

+
0
+

固
定
资
本
消
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混
合
收
入
总
额

,
(
(

+
(

/
!

!
!

!
!

!
!

!
,
+

营
业
盈
余
总
额

+
/

+
+
/

(
+

*
0

!
)
,

/
/

!
,
(

*
-

*
(

+
!

)
.
*

总
产
出

/
-
+
0
!
0

*
)
)

*
(
(

!
+
)
,

+
0
.

!
*
.
,

*
-
.

0
+

+
,
/
(
,
!
)

02/

())* 年国民账户体系



书书书

表
!
"
#
$
!
产
业

%
产
业
投
入
产
出
矩
阵
示
例

产
品
使
用

按
产
品
组
划
分
的
中
间
消
耗

农 业 ! 林 业 和 渔 业

制 造 业 和 其 他 工 业

建 筑 业

贸 易 ! 运 输 ! 住 宿 餐 饮 业

金 融 和 保 险 业

房 地 产 业

商 务 和 信 息 服 务 业

教 育 ! 卫 生 及 社 会 服 务 业

其 他 服 务 业

公 共 管 理

产 业 合 计

出
口

货 物
服 务

一
般
政
府

最 终 消 费 支 出 小 计

住 户
!

"

#

$

%

小 计
公 共 消 费

个 人 消 费

资 本 形 成 总 额 小 计

固 定 资 本 形 成 总 额

存 货 变 化

贵 重 物 品 获 得 减 处 置

& & 经 济 总 计

农
业
"
林
业
和
渔
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制
造
业
和
其
他
工
业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0

(
'
*

)
'

)
'

.
0

.
+

0
)

+
.
,
*

建
筑
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

0
0

)
)

)
)

+
.
-

+
,
0

*
*

)
*
(
(

贸
易
"
运
输
"
住
宿
餐
饮
业

(
-
(

-
*
+

(
*

.
/

)
,

+
'
0

*
)

0
'

(
0

(
0

)
)

)
)

.
-

)
)

*
,
*

金
融
和
保
险
业

+
'
+

-
+
.

)
,

'
-

+
+
-

/
+

)
*

0
'

0
'

)
)

)
)

)
)

)
)

+
(
,

房
地
产
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0
*

,
.

+
+
)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商
务
和
信
息
服
务
业

*
-
,

+
-

+
(

+
-

+
0

*
/

*
+

/
*
*

*
*
'

0
/

(
+

(
+

)
)

)
)

0
(

)
)

*
.
*

教
育
"
卫
生
及
社
会
服
务
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其
他
服
务
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
共
管
理

)
)

)
)

)
)

)
+

)
+

*
)

)
+
,
,

0
*

+
0
/

+
0
,

'
)

)
)

)
+
,
.

调
整
#

税
收
减
补
贴

+
'
0

0
*

+
+

)
+

)
*

(
.

+
)

)
0
(

0
(

)
)

)
)

*
+

*
+

)
)

+
'
'

进
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

常
住
居
民
在
国
外
的
直
接
购
买

(
'

(
'

(
'

非
常
住
居
民
在
国
内
市
场
的
购
买

*
)

/
1
*
/
1
*
/

)

总
计
$
按
购
买
者
价
格
计

(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0
,

*
+
*

(
+
(

'
-
,

*
.

+
)

(
*
'
,

总
增
加
值

2
3
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0
(

雇
员
报
酬

+
)

+
*
*

.
(
/

-
0

*
+

-
+

*
'
/

'
'
(

生
产
税
减
生
产
补
贴

1
*

(
'

0
1
0

(
,

'
*

+
+

0
.

+
/
+

固
定
资
本
消
耗

(
)

)
)

)
+
0

)
*
+

*
+
)

0
*

总
混
合
收
入

'
)

+
*

)
)

)
)

)
)

)
+
0

总
营
业
盈
余

*
)

)
)

)
.
)

)
*
)

)
+
)

+
+
*

总
产
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
(

12/

第 (* 章"投入产出及其他基于矩阵的分析



反映出口的子矩阵# 这些子矩阵可以分别

与生产账户$ 收入使用账户$ 资本账户和

国外账户相联系# 与之类似% 供给表则展

示了货物和服务账户的另一方% 它也可以

用两个子矩阵表示% 一个与生产账户 !产

出" 相联系% 一个与国外账户 !进口" 相

联系# 用这些子矩阵及其有关账户在水平

方向上列出使用表% 在纵向上列出供给表%

就可得到表 ,2"2# 表中行和列标有=者表

示该经济总体% 标有C者表示国外#

,2"1, 这种表述形式的吸引力在于% 货物和服务账

户这一组的行和与列和是相等的# 对第二组

即生产账户而言% 行和与列和并不匹配% 但

做到这一点并不难# 可以在中间消耗的下

方% 插入增加值各项作为第三组行% 这样生

产账户的列和就会等于其行和# 但现在并没

有给出一个包括增加值在内的第三组行# 由

于增加值最后会结转到收入初始分配账户

里% 因此第三组行可如表 ,2"3的方式列出#

,2"1- 为了与第三组行相匹配% 在生产账户和收入

使用账户这两组列之间插入了第三组列% 将

财产收入置于第三组行和第三组列的交叉

处% 进而插入第四组行以显示初始收入% 因

为它会出现在收入再分配账户中# 按这样的

方式进行% 就可以连续插入行组和列组% 直

到如表 ,2"!4一样覆盖整个账户序列#

,2"1. 通过纳入反映国外和经济总体的单元% 国

际收支平衡表的平衡项也能得到显示% 如

表 ,2"3 中的@.!#

,2"1/ 扩展表 ,2"!4% 可以将资产负债表纳入其

中% 如表 ,2"!! 所示# 为此需要在初始表

的上方增加一行% 引入期初资产负债表'

在下方添加如下三行& 第一行显示资产物

表 (*$*" 以矩阵形式表示的货物和服务账户

货物和服

务账户?

= C

生产账户

= C

收入使用

账户??

= C

资本账户

= C

总使用

货物和服务账户 中间消耗 最终消费
资本形成

总额??

= 出口 /.4 !22- !-33 .!. .,-0

C 进口 .33

生产账户 产出

= -1-1

C

总供给 .,-0

表 (*$6" 以矩阵形式表示的供给使用表

货物和服

务账户?

= C

生产账户

= C

收入使用

账户??

= C

资本账户

= C

合计

货物和服务账户 中间消耗 最终消费
资本形成

总额??

= 出口 /.4 !22- !-33 .!. .,-0

C 进口 .33 .33

生产账户 产出

= -1-1 -1-1

C

收入初始分配账户 增加值

!2/.

@.!

合计 .,-0 .33 -1-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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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其他变化账户% 第二行与重估价账户有

关% 最后一行是期末资产负债表# 对表

,2"0 还需要做如下两项调整& 第一项调整

的目标是固定资本消耗项目% 需要将原本作

为资本账户的行和生产账户的列的固定资本

消耗% 转置后置于作为资本账户的列和生产

账户的行% 但需要带负号' 第二项调整是将

资本账户分为两部分% 第一组行和列涵盖账

户的所有项目% 而第二组行和列涵盖用于资

本形成总额的产品细分类信息% 由此即可形

成资产账户中的非金融资产部分#

,2"10 举例来说% 从期初资产负债表中固定资产

单元格开始沿着列向下阅读% 期初固定资

产价值加上资本形成价值% 减去固定资本

消耗% 加上资产物量其他变化% 再加上重

估价项目% 就等于期末资产负债表中的固

定资产价值# 对金融资产减负债而言% 上

述恒等式也是成立的#

($ 矩阵扩展

,2"11 只要在行和列两个维度上保持一致的操作%

就可以扩展和重新安排矩阵的行与列# 没

有必要严格遵循账户序列的顺序或其显示

的详细程度# 只要机构单位的集合能够确

定% 就可以扩展或压缩账户中所包括的交

易#

,2"12 将固定资本消耗从账户的一方转置到另一

方% 并从正值改为负值% 这个例子说明了

应该如何使用矩阵形式以加强资产账户间

的衔接#

,2"13 在关键项目上纳入其他分类方式也是可以

的# 例如可以包括称为 (人类需求) 的一

行% 基于住户消费功能分类来显示每组住

户需要多少食品$ 住房等# 在消费支出一

列中% 可以根据产品和住户组对需求进行

交叉分类#

,2"24 对矩阵做进一步扩展% 可用以显示如财产收

入和转移之类流量从谁到谁的详细信息#

,2"2! 矩阵表述形式具有很强的灵活性% 它以简

洁的图表形式展示了账户之间的联系# 但

另一方面% 矩阵表述形式也存在以下缺点&

)"如果不对表中各种主要元素进行详细的文

字解释% 读者必须对 #$%有很好的理解%

才能理解表中所记录数字的含义#

*"此类表中总包含许多空白% 这意味着

它并不是一种对大量数据进行展示的有

效方式#

一般来说% 矩阵形式最适合解释按单个单元

或组合单元等更传统的形式所呈现的账户结

构#

+$ 分解住户部门

,2"2, 扩展账户序列的核算矩阵以包括细化的住

户部门% 常被做为社会核算矩阵 ! #%9"

之卫星账户的通用形式# 经过如此处理之

后% 就会超越严格的基于观测的账户结构%

结果就可以基于住户收支调查***在某些

情况下也会进行一次性单独调查***将收

入分配到各组住户# 正如第 ,. 章中关于住

户部门的解释那样% 这样做的问题在于&

#$%中的收入流是与个人***雇员$ 财产

收入接受者或是转移接受者***挂钩的%

而支出流则是与住户挂钩的# 将个人映射

到住户肯定不容易% 需要一套或强或弱的

假定# 要针对政府政策如何影响住户及其

消费进行分析% 都需要进行这种映射#

.$ 应用于劳动力账户的&#;

,2"2- #%9能发挥作用的一个例子是劳动力账

户% 该账户用来展示就业与失业的水平和

结构# 在这一领域% #%9通过按雇员类型

对雇员报酬进行细分% 常常可以提供额外

的信息# 这种细分既可以应用于显示按产

业分类的劳动力使用% 如供给使用表所示%

也可以应用于显示按社会经济状态分组的

劳动力供给% 如住户收入初始分配账户所

示# 这意味着% 该矩阵不仅可以展示各种

产品的供给和使用% 而且可以展示各种劳

动服务的供给和使用#

,2"2. 为了全面展示住户和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

系% 可能还需要以下资料&

)"构成 #%9中流量之基础的各种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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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按住户类型分类的人口规模和构成

!包括潜在劳动力"% 以及各产业的生产

能力'

*"对自雇者来说% 需要获得资产 !比如农

田$ 耐用消费品" 持有的信息% 以及金

融资产和负债的相关信息'

+"相关各种非货币单位的社会经济指标%

例如预期寿命$ 婴儿死亡率$ 成人识字

率$ 营养摄取量$ !公共" 卫生和教育

设施的可获得性% 以及按住户类型分类

的居住情况# !参见 +社会与人口统计

体系, !联合国% !31/""'

5"一些改道处理% 比如按住户群体分类的

实物社会转移#

,2"2/ 比较 #%9中列出的所有雇员的劳动收入%

将这些收入分解为全时就业当量和平均工

资率% 以及按人员和住户类型来划分潜在

劳动力 !以 (全时) 当量表示"% 就可以

得到失业构成的详细信息% 以及在概念上

和数量上与其他宏观经济指标一致的一个

总量指标 ! (全时) 失业当量"% 这些信息

也可以从 #%9框架中推导出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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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卫星账户和其他扩展

#$ 引言

,3"! 由于核算体系的内在严密性% 整个账户序

列在很大程度上可完全整合为一体# 但是%

未必非要亦步亦趋地遵循前面章节所述准

则# #$%最大的优点就是其勾稽关系足够

稳健% 在实施中可以有很大的灵活性而仍

能保持其综合性$ 经济完整性和内部一致

性# 本章即将阐述如何应用这种灵活性的

一些方式#

!$ 功能分类

,3", 如前几章所述% 由 (购买什么) 变为回答

(支出为什么会发生)% 可以大大增强 #$%

的分析力# 回答该问题的一种方法是使用

支出的功能分类# ;节阐述了这种分类#

这些功能分类对 #$%起着非常重要的作

用% 并且还会成为某些卫星账户的起点#

($ 关键部门账户

,3"- 打破产品分类 !<(<" 和产业分类 !6#6<"

的标准顺序与排列层级% 从中选择对经济

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组产品或产业组成关

键部门% 是极有意义的# 此类选择可能相

当具体% 如专注于某一种农作物或一种矿

物' 也可能比较宽泛% 如选择主要服务于

旅游的全部货物和服务# 无论哪种情况%

都可以按照集中于关键部门$ 同时合并所

有其他产品和产业的模式编制一套供应使

用表# 有时% 有些活动是由数量相当少且规

模相当大的若干企业承担的% 如果是这样%

则可以更进一步% 对这些关键部门编制出完

整的账户系列# 这些方法将在<节阐述#

+$ 卫星账户

,3". 更具灵活性并体现进一步扩展的一种形式

是编制卫星账户# 正如其名称所示% 它与

中心体系相连接但又不同于中心体系# 卫

星账户可能有许多个% 尽管每个卫星账户

都与中心体系一致% 但它们彼此之间未必

总是一致#

,3"/ 广义而言% 卫星账户有两种# 一种涉及重

新排列中心分类并可能引入补充内容# 这

种卫星账户主要包括为教育$ 旅游和环境

保护支出等领域量身定制的账户% 可视为

刚才所述关键部门账户的扩展# 它们可能

与中心体系有些不同% 如对辅助活动采取

了另一种处理方法% 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

#$%的基本概念# 开发这种卫星账户的主

要原因是& 如果将感兴趣的所有部门的全

部细节都纳入到标准核算体系中% 会使该

体系负担过重% 并可能分散对账户整体主

要特征的注意力# 卫星账户中显示的许多

内容在中心账户中是看不见的# 这或者是

因为这些内容虽然在编制中心账户时有明

确的估计% 但它们被合并成更综合的数字

来展示% 或者是因为这些内容仅是整体估

计的交易的内在构成部分#

,3"0 第二类卫星分析主要以对 #$%概念的替代

为基础# 可供考虑的基本概念的各种变化

将在'节讨论# 这些变化包括生产范围的

不同选择$ 消费概念或资本形成概念的扩

大$ 资产范围的扩展等等# 通常可以同时

使用若干个替代概念# 第二类分析与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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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一样可能会涉及分类变化% 但其重点是

替代概念# 使用这些替代概念% 可能会形

成局部的补充性总量% 其目的是对中心体

系进行补充#

,3"1 =节给出了可用于卫星账户的一些表格#

在展示这些表格时再次建议要体现灵活性%

但=节所示表格的主体已被证明在多种情

况下是有用的#

,3"2 开发多少个以及开发哪些卫星账户或其他

扩展账户% 是完全灵活的% 这是 #$%重视

灵活性的一种延伸表现# 卫星账户% 尤其

是第二类卫星账户% 允许使用新概念和新

方法论进行实验% 因而比在中心体系中有

更大的自由度# 如果有若干国家开发了类

似的卫星账户% 通过经验交流可获得有益的

改进% 从而就可以针对该特定主题建立国际

指南% 并最终有可能导致中心体系的改变#

本章的:节将报告此类研究的一些实例#

%$ 功能分类

,3"3 #$%使用专门的分类方法***即按照支出

发生的目的***来分析各部门的消费或更

一般意义的支出# 这种分类称为功能分类#

有关的分类如下&

)"个人消费目的分类 !<N6<N("'

*"政府职能分类 !<N:N&"'

+"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目的分类

!<N($6"'

5"生产者支出目的分类 !<N(("#

,3"!4 上述分类的全部细节可参见 +支出目的分

类, !联合国% ,444"#

,3"!! 这些分类的主要目的是提供统计资料% 经

验表明% 这些统计资料可用于多种分析用

途# 例如% <N6<N(分类列示了诸如住户

在食品$ 健康和教育服务上支出之类的项

目% 它们都是重要的国民福利指标' <N]

:N&列示了政府在卫生$ 教育$ 国防等方

面的支出% 它们也被用来区分政府提供的

公共服务和个人消费性货物服务' <N((

可提供企业服务 (外包) 信息% 即生产者

在多大程度上是从外部购买餐饮$ 清洁$

运输$ 审计和其他服务% 而这些服务以前

是作为企业内部辅助活动提供的#

,3"!, 为满足特定类型分析的需要% 功能分类还提

供了重新加工 #$%各主要总量指标的方法#

其中一些方法将在本章后面几节阐述# 例如&

)"对某些分析目的而言% 可以认为 #$%中

资本形成总额的定义过于狭窄# 在研究

劳动生产率变化的原因时% 研究者常常

需要测算的 (人力资本) 通常是根据过

去的教育支出资料推算得出的# 上述四

种功能分类都确认了教育支出% 因此可

得到住户$ 政府$ 非营利机构和生产者

所发生的教育支出'

*"在研究住户的支出和储蓄时% 一些研究

者会将耐用消费品支出当作资本支出而

不是经常支出# <N6<N(确认了耐用消

费品支出% 从而便于实现这一想法'

+"在研究经济增长对环境的影响时% 研究

者通常希望能够识别出环境保护支出#

<N:N&和<N((均将环境保护支出作为

其一级分类的范畴之一#

!$ ,I8,I7

,3"!- <N6<N(包括 !. 个主要类别# 前 !, 类之和

等于住户的个人消费总支出# 后两类是

$(6#7和一般政府所进行的那部分消费支

出% 它们处理为实物社会转移# 全部 !. 项

的合计就是住户的实际最终消费# 这 !. 个

类别如下所示&

!"食品和非酒精饮料

,"酒精饮料$ 烟草和麻醉品

-"服装和鞋类

."住房$ 水$ 电$ 气和其他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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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具$ 家用设备和家庭日常维修

0"健康

1"运输

2"通信

3"娱乐和文化

!4"教育

!!"餐饮和住宿

!,"其他货物和服务

!-"$(6#7的个人消费支出

!."一般政府的个人消费支出

,3"!. 住户收支调查通常使用基于 <N6<N(的分

类体系来收集住户支出信息% 然后再将它

们按产品重新分类以便用于供应使用表%

这已在第 !. 章和第 ,2 章中进行过讨论#

($ ,I2I3

,3"!/ <N:N&有如下十个主要类别&

!"一般公共服务

,"国防

-"公共秩序和安全

."经济事务

/"环境保护

0"住房和社区设施

1"卫生

2"娱乐$ 文化和宗教

3"教育

!4"社会保障

,3"!0 正如第 ,, 章所述% <N:N&可用于分析和

展示政府财政统计数据#

+$ ,I7'8

,3"!1 <N($6有如下七个主要类别&

!"住房

,"卫生保健

-"娱乐和文化

."教育

/"社会保障

0"宗教

1"政治团体$ 劳工和专业组织

,3"!2 本分类是第 ,- 章所给出的非营利机构分类

的一个略经简化版本#

.$ ,I77

,3"!3 <N((有如下六个主要类别&

!"基础设施支出

,"研究和开发支出

-"环境保护支出

."营销支出

/"人力资源开发支出

0"经常性生产计划$ 行政与管理支出

,3",4 原则上% <N((适用于所有生产者% 无论是

市场生产者% 还是非市场生产者% 尽管对这

两类生产者而言% 该分类的所有类别未必都

同样重要# 实际上% 生产者支出目的分类可

能主要是用于市场生产者的交易分类#

,$ 关键部门的卫星账户和其他特殊部门账户

,3",! 一套账户序列通常是针对经济整体$ 或属

于同一机构部门或子部门内的全部机构单

位编制的# 在供给使用表中% 可能会就生

产单位进行分类***即使生产单位并非完

整的机构单位% 显示生产账户和收入形成

账户中的各要素# 供给使用表的行通常按

<(<分类% 列通常按 6#6<分类% 但在这两

种层级的类似水平上% 非常可能选择出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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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国家特别感兴趣的一些产业# 实践中通

常将此类产业组称为 (部门)% 尽管它们

并不构成 #$%中所指的那种机构部门#

,3",, 识别出在经济体之外部交易中起关键作用

的那些特殊活动% 对经济分析非常有用#

这些关键活动可能包括& 石油部门$ 采矿

活动或农作物 !例如咖啡"% 前提是它们

在出口$ 外汇资产以及政府资源中具有重

要作用#

,3",- #$%并未试图提供具体而精确的准则来定

义如何识别关键部门或活动# 这要由各国

基于经济分析和经济社会政策需求% 自己

判断决定# 例如% 即使处于起步阶段的一个

小产业% 也可能值得作为关键活动来对待#

,3",. 编制关键部门账户的第一步% 是识别关键

活动及其相应产品# 这可能涉及将 6#6<或

<(<中不同层次上的某些项目合并成一组#

例如% 对石油和天然气的核算可能包括原

油和天然气开采 !6#6<40 门类"% 石油炼

制品的制造 !6#6<!3,4 小类"% 管道运输

!6#6<.3-4 小类"% 固态$ 液态$ 气态燃料

与相关产品的批发 !6#6<.00! 小类"% 汽

车燃料的零售 !6#6<.1-4 小类"# 关键部

门的扩展取决于具体环境% 例如% 对能源

部门来说% 将石化加工包括进来可能是有

用的#

,3",/ 可以借助于供给使用表框架进行关键产品

和关键产业账户分析# 在各列排列中% 关

键产业可详细显示% 其他产业可合并显示#

在各行排列上% 关键产品同样要详细显示%

其他产品则合并显示# 在供给使用表下方

添加数行% 可以显示劳动投入$ 固定资本

形成总额和固定资产存量# 在表中的使用

部分%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存货变动这两

列可以按照一个 !或多个" 关键部门或产

业与其他部门或产业细分# 如果某国关键

活动的生产者属于非常异质的类型% 如小农

户与由公司拥有并经营的大种植园% 则将这

两类生产者分开显示是有益的% 因为它们有

完全不同的成本结构% 以及不同的行为#

,3",0 之后% 就可以尽可能按照账户序列针对关

键部门编制一套账户# 在能源和采矿活动

中% 关键部门一般由少量的大公司组成%

因此通常能获得这些公司的经营核算# 这

些经营核算可以涵盖公司的所有交易% 甚

至它们所从事的次要活动# 了解次要产品

的性质是有用的% 但不必知道其去向#

,3",1 当关键部门与农业或农产品 !如某些国家

的咖啡" 相关时% 情况要更加复杂# 许多

生产者可能是那些不满足准公司资格的非

法人企业# 理想状态下% 关键部门账户应

包括从事这些生产性活动的住户的全套账

户# 由于这在实践中非常难以做到% 因此

可能有必要只显示与关键活动最相关的账

户和交易% 比如生产账户和收入形成账

户% 以及资本账户和金融账户上的主要交

易#

,3",2 在许多情况下% 政府通过征税$ 获取财产

收入$ 管制活动或补贴在关键活动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 因此% 对关键部门和一般政

府之间的交易进行详细研究非常重要# 为

了识别与关键活动有关的那些流量 !包括

相关的产品税"% 可扩展其交易分类# 这

些流量可能流入各种政府机构% 如特殊目

的部门$ 大学$ 基金或财政专户# 类似地%

显示政府如何使用这些资源对经济分析也

非常有用% 尤其是在经由一个政府机构流

出的情况下# 这就要求对这一部分政府支

出按目的进行具体分析#

,3",3 处理关键部门时% 首先要区分公营公司$

受外国控制公司或国内私营公司#

,3"-4 下一步是在附表中显示关键部门$ 其他部

门和国外之间 (从谁到谁) 的关系#

-" 卫星账户% 改变概念的不同方法

,3"-! 本节将讨论在开发第二类卫星账户时可能

会采用的一些方法% 即人为改变中心体系

的某些基本概念# 下文并未对此进行全面

详尽的论述% 只精选了几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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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和产品

,3"-, 在 #$%中心框架的生产范围中% 生产者单

位是基层单位% 要按其主要经济活动根据

6#6<进行分类#

,3"-- 如果基层单位在进行主要活动的同时还从

事一种或多种次要活动% 则这些基层单位

及其相应产业在6#6<的某一特定层次上就

是不同质的# 这些次要活动的产出可根据

其性质% 依照产品分类来识别% 但其投入

却不能从主要活动的投入中分离出来# 另

一方面% 辅助活动并未根据其性质进行分

析与分类% 其相关产品也不以独立产品的

形式出现#

,3"-. 在研究某些活动和产品时% 如果能将次要

活动从主要活动中分离出来% 并能够识别

和确定那些辅助活动% 可有助于了解所研

究活动之相应投入的全貌#

,3"-/ 以运输为例% 中心框架中的运输活动产出

只包括作为主要产品或次要产品提供给第

三方的运输服务# 自给性运输视为辅助活

动% 其投入是它所服务的生产单位成本中

的未识别部分# 如果想要更全面了解运输

活动的情况% 就应识别和测度生产单位的

自给性运输#

,3"-0 有时% 考虑扩大生产范围可能是有用的#

例如% 为了全面估算运输在经济中的作用%

将住户用自己的汽车提供的运输服务包括

在内% 并设法估计人们使用运输设施所花

费的时间% 可能是有用的# 一般而言% 非

市场活动的范围可能会得到很大的扩展#

,3"-1 如果被识别的有关活动是标准分类中的一

种% 并出现在中心框架中% 则主要活动$

次要活动和辅助活动的识别过程就能够很

好地实现# 但是% 在一些重要情况下% 如

旅游和环境保护活动% 识别过程是复杂的%

因为有关的活动和产品并非全部都出现在

中心框架分类中# 在此种情况下% (产业)

一词的用法与常规用法并不严格一致% 就

象在关键部门账户中从某种特殊意义上来

使用 (部门) 一样#

($ 收入

初始收入

,3"-2 当按上述建议扩大生产范围后% 初始收入

的规模会加大% 因为% 对于嵌入到生产范

围内的附加活动% 要虚拟估算其收入#

,3"-3 在高通货膨胀条件下% 可以断定% 名义利息

不再是贷出资金回报的合适测度# 名义利息

会包括一个隐性或显性的部分% 作为对因通

货膨胀引起的货币资产和负债实际价值变化

的补偿# 它可以视为是借款者的持有收益和

贷款者的持有损失% 而不是财产收入#

转移和可支配收入

,3".4 除了在中心框架中的那些转移外% 如果有

意义的话% 可以再区分几类转移# 以下是

几个例子#

,3".! 隐性转移可以变成显性转移# 隐性转移会

改变单位之间的状况% 但在中心框架中却

没有将此类流量作为虚拟转移处理# 例如%

税收优惠***是参考一般情形制定税法的

结果***可能会有利或不利于某经济单位#

再如政府单位向市场生产者免费提供的非

市场服务% 在中心框架中% 被视为政府的

公共消费# 如果能在进一步分析中将它们

计入市场生产者的中间消耗% 则最好将其

对应部分归入生产补贴# 采用这种方法可

以系统地衡量政府与农业等特定部门之间

的全部转移# 由税收减免$ 参股$ 软贷款$

差别汇率$ 差别国内价格等产生的隐性收

益% 就可以逐一加到补贴$ 其他经常转移

或资本转移这些中心框架数据项目中#

,3"., 外部效应是对第三方的影响% 这些影响不

计入两个经济单位的货币交易价值中% 或

者这些影响就是在货币交易缺失情况下由

这些单位的活动引起的# 这样% 外部效应

可能会产生大量的隐性转移# 例如% 生产

者造成的污染和噪声可能会对最终消费者

产生负面影响# 这些负面影响可以 !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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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困难" 估计出来% 并记录为生产者对住

户的负转移# 为平衡这些负转移% 一种可

能的方法是引入外部性生产这样一个概念%

这将导致负的或正的服务产出以及相应的

最终消费#

,3".- 中心框架之资产物量其他变化账户和重估

价账户中的许多流量都可以作为扩大了的

转移概念和可支配收入概念处理# 例如%

无偿没收可记录为一种转移 !尽管原物主

并不情愿"# 在有些国家% 金融资产B负债

的持有损益很显著% 由此即可将金融资产

和负债的实际持有损益加到可支配收入中%

得到一个更广义的收入测度指标#

+$ 货物和服务的使用

,3".. 货物服务的使用范围% 无论是中间消耗$

最终消费还是资本形成% 显然都会因生产

概念的扩大而变化# 例如% 如果同一住户

之成员间互相提供的服务包括在生产中%

则这些服务也应该包括在最终消费里#

,3"./ 中间消耗$ 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之间的界

线也可以按不同方式修改# 经常提到的两

个例子是人力资本和耐用消费品# 如果对

教育和卫生的最终消费中至少有一部分被

视为固定资本形成% 则中心框架里的相应

交易就应从消费被重新分类到固定资本形

成% 从而形成人力资本资产# 其直接后果

就是固定资本消耗的概念也要做相应延伸#

,3".0 汽车和家具等耐用消费品支出通常归入住户

最终消费% 另一种方法是将它们作为固定资

本形成处理# 结果% 对应列入最终消费的%

只是那部分被当做固定资产估计的耐用品所

提供的资本服务# 严格地讲% 这种处理意味

着扩大了生产概念% 使其包括了住户服务#

!此议题将在=节进一步讨论#"

,3".1 受上述变动影响% 储蓄的概念也将扩展#

.$ 资产和负债

,3".2 正如前面几段所述% 由于生产概念的扩展

或消费和资本形成之间界限的改变% 非金

融资产的范围也会发生改变#

,3".3 如果将或有资产和负债纳入金融工具分类

之中% 金融资产和负债的范围也可以扩大#

进一步地% 进行金融资产估价也可能会采

用其他备选规则% 例如使用公允价值估计

值来代替市场价值#

/$ 目的

,3"/4 ;节阐述了功能分类# 在标准版本中% 每

个给定层次上的标题项之间是相互排斥的#

例如% 医院教育必须要么划为教育支出%

要么划为卫生支出% 但不能同时划入这两

个类别# 因此% 对教育账户或卫生账户而

言% 它们可能宁愿对许多交易进行重新分

类# 为尽可能地与中心体系保持一致% 所

谓重新分类% 应是从一标题项下移到另一

标题项下% 而不允许出现重复计算# 重复

计算意味着按目的划分的交易分类不再可

加% 因为它们有些可能同时出现在两个或

更多的标题项下# 但是% 即使没有重复计

算% 也应注意% 具有不同主题的不同卫星

账户在其他标题项上可能未必一致# 例如%

如果教育卫星账户将某些在医院里进行的

教育视为教育而不是卫生% 则该卫星账户

中对卫生的测算将不同于其他没有进行这

种处理的卫星账户#

0$ 总量

,3"/! 上述某些补充分析或替代性分析可能会直

接或间接改变中心框架中显示的主要总量#

直接改变的例子是& 如果把对住户自给性

服务的最终消费包括在生产范围内% 就会

增加产出和增加值' 如果把人力资本视为

经济资产% 就会增加固定资本形成# 其他

总量是被间接改变的% 如在后一例中的储

蓄' 在前一例中的可支配收入#

,3"/, 在有些类型的分析中% 分析目标集中在人们

关心的一个特定领域% 如教育或旅游# 在这

些分析中% 可能会使中心框架中的一些概念

和总量发生改变% 但这并非主要目的% 也不

是打算对整体经济过程给出不同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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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卫星账户相关内容一览表

,3"/- 前一节阐述了应用于卫星账户时的 #$%基

本概念$ 核算规则以及分类的变化# 本节

则给出这些问题的一览表% 它们在编制卫

星账户时可能是有用的#

!$ 划定功能导向型账户的范围

,3"/. 起点是判断哪些产品是兴趣所在% 它们的

生产会涉及哪些产业# 生产产品所用的资

源% 不仅包括经常成本还应包括生产中使

用的固定资本# 一旦产品被生产出来% 接

下来的问题是如何使用它们# 为回答这些

问题% 需要如下主题的资料&

)"相关产品供应和使用的详细分析'

*"关于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固定资本的资

料#

,3"// 对许多产品而言% 应由使用产品的单位负

责承担获得产品的费用% 但卫星账户通常

是按领域***如卫生或教育***来编制的%

因此% 谁为产品付费与谁消费了产品之间

可能会存在重要区别#

,3"/0 此外% 对许多有特殊利益的产品来说% 可

能要对其生产或使用征收特种税或发放补

贴# 因此% 结合这两个因素可知% 除上述

两项资料外% 还需要如下资料&

+"与生产或使用有关的全部转移的分析#

,3"/1 在许多情况下% 将非价值型数据与价值型

数据联系起来是有用的% 这意味着要收集

如下资料&

5"就业和现有资产的相关资料#

,3"/2 一旦上述四套资料齐备% 就应该有可能开

发一个包括下述分析内容的卫星账户& 围

绕该项目之各项支出的使用与受益分析%

包括所用劳动和资本在内的生产分析% 转

移和其他资金使用方式的分析# 所有这些

分析都能以价值量表示% 必要时也能用实

物量表示#

($ 确定要关注的产品

,3"/3 对任何所关注的领域而言% 起点是确定该

领域特有的产品# 在卫星账户中% 习惯上

将这些产品称为特征产品和关联产品# 所

谓特征产品% 是指那些在该领域具有典型

性的产品% 例如% 对卫生而言% 特征产品

是卫生服务$ 卫生公共管理服务$ 卫生教

育和卫生研发服务#

,3"04 第二类% 即关联货物服务包括如下这样的

产品& 首先% 它们清楚地包括在特定领域

支出概念内% 因此其使用受到关注' 其次%

它们不具有典型性% 这或是因为其本质$

或是因为它们会被归入更大的产品类别#

以卫生为例% 病人的运输可视为关联服务'

药品和其他医疗物品如眼镜% 通常也被视

为关联货物服务#

,3"0! 特征产品和关联产品合在一起% 被称为特

有产品#

+$ 生产的测度

,3"0, 就特征产品而言% 卫星账户应显示这些货

物和服务的生产方式$ 涉及的生产者类型$

使用的劳动和固定资本的种类$ 生产过程

以及由此而决定的资源配置的效率#

,3"0- 由于关联产品不是所关心领域里的典型性

产品% 因此无须特别关注其生产条件# 如

果生产条件是重要的% 则该产品应视为特

征产品而不是关联产品# 例如% 对那些国

内产业发展处于初级阶段的国家而言% 药

品可考虑做为该国卫生账户的特征产品处

理# 特征产品和关联产品之间的精确界限

取决于给定国家的经济组织状况和编制卫

星账户的目的#

.$ 使用B国民支出的构成

,3"0. 使用或国民支出的构成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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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有货物服务的消费

,"特有货物服务的资本形成

-"非特有产品中之特征活动的固定资本形

成

."特有经常转移

/"特有资本转移

上述各项将在下面逐项讨论#

消费

,3"0/ 第 ! 项是特有货物服务的消费% 包括实际

最终消费 !与中心框架中的定义相同" 和

中间消耗# 需要对市场产品$ 供自己最终

使用的产品和非市场产品作区分% 非市场

产品可能还要分别列出个人消费和公共消

费# 相关辅助活动的产出应作为企业内部

交货量来记录% 所以% 此处中间消耗的覆

盖范围一般比在中心框架中的覆盖范围要

广% 即它既包括中心框架中定义的 !实

际" 中间消耗% 还包括内部中间消耗# 在

有些情况下% 如运输服务% 内部中间消耗

的规模可能相当重要# 有时% 可以考虑将

内部中间消耗作为最终消费% 并加入到实

际最终消费中去% 就像辅助性教育和卫生

服务的使用一样% 这样就扩大了住户实际

最终消费的范围# 另一方面% 如果某些服

务的使用在卫星账户中被视为固定资本形

成而不是像在中心框架中那样视为中间消

耗或最终消费% 则消费的范围也可能缩

小#

资本形成

,3"00 第 , 项是特有货物服务的资本形成# 因此%

第 , 项包括存货变动% 合适的话还可以包

括正在进行中的特有服务# 以文化账户为

例% 也可能包括贵重物品获得减处置#

,3"01 第 - 项为非特有产品中之特征活动的固定

资本形成% 以及非生产性非金融资产的获

得减处置% 该项目的情况要更复杂一些&

)"不能把这些活动的全部固定资本形成都

包括在内% 因为构成特有产品的那部分

已包括在第 , 项中#

*"只有产出为特征货物服务的那些活动%

其固定资本形成才包括在第 - 项中#

!如果产出是关联货物服务的那些活动

的资本形成未能纳入第 - 项中被证明是

很重要的问题% 则应将这些产品和活动

重新定义为特征产品和活动#"

+"基于基层单位的分析可以使覆盖范围比

正常情况更宽一些% 因为基层单位可能

从事一些次要活动#

5"第 - 项包括非生产性非金融资产的获得

减处置#

转移

,3"02 第 . 项和第 / 项% 即特有经常转移和特

有资本转移% 是社会保障或发展援助等

项下之国民支出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就社会保障或发展援助而言% 第 ! 项和

第 , 项仅指社会保障或国际援助管理机

构的行政管理费用% 既包括经常费用%

也包括资本费用# 支出的核心部分是由

转移组成的#

,3"03 有些情况下% 为了降低最终消费者购买诸

如食品$ 运输服务或住房服务等特定货物

或服务的价格% 可进行补贴# 这些补贴通

常被称为消费补贴# 在中心框架中% 当这

些货物服务被视为市场产品时% 它们以购

买者价格计入最终消费# 在卫星账户中则

存在两种选择& 要么以不同于中心框架的

方式估价这些消费 !第 ! 项"% 以便包括

消费补贴的价值' 要么消费仍按中心框架

的方式估价% 但特有经常转移 !第 . 项"

中必须包括消费补贴# 包括在第 . 项中的

补贴也可以直接用于降低中间消耗的价格#

第 . 项也可包括其他生产补贴#

,3"14 每一个领域都要建立针对特有转移的分类#

正如在使用和资金来源分析中所使用的分

类一样% 这种分类也应包括全部的特有转

移% 无论它们是否是第 ! 项或第 - 项的对

应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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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使用和国民支出

,3"1! 常住单位总使用是上述五项之和# 从常住

单位总使用中扣除由国外负担的经常使用%

即可得到国民支出# 因此% 国民支出等于

由常住单位负担的常住单位总使用# 如果

可能% 最好将国外负担的经常使用和资本

使用区分开来#

,3"1, 按照上述定义% 国民支出不包括金融工具

交易# 但是% 对如发展援助之类的某些类

型的分析而言% 必须考虑以优惠条件提供

或获得的贷款# 由于这些贷款利率低于市

场利率而产生的收益或费用% 就是第 ,, 章

所说的隐性转移#

,3"1- 使用B国民支出可按产品和转移的类型来表

示% 也可以按目的类型 !项目" 来表示#

可以选择某一种方式作为侧重点% 也可结

合起来使用% 这要取决于所涉及的领域或

追求的分析目的# 按项目划分的方式特别

适用于环境保护或社会保障等情况#

/$ 使用者或受益者

,3"1. 就使用者或受益者而言% 不同卫星账户可

能使用不同的术语# 例如% (使用者) 更

适用于旅游或住房% 而 (受益者) 更适用

于社会保障或发展援助# 无论哪种情况%

这两个术语都是指使用货物服务的人或从

相关转移中受益的人#

,3"1/ 在汇总程度最高的层面% 所谓使用者B受益

者分类% 只需简单地将中心框架的机构部

门分类和生产者类型做重新安排即可实现%

其中生产与消费是分开的# 该分类可能如

下&

)"市场生产者'

*"自给性生产者'

+"非市场生产者'

5"作为公共消费者的政府'

8"作为消费者的住户'

D"国外#

,3"10 在许多卫星账户中% 作为消费者的住户是

最主要的一类使用者或受益者# 为了使其

对社会分析和政策有用% 需进一步细分住

户# 为此% 可考虑第 ,. 章所讨论的各种住

户子部门划分方法% 择其一而用之#

0$ 资金来源

,3"11 由于使用者并非总是自己负担费用% 因此有

必要对最终负担费用的单位进行分析# 如果

所关注领域包括完整机构单位% 而不只是只

生产整个企业部分产出的基层单位 !或同

质生产单位"% 此分析会更具可行性#

,3"12 处理资金来源问题的一种方法是& 首先确

定所使用资金的来源类型% 然后判断各类资

金来源是由哪类单位提供的# 费用的 (最

终) 负担者这一问题也需要解决# 一些住

户消费是由政府以实物社会转移方式提供

的% 其中大部分资金反过来又是来源于政府

从住户和企业那儿征收的税收# 因此% 从某

种意义上% 可以说实物社会转移最终是由住

户和企业提供资金的# 关于资金链要追溯多

远才能确定 (最终的) 或可能更正确的间

接资金来源% 需要建立一些核算惯例#

,3"13 另一个问题是% 除实物社会转移外% 没有必

要将某种资金来源与某种支出类型挂钩# 但

是% 将资金来源类型与支出类型按下述方式

匹配% 将会有利于了解它们的对应程度&

)"市场生产者的中间消耗与其销售收入'

*"政府的中间消耗$ 最终消费与其税收'

+"$(6#7的中间消耗$ 最终消费与其收到

的捐款'

5"住户的最终消费支出与其所获得的雇员

报酬和养老金等转移收入'

,3"24 资本形成可能有多种资金来源& 销售收入$

资产 !包括金融资产" 处置$ 实物转移收

入或借款# 就政府的资本形成而言% 可能

的资金来源有& 证券发行$ 资本转移或从

国外贷款#

,3"2! 转移的资金来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研究

的领域# 如果包括社会福利% 它们应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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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要由其他住户的社会缴款提供资金#

政府在某些情况下是转移 !包括补贴" 的

提供者% 在其他情况下则是转移 !包括税

收" 的接受者#

,3"2, 在许多情况下% 识别来自国外的资金尤其

有价值#

5$ 生产和产品

,3"2- 和关键部门账户一样% 为所关注的特征产

品和关联产品以及特征产品的生产者开发

一套供给使用表应该总是有用的# 还可以

扩展到包括收入形成账户以及就业等非货

币性数据和产出指标#

*$ 实物量数据

,3"2. 以实物单位或其他非货币单位测度的数据

不应视为卫星账户的次要部分# 无论是就

其直接提供的信息而言% 还是为了充分分

析价值量数据而言% 它们都是必不可少的

组成部分#

2$ 卫星账户的例子

,3"2/ 正如引言所述% 卫星账户有两类% 各自具

有两种明显不同的功能# 第一类% 有时被

称为内部卫星账户% 它会遵循 #$%的全套

核算规则和惯例% 但要打破标准分类和层

级关系来重点讨论所关注的某一方面% 如

旅游$ 咖啡生产和环境保护支出等方面的

卫星账户# 第二类被称为外部卫星账户%

它可能会增加一些非经济数据% 或改变一

些核算惯例% 或二者兼有# 这是一种特别

适用于开发新研究领域的方法% 义务劳动

在经济中的作用就是一例# 有些卫星账户

可能同时具有内部卫星账户和外部卫星账

户的特征#

,3"20 卫星账户和一套明确详细的 #$%之间的界

限是不清晰的% 甚至与其他统计体系之间

的界限也是不清晰的# 与 ;(90 展示的国

际收支平衡表和国际账户$ &:#9,44! 展

示的政府财政统计$ 以及 9:#9展示的货

币与金融统计的联系% 均可视为卫星账户的

一种形式# 第 ,-章针对$(6和第 ,/章针对

非正规部门的处理% 明显就是卫星账户# 甚

至第 !1章的养老金表也可视为一种卫星账

户% 尽管其编制是 #$%中心指南的一部分#

,3"21 本节会进一步描述一些卫星账户# 这些描

述是简洁的% 仅仅旨在说明账户的特色'

参考书目将给出进一步的信息# 本节总共

描述了四个领域# 其中的两个***旅游卫

星账户和环境卫星账户% 相关国际手册现

在已经是第二版了# 卫生卫星账户仍然是

初稿但正在积极修订# 第四个领域涉及住

户无酬生产活动# 这是多年来一直关注的

领域% 但在确定怎样测算无酬活动上存在

的困难迄今仍阻碍着在如何处理此类活动

上达成国际一致# 不过% 本节将从所关注

的方面对最近的一些工作进行总结#

,3"22 其他一些卫星账户也已开发出来或正在开

发中# 如在 +欧盟生产率& 产业比较法,

!欧盟 P̂=9# 项目% ,44-" 中报告的跨国

生产率调查卫星账户% 是一直在进行的一

项研究工作# 其他的如水和森林账户% 作

为环境卫星账户 #==%的主要成果% 已经

开发到其国际指南现已被接受的状态# 此

外% 农产品卫星账户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

说是有用的# 由于各国对如何编制新形式

的卫星账户已达成一致% 因此各个方面都

可以开发新的国际指南# 卫星账户国际指

南本身应予以修订% 并应像 #==%计划的

那样% 最终要成为国际公认的标准#

!$ 旅游卫星账户

,3"23 旅游卫星账户 ! #̀%" 是一个形成已久的

卫星账户% 有超过 14 个的国家在某个阶段

上编制过旅游卫星账户# 名为 +,442 旅游

卫星账户& 推荐方法框架, !欧洲统计局$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世界旅游组织$ 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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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国% ,442" 的国际指南手册是对 ,444 年

第一版的更新# 在 ,442 年更新的 #̀%中%

其覆盖范围已扩展到了第二居所和会议活动#

,3"34 旅游卫星账户的目的是提供如下信息&

)"描述旅游规模和经济贡献的宏观经济总

量指标% 如旅游直接总增加值 ! '̀&]

_%" 和旅游直接国内生产总值 ! '̀&]

'("% 它们与经济总体$ 其他生产性经

济活动及所关注之功能领域的类似总量

指标是一致的'

*"旅游消费是与游客作为消费者之活动有

关的一个更广义的概念# 旅游卫星账户

要提供旅游消费的详细数据% 以及对国

内供给和进口如何满足这一需求的描

述% 并会将它们整合进用现价和物量编

制的供给使用表所推导出的表格中'

+"旅游业的详细生产账户% 包括与其他生

产性经济活动相联系的就业数据和固定

资本形成总额数据'

5"经济数据和旅游 !或访问" 人数$ 停留

时间$ 旅游目的$ 交通工具等非货币性

旅游信息之间的联系% 它们是详细说明

经济变量的特征所必需的#

定义游客和旅游者

,3"3! #̀%的中心是游客# 游客被定义为离开其

惯常环境但并未被所访问地的常住实体单

位雇用的人# 惯常环境与常住国不完全一

样% 它是指一个人通常能被找到的地方%

包括住宅附近区域和工作场所# 因此% 跨

境工作者尽管跨越了国界% 但他们不是游

客# 所以游客是旅行者的一个子集#

,3"3, 游客可分为两类& 过夜游客被称作旅游者%

当日游客被称作一日游客# 进一步% 将旅

游者按其常住国分为国内和国外旅游者很

重要# 常住居民在国外的旅游是出境旅游%

非常住居民在该国内的旅游是入境旅游#

常住居民的旅游总额% 称为国民旅游% 是

其本国旅游 !常住居民在本国内的旅游"

与出境旅游之和# 国内旅游是本国旅游与

入境旅游之和#

国内 国外 总计

常住居民? 本国旅游 出境旅游 国民旅游

非常住居民 入境旅游

总计 国内旅游

,3"3- 旅游并不局限于通常视作典型娱乐的那些

活动% 而是包括旅游者的全部活动% 出于

商务目的或教育培训目的的旅行都要包括

在内# 旅游者的旅游目的分为私人的或商

务B公务的# 私人旅游项下又可进一步分为

八个类别& 度假$ 休闲娱乐$ 探亲访友$

教育培训$ 卫生和医疗保健$ 宗教或朝圣$

购物$ 中转及其他#

旅游支出的定义和范围

,3"3. 旅游支出被定义为& 在旅游期间或其后出

于自己使用或赠送他人的目的% 购买消费

性货物服务以及贵重物品所支付的金额#

包括游客自己支付的费用以及由其他人支

付或报销的费用#

旅游消费的定义和范围

,3"3/ 旅游消费的概念大于旅游支出的概念% 大

于之处在于& 旅游消费还包括临时自给性

住宿服务$ 旅游实物社会转移和其他虚拟

消费# 尽管旅游支出的信息可通过旅游者

调查获得% 但要调整到旅游消费% 还需要

通过其他数据来源进行估计#

,3"30 旅游消费可用类似于描述旅游的方式来描

述% 即按旅游发生地$ 旅游者是常住居民

还是非常住居民来刻画#

特征产品

,3"31 #̀%将消费品分为旅游特征产品和其他消

费品# 旅游特征产品进一步分为国际可比

旅游特征产品和本国特有旅游特征产品#

#̀%手册提供了第一类的名录# 其他消费

品分为旅游关联产品和非旅游相关产品#

非消费品是指那些不构成消费性货物服务

的产品% 包括贵重物品$ 旅游固定资本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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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总额和公共消费# #̀%手册中给出了 !,

种旅游特征产品和活动类别的名录#

旅游产业

,3"32 旅游产业是那些其主要活动对应于某种旅

游特征产品的基层单位的集合# 旅游产业

包括& 游客住宿业% 餐饮服务业% 铁路%

公路% 水路和航空客运业% 运输设备租赁

业% 旅行社和其他预订服务业% 文化产业%

体育和娱乐业% 本国特有旅游特征货物的

零售贸易和本国特有旅游特征产业#

,3"33 在这些信息基础上% 可编制由 !4 张表格组

成的一整套 #̀%账户# 前三张表格是关于

旅游支出的# 表 . 区分了本国旅游和入境

旅游% 以及从旅游支出到旅游消费的调整#

表 / 显示了旅游产业的供给# 表 0 是 #̀%

的核心% 显示了可得到的主要总量指标%

这些总量指标将在下面列示# 表 1 是就业%

表 2 是固定资本% 表 3 是公共消费% 表 !4

是非货币性信息#

主要总量指标

,3"!44 下列总量指标是用来衡量经济中旅游规模

的一套有价值的指标# 它们包括&

)"国内旅游支出'

*"国内旅游消费'

+"旅游产业总增加值 !&_%̀6"'

5"旅游直接总增加值 ! '̀&_%"'

8"旅游直接国内生产总值 ! '̀&'("#

,3"!4! #̀%手册的表 0 显示了这些指标的推导%

这里作为表 ,3"! !原文为表 ,2"!% 译者

注" 列示#

($ 环境核算

,3"!4, 环境核算的目的是在以 #$%为基础的一个

框架内反映自然资源使用 !有时是耗竭"

以及残余物产生 !会污染空气和水" 的影

响# 它们还要识别用于预防或阻止人类活

动之环境影响的各种专门活动#

,3"!4- 综合环境经济核算卫星账户 ! #==%" 的

临时版本于 !33- 年出版# 更新版于 ,44-

年出版# 目前进行的工作是进一步修订

#==%% 以期于 ,4!, 年出版# #==%的目的

是协助如下目标的实现&

)"鼓励环境统计采用标准分类% 这将扩大

现有环境信息的价值和相关性'

*"使用经济核算连接存量与流量的惯例%

为环境统计提供新维度'

+"提供与传统经济核算所含经济信息联系

的纽带% 改进这两套信息的可靠性和一

致性'

5"识别使用和所有权% 从而确定环境影响

的责任'

8"促进跨时全面一致数据集的开发'

D"便利国际比较#

,3"!4. 与 #$%一样% #==%的账户提供了一种记

录功能% 从中可推导出一些关键性指标'

同时也提供了一种管理功能% 可用于政策

选择分析# 该套账户为计算已包括在可持

续发展指标集中的测度指标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 而且% 它们还可用于开发新的指标%

如经环境调整的宏观经济总量指标% 这些

指标是无法以其他方式得到的#

#==%的各个部分

,3"!4/ #==%应视为 #$%的一个卫星账户% 它同

时具有内部卫星账户和外部卫星账户的特

征# 整个体系包括三个主要部分% 其中有

两个主要部分或多或少可以独立进行% 第三

个主要部分是用来将前两个主要部分相互整

合并与 #$%整合起来的# 这三部分包括&

)"一种扩展形式的供给使用表% 可单独纳

入实物量数据% 或将实物量数据附加到

价值量数据之下'

*"对 #$%中心框架中具有扩展性的部分

进行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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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 #$%% 以考虑耗减和退化对宏观总

量指标如&'(的影响#

实物型和混合型供给使用表

,3"!40 #==%中区分了四类不同的流量#

)"产品" 是指经济范围内生产并使用的货

物和服务% 包括本国与国外间的货物和

服务流量#

*"自然资源" 包括矿物和能源资源$ 土

壤$ 水和生物资源#

+"生态投入" 包括燃烧所需的空气$ 气体

和维持生命所需的水#

5"残余物" 是经济体无意生产且不需要的

产出% 其价格为零% 可以回收或排放到

环境中# (残余物) 这个单一的词可用

来包括固体废弃物$ 液态排放物 !排放

到水里" 和气态排放物 !排放到空气

里"#

,3"!41 第一组环境账户体现与环境统计数据的联

接% 是通过将环境实物量数据纳入供给使

用框架或投入产出框架而形成的# 实物流

量账户由产品$ 自然资源$ 生态投入和残

余物的合并账户组成% 每一账户均按对经

济体的供给和经济体的使用来表达# 纯实

物量账户可显示不同经济活动对环境影响

的相对重要性#

,3"!42 然而% 这种方法的效力来自能够提炼出实

物流量和价值流量的相似之处% 从而能够

将环境重要性与相应的经济活动重要性进

行比较和对比# 混合型供给使用表或投入

产出表将产品的价值量置于产品的实物当

量之上% 并加入增加值这一平衡项# 混合

型投入产出表已被成功地用来研究温室效

应或固体废弃物等环境主题# 在 #==%手

册中可找到实例#

,3"!43 #==%混合型投入产出表的一个例子见表

,3",#

识别中心框架中与环境有关的方面

,3"!!4 核算体系的第二部分是准确识别 #$%中与

环境直接相关的那些货币交易# 就流量而

言% 这些交易涉及环境税$ 财产收入与产

权$ 环境保护与自然资源使用和管理支出#

环境税$ 财产收入与产权

,3"!!! 环境税是以确实具有特定负面环境影响的

实物单位 !或其代理" 为税基的一种税#

有四种税可认为是环境税& 能源税$ 运输

税$ 污染税和资源税# 与 #$%的其他地方

一样% 必须注意区分税和服务费# 例如%

填埋费可能就是一种服务费% 即使它是由

政府征收的#

,3"!!, #$%把自然资产的资源租金视为支付给其

他单位的财产收入# 但是% 正如第 ,4 章所

示% 将与所有者使用自然资产的资源租金

相对应的那部分营业盈余识别出来也是可

能的#

,3"!!- 自然资源使用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延期使

用这些资产的许可问题% 这已在第 !1 章讨

论过# 自然资源的开采或将自然资源作为

受纳体使用% 都可能涉及许可问题#

关于环境保护支出的一套账户

,3"!!. 使用相当标准的卫星账户技术% 按照下列

步骤% 可编制出一套环境保护账户#

)"将相关辅助活动作为次要产品处理'

*"识别环境保护的一组特征产品'

+"识别针对环境保护的特有转移'

5"计算国民环境保护支出'

8"识别负担支出的部门#

,3"!!/ #==%手册详细阐述了上述全部步骤# 它

还讨论确定了 (环境产业) 的一系列特征

产品% 以用于国际比较# 环境保护支出账

户的例子见表 ,3"-#

资产账户

,3"!!0 利用第 !! 章所述的资产账户% 可以从价值

量和实物量两方面来核算自然资源的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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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存量变动# 在 #==%中% 对那些没有货

币价值因而不在 #$%资产范围之内的自然

资源% 其资产账户可以按实物量编制# 对

空气和水等可能没有货币价值$ 甚至没有

存量价值的资源来说% 编制实物单位存量

变动账户仍然是有用的#

在流量账户中整合环境调整

,3"!!1 #==%之第三个即最后一个主要部分体现

外部卫星账户的性质# 它放松了前文所列

账户一直尊重的$ 不能对 #$%账户作任何

根本性改动的限制# 该部分的思想很简单%

就是将混合表转换成完全的价值量表% 方

法是将这些流量的货币价值放在一直仅用

实物单位表示的混合表的下方和右方# 但

是% 尽管思想很简单% 实施却并不容易#

#==%的这一部分更多是实验性的% 至今

还未达成共识#

耗减

,3"!!2 估价经济体系中的环境投入是第一步也是

较简单的一步# 由于这些投入是在市场上

出售的产品中的一部分% 原则上% 可以使

用直接方法% 以市场原则为基础将这部分

价值分离出来# 即使在 #$%内% 有时也进

行这种估价% 但其估价结果是放入资产其

他变化账户而不是流量账户# 因此% 将环

境投入的使用纳入经济体系的另一种方法

是& 将某些资产其他变化项目重新分配到

描述交易的账户中# 特别地% 如果某种环

境资源不是以可持续方式利用的% 则可以

考虑采用另一种收入指标% 其中不仅考虑

了固定资本消耗% 而且考虑了自然资本消

耗% 此时就会涉及自然资源的耗减#

防御支出

,3"!!3 为了限制残余物的产生% 减轻已排放残余

物的影响% 已采取了一些措施# 在此方面

的支出有时称作防御支出# 调整宏观经济

总量的一种可能方法% 是将这些支出作为

抵消折旧的资本形成处理#

环境退化核算

,3"!,4 这是环境核算中最困难的部分% 也是看法

仍有很大分歧之处# 如何将退化效应纳入

#$%存在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如何估

价退化'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将这些估值纳

入账户之中#

,3"!,! 为集中注意力% 下面只简要阐述所推荐的

各种方法#

,3"!,, 一种方法聚焦于维护成本# !这是 !33- 版

#==%所采取的方法#" 实施该方法的目的

是要回答如下问题& 如果使用当前成本和

当前技术达到假定的环境标准后% 国内生

产净值是多少-

,3"!,- 该方法的问题出现在环境标准发生了显著变

化之时# 原因在于& 环境标准的大幅提升会

造成相关产品价格上升% 并很可能由此带来

行为改变% 从而影响对这些产品的需求水

平% 进而或表现为这些产品产出水平的改

变% 或表现为生产技术的改变以减少对这些

新近变贵产品的依赖# 但是% 在环境标准只

有细微变化情况下% 可以使用此法得到转

而采用更严格的环境标准对国内生产净值

影响的上限# 根据此法得到的总量指标被

称为 (经环境调整的) 总量指标#

,3"!,. 第二种基于成本的估计法称作 (绿色经济

建模)% 它试图解决维护成本法在环境标

准重大变动情况下存在的问题# 它们试图

回答的问题是& 如果采取措施将维护成本

内部化后% &'(将达到什么水平-

,3"!,/ 绿色经济模型有一种特别应用& 它的目标

不只是确定满足国民经济核算平衡的一组

产出价值$ 需求价值等% 而是要确定能够

带来一定时期内可持续收入的产出水平#

它试图回答的问题是& 什么样的收入水平

和环境功能是永远可持续的-

,3"!,0 基于损害的测度法是要测度实际产生的残

余物的影响# 残余物最大的影响是对人类

健康的影响# 此法试图回答的问题是& 自

然资本$ 人造资本和人类健康受到的环境

影响对$'(水平的影响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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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因此% (经损害调整的收入) 是将 &'(类

测度指标转换为福利指标的第一步% 但是

福利的其他许多方面都被有意忽略了#

+$ 卫生卫星账户

,3"!,2 从就业人数$ 营业额水平来说% 在许多国

家% 卫生保健产业都是一个规模巨大$ 非

常重要的产业% 并且总是受到大量政策关

注# +卫生核算体系 !#7%", !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 ,444" 总结了过去 !/ 年来收

集卫生数据信息的经验# 该手册的主要目

的之一是提供一个与国民经济核算规则保

持一致的$ 从经济角度分析卫生保健系统

的框架# 探讨 #7%与卫生卫星账户间的概

念性联系是该手册的一部分# 目前%

N=<'$ 欧盟统计局和 m7N正在共同努力

更新该手册% 其修订版预计可在 ,4!4 年末

完成#

,3"!,3 要想了解如何开发一个卫生卫星账户% 应

该从研究 #7%着手# #7%提供了四种信

息& 有关卫生保健的功能分类$ 针对卫生

保健提供单位的分析$ 卫生保健支出的信

息和卫生保健资金来源的信息# 下面将依

次简要介绍这些信息#

卫生保健的功能分类

,3"!-4 卫生保健活动包括机构或个人运用医学$

辅助医学和护理学的知识技术而实现的下

列目标的活动&

)"促进健康$ 预防疾病'

*"治疗疾病$ 减少过早死亡'

+"对需要护理的慢性疾病人群提供关怀服

务'

5"对需要护理的损伤$ 失能$ 残障人群提

供关怀服务'

8"协助病人有尊严地死去'

D"提供和管理公共卫生'

L"提供和管理卫生规划$ 健康保险和其他

资金安排#

,3"!-! 因此% 卫生保健的功能主要分为三类&

)"个人卫生保健服务和货物'

*"公共卫生保健服务'

+"卫生保健相关功能#

,3"!-, 每一功能都可以细分为许多类别# 个人卫

生保健服务和货物可分为治疗服务$ 康复

保健服务$ 长期护理保健服务$ 辅助性医

疗服务和用于门诊病人的医疗商品# 公共

卫生保健服务可分为预防和公共卫生服务$

卫生管理和健康保险两类# 卫生保健相关

功能包括卫生服务提供机构的资本形成%

卫生从业人员的教育和培训% 卫生方面的

研究和开发% 食品$ 卫生和饮用水控制%

环境卫生% 帮助疾病和损伤人群的实物社

会服务的提供和管理% 卫生相关现金福利

的提供和管理#

卫生保健提供单位

,3"!-- 卫生保健的提供者可分为如下类别&

)"医院'

*"护理与居民保健机构'

+"门诊医疗保健提供者'

5"医疗商品的零售商和其他提供者'

8"公共卫生计划的提供与管理'

D"卫生行政管理和保险'

L"其他产业 !其他经济部门"'

M"国外#

,3"!-. 所有这些提供者分散存在于 #$%的一个或

多个机构部门中#

卫生保健支出

,3"!-/ 卫生总支出测度的是& 常住单位对卫生保

健货物服务的最终使用% 加上卫生提供者

产业 !以卫生作为其主要活动的机构" 的

资本形成总额#

,3"!-0 卫生支出可分为如下类别&

)"个人卫生服务'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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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门诊病人的医疗商品'

+"个人卫生总费用'

5"预防和公共卫生服务'

8"卫生管理和健康保险'

D"经常性卫生总支出 !上述各项之和"'

L"卫生产业的资本形成总额'

M"卫生总支出#

,3"!-1 卫生服务的生产范围与 #$%非常近似% 但

有如下两个例外& 首先% 与职业有关的卫

生保健包括在 #7%中% 但在 #$%中作为

辅助服务处理' 其次% 对私人住户 !家庭

看护者" 的现金转移视为由转移者支付购

买的国内服务产出#

卫生保健的资金来源

,3"!-2 用于卫生保健的资金由一般政府$ 私人部

门和国外提供# 一般政府要细分为各级政

府和社会保障基金# 私人部门要细分为私

人社会保险$ 其他私人保险$ 私人住户$

$(6#7与公司 !不包括医疗保险"#

将 #7%转换为卫生卫星账户

,3"!-3 将 #7%的经济框架转换为一套卫生卫星账

户% 需要经过以下步骤&

)"确定作为卫生保健服务生产的特有货物

和服务的完整清单'

*"确定定义卫生总支出的生产范围'

+"确定应作为资本形成记录的活动'

5"识别特有交易'

8"对作为卫生核算组成部分之一的转移进

行详细分析'

D"识别卫生费用的最终使用者和最终负担者#

,3"!.4 确定特征产品清单的困难之一在于% <(<

并未提供卫生账户所需的详细的卫生保健

服务目录# 因此% 需要一个更加详细的分

类# 而且% 由于卫生保健通常是一种来自

行政管理数据的公共责任信息% 因此其详

细程度通常不足以满足卫星账户的需要#

,3"!.! 尽管存在这些困难% 但一般认为% 只要增

加如下四个账户% 就可将 #7%扩展为卫生

卫星账户&

)"卫生保健产业之生产账户和卫生保健增

加值'

*"按投入类型分类的卫生保健产业生产过

程中的中间投入'

+"卫生保健产业的总资本存量'

5"卫生保健产业的投入产出表#

,3"!., 表 ,3". 显示了针对卫生保健制定的供给使

用表的示例#

.$ 未付酬住户活动

,3"!.- 本节不属于常规的卫星账户# 尽管很难确

定具有未付酬住户活动独一无二特征的产

品% 也没有制作出公认的标准表格% 但是%

这是一个存在大量分析需求和政策兴趣的

领域% 也是目前有大量研究工作正在进行

的领域# 因此% 本节的目的仅在于简要报

告目前正在考虑的方法% 并指出何处可找

到正在进行中的研究的详细信息#

,3"!.. 为方便起见% 将需要考虑的问题分为下列

三方面&

)"未付酬的住户服务'

*"关于耐用消费品处理的考虑'

+"一般性义务劳动问题#

未付酬住户服务

,3"!./ 住户自用服务的估价问题就其本身而言是

有意义的# 此外% 经常有人认为% 第二次

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工业化国家 &'(的增

长% 部分原因在于原来仅从事家务活动的

妇女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劳动力大军中# 他

们认为% 如果对家务活动进行了估价% 妇

女工作的变化就不会造成 &'(如此大幅度

增加# 因此% 就长期分析而言% 对未付酬

住户活动进行估价相当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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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的中心框架将未付酬住户服务排除在

生产范围之外是毫无疑义的# 但是% 通过

卫星账户% 完全可以扩展生产范围以包括

未付酬住户服务# 但即使是扩展的生产范

围% 也不可能将吃$ 睡和锻炼等不能由第

三方执行的活动包括在内# 已经有一些研

究试图通过其中一些活动的估价来估计闲

暇的价值% 但这不是本节所考虑的内容#

,3"!.1 一个很宽泛的共识是% 住户自用消费服务

测算的起点是测算住户为自用服务所花费

的时间# 人们越来越有兴趣进行时间利用

调查以获得这类信息# 但是% 时间利用调

查是含糊的% 问题在于多重任务的处理#

例如% 在同一时间段% 某人可能会一边准

备午饭% 一边照顾幼儿% 一边帮助较大的

孩子完成家庭作业# 这一时间段应分为三

段% 还是每项活动都按整个时长计算-

,3"!.2 闲暇的边界也存在问题# 有些人将园艺视

为家务杂事' 有些人则可能将园艺视为闲

暇活动# 尽管全职照顾孩子明显是一种住

户服务% 但祖父母花在孙子身上的时间必

须作为住户服务计算还是作为一种闲暇活

动计算-

,3"!.3 如何估价家务活动也存在问题# 一种可能

性是编制完整的生产账户% 例如% 将住户

购买的食物作为烹调的投入# 这种方式下%

住户直接消费的货物极少' 很多货物都被

视为某种服务产出的中间消耗# 另一种方

法也是通常采用的一种方法% 是将投入视

为住户消费支出% 而仅对以前未估价的时

间另作估计#

,3"!/4 对住户服务所费时间进行估价的基本问题

在于& 估价时是应使用一个人执行该任务

的机会成本% 还是应使用其比较成本# 这

两种方法都存在困难# 机会成本似乎更有

吸引力% 因为从经济理论来说% 能挣更多

钱的人确实应该去挣这些额外的钱% 并付

费请别人来承担家务# 但在实践中是否确

实如此并不清晰# 比较成本可能很难得到%

并且可能不切实际# 例如% 一名专业水管

工人可能在数分钟内就修理好漏水的龙头%

而一个业余者可能要花一小时# 如果用水

管工人的工资来估价业余者所花时间% 估

计出的生产量明显会不切实际得高#

,3"!/! 文献中可以找到解决产出估价问题的各种

尝试# 这些文献有& +住户生产和消费&

住户卫星账户方法建议, !欧洲统计局%

,44-"% +住户卫星账户***,44! 年芬兰住

户生产和消费, !芬兰统计局和国家消费

研究中心% ,440"% 以及 +超越市场& 美

国的非市场账户设计, !美国国家研究委

员会% ,44/"#

耐用消费品

,3"!/, 经常有人认为% 耐用消费品应视为住户固

定资本形成的一种形式% 而不仅作为最终

消费支出# 的确% 在家用设备方面存在着

一块灰色地带& 有时% 住宅成本可能包括

炊具$ 电冰箱和洗碗机等全部厨房设施%

有时这些设施又被作为消费支出处理#

,3"!/- 耐用消费品未包括在资产范围内的主要原

因% 与住户服务未包括在生产范围内有关#

如果住户用机器洗衣服是生产活动% 则用

手洗衣服为何不是生产活动就无法说清了#

,3"!/. 不过% 监测耐用消费品购买的确具有意义#

购买从本质上看通常是周期性的% 尽管有

时支出变动可能仅仅是受到新产品介绍的

吸引#

,3"!// 卫星账户中可采用两种方法# 第一种是在

估价未付酬住户生产的同时% 对耐用消费

品采用备选处理方法# 另一种是仍将未付

酬住户生产排除在生产范围之外% 但通过

估计耐用消费品提供的服务来取代耐用消

费品# 将耐用消费品视为资产% 也是测算

住户储蓄和财富之所需# 此类分析实例可

参见 +欧洲地区耐用货物及其对住户储蓄

率的影响, !i)J)V)等% ,440"#

义务劳动

,3"!/0 对住户提供的未付酬服务不包括在生产范围

内# 无论得到服务的住户是志愿者所属住户%

还是其他住户% 均不包括在生产范围内#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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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如果志愿者向非市场生产者或市场性 $(6

提供了服务% 他们所参与的活动应包括在

生产范围内# 但是% 所提供的服务价值应

以成本计量# 这些成本可能确实为零% 或

者可能是名义上的% 包括实物工资和薪金#

例如% 宗教团体支付给卫生和教育服务提

供者的可能不是工资% 而是供应他们食宿#

原则上% 这些成本应视为实物工资和薪金#

,3"!/2 政府内部可能也有一些义务劳动% 例如支

教# 公司里可能也有些未付酬人员在工作

!例如实习计划的一部分"% 但市场性 $(6

中的义务劳动相当普遍% 如在博物馆或美

术馆作向导或管理员#

,3"!/3 即使准公司或企业的所有者未领取工资%

也应该认为% 这笔工资原则上应先处理为

雇员报酬收入% 然后再处理为对企业注入

了相同金额的资本# 虽然不太可能如此记

录% 但是这种情况与通常理解的义务劳动

明显有实质上的不同#

,3"!04 义务劳动估价问题与未付酬住户活动时间

的估价问题是一样的% 因而有同样的备选

方法可供使用# 如果要估价义务劳动% 则

必须核算下列条目&

)"使用义务劳动的单位的雇员报酬'

*"志愿者所属住户的收入'

+"志愿者向使用单位进行的相同金额的转

移'

5"使用单位的最终消费支出'

8"实物社会转移 !几乎总是"#

此方法与公共建设项目劳动投入的推荐测

算方法相同#

,3"!0! 正如第 ,- 章所述% 在卫星账户内% 即使市

场性$(6也可被视为从事非市场活动% 而

这些非市场活动将包括志愿者的活动#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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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中的层级分类及相应编码

#$ 引言

%!"! 正如第 , 章所言% #$%中的账户是围绕为数不多的几个理论要素建立的% 主要包括部门$ 交易以

及按交易和其他流量划分的各类项目% 尤其是资产与负债要素# 每个要素都有一个层级分类# 按

层级的高低程度% 可以编制或详或略的账户# 在某些情况下% 全面的描述需要两个甚至三个层级

的信息# 例如% 账户中的登录一般总会涉及一个部门$ 一项交易或其他流量% 还可能会指明记录

的是哪类产品或资产#

%!", 除 #$%特有的理论要素的分类层级外% 也会用到其他分类体系% 例如生产中所用的产业分类$ 货

物与服务分类% 这些分类有的旨在描述各项目的本质% 有的则是要说明项目所服务的目的#

%!"- 国际组织一般要收集各国的概括性账户% 为了便于收集% 需要采用一套标准代码来识别需要传输

的项目% 这些项目通常采取时间序列的形式#

%!". 本附录的目的是对上述几个方面进行详细的解释# ;节列出了本体系的所有分类层级# 国际数据

库无法包括这里列出的所有细分类% 但是只要数据的收集比较普遍而且已经建立了代码% 就应按

照本体系的分类显示#

%!"/ #$%常用的外部主要国际分类体系有以下几类&

,I2I3% ,I8,I7和,I7'8

出版物& 联合国% ,444 年% +支出目的分类& 政府职能分类, !<N:N&"% +个人消费目的分类,

!<N6<N("% +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支出目的分类, !<N($6"% +生产者支出目的分类, !<N(("# 联

合国统计司经济与社会处% 统计论文9系列% 第 2. 卷% 联合国% 纽约#

网址& MEE\BBXKIE)EI"XK"UFLBXKI5B+J)IIB58D)XJE")I\

,-,.

出版物& 联合国% ,442 年% +全部经济活动的国际标准产业分类, !6#6<" 修订版 .% 联合国统计司经济

与社会处% 统计论文9系列% 第 . 卷% 修订版 .% 联合国% 纽约#

网址& MEE\BBXKIE)EI"XK"UFLBXKI5B+J)IIB58D)XJE")I\

./.

出版物& 联合国% ,442 年% +主产品分类, !<(<" 第 , 版% 联合国统计司经济与社会处% 统计论文9系

列% 第 11 卷第 , 版% 联合国% 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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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 MEE\BBXKIE)EI"XK"UFLBXKI5B+J)IIB58D)XJE")I\

&8D,

出版物& 联合国% ,440 年% +标准产业贸易分类, 修订版% 联合国统计司经济与社会处% 统计论文 9系

列% 第 -. 卷修订 .% 联合国% 纽约#

网址& MEE\BBXKIE)EI"XK"UFLBXKI5BEF)58B58D)XJE"MEG

4&

出版物& 国际海关组织% ,441 年% +海关商品说明与编码体系, 修订 .% 布鲁塞尔#

网址& MEE\BB\X*JO+)EOUK"[+UUG5"UFLBOK58I"\M\

%$ &'#中的分类层级

%!"0 以下描述四套层级分类# 第一套是部门% 第二套反映交易% 第三套反映其他流量% 最后一套涉及

存量# 以下各节将依次介绍各套层级分类#

!$ 部门分类 $代码&%

%!"1 第 . 章介绍了 #$%中的部门分类原则# 以下列表全面地给出了尽可能详尽的分类# 该列表所涉范

围很广% 并不是每个国家在任何阶段都会用到所有的细分类别# 其中有些细分类别可能不会包含

任何机构单位% 或者可能仅包含极少的单位% 因而不可能提供此种细分类别的信息# 但为了保持

完整性% 这里还是列出了全部的分类#

%!"2 #$%中的一些标准缩写被用到细分类中# 机构单位中的非营利机构以 $(J标记# 在公司部门中%

不属于$(J的单位被称为营利机构% 以 :(J标记# 需要重申的是% 并不是禁止 $(J谋取利润% 只

是禁止将利润分配给其所有者# 公司部门中的$(J与:(J一样% 也是市场生产者#

%!"3 并非所有的$(J都是市场生产者# 对于那些作为非市场生产者的 $(J% 需要区分两个类型% 即受

政府部门控制的 !也被称为$(J" 与不受政府控制的# 这些单位为住户服务% 并组成一个单独的

部门% 称之为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 即$(J7#

%!"!4 并非分类中的每一项都有指定的代码' 只有那些在国际传输项目中经常用到的项目才有代码#

%!"!! 所有机构部门与子部门列表如下&

经济总体 #&!$

非金融公司 #&!!$

??非金融公司@$(J

??非金融公司@:(J

?公营非金融公司

??公营非金融公司@$(J

??公营非金融公司@:(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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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国私营非金融公司

??本国私营非金融公司@$(J

??本国私营非金融公司@:(J

?外国控制非金融公司

??外国控制非金融公司@$(J

??外国控制非金融公司@:(J

金融公司 #&!($

"中央银行 #&!(!$

?中央银行以外的存款性公司 #&!(($

???存款性公司@$(J

???存款性公司@:(J

??公营存款性公司

???公营存款性公司@$(J

???公营存款性公司@:(J

??本国私营存款性公司

???本国私营存款性公司@$(J

???本国私营存款性公司@:(J

??外国控制存款性公司

???外国控制存款性公司@$(J

???外国控制存款性公司@:(J

"货币市场基金 #;;2$ #&!(+$

??货币市场基金@$(J

??货币市场基金@:(J

?公营货币市场基金

??公营货币市场基金@$(J

??公营货币市场基金@:(J

?本国私营货币市场基金

??本国私营货币市场基金@$(J

??本国私营货币市场基金@:(J

?外国控制货币市场基金

??外国控制货币市场基金@$(J

??外国控制货币市场基金@:(J

"非;;2投资基金 #&!(.$

??非99:投资基金@$(J

??非99:投资基金@:(J

?非99:公营投资基金

??非99:公营投资基金@$(J

??非99:公营投资基金@:(J

?非99:本国私营投资基金

??非99:本国私营投资基金@$(J

??非99:本国私营投资基金@:(J

?非99:外国控制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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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99:外国控制投资基金@$(J

??非99:外国控制投资基金@:(J

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以外的其他金融中介机构 #&!(/$

??其他金融中介机构@$(J

??其他金融中介机构@:(J

?公营其他金融中介机构

??公营其他金融中介机构@$(J

??公营其他金融中介机构@:(J

?本国私营其他金融中介机构

??本国私营其他金融中介机构@$(J

??本国私营其他金融中介机构@:(J

?外国控制其他金融中介机构

??外国控制其他金融中介机构@$(J

??外国控制其他金融中介机构@:(J

"金融辅助机构 #&!(0$

??金融辅助机构@$(J

??金融辅助机构@:(J

?公营金融辅助机构

??公营金融辅助机构@$(J

??公营金融辅助机构@:(J

?本国私营金融辅助机构

??本国私营金融辅助机构@$(J

??本国私营金融辅助机构@:(J

?外国控制金融辅助机构

??外国控制金融辅助机构@$(J

??外国控制金融辅助机构@:(J

"专属金融机构和贷款人 #&!(5$

??专属金融机构和贷款人@$(J

??专属金融机构和贷款人@:(J

?公营专属金融机构和贷款人

??公营专属金融机构和贷款人@$(J

??公营专属金融机构和贷款人@:(J

?本国私营专属金融机构和贷款人

??本国私营专属金融机构和贷款人@$(J

??本国私营专属金融机构和贷款人@:(J

?外国控制专属金融机构和贷款人

??外国控制专属金融机构和贷款人@$(J

??外国控制专属金融机构和贷款人@:(J

"保险公司 #&!(*$

??保险公司@$(J

??保险公司@:(J

?公营保险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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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营保险公司@$(J

??公营保险公司@:(J

?本国私营保险公司

??本国私营保险公司@$(J

??本国私营保险公司@:(J

?外国控制保险公司

??外国控制保险公司@$(J

??外国控制保险公司@:(J

"养老基金 #&!(6$

??养老基金@$(J

??养老基金@:(J

?公营养老基金

??公营养老基金@$(J

??公营养老基金@:(J

?本国私营养老基金

??本国私营养老基金@$(J

??本国私营养老基金@:(J

?外国控制养老基金

??外国控制养老基金@$(J

??外国控制养老基金@:(6

%!"!, 一般政府的社会保障基金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运作方式% 为此% 对一般政府部门设立了两种编码

体系# 如果社会保障基金是由一个单位为各级政府部门进行运作的% 则一般政府部门包括四个子

部门% 各级政府为一个部门% 另外还有一个社会保障基金# 如果各级政府自己运作其社会保障基

金% 则只包括三个子部门% 即每一级包括社会保障基金在内的政府是一个子部门# 理论上% 政府

部门的层级分类如下&

一般政府 #&!+$

?一般政府社会保障基金

?除社会保障基金以外的一般政府

??一般政府非营利机构

?中央政府

??中央政府社会保障基金

??除社会保障基金以外的中央政府

???中央政府非营利机构

?省级政府

??省级政府社会保障基金

??除社会保障基金以外的省级政府

???省级政府非营利机构

?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社会保障基金

??除社会保障基金以外的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非营利机构

%!"!- 实践中% 一般政府的两种分类及相应编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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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政府 #&!+$ 一般政府 #&!+$

社会保障基金由一个独立机构单位为各级政

府部门进行运作#

社会保障基金不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单位% 而

是包含在相应级别的政府部门中#

除社会保障基金以外的中央政府 !#!-!!" 包含社会保障的中央政府 !#!-!!"

除社会保障基金以外的省级政府 !#!-!," 包含社会保障的省级政府 !#!-!,"

除社会保障基金以外的地方政府 !#!-!-" 包含社会保障基金的地方政府 !#!-!-"

一般政府的社会保障 #&!+!.$

住户 #&!.$

"雇主 ##!.!$ "

"自雇工作者 ##!.($

"雇员 ##!.+$

"财产收入与转移收入接受者 ##!..$

??财产收入接受者 !#!..!"

??养老金领取者 !#!..,"

??其他转移收入接受者 !#!..-"

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 #&!/$

??本国私营

??外国控制

国外 #&($

($ 交易分类

%!"!. 交易分类包括&

)"产品 !包含生产资产"'

*"非生产资产'

+"分配性交易#

产品交易分类 "代码(#

%!"!/ 产品代码用来描述 #$%中生产的所有货物服务的供给和使用# 所有列出的分类都会出现在货物和

服务账户中# 另外% 产出与中间消耗会出现在生产账户中% 最终消费支出与实际最终消费会出现

在收入使用账户中% 资本形成总额会出现在资本账户中#

%!"!0 分类中的所有类别都还可以进行二级分类# 对积累账户中的资本形成总额% 可按资产进行分类

!代码%$!"# 对总产出$ 中间消耗和最终消费% 可使用<(<中的产品分类# 对实际消费% 可使用

相应的功能分类& 政府消费采用<N:N&% 居民消费采用 <N6<N(% $(6#7采用 <N($6# 对于进出

口% 则可采用 #6̀<或7##

%!"!1 资本形成与固定资本形成 !以及其他平衡项" 可以列出总额% 也可以列出减去固定资本消耗之后

的净额# 总额代码末位是L% 净额代码末位是 K# 固定资本消耗% 即总额与净额之间的差额% 用 +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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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 #7!$

"市场产出 #7!!$

"为自身最终使用的产出 #7!($

"非市场产出 #7!+$

中间消耗 #7($

最终消费支出 #7+$

"个人消费支出 #7+!$

"公共消费支出 #7+($

实际最终消费 #7.$

"实际个人消费 #7.!$

"实际公共消费 #7.($

资本形成总额 #7/$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7/!P$

"固定资本消耗 # J$ #7/!>$

??营业盈余总额中的固定资本消耗 ! @" !(/!+!"

??混合收入总额中的固定资本消耗 ! @" !(/!+,"

?固定资本形成净额 #7/!@$

??固定资产的获得减处置 !(/!!"

???新固定资产的获得 !(/!!! "

???现有固定资产的获得 !(/!!, "

???现有固定资产的处置 !(/!!- "

??非生产资产所有权的转移费用 !(/!,"

"存货变化 #7/($

"贵重物品的获得减处置 #7/+$

货物和服务出口 #70$

"货物出口 #70!$

"服务出口 #70($

货物和服务进口 #75$

"货物进口 #75!$

"服务进口 #75($

非生产资产交易分类 "代码$(#

%!"!2 同产品 !如资本形成总额$ 出口与进口" 一样% 非生产资产也可以是交易的对象# 如果需要% 可

以按照非生产性非金融资产的分类 !%$," 对非生产资产的交易代码进行细分#

非生产资产的获得减处置 #'7$

自然资源的获得减处置 #'7!$

合约! 租约和许可的获得减处置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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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誉和营销资产的购买减销售 #'7+$

分配性交易分类 "代码'#

%!"!3 分配性交易代码出现在从收入形成账户到资本账户的一系列账户中# 顾名思义% 它们反映收入分

配和再分配 !以及储蓄在资本转移过程中的分配" 的影响# 对所有分配性交易而言% 所有部门

!包括国外部门" 的应收方登录一定与应付方登录相等#

%!",4 在收入形成账户与初始收入分配账户中有四组交易% 即& 劳动者报酬% 生产与进口税% 补贴% 以

及财产收入#

雇员报酬 #-!$

"工资和薪金 #-!!$

"雇主社会缴款 #-!($

??雇主实际社会缴款 !'!,!"

???雇主实际养老金缴款 !'!,!! "

???雇主实际非养老金缴款 !'!,!, "

??雇主虚拟社会缴款 !'!,,"

???雇主虚拟养老金缴款 !'!,,! "

???雇主虚拟非养老金缴款 !'!,,, "

生产和进口税 #-($

"产品税 #-(!$

??增值类税 !_%̀ " !',!!"

??进口税和进口关税% 不包括_%̀ !',!,"

???进口关税 !',!,! "

???进口税% 不包括_%̀ 和关税 !',!,, "

??出口税 !',!-"

??产品税% 不包括_%̀ $ 进口和出口税 !',!."

"其他生产税 #-(6$

补贴 #-+$

"产品补贴 #-+!$

??进口补贴 !'-!!"

??出口补贴 !'-!,"

??其他产品补贴 !'-!3"

"其他生产补贴 #-+6$

财产收入 #-.$

投资收益

?利息 !'.!"

?公司已分配收入 !'.,"

??红利 !'.,! "

??准公司收入提取 !'.,, "

?外国直接投资的再投资收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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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收入支付 !'.."

??属于投保人的投资收入 !'..! "

??养老金权益的应付投资收入 !'.., "

??属于投资基金股东集体的投资收入 !'..- "

"地租 #-./$

%!",! 在收入再分配账户中有四组交易& 所得$ 财产等经常税% 社会净缴款% 社会福利和其他经常转移#

它们反映 #$%中除实物社会转移以外的所有经常转移#

%!",, 雇主社会缴款在收入形成账户与初始收入分配账户中是雇主的应付% 雇员的应收# 在收入再分配

账户中% 这些缴款是住户的应付% 社会保险计划管理单位的应收# 为了保证在不同账户中记录的

数额完全相等% 在收入再分配账户中% 单独列出了被扣减的$ 作为保险计划总产出组成部分的服

务费和受益住户的最终消费这两个项目# 这样% 社会保险计划服务费只是一个调整项% 而不是一

个分配性交易项#

经常转移 #不包含实物社会转移$

所得税! 财产税等经常税 #-/$

?所得税 !'/!" ?

?其他经常税 !'/3"

净社会缴款 #-0!$

?雇主实际社会缴款 !'0!! a'!,!"

??雇主实际养老金缴款 !'0!!! a'!,!! "

??雇主实际非养老金缴款 !'0!!, a'!,!, "

?雇主虚拟社会缴款 !'0!, a'!,,"

??雇主虚拟养老金缴款 !'0!,! a'!,,! "

??雇主虚拟非养老金缴款 !'0!,, a'!,,, "

?住户实际社会缴款 !'0!-"

??住户实际养老金缴款 !'0!-! "

??住户实际非养老金缴款 !'0!-, "

?住户追加社会缴款 !'0!."

??住户追加养老金缴款 !'0!.! "

??住户追加非养老金缴款 !'0!., "

?社会保险计划服务费 !@"

实物社会转移以外的社会福利 #-0($

?现金形式的社会保障福利 !'0,!"

??社会保障养老金福利 !'0,!! "

??社会保障养老金以外的福利 !'0,!, "

?其他社会保险福利 !'0,,"

??其他社会保险养老金福利 !'0,,! "

??其他社会保险非养老金福利 !'0,,, "

?现金形式的社会救济福利 !'0,-"

其他经常转移 #-5$

?非人寿保险净保费 !'1!"

??非人寿直接保险净保费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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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人寿再保险净保费 !'1!, "

?非人寿保险赔付 !'1,"

??非人寿直接保险赔付 !'1,! "

??非人寿再保险赔付 !'1,, "

?一般政府内部的经常转移 !'1-"

?国际合作中的经常转移 !'1."

?杂项经常转移 !'1/"

??向$(6#7的经常转移 !'1/! "

??常住住户与非常住住户之间的经常转移 !'1/, "

??其他经常转移杂项 !'1/3 "

%!",- 与实物社会转移以及养老金权益变化调整有关的交易显示在实物收入再分配账户$ 收入使用账户

以及调整后可支配收入使用账户中#

实物社会转移 #-0+$

"实物社会转移J非市场产出 #-0+!$

"实物社会转移J从市场购买的产品 #-0+($

养老金权益变化调整 #-*$

%!",. 资本转移出现在资本账户中# 按照惯例% 正如在第 !4 章所解释的% 所有的资本转移项都记录在该

账户的左方% 支出用负数表示# 因此% 资本转移代码在基本代码后边加 F表示应收% 加 \ 表示应

付#

应收的资本转移 #-6Q$

"资本税 #-6!Q$

"投资补助 #-6(Q$

"其他资本转移 #-66Q$

应付的资本转移 #-6R$

"资本税 #-6!R$

"投资补助 #-6(R$

"其他资本转移 #-66R$

金融资产与负债交易分类 "代码:#

%!",/ 金融资产与负债交易代码与非金融资产略有不同% 因为在金融账户中只有一类交易% 要么是资

产与负债的获得% 要么是其处置# 此处的层级与相应的资产和负债有关# 除前缀为 %:表示存

量$ :表示交易之外% 金融资产与负债存量 !即头寸" 所用的代码与其流量所用的代码完全一

致#

%!",0 以下是金融资产与负债交易分类代码&

金融资产净获得H负债净发生 #2$

货币黄金和特别提款权 #2!$

"货币黄金 #2!!$

"特别提款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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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与存款 #2($

"通货 #2(!$

"可转让存款 #2(($

??银行间头寸 !:,,!"

??其他可转让存款 !:,,3"

"其他存款 #2(6$

债务性证券 #2+$

"短期 #2+!$

"长期 #2+($

贷款 #2.$

"短期 #2.!$

"长期 #2.($

股权与投资基金份额 #2/$

"股权 #2/!$

??上市股票 !:/!!"

??非上市股票 !:/!,"

??其他股权 !:/!3"

"投资基金份额H单位 #2/($

??货币市场基金股份B单位 !:/,!"

??其他投资基金份额B单位 !:/,,"

保险! 养老金和标准化担保计划 #20$

"非寿险专门准备金 #20!$

"寿险和年金权益 #20($

"养老金权益 #20+$

"养老金经理人的养老基金债权 #20.$ "

"非养老保险金权益 #20/$

"标准化担保代偿准备金 #200$

金融衍生工具和雇员股票期权 #25$

"金融衍生工具 #25!$

??期权 !:1!!"

??远期 !:1!,"

"雇员股票期权 #25($

其他应收H应付款 #2*$

?商业信用和预付款 !:2!"

?其他应收B应付款 !:23"

+$ 其他流量

%!",1 其他流量包括资产物量其他变化账户中的项目以及平衡项和资产净值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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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物量其他变化账户中的登录 "代码P#

%!",2 P! 到P0 是资产物量其他变化账户中的其他流量# P1 反映重估价账户中的持有收益和损失#

资产的经济出现 #K!$

非生产资产的经济消失 #K($

"自然资源的耗减 #K(!$

"非生产资产的其他经济消失 #K(($

巨灾损失 #K+$

无偿没收 #K.$

未另分类的物量其他变化 #K/$

分类的变化 #K0$

"部门分类与结构的变化 #K0!$

"资产与负债分类的变化 #K0!$

名义持有收益和损失 #K5$

"中性持有收益和损失 #K5!$

"实际持有收益和损失 #K5($

平衡项与资产净值项分类 "代码;#

%!",3 经常账户中的平衡项代码从;! 到;2# 每一项都既可以是总额% 也可以是扣除固定资本消耗后的

净额# 为了区分二者% 在代码后边加L!总" 或 K !净"#

%!"-4 代码;!4都与资产净值的变化有关# 像平衡项一样% 资产净值是由账户一端的项目减去另一端的项

目得到的# 然而% 平衡项反映的是账户左方大于右方的数值% 而资产净值反映的则是账户右方大于

左方的数值#

%!"-! 代码;!!% 即货物和服务的对外交易差额% 是国外账户中的一个项目# 它在经济总体各部门的账

户中没有直接的对应项% 而是要加到经济总体的国内总 !或净" 支出上% 从而得到国内生产总值

!或净值"# 代码;!,% 即对外经常交易差额% 也是国外账户的项目% 如果以货物和服务对外交易

差额取代增加值% 则它与国内部门的储蓄项相类似#

%!"-, 与这一节中的其他代码不同% 代码;34与存量有关% 而不是流量有关# 它反映资产大于负债的资产

净值#

%!"-- 以下是所有平衡项与资产净值项的代码&

增加值" 国内生产总 #净$ 值 #%!P$

营业盈余总额 #%(P$

混合收入总额 #%+P$

业主收入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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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收入总额" #总$ 国民收入 #%/P$

可支配收入总额 #%0P$

调整后可支配收入总额 #%5P$

总储蓄 #%*P$

净借出 # S$ H净借入 # J$ #%6P$

资产净值变化 #%!)$

"储蓄和资本转移引起的资产净值变化 #%!)!$

"资产其他物量变化引起的资产净值变化 #%!)($

"名义持有收益和损失引起的资产净值变化 #%!)+$

??中性持有收益和损失引起的资产净值变化 !;!4-!"

??实际持有收益和损失引起的资产净值变化 !;!4-,"

货物与和服务的对外差额 #%!!$

对外经常性差额 #%!($

资产净值 #%6)$

.$ 资产与负债存量项目

资产负债表项目 "代码 #̂

%!"-. 和金融账户一样% 一张资产负债表中所需要的代码% 只需用 %$和 %:表示出详细的资产种类即

可# 不过% 需要编制期初资产负债账户 ! #̂" 和期末资产负债账户 ! =̂" 来反映资产的存量水

平% 并编制一个反映期初期末间的变化 ! ê" 的账户# 这三类代码要与资产的分类一致# ê项

目是一定时期内某资产项下代码(/$ $($ :和P所对应的登录项目的总和#

%!"-/ 从期初资产负债表的项目可以计算出资产净值 !;34"# 该数额与期末资产负债表中 ;34 数额之

差% 必须等于代码 ê的各项目之和% 同时也应等于;!4#

期初资产负债表 ! #̂"

资产负债的变化 ! ê"

期末资产负债表 ! =̂"

非金融资产 "代码%$#

%!"-0 非金融资产交易根据获得资产的目的进行分类# 所有非金融资产都有价值贮藏功能% 但是% 除贵

重物品只能充当价值贮藏手段外% 获得非金融资产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在生产过程中使用它# 下面

列出的%$项目体现了某些功能要素与描述代码的结合# 例如% 桌子可能是 %$!!- !即机器和设

备" 的一部分% 也可能是某种存货的增加% 或者可能是某种贵重物品#

%!"-1 首先将非金融资产分为生产资产 !%$!" 与非生产资产 !%$," 两类# 生产资产又分为三大类&

固定资产 !%$!!"% 存货 !%$!,"% 贵重物品 !%$!-"# 非生产资产也分为三类& 自然资源

!%$,!"% 合约$ 租约和许可 !%$,,"% 商誉与营销资产的购买减出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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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非生产资产所有权转移费用 !即%$!!0" 是个例外# 该流量是存在的% 并且被作为固定资本形成总

额的一部分% 即固定资产的获得# 但当单独记录资产的存量时% 所有权转移费用包括在相应的非生

产资产中% 并不单独表现为%$!!的一部分# 在下面的代码中列出此项% 只是出于说明的需要#

生产非金融资产 ##'!$

"固定资产 ##'!!$

??住宅 !%$!!!"

??其他建筑和构筑物 !%$!!,"

???非住宅建筑 !%$!!,! "

???其他构筑物 !%$!!,, "

???土地改良 !%$!!,- "

??机器和设备 !%$!!-"

???运输设备 !%$!!-! "

???6<̀ 设备 !%$!!-, "

???其他机器和设备 !%$!!-- "

??武器系统 !%$!!."

??培育性生物资源 !%$!!/"

???重复提供产品的动物资源 !%$!!/! "

???重复提供产品的林木$ 庄稼和植物资源 !%$!!/, "

?? !非生产资产所有权转移费用%$!!0"

??知识产权产品 !%$!!1"

???研究与开发 !%$!!1! "

???矿藏勘探和评估 !%$!!1, "

???计算机软件和数据库 !%$!!1- "

????计算机软件 !%$!!1-! "

????数据库 !%$!!1-, "

???娱乐$ 文学或艺术品原件 !%$!!1. "

???其他知识产权产品 !%$!!13 "

?存货 ##'!($

??材料和用品 !%$!,!"

??在制品 !%$!,,"

???培育性生物资源在制品 !%$!,,! "

???其他在制品 !%$!!,,, "

??制成品 !%$!,-"

??军事存货 !%$!,."

??供转售的货物 !%$!,/"

?贵重物品 ##'!+$

??贵金属和宝石 !%$!-!"

??古董和其他艺术品 !%$!-,"

??其他贵重物品 !%$!--"

非生产非金融资产 ##'($

"自然资源 ##'(!$

??土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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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物和能源储备 !%$,!,"

??非培育性生物资源 !%$,!-"

??水资源 !%$,!."

??其他自然资源 !%$,!/"

???无线电频谱 !%$,!/! "

???其他 !%$,!/3 "

?合约! 租约和许可 ##'(($

??可交易的经营租赁 !%$,,!"

??自然资源使用许可 !%$,,,"

??从事特定活动的许可 !%$,,-"

??货物和服务的未来排他性权利 !%$,,."

"商誉和营销资产的购买减出售 ##'(+$

金融资产 "代码%:#

%!"-3 正如在金融资产与负债交易部分所解释的那样% 从理论上说% :代码与存量或头寸代码 !即%:代

码" 之间% 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 但在实践中% 资产负债表中的数据可能不那么细% 除下面列出

的第一级分类外不存在其他细分类# 当然% 如果需要% %:代码可以像:代码那样进行细分#

货币黄金与特别提款权 $#2!%

通货与存款 $#2(%

债务性证券 $#2+%

贷款 $#2.%

股权和投资基金份额H单位 $#2/%

保险! 养老金和标准化担保计划 $#20%

金融衍生工具和雇员股票期权 $#25%

其他应收H应付款 $#2*%

,$ 补充分类项目

%!".4 本手册的许多地方都提到了列示补充分类或备忘项目的可能性# 下面列出了此类建议% 以说明补

充分类项代码是如何设计的# 一般惯例是% 附属项目以 e开头% 再加上与之相关的标准项目代

码#

!$ 不良贷款

%!".! 以下代码用于第 !! 章到 !- 章中提到的不良贷款存量和流量# 因为贷款的代码是%:. 和:.% 所以

不良贷款存量的补充分类代码是e%:.% 流量的补充分类代码是e:.# 不良贷款存量的代码为&

e%:.l$$(?不良贷款名义价值

e%:.l9$(?不良贷款市场价值

相应的流量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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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不良贷款名义价值

e:.l9$(?不良贷款市场价值

在两套编码体系中% 下划线是细分类代码中相应贷款所在的位置% 如资产负债表中的贷款#

e%:.!$$(?短期不良贷款名义价值

e%:.,$$(?长期不良贷款名义价值

($ 资本服务

%!"., 以下代码用于第 ,4 章中的资本服务项&

e<#??资本服务

e<#<? 资本服务***公司与一般政府

?(/!+!?固定资本消耗

?eC< 资本收益

?eN< 其他资本成本

e<#Y?资本服务***非法人企业

?(/!+,?固定资本消耗

?eCY 资本收益

?eNY 其他资本成本

+$ 养老金表

%!".- 以下代码用于第 !1 章第 , 部分的附属表# 该表的行与列采用不同的代码#

表中各列

%!".. 对列而言% 代码中的字母m代表非政府% 数字则是指相应的机构部门#

)"记录在中心账户序列中的负债

!

?一般政府以外的部门负责设计与实行的计划

e(<!m? 定额缴款计划

e(;!m? 定额福利计划

e(<;!m?合计

!

?一般政府部门负责设计与实行的计划

e(<&?定额缴款计划

!

?一般政府雇员的定额福利计划

e(;&!,?在金融公司部门中

e(;&!-?在一般政府部门中

*"没有记录在中心账户序列中的负债

e(;NỲ!-?在一般政府部门中

e(!-!. 社会保障养老金计划

e(̀Ǹ 养老金总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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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C7 其中& 非常住住户

表中各行

)"期初资产负债表

e%:0- #̂?养老金权益

*"交易

e'0!\??与养老金计划有关的社会缴款

e'0!!! 雇主实际社会缴款

e'0!,! 雇主虚拟社会缴款

e'0!-! 住户实际社会缴款

e'0!.! 住户追加社会缴款

e'0!3 社会保障基金中养老金权益的其他 !精算" 累积

e'0,( 养老金福利

e'2 养老金权益变化调整

e'3! 源于权益转移的养老金权益变动

e'3, 源于计划结构协商调整的权益变动

+"其他经济流量

eP1 重估价

eP/ 物量其他变化

5"期末资产负债表

e%:0- =̂ 养老金权益

8"相关指标

e(! 总产出

e%:$ 养老金计划年末所拥有的资产

.$ 耐用消费品

%!"./ 耐用消费品指在第 - 章和 !- 章中的耐用消费品% 其代码以e开头% 接着是'77<= !居民耐用消

费品支出"% 之后的一位数字表示组别% 两位数字表示具体项目# 此外还提供了相应的<N6<N(分

类代码#

<N6<N(???#$%码

??????e'77<=!???家具与家用器具

4/"!"!???e'77<=!! ?家具$ 用具

4/"!",???e'77<=!, ?地毯及其他地面料

4/"-"!???e'77<=!- ?主要家用电器与非电器

4/"/"!???e'77<=!. ?居家及花园主要工具及设备

??????e'77<=,? 个人交通工具

41"!"!???e'77<=,! ?汽车

41"!",???e'77<=,, ?摩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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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e'77<=,- ?自行车

41"!".???e'77<=,. ?畜力交通工具

??????e'77<=- 文化娱乐用品

42","4???e'77<=-! ?电话及传真设备

43"!"!???e'77<=-, ?招待用品% 刻录机$ 扫描仪等

43"!",???e'77<=-- ?照相机$ 家庭影院及光学仪器

43"!"-???e'77<=-. ?信息处理设备

43","!???e'77<=-/ ?主要室外娱乐用品

43",",???e'77<=-0 ?乐器及室内娱乐主要用品

??????e'77<=.? 其他耐用消费品

!,"-"!???e'77<=.! ?珠宝$ 钟表及手表

40"!"-???e'77<=., ?医疗设备及用品

/$ 外商直接投资

%!".0 对于外商直接投资的补充项目 !例如在第 !! 章和 !- 章所提到的"% 其代码以 e开头% 再加 :或

%:及:'6作为后缀% 例如&

e:.,:'6??长期贷款中的外商直接投资交易

0$ 或有头寸

%!".1 对于第 !! 章和 !, 章所提到的或有头寸补充项目% 其代码以e开头% 再加%:及<(作为后缀% 例

如&

e%:!!<(? 货币黄金% 抵押时可能影响到它作为储备资产的可用性

5$ 通货与存款

%!".2 对于第 !! 章所提到的本币或外币结算的通货与存款补充项% 其代码以 e开头% 后加 :或 %:% 再

加$<表示本币通货与存款% 或加:<及国际货币代码表示外币通货与存款% 例如&

)"对交易

e:,! <̂

!

??本币纸币或硬币

e:,,:<???外币存款

*"对存量

e%:,! <̂?? 本币纸币或硬币

e%:,,:<?? 外币存款

*$ 按未偿债务证券的到期时间分类

%!".3 第 !! 章建议对债券按到期日进行分类% 其代码以e开头% 后加%:和到期日%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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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国民账户体系

!

代码中用 <̂ !JU+)J+XFF8K+W"% 而文字说明部分为$< !K)EOUK)J+XFF8K+W"% 二者不一致% 原文如此# ***译者注



e%:-,f,4?,4,4 年到期的债券

6$ 上市与未上市债务证券

%!"/4 对于债务证券补充项% 其代码以 e开头% 后加 :或 %:% 再加上 ! 表示上市% , 表示未上市% 例

如&

)"交易

e:-,!??? 上市的债务性证券

e:-,,??? 未上市的债务性证券

*"存量

e%:-,!???上市的债务性证券

e%:-,,???未上市的债务性证券

!)$ 到期日短于一年的长期贷款及长期抵押贷款

%!"/! 对于到期日短于一年的长期贷款及长期抵押贷款% 其代码以e开头% 后加:或%:% 再加上 !̂ 表

示到期日短于一年的长期贷款% 9̂表示长期抵押贷款% 例如&

)"交易

e:., !̂???到期日短于一年的长期贷款

e:., 9̂?? 长期抵押贷款

*"存量

e%:., !̂?? 到期日短于一年的长期贷款

e%:., 9̂? ?长期抵押贷款

!!$ 上市与未上市投资基金份额

%!"/, 对于上市与未上市投资基金份额% 其代码以e开头% 后加:或%:% 再加上 ! 表示上市% , 表示未

上市% 例如&

)"交易

e:/,3!?? 上市的投资基金份额

e:/,3,?? 未上市的投资基金份额

*"存量

e%:/,3!??上市的投资基金份额

e%:/,3,??未上市的投资基金份额

!," 利息及还款拖欠

%!"/- 对于利息及还款拖欠% 其代码以e开头% 后加%:% 再加上6%表示利息拖欠% (%表示还款拖欠%

例如&

e%:.,6%??长期贷款利息拖欠

e%:.,(%??长期贷款还款拖欠

/-0

附录 !"&'#中的层级分类及相应编码



!+$ 个人汇款及汇款总额

%!"/. 对于第 2 章提到的常住住户与非常住住户之间的个人汇款及汇款总额% 其代码以 e开头% 后加经

常支出代码% 再加(C表示个人汇款% C̀汇款总额% 例如&

e'/./,(C??常住住户与非常住住户之间的个人汇款

e'/./, C̀??常住住户与非常住住户之间的汇款总额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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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账户序列

生产账户 0-2

""""""""""""""""""""""""""""""""""""""""

收入形成账户 0-2

""""""""""""""""""""""""""""""""""""""

初始收入分配账户 0.4

""""""""""""""""""""""""""""""""""""

业主账户 0.,

""""""""""""""""""""""""""""""""""""""""

其他初始收入分配账户 0.,

""""""""""""""""""""""""""""""""""

收入再分配账户 0..

"""""""""""""""""""""""""""""""""""""

可支配收入使用账户 0.0

"""""""""""""""""""""""""""""""""""

实物收入再分配账户 0.0

"""""""""""""""""""""""""""""""""""

调整后可支配收入使用账户 0.0

""""""""""""""""""""""""""""""""

资本账户 0.2

""""""""""""""""""""""""""""""""""""""""

金融账户 0/4

""""""""""""""""""""""""""""""""""""""""

资产物量其他变化账户 0/,

""""""""""""""""""""""""""""""""""

重估价账户 0/.

"""""""""""""""""""""""""""""""""""""""

资产负债表 0/0

"""""""""""""""""""""""""""""""""""""""

阴影部分是使用本体系的核算规则确定的价值' (4) 表示该项可能

发生% 但在实际中可能是微不足道的# 空白部分表示该项要么是不可

能发生的% 要么就是没有明细数据#

1-0



生产账户

使用

代码 交易和平衡项

#!!

非金融

公司

#!,

金融

公司

#!-

政府

#!.

住户

#!/

$(6#7

?

#!

经济

总体

#,

国外

货物

和

服务

合计

?

(1 货物服务进口 .33 .33

(1! ?货物进口 -3, -3,

(1, ?服务进口 !41 !41

(0 货物服务出口 /.4 /.4

(0! ?货物出口 .0, .0,

(0, ?服务出口 12 12

(! 产出 -04. -04.

(!! ?市场产出 -411 -411

(!, ?自给性最终使用产出 !.1 !.1

(!- ?非市场产出 -24 -24

(, 中间消耗 !.11 /, ,,, !!/ !1 !22- !22-

',! 产品税 !.! !.!

'-! 产品补贴 ! @" @2 @2

;!L 总增加值B国内生产总值 !--! 3. !,0 !// !/ !2/. !2/.

(/!+ 固定资本消耗 !/1 !, ,1 ,- - ,,, ,,,

;!K 净增加值B国内生产净值 !!1. 2, 33 !-, !, !0-, !0-,

;!! 货物服务对外差额 @.! @.!

收入形成账户

使用

代码 交易和平衡项

#!!

非金融

公司

#!,

金融

公司

#!-

政府

#!.

住户

#!/

$(6#7

?

#!

经济

总体

#,

国外

货物

和

服务

合计

?

'! 雇员报酬 320 .. 32 !! !! !!/4 !!/4

'!! ?工资和薪金 2.! ,3 0- !! 0 3/4 3/4

'!, ?雇主社会缴款 !./ !/ -/ 4 / ,44 ,44

'!,! ??雇主实际社会缴款 !-, !. -! 4 . !2! !2!

'!,!! ???雇主实际养老金缴款 !,, !. ,2 4 . !02 !02

'!,!, ???雇主实际非养老金缴款 !4 4 - 4 4 !- !-

'!,, ??雇主虚拟社会缴款 !- ! . 4 ! !3 !3

'!,,! ???雇主虚拟养老金缴款 !, ! . 4 ! !2 !2

'!,,, ???雇主虚拟非养老金缴款 ! 4 4 4 4 ! !

', 生产税和进口税 ,-/ ,-/

',! ?产品税 !.! !.!

',!! ??增值类税 !_%̀ " !,! !,!

',!, ??进口税和关税% 不包括_%̀ !1 !1

',!,! ???进口关税 !1 !1

',!,, ???进口税% 不包括_%̀ 和关税 4 4

',!- ??出口税 ! !

',!. ??产品税% 不包括_%̀ $ 进口出口税 , ,

',3 ?其他生产税 22 . ! 4 ! 3. 3.

'- 补贴 @.. @..

'-! ?产品补贴 @2 @2

'-!! ??进口补贴 4 4

'-!, ??出口补贴 4 4

'-!3 ??其他产品补贴 @2 @2

'-3 ?其他生产补贴 @-/ 4 4 @! 4 @-0 @-0

;,L 营业盈余总额 ,3, .0 ,1 2. - ./, ./,

;-L 混合收入总额 0! 0! 0!

(/!+! 营业盈余总额中的固定资产消耗 !/1 !, ,1 !/ - ,!.

(/!+, 混合收入总额中的固定资产消耗 2 2

;,K 营业盈余净额 !-/ -. 4 03 4 ,-2 ,-2

;-K 混合收入净额 /- /-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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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账户

来源

代码 交易和平衡项

#!!

非金融

公司

#!,

金融

公司

#!-

政府

#!.

住户

#!/

$(6#7

?

#!

经济

总体

#,

国外

货物

和

服务

合计

?

(1 货物服务进口 .33 .33

(1! ?货物进口 -3, -3,

(1, ?服务进口 !41 !41

(0 货物服务出口 /.4 /.4

(0! ?货物出口 .0, .0,

(0, ?服务出口 12 12

(! 产出 ,242 !.0 -.2 ,14 -, -04. -04.

(!! ?市场产出 ,242 !.0 4 !,- 4 -411 -411

(!, ?自给性最终使用产出 4 4 4 !.1 4 !.1 !.1

(!- ?非市场产出 -.2 -, -24 -24

(, 中间消耗 !22- !22-

',! 产品税 !.! !.!

'-! 产品补贴 ! @" @2 @2

收入形成账户

来源

代码 交易和平衡项

#!!

非金融

公司

#!,

金融

公司

#!-

政府

#!.

住户

#!/

$(6#7

?

#!

经济

总体

#,

国外

货物

和

服务

合计

?

;!L 总增加值B国内生产总值 !--! 3. !,0 !// !/ !2/. !2/.

;!K 净增加值B国内生产净值 !!1. 2, 33 !-, !, !0-, !0-,

'! 雇员报酬

'!! ?工资和薪金

'!, ?雇主社会缴款

'!,! ??雇主实际社会缴款

'!,!! ???雇主实际养老金缴款

'!,!, ???雇主实际非养老金缴款

'!,, ??雇主虚拟社会缴款

'!,,! ???雇主虚拟养老金缴款

'!,,, ???雇主虚拟非养老金缴款

', 生产税和进口税

',! ?产品税

',!! ??增值类税 !_%̀ "

',!, ??进口税和关税% 不包括_%̀

',!,! ???进口关税

',!,, ???进口税% 不包括_%̀ 和关税

',!- ??出口税

',!. ??产品税% 不包括_%̀ $ 进口出口税

',3 ?其他生产税

'- 补贴

'-! ?产品补贴

'-!! ??进口补贴

'-!, ??出口补贴

'-!3 ??其他产品补贴

'-3 ?其他生产补贴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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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收入分配账户

使用

代码 交易和平衡项

#!!

非金融

公司

#!,

金融

公司

#!-

政府

#!.

住户

#!/

$(6#7

?

#!

经济

总体

#,

国外

货物

和

服务

合计

?

'! 雇员报酬 0 0

'!! ?工资和薪金 0 0

'!, ?雇主社会缴款 4 4

'!,! ??雇主实际社会缴款 4 4

'!,!! ???雇主实际养老金缴款 4 4

'!,!, ???雇主实际非养老金缴款 4 4

'!,, ??雇主虚拟社会缴款 4 4

'!,,! ???雇主虚拟养老金缴款 4 4

'!,,, ???雇主虚拟非养老金缴款 4 4

', 生产税和进口税 4

',! ?产品税 4

',!! ??增值类税 !_%̀ " 4

',!, ??进口税和关税% 不包括_%̀ 4

',!,! ???进口关税 4

',!,, ???进口税% 不包括_%̀ 和关税 4

',!- ??出口税 4

',!. ??产品税% 不包括_%̀ $ 进口出口税 4

',3 ?其他生产税 4

'- 补贴 4

'-! ?产品补贴 4

'-!! ??进口补贴 4

'-!, ??出口补贴 4

'-!3 ??其他产品补贴 4

'-3 ?其他生产补贴 4

'. 财产收入 !-. !02 ., .! 0 -3! .. .-/

'.! ?利息 /0 !40 -/ !. 0 ,!1 !- ,-4

'., ?公司已分配收入 .1 !/ 0, !1 13

'.,! ??红利 -3 !/ /. !- 01

'.,, ??准公司收入提取 2 4 2 . !,

'.- ?外商直接投资再投资收益 4 4 4 !. !.

'.. ?投资收入的支付 .1 .1 4 .1

'..! ??属于投保人的投资收入 ,/ ,/ 4 ,/

'.., ??养老金权益的应付投资收入 2 2 4 2

'..- ??属于投资基金股东集体的投资收入 !. !. 4 !.

'./ ?地租 -! 4 1 ,1 4 0/ 0/

;/L 初始收入总额B国民总收入 ,/. ,1 !32 !-2! . !20. !20.

;/K 初始收入净额B国民净收入 31 !/ !1! !-/2 ! !0., !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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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收入分配账户

来源

代码 交易和平衡项

#!!

非金融

公司

#!,

金融

公司

#!-

政府

#!.

住户

#!/

$(6#7

?

#!

经济

总体

#,

国外

货物

和

服务

合计

?

;,L 营业盈余总额 ,3, .0 ,1 2. - ./, ./,

;-L 混合收入总额 0! 0! 0!

;,K 营业盈余净额 !-/ -. 4 03 4 ,-2 ,-2

;-K 混合收入净额 /- /- /-

'! 雇员报酬 !!/. !!/. , !!/0

'!! ?工资和薪金 3/. 3/. , 3/0

'!, ?雇主社会缴款 ,44 ,44 4 ,44

'!,! ??雇主实际社会缴款 !2! !2! 4 !2!

'!,!! ???雇主实际养老金缴款 !02 !02 4 !02

'!,!, ???雇主实际非养老金缴款 !- !- 4 !-

'!,, ??雇主虚拟社会缴款 !3 !3 4 !3

'!,,! ???雇主虚拟养老金缴款 !2 !2 4 !2

'!,,, ???雇主虚拟非养老金缴款 ! ! 4 !

', 生产税和进口税 ,-/ ,-/ ,-/

',! ?产品税 !.! !.! !.!

',!! ??增值类税 !_%̀ " !,! !,! !,!

',!, ??进口税和关税% 不包括_%̀ !1 !1 !1

',!,! ???进口关税 !1 !1 !1

',!,, ???进口税% 不包括_%̀ 和关税 4 4 4

',!- ??出口税 ! ! !

',!. ??产品税% 不包括_%̀ $ 进口出口税 , , ,

',3 ?其他生产税 3. 3. 3.

'- 补贴 @.. @.. @..

'-! ?产品补贴 @2 @2 @2

'-!! ??进口补贴 4 4 4

'-!, ??出口补贴 4 4 4

'-!3 ??其他产品补贴 @2 @2 @2

'-3 ?其他生产补贴 @-0 @-0 @-0

'. 财产收入 30 !.3 ,, !,- 1 -31 -2 .-/

'.! ?利息 -- !40 !. .3 1 ,43 ,! ,-4

'., ?公司已分配收入 !4 ,/ 1 ,4 4 0, !1 13

'.,! ??红利 !4 ,/ / !- 4 /- !. 01

'.,, ??准公司收入提取 , 1 3 - !,

'.- ?外商直接投资再投资收益 . 1 4 - 4 !. 4 !.

'.. ?投资收入的支付 2 2 ! -4 4 .1 4 .1

'..! ??属于投保人的投资收入 / 4 4 ,4 4 ,/ 4 ,/

'.., ??养老金权益的应付投资收入 2 2 4 2

'..- ??属于投资基金股东集体的投资收入 - 2 ! , 4 !. 4 !.

'./ ?地租 .! - 4 ,! 4 0/ 0/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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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账户

使用

代码 交易和平衡项

#!!

非金融

公司

#!,

金融

公司

#!-

政府

#!.

住户

#!/

$(6#7

?

#!

经济

总体

#,

国外

货物

和

服务

合计

?

'. 财产收入 21 !/- ,.4 ,.4

'.! ?利息 /0 !40 !0, !0,

'., ?公司已分配收入

'.,! ??红利

'.,, ??准公司收入提取

'.- ?外商直接投资再投资收益

'.. ?投资收入支出 .1 .1 .1

'..! ??属于投保人的投资收入 ,/ ,/ ,/

'.., ??养老金权益的应付投资收入 2 2 2

'..- ??属于投资基金股东集体的投资收入 !. !. !.

'./ ?地租 -! 4 -! -!

;.L 业主总收入 -4! ., -.- -.-

;.K 业主净收入 !.. -4 !1. !1.

其他初始收入分配账户

使用

代码 交易和平衡项

#!!

非金融

公司

#!,

金融

公司

#!-

政府

#!.

住户

#!/

$(6#7

?

#!

经济

总体

#,

国外

货物

和

服务

合计

?

'! 雇员报酬 0 0

', 生产税与进口税

'- 补贴

'. 财产收入 .1 !/ ., .! 0 !/! 0- ,!.

'.! ?利息 -/ !. 0 // !- 02

'., ?公司已分配收入 .1 !/ 0, !1 13

'.,! ??红利 -3 !/ /. 4 /.

'.,, ??准公司收入提取 2 2 -0 ..

'.- ?外商直接投资再投资收益 4 !. !.

'.. ?投资收入的支付 4 4 4

'..! ??属于投保人的投资收入 4 4 4

'.., ??养老金权益的应付投资收入 4 4 4

'..- ??属于投资基金股东集体的投资收入 4 4 4

'./ ?地租 1 ,1 4 -. -.

;/L 初始收入总额B国民总收入 ,/. ,1 !32 !-2! . !20. !20.

;/K 初始收入净额B国民净收入 31 !/ !1! !-/2 !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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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账户

来源

代码 交易和平衡项

#!!

非金融

公司

#!,

金融

公司

#!-

政府

#!.

住户

#!/

$(6#7

?

#!

经济

总体

#,

国外

货物

和

服务

合计

?

;,L 营业盈余总额 ,3, .0 ,1 2. - ./, ./,

;-L 混合收入总额 0! 0! 0!

;,K 营业盈余净额 !-/ -. 4 03 4 ,-2 ,-2

;-K 混合收入净额 /- /- /-

'. 财产收入 30 !.3 ,./ ,./

'.! ?利息 -- !40 !-3 !-3

'., ?公司已分配收入 !4 ,/ -/ -/

'.,! ??红利 !4 ,/ -/ -/

'.,, ??准公司收入提取 4 4

'.- ?外商直接投资再投资收益 . 1 !! !!

'.. ?投资收入的支付 2 2 !0 !0

'..! ??属于投保人的投资收入 / / /

'.., ??养老金权益的应付投资收入 4 4

'..- ??属于投资基金股东集体的投资收入 - 2 !! !!

'./ ?地租 .! - .. ..

其他初始收入分配账户

来源

代码 交易和平衡项

#!!

非金融

公司

#!,

金融

公司

#!-

政府

#!.

住户

#!/

$(6#7

?

#!

经济

总体

#,

国外

货物

和

服务

合计

?

;.L 业主收入总额 -4! ., -.- -.-

;.K 业主收入净额 !.. -4 !1. !1.

'! 雇员报酬 !!/. !!/. , !!/0

', 生产税与进口税 ,-/ ,-/ ,-/

'- 补贴 @.. @.. @..

'. 财产收入 ,, !,- 1 !/, -2 !34

'.! ?利息 !. .3 1 14 ,! 3!

'., ?已公司分配收入 1 ,4 4 ,1 !1 ..

'.,! ??红利 / !- 4 !2 !. -,

'.,, ??准公司收入提取 , 1 4 3 - !,

'.- ?外商直接投资再投资收益 4 - 4 - 4 -

'.. ?投资收入的支付 ! -4 4 -! 4 -!

'..! ??属于投保人的投资收入 4 ,4 4 ,4 4 ,4

'.., ??养老金权益的应付投资收入 4 2 4 2 4 2

'..- ??属于投资基金股东集体的投资收入 ! , 4 - 4 -

'./ ?地租 4 ,! 4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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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再分配账户

使用

代码 交易和平衡项

#!!

非金融

公司

#!,

金融

公司

#!-

政府

#!.

住户

#!/

$(6#7

?

#!

经济

总体

#,

国外

货物

和

服务

合计

?

经常转移 32 ,11 ,.2 /2, 1 !,!, !1 !,,3

'/ 所得税$ 财产税等经常税 ,. !4 4 !12 4 ,!, ! ,!-

'/! 所得税 ,4 1 4 !10 4 ,4- ! ,4.

'/3 其他经常税 . - 4 , 4 3 3

'0! 净社会缴款 --- --- 4 ---

'0!! ??雇主实际社会缴款 !2! !2! 4 !2!

'0!!! ???雇主实际养老金缴款 !02 !02 4 !02

'0!!, ???雇主实际非养老金缴款 !- !- 4 !-

'0!, ??雇主虚拟社会缴款 !3 !3 4 !3

'0!,! ???雇主虚拟养老金缴款 !2 !2 4 !2

'0!,, ???雇主虚拟非养老金缴款 ! ! 4 !

'0!- ??住户实际社会缴款 !,3 !,3 4 !,3

'0!-! ???住户实际养老金缴款 !!/ !!/ 4 !!/

'0!-, ???住户实际非养老金缴款 !. !. 4 !.

'0!. ??住户追加社会缴款 !4 !4 4 !4

'0!.! ???住户追加养老金缴款 2 2 4 2

'0!., ???住户追加非养老金缴款 , , 4 ,

??社会保险计划服务费 0 0 4 0

'0, ?实物社会转移以外的社会福利 0, ,4/ !!, 4 / -2. 4 -2.

'0,! ??现金形式的社会保障福利 /- /- 4 /-

'0,!! ???社会保障养老金福利 ./ ./ 4 ./

'0,!, ???社会保障非养老金现金福利 2 2 4 2

'0,, ??其他社会保险福利 0, ,4/ 1 4 / ,13 4 ,13

'0,,! ???其他社会保险养老金福利 .3 !3- / 4 - ,/4 4 ,/4

'0,,, ???其他社会保险非养老金福利 !- !, , 4 , ,3 4 ,3

'0,- ??现金形式的社会救济福利 /, /, /,

'1 其他经常转移 !, 0, !-0 1! , ,2- !0 ,33

'1! ?非寿险净保费 2 !- . -! 4 /0 , /2

'1!! ??非人寿直接保险净保费 2 4 . -! 4 .- ! ..

'1!, ??非人寿再保险净保费 !- !- ! !.

'1, ?非寿险赔付 .2 .2 !, 04

'1,! ??非人寿直接保险赔付 ./ ./ 4 ./

'1,, ??非人寿再保险赔付 - - !, !/

'1- ?一般政府内部的经常转移 30 30 4 30

'1. ?国际合作中的经常转移 -! -! ! -,

'1/ ?杂项经常转移 . ! / .4 , /, ! /-

'1/! ??对$(6#7的经常转移 ! ! / ,3 4 -0 4 -0

'1/, ??常住住户与非常住住户间的经常转移 1 1 ! 2

'1/3 ??其他经常转移杂项 - 4 4 . , 3 4 3

;0L 可支配收入总额 ,,2 ,/ -!1 !,!3 -1 !2,0 !2,0

;0K 可支配收入净额 1! !- ,34 !!30 -. !04. !04.

..0

())* 年国民账户体系



收入再分配账户

来源

代码 交易和平衡项

#!!

非金融

公司

#!,

金融

公司

#!-

政府

#!.

住户

#!/

$(6#7

?

#!

经济

总体

#,

国外

货物

和

服务

合计

?

;/L 初始收入总额B国民总收入 ,/. ,1 !32 !-2! . !20. !20.

;/K 初始收入净额B国民净收入 31 !/ !1! !-/2 ! !0., !0.,

经常转移 1, ,1. -01 .,4 .! !!1. // !,,3

'/ 所得税$ 财产税等经常税 ,!- ,!- 4 ,!-

'/! ?所得税 ,4. ,4. 4 ,4.

'/3 ?其他经常税 3 3 3

'0! ?净社会缴款 00 ,!- /4 4 / --- 4 ---

'0!! ??雇主实际社会缴款 -! !!4 -2 4 - !2! 4 !2!

'0!!! ???雇主实际养老金缴款 ,1 !4. -/ 4 , !02 4 !02

'0!!, ???雇主实际非养老金缴款 . 0 - 4 ! !- 4 !-

'0!, ??雇主虚拟社会缴款 !, , . 4 ! !3 4 !3

'0!,! ???雇主虚拟养老金缴款 !, ! . 4 ! !2 4 !2

'0!,, ???雇主虚拟非养老金缴款 4 ! 4 4 4 ! 4 !

'0!- ??住户实际社会缴款 ,/ 3. 3 4 ! !,3 4 !,3

'0!-! ???住户实际养老金缴款 !3 34 0 4 4 !!/ 4 !!/

'0!-, ???住户实际非养老金缴款 0 . - 4 ! !. 4 !.

'0!. ??住户追加社会缴款 !4 !4 4 !4

'0!.! ???住户追加养老金缴款 2 2 4 2

'0!., ???住户追加非养老金缴款 , , 4 ,

??社会保险计划服务费 , - ! 0 4 0

'0, ?实物社会转移以外的社会福利 -2. -2. 4 -2.

'0,! ??现金形式的社会保障福利 /- /- 4 /-

'0,!! ???社会保障养老金 ./ ./ 4 ./

'0,!, ???社会保障非养老金现金福利 2 2 4 2

'0,, ??其他社会保险的保险金 ,13 ,13 4 ,13

'0,,! ???其他社会保险养老金 ,/4 ,/4 4 ,/4

'0,,, ???其他社会保险非养老保险金 ,3 ,3 4 ,3

'0,- ??现金形式的社会救济福利 /, /, /,

'1 其他经常转移 0 0, !4. -0 -0 ,.. // ,33

'1! ?非寿险净保费 .1 .1 !! /2

'1!! ??非人寿直接保险净保费 .. .. ..

'1!, ??非人寿再保险净保费 - - !! !.

'1, ?非寿险索赔 0 !/ ! -/ 4 /1 - 04

'1,! ??非人寿直接保险赔付 0 ! -/ ., - ./

'1,, ??非人寿再保险赔付 !/ !/ 4 !/

'1- ?一般政府内部的经常转移 30 30 4 30

'1. ?国际合作中的经常转移 ! ! -! -,

'1/ ?杂项经常转移 4 4 0 ! -0 .- !4 /-

'1/! ??对$(6#7的经常转移 -0 -0 -0

'1/, ??常住与非常住住户间的经常转移 ! ! 1 2

'1/3 ??其他经常转移杂项 0 0 - 3

/.0

附录 ("账户序列



可支配收入使用账户

使用

代码 交易和平衡项

#!!

非金融

公司

#!,

金融

公司

#!-

政府

#!.

住户

#!/

$(6#7

?

#!

经济

总体

#,

国外

货物

和

服务

合计

?

(- 最终消费支出 -/, !4!/ -, !-33 !-33

(-! ?个人消费支出 !2. !4!/ -! !,-4 !,-4

(-, ?公共消费支出 !02 ! !03 !03

'2 养老金权益变化调整 4 !! 4 4 !! 4 !!

;2L 总储蓄 ,,2 !. @-/ ,!/ / .,1 .,1

;2K 净储蓄 1! , @0, !3, , ,4/ ,4/

;!, 对外经常项目差额 @!- @!-

实物收入再分配账户

使用

代码 交易和平衡项

#!!

非金融

公司

#!,

金融

公司

#!-

政府

#!.

住户

#!/

$(6#7

?

#!

经济

总体

#,

国外

货物

和

服务

合计

?

'0- 实物社会转移 !2. -! ,!/ ,!/

'0-! ?实物社会转移*非市场产出 !24 -! ,!! ,!!

'0-, ?实物社会转移*从市场购买的产品 . . .

;1L 调整后可支配收入总额 ,,2 ,/ !-- !.-. 0 !2,0 !2,0

;1K 调整后可支配收入净额 1! !- !40 !.!! - !04. !04.

调整后可支配收入使用账户

使用

代码 交易和平衡项

#!!

非金融

公司

#!,

金融

公司

#!-

政府

#!.

住户

#!/

$(6#7

?

#!

经济

总体

#,

国外

货物

和

服务

合计

?

(. 实际最终消费 !02 !,-4 ! !-33 !-33

(.! ?实际个人消费 !,-4 !,-4 !,-4

(., ?实际公共消费 !02 ! !03 !03

'2 养老金权益变化调整 4 !! 4 4 !! 4 !!

;2L 总储蓄 ,,2 !. @-/ ,!/ / .,1 .,1

;2K 净储蓄 1! , @0, !3, , ,4/ ,4/

;!, 对外经常项目差额 @!- @!-

0.0

())* 年国民账户体系



可支配收入使用账户

来源

代码 交易和平衡项

#!!

非金融

公司

#!,

金融

公司

#!-

政府

#!.

住户

#!/

$(6#7

?

#!

经济

总体

#,

国外

货物

和

服务

合计

?

;0L 可支配收入总额 ,,2 ,/ -!1 !,!3 -1 !2,0 !2,0

;0K 可支配收入净额 1! !- ,34 !!30 -. !04. !04.

(- 最终消费支出 !-33 !-33

(-! ?个人消费支出 !,-4 !,-4

(-, ?公共消费支出 !03 !03

'2 养老金权益变化调整 !! !! 4 !!

实物收入再分配账户

来源

代码 交易和平衡项

#!!

非金融

公司

#!,

金融

公司

#!-

政府

#!.

住户

#!/

$(6#7

?

#!

经济

总体

#,

国外

货物

和

服务

合计

?

;0L 可支配收入总额 ,,2 ,/ -!1 !,!3 -1 !2,0 !2,0

;0K 可支配收入净额 1! !- ,34 !!30 -. !04. !04.

'0- ?实物社会转移 ,!/ ,!/ ,!/

'0-! ??实物社会转移*非市场产出 ,!! ,!! ,!!

'0-, ??实物社会转移*从市场购买的产品 . . .

调整后可支配收入使用账户

来源

代码 交易和平衡项

#!!

非金融

公司

#!,

金融

公司

#!-

政府

#!.

住户

#!/

$(6#7

?

#!

经济

总体

#,

国外

货物

和

服务

合计

?

;1L 调整后可支配收入总额 ,,2 ,/ !-- !.-. 0 !2,0 !2,0

;1K 调整后可支配收入净额 1! !- !40 !.!! - !04. !04.

(. 实际最终消费 !-33 !-33

(.! ?实际个人消费 !,-4 !,-4

(., ?实际公共消费 !03 !03

'2 养老金权益变化调整 !! !! 4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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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账户

资产变动

代码 交易和平衡项

#!!

非金融

公司

#!,

金融

公司

#!-

政府

#!.

住户

#!/

$(6#7

?

#!

经济

总体

#,

国外

货物

和

服务

合计

?

(/L 资本形成总额 -42 2 -2 // / .!. .!.

(/K 资本形成净额 !/! @. !! -, , !3, !3,

(/!L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24 2 -/ .2 / -10 -10

(/!! ??固定资产获得减处置 ,0- 2 -/ .2 / -/3 -/3

(/!!! ???新固定资产获得 ,0, 2 -2 ./ / -/2 -/2

(/!!, ???现有固定资产获得 / 4 4 - ! 3 3

(/!!- ???现有固定资产处置 @. @- 4 @! @2 @2

(/!, ??非生产资产所有权转移费用 !1 !1 !1

(/!+ ?固定资本消耗 @!/1 @!, @,1 @,- @- @,,, @,,,

??%$!! ?分资产类别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 ??住宅
??%$!!, ??其他建筑和构筑物
??%$!!,! ???非住宅建筑
??%$!!,, ???其他构筑物
??%$!!,- ???土地改良
??%$!!- ??机器和设备
??%$!!-! ???交通设备
??%$!!-, ???6<̀ 设备
??%$!!-3 ???其他机器和设备
??%$!!. ??武器系统
??%$!!/ ??培育生物资源
??%$!!/! ???重复生产产品的动物资源
??%$!!/, ???重复生产产品的林木$ 庄稼和

????植物资源
??%$!!0 ??非生产资产所有权转移费用
??%$!!1 ??知识产权产品
??%$!!1! ???研究和开发
??%$!!1, ???矿藏勘探和评估
??%$!!1- ???计算机软件和数据库
??%$!!1-! ????计算机软件
??%$!!1-, ????数据库
??%$!!1. ???娱乐$ 文学或艺术品原件
??%$!!13 ???其他知识产权产品
(/, %$!, ?存货变动 ,0 4 4 , 4 ,2 ,2

???%$!,! ??材料和用品
??%$!,, ??在制品
??%$!,,! ???培育生物资产的在制品
??%$!,,, ???其他在制品
??%$!,- ??制成品
??%$!,. ??军事存货
??%$!,/ ??供转售的货物
(/- %$!- ?贵重物品的获得减处置 , 4 - / 4 !4 !4

$( 非生产资产获得减处置 @1 4 , . ! 4 4

$(! ?自然资源获得减处置 @0 4 , - ! 4 4

??%$,! ??自然资源
??%$,!! ???土地
??%$,!, ???矿物和能源储备
??%$,!- ???非培育性生物资源
??%$,!. ???水资源
??%$,!/ ???其他自然资源
??%$,!/! ????无线电频谱
??%$,!/3 ????其他
$(, 合约$ 租约和许可获得减处置 @! 4 4 ! 4 4 4

??%$,, ?合约$ 租约和许可
??%$,,! ??可交易的经营租约
??%$,,, ??自然资源使用许可
??%$,,- ??从事特定活动的许可
??%$,,. ??货物与服务的未来排他性权利
$(- %$,- 商誉和营销资产购买减销售 4 4 4 4 4

'3F 应收资本转移
'3!F ?应收资本税
'3,F ?应收投资补助
'33F ?其他应收资本转移
'3\ 应付资本转移
'3!\ ?应付资本税
'3,\ ?应付投资补助
'33\ ?其他应付资本转移

;3 净贷出 ! A" B净借入 ! @" @/0 @! @!4- !1. @. !4 @!4 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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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账户

负债和资产净值变动

代码 交易和平衡项

#!!

非金融

公司

#!,

金融

公司

#!-

政府

#!.

住户

#!/

$(6#7

?

#!

经济

总体

#,

国外

货物

和

服务

合计

?

;2K 净储蓄 1! , @0, !3, , ,4/ ,4/

;!, 对外经常差额 @!- @!-

(/L 资本形成总额 .!. .!.

(/K 资本形成净额 !3, !3,

(/!L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10 -10

(/!! ??固定资产获得减处置 -/3 -/3

(/!!! ???新固定资产获得 -/2 -/2

(/!!, ???现有固定资产获得 3 3

(/!!- ???现有固定资产处置 @2 @2

(/!, ??非生产资产所有权转移费用 !1 !1

(/!+ ?固定资本消耗 @,,,@,,,

??%$!! ?分资产类别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 ??住宅
??%$!!, ??其他建筑和构筑物
??%$!!,! ???非住宅建筑
??%$!!,, ???其他构筑物
??%$!!,- ???土地改良
??%$!!- ??机器和设备
??%$!!-! ???交通设备
??%$!!-, ???6<̀ 设备
??%$!!-3 ???其他机器和设备
??%$!!. ??武器系统
??%$!!/ ??培育生物资源
??%$!!/! ???重复生产产品的动物资源
??%$!!/, ???重复生产产品的林木$ 庄稼和

????植物资源
??%$!!0 ??非生产资产所有权转移费用
??%$!!1 ??知识产权产品
??%$!!1! ???研究和开发
??%$!!1, ???矿藏勘探和评估
??%$!!1- ???计算机软件和数据库
??%$!!1-! ????计算机软件
??%$!!1-, ????数据库
??%$!!1. ???娱乐$ 文学或艺术品原件
??%$!!13 ???其他知识产权产品
(/, %$!, ?存货变动 ,2 ,2

??%$!,! ??材料和用品
??%$!,, ??在制品
??%$!,,! ???培育生物资产的在制品
??%$!,,, ???其他在制品
??%$!,- ??制成品
??%$!,. ??军事存货
??%$!,/ ??供转售的货物
(/- %$!- ?贵重物品的获得减处置 !4 !4

$( 非生产资产获得减处置 4 4

$(! ?自然资源获得减处置 4 4

??%$,! ??自然资源
??%$,!! ???土地
??%$,!, ???矿物和能源储备
??%$,!- ???非培育性生物资源
??%$,!. ???水资源
??%$,!/ ???其他自然资源
??%$,!/! ????无线电频谱
??%$,!/3 ???其他
$(, ?合约$ 租约和许可获得减处置
??%$,, ??合约$ 租约和许可
??%$,,! ???可交易的经营租赁
??%$,,, ???自然资源使用许可
??%$,,- ???从事特定活动的许可
??%$,,. ???货物与服务的未来排他性权利
$(- %$,- ?商誉和营销资产购买减销售
'3F 应收资本转移 -- 4 0 ,- 4 0, . 00

'3!F ?应收资本税 , , ,

'3,F ?应收投资补助 ,- 4 4 4 4 ,- . ,1

'33F ?其他应收资本转移 !4 4 . ,- 4 -1 -1

'3\ 应付资本转移 @!0 @1 @-. @/ @- @0/ @! @00

'3!\ ?应付资本税 4 4 4 @, 4 @, 4 @,

'3,\ ?应付投资补助 @,1 @,1 @,1

'33\ ?其他应付资本转移 @!0 @1 @1 @- @- @-0 @! @-1

;!4! 储蓄和资本转移引起的资产净值变化 22 @/ @34 ,!4 @! ,4, @!4 !3,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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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账户

资产变动

代码 交易和平衡项

#!!

非金融

公司

#!,

金融

公司

#!-

政府

#!.

住户

#!/

$(6#7I

?

#!

经济

总体

#,

国外

货物

和

服务

合计

?

金融资产净获得 2- !1, @!4 !23 , .-0 .1 .2-

:! 货币黄金和 #'C @! @! ! 4

:!! ?货币黄金 4 4 4 4

:!, ?#'C @! @! ! 4

:, 通货和存款 -3 !4 @,0 0. , 23 !! !44

:,! ?通货 / !/ , !4 ! -- - -0

:,, ?可转让存款 -4 @/ @,1 ,1 ! ,0 , ,2

:,,! ??银行间头寸 @/ @/ @/

:,,3 ??其他可转让存款 -4 4 @,1 ,1 ! -! , --

:,3 ?其他存款 . 4 @! ,1 4 -4 0 -0

:- 债务性证券 1 00 . !4 @! 20 3 3/

:-! ?短期 !4 !- ! - 4 ,1 , ,3

:-, ?长期 @- /- - 1 @! /3 1 00

:. 贷款 !3 /- - - 4 12 . 2,

:.! ?短期 !. . ! - 4 ,, - ,/

:., ?长期 / .3 , 4 4 /0 ! /1

:/ 股权和投资基金份额 !4 ,2 - 00 4 !41 !, !!3

:/! ?股权 !4 ,/ - /- 4 3! !, !4-

:/!! ??上市股票 / ,- ! .2 4 11 !4 21

:/!, ??非上市股票 - ! ! , 4 1 , 3

:/!3 ??其他股权 , ! ! - 4 1 4 1

:/, ?投资基金份额B单位 4 - 4 !- 4 !0 4 !0

:/,! ?货币市场基金份额B单位 4 , 4 / 4 1 4 1

:/,, ?其他投资基金份额B单位 4 ! 4 2 4 3 4 3

:0 保险$ 养老金和标准化担保计划 ! 1 ! -3 4 .2 4 .2

:0! ?非寿险专门准备金 ! , 4 . 4 1 4 1

:0, ?寿险和年金权益 4 4 4 ,, 4 ,, 4 ,,

:0- ?养老金权益 !! !! 4 !!

:0. ?养老金经理人的养老基金债权 - - 4 -

:0/ ?非养老保险金权益 , , 4 ,

:00 ?标准化担保代偿准备金 4 , ! 4 4 - 4 -

:1 金融衍生工具和雇员股票期权 - 2 4 - 4 !. 4 !.

:1! ?金融衍生工具 - 2 4 ! 4 !, 4 !,

:1!! ??期权 ! - 4 ! 4 / 4 /

:1!, ??远期 , / 4 4 4 1 4 1

:1, ?雇员股票期权 4 , , ,

:2 其他应收B应付款 . ! / . ! !/ !4 ,/

:2! ?商业信用和预付款 - ! - 1 2 !/

:23 ?其他应收B应付款 ! ! . ! ! 2 , !4

4/0

())* 年国民账户体系



金融账户

负债和资产净值变动

代码 交易和平衡项

#!!

非金融

公司

#!,

金融

公司

#!-

政府

#!.

住户

#!/

$(6#7

?

#!

经济

总体

#,

国外

货物

和

服务

合计

?

;3 净贷出 ! A" B净借入 ! @" @/0 @! @!4- !1. @. !4 @!4 4

金融负债净获得 !-3 !1- 3- !/ 0 .,0 /1 .2-

:! 货币黄金和 #'C

:!! ?货币黄金

:!, ?#'C 4

:, 通货和存款 0/ -1 !4, @, !44

:,! ?通货 -/ -/ ! -0

:,, ?可转让存款 ,0 , ,2 4 ,2

:,,! ??银行间头寸 @/ @/ @/

:,,3 ??其他可转让存款 -! , -- --

:,3 ?其他存款 -3 -3 @- -0

:- 债务性证券 0 -4 -2 4 4 1. ,! 3/

:-! ??短期 , !2 . 4 4 ,. / ,3

:-, ??长期 . !, -. 4 4 /4 !0 00

:. 贷款 ,! 4 3 !! 0 .1 -/ 2,

:.! 短期 . 4 - , , !! !. ,/

:., ?长期 !1 4 0 3 . -0 ,! /1

:/ 股权和投资基金份额 2- ,, !4/ !. !!3

:/! ?股权 2- !! 3. 3 !4-

:/!! ??上市股票 11 1 2. - 21

:/!, ??非上市股票 - . 1 , 3

:/!3 ??其他股权 - - . 1

:/, ?投资基金份额B单位 !! !! / !0

:/,! ??货币市场基金份额B单位 / / , 1

:/,, ??其他投资基金份额B单位 0 0 - 3

:0 保险$ 养老金和标准化担保计划 .2 4 .2 4 .2

:0! ?非寿险专门准备金 1 1 4 1

:0, ?寿险和年金权益 ,, ,, 4 ,,

:0- ?养老金权益 !! !! 4 !!

:0. ?养老金经理人的养老基金债权 - - 4 -

:0/ ?非养老保险金权益 , , 4 ,

:00 ?标准化担保代偿准备金 - 4 - 4 -

:1 金融衍生工具和雇员股票期权 - 2 4 4 4 !! - !.

:1! ?金融衍生工具 , 1 4 4 4 3 - !,

:1!! ??期权 , , 4 4 4 . ! /

:1!, ??远期 4 / 4 4 4 / , 1

:1, ?雇员股票期权 ! ! , ,

:2 其他应收B应付款 ,0 4 3 . 4 -3 @!. ,/

:2! ?商业信用和预付款 0 4 0 . 4 !0 @! !/

:23 ?其他应收B应付款 ,4 4 - 4 4 ,- @!- !4

!/0

附录 ("账户序列



资产物量其他变化账户

资产变化

代码 交易和平衡项

#!!

非金融

公司

#!,

金融

公司

#!-

政府

#!.

住户

#!/

$(6#7

?

#!

经济

总体

#,

国外

货物

和

服务

合计

?

P! 资产的经济出现 ,0 4 1 4 4 -- --

??%$! ?非金融生产资产 - - -

??%$, ?非金融非生产资产 ,0 4 . 4 4 -4 -4

??%$,! ??自然资源 ,, . ,0 ,0

??%$,, ??合约$ 租约和许可 . . .

??%$,- ??商誉和营销资产 4 4

P, 非金融非生产资产的经济消失 @3 4 @, 4 4 @!! @!!

P,! ?自然资源耗减 @0 4 @, 4 4 @2 @2

??%$,! ??自然资源 @0 @, @2 @2

P,, ?非金融非生产资产的其他经济消失 @- 4 4 4 4 @- @-

??%$,! ??自然资源 4 4

??%$,, ??合约$ 租约和许可 @! @! @!

??%$,- ??商誉和营销资产 @, @, @,

P- 巨灾损失 @/ 4 @0 4 4 @!! @!!

??%$! ?非金融生产资产 @/ @. @3 @3

??%$, ?非金融非生产资产 @, @, @,

??%: ?金融资产B负债 4 4

P. 无偿没收 @/ 4 / 4 4 4 4

??%$! ?非金融生产资产 @! ! 4 4

??%$, ?非金融非生产资产 @. . 4 4

??%: ?金融资产B负债 4 4

P/ 未另分类的物量其他变化 ! ! 4 4 4 , ,

??%$! ?非金融生产资产 ! ! !

??%$, ?非金融非生产资产 4 4

??%: ?金融资产B负债 ! ! !

P0 分类变化 0 @, @. 4 4 4 4

P0! ?部门分类和结构变化 0 4 @. 4 4 , ,

??%$! ??非金融生产资产 - @- 4 4

??%$, ??非金融非生产资产 ! @! 4 4

??%: ??金融资产 , , ,

P0, ?资产和负债分类变化 4 @, 4 4 4 @, @,

??%$! ??非金融生产资产 @, @, @,

??%$, ??非金融非生产资产 4 4 4 4 4

??%: ??金融资产 4 4 4 4 4

物量其他变化总计 !. @! 4 4 4 !- !-

??%$! 非金融生产资产 @, @, @- 4 4 @1 @1

??%$!! ?固定资产 ! @- @, @,

??%$!, ?存货 @- @- @-

??%$!- ??贵重物品 @, @, @,

??%$, 非金融非生产资产 !. 4 - 4 4 !1 !1

??%$,! ?自然资源 !4 4 ! 4 4 !! !!

??%$,, ?合约$ 租约和许可 . , 0 0

??%$,- ?商誉和营销资产 4 4 4

??%: 金融资产 , ! 4 4 4 - -

??%:! ?货币黄金和 #'C 4 4

??%:, ?通货和存款 4 4

??%:- ?债务性证券 4 4

??%:. ?贷款 4 4

??%:/ ?股权和投资基金份额B单位 , , ,

??%:0 ?保险$ 养老金和标准化担保计划 ! ! !

??%:1 ?金融衍生工具和雇员股票期权 4 4

??%:2 ?其他应收B应付款 4 4

,/0

())* 年国民账户体系



资产物量其他变化账户

负债和资产净值变化

代码 交易和平衡项

#!!

非金融

公司

#!,

金融

公司

#!-

政府

#!.

住户

#!/

$(6#7

?

#!

经济

总体

#,

国外

货物

和

服务

合计

?

P! 资产的经济出现

??%$! ?非金融生产资产

??%$, ?非金融非生产资产

??%$,! ??自然资源

??%$,, ??合约$ 租约和许可

??%$,- ??商誉和营销资产

P, 非金融非生产资产的经济消失

P,! ?自然资源耗减

??%$,! ??自然资源

P,, 非金融非生产资产的其他经济消失

??%$,! ??自然资源

??%$,, ??合约$ 租约和许可

??%$,- ??商誉和营销资产

P- 巨灾损失

??%$! ?非金融生产资产

??%$, ?非金融非生产资产

??%: ?金融资产B负债

P. 无偿没收

??%$! ?非金融生产资产

??%$, ?非金融非生产资产

??%: ?金融资产B负债

P/ 未另分类的物量其他变化 4 4 4 ! 4 ! !

??%$! ?非金融生产资产

??%$, ?非金融非生产资产

??%: ?金融资产B负债 4 4 4 ! 4 ! !

P0 分类变化 4 4 , 4 4 , ,

P0! ?部门分类和结构变化 4 4 , 4 4 , ,

??%$! ??非金融生产资产

??%$, ??非金融非生产资产

??%: ??金融资产 4 4 , 4 4 , ,

P0, ?资产和负债分类变化 4 4 4 4 4 4 4

??%$! ??非金融生产资产 4

??%$, ??非金融非生产资产 4

??%: ??金融资产 4 4 4 4 4 4 4

物量其他变化总计 4 4 , ! 4 - -

??%$! 非金融生产资产

??%$!! ?固定资产

??%$!, ?存货

??%$!- ?贵重物品

??%$, 非金融非生产资产

??%$,! ?自然资源

??%$,, ?合约$ 租约和许可

??%$,- ?商誉和营销资产

??%: 金融资产 4 4 , ! 4 - -

??%:! ?货币黄金和 #'C

??%:, ?通货和存款

??%:- ?债务性证券

??%:. ?贷款 4 4

??%:/ ?股权和投资基金份额B单位 , , ,

??%:0 ?保险$ 养老金和标准化担保计划 ! ! !

??%:1 ?金融衍生工具和雇员股票期权

??%:2 ?其他应收B应付款

;!4, 资产物量其他变化引起的资产净值变化 !. @! @, @! 4 !4

-/0

附录 ("账户序列



重估价账户

资产变化

其他流量

#!!

非金融

公司

#!,

金融

公司

#!-

政府

#!.

住户

#!/

$(6#7

?

#!

经济

总体

#,

国外

货物

和

服务

合计

?

名义

持有

损益

%$ 非金融资产 !.. . .. 24 2 ,24 ,24

%$! ?非金融生产资产 0- , ,! -/ / !,0 !,0

%$!! ??固定资产 /2 , !2 ,2 / !!! !!!

%$!, ??存货 . ! , 1 1

%$!- ??贵重物品 ! , / 2 2

%$, ?非金融非生产资产 2! , ,- ./ - !/. !/.

%$,! ??自然资源 24 ! ,- ./ - !/, !/,

%$,, ??合约$ 租约和许可 ! ! , ,

%$,- ??商誉和营销资产
%: 金融资产B负债 2 /1 ! !0 , 2. 1 3!

%:! ?货币黄金和 #'C !! ! !, !,

%:, ?通货和存款 4 4

%:- ?债务性证券 - -4 0 ! .4 . ..

%:. ?贷款 4 4

%:/ ?股票和投资基金份额B单位 / !0 !4 ! -, - -/

%:0 ?保险$ 养老金和标准化担保计划 4 4

%:1 ?金融衍生工具和雇员股票期权 4 4

%:2 ?其他应收B应付款 4 4

中性

持有

损益

%$ 非金融资产 !4! - -, /0 0 !32 !32

%$! ?非金融生产资产 04 , ,4 -. / !,! !,!

%$!! ??固定资产 /2 , !2 ,2 / !!! !!!

%$!, ??存货 ! ! , . .

%$!- ??贵重物品 ! ! . 0 0

%$, ?非金融非生产资产 .! ! !, ,, ! 11 11

%$,! ??自然资源 .4 ! !, ,, ! 10 10

%$,, ??合约$ 租约和许可 ! ! !

%$,- ??商誉和营销资产
%: 金融资产B负债 !2 1! 2 -0 - !-0 !, !.2

%:! ?货币黄金和 #'C !. , !0 !0

%:, ?通货和存款 2 - !1 , -4 , -,

%:- ?债务性证券 , !2 . ! ,/ - ,2

%:. ?贷款 ! ,. - ,2 ! ,3

%:/ ?股票和投资基金份额B单位 - !. 3 ,0 , ,2

%:0 ?保险$ 养老金和标准化担保计划 ! ! / 1 ! 2

%:1 ?金融衍生工具和雇员股票期权 4 4

%:2 ?其他应收B应付款 - ! . - 1

实际

持有

损益

%$ 非金融资产 .- ! !, ,. , 2, 2,

%$! ?非金融生产资产 - 4 ! ! 4 / /

%$!! ??固定资产 4 4 4 4 4

%$!, ??存货 - 4 4 4 4 - -

%$!- ??贵重物品 4 4 ! ! 4 , ,

%$, ?非金融非生产资产 .4 ! !! ,- , 11 11

%$,! ??自然资源 .4 4 !! ,- , 10 10

%$,, ??合约$ 租约和许可 4 ! 4 4 4 ! !

%$,- ??商誉和营销资产

%: 金融资产B负债 @!4 @!. @1 @,4 @! @/, @/ @/1

%:! ?货币黄金和 #'C 4 @- @! 4 4 @. 4 @.

%:, ?通货和存款 @2 4 @- @!1 @, @-4 @, @-,

%:- ?债务性证券 ! !, 4 , 4 !/ ! !0

%:. ?贷款 @! @,. @- 4 4 @,2 @! @,3

%:/ ?股票和投资基金份额B单位 , , 4 ! ! 0 ! 1

%:0 ?保险$ 养老金和标准化担保计划 @! @! 4 @/ 4 @1 @! @2

%:1 ?金融衍生工具和雇员股票期权 4 4 4 4 4 4 4

%:2 ?其他应收B应付款 @- 4 4 @! 4 @. @- @1

./0

())* 年国民账户体系



重估价账户

负债和资产净值变化

其他流量

#!!

非金融

公司

#!,

金融

公司

#!-

政府

#!.

住户

#!/

$(6#7

?

#!

经济

总体

#,

国外

货物

和

服务

合计

?

名义

持有

损益

%$ 非金融资产
%$! ?非金融生产资产
%$!! ??固定资产
%$!, ??存货
%$!- ??贵重物品
%$, ?非金融非生产资产
%$,! ??自然资源
%$,, ??合约$ 租约和许可
%$,- ??商誉和营销资产
%: 金融资产B负债 !2 /! 1 4 4 10 !/ 3!

%:! ?货币黄金和 #'C !, !,

%:, ?通货和存款
%:- ?债务性证券 ! -. 1 ., , ..

%:. ?贷款
%:/ ?股票和投资基金份额B单位 !1 !1 -. ! -/

%:0 ?保险$ 养老金和标准化担保计划
%:1 ?金融衍生工具和雇员股票期权
%:2 ?其他应收B应付款

;!4- 名义持有损益引起的资产净值变化 !-. !4 -2 30 !4 ,22 @2 ,24

中性

持有

损益

%$ 非金融资产
%$! ?非金融生产资产
%$!! ??固定资产
%$!, ??存货
%$!- ??贵重物品
%$, ?非金融非生产资产
%$,! ??自然资源
%$,, ??合约$ 租约和许可
%$,- ??商誉和营销资产
%: 金融资产B负债 -1 02 !- / - !,0 ,, !.2

%:! ?货币黄金和 #'C !0 !0

%:, ?通货和存款 ! ,0 , ! -4 , -,

%:- ?债务性证券 ! ,! . ,0 , ,2

%:. ?贷款 !2 1 - ! ,3 ,3

%:/ ?股票和投资基金份额B单位 !. !. ,2 ,2

%:0 ?保险$ 养老金和标准化担保计划 1 1 ! 2

%:1 ?金融衍生工具和雇员股票期权
%:2 ?其他应收B应付款 - , ! 0 ! 1

;!4-! 中性持有损益引起的资产净值变化 2, 0 ,1 21 0 ,42 @!4 ,!.

实际

持有

损益

%$ 非金融资产
%$! ?非金融生产资产
%$!! ??固定资产
%$!, ??存货
%$!- ??贵重物品
%$, ?非金融非生产资产
%$,! ??自然资源
%$,, ??合约$ 租约和许可
%$,- ??商誉和营销资产
%: 金融资产B负债 @!3 @!1 @0 @/ @- @/4 @1 @/1

%:! ?货币黄金和 #'C 4 4 4 4 4 4 @. @.

%:, ?通货和存款 @! @,0 @, 4 @! @-4 @, @-,

%:- ?债务性证券 4 !- - 4 4 !0 4 !0

%:. ?贷款 @!2 4 @1 @- @! @,3 4 @,3

%:/ ?股票和投资基金份额B单位 - - 4 4 4 0 ! 1

%:0 ?保险$ 养老金和标准化担保计划 4 @1 4 4 4 @1 @! @2

%:1 ?金融衍生工具和雇员股票期权 4 4 4 4 4 4 4 4

%:2 ?其他应收B应付款 @- 4 4 @, @! @0 @! @1

;!4-, 实际持有损益引起的资产净值变化 /, . !! 3 . 24 , 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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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

资产存量和变化

#!!

非金融

公司

#!,

金融

公司

#!-

政府

#!.

住

户

#!/

$(6#7

?

#!

经济

总体

#,

国外

货物

和

服务

合计

?

期初

资产

负债表

%$ 非金融资产 ,!/! 3- 123 !.,3 !/3 .0,! .0,!

%$! ?非金融生产资产 !,1. 01 .31 2/0 !,. ,2!2 ,2!2

%$!! ??固定资产 !,,0 /, .01 1!- !,! ,/13 ,/13

%$!, ??存货 .- ,, .2 ! !!. !!.

%$!- ??贵重物品 / !/ 2 3/ , !,/ !,/

%$, ?非金融非生产资产 211 ,0 ,3, /1- -/ !24- !24-

%$,! ??自然资源 20. ,- ,20 /1- -/ !12! !12!

%$,, ??合约$ 租约和许可 !- - 0 ,, ,,

%$,- ??商誉和营销资产 -

%: 金融资产B负债 32, -.,! -30 -,04 !1, 2,-! 24/ 34-0

%:! ?货币黄金和 #'C 034 24 114 114

%:, ?通货和存款 -2, !/4 2.4 !!4 !.2, !4/ !/21

%:- ?债务性证券 34 3/4 !32 ,/ !,0- !,/ !-22

%:. ?贷款 /4 !!21 !!/ ,. 2 !-2. 14 !./.

%:/ ?股票和投资基金份额B单位 ,24 //! !, !1.3 ,, ,0!. -./ ,3/3

%:0 ?保险% 养老金和标准化担保计划 ,/ -4 ,4 -3! . .14 ,0 .30

%:1 ?金融衍生工具和雇员股票期权 / !- 4 - 4 ,! 4 ,!

%:2 ?其他应收B应付款 !/4 !3 // - ,,1 !-. -0!

资产

变化

总量

%$ 非金融资产 -44 @, /1 !!0 !! .2, .2,

%$! ?非金融生产资产 !3/ @. ,3 01 1 ,3. ,3.

%$!! ??固定资产 !0/ @, ,- /- 1 ,.0 ,.0

%$!, ??存货 ,1 4 ! . 4 -, -,

%$!- ??贵重物品 - @, / !4 4 !0 !0

%$, ?非金融非生产资产 !4/ , ,2 .3 . !22 !22

%$,! ??自然资源 !4! ! ,0 .2 . !24 !24

%$,, ??合约$ 租约和许可 . ! , ! 4 2 2

%$,- ??商誉和营销资产 4 4 4 4 4 4 4

%: 金融资产B负债 3- ,-4 3 ,4/ . /,- /. /11

%:! ?货币黄金和 #'C 4 !4 ! 4 4 !! ! !,

%:, ?通货和存款 -3 !4 @,0 0. , 23 !! !44

%:- ?债务性证券 !4 30 . !0 4 !,0 !- !-3

%:. ?贷款 !3 /- - - 4 12 . 2,

%:/ ?股票和投资基金份额B单位 !1 .. - 10 ! !.! !/ !/0

%:0 ?保险$ 养老金和标准化担保计划 ! 2 ! -3 4 .3 4 .3

%:1 ?金融衍生工具和雇员股票期权 - 2 4 - 4 !. 4 !.

%:2 ?其他应收B应付款 . ! / . ! !/ !4 ,/

期末

资产

负债表

%$ 非金融资产 ,./! 3! 2.0 !/./ !14 /!4- /!4-

%$! ?非金融生产资产 !.03 0- /,0 3,- !-! -!!, -!!,

%$!! ??固定资产 !-3! /4 .34 100 !,2 ,2,/ ,2,/

%$!, ??存货 14 4 ,- /, ! !.0 !.0

%$!- ??贵重物品 2 !- !- !4/ , !.! !.!

%$, ?非金融非生产资产 32, ,2 -,4 0,, -3 !33! !33!

%$,! ??自然资源 30/ ,. -!, 0,! -3 !30! !30!

%$,, ??合约$ 租约和许可 !1 . 2 ! 4 -4 -4

%$,- ??商誉和营销资产 4 4 4 4 4 4 4

%: 金融资产B负债 !41/ -0/! -21 -.0/ !10 21/. 2/3 30!-

%:! ?货币黄金和 #'C 4 144 2! 4 4 12! ! 12,

%:, ?通货和存款 .,! !4 !,. 34. !!, !/1! !!0 !021

%:- ?债务性证券 !44 !4.0 . ,!. ,/ !-23 !-2 !/,1

%:. ?贷款 03 !,.4 !!2 ,1 2 !.0, 1. !/-0

%:/ ?股票和投资基金份额B单位 ,31 /3/ !/ !2,/ ,- ,1// -04 -!!/

%:0 ?保险$ 养老金和标准化担保计划 ,0 -2 ,! .-4 . /!3 ,0 /./

%:1 ?金融衍生工具和雇员股票期权 2 ,! 4 0 4 -/ 4 -/

%:2 ?其他应收B应付款 !/. ! ,. /3 . ,., !.. -2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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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

负债存量和变化

#!!

非金融

公司

#!,

金融

公司

#!-

政府

#!.

住户

#!/

$(6#7

?

#!

经济

总体

#,

国外

货物

和

服务

合计

?

期初

资产

负债表

%$ 非金融资产
%$! 非金融资产
%$!! ?非金融生产资产
%$!, ??固定资产
%$!- ??存货
%$, ??贵重物品
%$,! ?非金融非生产资产
%$,, ??自然资源
%$,- ??合约$ 租约和许可
%: ??商誉和营销资产 -,,! -/.. 021 !23 !,! 110, !,1. 34-0

%:! 金融资产B负债 4 114 114

%:, ?货币黄金和 #'C .4 !,2! !4, !4 -2 !.1! !!0 !/21

%:- ?通货和存款 .. !4/- ,!, , !-!! 11 !-22

%:. ?债务性证券 231 -,2 !03 .- !.-1 !1 !./.

%:/ ?贷款 !321 10/ . ,1/0 ,4- ,3/3

%:0 ?股票和投资基金份额B单位 !, .-/ !3 / .1! ,/ .30

%:1 ?保险$ 养老金和标准化担保计划 . !4 !. 1 ,!

%:2 ?金融衍生工具和雇员股票期权 ,-1 ,, 2 -/ -4, /3 -0!

;34 资产净值 @22 @-4 .32 ./44 ,!4 /434 @.03 .0,!

负债和

净变化

总量

%$ 非金融资产
%$! ?非金融生产资产
%$!! ??固定资产
%$!, ??存货
%$!- ??贵重物品
%$, ?非金融非生产资产
%$,! ??自然资源
%$,, ??合约$ 租约和许可
%$,- ??商誉和营销资产
%: 金融资产B负债 !/1 ,,. !4, !0 0 /4/ 1, /11

%:! ?货币黄金和 #'C !, !,

%:, ?通货和存款 4 0/ -1 4 4 !4, @, !44

%:- ?债务性证券 1 0. ./ 4 4 !!0 ,- !-3

%:. ?贷款 ,! 4 3 !! 0 .1 -/ 2,

%:/ ?股票和投资基金份额B单位 !44 -3 , 4 4 !.! !/ !/0

%:0 ?保险$ 养老金和标准化担保计划 4 .2 4 ! 4 .3 4 .3

%:1 金融衍生工具和雇员股票期权 - 2 4 4 4 !! - !.

%:2 其他应收B应付款 ,0 4 3 . 4 -3 @!. ,/

;!4 资产净值变化总量 ,-0 . @/. -4/ 3 /44 @!2 .2,

;!4! 储蓄和资本转移 22 @/ @34 ,!4 @! ,4, @!4 !3,

;!4, 资产物量其他变化 !. @! @, @! 4 !4 !4

;!4- 名义持有损益 !-. !4 -2 30 !4 ,22 @2 ,24

;!4-! 中性持有损益 2, 0 ,1 21 0 ,42 @!4 !32

;!4-, 实际持有损益 /, . !! 3 . 24 , 2,

期末

资产

负债表

%$ 非金融资产
%$! ?非金融生产资产
%$!! ??固定资产
%$!, ??存货
%$!- ??贵重物品
%$, ?非金融非生产资产
%$,! ??自然资源
%$,, ??合约$ 租约和许可
%$,- ??商誉和营销资产
%: 金融资产B负债 --12 -102 123 ,4/ !,1 2,01 !-.0 30!-

%:! ?货币黄金和 #'C 12, 12,

%:, ?通货和存款 .4 !-.0 !-3 !4 -2 !/1- !!. !021

%:- ?债务性证券 /! !!!1 ,/1 , 4 !.,1 !44 !/,1

%:. ?贷款 3!2 4 --1 !24 .3 !.2. /, !/-0

%:/ ?股票和投资基金份额B单位 ,421 24. 0 4 4 ,231 ,!2 -!!/

%:0 ?保险$ 养老金和标准化担保计划 !, .2- !3 ! / /,4 ,/ /./

%:1 ?金融衍生工具和雇员股票期权 1 !2 4 4 4 ,/ !4 -/

%:2 ?其他应收B应付款 ,0- 4 -! !, -/ -.! ./ -20

;34 资产净值 !.2 @,0 ... .24/ ,!3 //34 @.21 /!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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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与 &'#!66+ 相比的变化

#$ 引言

%-"! ,442 年国民账户体系 !#$%,442" 承袭了

前 一 版% 即 !33- 年 国 民 账 户 体 系

!#$%!33-" 的基本理论框架# 不过% 根据

联合国统计委员会的要求% #$%,442 对经

济中出现的一些重要的新现象作了处理%

对那些日益成为分析焦点的方面进行了详

尽的阐述% 并对很多问题的核算原则做出

了澄清# #$%,442 的这些变化使得该核算

体系更能够适应新的经济环境$ 方法研究

的进展以及用户的需求#

%-", #$%,442 的所有变化分为六个部分% 分别

在第;节到第&节中加以介绍# 本附录仅

重点介绍 #$%!33- 与 #$%,442 的重要差

别% 而没有穷尽所有的变化# 讨论这些变

化时% 会涉及对前面章节中有关段落的交

叉引用% 7节按照章节顺序给出了一个变

动清单#

%$ 对统计单位的进一步规定以及对机构部门的修订

!$ 在某些情形下# 从事辅助活动的生产

单位被确认为单独的机构单位

参见% 第/ 章" /$.! J/$.( 段

%-"- #$%,442 建议% 对于一个仅从事辅助活动

的单位% 如果该单位的活动在统计上是可

观测的***可以获得针对其所从事生产活

动建立的独立账户% 或者其所处地点独立

于其所服务的机构单位% 则它即应被视为

一个单独的机构单位# 此类机构单位一经

确认% 就应根据其主要活动归类% 并视同

它生产了非辅助产出#

%-". 辅助机构单位的产出价值应当根据其生产

总成本来计算% 其中包括该单位所使用的

资本成本# 该辅助单位的产出被记录为其

所服务的那些机构单位的中间消耗% 并应

当按照适当的指标 !例如产出$ 增加值或

雇员人数" 在各机构单位之间进行分配#

如果母公司是市场生产者或者是为自身最

终使用的生产者% 则该辅助单位的产出将

被作为市场产出看待% 否则将被视为非市

场产出% 在后一种情形下% 估计产出价值

时不应当包括资本成本在内#

%-"/ 在 #$%!33- 中% 那些仅从事辅助活动的生

产单位总是被视为其所服务的机构单位的

组成部分#

($ 虚拟子公司不作为机构单位看待# 除

非对一经济体而言# 该子公司的常住

性不同于其母公司

参见% 第. 章" .$0( J.$0. 段

%-"0 #$%!33- 中所谓的附属公司在 #$%,442 中

被称为虚拟子公司# 所谓虚拟子公司% 是

指由母公司完全拥有的子公司% 母公司创

立此类公司是为了向母公司或同一集团内

的其他公司提供服务% 以便在特定国家的

现行税法或公司法之下% 达到避税$ 在破

产情形下最小化债务或者保证其他技术利

益等目的# 虚拟子公司不被视为机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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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对于一经济体而言% 该子公司的常住

性不同于其母公司的常住性#

+$ 可确认为一个机构单位的非常住单位

的分支机构

参见" 第. 章# 第.$.5 段

%-"1 对于一个由非常住机构单位所拥有的非法

人企业% #$%!33- 只是说应将其视为所在

国的一个名义常住单位% 而 #$%,442 则将

其确认为一个分支机构% 并视为一个机构

单位# #$%,442 规定了一些指示性条件%

以助于将非常住单位的分支机构识别为一

个机构单位% 即& 该单位在某一经济领土

内长期从事大量的货物服务生产活动% 并

遵守其所在经济体的所得税法 !如果有的

话"% 即使它可能获得免税待遇#

.$ 澄清了跨国企业的常住性

参见% 第. 章" 第.$!+ 段

%-"2 针对那些在一个以上经济领土内进行无缝

作业的跨领土运营企业% #$%,442 提出了

一些确定其常住性的原则# 此类企业通常

从事跨境活动% 诸如海运$ 空运$ 界河上

的水电项目$ 管道运输$ 桥梁$ 隧道以及

海底电缆等# 如果无法确认母公司或独立

的分支机构属于哪个经济体% #$%,442 建

议将该企业的总营业额在其作业的各个经

济领土内按比例进行分配#

%-"3 #$%!33- 对于如何确定跨领土运营企业的

常住性问题没有给出明确的指导#

/$ 确认了特殊目的实体

参见% 第 . 章" 第 .$// J.$/* 段' 第 ((

章" 第(($/! J(($/. 段

%-"!4 对于各种既无雇员也无非金融资产$ 被称

为特殊目的实体 !#(=" 或者特殊目的载

体的单位% #$%,442 提供了一些核算指

导# 尽管没有关于 #(=的公认的定义% 但

是此类机构具有如下一些特征& 几乎没有

实体形态% 总是与其他公司有关% 常常是

一个子公司% 往往常住在其母公司常住经

济领土之外的经济领土内#

%-"!! 此类单位被确认为一个机构单位% 并按照

其主要活动归入相应的机构部门或产业部

门% 不过下述三个类型除外% 即& !)" 专

属金融机构% !*" 公司的虚拟子公司% 以

及 !+" 政府的特殊目的单位#

%-"!, #$%!33- 对于如何记录该类单位没有给出

明确的指导#

0$ 划分为金融公司部门的控股公司

参见% 第. 章" 第.$/. 段

%-"!- 如6#6<第 . 版中门类P的 0.,4 小类所述%

控股公司虽然持有子公司的资产% 但是并

未从事任何管理活动% 故而此类单位只生

产金融服务# 因此% #$%,442 建议应将控

股公司划分为金融公司部门% 并将其确认

为专属金融机构% 即便其子公司都是非金

融公司也应如此#

%-"!. #$%!33- 建议应根据所有子公司的主要活

动而将控股公司归入相应的机构部门# 这

样% 只有当控股公司的所有子公司的主要

活动是金融活动时% 控股公司才会被划分

为金融公司部门#

5$ 按照子公司的主要活动将公司总部划

入相应机构部门

参见" 第. 章# 第.$/+ 段

%-"!/ (控股公司) 这一术语有时会误用于应该

称为 (公司总部) 的地方# 根据 6#6<第 .

版中门类 9的 14!4 小类所作的定义% 公

司总部的活动包括对企业其他单位进行指

导和管理% 从事企业战略性或组织性计划

和决策% 实施运营控制并管理其他有关单

位的日常运营# 故而应根据其子公司的生

产性质% 确认此类机构生产的是非金融服

务或金融服务# 因此% #$%,442 建议将此

类公司总部划分为非金融公司部门% 除非

其子公司全部是或大部分是金融公司% 在

后一种情形下% 按照惯例% 公司总部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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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金融公司部门的金融辅助机构#

%-"!0 #$%!33- 对于公司总部的部门归属问题没

有给出明确的指导#

*$ 引入非营利机构部门的子部门

参见% 第 . 章" 第 .$+/ ! .$6. ! .$!)+ 和

.$!(* 段

%-"!1 如同 #$%!33- 一样% #$%,442 将非营利机

构单位 !$(6" 划分到不同的机构部门%

而不论其动机如何$ 纳税状况如何$ 雇员

类型如何% 或从事何种活动# 考虑到人们

对将所有的$(6作为 (公民社会) 存在的

证据越来越感兴趣% #$%,442 建议把那些

隶属于公司或政府部门的 $(6视为单独的

子部门% 这样% 就可以随时单独获得符合

要求的所有$(6活动的汇总补充表#

3" 扩展了金融服务的定义

参见% 第 . 章" 第 .$6* 段' 第 0 章" 第

0$!/* 段

%-"!2 与 #$%!33- 相比% #$%,442 对金融服务的

定义更加清晰% 从而可以确保将金融中介

以外的金融服务的增长包含在内% 尤其是

金融风险管理和流动性转换# 金融服务包

括监管服务$ 便利服务$ 提供流动性$ 承

担风险$ 承销和交易服务# 第 !1 章对下述

问题给出了一些指导% 即在何种情况下%

应对显性的和隐含的金融服务同时加以确

认% 包括外汇交易和证券交易中的加价#

!)$ 修订了金融公司部门的子部门# 以反

映金融服务! 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的

新发展

参见% 第. 章" 第.$6* J.$!!0 段

%-"!3 #$%,442 对金融公司部门引入了更为详细

的分类% 以便具备灵活性% 更好地适应诸

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洲中央银行等制

定的其他货币和金融统计体系# 根据机构

单位在市场上的活动类型及其负债的流动

性% 金融公司部门被划分为 3 个子部门

!#$%!33- 仅分为 / 个子部门"% 具体包

括& !O" 中央银行% !OO" 中央银行以外的

存款性公司% !OOO" 货币市场基金 !99:"%

!OV" 非99:投资基金% !V" 保险公司和

养老基金 !6<(:" 以外的其他金融中介%

!VO" 金融附属机构% !VOO" 专属金融机构

和贷款人% !VOOO" 保险公司 !6<" 和 !Od"

养老基金 !(:"#

%-",4 鉴于不同国家在货币定义上存在很大的差

别% #$%,442 并未给出货币的定义# 不

过% #$%,442 所设计的金融公司和金融工

具的分类能够与不同国家的货币定义相兼

容# 由于单独区分了 (货币市场基金) 子

部门% 因此可以根据需要确定将其包含在

内或者排除在外#

,$ 包括生产边界在内的交易范围的其他规定

!$ 研究与开发不是附属活动

参见% 第0 章" 第0$()5 段

%-",! #$%,442 没有把研究与开发活动作为附属

活动看待# 研究与开发是一种系统开展的

创造性工作% 其目的是为了增进知识存量

!包括人类$ 文化与社会的知识"% 并利用

此类知识来开发出新的应用# 这种做法没

有扩展到将人力资本视为 #$%体系中的资

产# #$%,442 建议% 如果可能的话% 应当

为研究与开发活动单独设置一个基层单位#

%-",, #$%,442 建议% 如果研究与开发被购买

!外包"% 则其产出应当按照市场价格进行

估价' 如果是自给性生产% 则其产出应当

按照生产总成本加上适当的加成进行估价%

其中加成部分应反映生产中所使用的固定

资产的成本# 对于由特定的商业化研究实

验室或研究机构进行的研究与开发% 应当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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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通常的方式% 以得自销售$ 契约$ 佣

金$ 费用等的收入进行估价# 由政府单位$

大学以及非营利研究机构等进行的研究与

开发活动属于非市场生产% 应当按照发生

的总成本进行估价% 生产中所使用的资本

的回报不包含在内#

%-",- #$%!33- 承认进行研究与开发乃是出于改

进效率或生产率% 或者获得其他未来收益

之目的% 但是% 尽管这些特征具有投资活

动的性质% 研究与开发仍被作为中间消耗

的一部分处理# 不过% #$%!33- 建议不应

将研究与开发视为一种附属活动% 而应将

其确认为次要活动% 为其设置一个单独的

基层单位#

($ 改进了金融中介服务的间接测算方法

$28&8;%

参见% 第0 章" 第0$!0+ J0$!0/ 段

%-",. 根据各国在执行 #$%!33- 建议中所积累的

经验% #$%,442 就间接测算金融中介服务

的方法 !通常被称为:6#69" 做出了改进#

按照惯例% #$%,442 建议 :6#69只适用于

贷款和存款% 并且只有当贷款由金融机构

提供以及存款存入金融机构时% 才使用该

方法# 利用参考利率 !FF"% #$%,442 只计

算贷款 !W

^

" 和存款 !W

'

" 的 :6#69产

出# 假定这些贷款和存款吸引的利率分别

是F

^

和F

'

% 则应当根据公式 !F

^

@FF" W

^

A !FF@F

'

" W

'

来计算:6#69产出#

%-",/ 与 #$%!33- 的计算公式相比% #$%,442 所

建议的:6#69产出计算方法有所不同# 对

于金融中介% 要包括所有的贷款和存款%

而不仅是与中介资金有关的贷款和存款#

参考利率应当不包含任何服务成分% 并且

能反映贷款和存款的风险与到期日结构#

通行的银行间借款和贷款利率可能是参考

利率的一个合适的选择# 然而% 如果不同

的贷款和存款的计值货币不同% 则可能需

要针对不同币种使用不同的参考利率% 尤

其是在涉及非常住金融机构的时候# 对于

同一经济体内的银行% 当一家银行向其他

银行提供贷款或从其他银行借款时% 一般

不含什么服务成分#

%-",0 #$%,442 建议% 对 :6#69的消费应当在用

户 !既可能是贷款人也可能是借款人" 之

间进行分摊% 分摊的数额或者作为企业的

中间消耗% 或者作为最终消费支出或出口#

%-",1 在 #$%!33- 中% :6#69等于应收财产收入

和应付利息之差# 应收财产收入不包括自

有资金投资上的应收财产收入# #$%!33-

承认在实践中% 可能很难找到一种在不同

用户之间分摊 :6#69的方法% 因而认可某

些国家宁愿沿用传统方法 !即将所有的服

务全部作为一个名义产业的中间消耗" 的

做法# #$%,442 杜绝了这种可能性#

+$ 澄清了中央银行的产出

参见% 第0 章" 第0$!/! J0$!/0 段' 第5

章" 第5$!(( J5$!(0 段

%-",2 由中央银行生产的服务被确认为三个组别%

即金融中介服务$ 货币政策服务以及对金

融公司的监管服务# #$%,442 建议% 如果

其活动规模相对于整体而言比较显著% 那

么% 从事以上不同类型服务生产的中央银

行各单位就应被作为单独的基层单位# 这

种做法有利于区分中央银行的市场产出与

非市场产出# 金融中介服务代表市场生产%

货币政策服务代表非市场生产% 一些边缘

情形 !例如监管服务" 可能被记录为市场

服务% 也可能被记录为非市场服务% 到底

如何记录取决于直接的收费是否可以充分

地弥补提供此类服务的成本#

%-",3 #$%,442 提供的指导认为% 非市场活动应

当被视为由一般政府获得的公共服务% 相

应地有一笔从中央银行向政府的转移% 因

为政府并没有为此类服务发生净成本# 市

场产出应被视为按照所收取的服务费用向

经济体所有部门提供了单项服务#

%-"-4 对于中央银行设置的利率过高或过低% 以

至于包含了隐性补贴或税收在内的情形%

#$%,442 建议% 如果这些隐性补贴或税收

数量很显著% 则应对其加以明确记录#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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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税收或补贴应被记录为政府的应收或应

付' 与此同时% 对于税收情形% 应相应地

记录为从政府向中央银行的转移% 对于补

贴的情形% 则应相应地记录为从中央银行

向政府的转移#

%-"-! #$%!33- 建议% 应当按照收费$ 佣金以及

间接测算的金融中介服务来测算中央银行

的服务# 使用这种方法估计的产出有时会

得到异常大的$ 或正或负的结果# 为此%

国民经济账户秘书处间工作组 !6#m&$%"

于 !33/ 年修订了测算中央银行产出的建

议# 如果传统方法总是导致不正确的结果%

则应采用次优方案% 允许各国按照成本测

算产出% 方法与对其他非市场产出的估计

相同# 不过% 对于按成本估价产出对中央

银行所从事的其他交易 !例如利息的收

支" 的记录所产生的影响% 6#m&$%并没

有提供进一步的指导# 6#m&$%也没有指

出如此估计的中央银行产出是由哪个或哪

些单位使用的#

.$ 改进了非寿险服务产出的记录

参见% 第 0 章" 第 0$!*. J0$!6) 段和第

0$!66 段' 第!5 章" 第!5$!+ J!5$.( 段

%-"-, 人们认识到% 在巨灾损失的情形下% 利用

#$%!33- 中基于 !权责发生制下" 保费和

理赔之差的基本算法所估计的保险活动产

出可能是极其不稳定的 !甚至是负的"#

因此% #$%,442 建议% 应当利用调整后的

理赔和调整后的补充保费来计算非寿险活

动的产出# 但是% 利用该方法% 应收的净

保费和应付的调整后理赔可能不再对每一

期都恒等#

%-"-- #$%,442 建议用三种方法来估计非寿险产

出% 即 (期望法)$ (会计法) 和 (成本

法)# 期望法套用保险公司在设定其保费

时所使用的基于期望的事前模型# 保险公

司在接受风险并设定保费时% 既要考虑期

望损失 !理赔"% 也要考虑预期收入 !保

费和追加保费"# 相对于 #$%!33- 应用的

事后法而言% 二者的预期差额 !保费加上

预期追加保费减去预期理赔" 能更好地测

算保险服务的产出# 从理论上说% 为了使

用期望法估计保险公司的产出% 可能需要

来自保险公司会计的微观数据% 但是统计

机构很少能够获得此类数据# 如果没有此

类数据% #$%,442 建议利用宏观统计数

据% 应用统计技术来模拟该方法% 并使用

对历史数据进行平滑的方法来预测预期理

赔和预期追加保费#

%-"-. 此外% 还可以采用会计方法来计算产出%

即& 实收保费加上追加保费减去调整后的

已生索赔' 其中% 调整后索赔是根据应付

索赔加上均衡准备金的变动来确定的% 必

要的时候还要加上自有资金的变动#

%-"-/ 如果无法获得所需的会计数据% 同时以往

的统计数据也不足以支持采用期望法来估

计产出% 则可以用总成本 !包括中间成

本$ 劳动成本和资本成本" 加上一定的

(正常利润) 来估计非寿险产出#

%-"-0 如果理赔数额奇高% 例如在巨灾之后发生

的理赔% 则理赔中的一部分可以记录为资

本转移% 而非通常的经常转移#

%-"-1 #$%,442 将原来的 (应付索赔) 改称 (已

生索赔)#

/$ 参照直接保险来记录再保险

参见% 第0 章" 第0$()) 段' 第!5 章" 第

!5$/0 J!5$0/ 段

%-"-2 #$%,442 建议% 应按照直接保险的核算方

法来核算再保险% 将直接保险人与再保险

人之间发生的交易作为一套完全独立的交

易加以记录# 一方面% 对于客户% 直接保

险人作为保单签发者与之发生交易% 另一

方面% 对于再保险人% 直接保险人则作为

保单持有者与之发生交易% 对这两种交易

不应做任何合并# 保费的记录方法为& 首

先记录为对直接保险人的应付保费% 然后

再记录对再保险人应付的较少的保费# 这

种不合并的记录方法% 就直接保险人而言%

被称为总额记录制#

%-"-3 再保险公司生产的服务被记录为直接保险

人的中间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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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 #$%!33- 中% 再保险交易与直接保险交

易被合并记录% 因此无法显示直接保险与

再保险之间的区分#

0$ 包括资本回报在内的住户与公司自给

性产出的估价

参见第0 章" 第0$!(/ 段

%-".! #$%,442 建议% 为了估计住户与公司自给

性货物服务的产出价值% 在没有可比的市

场价格而需要采用总成本来估价时% 应将

资本回报作为总成本的一部分# 不过% 如

果自给性生产是由非市场生产者完成时%

则不应包括资本回报#

%-"., 根据 #$%!33-% 在按照总成本估计住户与

公司的自给性货物服务产出时% 不包括资

本回报#

-$ 关于资产" 资本形成和固定资本消耗的概念扩展及其进一步规定

!$ 引入了经济所有权变更

参见% 第+ 章" 第+$(! ! +$(0 ! +$!06 段'

第!) 章" 第!)$/ 段

%-".- 所有权变更原则是确定货物$ 服务和金融资

产交易之记录时点的关键# 术语 (经济所有

权) 更准确地反映了本体系试图测算的现实

经济账户的实质# 经济所有权考虑的是所有

权的风险与回报之所在% 从经济角度所理解

的所有权变更% 意味着现实中所有权的全部

风险$ 回报$ 权利和义务都被转移了#

%-".. 对于如何识别法定所有权和经济所有权%

#$%,442 给出了一些指导% 并建议应将资

产记录在经济所有者$ 而非法定所有者的

资产负债表上# 对于非金融资产% 如果法

定所有者同意用户有权获得因在生产中使

用该资产而产生的收益% 以弥补其所承担

的风险% 则享有经济所有权的可能是用户%

而非法定所有者# 同理% 如果产品易手%

则承担因产品毁损$ 失窃等所带来风险的

单位是经济所有者# 对于金融资产% 所有

权也与承担风险有关# 如果记录时点取决

于所有权变更% 则如无其他说明% 应视经

济所有权变更的时点而定#

%-"./ #$%!33- 没有明确定义所有权# 似乎它通

常隐含着法定所有权% 但是在某些情形下%

当法定所有权不变时% 它也使用了法定所

有权变更的概念#

($ 扩展了资产边界# 将研究与开发包括

在内

参见% 第!) 章" 第!)$!)+ J!)$!)/ 段

%-".0 如同第<节所指出的那样% #$%,442 未将研

究与开发作为附属活动看待# 研究与开发的

产出被资本化为 (知识产权产品)% 不过研

发活动不能为其生产者 !及其所有者" 带来

经济利益的情形除外% 后者被记录为中间消

耗# 由于将研究与开发纳入资产边界之内%

原来包含在 #$%!33- 资产分类中$ 作为非

生产资产之一的专利权实体就被取消了%

取而代之的是固定资产项下的研究与开发#

%-".1 为了用上述方法记录 Cb'% 必须解决若干

问题% 包括& 研究与开发的测算$ 价格指

数与使用寿命# 除了方法手册和操作手册%

还会有一些专门指南% 它们将提供一种可

行的方法来形成解决方案% 从而保证测算

结果具有适当的置信水平#

%-".2 视研究与开发为生产资产的做法消除了

#$%!33- 的一个矛盾% 即& 将专利权实体

视为非生产资产% 而将专利使用费支出视

为对服务的支付#

+$ 引进了经修订的资产分类

参见% 第+ 章" 第+$/! +$+) J+$+!! +$+5 J

+$+6 段' 第!) 章" 第!)$*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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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42 对资产的定义进行了修正% 其中

涉及诸如风险$ 显见价值和推定债务等问

题# 资产被定义为价值贮藏手段% 其经济

所有者通过在一段时间内持有和使用该实

体可得到的某种收益或一系列收益% 是将

一个核算期的价值转移到另一个核算期的

途径#

%-"/4 至于资产分类% 与其先前版本一样%

#$%,442 在第一级别上将资产分为非金融

资产和金融资产B负债# 在非金融资产内

部% #$%,442区分了生产资产和非生产资

产# 生产资产和非生产资产之下不再区分

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 #$%,442 将非生产

资产分为三个类型& 自然资源% 合约$ 租

约和许可% 外购商誉和营销资产#

%-"/! #$%,442 中关于非金融资产的分类如下&

生产资产

固定资产

住宅

其他建筑物和构筑物

??非住宅建筑

??其他构筑物

??土地改良

机器和设备

??运输设备

??6<̀ 设备

??其他机器和设备

武器系统

培育性生物资源

??重复产生产品的动物资源

??重复产生产品的林木$ 庄稼和植

物资源

非生产资产所有权转移的费用

知识产权产品

??研究与开发

??矿藏勘探与评估

??计算机软件与数据库

????计算机软件

????数据库

??娱乐$ 文学或艺术品原件

??其他知识产权产品

存货

??材料和用品

??在制品

????培育性生物资源在制品

????其他在制品

??制成品

??军事存货

??待转售货物

贵重物品

??贵金属与宝石

??古董和其他艺术品

??其他贵重物品

非生产资产

自然资源

??土地

??矿物和能源储备

??非培育性生物资源

??水资源

??其他自然资源

????无线电频谱

????其他

合约$ 租约和许可

??可交易的经营租赁

??自然资源使用许可

??从事特定活动的许可

??货物与服务的未来排他性权利

商誉和营销资产

%-"/,?在 #$%,442 中% 关于生产资产类别的资产

分类有几处变化% 即&

)"在建筑物和构筑物类别中% 增加了土地

改良# 该类别取代了 #$%!33- 中的

(非生产非金融资产的重大改良) 这一

术语# 所有土地的所有权转移费用都被

含在土地改良中'

*"在机器和设备项下增加了一个新的类别&

信息$ 计算机和通讯 !6<̀ " 设备'

+"武器系统被确认为生产资产% 并单独分

为一类'

5"术语 (无形固定资产) 被更名为 (知

识产权产品)# 使用 (产品) 一词指明

此类资产不包括 #$%中被作为非生产

资产的第三方权利'

8"研究与开发产品包含在知识产权产品类

下# 结果% 专利权实体不再出现在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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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资产中% 而是并入研究与开发#

D"术语 (矿藏勘探) 更名为 (矿藏勘探与

评估)% 旨在强调该类别与国际会计准

则保持一致'

L"对计算机软件类别进行修订% 将数据库

纳入进来' 软件和数据库是两个子类'

M"术语 (其他知识产权产品) 取代了

(其他无形固定资产)#

%-"/- 存货的唯一变化是单独列出了军事存货#

%-"/. 非生产资产类别的变化如下&

)"#$%!33- 中的 (有形非生产资产) 被

更名为 (自然资源)'

*"增加了诸如无线电频谱等其他自然资

源% 原来的大类 (无形非生产资产)

被分为两个子类% 即 (合约$ 租约和

许可) 和 (商誉和营销资产)#

?0 合约$ 租约和许可被区分为四个小

类% 即& 可交易的经营租赁$ 自然资

源使用许可$ 从事特定活动的许可以

及货物与服务的未来排他性权利#

?0 原来的类别 (外购商誉) 变为 (外

购商誉和营销资产)% 其范围的变化

见下面的第 !! 条#

.$ 扩展了资产边界和政府固定资本形

成# 将武器系统支出包含在内

参见% 第!) 章" 第!)$*5 和!)$!.. 段

%-"// 军事武器系统包括运载工具和其他设备%

如军舰$ 潜水艇$ 军用飞机$ 坦克$ 导弹

承载与发射装置等# 武器系统视为在国防

服务中被连续使用% 即使它们在和平时期

仅仅是用作威慑手段# 因此% #$%,442 建

议应将军事武器系统归入固定资产类下%

同时% 作为固定资产的军事武器系统的分

类标准应当与其他固定资产的分类标准相

同% 即属于在一年以上的生产过程中被重

复或连续使用的生产资产#

%-"/0 由武器或武器系统发送的单一用途的产

品% 例如炸药$ 导弹$ 火箭$ 炸弹等被视

为军事存货# 不过% 有些单一用途的产

品% 例如具有大规模杀伤性的某些类型的

弹道导弹% 可能提供对入侵者的持续的威

慑服务% 从而也符合归入固定资产类别的

一般标准#

%-"/1 与 #$%!33- 不同% 战略性存货不再与同类

产品的其他存货单独列示#

%-"/2 在 #$%!33- 中% 只有那些可作民用生产目

的的军事固定资产的支出才被记录为固定

资本形成# 另一方面% 只能用来发射或运

载军事武器的军事武器$ 运载工具和设备

则没有作为固定资本形成记录% 而是记录

为中间消耗#

/$ 修订了 (计算机软件) 资产类别#

将数据库包含在内

参见% 第!) 章" 第!)$!!) J!)$!!. 段

%-"/3 #$%,442 对 #$%!33- 的资产类别 (计算机

软件) 进行了修订% 形成将数据库包含在

内的 (计算机软件和数据库)% 进一步细

分为 (计算机软件) 和 (数据库)#

%-"04 对于从市场购买或自主开发的计算机软件

和数据库的估价% #$%,442 给出了明确的

指导# 从市场购买的计算机软件和数据库

应按照购买者价格估价% 而自主开发的计

算机软件和数据库则应按照估计的基本价

格进行估价% 如果无法估计基本价格% 则

按照其生产成本 !对于市场生产者而言%

应包括资本回报在内" 进行估价#

%-"0! #$%,442 建议将所有在一年以上的有效期

内储存数据的数据库确认为固定资产# 无

论是自用的还是供出售的数据库% 只要满

足这个条件% 都应包括在固定资产类下#

%-"0, #$%!33-只把 (大型) 数据库确认为资产#

0$ 将原件与拷贝视为不同的产品

参见% 第!) 章" 第!)$!)) J!)$!)! 段

%-"0- 关于将知识产权产品的原件及其拷贝作为

不同产品核算的方法% #$%,442 提供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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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指导# #$%,442 建议% 如果一件拷贝被

一次性卖断% 以期在一年以上的生产中使

用% 则应被记录为固定资产# 如果一件拷

贝经许可可在一年以上的生产中使用$ 并

且获许可的一方承担了所有权的全部风险

和收益% 则该拷贝也应被记录为固定资产#

%-"0. 如果许可使用的拷贝是在多年合同下通过

定期付款购买的% 且获许可一方被判定为

已获得拷贝的经济所有权% 则应视其获得

了一项资产# 如果对一项许可的定期付款

不是在一个长期合同下发生的% 则付款应

被视为对所使用拷贝的服务的支付#

%-"0/ 如果先有一个大额首付% 之后的若干年内

又有一系列小额支付% 则首付应被记录为

固定资本形成% 后续支付应被记录为对服

务的支付#

%-"00 如果许可同意获许可的一方复制原件% 从

而承担了这些拷贝的分销$ 支持和维护的

义务% 则应将其表述为复制许可% 并应视

为向持有复制许可单位的部分或全部原件

的销售#

%-"01 #$%!33- 没有指导如何将原件和拷贝作为

不同产品进行核算#

5$ 引进了资本服务的概念

参见% 第() 章

%-"02 #$%!33- 暗含了在市场生产中使用的资产

的资本服务% 但是没有对其进行单独确

认# 在明确确认了资本服务对于生产率测

算以及其他分析的意义之后% #$%,442 新

增了一章来阐述资本服务的功能和表现#

对于市场生产者而言% 可通过一张补充表

来展示细节% 从而在 #$%中引进近年来在

增长和生产率研究领域的新进展% 并有助

于满足很多用户的分析需求#

*$ 详细阐述了关于所有权转移费用的处理

参见% 第 !) 章" 第 !)$.* J!)$/( 段" 第

!)$65 段和第!)$!/* J!)$!0( 段

%-"03 与 #$%!33- 一样% #$%,442 仍将所有权转

移费用作为固定资本形成来记录# 围绕资

产获得所发生的所有权转移费用% 应由购

买者在预计持有该资产的时期内逐步摊

销% 而不是在资产的整个寿命期内摊销

!这是 #$%!33- 推荐的做法"# 围绕资产

处置发生的所有权转移费用也应在该资产

的持有期内逐步摊销% 考虑到如果缺乏充

分数据% 这一建议很难实施% 因此%

#$%,442 建议仍应将这些费用记录为固定

资本形成总额% 但要作为固定资本消耗摊

销在其实际发生的那一年# 如果安装和拆

卸费用能够单独开具发票% 则这些费用应

包含在所有权转移费用中% 否则应包含在

资产的购买者价格中#

%-"14 终期费用 !例如拆卸费用" 理应在资产的

整个寿命期内摊销% 无论在其寿命期内有

几个所有者# 在实践中% 可能很难准确预

测终期费用# 在资产的寿命期内尚未由固

定资本消耗覆盖的任何费用都应在费用实

际发生之时作为固定资本消耗加以注销#

%-"1! #$%!33- 建议将获得资产所发生的所有权

转移费用在资产的整个寿命期内进行摊

销# 如果资产在其寿命结束之前被出售%

则尚未摊销的所有权转移费用要在资产物

量其他变化账户中注销#

%-"1, 关于终期费用的核算% #$%!33- 没有给出

明确的说法#

6$ 矿藏勘探与评估

参见% 第!) 章" 第!)$!)0 J!)$!)* 段

%-"1- #$%,442 保留了矿产资源勘探 !视为生产

资产" 与矿产资源自身 !视为非生产资

产" 之间的区别# 术语 (矿藏勘探) 被更

名为 (矿藏勘探与评估)% 以求与国际会

计准则中的用语相一致% 且定义也与后者

相吻合#

%-"1. 关于矿藏勘探与评估的估价% #$%,442 建

议% 如果在市场上出售% 则应按照市场价

格估价% 如果是内部活动% 则按照总成本

加上适当的利润估价#

%-"1/ #$%,442 承认如下事实& 由于很少能够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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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矿产资源的市场价格% 因此默认的估价

方法是未来资源租金收入的现值#

%-"10 根据资源租金的份额% 由开采者向矿物资

源所有者所做的支付应记录为财产收入%

即使政府财政将其作为税处理#

%-"11 #$%!33- 建议% 如果是矿藏储量的法定所

有者与其他单位签约进行开采% 为实践

计% 资源可继续出现在法定所有者的资产

负债表上% 开采者向所有者所做的支付则

被记录为财产收入 !资源租金"#

!)$ 土地改良

参见% 第!) 章" 第!)$56 J!)$*! 段

%-"12 土地改良仍被记录为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442 建议将土地改良作为固定资产中

的一个类别% 以区别于土地这种非生产资

产% 因为土地先于改良而存在# 如果不可

能将改良前土地的价值与改良价值区分

开% 则土地应归入价值较高的类别中# 围

绕所有土地的所有权转移费用都应包含在

土地改良中#

%-"13 #$%!33- 将土地改良记录为固定资本形成

总额% 但是在资产负债表中% 此类改良被

包含在土地自身的价值中#

!!$ 商誉和营销资产

参见% 第!) 章" 第!)$!60 J!)$!66 段

%-"24 #$%,442 将 (外购商誉) 更名为 (外购商

誉和营销资产)# 外购商誉和营销资产仍

然被划分为非生产资产% 不过其分类级别

高于 #$%!33- 中的级别% 特别地% 外购商

誉和营销资产与自然资源$ 合约租约许可

属于同一级别#

%-"2! 在 #$%!33- 中% 只有当一个企业被收购

时% 才对商誉进行记录# 正是出于这个原

因% 采用了 (外购商誉) 这一术语% 在其

他情况下并不确认商誉# #$%,442 认为%

此类差异实际上可能还涉及诸如报头$ 标

识$ 客户清单等资产% 这些资产被统称为

(营销资产)# 特别地% 确认的营销资产可能

会从整个公司中分离出来而单独出售% 在此

情形下% 其销售额也应记录在这个项目下#

%-"2, #$%,442 建议采用一种一致的方法来计算

(外购商誉和营销资产) 的价值& 用购买

一家持续正常经营企业而支付的金额% 减

去该企业的总资产与其总负债之差% 这

样% 其中的每个项目都已经被单独确认和

计值% 无论该实体是上市公司还是非上市

公司% 是准公司还是非法人企业#

%-"2- 在 #$%!33- 中% 针对非法人企业和法人企

业% 外购商誉的计算方法是不一样的# 对

于非法人企业% 外购商誉等于其单独识别

和计值的资产和负债与其售价之间的差

额# 对于法人企业% 外购商誉等于临出售

前的股票价格与每股实际售价之差乘以股

份数# #$%!33- 计算外购商誉时% 未对上

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进行区分#

!($ 在某些情况下被记录为资产的水资源

参见% 第!) 章" 第!)$!*. 段

%-"2. #$%,442 对水资源的定义做了扩展% 除了

蓄水层和其他地下水资源外% 还将河流$

湖泊$ 人造水库以及其他地表蓄水池等也

包括在内# 水资源是指因其稀缺性导致行

使所有权和B或使用权$ 进行市场估价和

采取某些经济控制措施来提取的地表水和

地下水资源#

%-"2/ #$%,442 建议% 水体估价原则上应按照与

矿产资源相同的估价方法进行% 但同时指

出% 也可能不得不采用某些更为实用的做

法% 例如按照获取费用进行估价#

!+$ 利用相关资产的不变质量价格指数#

按照一时期的平均价格来测算固定

资本消耗

参见% 第!) 章" 第!)$!/0 段

%-"20 #$%,442 建议% 应当利用相关资产的不变

质量价格指数% 采用一时期内的平均价格

来测算固定资本消耗#

%-"21 #$%!33- 没有指出用来测算固定资本消耗

的价格是应当与一般价格水平有关% 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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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特定资产的价格水平有关#

!.$ 使培育性生物资源的定义与非培育性

资源的定义相对称

参见% 第!) 章" 第!)$** 段

%-"22 #$%,442 对培育性生物资源的定义进行了

澄清% 特别指明% 只有当其自然生长与再

生是在机构单位的直接控制$ 负责与管理

之下% 才被视为生产#

%-"23 #$%,442 将 #$%!33- 中的培育资产改称为

培育性生物资源#

!/$ 引入了知识产权产品

参见% 第!) 章" 第!)$6* 段

%-"34 #$%,442 对原称为 (无形生产资产) 的资

产进行了新的核算处理% 对其澄清% 改称

为更加直观的 (知识产权产品)% 并进行

了扩展# 此类资产被进一步划分为研究与

开发' 矿藏勘探与评估' 计算机软件与数

据库' 娱乐$ 文学或艺术品原件' 以及其

他知识产权产品#

!0$ 引入了针对自然资源的资源租赁概念

参见% 第5 章" 第5$!)6 段

%-"3! #$%,442 引入了资源租赁的概念% 该概念

系指如下情形& 自然资源仍然出现在其法

定所有者的资产负债表中% 但是承租人是

在生产中使用该资产的单位% 因此是实质

上的经济所有者# 作为回报% 承租人需要

对资产所有者进行定期支付% 该支付被记

录为所有者的财产收入% 称为地租# 按照

惯例% 在 #$%中% 自然资源价值的下降不

会作为与固定资本消耗相类似的交易而加

以记录# 因此% 在 #$%中% 就收入形成而

言% 自然资源实质上被视为有无限的寿

命# 资源租赁可以适用于 #$%中确认为资

产的所有自然资源#

%-"3, #$%!33- 没有讨论对应自然资源的资源租

赁概念#

!5$ 引入了出现在资产物量其他变化账户

中的项目变动

参见% 第!( 章

%-"3- 为了对交易以外的资产变化之可能原因列

出一个结构性更强的清单% #$%,442 修改

了出现在资产物量其他变化账户中的项

目# 资产物量其他变化列示了如下七大类

以及某些子类的资产B负债变化&

资产的经济出现

非生产资产的经济消失

??自然资源耗减

??非生产资产的其他经济消失

巨灾损失

无偿没收

不另分类的物量其他变化

分类变化

??部门分类和结构的变化

??资产和负债的分类变化

名义持有损益

??中性持有损益

??实际持有损益

1$ 关于金融工具和金融资产之处理和定义的进一步完善

!$ 澄清了对证券回购协议的处理

参见% 第!! 章" 第!!$5. J!!$55 段

#$%,442 增加了关于证券回购协议以及黄

金贷款和存款的解释# 证券回购协议 !F8]

\U" 是指这样一项安排& 以特定的价格销售

证券或其他资产% 并承诺在未来某个规定的

日期以固定的价格回购相同或近似资产#

%-"3. #$%,442 仍然把证券回购协议 !(F8\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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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为抵押贷款% 并承认已回购证券的出售

的可能性# 如果已回购证券被出售% 则应

对贷款人记录一个负资产% 以避免发生重

复记录#

%-"3/ #$%!33- 认为% 已回购证券的出售或者不

被准许% 或者尚无先例#

($ 描述了雇员股票期权的核算

参见% 第 !! 章" 第 !!$!(. 段' 第 !5 章"

第!5$+*. J!5$+6* 段

%-"30 雇员股票期权是公司用来激励其雇员的常

用手段# 雇员股票期权是在某一特定日期

!授权日" 订立的一个协议% 按照该协议%

雇员可以在一个规定的日期 !含权日" 或

者在紧随含权日的一段时期内 !行权期"

按照约定价格 !执行价" 购买特定份额的

雇主股票# #$%,442 建议在金融账户中记

录雇员股票期权的交易% 对应于由股票期

权价值所代表的雇员报酬# 理想地% 期权

价值应当对应于授权日与含权日之间的整

个时期' 如果不可能采取这种做法% 则可

以在授权日记录之#

%-"31 #$%!33- 没有就雇员股票期权的核算提供

指导#

+$ 详细阐述了不良贷款的处理

参见% 第 !! 章" 第 !!$!(6 段' 第 !+ 章"

第!+$00 J!+$0* 段

%-"32 #$%,442 详细阐述了关于减值 !不良" 贷

款的核算处理# 不良贷款的定义为& 利息

和B或本金支付逾期 34 天及以上的贷款%

或者按照协议对逾期 34 天或超过 34 天的

利息支付进行资本化$ 再融资或延迟的贷

款% 或者逾期支付利息在 34 天之内$ 但有

充分理由 !如债务人申请破产" 怀疑利息

能否完全支付的贷款#

%-"33 #$%,442 建议% 应继续按照名义价值将不

良贷款记录在主要账户中% 并记录应收利

息% 直至贷款被偿还或者遵照双方协议而

注销本金# 建议设立两个与不良贷款相关

的备忘项目% 一是被视为不良贷款的名义

贷款价值% 一是这些贷款的市场等量值#

对市场等量值最逼近的近似是以公允价值

定价或 (以市值定价)% 即 (近似于当事

人之间进行市场交易而发生的价值)# 如

果没有公允价值数据% 则不得不采用次优

的方法来记录备忘录项目% 即名义价值减

去预期贷款损失# 此外% 在不良贷款上的

应收利息应记录为 (其中) 项#

%-"!44 #$%,442 建议% 无论对于政府部门$ 金融

公司部门还是对于国外部门% 这些备忘项

目都应当成为一种标准#

%-"!4! 对于注销不良贷款的标准% #$%!33- 没有

给出指导#

.$ 详细阐述了对担保的处理

参见% 第!5 章" 第!5$()5 J!5$((. 段

%-"!4, #$%,442 澄清了对各种类型担保的核算方

法# 确认了三种类型的担保% 并对其核算

方法提供指引# 第一类是借助金融衍生工

具形式提供的担保% 例如信贷违约掉期#

这些衍生工具在金融市场上的交易活跃%

而且对 #$%而言% 这些工具不具有任何新

的特征#

%-"!4- 第二类担保% 即标准化担保% 由各类大量

发行的担保构成% 其金额通常很小% 而且

条款相同% 例如出口信贷担保和学生贷款

担保# 对于这种情形% 不可能估计某一个

贷款违约的可能性% 标准的做法是估计一

批类似贷款中可能会有多少违约# 它遵循

与非寿险相同的原则% 而且应做类似的核

算处理# 如果担保者是一般政府的一部分%

且有意将收取的费用置于预期违约水平之

下% 则应虚拟一个对担保持有者的补贴#

%-"!4. 第三类担保被称为一次性担保% 包括那些

风险非常特殊% 以至于不可能精确估计其

风险的担保# 在大多数情形下% 一次性担

保的授予被认为是一项风险事件% 而不是

作为金融资产B负债记录#

%-"!4/ 最初的讨论仅考虑了贷款担保% 但到 ,442

年底% 标准化担保和其他金融工具也被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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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在内% 因此对核算方法进行了推广#

%-"!40 #$%!33- 将担保视为或有负债% 因此在担

保被实际执行之前% 并不记录担保的存在#

另外% 它也没有就担保执行时所发生的流

量提供明确的指导#

/$ 详细阐述了对指数关联型债务证券的

处理

参见% 第!5 章" 第!5$(5. J!5$(*( 段

%-"!41 指数化机制将诸如债券等证券的应付票息

金额或本金支付% 或者是两者兼有% 与交

易双方同意的指数联结起来% 但指数的价

值预先不可知# 在这种协议之下% 证券价

值的上涨应记录为利息% 但在发行之时并

不知悉# #$%,442 推荐了两种确定每个核

算期应计利息的方法#

%-"!42 如果票息金额与一个广泛的指数相关联%

则经指数化后% 作为票息支付的全部金额

都记录为应计的利息# 如果本金价值与指

数关联% 则最终赎回价格与发行价格之间

的差额应作为应计利息% 在金融工具的整

个寿命期内记录#

%-"!43 如果与一个较窄的指数相关联% 则应将应

计利率固定在发行时点的水平来确定应计

利息% 然后将指数相对于预期路径的所有

偏离都记录为持有损益# 由于利率被固定

在证券发行时点的水平% 一般来说持有损

益在金融工具的寿命期内不会相互抵消#

%-"!!4 在 #$%!33- 中% 关于如何记录与指数关联

型债务证券有关的交易% 并没有一个精确

的指导#

0$ 修订了对外币关联型债券工具的处理

参见% 第!5 章" 第!5$(*! 段

%-"!!! #$%,442 建议% 本金和票息均以外币进行

指数化的债务工具在归类和记录时应视同

为以外币计值的债务工具#

%-"!!, #$%!33- 建议% 对于以外币计值的债务工

具% 由于汇率波动所导致的本金的本币价

值变化应当记录为持有收益 !非交易"#

但是% 如果债务工具以外币进行指数化%

此类变化则应记录为利息 !交易 "#

#$%,442 建议摒除了这种矛盾的做法% 对

具有相同经济特征的工具作相同的处理#

5$ 非上市股权估价的灵活性

参见% 第!+ 章" 第!+$06 J!+$5) 段

%-"!!- 并非所有的股权都是上市的$ 并在股票市

场上报价# 这种情况常见于直接投资企业$

私募股权$ 非上市公司以及从证券市场退出

的公司$ 上市但是非流通的公司$ 合资企业

以及非法人企业等# #$%,442为此类股权提

供了其他估价方法# 所推荐的备选方法包

括如下一些做法& 近期的交易价格% 净资

产价值% 当期市盈率% 经统计人员在宏观

水平上调整后的企业报告的账面价值% 以

账面价值计的自有基金% 以及分摊总价值#

%-"!!. 关 于 如 何 对 非 上 市 股 权 进 行 估 值%

#$%!33- 只给出了有限的指导# 它建议对

于上市公司之不在股票交易所或其他场所

进行经常交易的股份价值% 应当根据在过

去及未来的盈利和红利上与其具有可比性

的上市股份的价格进行估计% 考虑到非上

市股份的交易性或流通性较差% 必要的时

候% 可以将价格调低一些#

*$ 作为金融资产与负债处理的未分配黄

金账户

参见% 第!! 章" 第!!$./ 段

%-"!!/ #$%,442 建议% 未分配黄金账户应作为金

融资产和负债记录% 并建议% 如果以黄金

计值的外币存款由非常住单位持有% 则未

分配黄金账户应与外币存款归为一类#

6$ 修改了货币黄金和金块的定义

参见% 第!! 章" 第!!$./ J!!$.0 段

%-"!!0 为了与 ;(90 保持一致% #$%,442 对货币

黄金的定义进行了修改# 这一改动源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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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分配的和未分配的黄金账户的确认% 其

中% 已分配黄金账户的记录对象是实体黄

金% 而未分配黄金账户的记录对象则是以

黄金计值的存款# 如果后者是对非常住单

位持有% 则应作为外币记录# 如果金块

!即纯度至少为 33/j的金币$ 金砖或金

条" 由货币当局作为储备资产而持有% 则

只被确认为金融资产% 而没有对应的负债#

货币黄金被定义为货币当局 !或由货币当

局有效控制的其他单位" 所有的$ 并作为

储备资产所持有的黄金% 包括金块和对非

常住单位的未分配的黄金账户#

%-"!!1 #$%!33- 没有讨论已分配的或未分配的黄

金账户#

!)$ 确认了特别提款权负债

参见% 第!! 章" 第!!$.5 J!!$.6 段

%-"!!2 #$%,442 建议将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行

的特别提款权 !#'C" 视为 #'C持有国的

资产% 以及对计划参与者的集体求偿权#

此外% 它还建议将 #'C的分配与取消记录

为交易# #'C的资产与负债应分别加以记

录# 受这一关于 #'C核算方法变动的影

响% #$%,442 建议应将货币黄金和 #'C分

列为子项目#

%-"!!3 在 #$%!33- 中% #'C被归为没有对应负债

的资产#

!!$ 将存款与贷款区别开来

参见% 第!! 章" 第!!$/0 段

%-"!,4 #$%,442 仍然区分贷款和存款# 为了避免

交易双方均为银行时所引起的贷款和存款

之间的模糊性% #$%,442 引入了一个类

别% 即 (银行间头寸)#

!($ 证券借贷和黄金贷款的应付费用

参见% 第!5 章" 第!5$(/. 段

%-"!,! #$%,442 建议% 按照惯例% 所有因证券借

贷而对证券所有者的应付款% 以及因黄金

贷款 !无论是来自己分配还是未分配黄金

账户" 而对黄金所有者的应付款% 都应记

录为利息# 如果提供贷款的单位被归为金

融机构% 则该利息可能含有应单独识别的

:6#69成分#

%-"!,, 关于证券借贷和黄金贷款的应付费用%

#$%!33- 没有提供指导#

!+$ 金融资产分类

参见% 第!! 章

%-"!,- 为了反映 #$%!33- 推行以来在金融市场上

出现的各种创新% 也为了保持其有用性%

#$%,442 修改了对金融资产的 分 类#

#$%,442 中的金融资产B负债分类如下&

货币黄金和 #'C

??货币黄金

??#'C

通货与存款

??通货

??可转让存款

????银行间头寸

????其他可转让存款

??其他存款

债务性证券

??短期

??长期

贷款

??短期

??长期

股权与投资基金股份

??股权

????上市股票

????非上市股票

????其他股权

??投资基金份额B单位

????货币市场基金份额B单位

????其他投资基金份额B单位

保险$ 养老金和标准化担保计划

??非寿险专门准备金

??寿险和年金权益

??养老金权益

!10

附录 +"与&'#!66+ 相比的变化



??养老金经理人的养老基金债权

??非养老保险金权益

金融衍生工具和雇员股票期权

??金融衍生工具

????期权

????远期

??雇员股票期权

其他应收B应付款

??商业信用和预付款

??其他应收B应付款

%-"!,. #$%,442 将原 (股票以外证券) 更名为

(债务性证券)% 将原 (股票和其他股权)

更名为 (股权与投资基金份额 )# 对

#$%!33- 的一个更新是引入了金融衍生工

具类别% 并对其进行了扩展% 将雇员股票

期权包括在内#

!.$ 基于经济所有权来区分融资租赁与经
营租赁

参见% 第!5 章" 第!5$+)! J!5$+)6 段

%-"!,/ #$%,442 做了一个综述% 设定了正确处理

租赁与许可的原则# 它确认了经营租赁与

融资租赁之间的区别% 依据是看承租人是

否可视为资产的经济所有者#

%-"!,0 在 #$%!33- 中% 经营租赁与融资租赁之间

的区别是依据租赁期的长短来划定的#

!/$ 记录养老金权益的若干建议发生了变化

参见% 第!5 章" 第!5$!!0 J!5$()0 段

%-"!,1 #$%,442 认为养老金承诺是一种契约性约

定% 即预计它们 !或可能" 是可执行的%

因此应当被确认为对住户的负债% 而不管

在单独设置的计划中是否存在必要的资产#

%-"!,2 然而% 如果养老金系由政府通过社会保障

提供的% 则一国在编制标准表时% 可以适

当偏离这一规则% 原因在于由社会保障提

供的养老金与由其他雇佣相关计划提供的

养老金之间的区别在不同国家之间有较大

差异# 但是% 应在一个附属表中提供对养

老金进行全面分析所需的所有信息% 该表

应显示所有私人与政府养老金计划的负债

及其有关流量% 这些计划可以是设立基金

的% 也可以是未设立基金的% 并包括社会

保障在内#

%-"!,3 #$%!33- 指出% 雇主和雇员在一定时期内

的实际社会保障缴款应当等于支付养老金

的实际数额# 对于定额缴款计划% 这种做

法是正确且完整的% 因为最终给付额只依

赖于养老基金积累的数额# 但是% 对于定

额福利计划% 则不能保证积累的数额正好

等于雇主相对于雇员养老金权益的负债#

%-"!-4 因此% #$%,442 建议% 针对定额福利计

划% 应对 #$%!33- 建议的做法进行修改%

即&

)"应通过估计雇员在所考察期间内挣得的

养老金权益净现值的增加% 加上养老基

金为运作该计划而收取的各项费用% 再

减去雇员的所有缴款% 来确定雇主缴款

的水平'

*"该数额应当通过精算来确定% 只需要考

虑雇员的预期寿命% 而不需要考虑任何

的未来收益% 也不需要考虑最终养老金

福利的未来提高的影响'

+"养老基金对雇员的显性债务应当显示在

金融账户和资产负债表中'

5"基金的资产应被视为属于基金% 而不是

!像 #$%!33- 中所说的那样" 属于雇

员#

%-"!-! 根据基金与雇主之间的关系% 负债超出可

获得资产的差额可以被视为养老基金对雇

主的求偿权 !同理% 资产超出负债的差额

则被视为雇主对养老基金的求偿权"#

%-"!-, #$%,442 认为% 管理任何养老计划 !包括

非自主计划和未设立基金的计划" 都有成

本# 原则上% 养老基金应当有一个产出值%

该数值根据总成本来确定% 依惯例应被视

为持有养老金权益的雇员的应付款#

%-"!-- #$%,442 建议% 如果养老金的支付义务由

一个单位转移给另一个单位% 则应视为养

老金负债的交易% 即使两个单位之前都没

有记录此类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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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只对设立基金的 (私人) 计划才

在其资产负债表上确认养老金义务# 因此%

许多养老金计划的活动% 例如社会保障和

未设立基金的雇主计划% 就不会确认金融

资产B负债# 此外% 经确认的养老金负债仅

??

限于可获得的资金% 而不是根据雇员和其

他单位对计划的求偿权来确定#

%-"!-/ #$%!33- 将非自主养老基金和未设立基金

的养老计划的活动视为附属活动% 从而不

单独确认其产出#

2$ 关于政府和公共部门交易范围的进一步规定

!$ 澄清了私人B公共B政府部门的界限

参见" 第. 章# 第.$(/ 段和第.$55 J.$*)

段* 第(( 章

%-"!-0 #$%,442 认为% 政府在权力$ 动机和功能

方面均有别于经济体中的其他部门% 它可

以透过不同机构单位组织其运作% 因此%

#$%,442 针对一般政府与公营公司之间的

差别给出了特别的指导# 为了厘清将机构

单位归入互斥的机构部门时所依据的理论

基础% #$%,442 绘制了一个决策树% 该决

策树还有助于在政府与其他公共单位之间

划清界限#

($ 详细阐述了对重组机构的处理

参见% 第(( 章" 第(($.5 J(($/) 段

%-"!-1 公司重组过程中会涉及某些公共单位% 无

论这些公司是否受政府控制# 下面是两个

有关公共重组机构的例子& !)" 公共部门

重组以及对私有化的间接管理' !*" 受损

资产% 主要发生在银行危机或其他金融危

机的背景下# 关于重组机构的核算%

#$%,442 提供了一些指导#

%-"!-2 #$%!33- 并未就重组机构提供任何指导#

+$ 澄清了对政府发放的许可的处理

参见% 第(( 章" 第(($** J(($6) 段

%-"!-3 #$%,442 建议% 如果由政府发放的许可不

涉及对政府自有资产的使用% 则对该许可

的支付就是一种税# 然而% 如果许可在法

律上且事实上是可以转移给第三方的% 则

它就具有资产的特征% 可以被归类于资产

中的合约$ 租约与许可#

%-"!.4 如果许可是对政府自有资产 !包括具有资

产特征的$ 由政府代表全社会控制的自然

资源" 的使用% 则对许可的支付应记录为

合约$ 租约与许可项下的资产获得% 或者

记录为地租支付#

.$ 公营公司的异常支付应记录为权益收回

参见% 第(( 章" 第(($!+/ 段

%-"!.! #$%,442 建议% 公营公司所做的异常支付

应当被记录为权益收回% 因为这些支付来

自累积的公积金或资产销售# 只有对公司

业主收入的定期分配才应当记录为红利#

%-"!., #$%!33- 关于这个问题的建议与对公司及

准公司的建议不一致& 公营公司的异常支

付被记录为红利的定期支付% 而公营准公

司的类似支付则被记录为权益收回#

/$ 政府对公营准公司的异常支付应被记

录为资本转移

参见& 第,, 章% 第,,"!-2 段

%-"!.- #$%,442 建议% 政府对公营准公司作出的

为弥补累积亏损的异常支付应当记录为资

本转移% 对公营公司的支付也做类似记录#

但是% 如果政府向公营公司或公营准公司

所作的异常支付有明确的商业目的% 即对

以财产收入形式体现的回报具有明确预期%

则该支付应当记录为权益增加#

%-"!.. 在 #$%!33- 中% 政府对公营公司的异常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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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作为资本转移记录# 与此不同% 政府对

公营准公司的异常支付则被记录为权益增

加#

0$ 按权责发生制记录税收

参见% 第(( 章" 第(($6! J(($6. 段

%-"!./ #$%,442 明确了税的记录应遵照权责发生

制# 但是% 在下述两种情况下% 它也允许

在实践中对该原则进行灵活应用% 以确保

不会将未收税款显示为应计款项# 第一种

情况与所得税有关% 只有在能够较为确定

地估计纳税义务之时% 才加以记录# 第二

种情况与 (平行) 经济产生的税有关% 此

时不可能知道应税事务的发生时间# 在后

一种情况下% 记录的时点也应当是估计的

时点# #$%,442 还就如何估计应计税额给

出了一些指导% 提醒读者千万要注意& 不

要把决不可能收缴上来的税款包括在内#

5$ 税收抵免

参见% 第(( 章" 第(($6/ J(($6* 段

%-"!.0 税收抵免是指税收减免% 从而减轻了受益

人的纳税义务# 有些税收抵免是应付的%

即超过纳税义务的所有抵扣应付给受益人#

有些补贴或社会保障福利可以通过税收系

统以税收抵免的形式获得% 而且将支付系

统与收税收缴系统联系在一起的做法越来

越普遍# #$%,442 建议% 应付的抵免应按

照总额制记录% 虽然这种作法有悖于 &:]

#9,44! 和财政收入统计中的建议# 它也允

许按照净额制来计算税收抵免#

%-"!.1 关于如何处理税收抵免% #$%!33- 没有给

出相应指导#

*$ 澄清了通过公J私合伙所创立的固定

资产所有权的核算原则

参见% 第(( 章" 第(($!/. J(($!0+ 段

%-"!.2 公@私合伙 !(((" 是指以下两个单位之

间的长期契约& 一个私人单位获得或建立

了一项或一套资产% 在一定时期内运营这

些资产% 然后将该资产移交给公共部门#

此类安排通常发生在私营企业和政府之

间% 不过也可能是其他组合% 例如公营公

司是其中一方% 而私营 $(6作为另一方#

针对应该检验哪些特征以确定究竟是私人

合伙人还是公共合伙人拥有相关资产的经

济所有权% #$%,442 给出了一些指导性

建议#

%-"!.3 关于公@私合伙的核算% #$%!33- 没有给

出指导#

6$ 继续将持有收益税记录为所得和财富

经常税

参见% 第* 章" 第*$0! 段

%-"!/4 #$%,442 建议% 继续将持有收益产生的税

记录为所得和财富经常税% 尽管其税基

!实现的持有收益" 不属于 #$%定义的收

入# 它建议如果有可能且有必要的话% 应

将该税记录为一个单独的子类#

3$ &'#与%7;0 在有关概念与分类上的协调

!$ 主要经济利益中心是确定单位常住性

的基本依据

参见% 第. 章" 第.$!) 段

%-"!/! 随着经济全球化% 与两个或两个以上经济

体有关联的机构单位越来越多# #$%,442

与;(90 都采用了 (主要经济利益中心)

这一概念% 将其作为确定一个实体是否属

于一个经济领土内的常住单位的基本依据#

%-"!/, #$%!33- 建议根据经济利益中心来确定机

构单位的常住性% 但是对于有几个国际住

所$ 而在这些住所内可能只作短暂停留的

个人常住性问题则没有给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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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住性改变的个人

参见% 第(0 章" 第(0$+5 J(0$+6 段

%-"!/- #$%,442 明确指出% 如果一个人改变了他B

她的常住国% 围绕这个人所有的非金融资

产$ 金融资产与负债的所有权不会有任何

变化# 需要做的只是对这些项目之 !经

济" 所有者的常住国进行重新分类# 因

此% 此种变化更适于记录在资产物量其他

变化账户中% 而不是记录为资本转移#

%-"!/. 关于如何记录由于个人常住性变化所引起

的货物流动以及金融账户发生的变动%

#$%!33- 没有提供明确的指导#

+$ 根据所有权变更原则记录送到国外加

工的货物

参见% 第 0 章" 第 0$*/ J0$*0 段' 第 !.

章" 第!.$+5 J!.$.( 段

%-"!// #$%,442 建议% 应严格按照所有权变更

原则来记录进口和出口% 即& 货物在拥

有货物的国家与提供加工服务的国家之

间的流动不应记录为货物进口和出口%

而应记录为拥有货物的国家的加工服务

进口% 以及提供加工服务的国家的加工

服务出口#

%-"!/0 同理% 如果一个基层单位将货物送到同一

企业在同一经济体内的另一个基层单位进

行加工% 而接收单位并不负责后续生产过

程的后果% 则应采用同样的记录方法# 对

于这种情形% 货物接收单位的产出只限于

所提供的加工服务#

%-"!/1 #$%!33- 将送到国外加工$ 然后又返回货

物发出国的货物视为经历了所有权的有效

变更# 因此% 这些货物在离开第一国时被

记录为出口% 在返回该国时又被记录为进

口# 从事加工的国家被显示为生产了这些

货物% 以全价加以记录% 尽管加工者根本

不必在货物进入本国时进行支付#

.$ 三角贸易

参见% 第!. 章" 第!.$5+ 段

%-"!/2 三角贸易被定义为& !编制国的" 一个常

住单位向一个非常住单位购买了货物% 随

后又将该货物转售给另一个非常住单位%

而该货物根本没有进入转售贸易商所在的

经济体# #$%,442 建议% 由全球化制造

商$ 批发商和零售商以及其他商品经纪所

获得的货物% 应在获得时点记录为负出口%

而在处置时点记录为正出口# 二者之差出

现在货物出口项下% 但要与国内交易的货

物的贸易加价一样% 记录为转售贸易商所

在经济体的服务生产# 如果货物在一个时

期获得但在另一时期处置% 则应将其记录

为转售贸易商的存货变化% 即使这些存货

是在国外持有#

%-"!/3 关于三角贸易的核算% #$%!33- 没有给出

指导#

4$ 各章变动清单

!$ 简介

%-"!04 本节的目的是列出与 #$%!33- 的文本相

比% 影响 #$%,442 各章的议题清单# 这里

不准备给出一个各种变动所带来影响的详尽

清单% 只是归纳出影响前一版文本的项目#

%-"!0! 这里没有给出第 ! 章和第 , 章的变动# 因

为% 第 ! 章绪论% 基本上没有因各种变化

的细节而受到什么影响' 第 , 章综述则简

要概括了后面各章的所有变动#

%-"!0, 第 - @!- 章是与 #$%!33- 各章一一对应的

内容% 本节列出这些章节的变动% 但假定

读者熟悉各章内容% 因此不再给出各章的

要点# 第 !. @,3 章则要么重排了原有内

容% 要么包含了新的内容% 或者二者兼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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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除了列出变动% 必要时还简述了这些

章节的主要内容#

%-"!0- 有关 #$%!33- 章节和附录的索引均采用罗

马字母% 与 #$%,442 章节和附录有关的索

引则采用阿拉伯字母#

第 + 章" 存量和流量与核算规则

!

?本章的主要议题是引入经济所有权和

法定所有权之间的区别#

第 . 章" 机构单位和机构部门

!

?常住性的表述没有实质性变动% 但是

所用措辞保证了 #$%和 ;(90 的完全

一致#

!

?引入图 ."!% 通过流程图显示如何将

机构单位归入机构部门#

!

?金融公司和非金融公司被进一步分解%

从而将非营利机构单位显示为单独的

子部门% 以便于得到$(6的卫星账户#

!

?对一般政府进行了类似的区分% 也是

为了单独识别出$(6#

!

?区分了公司总部和控股公司之间的差

别% 以避免将公司总部不严格地表述

为控股公司#

!

?设置了一个小节介绍特殊目的实体%

澄清了不同类型实体的目的% 在对这

些实体进行正确分类时应当考虑这些

目的#

!

?#$%,442 避免使用 (附属公司) 的称

谓% #$%!33- 使用这个称谓造成了一

些误解#

!

?新增了一部分% 用来建立一套可用来

确定政府是否对公司和非营利机构形

成控制的指标#

!

?对金融公司的子部门进行了扩展和完

善#

!

?本章最后简要解释了货币联盟与中央

银行的关系#

第 / 章" 企业基层单位和产业

!

?有关横向一体化企业的表述与 6#6<第

. 版取得一致#

!

?对于纵向一体化企业% #$%建议对其

基层单位加以识别% 而 6#6<则把企业

作为一个整体$ 按照其主要活动 !即

增加值中贡献份额最大的活动" 进行

分类#

!

?对辅助活动作了一个新的更为广泛的

讨论#

第 0 章" 生产账户

!

?引入 (知识载体产品) 这一术语% 以

将那些兼具货物和服务之某些特征的

产品纳入进来#

!

?提到未观测经济% 第 ,/ 章还将对此作

进一步讨论#

!

?介绍了依据经济所有权和进一步加工

中所涉及风险是否发生转移来判断%

货物交付究竟应该作为同一企业内部

不同基层单位之间的交付来核算% 还

是应该作为不同企业之间的交付来核

算# !这实际上是将货物送到国外进

行加工的国内版"

!

?生产被区分为三个类型% 即& 市场生

产$ 为自身最终使用的生产和非市场

生产#

!

?如果使用总生产成本法来估计市场生

产者为自身最终使用而生产的产出%

则应包含固定资本回报#

!

?围绕如何测算经历长时期才能完成的

产出进行了更多的讨论#

!

?进一步明确了如何测算仓储活动% 以

及如何将这一生产活动与持有收益区

分开来# 这一主题在第 0 章的附录中

有详细的解释#

!

?围绕如何测算中央银行的产出进行了

更为广泛的讨论#

010

())* 年国民账户体系



!

?第 0 章更详细地介绍了金融服务的核

算% 在第 !1 章第 . 节中还有更详细的

讨论# 自 #$%!33- 版本出版以来% 关

于间接测算金融中介服务 !:6#69"

的部分进展在这一章中有所介绍#

!

?修订了保险核算方法% 将特别工作组

关于这一主题的研究结果考虑了进来#

!

?类似地% 修订了关于再保险的核算方

法#

!

?讨论了如何核算与发行标准化担保相

关联的产出#

!

?研究与开发不再被记录为中间消耗%

而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被记录为固定资

本形成#

!

?遵照堪培拉小组的建议% 新增了如何

对原件和拷贝进行正确核算的内容#

!

?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中新增了一个类

别& 武器系统#

!

?在描述固定资本消耗时% 建议使用特

定资产价格$ 而不是一般缩减指数来

估计资产价值的下降# 估计固定资本

消耗的过程应当与资本存量的估计相

联系# 这一主题在第 ,4 章还有进一步

讨论#

第 5 章" 收入初次分配账户

!

?业主收入账户以及其他初始收入分配

账户仅限于对金融和非金融公司编制#

!

?更新了关于就业的测算% 将 ,442 年底

召开 的 劳 动 统 计 学 家 国 际 大 会

!6<̂#" 的建议包含在内#

!

?对社会保障缴款的测算作了重大改动#

首先% 区分了与养老金有关的缴款和

与其他权益有关的缴款# 其次% 即使

有时没有专门设立基金以满足要求$

仍然要对养老金权益加以记录% 由此

将影响到社会保障的测算#

!

?投资收入包含在投资基金的所得中#

!

?生产税包括出租车许可和博彩许可#

!

?财产收入包括一个新的子类% 即投资

收入% 这一概念与 ;(90 的用语相对

应#

!

?引入了与地租支付有关的资源租赁概

念#

!

?关于中央银行收取和支付的利率% 有

可能将其记录为隐含税收和补贴#

!

?关于从公司和准公司中获取的超额红

利和收入提取的核算方法更加合理#

与此相关联的是% 对各类企业都明确

引入了 (留存收益) 这一术语#

!

?在定额福利计划的情形下% 对养老金

中视为应付投资收入的核算发生了变

化% 养老金权益的所有增加都被包括

进来% 而不论该收入是否真的由养老

基金的负责单位所挣得#

第 * 章" 收入再分配账户

!

?第 1 章中提到的有关社会保障缴款的

变动在本章也成立#

!

?明确指出应将住户向在国外工作之个

人的应付汇款和从在国外工作之个人

的应收汇款记录为转移#

!

?简化了对实物社会转移的分解#

第 6 章" 收入使用账户

!

?修改了个人服务和公共服务之间的区

别% 修改后的区分与 <N:N&的分类

变动相一致#

!

?已经认识到 $(6#7也有可能发生公共

消费% 不过没有必要过分强求对此加

以识别#

第 !) 章" 资本账户

!

?非生产资产被区分为三个类别& 自然

资源' 合约$ 租约和许可' 外购商誉

和营销资产#

!

?土地改良被视为一类单独的固定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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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于自然资产% 后者反映了土地在

未经改良状态下的价值#

!

?关于所有权转移费用% 澄清了终期费

用的核算方法% 以及对固定资本消耗

和所有权成本进行摊销的时期#

!

?引入信息$ 计算机和通信设备% 构成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中一个新的类别#

!

?引入武器系统% 构成一个新的类别#

!

?引入知识产权产品% 构成一个新的类

别#

!

?在大多数情形下% 将研究与开发视为

固定资本形成#

!

?修改了矿藏勘探的名称% 按照 6%#;

的建议% 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将评估

包含在内#

!

?修改了软件类别% 明确将数据库包含

在内% 并进一步阐释了应在何种情形

下将数据库包含在内#

!

?增加了一个新的存货类别& 军事存货#

!

?澄清了对合约$ 租约和许可的核算方

法% 在第 !1 章第 / 部分还有更进一步

的解释#

!

?澄清了关于外购商誉和营销资产的测

算方法及其范围#

第 !! 章" 金融账户

!

?从总体上修改了货币黄金和黄金账户

的核算方法#

!

?确立了 #'C的负债#

!

?在金融资产的新分类中% 引入了银行

间头寸这一类别#

!

?对于与较窄指数关联的指数关联型证

券% 修改了其核算方法#

!

?引入两个与投资基金有关的术语#

!

?扩大了保险专门准备金的范围% 将养

老金权益 !即便没有设立基金"$ 养

老金经理人的可能索赔以及标准化担

保代偿准备金等包含在内#

!

?将雇员股票期权作为并列于金融衍生

工具的一个类别#

!

?建议增加关于不良贷款的备忘项目#

第 !( 章" 资产其他变化账户

!

?对物量变化进行了新的分类% 其中每

个分类都适用于任何资产类型% 使得

从一张资产负债表到另一张资产负债

表的过渡更为简明#

!

?澄清了如下事实& 出现在物量其他变

化账户中的存货损失仅指那些异常的

损失# 只要存货损失是经常性发生%

尽管数额极大% 也应记录为存货提取#

第 !+ 章" 资产负债表

!

?本章提出资产账户的概念% 此前这一

概念仅在第 , 章中出现过#

!

?详细解释了对股权进行估价的各种可

能的方法#

!

?将资金流量分析移至第 ,1 章#

第 !. 章" 供给使用表及货物服务账户

!

?本章包括旧版第 e_章的部分内容#

其余部分在第 ,2 章中叙述#

!

?本章内容有较大调整#

!

?更详细地解释了如何在供给表中记录

运输费用% 以及记录方法会对生产者

价格和购买者价格带来何种影响#

!

?修改了关于企业内交付以及送到国外

加工的货物的核算方法% 这种变动对

本章有重大影响#

!

?陈述了供给使用表中的缩减方法#

第 !/ 章" 价格和物量

!

?在 #$%!33- 中% 价格和物量在第 e_6

章讨论# 现在这一章则包括了 !33- 年

以来出版的各种手册所给出的主要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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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如消费者价格手册$ 生产者价格

手册$ 进口和出口价格手册以及修订

后的国际比较项目手册等#

!

?本章包括应用价格指数对国民账户进

行缩减的内容#

第 !0 章" 账户综述和整合

!

?本章总结了各章的主要内容% 旧版中

仅在第66章中出现过#

第 !5 章" 账户的交叉和其他特殊问题

!

?本章无论在细节的数量上% 还是在主

题的 范 围 上% 都 取 代 和 扩 展 了

#$%!33- 附录 666和附录 6_的内容#

对于体系更新过程中广受关注的一些

问题% 本章给出了详细的解释% 包括&

!

?保险% 包括再保险和年金'

!

?社会保险计划% 尤其是养老金% 包括

一个附属表'

!

?标准化担保'

!

?金融服务% 解释了如何对整套金融工

具收取显性费用和隐性费用'

!

?合约$ 租约和许可% 解释了此类安排

的各种问题'

!

?雇员股票期权#

第 !* 章" 账户的扩展和展示

!

?与第 !0 章一样% 本章是新设的关于账

户综合的内容% 但重点介绍核算的实

践问题#

第 !6 章" 人口和劳动投入账户

!

?本章以旧版的第e_66章为基础% 但在

解释有关劳动力的不同概念时% 不那

么依赖于流程图#

!

?吸收了 ,442 年底召开的 6<̂# 所达成

的结论#

!

?设了一节介绍志愿者#

!

?讨论了经质量调整的劳动投入#

!

?设了一节介绍劳动生产率#

第 () 章" 资本服务和国民账户

!

?本章是新设的% 是 #$%!33- 研究议程

中的议题之一# 本章为资本服务主题

提供了一个非技术性的介绍% 并讨论

其与营业盈余总额之间的关联# 建议

有条件的话% 可以为此设立一个附属

表#

第 (! 章" 公司活动核算

!

?本章是新设的% 讨论诸如公司兼并与

收购$ 全球化$ 财务困境的后果及其

与企业会计之间的联系等主题# 关于

兼并与收购的内容取自外国直接投资

基准定义#

第 (( 章" 一般政府部门和公共部门

!

?本章是新设的% 旨在针对公共部门%

将政府财政统计$ 债务和赤字程序以

及外债等联系起来#

!

?#$%!33- 并未讨论公共部门主题#

!

?关于如何确定政府在何种情形下控制

公司和非营利机构作了专门说明#

!

?对 (有显著经济意义的价格) 这一概

念进行了讨论% 并加以定义#

!

?展示了与政府财政统计的联系#

!

?关于税收抵免的核算更加明确了#

!

?讨论了债务运作问题#

!

?讨论了政府担保的记录方法#

!

?讨论了在发生财务困境的情况下% 应

如何记录政府与公司之间的关系#

!

?讨论了公@私合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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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章" 非营利机构部门

!

?本章也是新设的% 讨论 #$%与关于非

营利机构部门的卫星账户手册之间的

联系#

第 (. 章" 住户部门

!

?本章详细讨论了住户子部门的有关问

题#

!

?本章详细讨论了住户生产的某些方面#

第 (/ 章" 非正规经济

!

?本章也是 #$%!33- 研究议程中的一部

分#

!

?本章包括两个内容% 一是未观测经济%

二是非正规部门# 后者遵照 6̂N强调

非正规就业以及非正规生产的倡议#

该主题仍列入研究议程#

第 (0 章" 国外账户及其与国际收支平衡表

的联系

!

?本章取代了 #$%!33- 的第e6_章和附

录66% 修改后的内容与 ;(90 相一致#

在;(90 与 #$%的起草过程中有广泛

的合作% 因此在很多情形下% 二者的

措辞完全相同#

!

?;(90 引入了一套新的账户% 与 #$%

的系列账户非常相似% 从而使得与

#$%的沟通更为容易#

!

?引入了 ;(90 的功能性分类% 即直接

投资$ 证券投资$ 金融衍生工具$ 其

他投资以及储备资产#

第 (5 章" 与货币统计和资金流量的联系

!

?本章的部分内容见于旧版第e6章和第

e66章但做了扩展% 以能够展示与货

币和金融统计之间的联系#

!

?本章讨论了资金流量账户#

第 (*章" 投入产出表与其他基于矩阵的分析

!

?本章取自旧版第 ee章以及研究议程

中关于矩阵展示的一个议题% 也取自

欧洲关于投入产出表的一个手册% 该

手册 ,442 年刚刚面世#

!

?本章涉及对供应和使用表中的内容进

行部门细分% 目的是建立与系列账户

之间的联系#

第 (6 章" 卫星账户及其扩展

!

?本章的部分内容取自旧版第 e_666章$

第 e6e章和第 ee6章% 此外还包括

!33- 年以来新开发的或经修订的卫星

账户#

($ 附录和其他项目

%-"!0. 附录 ! 和附录 , 对应于原来的附录_#

%-"!0/ 本附录% 即附录 -% 对应于原来的附录6#

%-"!00 附录 . 是新增的% 包括 #$%!33- 扉页中所

提及的研究议程#

%-"!01 #$%,442 列出了参考文献% 而 #$%!33- 则

没有提供外部参考文献#

%-"!02 #$%,442 包括了一个术语表% 而不是将其

作为一个单独的文件#

%-"!03 更多关于修订过程的信息可到联合国统计

署网站查找% 该网站还挂有关于研究议程

进展的进一步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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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研究议程

#$ 引言

%."! #$%的功能是对经济运行过程进行现实而

综合的观察% 从而适合于政策和分析之用#

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和政策与分析需求的

演进% 必须对 #$%予以检视% 以判断该体

系是否能满足这些目的# 经济环境变化的

最典型的例子是 ,442 年下半年以来的金融

危机% 该危机促使人们重新评估国民经济

核算体系的充分性# 幸好还来得及在新版

#$%定稿以前对其进行评估% 并且发现%

在已经建议的修改之外% 只需做一些小修

改% 尤其是有关标准化担保的核算部分#

原来建议标准化担保只适用于贷款% 但是

此次金融危机使得 #$%建议将其应用于范

围更广的金融工具#

%.", 经济观点的变化很少像 ,441*,442 年这样

变化得如此迅速% 如此剧烈# 不过% 总会

出现一些新兴特征% 促使国民经济核算人

员重新评价现有的方法# 其中一个例子是

为了遏制全球气候变暖而推行的可交易的

排污 许 可# 如 何 记 录 此 类 交 易% 在

#$%,442 中尚未得到充分的解决% 并且%

由于此类交易激增且交易额巨大% 显然

#$%,442 的这一缺陷需要尽快得到补救#

%."- 虽然 #$%,442 已经解决了有关全球化的一

些问题% 例如% 为了反映与日俱增的服务

外包% #$%改变了对货物加工的核算方

法% 但是很显然% 全球化进程的其他方面

还会促使人们重新考虑现在的核算体系是

否反映了这一现象# 一种可能是使用另一

种常住性和所有权定义% 在另外的附属表

中展示跨国公司的活动#

%.". 把那些在不久的将来会出现的所有议题全

部罗列出来是不可能的# 本章的目的是列

出那些在目前的修订过程中已经出现$ 然

而受时间限制尚需进一步讨论的议题# 其

中有些议题可能不会引起 #$%的变动% 而

仅仅是对某些核算点的澄清# 这份清单将

挂在联合国统计司的网站上% 一旦出现新

项目% 或者关于现有项目形成共识% 就会

对其进行更新#

%."/ 在评估给予一个项目的优先性时% 需要回

答三个问题&

)"为了确保 #$%仍然对用户有用% 该主题

有多迫切和多重要-

*"变动的影响有多广泛% 以及实施这些变

动有多难-

+"该主题是全新的吗- 或者% 与该项目有

关的准备工作是否大多已经完成-

选择项目进行调查的过程是一个广泛咨询

的过程% 而且在评论过程中既涉及编制者%

也涉及用户#

%."0 所有更新 #$%的努力 !包括 !33- 和 ,442

修订的经历在内" 都表明% 即使只对核算

体系的部分内容进行更新也是非常困难的%

皆因账户规则具有综合性质# 下述议题清

单根据主题领域进行了大体的分组% 但是

一开始就应该指出% 每个议题都可能有超

乎其主题之外的影响#

%."1 目前确认的主题被分为四个大类% 即&

)"基本核算规则'

*"收入的概念'

+"与金融工具有关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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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与非金融资产有关的议题# 下面各节分别阐述这几个类别#

%$ 基本核算规则

!$ &'#与8#&%的关系

%."2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 !6%#;" 设在英国伦

敦% 是一个独立的$ 私人资助的会计准则

制定者# 委员会成员来自 3 个国家% 并有

不同的职能背景# 6%#;承诺要为了公众利

益而制定一套高水准的$ 通俗易懂的$ 可

执行的全球会计准则% 这些准则要求% 一

般目的的财务报表应当提供透明和可比的

信息#

%."3 6%#;与各国的商业会计准则制定者一道%

致力于实现会计准则的全球一致性# 目前

已经有近 !44 个国家要求采用或允许采用

6:C# !国际财务报表准则"% 或者其政策

与6:C#相一致# 6:C# 的发展反映了全球

经济的需求和环境的变化% 这些变化与

#$%的应用和要求直接相关# 公司采用

6:C#可能会对公司会计和从公司账户中采

集的数据产生重大影响#

%."!4 6%#;建立一套新准则要经历三个阶段# 第

一步是邀请讨论 ! 6̀<" 稿' 第二步是征

求意见稿 !='" 同时邀请讨论' 第三步是

建立新准则# 在每一个阶段中% 议题的背

景要得到清晰的解释% 并给出推荐选择的

理由# 在前两个阶段% 会邀请来自其他利

益方的成员进行讨论# 在各国国民经济核

算团体与 6%#;之间进行经常性对话% 既

是保证将各国核算人员的需求反映给6%#;

的途径% 也是保证各国核算人员知晓数据

来源之可能的变化的途径# 在 ,442 修订规

程中% 向 6%#;准则及与其相应的公共会

计准则 !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委员会%

6(#%#;" 的咨询已使修订受益颇丰# 因

此% 为了使修订的 #$%能够适时遵循新会

计准则% 建立并保持与 6%#;的对话是值

得的#

%."!! 对国际会计感兴趣的领域之一% 是与跨国

企业问题有关的兼并和收购# 第 ,! 章吸收

了N=<' +外国直接投资的基准定义, 中

的信息# 也应当跟踪 6%#;在该领域的进

展% 看看是否需要对相关建议进行修订#

($ 企业集团的合并

%."!, 借助完全或部分的共同所有权和共同的管

理架构% 在一个经济体内运营的许多企业

彼此联系在一起% 形成一个企业集团# 企

业还常常与外国分支机构享有共同的所有

权和管理# 对于企业而言% 如果它们处在

纵向一体化生产过程的中间环节$ 共享附

属生产活动的产出和成本时% 在一个企业

集团内彼此交易是习以为常的% 有时甚至

仅限于在集团内交易# 企业也可能分享研

究与开发活动有关的产出与成本# 鉴于企

业间的紧密联系% 有时可能需要将企业集

团作为一个实体看待% 并合并其成员的账

户# !这种做法在其他某些统计中已经被

采用% 例如%9$=$ :%̀ #和国际清算银行

!;6#" 的合并展示中" 一个企业集团的成

员常常从事不同的活动% 有时会跨多个部

门% 因此合并会对总量产生影响% 例如产

业增加值和部门资产负债表# 为此% 大概

最有可能采用的方式是设置附属表#

%."!- 如果集团的某些部分是非常住单位% 应予

以单独考虑#

+$ 信托机构

%."!. #$%建议将信托机构视为准公司# 但是在

某些情况下% 如果一个信托机构事实上充

当了公司的 #(=时% 只要该信托机构与其

母公司是同一经济体的常住单位% 就不能

将其视为一个单独的机构单位% 而应与其

母公司合并#

%."!/ 除了被公司所有之外% 有些信托机构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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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住户和 $(6所有% 但尽管如此% #$%并

没有对信托机构给予详细描述# 进一步澄

清信托机构的特征% 以及其资产何时应视

为属于独立的单位$ 何时应与其所有者的

资产进行合并% 将会有助于其核算#

.$ 公司的最终消费

%."!0 一般认为公司不是货物和服务的最终消费

者% 因此在 #$%中% 除了为生产目的而获

得的资本品 !贵重物品除外" 以外% 不会

记录公司的最终消费# 然而% 大公司常常

赞助文化和体育赛事# 目前% #$%将此类

活动涉及的支付视为广告形式的支付% 但

有不同观点认为% 此类支付是个人消费形

式的支付% 因此可以被记录为公司的最终

消费支出% 以及向住户的实物社会转移#

进而言之% 通过对诸如环境标准等施加管

理% 政府可能产生这样的效应& 它们好像

在征税% 并将其收入用于环境保护% 这种

支出会被视为公共消费# 因此% 在某些情

形下% 可能更适于将公司的某些支出记录

为最终消费#

/$ 测算政府服务的产出

%."!1 #$%建议% 对于免费或以不具有显著经济

意义价格提供的非市场生产的价值% 应当

按照生产总成本来估计 !第 0"!,2 至

0"!-, 段"# 这一建议的前提是没有非市场

生产的市场价格# 但是% 不断有研究试图

找到测算政府产出的其他方法#

0$ 对国外的实物社会转移的处理

%."!2 在 #$%中% 实物社会转移仅发生在政府单

位和$(6#7与住户之间# 按照第 2"!.! 段

的解释% 这样处理的假定前提是% 对国外

的实物社会转移可能是微不足道的% 而且

无论如何会与来自国外的类似给付相抵消#

在某些情况下% 这些假定可能是不对的%

因此应当阐述明确记录这些转移的方法#

为此可能不得不考虑这种做法带来的后果%

即消费支出总计不等于实际最终消费总计#

5$ 中央银行的产出" 中央银行采用的利

率上的税和补贴

%."!3 第 0"!/4 至 0"!/! 段陈述了对中央银行产

出的处理与测算# 确认了三大类金融服务&

货币政策服务$ 金融中介服务以及边缘情

形#

%.",4 如果中央银行的金融中介包括了政策手段%

例如设定的利率高于或低于市场利率% 就

属于一种边缘情形# 这就提出了很多议题#

首先% 如何测算中央银行的产出% 因为中

央银行采用非市场利率可能会扭曲对其产

出和增加值的测算# 第二% 采用非市场利

率意味着在金融中介流量之外% 还产生了

中央银行与交易对方之间的流量#

*$ &'#对基层单位的处理

%.",! 目前 #$%出于以下两个原因保留了基层单

位这一概念# 第一个原因是% 如果数据从

基层单位收集% 则可以提供与基础数据的

联系# 如果基础数据是从企业来收集的%

则这个原因不成立# 第二个原因是为了在

投入产出表中使用# 历史地看% 根本原因

在于需要找到一个与仅在一个地点$ 仅从

事一种活动的单位尽可能接近的单位% 从

而使得与生产的物理过程的联系尽可能清

晰# 随着投入产出的重点从物理观点向经

济观点的转变% 以及从产品 @产品矩阵向

产业@产业矩阵的转变% 在 #$%中保持基

层单位概念的必要性实际上已经不那么显

著了#

6$ 在&'#中包括国际组织

%.",, 在 #$%中% 国际组织被视为国外部门的常

住单位 !参见第 ."!1- 至 ."!1/ 段"# 原则

上% 可以将国际组织视为国外部门的一个

标准子部门% 并为它们实际编制一整套账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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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概念

!$ 澄清&'#中的收入概念

%.",- 如第 2",. 段所讨论的那样% #$%中的收入

概念有别于经济学中通常所理解的收入概

念# 特别地% 在 #$%中并不把持有损益视

为收入的一部分# 不仅经济学理论主张将

持有损益包括在收入中% 企业会计准则亦

然# #$%将持有损益排除在生产之外% 推

而广之% 大多数收入流量也将其排除在外%

不过利息不同% 利息仍然按照名义价值记

录# 对 #$%中收入概念以及各种财产收入

流量的含义做一个透彻的评述将是大有裨

益的# 下面有关各项目的某些内容会解释

其中的某些方面#

($ 基本价格3-7

%.",. 国内生产总值 !&'(" 等于一经济领土内

所有从事生产活动的常住机构单位的总增

加值之和 !即基本价格增加值"% 加上没

有包含在其产出价值中的产品税减产品补

贴# &'(也等于一经济领土内所有常住机

构单位的最终支出之和减去进口支出# 对

于生产法&'(% 其 (自然) 估价是基本价

格% 而对于支出法&'(% 其 (自然) 估价

则是市场价格# 在 #$%中% 通过调整生产

法&'(!即加产品税减产品补贴" 来保持

估计的一致性# 这种做法隐含着如下的意

思& 产品税减产品补贴是收入的一种形式%

而不仅仅是收入的再分配#

%.",/ 如果决定以基本价格对 &'(进行估价% 则

需要对系列账户进行调整% 至于如何进行

调整% 有多种可能的做法# 这会导致分别

显示政府的两种主要功能% 即非市场服务

的生产和国民收入再分配#

+$ &'#中税收的作用

%.",0 如前所述% 产品税在 #$%中被视为一种收

入# 但是绝大部分经济学家倾向于将这些

税视为消费税# 在 #$%中并无此类税% 也

没有消费补贴# 对金融交易征收的税 !如

对发行$ 购买和销售证券所征收的税" 被

视为生产税% 尽管这些活动通常并不涉及

服务成分# 可能需要评估 #$%中各种税和

补贴的核算方法% 以确保其符合用户的理

解和需求% 或者% 如果不符合% 则应明确

阐述采用不同做法的原因#

.$ 人寿保险

%.",1 目前在 #$%中% 关于定额福利计划下养老

金受益人应计财产收入的核算不同于其他

形式的人寿保险# 对于养老金受益人% 不

会考虑基金来源是否来自持有收益而对财

产收入进行扣减% 这些财产收入都会增加

其权益# 对于寿险保单% 保险公司会留存

部分得自准备金的持有收益% 这些持有收

益是属于投保人的% 但并不将保险公司留

存的收益视为保险公司之收费的一部分#

这样一来就会低估保险公司的产出# 这个

问题有待解决% 此外% 如果出现持有损失%

也需要进行适当的处理#

/$ 再投资收益

%.",2 #$%建议对外国直接投资企业的留存收益

应做如下核算& 这部分收益是按照属于外

国直接投资者的股权比例计算的% 并已分

配给外国直接投资者% 然后又由外国直接

投资者进行再投资% 从而增加其股权% 这

些再投资要在金融账户中记录# 这部分金

额是在对可分配收入的实际分配之外发生

的# 对投资基金收益的核算也采用该方法#

%.",3 有人建议将该核算方法扩展到其他类型的

单位% 尤其是公营公司# 如果将留存收益

归于公司所有者% 则意味着在初始收入分

配账户中% 红利将被再投资收益所取代%

同时% 应将该总额减去实际支付的红利之

.20

())* 年国民账户体系



后的部分% 在金融账户中记录为股权的增

加 !某些情况下则为股权收回"# 这就意

味着% 公司收益分配是基于严格的权责发

生制而记录的% 但同时也意味着公司的储

蓄永远为零# 这样的变动会对账户的解释

具有重大影响% 因为对红利及公司储蓄的

核算将不同于现今的方法#

0$ &'#中的应计利息

%."-4 在整个 !334 年代% 国际统计界就如何正确

记录证券 !如债券" 利息展开了热烈的讨

论% 这一讨论延续到了 ,444 年之后# 讨论

中提出了两种基本方法% 即所谓债务人法

和债权人法#

%."-! 为了推进讨论% 6#m&$%于 !333 年建立了

一个电子讨论小组 !='&"% 就宏观经济

统计应如何记录债券和其他可交易债务证

券的应计利息% 广泛征集来自各类用户和

编制者的观点# ='&的主持人在 ,44, 年

!4 月提交了一份报告% 报告指出& 尽管

='&的参与者分为泾渭分明的不同阵营%

但是大多数倾向于采用债务人法# 随后%

6#m&$%仔细考虑了这份报告% 最终支持

其结论# 因此 6#m&$%向 Y$#<建议% 提

议 #$%应当推荐债务人法% 得到 Y$#<的

赞同# 关于这两种方法的建议和描述请参

见第 !1",/, 至 !1",/. 段#

%."-, 某些更新议题 !包括对优惠贷款$ 不良贷

款$ 指数关联型债务证券和逾期账款的利

息等的核算" 的讨论表明% 债务人B债权

人法的争议有超乎证券利息记录方法之上

的意义# 对 #$%之收入定义进行全面考察

时% 应当重新审议这个议题#

5$ 28&8;的计算

%."-- 第 0"!0- 至 0"!03 段介绍了间接测算的金

融中介服务 !:6#69" 的核算方法# #$%

建议应当根据一个不含任何服务成分的$

且反映存款和贷款风险和期限结构的参考

利率来计算 :6#69# 对于国内和国外金融

机构% 可能需要采用不同的参考利率#

:6#69方法背后的假设是& 风险的不同程

度由服务要素而非利息流量来反映% 风险

较高的客户应支付较高的服务费用# 这个

假设已经受到质疑% 正在接受审查#

*$ 高通货膨胀

%."-. 长久以来% 人们意识到高通货膨胀会扭曲

对利息的测算% 因为在所要求的利息中%

有一部分只是为了抵消未与通货膨胀挂钩

的金融工具所产生的实际持有损失# 到 ,4

世纪 14 年代% 其时通货膨胀在世界上大部

分地区都甚为严重% 高通货膨胀下的利息

核算被作为国民经济核算中的一个重要议

题# 但是% #$%!33-附录;给出的指导与第

!.章以及 +通货膨胀核算***高通货膨胀

条件下的国民经济核算手册, !N=<'%

!330" 第 !1 章中给出的指导是相互矛盾

的# 因此% #$%,442 建议% 如何为在高通

货膨胀下进行利息核算提供一种单一且广

为接受的方法% 仍应纳入研究议程#

6$ 中性和实际持有损益的测算

%."-/ #$%建议% 应将记录在重估价账户中的名

义持有损益分解为中性和实际持有损益#

在第 !,"2/ 段中% 建议使用一个覆盖尽可

能多的货物$ 服务和资产的综合价格指数#

有些国民经济核算人员建议% 对不同种类

的资产应当使用不同的价格指数# 应当考

察这一建议的全面影响#

!)$ 资产带来的收入

%."-0 #$%中资本服务的引入确认了如下事实%

即& 增加值的一部分来源于固定资产和其

他非金融资产在生产过程中对收入形成的

贡献# 因此产生了一个问题% 即增加值的

一部分是否也应归因于生产者所获得的金

融资源#

!!$ 从事非正规经济活动所产生的收入

%."-1 #$%,442 的一大贡献是建立了在非正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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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工作与 #$%之间的联系# 对该领域的兴

趣引起了持续的关注%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

希望有更多的国民经济核算人员参与到德里

小组以及该领域其他发起者的研究工作中#

-$ 与金融工具有关的议题

!$ 由金融危机引发的议题

%."-2 如引言所述% 金融危机对 #$%稳健性及其

所提建议的充分性构成了重大检验% 自

#$%面世以来首次遭遇这种情形# 在 ,442

年金融危机的所有后果全部显现之前% 实

际上也包括显现之后% 需要不断检视为应

对危机而采取的措施% 以确保国民经济核

算体系充分反映这些措施及其后果#

($ 将社会保障权益确认为负债

%."-3 如第 !1 章第 , 部分所讨论的那样% 社会保

障权益不在中心账户中记录% 而仅仅是与

一般政府部门所管理的其他养老金计划之

养老金权益一起显示在附属表中# 第

!1"!21 段给出了在确定将其纳入中心账户

还是放在附属表中时所依据的临时准则#

要完善这些准则% 并找到一种公认的方法

来确定这些负债的价值% 还需要做进一步

的研究#

+$ 对贷款更多地使用公允价值

%.".4 #$%建议% 应在债权人和债务人的资产负

债表中% 按照名义价值记录贷款价值% 即

按照贷款到期时% 债务人理论上有义务偿

还给债务人的本金数额来记录# 但是% 出

于多方面的原因% 贷款的公允价值往往不

同于其名义价值# 目前% #$%建议仅仅针

对具有不良贷款性质的贷款设立备忘项目

加以记录# 可以考虑在更大范围内以公允

价值取代名义价值的可能性#

.$ 拨备

%.".! 在企业会计中% (承诺) 的等级有三种%

即& 负债$ 拨备和或有负债# 其定义如下&

)"负债是指企业因过去的事项而发生的现

时义务% 预计该义务的履行会导致含有

经济收益或服务能力的资源流出企业#

*"拨备是指时间或金额不确定的负债#

+"或有负债是指过去的事项形成的潜在义

务% 其存在须通过一项或多项未来不确

定事项的发生或不发生予以证实% 这些

事项不完全由该企业所控制#

%."., 在 #$%中% 对于与金融工具有关的负债和

拨备% 只有在交易对方持有对应的等值金

融资产的情况下% 才在中心账户中加以确

认# 但是% #$%,442 建议% 对于某些不满

足该条件的拨备% 例如不良贷款拨备% 应

当记录为备忘项目# 除标准化担保之外%

中心账户根本不对或有负债加以确认#

%.".- 问题在于% 确认 #$%中一项资产价值的减

少% 必然意味着相应的负债价值减少% 但

是资产持有者可能不希望向对方披露如下

的事实% 即它们认定某些权利是不可履行

的# 然而% 如果不这样做就会高估资产的

价值#

/$ 债务减让

%.".. 进一步地% 需要澄清优惠贷款是否包括补

贴在内% 这些补贴是针对与利息支付有关

的服务收费而做出的% 或是针对与反映市

场利率和商定利率之间差异的转移有关的

服务收费而做出的# 如果是后者% 则下一

个问题就是% 补贴应作为经常转移在持续

经营假定下逐期支付% 还是应在贷款发放

时点作为一次性的资本转移加以记录#

0$ 股权估价及其含义

%."./ 目前% #$%中给出了多种股权估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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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是否可以给出更为标准化的建议#

5$ 逆向交易

%.".0 围绕所谓逆向交易的一组复杂交易的研究

已经进行了若干年# 这些交易因如下两个

基本特征而得名& !O" 承诺在未来某个规

定的 !或要求的" 日期逆向进行交易'

!OO" 尽管法定所有权已被转移给购买者%

所有权的许多风险和收益仍然由其初始所有

者承担# 可逆交易包括回购协议$ 无现金抵

押的证券贷款$ 黄金掉期和黄金贷款B存款#

1$ 与非金融资产有关的议题

!$ 可交易的排污许可

%.".1 可交易的排污许可是一种相对较新的现象%

但是其重要性遽然显现# #$%中并未明确

解释对所有类型许可的全面核算% 为了减

少不确定性% 应当尽快解决这一问题#

($ 自然资源使用或开采租赁

%.".2 第 !1 章第 / 部分介绍了如何对自然资源使

用许可和准许进行核算# 由于每项资源的

核算方法都是独立开发出来的% 因此所建

议的核算方法之间存在一些不一致之处#

%.".3 如果自然资源的寿命是无限期的% 且其在

生产过程中的使用不影响该资产的属性或

价值% 则其所有者可能允许使用者延期使

用该资源% 其结果是& 如果法定所有者不

加以干预的话% 使用者实际上在使用期内

控制了对该资源的使用# 对于土地% #$%

建议将所有者和使用者之间达成的协议视

为土地的销售# 对于无线电频谱租赁%

#$%指出对使用频谱的许可并不改变频谱

的所有权% 而是形成了一项隶属于合约$

租约和许可项下的非生产资产# 对于将大

气或水体用作环境受纳体的许可% #$%建

议其支付应记录为税#

%."/4 对于可补充的$ 其使用受到限制因此可在

不确定时期内使用的$ 且所有者逐年对继

续使用该资产的许可进行延期或收回的自

然资源% 使用者所作的支付被记录为地租#

无须根据使用实际上是否可持续而对所记

录的地租价值进行调整# 如果使用不可持

续% 则支付中的一部分应当视为对不可持

续使用的补偿#

%."/! 对于在人类时间尺度下不能补充的$ 通过

生产过程使用最终将耗竭的资源% 所有者

可能会许可使用该资源直至枯竭# 对于这

种情形% #$%建议自然资源的经济所有者

依然是出租者% 租赁者支付的许可费被记

录为地租# 是承租者$ 而非出租者在从事

生产活动# 这意味着由于生产活动导致的

资本价值的减少% 应作为资产物量其他变

化% 记录在所有者的资产负债表上# 资产

价值的减少与其在生产过程中使用之间的

关联就看不到了# 如同前一种情形一样%

此处对于地租中的一部分是对资产价值减

少的补偿这一事实不做确认#

+$ 扩展固定资产的边界# 包括其他知识

产权资产在内

创新

%."/, 对 #$%中固定资产边界的扩展% 将研究与

开发 !Cb'" 的产出包括在内% 这符合关

于资产的一般定义# 显然% Cb'涵盖了创

新过程的一部分% 但不是全部# 它没有包

括由企业生产部门和工程部门所做的很多

支出# 这些部门也可能负责识别潜在的新

产品% 将其提交给 Cb'部门从而使 Cb'

部门开发其背后的科学知识# 此外% 企业

在新产品上市之前也可能发生其他的支出%

其中包括为确定对新产品的需求进行的市

场调研% 以及为了推销该产品而发生的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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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支出#

营销资产

%."/- 营销资产包括品牌名$ 报头$ 商标$ 标识

和域名# 营销是形成品牌价值的关键动因%

大公司通过广告$ 赞助和其他手段大力投

资于品牌的建立和支撑% 从而在客户中建

立正面形象# #$%将营销资产视为非生产

资产% 将其创建过程中所发生的支出视为

中间消耗# 只有当这些资产被出售时% 才

会出现在资产负债表中# 不把营销资产视

为固定资产的主要原因在于很难测算其价

值#

人力资本

%."/. 除了将新产品推向市场所需的职员培训之

外% 创新支出与从事创新人员的培养无关#

因此% 创新支出在很大程度上不包括 (人

力资本投资)#

%."// 人力投入是大多数生产过程的主要投入%

该投入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由人力

带入生产过程中的知识# 大多数国家普遍

认为% 受教育人口对于经济福利至关重要#

虽然关于如何测算受教育劳动力的价值%

尚存在一些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问题%

但是人们再三要求在 #$%中解决这一问

题#

.$ 贵重物品和非生产资产的所有权转移

费用

%."/0 #$%对获得和处置非金融资产时发生的所

有权转移费用与获得和处置金融资产时发

生的所有权转移费用进行了区分# 在非金

融资产交易时所发生的所有权转移费用被

记入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而在金融资产交

易时所发生的所有权转移费用被记录为中

间消耗# 这一不同处理的原因在于% 非金

融资产是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的% 从生产中

产生的收入应当足以覆盖使用这些资产的

费用% 包括所有权转移费用# 金融资产并

不用于生产过程% 而是作为价值贮藏手段

持有% 是为了赚取财产收入或期望获得持

有收益# 对于金融资产和负债% 所有权的

频繁易手也是很普遍的#

%."/1 贵重物品是非金融资产% 但它们是作为价

值贮藏手段而持有% 而不是用于生产过程#

因此% 它们更类似于金融资产% 而不是类

似于非金融资产# 于是% 关于是否应将贵

重物品所有权转移费用记录为中间消耗$

而不是按照现行的方法记录为固定资本形

成% 是可以商榷的#

%."/2 固定资产的所有权转移费用没有单独记录%

在获得和处置价值时% 要加在购买者支付

的价格之上% 而从出售者收到的价格中减

去# 非生产资产的所有权转移费用记录为

固定资本形成的一个单独类别# 对于土地

要做特殊处理% 按照惯例% 其所有权转移

费用被记录为土地改良#

%."/3 对这些做法进行评述和理论解释是有益的#

/$ 经常维修和资本修理之间的区别

%."04 #$%对固定资产的普通维修与其重大更

新$ 重建或扩建做了区别 !参见第 0",,/

至 0",,2 段"% 但承认这一区别并不清晰#

前者记录为中间消耗% 后者则记录为固定

资本形成总额#

%."0! 重大更新或扩建会提高现有固定资产的功

能或性能% 或者显著延长原先预计的服务

寿命# 为了在获得时所预计的整个服务寿

命内利用一项资产% 需要做普通的维修#

如果所有者忽视了维修% 则预计的服务寿

命有可能会大大缩短% 而这些未预计的报

废必须记录为资产其他物量变化#

%."0, 如果记录为固定资本的依据是避免缩短$

而不必是延长服务寿命% 则普通维修和重

大改良之间的区别就消失了% 而且也可避

免出现这样的问题& 未将忽视维修的后果

反映在国内生产净值减少中#

0$ 对公私合伙的处理

%."0- 第 ,, 章介绍了公私合伙 !((("#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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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合伙的核算方法的进一步改进% 还有

待于 6%#;和 6(#%# 未来对相关准则的改

进和采纳# 6#m&$%正在监测这一进展#

5$ 在寿命期内的资产所有权转移

%."0. 自然资源被延期出租以及 (((这两种情

形% 都属于资产的经济所有权在其寿命期

内被事实上转手的情形# 根据此类安排的

条款% 初始使用者在将所有权转移给第二

个使用者时所得的补偿被捆绑在租赁期内

的支付安排之中# 所有权的转移必须记录

为资产分类的其他变化% 而不能反映在生

产账户或收入分配账户中# 这是一个不

足% 为此需要对金融租赁的概念进行详尽

解释而加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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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J)*J8DFUG&MEE\&BB[[["8XTJ8GI"K8EB

=XFU\8)K <8KEF)J;)KT !,441"& D=4%-ON@:54O4A5O[!46-5-\-5=46,4P DONI%-6"-O-56-5A6"%A-=NDO4\O[":F)KTDXFE

)G9)OK"

%V)OJ)*J8DFUG&MEE\&BB[[["8+*"OKEB\X*B\5DBUEM8FBGDOG)FT8EIE)EOIEO+II8+EUFG)KX)J,4414-8K"\5D

=XFUIE)E!!33/"&$%̀5=4O[OAA=\4-6F%-̂=P6_JN=66&O[\%_OPP%P O4P `N=66Q5E%P AO05-O[Q=NFO-5=4 <@OA-5&5-@"NDDO+8

DUFNDDO+O)J(X*JO+)EOUKIUDEM8=XFU\8)K <UGGXKOEO8I% X̂d8G*UXFL"

=XFUIE)E!!330"&$%̀5=4O[OAA=\4-6F%-̂=P6

#

a=\6%̂=[P6,AA=\4-6"NDDO+8DUFNDDO+O)J(X*JO+)EOUKIUDEM8=XFU\8]

)K <UGGXKOEO8I% X̂d8G*UXFL

=XFUIE)E!!333"&aO4P<==I=4 .\ON-%N[@+O-5=4O[,AA=\4-6"NDDO+8DUFNDDO+O)J(X*JO+)EOUKIUDEM8=XFU\8)K <UG]

GXKOEO8I% X̂d8G*UXFL"

%V)OJ)*J8DFUG& MEE\&BB8\\"8XFUIE)E"8+"8XFU\)"8XB+)+M8B6̀flN::(Y;B<%],,]33]12!B=$B<%]

,,]33]12!]=$"(':

=XFUIE)E!,44!"& aO4P<==I=4 )N5A%O4P 9=[\F%D%O6\N%654 +O-5=4O[,AA=\4-6"NDDO+8DUFNDDO+O)J(X*JO+)EOUKIUD

EM8=XFU\8)K <UGGXKOEO8I% X̂d8G*UXFL"

%JIU)V)OJ)*J8DFUG&MEE\&BB8\\"8XFUIE)E"8+"8XFU\)"8XB+)+M8B6̀flN::(Y;BP#].!]4!]/.-B=$B

P#].!]4!]/.-]=$"(':

=XFUIE)E!,44,)"& Z",3/ DO4\O[=QJ=&%N4F%4-R%Q5A5-O4P R%<-"NDDO+8DUFNDDO+O)J(X*JO+)EOUKIUDEM8=XFU\8)K

<UGGXKOEO8I% X̂d8G*UXFL"

%JIU)V)OJ)*J8DFUG&MEE\&BB8\\"8XFUIE)E"8+"8XFU\)"8XB+)+M8B6̀flN::(Y;BP#].,]4,]/2/B=$B

P#].,]4,]/2/]=$"(':

=XFUIE)E!,44,*"&DO4\O[=4 "=\NA%6O4P D%-̂=P6Q=N-̂%#=F05[O-5=4 =QZ",3/ :54O4A5O[,AA=\4-6"NDDO+8DUF

NDDO+O)J(X*JO+)EOUKIUDEM8=XFU\8)K <UGGXKOEO8I% X̂d8G*UXFL"

%JIU)V)OJ)*J8DFUG&MEE\&BB8\\"8XFUIE)E"8+"8XFU\)"8XB\UFE)JB\)L8B\UFE)JB\FU5X+El58E)OJIB\X*JO]

+)EOUK- \l\FU5X+El+U58aP#];=]4,]44.

430



=XFUIE)E! ,44- "&a=\6%̂=[P )N=P\A-5=4 O4P #=46\F0-5=4& )N=0=6O[Q=NO D%-̂=P=[=̀@=Qa=\6%̂=[P "O-%[[5-%

,AA=\4-6"NDDO+8DUFNDDO+O)J(X*JO+)EOUKIUDEM8=XFU\8)K <UGGXKOEO8I% X̂d8G*UXFL

=XFUIE)E!,441"&$%A=FF%4PO-5=46DO4\O[=4 -̂%)N=P\A-5=4 =Q:=N%5̀4 ,QQ5[5O/%6"-O-56-5A6!:,/"""NDDO+8DUF

NDDO+O)J(X*JO+)EOUKIUDEM8=XFU\8)K <UGGXKOEO8I% X̂d8G*UXFL"

%JIU)V)OJ)*J8DFUG&MEE\&BB8\\"8XFUIE)E"8+"8XFU\)"8XB\UFE)JB\)L8B\UFE)JB\FU5X+El58E)OJIB\X*JO]

+)EOUK- \l\FU5X+El+U58aP#]C%]41]44,

=XFUIE)E!,442"&Z\N=6-O-DO4\O[=Q"\00[@% ]6%O4P !40\-_b\-0\-/O<[%6"NDDO+8DUFNDDO+O)J(X*JO+)EOUKIUDEM8

=XFU\8)K <UGGXKOEO8I% X̂d8G*UXFL"

%V)OJ)*J8DFUG&MEE\&BB8\\"8XFUIE)E"8+"8XFU\)"8XB\UFE)JB\)L8B\UFE)JB\FU5X+El58E)OJIB\X*JO+)EOUK-

\l\FU5X+El+U58aP#]C%]41]4!-

=XFUIE)E)K5 NFL)KOI)EOUK DUF=+UKUGO+<U]U\8F)EOUK )K5 '8V8JU\G8KE!,44/"&D%-̂=P=[=̀5AO[J\5P%Q=NR%&%[=_

054` )N=P\A%N)N5A%!4P5A%6Q=N"%N&5A%6"

%JIU)V)OJ)*J8DFUG&MEE\&BB[[["U8+5"UFLB5)E)U8+5B..B.4B-0,1.!!!"\5D

=XFUIE)E% NFL)KOI)EOUK DUF=+UKUGO+<U]U\8F)EOUK )K5 '8V8JU\G8KE% mUFJ5 ÙXFOIGNFL)KOh)EOUK% YKOE85 $)EOU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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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4-,/2!.."(':

NFL)KOI)EOUK DUF=+UKUGO+<U]U\8F)EOUK )K5 '8V8JU\G8KE& !DUFEM+UGOKL"&7)K5*UUT UK '8FOVOKL<)\OE)J98)IXF8I

UD6KE8JJ8+EX)J(FU\8FEW(FU5X+EI' N=<'% ()FOI"

NFL)KOI)EOUK DUF=+UKUGO+<U]U\8F)EOUK )K5 '8V8JU\G8KE!%KKX)J"&$%&%4\%"-O-56-5A6% N=<'% ()FOI"

NFL)KOI)EOUK DUF=+UKUGO+<U]U\8F)EOUK )K5 '8V8JU\G8KE)K5 =XFUIE)E!,442"& J\5P%[54%6=4 $%&565=46)=[5A@O4P

,4O[@656

%V)OJ)*J8DFUG&MEE\&BB[[["U8+5"UFLB5U+XG8KEB,!B4%--.-%8Kl,0.3l-.,/1l.44!02/-l!l!l!l

!%44"MEGJ

NFL)KOI)EOUK DUF=+UKUGO+<U]U\8F)EOUK )K5 '8V8JU\G8KE% 6KE8FK)EOUK)J9UK8E)FW:XK5%6KE8FK)EOUK)Ĵ)*UXFNFL)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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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与词汇

获得 $#>T?AUABA=@%" 当机构单位成为货物的新的所有者% 或者对其提供的服务业已完成% 谓之机构单位

获得了货物与服务# 3"-0

""""""""""""""""""""""""""""

活动 $#>BAVABW%" 见主要活动$ 次要活动$ 辅助活动#

实际最终消费 $#>B?9<XA@9<>=@U?YRBA=@%" 已获得的货物服务消费量# 3"1

""""""""""""

政府实际最终消费 $#>B?9<XA@9<>=@U?YRBA=@=XPZ@ZQ9<P=VZQ@YZ@B%" 由政府向社会或社会大部分成员

提供的公共消费性服务的价值# 3"!!1

"""""""""""""""""""""""

住户实际最终消费 $#>B?9<XA@9<>=@U?YRBA=@=X[=?UZ[=<\U%" 常住住户获得的所有个人消费性货物服务

的价值# 3"!!0

"""""""""""""""""""""""""""""""""

'78&4的实际最终消费 $#>B?9<XA@9<>=@U?YRBA=@=X[=?UZ[=<\U=X'78&4%" 由 $(6#7向社会或社会大

部分成员提供的公共消费性服务的价值# 3"!!2

"""""""""""""""""""

实收保费 $#>B?9<RQZYA?Y%" 见保费#

调整后可支配收入 $#\]?UBZ\\AUR=U9:<ZA@>=YZ%" 实物收入再分配账户的平衡项# 等于一个机构单位或

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加上该单位或部门的应收社会实物转移价值% 减去该单位或部门的应付社

会实物转移价值# 2"-,

"""""""""""""""""""""""""""""

辅助活动 $#@>A<<9QW 9>BAVABW%" 为了创造条件使主要或次要活动得以进行而在一个企业内部进行的支持

性活动# /"-0

"""""""""""""""""""""""""""""""""

重复提供产品的动物资源 $#@AY9<QZU=?Q>ZUWAZ<\A@P QZRZ9BRQ=\?>BU%" 其自然生长和再生由机构单位直

接控制$ 负责和管理的动物# !4"3,

""""""""""""""""""""""""

资产 $#UUZB%" 是价值贮藏手段% 其经济所有者通过在一段时间内持有和使用该实体可得到某种收益或一

系列收益% 是将一个核算期的价值带入另一个核算期的途径# -"/% -"-4% !4"2% !!"-

""

固定资产的资产边界 $#UUZB:=?@\9QW X=QXÂZ\9UUZBU%" 可在一年以上的生产过程中使用的货物与服

务# ?? !4"--

"""""""""""""""""""""""""""""""""

资产证券和抵押债务义务 $#UUZB_:9>̀Z\UZ>?QABAZU9@\>=<<9BZQ9<AaZ\\Z:B=:<AP9BA=@U%" 一种安排% 利息

和本金的支付依赖于特定资产或收入流的支付# !!"01

""""""""""""""""

初始收入 $%9<9@>Z=XRQAY9QW A@>=YZU%" 一个机构单位或部门应收初始收入总价值减去应付初始收入总

价值# 1"!2

""""""""""""""""""""""""""""""""""

资产负债表 $%9<9@>ZU[ZZB%" 在特点时间点上编制% 是关于一个或一组机构单位所拥有资产和负债价值

的报表# !-",

"""""""""""""""""""""""""""""""""

平衡项 $%9<9@>A@P ABZY%" 一项核算设置% 由一个账户一侧 !使用或资产变化" 的总价值减去另一侧

!来源或负债变化" 的总价值得到# -"3

""""""""""""""""""""""

银行承兑 $%9@̀ZQbU9>>ZRB9@>Z%" 一个金融机构在收取一定费用的前提下承诺兑付支票或汇票% 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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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在特定日期支付特定款项# !!"02

"""""""""""""""""""""""

以货易货 $%9QBZQ%" 以一篮子货物服务交换另一篮子货物服务% 不伴随任何货币支付# 3".3

"""""

基本价格 $%9UA>RQA>Z%" 生产者就其生产的一单位货物或服务而从购买者处收到的金额% 减去生产者因

其生产或销售产品而应付的税项% 加上应收补贴# 不包括生产者单列发票收取的任何运输费

用# 0"/!

"""""""""""""""""""""""""""""""""""

票据 $%A<<U%" 一种证券% 赋予持有者拥有在约定日期收取预先声明的固定数额的无条件权利# !!"0.

""

债券和债权证 $%=@\U9@\\Z:Z@BQ?ZU%" 一类证券% 赋予持有者拥有收取固定付款或合约规定的可变付

款的无条件权利% 也就是说% 利息收益不取决于债务人的收益# !!"0.

"""""""""

边界 $%=?@\9QW%" 见生产边界! 资产边界+

非住宅建筑 $%?A<\A@PU=B[ZQB[9@\cZ<<A@PU%" 包括未被指定为住宅的整个或部分建筑物% 固定装置$ 设

施和设备等建筑物的组成部分也包括在内# !4"1.

""""""""""""""""""

资本税 $,9RAB9<B9^%" 基于机构单位拥有的资产价值% 或因法律$ 赠予或其他机构单位间转移的资产价

值% 而不定期收取的各项税收# !4",41

""""""""""""""""""""""

资本转移 $,9RAB9<BQ9@UXZQ%" 无回报转移% 做出转移的一方知道该项转移需要处置一项 !非现金或存

货" 资产或放弃一项 !非应收账款" 金融要求权' 或接受转移的一方有义务获得一项 !非

现金" 资产' 或上述两个条件同时具备# 2"!4% !4"!3

"""""""""""""""

专属金融机构和贷款人 $,9RBAVZXA@9@>A9<A@UBAB?BA=@9@\Y=@ZW <Z@\ZQ%" 大部分资产或负债不在公开金

融市场交易的金融服务机构单位# ."!!-

""""""""""""""""""""""

中央银行 $,Z@BQ9<:9@̀%" 对金融体系各主要方面进行控制的国家性金融机构# ."!4.

"""""""

存货变化 $,[9@PZUA@A@VZ@B=QAZU%" 核算期内核增的存货价值% 减去核销的存货价值% 减去存货持有货

物的周期性损失价值# !4"!!2

""""""""""""""""""""""""""

名义持有损益引致的资产净值变化 $,[9@PZUA@@ZBc=QB[\?ZB= @=YA@9<[=<\A@P P9A@UH<=UUZU%" 一个机

构单位在其所有资产和负债上产生的正值或负值名义持有损益的代数和# !,"11

"""""

储蓄和资本转移引致的资产净值变化 $,[9@PZUA@@ZBc=QB[\?ZB= U9VA@P 9@\>9RAB9<BQ9@UXZQU%" 机构单

位或部门可用来获得非金融资产或金融资产的或正或负的金额# !4",!

"""""""""

赔付 $,<9AY%" 或保险金% 在保单有效期内当保单所覆盖事件发生时% 由直接保险人或再保险人应付给

投保人的金额# 0"!21% !1"/

"""""""""""""""""""""""""""

未决索赔 $,<9AY=?BUB9@\A@P%" 未报告$ 已报告未处理或已报告已处理但未支付的所有索赔#

0"!21% !1"/

""""""""""""""""""""""""""""""""""

公共消费服务 $,=<<Z>BAVZ>=@U?YRBA=@UZQVA>Z%" 同时向社会或社会某一特定部分的所有成员***比如居

住在特定区域内的所有住户***提供的服务# 3".

""""""""""""""""""

雇员报酬 $,=YRZ@U9BA=@=XZYR<=WZZ%" 核算期内企业向其雇员支付的作为其工作回报的现金或实物形

式的报酬总额# 1"/

"""""""""""""""""""""""""""""""

计算机软件 $,=YR?BZQU=XBc9QZ%" 包括计算机程序$ 程序说明以及系统和应用软件的支持材料# !4"!!4

"

耐用消费品 $,=@U?YZQ\?Q9:<Z%" 以消费为目的$ 可以反复或连续使用一年以上的货物# 3".,

"""

消费性货物与服务 $,=@U?YRBA=@P==\=QUZQVA>Z%" 住户$ $(6#7或政府单位用于 !不作进一步生产加

工的% 如 #$%所述" 直接满足个人需要 !或需求"% 或满足社会成员公共需要的货物与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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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3",

""""""""""""""""""""""""""""""""""""

固定资本消耗 $,=@U?YRBA=@=XXÂZ\>9RAB9<%" 在核算期间内% 由于物理退化$ 正常报废或一般意外损伤

导致的% 生产者拥有和使用的固定资产存量现期价值的减少# 0",.4% !4",/

""""""

货物服务消费 $,=@U?YRBA=@=XP==\U9@\UZQVA>ZU%" 在生产过程中或为了直接满足人类需要或需求而完

全用尽货物服务的行为# 3"-3

""""""""""""""""""""""""""

消费行为 $D[Z9>BAVABW =X>=@U?RBA=@%" 是指为满足个人或公共需求 !或需要" 而使用货物服务的行为#

3"-3

""""""""""""""""""""""""""""""""""""""""""

合约! 租约和许可 $,=@BQ9>B# <Z9UZ9@\<A>Z@>Z%" 只有当下述两个条件都满足时才作为资产处理# 合约$

租约和许可的称谓明确了使用一项资产或提供一项服务的价格% 且该价格不同于当合约$ 租

约和许可不存在时的价格' 合约的一方必须在法律上和实际上有能力实现这一价差#

!4"!0% !4"!20

"""""""""""""""""""""""""""""""""

公司 $,=QR=Q9BA=@%" 包括依法设立的公司$ 合作社$ 有限责任合伙制企业$ 名义常住单位和准公司#

."1

""""""""""""""""""""""""""""""""""""""

所有权转移费用 $,=UB=X=c@ZQU[ARBQ9@UXZQ%" 包括以下内容& !O" 获得或处置一项资产所发生的一切专

业性收费或佣金% 如律师$ 建筑师$ 质检师$ 工程师和估价师的费用% 以及地产中介和拍卖

师佣金等' !OO" 向购买单位另开具发票的贸易和运输费用' !OOO" 资产获得单位在资产所有

权转移时应付的所有税收' !OV" 处置一项资产时的应付税收' !V" 未包含在获得或处置资

产价格中的配送和安装或拆卸成本' !VO" 资产寿命终结时的终期费用% 如结构安全拆卸$

或恢复处所环境# !4"/!

"""""""""""""""""""""""""""""

信用衍生工具 $,QZ\AB\ZQAV9BAVZ%" 主要目的在于信用风险交易的金融衍生工具# !!"!,-

""""""

交叉货币利率交换协议 $,Q=UU_>?QQZ@>W A@BZQZUBQ9BZUc9R%" 也称货币互换% 包括按事先约定的合约期

末汇率进行的本金交换% 以及与利息支付相关的现金流的交换# !!"!,!

""""""""

培育性生物资源 $,?<BAV9BZ\:A=<=PA>9<QZU=?Q>Z%" 能重复提供产品的动物资源和能重复提供产品的林木$

庄稼和植物资源% 其自然生长和再生由机构单位直接控制$ 负责和管理# !4"22

"""""

货币 $,?QQZ@>W%" 包括固定面值的纸币和铸币% 由中央银行或政府签发或授权# !!"/,

"""""""

经常性国际合作 $,?QQZ@BA@BZQ@9BA=@9<>==RZQ9BA=@%" 不同国家政府之间和政府与国际组织之间发生的

现金或实物形式的经常转移# 2"!,2

""""""""""""""""""""""""

经常资本税 $,?QQZ@BB9^ =@>9RAB9<%" 周期性 !通常是年度的" 支付的基于机构单位财产或净财富的各

种税收# 不包括土地税% 或基于企业拥有或租用为自身生产之用的其他资产的税收% 此类税

收作为其他生产税处理# 2"0-

""""""""""""""""""""""""""

所得! 财产等经常税 $,?QQZ@BB9^ =@A@>=YZ# cZ9<B[# ZB>$%" 主要包括每个缴税期内规律性支付的 !与

不定期征收的资本税相区别"$ 基于住户收入和公司利润的各种税收以及基于财富的各种税

收# 2"!/

"""""""""""""""""""""""""""""""""""

经常转移 $,?QQZ@BBQ9@UXZQ%" 一个机构单位向另一个机构单位提供货物$ 服务或资产% 而不接受后者的

任何货物$ 服务或资产作为对等回报% 不强迫一方或两方去获得或处置一项资产# 2"!4

"

住户之间的经常转移 $,?QQZ@BBQ9@UXZQ:ZBcZZ@[=?UZ[=<\U%" 常住住户从其他常住住户或非常住住户处

接受的$ 或向其做出的任何经常转移# 2"!--

""""""""""""""""""""

向'78&4的经常转移 $,?QQZ@BBQ9@UXZQB= '78&4%" $(6#7从其他常住或非常住机构单位处以会费$ 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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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和自愿捐献等形式接受的转移% 可以是规律性的% 也可以是偶发性的# 2"!-,

"""""

一般政府内部的经常转移 $,?QQZ@BBQ9@UXZQcAB[A@PZ@ZQ9<P=VZQ@YZ@B%" 不同政府单位之间的经常转移#

2"!,0

"""""""""""""""""""""""""""""""""""""

数据库 $-9B9:9UZ%" 以某种方式组织起来的数据档案% 作为有效资源% 允许对数据的访问和使用#

!4"!!,

""""""""""""""""""""""""""""""""""""

债务重组 $-Z:BQZ=QP9@Aa9BA=@%" 也称债务重建 !58*EF8IEFX+EXFOKL"% 涉及债务人和债权人 !有时也包括

第三方" 对已有债务期限进行变更的各种协议# ,0"!40

"""""""""""""""

债务重建 $\Z:BQZUBQ?>B?QA@P%" 见债务重组#

债务性证券 $-Z:BUZ>?QABAZU%" 作为一项债务证明的可变现工具# !!"0.

""""""""""""""

可抵扣增值税 $-Z\?>BA:<ZC#D%" 购买用于中间消耗$ 固定资本形成或再销售的货物服务时应付的% 允

许生产者在向其客户开立增值税发票时从其自身增值税债务中进行扣减的增值税#

0"/2

"""""""""""""""""""""""""""""""""""""

定额福利计划 $-ZXA@Z\:Z@ZXABU>[ZYZ%" 是这样一种计划& 雇员退休后的应付福利由一项公式确定% 或

按公式计算值本身支付福利% 或以其作为最小应付额# !1"!,3

""""""""""""

定额缴款计划 $-ZXA@Z\>=@BQA:?BA=@U>[ZYZ%" 是这样一种计划& 雇员退休后的应付福利完全根据雇员在

工作期限内缴费所确立的基金水平以及计划管理者以基金进行再投资而获得的价值增长水平

来确定# !1"!,2

""""""""""""""""""""""""""""""""

中央银行以外的存款机构 $-ZR=UAB_B9 À@P >=QR=Q9BA=@UẐ>ZRBB[Z>Z@BQ9<:9@̀%" 以金融中介为其主要活

动% 因此其负债形式为存款或作为存款近似替代品的各种金融工具 !比如短期存单"#

."!4/

"

"""""""""""""""""""""""""""""""""""

直接投资 $-AQZ>BA@VZUBYZ@B%" 跨境投资的一类% 涉及到一个经济体的常住单位控制或显著影响另一经

济体中一家企业的管理# ,0"2.

""""""""""""""""""""""""""

可支配收入 $-AUR=U9:<ZA@>=YZ%" 收入再分配账户的平衡项# 等于一个机构单位或部门的初始收入分配

账户的平衡项加上该单位或部门的所有应收经常转移 !不包括实物形式的社会转移"% 减去

该单位或部门的所有应付经常转移 !不包括实物形式的社会转移"# 2",4

"""""""

公司可分配收入 $-AUBQA:?B9:<ZA@>=YZ=X9 >=QR=Q9BA=@%" 业主收入加上所有的应收经常转移% 减去所有

的应付经常转移% 减去与该公司养老金计划相关的养老金权益变动调整# 1"!-!

"""""

红利 $-AVA\Z@\%" 股东因将其资金置于公司处置下而有权获得的一种财产收入# 1"!,2

"""""""

耐用品 $-?Q9:<ZP==\%" 在假定正常或平均物理使用率条件下% 可在一年以上期限内重复或持续使用的

物品# 耐用消费品是指可在一年或以上时期内重复或持续用于消费的物品# 3".,

""""

住宅 $-cZ<<A@P%" 完全或主要用于居住的建筑物或其指定部分% 包括各种相关的结构物 !如车库"% 以

及居住时通常安装的所有永久性固定物# !4"02

"""""""""""""""""""

经济流量 $1>=@=YA>X<=c%" 反映经济价值的产生$ 转化$ 交换$ 转移或消失% 会涉及到一个机构单位资

产和负债的物量$ 构成或价值变化# -"0

""""""""""""""""""""""

经济所有者 $1>=@=YA>=c@ZQ%" 诸如货物与服务$ 自然资源$ 金融资产与负债等实体的经济所有者% 是

指由于承担了风险而有权从一项与使用该实体有关的经济活动过程中获取收益的机构单位#

-",0

""""""""""""""""""""""""""""""""""""

有显著经济意义的价格 $1>=@=YA>9<<W UAP@AXA>9@BRQA>Z%" 对生产者愿意供应量和购买者愿意购买量有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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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影响的价格# 常存在于下列情形& !" 生产者为了实现长期获益或至少覆盖资本和其他成

本的目标而有意调整供应量' ," 消费者有自由决定购买与否并能基于价格做出上述决定#

0"3/% ,,",2

""""""""""""""""""""""""""""""""

雇员股票期权 $1YR<=WZZUB=>̀ =RBA=@%" 在特定日期 !授权日" 达成的协议% 在该协议项下% 雇员可以

按指定价格 !行权价" 在指定日期 !含权日" 或含权日后的一个时期内 !行权期" 购买一

定数量的雇主股票# !!"!,/

"""""""""""""""""""""""""""

雇员 $1YR<=WZZ%" 按协议为常住机构单位工作并获取酬劳的人# !3",4

""""""""""""""

雇主社会缴款 $1YR<=WZQbUU=>A9<>=@BQA:?BA=@%" 雇主为了保障其雇员的社会福利而向社会保障基金或其

他就业关联社会保险计划支付的社会缴款# 1"/0

""""""""""""""""""

就业者 $1YR<=WYZ@B%" 从事 #$%生产边界内某项生产性活动的所有人员% 包括雇员和自雇者#

!3"!3

"""""""""""""""""""""""""""""""""""""

企业 $1@BZQRQAUZ%" 作为货物与服务生产者角色的机构单位# /"!

""""""""""""""""

娱乐! 文学和艺术品原件 $1@BZQB9A@YZ@B# <ABZQ9QW 9@\9QBAUBA>=QAPA@9<%" 包括记录和体现戏剧表演$ 广

播电视节目$ 音乐表演$ 体育事件$ 文学和艺术作品等的原创影片$ 声音录制品$ 手迹$ 磁

带和模型等# !4"!!/

""""""""""""""""""""""""""""""

货物与服务的未来排他性权利 $1@BAB<ZYZ@BB= X?B?QZP==\U9@\UZQVA>Z=@9@Ẑ><?UAVZ:9UAU%" 属于这样

一种情形& 以合同形式约定% 在将来某个时间以一固定价格购买货物或服务的一方能够将合

同中另一方的这种义务转让给第三方# !4"!3/

"""""""""""""""""""

股权 $1T?ABW%" 确认对公司或准公司在满足所有债权人权利后的剩余部分价值之要求权的各种工具和记

录# !!"2-

"""""""""""""""""""""""""""""""""""

1&I" 见雇员股票期权#

基层单位 $1UB9:<AU[YZ@B%" 企业或企业的一部分% 位于单独场所% 仅从事单一性生产活动或其主要生产

活动产生了大部分增加值# /",% /"!.

"""""""""""""""""""""""

现有固定资产 $1̂AUBA@P XÂZ\9UUZB%" 价值在以往时点 !现期或前一核算期" 已经记录在经济体里至少一

个生产者之固定资本存量中的固定资产# !4"-2

"""""""""""""""""""

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 $1̂RZ@\AB?QZYZ9U?QZ=X3-7%" 等于最终消费支出$ 资本形成总额$ 出口减进口

之和# !0".1

""""""""""""""""""""""""""""""""""

货物服务支出 $1̂RZ@\AB?QZ=@P==\U9@\UZQVA>Z%" 为换取出售者向其或其指定的其他机构单位提供货物

与服务% 购买者支付的或同意支付的款项# 3"-,

""""""""""""""""""

出口补贴 $1̂R=QBU?:UA\AZU%" 当货物离开经济领土或向非常住单位提供服务时% 政府应付的所有货物服

务补贴# 1"!4-

"""""""""""""""""""""""""""""""""

出口税 $1̂R=QBB9^%" 当货物离开经济领土或向非常住单位提供服务时% 政府应收的所有货物服务税收#

1"3/

""""""""""""""""""""""""""""""""""""""""""

最终消费支出 $2A@9<>=@U?YRBA=@ẐRZ@\AB?QZ%" 因消费货物服务而支出的金额# 3"1

""""""""

住户的最终消费支出 $2A@9<>=@U?YRBA=@ẐRZ@\AB?QZ=X[=?UZ[=<\U%" 见住户最终消费支出#

一般政府的最终消费支出 $2A@9<>=@U?YRBA=@ẐRZ@\AB?QZ=XPZ@ZQ9<P=VZQ@YZ@B%" 见政府最终消费支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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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4的最终消费支出 $2A@9<>=@U?YRBA=@ẐRZ@\AB?QZ=X'78&4%" 常住$(6#7代表个人进行货物服务

消费发生的或可能发生的支出% 包括需间接测算其价值的支出# 3"!!/

"""""""""

金融资产 $2A@9@>A9<9UUZB%" 公司所有的金融权利$ 股份或其他权益% 加上货币当局作为储备资产的黄

金# -"-0% !!"2

""""""""""""""""""""""""""""""""

金融辅助机构 $2A@9@>A9<9?̂A<A9QAZU%" 包括主要从事与金融资产和负债交易相关的活动% 或与提供该类

交易合规背景相关的金融机构% 但通常不包括对所交易金融资产和负债具有所有权的辅助机

构# ."!!!

"""""""""""""""""""""""""""""""""""

金融债权 $2A@9@>A9<><9AY%" 在一项负债下债务人需向债权人作出的支付或支付序列# -"-/% !!"1

""

金融公司 $2A@9@>A9<>=QR=Q9BA=@%" 主要从事向其他机构单位提供金融服务 !包括保险$ 养老金基金"

的所有常住公司# ."32

"""""""""""""""""""""""""""""

金融衍生工具H金融衍生工具H金融衍生品 $2A@9@>A9<\ZQAV9BAVZU%" 与具体的金融工具$ 指数或商品相联

系的各种金融工具% 具体的金融风险可藉其在金融市场自行交易# !!"!!!

"""""""

金融中介 $2A@9@>A9<A@BZQYZ\A9QW%" 为在市场上从事金融交易获得金融资产之目的而以自身发生负债的

机构单位# ."!4!

""""""""""""""""""""""""""""""""

罚金和处罚 $2A@Z9@\RZ@9<BW%" 由法庭或准司法实体施加于机构单位的强制性经常转移# 2"!-/

"""

制成品 $2A@AU[Z\P==\U%" 生产者在提供给其他机构单位之前无意进一步加工的货物产出# !4"!.,

""

固定资产 $2ÂZ\9UUZB%" 在一年以上的生产过程中重复或持续使用的生产资产# !4"!!

"""""""

流量 $2<=c%" 见经济流量#

外汇掉期H互换 $2=QZAP@Ẑ>[9@PZUc9R%" 按即期汇率出售B购买一种货币% 同时在将来按约定的远期汇

率进行同一种货币的购买B出售# !!"!,!

""""""""""""""""""""""

远期合约 $2=Qc9Q\>=@BQ9>B%" 代表了特定日期结算义务的无条件金融合约# 期货和其他远期合约通常

!但非一贯" 以现金支付或提供另一项金融工具结算% 而不是基础项目的实际交付% 因此与

基础项目分别计价和交易# !!"!,4

""""""""""""""""""""""""

远期外汇合约 $2=Qc9Q\X=QZAP@Ẑ>[9@PZ>=@BQ9>B%" 双方约定在将来一定日期按约定价格交易特定数量

的外国货币# !!"!,!

""""""""""""""""""""""""""""""

远期利率协议 $2=Qc9Q\Q9BZ9PQZZYZ@B# 2G#%" 协议双方为了应对利率变化% 同意在特定结算日期基

于不变的名义本金数额支付利息# !!"!,!

"""""""""""""""""""""

全职当量就业 $2?<<_BAYZZT?AV9<Z@BZYR<=WYZ@B%" 全职当量工作人数% 等于所有雇用人员实际工作小时

总数除以一个全职工作者平均实际工作小时数# !3".-

""""""""""""""""

3-7" 见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 收入法国内生产总值$ 生产法国内生产总值#

政府最终消费支出 $3Z@ZQ9<P=VZQ@YZ@BXA@9<>=@U?YRBA=@ẐRZ@\AB?QZ%" 常住政府为个人和公共货物服

务消费发生的支出% 包括需间接测算其价值的支出# 3"!!.

""""""""""""""

3'8" 即国民总收入% 等于&'(加上雇员从国外收到的报酬$ 加上从国外收到的财产收入$ 加上从国外

收到的生产税净额% 减去向国外支付的劳动报酬$ 减去向国外支付的财产收入$ 减去向国外

支付的生产税净额# !0"/.

""""""""""""""""""""""""""""

货物和服务账户 $3==\U9@\UZQVA>ZU9>>=?@B%" 反映以下两方面的平衡& 来源方记录来自产出和进口而

提供给该经济体的货物服务总量 !包括未计入产出估算的生产税净额"% 使用方记录用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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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消耗$ 最终消费$ 资本形成和出口的货物服务总量# !0",1

"""""""""""""

货物 $3==\U%" 具有实物形态的生产性物品% 存在需求% 其所有权可确立并可通过市场交易从一个机构

单位转移至另一个机构单位# 0"!/

""""""""""""""""""""""""

供转售货物 $3==\UX=QQZU9<Z%" 企业 !如批发商或零售商" 为了能转售给客户而获得的货物# !4"!./

"

商誉和营销资产 $3==\cA<<9@\Y9Q̀ZB9UUZB%" 商誉和营销资产的价值等于以下两个项目之差& 出于某

项意图为一个企业支付的价值% 该企业资产总和减去其负债总和之后的余值# 每项商誉和营

销资产已经过单独确认并估价# !4"!33

""""""""""""""""""""""

政府单位 $3=VZQ@YZ@B?@AB%" 因政治程序而设立的特殊法律实体% 在既定区域内享有对其他机构单位的

立法$ 司法和行政权威# ."3

"""""""""""""""""""""""""""

资本形成总额 $3Q=UU>9RAB9<X=QY9BA=@%" 在固定资本形成$ 存货或贵重物品上发生的生产资产获得减去

处置# !4",.

""""""""""""""""""""""""""""""""""

分固定资产类别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3Q=UUXÂZ\>9RAB9<X=QY9BA=@A@9 R9QBA>?<9Q>9BZP=QW =XXÂZ\9UUZB%"

生产者获得的该类已有产品或新产品的价值减去该类固定资产的处置价值# !4"0.

""""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3Q=UUXÂZ\>9RAB9<X=QY9BA=@%" 核算期内生产者获得的固定资产总价值减去处置的

总价值% 加上非生产资产上的特定服务支出# !4"-,

"""""""""""""""""

国民总收入 $3Q=UU@9BA=@9<A@>=YZ%" 所有部门初始收入总额的加总值# 1",4

"""""""""""

国民总收入 $3Q=UU@9BA=@9<A@>=YZ%" 见&$6 #

""""""""""""""""""""""""

国民可支配收入总额或净额 $3Q=UU=Q@ZB@9BA=@9<\AUR=U9:<ZA@>=YZ%" 国民总B净收入加上常住机构单

位从非常住机构单位处应收的所有现金或实物形式的经常转移% 减去常住机构单位向非常住

机构单位支付的所有现金或实物形式的经常转移# 2",0

"""""""""""""""

按基本价格计算的总增加值 $3Q=UUV9<?Z9\\Z\9B:9UA>RQA>Z%" 基本价格的总产出价值% 减去购买者价

格的中间消耗# 0"11

""""""""""""""""""""""""""""""

按生产者价格计算的总增加值 $3Q=UUV9<?Z9\\Z\9BRQ=\?>ZQU, RQA>Z%" 生产者价格的总产出价值% 减

去购买者价格的中间消耗# 0"12

"""""""""""""""""""""""""

总增加值 $3Q=UUV9<?Z9\\Z\%" 产出价值减去中间消耗价值# 0"2

""""""""""""""""

横向一体化 $4=QAa=@B9<A@BZPQ9BA=@%" 一个横向一体化的企业是指% 生产不同种类用于市场出售之货物

服务的不同类活动在该企业内平行进行# /",!

"""""""""""""""""""

住户 $4=?UZ[=<\%" 居住在同一处所% 分享其部分或全部收入与财富% 并共同消费某些货物服务 !主要

是居住和食物" 的一群人# .".

"""""""""""""""""""""""""

住户最终消费支出 $4=?UZ[=<\XA@9<>=@U?YRBA=@ẐRZ@\AB?QZ%" 常住住户花费在个人消费性货物服务上

的支出% 其中包括以经济意义不显著价格出售的货物服务以及在国外获得的货物服务% 也包

括需间接测算其价值的支出# 3"!!-

""""""""""""""""""""""""

住户实际社会缴款 $4=?UZ[=<\U, 9>B?9<U=>A9<>=@BQA:?BA=@%" 由雇员$ 自雇者或非雇用人员向社会保险

计划支付的各种社会缴款# 2"2/

"""""""""""""""""""""""""

住户追加社会缴款 $4=?UZ[=<\U, U=>A9<>=@BQA:?BA=@U?RR<ZYZ@B%" 养老金和非养老金权益存量在核算期

内赚取的财产收入# 2"20

""""""""""""""""""""""""""""

进口关税 $8YR=QB\?BW%" 特定种类货物进入经济领土时需支付的各种关税% 或其他进口收费#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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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补贴 $8YR=QBU?:UA\W%" 当货物进入经济领土边界或向常住机构单位提供服务时应付的货物服务补

贴# 1"!4!

"""""""""""""""""""""""""""""""""""

雇员实物收入 $8@>=YZA@ À@\QZ>ZAVZ\:W ZYR<=WZZU%" 雇主向其雇员提供的作为其工作回报的货物服务

价值# 3"/!

""""""""""""""""""""""""""""""""""

收入法国内生产总值 $A@>=YZYZ9U?QZ=X3-7%" 等于雇员报酬$ 营业盈余总额$ 混合收入总额$ 生产

和进口税减生产和进口补贴之和# !0".2

""""""""""""""""""""""

指数关联型证券 $8@\Ẑ_<A@̀Z\UZ>?QABAZU%" 券息 !利息" 或本金或两者的支付与某指数 !如价格指数"

或某商品价格相关联的工具# !!"14

""""""""""""""""""""""""

个人消费性货物或服务 $8@\AVA\?9<>=@U?YRBA=@P==\=QUZQVA>Z%" 由住户获得% 用于满足其成员需要或

需求的货物或服务# 3"-

"""""""""""""""""""""""""""""

产业H行业 $8@\?UBQW%" 由从事相同或相似种类活动的一组基层单位构成# /".0% /",

""""""""

信息! 计算机和通信 $8,D% 设备 $8@X=QY9BA=@# >=YR?BZQ9@\BZ<Z>=YY?@A>9BA=@UZT?ARYZ@B%" 使用电

子控制$ 其中包含电子元件的各种装置# !4"2/

"""""""""""""""""""

机构单位 $8@UBAB?BA=@9<?@AB%" 有能力自行决定拥有资产$ 发生负债$ 从事经济活动并能与其他实体进行

交易的经济实体# .",

""""""""""""""""""""""""""""""

保险赔付 $8@U?Q9@>Z><9AY%" 见赔付#

保险公司 $8@U?Q9@>Z>=QR=Q9BA=@%" 主要功能为向单个机构单位或一组机构单位提供人寿$ 意外$ 疾病$

火灾或其他保险服务% 或向其他保险公司提供再保险服务的公司型$ 互助型或其他实体#

."!!/

"""""""""""""""""""""""""""""""""""

保险保费 $8@U?Q9@>ZRQZYA?Y%" 见保费#

知识产权产品 $8@BZ<<Z>B?9<RQ=RZQBW RQ=\?>B%" 研究$ 开发$ 调查或创新的结果% 开发者可以出售其产

生的知识% 或将其用于自己的生产而获益% 因为该知识的使用受到了法律或其他保护的限

制# !4"32

"""""""""""""""""""""""""""""""""""

利息 $8@BZQZUB%" 收入的一种% 某种金融资产 !比如存款$ 债务性证券$ 贷款以及其他可能的应收账款"

的所有者由于将该金融资产置于其他机构单位处置之下而收到的收入# 1"!!-

""""""

利率互换协议 $8@BZQZUBQ9BZUc9R%" 与一段时间内某货币名义本金数额的利息支付或收取有关的现金流

量交换契约% 本金并不交换# !!"!,!

"""""""""""""""""""""""

中间消耗 $8@BZQYZ\A9BZ>=@U?YRBA=@%" 生产过程中作为投入而消耗的货物服务价值# 不包括固定资产%

其消耗计入固定资本消耗# 0",!-

"""""""""""""""""""""""""

存货 $8@VZ@B=QAZU%" 属于生产资产% 是当期或前期存在的货物服务% 持有的目的是为了以后的出售$ 生

产中使用或其他使用# !4"!,

"""""""""""""""""""""""""""

投资基金 $8@VZUBYZ@BX?@\%" 集体性投资措施% 投资者设立资金池投资于金融或非金融资产# !!"3.

""

投资补助 $8@VZUBYZ@BPQ9@B%" 政府向其他常住或非常住机构单位的资本转移% 以解决其获得固定资产的

全部或部分成本# !4",42

""""""""""""""""""""""""""""

投资收入 $8@VZUBYZ@BA@>=YZ%" 金融资产所有者由于向其他机构单位提供资金而收到的收入# 1"!42

""

发票单列增值税 $8@V=A>Z\C#D%" 生产者销售收入的应付增值税% 在生产者向购买者出具的发票上单独

反映# 0"/2% 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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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资企业 $F=A@BVZ@B?QZ%" 涉及公司型$ 合伙型和其他机构单位的设立% 各方依法对该单位的活动享有

共同控制权# ,,"/0

"""""""""""""""""""""""""""""""

活动类型单位 $KA@\_=X_9>BAVABW ?@AB%" 企业或企业的一部分% 从事单一性生产活动% 或所从事的主要生

产活动会产生大部分增加值# /"!,

""""""""""""""""""""""""

劳动力 $L9:=?QX=Q>Z%" 可在 #$%货物服务生产边界内之任何特定生产期间随时提供其劳动的人员#

!3"!1

"""""""""""""""""""""""""""""""""""""

土地 $L9@\%" 地表% 包括覆于其上的土壤及相关的地表水系% 所有权可确立% 且所有者可通过持有或使

用它而获得经济收益# !4"!1/

""""""""""""""""""""""""""

土地改良 $L9@\AYRQ=VZYZ@B%" 带来土地数量$ 质量或生产能力的重大提升或防止其恶化的各种行为的

结果# !4"13

""""""""""""""""""""""""""""""""""

租赁 $LZ9UZ%" 见融资租赁% 经营租赁% 资源租赁% 合约$ 租约与许可% 特许#

融资租赁 $LZ9UZ_XA@9@>A9<%" 作为资产法定所有者的出租人将经济所有权传递给承租人% 后者则接受了

经营风险% 并可将资产用于生产性活动获得经济收益# !1"-4.

""""""""""""

法律实体 $LZP9<Z@BABW%" 其存在得到法律或社会的确认% 并独立于控制或拥有该实体的个人或其他实

体# ."0

""""""""""""""""""""""""""""""""""""

法定所有者 $LZP9<=c@ZQ%" 诸如货物$ 服务$ 自然资源$ 金融资产和负债等实体的法定所有者% 是指法

律授权或支持$ 享有对实体相关收益要求权的机构单位# -",!% !4"/

"""""""""

依法设立的公司 $LZP9<<W >=@UBAB?BZ\>=QR=Q9BA=@%" 基于为市场生产货物服务 !可构成其所有者利润或

其他金融所得的来源" 之目的而创建的法律实体' 由股东共同拥有% 股东有权指派负责公

司全面管理的领导人员# ."-3

""""""""""""""""""""""""""

负债 $LA9:A<ABW%" 当一个单位 !债务人" 在特定情况下有义务向另一单位 !债权人" 作出支付或支付序

列时% 负债确立# -"/% -"--% !!"/

""""""""""""""""""""""""

寿险和年金权益 $LAXZA@U?Q9@>Z9@\9@@?ABAZUZ@BAB<ZYZ@B%" 投保人享有的对人寿保险或年金提供企业的

金融要求权# !!"!40

""""""""""""""""""""""""""""""

许可 $LA>Z@>ZU%" 见合约! 租约与许可+

人寿保险 $LAXZA@U?Q9@>Z%" 投保人向保险人作规律性支付% 作为回报% 保险人保证在特定日期或早些时

候 !如投保人提前死亡" 向投保人 !有时为其指定的另一人" 提供一规定金额的款项或年

金# !1"0

"""""""""""""""""""""""""""""""""""

上市股票 $LAUBZ\U[9QZ%" 上市的权益证券# !!"20

"""""""""""""""""""""""

贷款 $L=9@%" 债权人直接将资金借给债务人而形成的金融资产% 以不可撤消的文件作为证明# !!"1,

""

地点单位 $L=>9<?@AB%" 一个企业或一个企业的一部分% 在某地点或来自某地点从事生产性活动#

/"!-

"""""""""""""""""""""""""""""""""""""

机器和设备 $;9>[A@ZQW 9@\ZT?ARYZ@B%" 包括运输设备% 信息$ 计算机和通信设备% 以及其他机器设

备# !4"2,

"""""""""""""""""""""""""""""""""""

市场产出 $;9Q̀ZB=?BR?B%" 拟以有显著经济意义的价格出售的产出# 0"33

""""""""""""

市场生产者 $;9Q̀ZBRQ=\?>ZQ%" 所有或大部分产出属于市场生产的基层单位# 0"!--

"""""""

可交易的经营租赁 $;9Q̀ZB9:<Z=RZQ9BA@P <Z9UZ%" 与固定资产相关的第三方财产权利# !4"!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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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资产 $;9Q̀ZBA@P 9UUZB%" 包括诸如品牌$ 报刊名称$ 商标$ 标识和域名等项目# !4"!32

"""""

材料和用品 $;9BZQA9<U9@\U?RR<AZU%" 企业持有的存货中拟用作生产过程之中间投入的所有产品#

!4"!-!

""""""""""""""""""""""""""""""""""""

军事存货 $;A<AB9QW A@VZ@B=QAZU%" 由武器或武器系统发送的单一用途物品% 如弹药$ 导弹$ 火箭和炸弹

等# !4"!..

""""""""""""""""""""""""""""""""""

矿物和能源资源 $;A@ZQ9<9@\Z@ZQPW QZU=?Q>Z%" 在现有技术和相关价格下可实现经济开发的地表或地下

矿产与能源储藏# !4"!13

""""""""""""""""""""""""""""

矿物勘探与评估 $;A@ZQ9<ẐR<=Q9BA=@9@\ZV9<?9BA=@%" 石油$ 天然气和非石油储量的勘探费用% 以及发

现之后的评估# !4"!40

"""""""""""""""""""""""""""""

杂项经常转移 $;AU>Z<<9@Z=?U>?QQZ@BBQ9@UXZQ%" 与保险相关的保费和赔付% 除政府及现有国际合作之经

常转移以外的经常转移# 2"!,3

""""""""""""""""""""""""""

货币黄金 $;=@ZB9QW P=<\%" 货币当局 !或货币当局有效控制的其他机构" 所有的作为储备资产持有的

黄金# !!"./

""""""""""""""""""""""""""""""""""

货币交易 $;=@ZB9QW BQ9@U9>BA=@%" 一个机构单位做出以货币单位标记的支付 !或收取"% 或发生了以货

币单位标记的负债# -"//

""""""""""""""""""""""""""""

货币市场基金份额或单位 $;=@ZW Y9Q̀ZBX?@\U[9QZ=Q?@AB%" 代表对已成立的货币市场基金之部分价值

的权利# !!"33

"""""""""""""""""""""""""""""""""

货币市场基金 $;=@ZW Y9Q̀ZBX?@\# ;;2%" 通过向公众发行份额或单位募集资金的集体性投资计划#

主要用于投资货币市场工具$ 99:份额B单位$ 到期时间不超过一年的可转移债务工具$ 银

行存款以及追求收益率接近货币市场工具利息率的各种工具# 99:份额可通过支票或其他

直接三方支付方式进行转移# ."!41

""""""""""""""""""""""""

自然资源 $'9B?Q9<QZU=?Q>Z%" 包括各种自然发生的资源% 如具有经济价值的土地$ 水资源$ 非培育性森

林和矿藏等# !4"!/

"""""""""""""""""""""""""""""""

国内生产净值 $'ZB\=YZUBA>RQ=\?>B# '-7%" 国内生产总值 !&'(" 减去固定资本消耗# !0"/,

"""

净借入 $'ZB:=QQ=cA@P%" 见净贷出#

净贷出 $'ZB<Z@\A@P%" 由储蓄和资本转移所导致的资产净值变化% 减去非金融资产净获得 !非金融资产

的获得减去处置% 减去固定资本消耗" 之后的差值# 如果结果为负% 则代表净借入#

!4",2

"""""""""""""""""""""""""""""""""""""

国民可支配收入净额 $'ZB@9BA=@9<\AUR=U9:<ZA@>=YZ%" 见$$'6#

国民净收入 $'ZB@9BA=@9<A@>=YZ%" 见$$6#

非寿险净保费 $'ZB'=@_<AXZA@U?Q9@>ZRQZYA?Y%" 核算期内投保人为了获得保险而支付的实际保费 !已

收保费"% 加上财产收入中归属于投保人的应付保费追加% 减去应付给保险公司的服务收

费# 2"!!1

"""""""""""""""""""""""""""""""""""

净社会缴款 $'ZBU=>A9<>=@QBA:?BA=@%" 住户向备付社会福利的社会保险计划所支付的实际或虚拟缴款#

计划管理者所收取的服务费不属于应付缴款# 在收入使用账户中% 这些服务费视为住户的消

费支出# 2"2,

"""""""""""""""""""""""""""""""""

净增加值 $'ZBV9<?Z9\\Z\%" 产出的价值减去中间消耗和固定资本消耗的价值# 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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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净值 $'ZBc=QB[%" 机构单位或部门拥有的所有资产价值减去所有未决负债的价值# !-".

""""

中性持有损益 $'Z?BQ9<[=<\A@P P9A@U9@\<=UUZU%" 一段时期的中性持有损益是指% 在既无交易也无资产

物量其他变化的情况下% 为了维持与期初相同的对货物服务的支配而需要资产价值所产生的

增长 !降低"# !,"1/

""""""""""""""""""""""""""""""

国民可支配收入净额 $'ZB@9BA=@9<\AUR=U9:<ZA@>=YZ# ''-8%" 国民净收入 !$$6" 加上从国外收到的

经常转移减去向国外支付的经常转移# !0"/1

""""""""""""""""""""

国民净收入 $'ZB@9BA=@9<A@>=YZ# ''8%" 国民总收入 !&$6" 减去固定资本消耗# !0"//

""""""

金融资产名义持有收益 $'=YA@9<[=<\A@P P9A@_XA@9@>A9<9UUZB%" 除资产交易 !包括一段时期内累积的利

息" 和资产物量其他变化以外的资产价值增长# !,"1.

"""""""""""""""

负债名义持有收益 $'=YA@9<[=<\A@P P9A@_<A9:A<ABW%" 除交易或其他物量变化原因之外的负债价值下降#

!,"1.

"""""""""""""""""""""""""""""""""""""

非金融资产名义持有收益 $'=YA@9<[=<\A@P P9A@_'=@_XA@9@>A9<9UUZB%" 一段时期内由于资产价格变化导

致的归属于资产所有者的收益价值# !,"1.

"""""""""""""""""""""

非培育性生物资源 $'=@_>?<BAV9BZ\:A=<=PA>9<QZU=?Q>Z%" 只产生一次和重复产生产品的动物$ 鸟类$ 鱼

类和植物% 其所有权可确立% 但其自然生长和B或再生不受机构单位的直接控制$ 负责和管

理# !4"!2,

""""""""""""""""""""""""""""""""""

不可抵扣增值税 $'=@_\Z\?>BA:<ZC#D%" 不能从生产者自身的增值税负债 !若存在" 中扣减的应付增值

税# 0"/2

"""""""""""""""""""""""""""""""""""

非金融公司 $'=@_XA@9@>A9<>=QR=Q9BA=@%" 主要活动属于市场性货物或非金融服务生产的公司# ."3.

"

非寿险赔付 $'=@_<AXZA@U?Q9@>Z><9AY%" 在当前核算期中由于非人寿保单项下事件导致的损害理赔的应

付金额# 2"!!2

"""""""""""""""""""""""""""""""""

非人寿保险 $'=@_<AXZA@U?Q9@>Z%" 与人寿保险相似的活动% 但其覆盖的是意外$ 疾病等所有的其他风险#

!1"0

"""""""""""""""""""""""""""""""""""""

非人寿保险专门准备金 $'=@_<AXZA@U?Q9@>ZBZ>[@A>9<QZUZQVZ%" 预付的净保费和为满足未决非人寿保险索

赔而预留的准备金# !!"!4/

"""""""""""""""""""""""""""

非市场产出 $'=@_Y9Q̀ZB=?BR?B%" 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 !$(6#7" 或政府生产的$ 免费或以不具有显

著经济意义的价格向其他机构单位或整个社会提供的货物和个人或公共服务# 0"!,2

"""

非市场生产者 $'=@_Y9Q̀ZBRQ=\?>ZQ%" 向住户或整个社会免费或以不具有显著经济意义的价格提供货

物服务的政府单位或$(6#7拥有的基层单位# 0"!--

""""""""""""""""

非货币交易 $'=@_Y=@ZB9QW BQ9@U9>BA=@%" 最初未以货币单位标记的各种交易# -"1/

""""""""

非货币市场投资基金 $'=@_Y=@ZW_Y9Q̀ZBA@VZUBYZ@BX?@\%" 通过向公众发行份额或单位募集资金的集体性

投资计划# 主要用于投资短期资产以外的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 !常为房地产"# ."!42

"""

不良贷款 $'=@_RZQX=QYA@P <=9@%" 属于如下三种情形之一的贷款即属于不良贷款& 应付利息和B或本金

逾期 34 天及以上' 根据协议逾期 34 天及以上的应付利息被资本化$ 再融资或延期' 虽然应

付利息逾期不足 34 天% 但债权人有充分理由 !如债务人申请破产" 怀疑利息不能完全支

付# !-"00

"""""""""""""""""""""""""""""""""""

非生产资产 $'=@_RQ=\?>Z\9UUZB%" 包括三类& 自然资源% 契约$ 租赁和许可% 外购商誉和营销资产#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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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营利机构 $'=@_RQ=XABA@UBAB?BA=@%" 以生产货物服务为目的而创建的法律或社会实体% 但其社会形象不允

许设立$ 控制或资助其的单位将其作为收入$ 利润或其他金融所得的源泉# ."2% ."2-

""

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 $'=@_RQ=XABA@UBAB?BA=@UUZQVA@P [=?UZ[=<\U# '78&4%" 不受政府控制的非市场

$(6# ."3-

""""""""""""""""""""""""""""""""""

经营租赁 $IRZQ9BA@P <Z9UZ%" 租赁的一种% 资产的法定所有者也是经济所有者% 接受经营风险% 并因将

资产用于生产性活动而从中收取经济收益# !1"-4!

"""""""""""""""""

期权 $IRBA=@%" 契约形式% 赋予期权购买者在一个时间跨度内 !美式期权" 或既定时间点上 !欧式期

权" 以一既定价格 !行权价" 买入 !认购期权" 或卖出 !认沽期权" 一项具体的金融工具

或商品# !!"!!1

""""""""""""""""""""""""""""""""

其他建筑和构筑物 $IB[ZQ:?A<\A@PU9@\UBQ?>B?QZU%" 包括非住宅建筑$ 其他构筑物和土地改良#

!4"1-

"""""""""""""""""""""""""""""""""""""

其他资本转移 $IB[ZQ>9RAB9<BQ9@UXZQ%" 资本税和投资补贴以外的所有资本转移# !4",!4

""""""

其他经常转移 $IB[ZQ>?QQZ@BBQ9@UXZQ%" 除收入B财富经常税$ 社会缴款和福利以及社会实物福利以外

的% 常住机构单位之间及常住和非常住单位之间的所有经常转移# 2"!3

""""""""

其他存款 $IB[ZQ\ZR=UAB%" 除可转移存款以外的所有可被存款证明反映的权利# !!"/3

"""""""

其他就业关联社会福利 $IB[ZQZYR<=WYZ@B_QZ<9BZ\U=>A9<A@U?Q9@>Z:Z@ZXAB%" 社会保障计划以外的社会

保险计划应付给计划缴款者$ 其抚养人或遗属的社会福利# 2"!43

"""""""""""

其他股权 $IB[ZQZT?ABW%" 证券形式以外的权益# !!"22

""""""""""""""""""""

其他金融机构 $IB[ZQXA@9@>A9<>=QR=Q9BA=@%" 提供金融服务的机构单位% 其大部分金融资产或负债无法

在公开金融市场获得# ."!4!

"""""""""""""""""""""""""""

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以外的其他金融中介机构 $IB[ZQXA@9@>A9<A@BZQYZ\A9QAZUẐ>ZRBA@U?Q9@>Z>=QR=Q9_

BA=@U9@\RZ@UA=@X?@\U%" 通过自行产生除通货$ 存款或存款近似替代工具以外的负债而提

供金融服务的金融机构% 目的是在市场上从事金融交易获得金融资产# ."!43

""""""

其他流量 $IB[ZQX<=c%" 不是由交易导致的资产和负债价值变化# -"1% -"33

"""""""""""

其他知识产权产品 $IB[ZQA@BZ<<Z>B?9<RQ=RZQBW RQ=\?>B%" 构成固定资产但不属于研究与开发$ 矿物勘探

与评估$ 计算机软件与数据库或娱乐$ 文学与艺术品原件的各种产品# !4"!!1

"""""

其他投资基金份额或单位 $IB[ZQA@VZUBYZ@BX?@\U[9QZ=Q?@AB%" 对货币市场基金以外的已有投资基金

之部分价值的要求权# !!"!44

""""""""""""""""""""""""""

其他投资 $IB[ZQA@VZUBYZ@B%" 直接投资$ 证券投资$ 金融衍生工具$ 雇员股票期权和储备资产未能包

括的头寸和交易# ,0"3.

"""""""""""""""""""""""""""""

其他机器和设备 $IB[ZQY9>[A@ZQW 9@\ZT?ARYZ@B%" 其他分类中未能包括的机器和设备# !4"20

"""

其他构筑物 $IB[ZQUBQ?>B?QZ%" 建筑物以外的构筑物% 包括街道$ 下水道等的成本# !4"10

"""""

其他生产补贴 $IB[ZQU?:UA\AZU=@RQ=\?>BA=@%" 常住企业除因从事生产而收到的补贴以外的各种补贴#

1"!40

"""""""""""""""""""""""""""""""""""""

其他产品补贴 $IB[ZQU?:UA\AZU=@RQ=\?>B%" 发生在常住企业产出之货物服务或进口品上% 由于这些货

物服务的生产$ 销售$ 转移$ 租赁或传递% 或由于用作自身消费或资本形成而应支付的补

贴#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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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生产税 $IB[ZQB9^ =@RQ=\?>BA=@%" 企业除因从事生产而发生的产品税以外的所有税收# 1"31

""

其他可转让存款 $IB[ZQBQ9@UXZQ9:<Z\ZR=UAB%" 交易的一方或双方$ 债权人或债务人或双方都不是银行的

那些存款# !!"/2

""""""""""""""""""""""""""""""""

其他在制品 $IB[ZQc=Q̀_A@_RQ=PQZUU%" 尚未完全达到可正常供应给其他机构单位状态的产出 !不包括培

育性生物资源"# !4"!.!

""""""""""""""""""""""""""""

供自身最终使用的产出 $I?BR?BX=Q=c@XA@9<?UZ%" 生产者留作自身最终消费或资本形成之用的产品#

0"!!.

"""""""""""""""""""""""""""""""""""""

产出 $I?BR?B%" 基层单位生产的货物和服务# 不包括基层单位不承担任何生产活动中使用风险的货物服

务价值% 也不包括该基层单位消费的该类货物服务价值% 但包括用于资本形成 !固定资本

或存货变化" 或自身最终消费的该类货物服务价值# 0"23

""""""""""""""

所有者 $Ic@ZQ%" 见法定所有者% 经济所有者#

补偿支付 $79WYZ@B=X>=YRZ@U9BA=@%" 一个机构单位由于人员损伤或财产损失 !非人寿保险未解决的"

而需向另一个机构单位支付的经常转移# 2"!.4

"""""""""""""""""""

养老金权益 $7Z@UA=@Z@BAB<ZYZ@B%" 现有和未来养老金受领人持有的 !作为雇主与雇员之间报酬协议的

一部分"% 对其雇主或其雇主所设立的支付养老金之基金的金融要求权# !!"!41

""""

养老基金部门 $7Z@UA=@X?@\U?:_UZ>B=Q%" 仅包括与创立该社会保险养老金单位相分离的养老金机构单

位# ."!!0

"""""""""""""""""""""""""""""""""""

从事特定活动的许可 $7ZQYABB= ?@\ZQB9 Z̀9 URZ>AXA>9>BAVABW%" 属于这样一种情形& 许可数量有限% 因此

可使持有者获取垄断利润% 该垄断利润并非来自许可签发人之某项资产的使用% 许可持有人

可以合法地出售该项许可# !4"!3,

""""""""""""""""""""""""

使用自然资源的许可 $7ZQYABB= ?UZ@9B?Q9<QZU=?Q>ZU%" 与自然资源相关的第三方财产权利# !4"!3!

""

人口 $7=R?<9BA=@%" 一国的人口简单定义为通常居住于一国的所有人员# !3"!4

""""""""""

证券投资 $7=QBX=<A= A@VZUBYZ@B%" 直接投资或储备资产中未包括的债务或权益证券的跨境交易和头寸#

,0"3!

"""""""""""""""""""""""""""""""""""""""""

实际保费 $7QZYA?Y_9>B?9<%" 为了取得特定期限内具体事件的保险保障而向直接保险人和再保险人支付

的金额# 0"!20% !1".

""""""""""""""""""""""""""""""

实收保费 $7QZYA?Y_Z9Q@Z\%" 与核算期内保险覆盖相关的实际保费部分# 0"!21% !1"/

"""""""

净保费 $7QZYA?Y_@ZB%" 实际保费加上保费追加% 减去投保人应付的保险服务费# !1"-/

""""""

未满期保费 $7QZYA?Y_?@Z9Q@Z\%" 已收取的实际保费中与核算时点以后时期相关的金额# !1"/

"""

价格 $7QA>Z%" 货物和服务的价格是指货物和服务的单位价值# !/"!!

"""""""""""""""

初始收入 $7QAY9QW A@>=YZ%" 由于涉足生产过程或拥有生产所需之资产而归属于特定机构单位的收入#

1",

""""""""""""""""""""""""""""""""""""""

主要活动 $7QA@>AR9<9>BAVABW%" 生产单位的主要活动是指其增加值超过该单位任何其他活动之增加值的生

产活动# /"2

""""""""""""""""""""""""""""""""""

生产者价格 $7Q=\?>ZQbURQA>Z%" 生产者向购买者出售一单位作为产出生产的货物服务而收到的金额% 减

去向购买者开具发票中的增值税或类似可抵扣税收# 不包括生产者单另开具发票的运输费

用#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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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平衡 $7Q=\?>B:9<9@>Z%" 对每一种产品而言% 都有如下平衡关系& 按基本价格计的产出加上进口$

加上贸易和运输加价$ 加上产品税净额% 等于按购买者价格计的中间消耗$ 最终消费和资本

形成之和% 再加上出口# !."/

""""""""""""""""""""""""""

生产边界 $7Q=\?>BA=@:=?@\9QW%" #$%的生产边界包含了下列活动& !" 向其生产者以外单位供应的或

打算供应的所有货物和服务的生产% 包括生产这些货物服务过程中完全消耗的货物服务的生

产' ," 生产者留作自身最终消费或总资本形成的所有货物的生产' -" 生产者留作自身最

终消费或总资本形成的知识载体产品的生产% 不包括住户留作自用的此类产品的生产 !按

惯例"' ." 自有住房居住服务生产' /" 支付报酬的家庭成员所进行的家庭和个人服务的生

产# 0",1

"""""""""""""""""""""""""""""""""""

生产 $7Q=\?>BA=@%" 在机构单位负责$ 控制和管理下% 旨在利用劳动$ 资本和货物服务以产生货物和服

务而开展的活动# 0",

""""""""""""""""""""""""""""""

生产法国内生产总值 $7Q=\?>BA=@YZ9U?QZ=X3-7%" 等于产出减去中间消耗% 再加上任何未包括在产出

估值中的产品税减产品补贴# !0".1

""""""""""""""""""""""""

产品 $7Q=\?>B%" 由生产过程产生的货物和服务 !包括知识载体产品"# 0"!.

"""""""""""

财产收入 $7Q=RZQBW A@>=YZ%" 投资收入和地租之和# 1"!41

"""""""""""""""""""

标准化担保代偿准备金 $7Q=VAUA=@UX=Q>9<<U?@\ZQUB9@\9Q\AaZ\P?9Q9@BZZ%" 为满足标准化担保下未决代

偿的净费用和准备金支出# !!"!!4

""""""""""""""""""""""""

公共纪念物 $7?:<A>Y=@?YZ@B%" 由于特定的历史$ 国别$ 区域$ 地方$ 宗教或象征意义而独具一格的

物品# !4"12

""""""""""""""""""""""""""""""""""

外购商誉 $7?Q>[9UZ\P==\cA<<%" 见商誉和营销资产#

购买者价格 $7?Q>[9UZQbURQA>Z%" 为了在购买者要求的时间和地点获取一单位货物服务而由购买者支付

的金额% 不包括任何购买者可抵扣的增值税或类似税收# 一项货物的购买者价格包括为了在

指定的时间和地点送达货物而由购买者单另行支付的运输费用# 0"0.

"""""""""

购买力平价 $7?Q>[9UA@P R=cZQR9QABW# 777%" 在%国以一单位%货币可购买的货物服务% 在 ;国实现

相同数量的购买所需花费的;货币数量# !/"!33

""""""""""""""""""

准公司 $M?9UA_>=QR=Q9BA=@%" 常住机构单位拥有的非公司制企业% 有足够的信息编制完整的账目% 并作

为单独的公司运营% 其与所有者的实际关系和公司与股东的关系相同' 或非常住单位拥有的

非公司制企业% 因其在经济领土内长期或无限期地从事数量显著的生产而实际上构成了一个

常住机构单位# .".,

""""""""""""""""""""""""""""""

上市股份 $M?=BZ\U[9QZ%" 见上市股份 !JOIE85 IM)F8"#

实际国内总收入 $GZ9<3-8%" 度量国内生产产生的总收入的购买力# !/"!22

"""""""""""

实际持有损益 $GZ9<[=<\A@P P9A@9@\<=UU%" 在不存在交易和资产物量其他变化的条件下% 核算期内超过

中性持有收益的资产价值增加 !减少" 数额# !,"10

""""""""""""""""

已实现的持有收益 $GZ9<AaZ\[=<\A@P P9A@%" 由于核算期初以来持有收益 !损失" 而引起价值增加 !减

少" 的一项资产被出售$ 兑现$ 使用或处置% 或涉及持有损益的负债被偿付% 则谓之实现

了持有收益# !,"24

"""""""""""""""""""""""""""""""

地租 $GZ@B%" 自然资源所有者 !出租人或地主" 因将自然资源提供给另一机构单位 !承租人或佃户"

用于生产而应收到的收入# 1"!43%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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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金 $GZ@B9<%" 在营业租赁或类似的契约项下% 固定资产使用者因有权在一规定期限内将该资产用于生

产而应向其所有者支付的金额# 0",./

"""""""""""""""""""""""

回购 $GZR=%" 指证券回购协议% 出售证券换取现金% 并承诺在将来特定日期以一确定价格用现金回购同

一或相似的证券# !!"1.

"""""""""""""""""""""""""""""

研究与实验开发 $GZUZ9Q>[9@\-ẐRZQAYZ@B9<. \ZVZ<=RYZ@B%" 为增加知识存量而进行系统性创造工作

所花费的支出价值% 包括人类$ 文化和社会知识% 以及将知识存量用于新的应用# 但 #$%

没有把人力资本作为资产# !4"!4-

""""""""""""""""""""""""

储备资产 $GZUZQVZ9UUZB%" 货币当局为了满足国际收支平衡需要% 或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以影响汇率%

或出于其他相关目的 !如维持对货币和经济体的信心% 或作为对外借款的基础" 而控制和

掌握的外部资产# 储备资产必须以外汇计价和结算# ,0"3/

""""""""""""""

常住性 $GZUA\Z@>Z%" 各机构单位的常住性取决于与其有着最强联系的经济领土% 换言之% 是其主要经济

利益的中心所在# ."!4

"""""""""""""""""""""""""""""

资源租赁 $GZU=?Q>Z<Z9UZ%" 一种租赁协议% 自然资源 !#$%中认为其有无限寿命" 的法定所有者将其置于

承租人之手% 并从后者处获得作为财产收入记录的规律性支付 !地租"# 1"!43% !1"-!4

""

国外 $GZUB=XB[Zc=Q<\%" 所有与常住单位进行交易或有其他经济联系的非常住机构单位# ."!1,

""

公司或准公司的留存收益 $GZB9A@Z\Z9Q@A@P =X9 >=QR=Q9BA=@=QT?9UA_>=QR=Q9BA=@%" 等于可分配收入减

去应付红利或准公司收入提取# 1"!-3

"""""""""""""""""""""""

储蓄 $&9VA@P%" 未用于最终货物服务消费的可支配收入 !已针对养老金权益变动做了调整" 部分# 3",2

""

次要活动 $&Z>=@\9QW 9>BAVABW%" 一生产单位在主要活动之外开展的活动% 其产出像主要活动一样% 必须

适于提供给其他生产单位# /"3

""""""""""""""""""""""""""

证券回购协议 $&Z>?QABAZUQZR?Q>[9UZ9PQZZYZ@B%" 协议中包含了如下条款% 证券现金交易中承诺在将来

某个确定的日期 !通常是之后的一天或若干天% 也可以是将来的日期" 或 (开放型) 到期

日以固定价格回购相同或相似的证券# !!"1.

""""""""""""""""""""

自雇者 $&Z<X_ZYR<=WZ\RZQU=@%" 为单一或合伙所有者拥有的非法人企业工作的人% 此类企业不包括归入

准公司的非法人企业# !3",/

"""""""""""""""""""""""""""

服务 $&ZQVA>Z%" 改变消费单位状况% 或便利产品$ 金融资产交易的生产活动结果# 0"!1

""""""

现金形式的社会救济福利 $&=>A9<9UUAUB9@>Z:Z@ZXABA@>9U[%" 由政府或 $(6#7向住户支付的经常转移%

其目的是为了满足与社会保险福利相同的需求% 但其不要求参与社会保险计划 !通常是通

过社会缴款的方式"# 2"!!4

"""""""""""""""""""""""""""

社会福利 $&=>A9<:Z@ZXAB%" 住户应收的经常转移% 其目的是为了应对特定事件或情形引发的需求% 如疾

病$ 失业$ 退休$ 住房$ 教育或亲属等情形# 2"!1

"""""""""""""""""

社会缴款 $&=>A9<>=@BQA:?BA=@%" 为将来领取社会保险福利而向社会保险计划做出的实际或虚拟支付#

2"!0

"""""""""""""""""""""""""""""""""""""

社会实体 $&=>A9<Z@BABW%" 其存在由法律或社会确认% 独立于拥有或控制其的个人或其他实体# ."0

""

社会保险福利 $&=>A9<A@U?Q9@>Z:Z@ZXAB%" 因受益人参与某项社会保险计划% 当所覆盖的社会风险发生而

支付的社会保险福利# !1"23

"""""""""""""""""""""""""""

社会保险缴款 $&=>A9<A@U?Q9@>Z>=@BQA:?BA=@%" 为了使指定受益人获得收取社会保险福利的权益而向社

会保险计划支付的金额# !1"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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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险计划 $&=>A9<A@U?Q9@>ZU>[ZYZ%" 满足下列两个条件的保险计划& !" 保险福利的获取以参与计

划为前提条件% 且保险福利构成了 #$%中的社会保险福利' ," 下列 - 个条件中至少满足一

个&

!

参与计划是法律强制性的% 或体现在雇员或雇员群的就业条款和条件中'

"

计划是集

合性的% 为了员工团体的利益而运作% 不管其是否被雇用% 但仅限团体内的成员参与'

#

雇

主代表员工向计划缴款 !实际或虚拟"% 不管雇员缴款与否# 2"0/% !1"22

"""""""

现金形式的社会保障福利 $&=>A9<UZ>?QABW :Z@ZXABA@>9U[%" 社会保障基金向住户以现金形式支付的社会

保险福利#

2"!42

"""""""""""""""""""""""""""""""""""""

实物社会转移 $&=>A9<BQ9@UXZQA@ À@\%" 由政府和$(6#7免费或以不具有显著经济意义的价格向住户提

供的货物服务# 2"!.!

""""""""""""""""""""""""""""""

特别提款权 $&RZ>A9<-Q9cA@P GAP[BU# &-G%" 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立的国际储备资产% 分配给其成员

以补充现有储备资产# !!".1

"""""""""""""""""""""""""""

存量 $&B=>̀%" 一个时点上资产和负债的持有头寸# -".

""""""""""""""""""""

拆分证券 $&BQARRZ\UZ>?QABAZU%" 将带有券息支付的本金数额转换成一系列零息债券后形成的证券% 到期

日序列与票息支付日期和还本日期相匹配# !!"03

""""""""""""""""""

补贴 $&?:UA\AZU%" 政府单位 !包括非常住政府单位" 基于企业生产活动水平或其生产$ 出售或进口的货

物 !或服务" 数量或价值而向企业做出的经常性单向支付# 1"32

"""""""""""

产品补贴 $&?:UA\W =@RQ=\?>B%" 针对每单位货物或服务应支付的补贴# 1"!44

""""""""""

供给表 $&?RR<W B9:<Z%" 购买者价格的供应表是一长方形矩阵% 行向是产品分组% 与相应的使用表的产品

分组相同% 列向项目对应于按基本价格计值的国内产出$ 进口% 以及为实现以购买者价格为

各组产品总供应估价所必需的估价调整# !."!-

"""""""""""""""""""

进口关税 $D9^ZU9@\\?BAZU=@AYR=QB%" 当货物进入经济领土的国家或海关界限% 或当非常住生产者将

服务提供给常住机构单位时% 应支付的货物与服务税收# 1"34

""""""""""""

税收 $D9^%" 机构单位向政府做出的实物或现金形式的强制性单向支付# 1"1!% 2"/,

""""""""

生产税净额 $D9^ZU<ZUUU?:UA\AZU=@RQ=\?>BA=@%" 发生在作为产出生产的货物服务上的应付税收或应收

补贴% 以及其他生产税收或补贴***如用于生产的劳动力$ 机器$ 建筑物和其他资产的应付

税收# 1"/

"""""""""""""""""""""""""""""""""""

增值税及关税以外的进口税 $D9^ZU=@AYR=QBU# Ẑ><?\A@P C#D9@\\?BAZU%" 当货物进入经济领土或服务

由非常住单位提供给常住单位时应付的$ &:#9BN=<'分类中定义的所有税收 !不包括增值

税和关税"# 1"3.

"""""""""""""""""""""""""""""""

收入税 $D9^ =@A@>=YZ%" 基于收入$ 利润和资本所得的各种税收# 2"0!

"""""""""""""

产品税 $D9^ =@RQ=\?>BU%" 针对某些货物与服务应付的税收# 1"22

"""""""""""""""

增值税! 进出口税以外的产品税 $D9^ZU=@RQ=\?>BU# Ẑ><?\A@P C#D# AYR=QB9@\ẐR=QBB9^ZU%" 由于货

物服务的生产$ 销售$ 转移$ 租赁或传递% 或生产者用于自身的消费或资本形成而需支付的

货物与服务税# 1"30

""""""""""""""""""""""""""""""

贸易条件 $DZQYU=XBQ9\Z%" 出口价格与进口价格的比率# !/"!21

""""""""""""""""

经济总体 $D=B9<Z>=@=YW%" 全部常住机构单位的集合# .",-

""""""""""""""""""

贸易加价 $DQ9\ZY9QPA@%" 经销商购买用于转售的货物所支付的实际或虚拟价格% 与出售该货物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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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处置该货物时的重置价格之间的差值# 0"!.0

"""""""""""""""""""

贸易损益 $DQ9\A@P P9A@=Q<=UU%" 因贸易条件变化产生的贸易损益% 是指实际国民可支配收入 !&'6"

和以物量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 !&'(" 之差# !/"!22

""""""""""""""""

交易 $DQ9@U9>BA=@%" 经济流量中的交易是指机构单位间经双方同意而完成的交互行为% 或机构单位内部

作为交易处理的行为 !通常限于该单位具有两项不同的功能之时"# -"1% -"/!

"""""

交易 $DQ9@U9>BA=@%" 也见于货币交易% 非货币交易#

转移 $DQ9@UXZQ%" 是一类交易% 一个机构单位向另一个单位提供货物$ 服务或资产% 但并不从后者得到

任何货物$ 服务或资产作为直接对应的回报# 2"!4% 2"-.

""""""""""""""

可转让存款 $DQ9@UXZQ9:<Z\ZR=UAB%" 可根据需求按面值兑换为纸币或硬币而不会被处以罚金或受到限制%

并可通过支票$ 汇票$ 转账指令$ 直接贷记B借记或其他直接支付措施直接用于对外支付#

!!"/.

"""""""""""""""""""""""""""""""""""

运输设备 $DQ9@UR=QBZT?ARYZ@B%" 用于移动人和物体的设备# !4"2.

"""""""""""""""

重复提供产品的林木! 庄稼和植物资源 $DQZZ# >Q=R9@\R<9@BQZU=?Q>ZUWAZ<\A@P QZRZ9BRQ=\?>BU%" 其自

然生长和再生处于机构单位直接控制$ 负责和管理下的各种植物# !4"3/

""""""""

预收保费 $N@Z9Q@Z\RQZYA?Y%" 与核算时点以后时期相关的已收实际保费金额# 0"!21

"""""""

非法人企业 $N@A@>=QR=Q9BZ\Z@BZQRQAUZ%" 反映不能作为准公司生产活动处理的政府单位$ $(6#7或住户

的生产活动# /"!

""""""""""""""""""""""""""""""""

非上市股票 $N@<AUBZ\U[9QZ%" 未在交易所上市的权益证券# !!"21

""""""""""""""""

非上市股票 $N@T?=BZ\U[9QZU%" 见非上市股票 $N@<AUBZ\U[9QZ%

未实现持有收益 $N@QZ9<AaZ\[=<\A@P P9A@%" 归属于核算期末仍持有资产或仍未决负债的持有收益#

!,"24

"""""""""""""""""""""""""""""""""""""

使用表 $NUZB9:<Z%" 购买者价格的使用表由覆盖经济体中所有可得产品的一套产品平衡表构成% 表式为

长方形矩阵% 行向按以购买者价格计价的各产品排列% 列向按各种产品使用类型排列#

!."!-

"""""""""""""""""""""""""""""""""""""

贵重物品 $C9<?9:<ZU%" 具有可观价值的生产品% 主要不是用于生产或消费之目的% 而是长期作为价值贮

藏手段持有# !4"!-

"""""""""""""""""""""""""""""""

增值税 $C9<?Z9\\Z\B9^# C#D%" 基于货物或服务的税收% 在企业中分阶段归集% 最后由最终购买者全

额支付# 1"23

"""""""""""""""""""""""""""""""""

纵向一体化 $CZQBA>9<A@BZPQ9BA=@%" 通常由不同企业完成的不同生产阶段% 现由同一企业的不同部分接续

完成# /",-

""""""""""""""""""""""""""""""""""

物量指数 $C=<?YZA@\Ẑ%" 两个时期之间一组特定货物或服务之数量比例变化的平均值# !/"!-

"""

许可 $O9QQ9@B%" 可交易工具% 赋予持有者在特定条款和时间期限内从签发人 !常为一公司" 处购买一

定数量股份或债券的权利# !!"!!3

""""""""""""""""""""""""

水资源 $O9BZQQZU=?Q>Z%" 可抽取的地表和地下水% 其稀缺性足以引发所有权和B或使用权的确立$ 市场

估价和某种经济控制# !4"!2.

""""""""""""""""""""""""""

武器系统 $OZ9R=@UUWUBZY%" 包括运载工具和其他设备% 如军舰$ 潜水艇$ 军用飞机$ 坦克$ 导弹承载

与发射装置等# !4"2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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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公司收入提取 $OAB[\Q9c9<=XA@>=YZXQ=Y9 T?9UA_>=QR=Q9BA=@%" 所有者从准公司提取的可分配收入#

1"!--

"""""""""""""""""""""""""""""""""""""""""

在制品 $O=Q̀_A@_RQ=PQZUU%" 企业生产的尚未达到可正常供应给其他机构单位状态的产出# !4"!-.

""

培育性生物资源在制品 $O=Q̀_A@_RQ=PQZUU=@>?<BAV9BZ\:A=<=PA>9<QZU=?Q>Z%" 尚未成熟到可正常供应给

其他机构单位状态的产出# !4"!.4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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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UFG)JDJUU5OKL 异常洪灾 !,".0

)*IUF\EOUK G)EFOd 投入矩阵 !."21

)++O58KE)J5)G)L8 意外损害 0"!.1% 0",.-

)++UXKEOKL+UK+8\EI 核算概念 !2"!

)++UXKEOKLDF)G8[UFT 核算框架 !"!

)++UXKEOKL\8FOU5 核算期 -"!/

)++UXKEOKLFXJ8I 核算规则 ,".% -"-% -"!0% -"!!!

?DOK)K+O)JIE)EOIEO+I ?金融统计核算规则 ,1"1

)++UXKEIOK VUJXG8E8FGI 物量账户 !2",% !2"0-

)++UXKEIF8+8OV)*J8UF\)W)*J8 应收B应付款 -"!1.% !!"1-% !!"!,1% ,,"3-

)++UXKEI% )FEO+XJ)EOUK 账户% 环环相扣 !"!.

)++FX)J)++UXKEOKL 权责发生制 -"!00

)++FX)J)5SXIEG8KEI 应计调整 !!"!4/

)++FX)JF8+UF5OKL 基于权责发生制进行记录 ,"//% 1".!% 1"2.% !2"-.

?OKE8F8IE ?应计利息 1"!!/

?E)d8I ?应计税款 2"/2% ,,"3!

)++FX85 *8K8DOEU*JOL)EOUK !%;N" 累积福利义务 !1"!2!

)++XGXJ)EOUK 积累 !"0% -",4% !."!!

)++XGXJ)EOUK )++UXKEI 积累账户 !",4% ,"2.% ,"!41% -",

)++XF)+W 准确性 !2"-% !2"!,

)+O5 F)OK 酸雨 !,"/,

)+kXOIOEOUK 获得 ,!",,

)+kXOIOEOUK UD+UKIXG\EOUK LUU5I)K5 I8FVO+8I 消费性货物和服务的获得 3"!1

)+kXOIOEOUK UDLUU5I)K5 I8FVO+8I 货物和服务的获得 3"-0

)+kXOIOEOUK UDKUK]DOK)K+O)J)II8EI 非金融资产的获得 !4",,% !0",4

EOG8UDF8+UF5OKL 记录时间 !4"/-

)+kXOIOEOUK VI"8d\8K5OEXF8 获得与支出 3"-!

)+EOV)EOUK UD)UK8]UDDLX)F)KE88 一次性担保的代偿触发 ,,"!,3

%+EOVOEO8IUD9XJEOK)EOUK)J=KE8F\FOI8I

!%9$=IE)EOIEO+I" 跨国企业活动 !跨国企业活动统计" ,0"34

.!1



)+EOVOEW 活动 !/"!,4

?58JO*8F)E8JW+UK+8)J85 ?故意隐瞒的活动 0".4

?D)+OJOE)EOKLDOK)K+O)JOKE8FG85O)EOUK ?为金融中介提供便利的活动 .",3

?OJJ8L)J ?非法活动 0"-3

?OKDUFG)J ?非正规活动 0"-3

?KUK]8+UKUGO+ ?非经济活动 0",/

?KUEEF8)E85 )I)K+OJJ)FW ?不能处理为辅助活动的活动 /"-1

)+EIUD[)F 战争 !,".0

)+EX)J+UKIXG\EOUK 实际消费 !"10

)+EX)JDOK)J+UKIXG\EOUK 实际最终消费 3"0

?L8K8F)JLUV8FKG8KE ?政府实际最终消费 3"!4-% 3"!!1

?MUXI8MUJ5I ?住户实际最终消费 ,"!4.% 3"!!0

?$(6#7I

?

?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的实际

最终消费 3"!!!% 3"!!2

)+EX)JMUXFI[UFT85 实际工作时数 !3".,

)+EX)J\F8GOXGI 实际保费 !1"!.% !1"-/

?58DOKOEOUK ?实际保费定义 0"!20% !1".

)+EX)FO)J8IEOG)E8I 精算估计 1"!/4% !1"1% !1"!..

)+EX)FO)JF8I8FV8IDUFJOD8OKIXF)K+8 人寿保险精算准备金 !1"!1

)5 V)JUF8GE)d8I 从价税 1"22% 1"!44% 1"!4/% !/"!1/

)55OEOUKIEU8kXOEW 权益增加 1"!-/

)55OEOVOEW)K5 +M)OKOKL 可加性和链锁 !/"/2

)5SXIE85 +J)OGI 调整后赔付 0"!23% !1",!

)5SXIE85 5OI\UI)*J8OK+UG8 调整后可支配收入 ,"!44% 2"-,% 2"!..% 3"1

)5SXIEG8KEDUFI8)IUK)JOEW 季节调整 !2"-1

)5SXIEG8KEDUFEM8+M)KL8OK \8KIOUK 8KEOEJ8G8KEI 养老金权益变动调整 3"3% 3"!-% !0"!/% !1"!.!

)5SXIEG8KEDUF[UFTOKL5)WI 工作日调整 !2"-2

)5GOKOIEF)EOV85)E) 行政数据 !3"11% !3"24

)5GOKOIEF)EUFIUD\8KIOUK DXK5I 养老基金管理者 2"20

)5V)K+8I 预付款 !1",3.% ,1"-/

)5VU+)+WLFUX\I 推促团体 ,-"!3

)8FO)J)K5 UEM8FIXFV8WI 航空测绘和其他测绘 !4"!40

)DE8F]E)dF8KE 税后地租 1"!/1

)L8]8DDO+O8K+W\FUDOJ8 年限效率模式 ,4"!1

)L8K+O8IUD+8KEF)JLUV8FKG8KE 中央政府代理机构 ."!-2

)L8]\FO+8\FUDOJ8 年限价格模式 ,4"!1

)LLF8L)E8F8)JOK+UG8G8)IXF8I 实际收入总量指标 !/"!3,

)LLF8L)E8IE)EOIEO+I 总量统计指标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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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F8L)EOUK 汇总 -"!3!

)LLF8L)EOUK UDkX)FE8FJW8IEOG)E8I\F8D8F)*J8

EU)K )KKX)J8IEOG)E8 优于年度估计值的季度估计值加总 !,"33

)LFO+XJEXF)J)+EOVOEO8I 农业活动 ,/".0

)LFO+XJEXF)JUXE\XE 农业产出 0"!-1

)LFO+XJEXF)J\FU5X+EOUK 农业生产 ,/"1,

)LFO+XJEXF)J\FU5X+EIDUFU[K XI8]V)JX)EOUK 自用农产品的估价 0"!,.

)LFO+XJEXF8% IX*IOIE8K+8 生计农业 !".!

)O5 )L8K+O8I 援助机构 ."!03

)JJU+)E85 LUJ5 已分配黄金 !!"04

)JJU+)E85 LUJ5 )++UXKEI 已分配黄金账户 !!"./% !1",.4

)JJU+)EOUK UDUEM8F\FOG)FWOK+UG8)++UXKE 其他初始收入分配账户 1",,

)JJU+)EOUK UD\FOG)FWOK+UG8)++UXKE

?

初始收入分配账户

?

,"3,% 1"!0% !!"34% !0"2% ,0".%

,2"1,

)JJU[)K+8IDUF58\8K58KEI 家属津贴 1".0 !原文为 1"./"

)JE8FK)EOV8G8EMU5 UDIX*]I8+EUFOKLEM8L8K8F)J

LUV8FKG8KEI8+EUF 划分一般政府子部门的备选方法 ."!.2

)K)JWEO+\F8I8KE)EOUK UDEM8*)J)K+8UD\)WG8KEI 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分析性表述 ,0"!4!

)K)JWEO+)JDXK+EOUKI 分析功能 ,2"0-

)K)JWEO+)J\XF\UI8I 分析目的 ,2",

)K)JWEO+)JXKOE 分析单位 /"/-

)K+OJJ)FW)+EOVOEW

?

辅助活动

?

."00% /"-% /"!4% 0",41% !."--%

,3"-.% ,3"0/

?+M)F)+E8FOIEO+I ?辅助活动特征 /"-0

?58DOKOEOUK ?辅助活动定义 /"-0

?8d+JXIOUKI ?不属于辅助活动的情况 /"-1

?\UFEF)W)JOK )I)E8JJOE8)++UXKE ?辅助活动在卫星账户中的描述 /"./

?EF8)EG8KE)I)I8\)F)E88IE)*JOIMG8KE ?处理为独立基层单位的辅助活动 /".!

?EF8)EG8KE)II8+UK5)FW)+EOVOEW ?处理为次要活动的辅助活动 /"..

?V)JX8)5585 ?辅助活动增加值 /"-3

)K+OJJ)FWI8FVO+8I 辅助服务 0",!/

)KOG)JF8IUXF+8IWO8J5OKLF8\8)E\FU5X+EI 重复提供产品的动物资源 !4"3,

)KKX)J+M)OK VUJXG8I8FO8IVI"kX)FE8FJW 年度链接物量序列与季度链接物量序列 !/".2

)KKX)J+M)OK85 OK5O+8I 年度链式指数 !/"/-

)KKX)JUV8FJ)\I 年度重叠 !/".0

)KKXOE)KE 年金受益人 !1"00

)KKXOEW

?

?

年金

?

?

0"!13% 1"!..% 2"!-3% !,"/3% !1"0%

!1"//% !1"00% !1"!/2% !1",!1%

,."13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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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KOEO)EOUK ?年金启动 !1"1.

?\XF+M)I8UD ?年金的购买 !1"1.

)\\8)F)K+8)K5 5OI)\\8)F)K+8UD)II8EI 资产的出现和消失 -"!4,% !,"!,

)\\8)F)K+8UDK8[\FU5X+EI 新产品的出现 !/".

)\\F)OI)J+UIEI 评估费用 !4"!40

)\\FU\FO)EOUK 占有 ,,"!.,

)\\FUdOG)EOUK EUG)FT8E\FO+8I 市场价格的近似估计 -"!,-

)F*OEF)L8 套利 !!"!!,

)FGHI]J8KLEM \FO+8I 公平价格 ,!"/4

)FG85 DUF+8I 武装部队 !3",!% !3"-,% !3"--% !3"-.

)FEO+XJ)EOUK UDEM8)++UXKEI 账户的勾稽关系 ,"!.% ,1",

)FEODO+O)JIX*IO5O)FO8I 虚拟子公司 ."0-% ,0",2

)FEI)K5 +XJEXF8UFL)KOh)EOUKI 艺术和文化组织 ,-"!3

)II8E 资产 ,"--% ,"..% !4"2% !!"-

?+FUII]+J)IIODO85 *W58*EUF ?按债务人交叉分类的资产 ,"!/!

?58DOKOEOUK ?资产定义 -"/% -"-4

?58KUGOK)E85 OK DUF8OLK +XFF8K+W% MUJ5OKLL)OKI ?外币计价资产的持有收益 !,"!,4

?58V8JU\85 XK58F)+UKEF)+EUDI)J8 ?先签订销售协议后开工生产的资产 !4"//

?8KEFWOKEU*)J)K+8IM88E ?进入资产负债表的资产 -".,

?8dOEDFUG*)J)K+8IM88E ?退出资产负债表的资产 -".,

?8d\8+E85 JOD8J8KLEM ?资产预期使用寿命 ,4"//

?OKDOKOE8JOD8 ?永久存在的资产 1"!43

?\FU5X+85 *W+UGGXK)J8DDUFE ?集体出力生产的资产 !4"/0

?\FU5X+85 DUFU[K +UGGXK)JXI8 ?为自身共同使用而生产的资产 !4"/2

?\FU5X+85 UK U[K )++UXKE ?自产自用的资产 !4"/.% !4"23

?F8J)EOUK EUF8IO58K+8 ?资产与常住性 -"-3

?F8IO5X)JV)JX8 ?资产的残余价值 ,4"/!

?IM)F85 U[K8FIMO\ ?所有权共有的资产 !1"-..

?[OEM JUKL\FU5X+EOUK \8FOU5I ?生产周期较长的资产 !4"/.

)II8E)++UXKE 资产账户 !-"!% !-"2% ,3"!!0

)II8E*UXK5)FW 资产范围 -"-!% -"-1% !4"--

?I8FVO+8I ?资产范围内的服务 !4"-1

)II8EV)JX)EOUK% 8DD8+EUD+M)KL8IOK EM8

OKE8F8IEF)E8 利率变化对资产估价的影响 !,".4

)II8E]*)+T85 I8+XFOEO8I 资产支撑证券 !!"0.% !!"01

)IIU+O)E8UD+UF\UF)EOUK 联营公司 ,0"2/

?58DOKOEOUK ?联营公司定义 ."1/

)XEUKUGUXI\8KIOUK DXK5 自主养老基金 2"12

1!1

索""引



)XEUKUGW 自主权 ."0% ."03% ."!-2% ,,",4

)XEU]\OJUE 自动运行 ."0!

)V8F)L8I8FVO+8JOV8I 平均使用寿命 0",/-

)V8F)L8]W8)F\FO+8I 年平均价格 ,4"-.

%

*)5 58*EI 坏账 ,!"/0

*)OJUXE 紧急援助 ,!"/.% ,,"!,2% ,,"!.-

*)J)K+8UDLUU5I)K5 I8FVO+8I 货物和服务差额 !0",3

*)J)K+8UDLUU5I% I8FVO+8I)K5 \FOG)FWOK+UG8 货物$ 服务和初始收入对外差额 ,0"14

*)J)K+8UD\)WG8KEI 国际收支平衡表 !0",,% ,0"!,% ,0".0

*)J)K+8UD\FOG)FWOK+UG8I

?

初始收入

?

,"3-% 1"!2% 1",/% 2"!4% !0"!4%

!0",3% ,0"14% ,2"1-

*)J)K+8IM88E

?

?

资产负债表

?

?

!"!.% !",4% !",,% ,"--% ,"2/%

,"!,!% -",% -".,% -"!//% !,"!%

!-"!% !/"!02% ,0"2% ,2"1/

?)K)JWEO+)JXI8I ?资产负债表的分析性用途 !-"0

?58DOKOEOUK ?资产负债表定义 !-",

OKE8LF)J\)FEUDEM8#$% 作为 #$%有机组成部分的资产负债表 !0"-!

*)J)K+OKLOE8G

?

平衡项

?

!"!.% ,"1-% ,"2-% ,"!!1% -"!4%

0"0% !0",3

?58DOKOEOUK ?平衡项定义 -"3% -"!41

?DOK)K+O)J)++UXKE ?金融账户平衡项 !!"!

?LFUII)K5 K8E ?平衡项& 总额B净额 ,"24% 0"3% 0"1,

?UD)+XFF8KE)++UXKE ?经常账户平衡项 0"14

?UDGXJEO]F8LOUK)JXKOEI ?多区域单位的平衡项 !2".3

?\FO+8)K5 VUJXG85OG8KIOUKI ?平衡项的价格与物量维度 !2",1

?\FU5X+EOUK )++UXKE ?生产账户平衡项 0"2

?\X*JO+I8+EUF ?公共部门平衡项 ,,"!02

*)J)K+OKLIX\\JW)K5 XI8E)*J8I 经平衡的供给使用表 ,/"--

*)KT 银行 !!"/0

*)KT OKE8F8IE

?

银行利息

?

0"!0.% 1"!!0% 2",.% 3"0,% !-"0,%

!1",/4

*)KT8FHI)++8\E)K+8 银行承兑汇票 !!",/% !!"02

*)KTFX\E+W 破产 ,!"!-

*)FL8I 驳船 !4"2-

*)FE8F

?

?

易货贸易

?

?

!"-0% ,",.% -"11% -"13% 0"!4,%

2",,% 3"./% 3"1/% !4"0,% !4"!.0%

!1",,0

*)FE8FEF)KI)+EOUK 易货交易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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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DOKOEOUK ?易货交易定义 3".3

?V)JX)EOUK ?易货交易估价 3"/4

*)IO+M8)5OKL 细类$ 基本类 !/",40% !/",,3

*)IO+\FO+8I

?

基本价格

?

,"0-% ,"21% -"!.0% 1"1% !."./%

!."!-3% !0".3

?58DOKOEOUK ?基本价格定义 0"/!

*8M)VOUXFUD8+UKUGO+)L8KEI 经济主体的行为 !1",42

*8K+M]G)FTOKL 基准化 !2"--% !2"-3

?kX)FE8FJWI8FO8I ?季度序列基准化 !/".2

*8K8DOE% IU+O)JOKIXF)K+86%%)JIUOKIXF)K+8

+J)OG*8K8DOEI

利益% 福利% 给付% 社会保险金%

可参见保险赔付 -",1% 0"!32% !!".% !1".

*OJJI 票据 !!"0.

?OK+F8)I8OK V)JX8EF8)E85 )IOKE8F8IE ?视为利息的票据价值增加 !1",-!

?OKE8F8IE ?票据利息 1"!!2

*OK)FWG8EMU5% 6<( 6<(双边法 !/",!1

;J)+T]#+MUJ8I ;J)+T]#+MUJ8I期权定价模型 !-"2-

*JU+T G8EMU5% 6<( 6<(集团法 !/",!-

?)5V)KE)L8I ?6<(集团法的优点 !/",!/

*UK5I 债券 !!"0.

?588\]5OI+UXKE85 ?高贴现债券 !,"!43

?5OFEW\FO+8 ?债券的含息价格 !-"/3

?5OI+UXKE85 ?贴现债券 !1",/2

?MUJ5OKLL)OKI)K5 JUII8IVI"OKE8F8IE ?债券持有损益与利息 !,"!42

*UKXIIM)F8I 送股 1"!,3% !!"23

*UKXI8I 奖金 1"..

?OKIXF)K+8 ?保险红利 !1"!2

*UUT V)JX8 面值 -"!/1

*UF58F[UFT8FI 边境工人 !0"/-% !3"-,% !3"--% !3"2!% ,0"02

?F8IO58K+8 ?边境工人的常住性 ,0"-2

*UF58FJOK8 *8E[88K OK5OVO5X)J)K5 +UJJ8+EOV8

I8FVO+8I 个人服务与公共服务的界限 3"32

*UFFU[85 DXK5I 借来的资金 1"!,

;(90 +国际收支手册, 第 0 版 !0",2% ,3"20

;F)K+M 分支机构

?XK58FE)T8I\FU5X+EOUK DUFUK8W8)FUFGUF8

?

?从事生产活动一年或一年以上的

分支机构 ,0"-4

*F)K+M 分支机构

?;(90 58DOKOEOUK ;(90 的分支机构定义 ,0"-4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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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F)+E8FOIEO+I ?分支机构的特征 .".1

? +UG\J8E8I8EUD)++UXKEI% [OEM )*)J)K+8

IM88E% 8dOIEI

?存在包括资产负债表在内的全套账

户的分支机构 ,0"-4

?F8+ULKOh85 )I*8OKLIX*S8+EEUEM8OK+UG8E)d

IWIE8GUDEM88+UKUGW[M8F8JU+)E85

?认定要受所在地所得税制度管理的

分支机构 ,0"-4

?IX*S8+EEUEM8OK+UG8E)dIWIE8G[M8F8JU+)E85 ?受所在地所得税制度约束的分支机

构 ,0"-4

?XK58FE)T8I\FU5X+EOUK DUFUK8W8)FUFGUF8

?

?从事生产活动一年或一年以上的分

支机构 ,0"-4

*F)K+M8I 分支机构 ."!-% .".-% !!"22

*F)II\J)E8+UG\)KW 铜牌公司 ."/0

*F8)T5U[K *W+XFF8K+W 按币种分类 ,1"!0

*FO5L8+UXKEFW 桥梁国 !/",,,

*FU)5 GUK8W 广义货币 ,1"!!

?K)EOUK)JG8)IXF8I ?广义货币的各国定义 !!"1/

*X5L8EIXF\JXIUF58DO+OE 预算盈余或赤字 !",3

*XOJ5% U[K% U\8F)E8% EF)KID8F!;NǸ " I+M8G8 建设*拥有*经营*转让!;NǸ "模式 !4"/3

*XOJ5OKLI)K5 IEFX+EXF8I 建筑和构筑物 !/"!./

*XIOK8II)++UXKEOKL

?

企业会计

?

!"0-% ,"/0% ,"3.% -"!!,% -"!-3%

1",.

*XIOK8II)K5 \FUD8IIOUK)JJO+8K+8I 营业和执业执照 1"31

*XIOK8IIF8LOIE8F 营业登记 ,!"2

*XIOK8IIIXFV8WI 企业调查 !3"/.% !3"11% !3"13% !3"2,% ,.",!

*XIOK8IIEF)V8J8d\8KI8I 公务差旅费 2"33

*W]\FU5X+EI 副产品 /"2% /".3% ,2".0

,

+)JJU\EOUK 买进期权 !!"!!1

+)JJIXK58FIE)K5)F5Oh85 LX)F)KE88I+M8G8I 标准化担保下的代偿 !1",,4

<)K*8FF)LFUX\ F8\UFE 堪培拉小组报告 ,.",,

+)K+8JJ)EOUK UD58*E*WGXEX)J)LF88G8KE 经共同协议取消的债务 !4",!4

+)\OE)J)++UXKE

?

资本账户

?

!",4% ,"!!4% 2",/% !4"!% !0"!2%

!0"--% ,2"1!

+)\OE)JDUFG)EOUK *WEW\8UD\FU5X+OKLXKOE 按生产单位类型分类的资本形成 !."!04

+)\OE)JL)OKII88MUJ5OKLL)OKI 资本收益% 参见持有收益

+)\OE)JOKS8+EOUKI

?

注资

?

!!"34% !!"3!% ,!"/.% ,,".1%

,,"!-2

+)\OE)J\FU5X+EOVOEW 资本生产率 !3"0-

+)\OE)JI8FVO+8I

?

资本服务

?

0",./% 1"!-% !."!/1% !2"01% ,4"!%

,4"/% ,!"/!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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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5)E)kX)JOEW+M8+T ?用作数据质量检查的资本服务 ,4",3

+)\OE)JIEU+T 资本存量 0",.3% !2"-!% ,4"!

?DOd85 )II8EI ?针对固定资产的资本存量 !-"3

?V)JX)EOUK ?资本存量估价 ,4"2

+)\OE)JE)d8I% 58DOKOEOUK 资本税定义 !4",41

+)\OE)JEF)KID8F

?

资本转移

?

,"!!4% -"04% 2"!4% 2",/% 2"!,0%

2"!,2% !4"!3% !4",44% !!"3!%

!0"!2% ,,"!4/% ,,"!,3% ,,"!-.%

,,"!./% ,,"!0,% ,0"1% ,0"1!

?)+kXOIOEOUK UD8kXOEW ?股权获得与资本转移 ,,"!-2

?LUV8FKG8KELX)F)KE88I ?政府担保下的资本转移 !1",,,

?OK TOK5 ?实物资本转移 !3".!

?UK8]UDDLX)F)KE88 ?一次性担保下的资本转移 !1",!,

?EF)KID8FUD\8KIOUK?8KEOEJ8G8KEI ?养老金权益的转移 !1"!22

+)\EOV8DOK)K+O)JOKIEOEXEOUK 专属金融机构 ."/3% ,,",-

?58DOKOEOUK ?专属金融机构定义 ."!!-

+)F\)FTOKL% IX*IO5Oh85 停车费% 补贴 1"/!

+)FE)d 车辆年税 1"2-

+)F)V)KI 大篷车 !4"2-

+)FI% +UG\)KW 公司汽车 2"!44

+)IM )++UXKEOKL 现金收付制 ,"/0% -"!0.

+)IM DJU[\FU*J8G 现金流问题 ,!"/,

+)IOKUJO+8K+8I 赌场牌照 !1"-/4

+)E)IEFU\MO+JUII8I 巨灾损失 !,".0

+)EEJ8% 5)OFW 奶牛 !4"3,

+8KEF)J*)KT 中央银行 1"!,,% ,,"!/4

?)I)DOK)K+O)JOKIEOEXEOUK ?作为金融机构的中央银行 0"!//

?58DOKOEOUK ?中央银行定义 ."!4.

?5OVO58K5I ?中央银行的红利 ,,"!/,

?8d+8\EOUK)J\)WG8KEI ?中央银行额外支付 ,,"!/,

?OKE8F8IE\)O5 ?中央银行支付的利息 ,,"!/-

?UD)+XFF8K+WXKOUK ?货币联盟的中央银行 ."!10

+8KEF)JLUV8FKG8KE 中央政府 ."-4% ."!!2

+8KEF)JLUV8FKG8KE)L8K+O8I 中央政府代理机构 ."!-2

+8KEF)JLUV8FKG8KEIX*]I8+EUF 中央政府子部门 ."!-.

+8KEF8UD58+OIOUK]G)TOKL 决策中心 ,"!0

+8KEF8UD\F85UGOK)KE8+UKUGO+OKE8F8IE 主要经济利益中心 !".2% ,"!3% ."!4% !3"!4

+8FEODO+)E8IUD58\UIOE 存款证 !!"3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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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K OK5O+8I 链式指数 !/"-0

?)5V)KE)L8I)K5 5OI)5V)KE)L8I ?链式指数的优缺点 !/".!

? )̂I\8WF8IVUJXG8 ?链式拉氏物量指数 !/".4

? )̂I\8WF8IVI"+M)OK IX\8FJ)EOV8 ?链式拉氏指数与链式超越指数 !/"/!

?())I+M8VUJXG8 ?链式帕式物量指数 !/".4

?VUJXG8I8FO8IKUE)55OEOV8 ?不可加链式物量指数 !/"/3

+M)OK UDU[K8FIMO\ 所有权链条 ,!"-1

+M)OKOKL 链锁 !/"-1% !/"31

?kX)FE8FJW)++UXKEI ?季度账户的链接 !2".-

?I8)IUK)J5)E) ?链锁季度数据 !/"..

+M)G*8FIUD+UGG8F+8 商会 2"!-,

+M)KL8OK JOD8OKIXF)K+8)K5 )KKXOEO8I

8KEOEJ8G8KEI 人寿保险和年金权益的变化 !1"/-

+M)KL8UD8+UKUGO+U[K8FIMO\ 经济所有权的变更 3"1-% !!"12

?LUU5IDUF\FU+8IIOKL ?加工货物经济所有权的变更 !."-2

?OG\UFEI)K5 8d\UFEIUDLUU5I ?进口和出口品货物经济所有权的变更 ,0",4

?KU8d+8\EOUKIOK ;(90

?

?经济所有权变更% 在 ;(90 中没有

例外 ,0",!

+M)KL8]8DD8+EOKLI8FVO+8I 变化促成服务 0"!1% 0"!2

+M)KL8IOK )II8EI 资产变化 ,"./

+M)KL8IOK +J)IIODO+)EOUK 分类变化

?)II8EI ?资产分类变化 -"!4.

?OKIEOEXEOUK)JXKOEI ?机构单位分类变化 !,"!4

?K)EXF)JF8IUXF+8I ?自然资源分类变化 !,",3

+M)KL8IOK +J)IIODO+)EOUK )K5 IEFX+EXF8 分类和结构的变化 ,"!!.

+M)KL8IOK OKV8KEUFO8I 存货变化 !"01% ,"-,% !4"!!2% !/"!/0% !2".,

?*W\FU5X+EEW\8 ?按产品类型划分的存货变化 !."!!4

?58DJ)EOUK UD ?存货变化的缩减 !/"0,

+M)KL8IOK JO)*OJOEO8I)K5 K8E[UFEM 负债和资产净值变化 ,"./

+M)KL8IOK JOD8OKIXF)K+8)K5 )KKXOEO8I

8KEOEJ8G8KEI 寿险和年金权益变化 2"-0

+M)KL8IOK K8E[UFEM 资产净值变化

?5X8EUK8XEF)JMUJ5OKLL)OKI ?中性持有损益引起的资产净值变化 ,"!,4% !,"11

?5X8EUKUGOK)JMUJ5OKLL)OKI ?名义持有损益引起的资产净值变化 ,"!!1% ,"!,4% !,"11% !0"-2

?5X8EUUEM8F+M)KL8IOK EM8VUJXG8UD)II8EI ?资产物量其他变化引起的资产净值变化 ,"!!.% !,"/% !0"-2

?5X8EUF8)JMUJ5OKLL)OKI ?实际持有损益引起的资产净值变化 ,"!,4% !,"11

?5X8EUI)VOKL)K5 +)\OE)JEF)KID8FI ?储蓄和资本转移引起的资产净值变化 ,"!!4% !-"!,% !0"!3% !0"-2

?58DOKOEOUK ?资产净值变化定义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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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KL8IOK \FO+8I 价格变化 ,"!.0

+M)KL8IOK E)dF8LOG8I 税收体制的变化 !."!/!

+M)KL8IOK EM8E8FGIUDEF)58 贸易条件变化 ,"!.0

+M)KL8IOK EM8V)JX8IUD)II8EI)K5 JO)*OJOEO8I 资产负债价值变化 !,"!

+M)F)+E8FOIEO+\FU5X+EI 特征产品 ,3"/3% ,3"0,

?M8)JEM +)F8 ?卫生保健特征产品 ,3"!.4

+M)F)+E8FOIEO+I 特征

?)K+OJJ)FW)+EOVOEO8I ?辅助活动特征 /"-0

?UD)K OKIEOEXEOUK)JXKOE ?机构单位特征 !"3

?UD\FU5X+EOUK )+EOVOEO8I ?生产活动特征 /"/

+M)FOE)*J8+UKEFO*XEOUKI 慈善捐献 -"2,

+M)FOEO8I 慈善团体 ."22% ."!03% 2"!-,

+MOJ5]+)F8 幼托 1"/!

+MOJ5F8K% \)WG8KEIEU 对孩子的支付 ,."04

<6: 到岸价 -"!.3% !."14

<6:]EU]:N;)5SXIEG8KE 到岸价调整到离岸价 !."11

<6:]EW\8V)JX)EOUK <6:型估价 ,0"/,

+OVOJ8KLOK88FOKL[UFTI 民用工程设施 !4"11

+OVOJI8FV)KEI 公务员 !3",!

+OVOJIU+O8EW 公民社会 ."-/% ,-"!!

+J)OGIUK EM869: 对69:的债权 !!"/3% !!"1-

+J)OGIUXEIE)K5OKL 未决索赔 !!"!4/% !1"!0

?58DOKOEOUK ?未决索赔定义 0"!21% !1"/

+J)OGIEF8)E85 )I+)\OE)JEF)KID8FI 视为资本转移的债权

?KUK]JOD8OKIXF)K+8 ?视为资本转移的非寿险赔付 !1".1

+J)OGI% OKIXF)K+8 保险赔付 !1"!

?58DOKOEOUK ?赔付定义 0"!21% !1"/

?OK+XFF85 ?已生索赔 !1"/

?KUK]JOD8OKIXF)K+8 ?非寿险赔付 !1".1

?F8OKIXF)K+8 ?再保险赔付 !1"0.

+J)IIODO+)EOUK MO8F)F+MW 分类体系 -"!,

+J)IIODO+)EOUK UD8d\8K5OEXF8*W\XF\UI8 支出目的分类 3"!.

+J)IIODO+)EOUK UDDOK)K+O)JOKIEFXG8KEI 金融工具分类 !!",3

+J)IIODO+)EOUK UD\FU5X+EI 产品分类 /".

+J8)K]X\ +UIEI 清洁费用 ,4"/0

+JUI85 8+UKUGW 封闭经济 !!",!

+JUIOKL*)J)K+8IM88E 期末资产负债表 !-"!-

+JUIOKLIEU+T 期末存量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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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X*I% IU+O)J% +XJEXF)J% F8+F8)EOUK)J)K5 I\UFEI

?

社会$ 文化$ 娱乐$ 体育等方面的

俱乐部 ."!01

<N:N&

?

政府职能分类

?

3"2/% 3"33% !."30% ,,"20% ,3"3%

,3"!/

<N6<N(

?

个人消费目的分类

?

3"1!% !."3.% ,."01% ,2"13% ,3"3%

,3"!-

+UJJ)E8F)J 抵押品 !!"!,-% ,,"!-,

+UJJ)E8F)JOh85 58*EU*JOL)EOUKI 抵押债务凭证 !!"01

+UJJ8+EOV8+UKIXG\EOUK 公共消费 ,"!4.

+UJJ8+EOV8+UKIXG\EOUK 8d\8K5OEXF8 公共消费支出 !."31

+UJJ8+EOV8+UKIXG\EOUK I8FVO+8 公共消费性服务 3".

+UJJ8+EOV8I8FVO+8I

?

公共服务

?

."!!1% 2"--% 2"!.,% 3"2/% 3"30%

,,"1% ,,"!1

?8d)G\J8I ?公共服务示例 3"31

?$(6#7I ?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的公共服务 3"!41

+UGG8F+O)J)++UXKEOKL 商业会计 !1"/2

+UGG8F+O)J\)\8F 商业票据 !!"0.% !!"33

+UGGOIIOUKI

?

佣金

?

-"!,,% -"!.!% 1"..% !!"!!.%

!1"--% ,4"04

?\)W)*J8*WF8OKIXF8FI ?再保险人应付佣金 !1"0.

+UGGU5OEW*)J)K+8 商品平衡 !.",

+UGGU5OEWDXEXF8I 商品期货 !!"!!.

+UGGU5OEWLUJ5 商品黄金 !1",.!

?EF)58G)FLOK ?商品黄金贸易加价 !1",.,

+UGGXK)J+UKIEFX+EOUK

?

市政建设

?

0"!,1% !4",!,% !3",0% !3".!%

,-".-

+UGGXKOEW]*)I85 UFLF)II]FUUEI)IIU+O)EOUKI 社区或草根社团 ,-"!3

+UGGXEOKLEOG8 上下班时间 !3"/,

+UG\)KW+)FI 公司车辆 1"/!% 2"!44

+UG\)F)*OJOEW 可比性 !/",4.

+UG\)F)EOV8\FO+8J8V8JOK5O+8I 比较价格水平指数 !/",,/

+UG\)F)EUF+UIE 比较成本 ,3"!/4

+UG\)FOIUKI% OKE8F]I\)EO)J 空间比较 ,"00

+UG\8KI)EOUK DUF5)G)L8IUFOKSXFW 对损害或伤害的补偿 !4",!,

+UG\8KI)EOUK DUFOKSXFW 对伤害的补偿 2"!4!% 2"!.4

+UG\8KI)EOUK OK TOK5 实物报酬 0"!4-

+UG\8KI)EOUK OK58d 报酬指数 !3"04

+UG\8KI)EOUK UD8G\JUW88I

?

雇员报酬

?

1",% 1"/% 1"!1% 1"-3% !/"!1.%

!0"1% !1"!4.% !3",4% ,0"/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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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雇员股票期权作为雇员报酬 !1"-23

?OK VUJXG8E8FGI ?雇员报酬的物量 !."!//

?IU+O)J+UKEFO*XEOUKI ?社会缴款 !1"!//

?EUUFDFUG)*FU)5 ?对国外支付的或来自国外的雇员报酬 2"!--

+UG\J8E8I8EUD)++UXKEI 全套账户 .",

?F8kXOF8G8KEDUFkX)IO]+UF\UF)EOUK ?准公司的必要条件 ."..

+UG\F8M8KIOV8K8IIUD#$% #$%的全面性 !"!

+UG\XE8FIUDE[)F8)K5 5)E)*)I8I 计算机软件和数据库 !4"!43% !4"!!4

+UK+8\EX)J8J8G8KEI 概念性要素 ,"!/

+UK+8IIOUK)JJ8K5OKL 优惠贷款 -"!-.% ,!"/3

+UKD8F8K+8I 会议 ,3"23

+UKDOI+)EOUK 没收 ,,"!.,

+UKLJUG8F)E8I 多元化企业集团 ."/!% ."1.

+UKK8+E85 \FU5X+EI 关联产品 ,3"/3

+UKIOIE8K+W 一致性 ,"!.% ,"!04

?*8E[88K 5ODD8F8KEIE)EOIEO+)JIWIE8GI ?不同统计体系之间的一致性 !"/2

?+J)IIODO+)EOUK ?分类的一致性 -"!0

?UD#$% ?#$%的一致性 !"!

?UDEM8+8KEF)JDF)G8[UFT ?中心框架的一致性 ,",

?kX)5FX\J8)++UXKEOKL ?四式记账的一致性 -"!0

?EOGOKL ?记录时间的一致性 -"!0

?V)JX)EOUK ?估价的一致性 -"!0

+UKIUJO5)EOUK

?

合并

?

,"02% ,"!0,% -"!31% !!".-% !0".4%

,!",!% ,,"!.% ,,"13% ,,"2,

?8d+8\EOUKI ?合并的例外情况 ,,"2-

?OKIXF)K+8 ?保险的合并 !1"/1

?UKJW[OEMOK )IOKLJ8)++UXKE ?仅在单个账户中进行的合并 ,,"24

?\F)+EO+)J5ODDO+XJEO8I ?合并的实际困难 ,,"2.

+UKIE)KE\FO+8IVI"VUJXG8E8FGI 不变价与物量 !/",3% !/"32

+UKIE)KE\XF+M)IOKL\U[8F 不变购买力 ,"00% ,"!.0

+UKIEFX+EOUK 建筑 !.",1

?OK ;(90 ?;(90 中的建筑 ,0"/1

+UKIEFX+EOUK \FUS8+EI% KUK]F8IO58KE 非常住者的建筑项目 .".2

+UKIEFX+EOV8JO)*OJOEW 推定负债 -"-.% -".4

+UKIXG8F5XF)*J8I

?

?

耐用消费品

?

?

,"-.% ,"!01% -".0% -".1% 3".,%

3"04% !4"-.% !-"3-% !."!43%

,."2-% ,3"!,% ,3"./% ,3"!/,

?58DOKOEOUK ?耐用消费品定义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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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8\)OF)K5 G)OKE8K)K+8 ?耐用消费品的维修和保养 3"03

+UKIXG8F\FO+8OK58d 消费者价格指数 !,"21% !."!0% !."!./% ,."01

?DUF5ODD8F8KELFUX\IUDMUXI8MUJ5I ?不同住户组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01

+UKIXG8F\FO+8I 消费者价格 !",3

+UKIXG8FIX*IO5O8I 消费者补贴 1"33

+UKIXG8FXEOJOEW 消费者效用 !/",-

+UKIXG8FIH)IIU+O)EOUKI 消费者协会 ."!01

+UKIXG\EOUK 消费 !"0% -",4% !."!!

?58DOKOEOUK ?消费定义 3"-3

?8KJ)FL85 ?扩大的消费 3"!1

+UKIXG\EOUK 8d\8K5OEXF8 消费支出 !"10

?+UJJ8+EOV8 ?公共消费支出 !."31

?OK TOK5 ?实物消费支出 ,."0/

?OK5OVO5X)J ?个人消费支出 !."31

?$(6#7I ?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的消费支出 3"!4/% !."3/

?EOG8UDF8+UF5OKL ?消费支出的记录时间 3"1,

?V)JX)EOUK ?消费支出估价 3"1.

+UKIXG\EOUK LUU5 UFI8FVO+8 消费性货物或服务 3",

+UKIXG\EOUK UDDOd85 +)\OE)J

?

?

?

?

?

固定资本消耗

?

?

?

?

?

!"!1% !"04% ,",.% ,"20% ,"!!4%

-"1/% 0"3% 0"1!% 0"1-% 0",!.%

0",.!% 0",.1% 0",/0% 1".% 2",!%

2"-,% 3"!4% 3"04% !4"-% !4",/%

!,"3.% !-",2% !/"!02% !0"/!%

!2"-!% ,4"/% ,4",2% ,4"-.% ,2"1/

?)KOG)JI ?关于动物的固定资本消耗 !4"3.

?*)IOIUDV)JX)EOUK ?固定资本消耗的估价基础 0",.2

?58DOKOEOUK ?固定资本消耗定义 0",.4

?58E)OJ85 5OI+XIIOUK ?固定资本消耗的详细讨论 !4"!//

?8DD8+EUDKUE8IEOG)EOKL ?无法估算的固定资本消耗影响 !4",0

?F85X+EOUK OK )II8EV)JX8 ?资产价值因固定资本消耗而减少 !-",-

?F8J)EOUK EU+)\OE)JIEU+T ?与资本存量相关的固定资本消耗 0",/1

?F8VOI85 8IEOG)E8I ?固定资本消耗估算的纠正 !,"/4

+UKIXG\EOUK UDLUU5I)K5 I8FVO+8I 货物服务消费 3"-3

+UKIXG\EOUK UDK)EXF)J+)\OE)J 自然资本消耗 ,4".2% ,3"!!2

+UKIXG\EOUK \UIIO*OJOEO8I 最大消费价值 2"--

+UKIXG\EOUK IX*IO5O8I 消费补贴 ,3"03

+UKIXG\EOUK VI"OKV8IEG8KE 消费与投资 !"/,

+UKEOKL8K+O8I 或有事项 2"0/% !!",,% !1"!/% !1"21% !1",!,

+UKEOKL8KE+UGGOEG8KE 有条件的义务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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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KEOKL8KEDXEXF8*8K8DOEI 未来或有收益 2"-.

+UKEOKL8KEJO)*OJOEW 或有负债 ,",3% -".4% !!",-% ,!"0/% ,3".3

+UKEOKL8KE\UIOEOUKI 或有事项 !!",.

+UKEF)+E 合约 !1",30

?)I)K )II8E ?作为一项资产的合约 !1",33

?EF)KID8F)*J8 ?可转让合约 !1"-14

+UKEF)+EUD8G\JUWG8KE 雇佣合同 !3",!

+UKEF)+EUDI)J8 销售合同 0"!.4

?OG\JO+)EOUKIDUF+)\OE)JDUFG)EOUK ?销售合同对资本形成的意义 0"!!,

+UKEF)+E\FO+8 合同价格 -"!,3

+UKEF)+EIDUFI\UFEI\J)W8FI 运动员合约 !1"-02

+UKEF)+EI% J8)I8I)K5 JO+8K+8I 合约$ 租约和许可 -"..% !4"!0% !4"!20% !,"-!% ,,"34

+M)KL8I5X8EUEM88d\OF)EOUK UDEM8

)5V)KE)L8LOV8K *WEM8)II8E

由资产所带来的利益随着期满而

导致的价值变化 !,"-,

+UIEIUDU[K8FIMO\ EF)KID8F 所有权转移费用 !4"!22

+UKEFO*XEOKLD)GOJW[UFT8FI 家庭工作者的贡献 1"-4% !3",0% !3",1

+UKEFO*XEOUK MUJO5)W 缴款假期 1"00% !1"!/-% !1"!00

+UKEFO*XEOUK IX\\J8G8KEI 追加缴款 !1"!!,% !1"!,-% !1"!-/% !1"!-0

+UKEFO*XEOUK EULFU[EM 对增长的贡献 !/"0-

+UKEFO*XEOUKIEUOKE8FK)EOUK)JUFL)KOh)EOUKI 对国际组织的缴款 2"!,2

+UKEFO*XEOUKI% IU+O)JI8+XFOEW 社会保障缴款 !1"!,.

+UKEFUJ 控制

?*WLUV8FKG8KE ?受政府控制 .",0% ."-.

?*WKUK]F8IO58KEI ?受非常住居民控制 ,0"2/

?DFUG)*FU)5 ?受国外控制 ."-.

?UD)+UF\UF)EOUK *W)KUK]F8IO58KEXKOE ?非常住单位控制的公司 ."2!

?UD)K $(6*WLUV8FKG8KE ?政府控制的非营利机构 ,,",0

?\X*JO+% K)EOUK)J\FOV)E8)K5 DUF8OLK ?公有$ 本国私有和外国控制 ,"!2

+UKV8KO8K+8I8FVO+8I 便捷服务 0"!/1

+UKV8KEOUK UK JO+8K+8I)K5 D88I 执照和收费惯例 3"14

+UKV8FEO*OJOEW 可兑换性 ,1"!3

+UU\8F)EOV8I 合作企业 .".!% 1"!,3% ,!"!!% ,-",!

+UUF5OK)EOKLDF)G8[UFT DUF8+UKUGO+IE)EOIEO+I 经济统计的协调框架 !"/1

+U\O8I 复制品 0",42

?5OIEFO*XE85 *WEM8U[K8FDF88UD+M)FL8 ?所有者免费发放复制品 !4"!4!

?G)IE8F ?原版拷贝 !4"33

?V)JX)EOUK ?复制品估价 0",!4

?VI"UFOLOK)JI ?复制品与原件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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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6 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支出目的分类 3"!42% !."3/% ,-"-4% ,3"3% ,3"!1

<N(( 生产者支出目的分类 !."23% ,3"3% ,3"!3

+UF\UF)E8GOLF)EOUK 企业迁徙 ,0".,

+UF\UF)E8F8IEFX+EXFOKL 公司重组 !,"00

+UF\UF)E8I8JJ]UDD 企业抛售 ,!",-

+UF\UF)E8I\OK]UDD 企业剥离 ,!",-

+UF\UF)EOUK 公司

?)IIU+O)E8% 58DOKOEOUK ?联营公司定义 ."1/

?+M)F)+E8FOIEO+IUD ?公司特征 ."-2

?+UKEFUJ*WKUK]F8IO58KEI ?非常住者控制的公司 ."--% ."2!

?+UV8F)L8 ?公司范围 ."-2

?+UV8F)L8*WEW\8UDXKOE ?按单位类型分的公司范围 ."1

?+F8)EOUK ?设立公司 ,!"3

?58DOKOEOUK ?公司定义 ."1

?8+UKUGO+U*S8+EOV8I% DXK+EOUKI)K5 *8M)VOUXF ?公司的经济目的$ 功能和行为 ."!2

?OK5O+)EUFIUD+UKEFUJ ?控制公司的标志 ."24

?U[K8FIMO\ ?公司所有权 ."02

?IX*]I8+EUFI ?公司子部门 ,3",3

?IX*IO5O)FW% 58DOKOEOUK ?子公司定义 ."1-

?[OK5OKLX\ ?公司清盘 ,!"!-

+UFF8I\UK58K+8*8E[88K \FU5X+EI)K5

\FU5X+OKLXKOEI 产品和生产单位间的一一对应 !."!1

+UIE*8K8DOE)K)JWI8I 成本收益分析 ,4"02

+UIEUDJOVOKLOK5O+8I!<N̂6I" 生活成本指数 !/",-

+UIEIUDU\8F)EOKL)IU+O)JOKIXF)K+8I+M8G8 社会保险计划的管理成本 1"0.

+UIEIUDU[K8FIMO\ EF)KID8F

?

?

所有权转移费用

?

?

-"!,,% !4"-3% !4"/!% !4"!/2%

!-"!0% !."!4!% !."!4.% !/"!./%

,4",

?J)K5 ?土地所有权转移费用 !4"2!

?KUK]\FU5X+85 )II8EI ?非生产资产所有权转移费用 !4"31

?UK )+kXOIOEOUK ?购置资产时的所有权转移费用 ,4"/.

?UK 5OI\UI)J ?处置资产时的所有权转移费用 ,4"04

?EOG8UD[FOEOKLUDD ?所有权转移费用的摊销期 !4"/,

?V)JX)*J8I ?贵重物品所有权转移费用 !4"!/4

?[FOEOKLUDD ?所有权转移费用摊销 !,"//

+UIEIUDIEUF)L8 仓储费用 0"!.3

+UXKE8F\)FEF8\UFEOKL 对应方报告 ,0"!2

+UXKE8F\)FEIUDKUK]DOK)K+O)JEF)KI)+EOUKI 非金融交易的对应部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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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XKEFWHIF8J)EOV8I\8K5OKL\U[8F 国家相对支出能力 !/"!32

+UX\UK \)WG8KEI 息票付款 !!"14

+UX\UKI 票息 !1",/2

+UV8F)L8UDJ)*UXF5)E) 劳动力数据覆盖范围 !3"01

<(<

?

主产品分类

?

,"-1% /"/4% 3"1!% 3"2/% 3"!42%

!4"2/% !4"20% ,3",.

+F85OE+)F5 信用卡 0"!/3% 0"!0!% !1",3.

+F85OE+)F5 JU)KI 信用卡贷款 !!"01

+F85OE58FOV)EOV8I 信用衍生工具 !!"!,-

+F85OEUF)\\FU)+M 债权人方法 !1",0!

+F8[I 船员 !3"-,% !3"--

?F8IO58K+8 ?船员的常住性 ,0"-2

+FUII]*UF58F\8FIUK)JEF)KID8FI 跨境个人转移 ,0"01

+FUII]+XFF8K+WOKE8F8IEF)E8I[)\I 交叉货币利率互换 !!"!,!

+XJEOV)E85 *OUJULO+)JF8IUXF+8I 培育性生物资源 !4"22

+XFF8K+W)K5 58\UIOEI 通货和存款 ,1"-!

+XFF8K+W)XEMUFOEO8I 货币当局 ,,"!/4

+XFF8K+W*U)F5I 货币发行局 ,,"!/4

+XFF8K+WXK58F\F8IIXF8 面临贬值压力的货币 1"!,,

+XFF8K+WXKOUK 货币联盟 ."!10% ,0",/

+XFF8K+W)K5 58\UIOEI 通货和存款

?58DOKOEOUK ?通货和存款定义 !!"/,

+XFF8KE)++UXKEI 经常账户 ,"2-

+XFF8KE+UIE)++UXKEOKL 现期成本核算 !"0/

+XFF8KE8dE8FK)J*)J)K+8 对外经常差额 !0"!2% !0",3% ,0"0% ,0"14

+XFF8KEOKE8FK)EOUK)J+UU\8F)EOUK 经常性国际合作 2",1% 2"!,2% ,0"00

+XFF8KEE)d8IUK +)\OE)J 资本经常税 2"0-

+XFF8KEE)d8IUK OK+UG8% [8)JEM% 8E+" 所得税$ 财产税等经常税 1",% 2"!/% 2",1% !0"!,

+XFF8KEEF)KID8F 经常转移
,"3/% -"04% 2"!% 2"!4% 2"-3%

!/"!3.% !0"!,% !2"0/% ,0"00

?*8E[88K MUXI8MUJ5I ?住户之间的经常转移 2"!--

?OK F8I\8+EUD+8KEF)J*)KT )+EOVOEW ?与中央银行行为有关的经常转移 0"!//

?\8KIOUKII88K )I ?视作经常转移的养老金 3",!

?EU$(6#7I

?

?对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的经常

转移 2"!-,

?[OEMOK L8K8F)JLUV8FKG8KE% 58DOKOEOUK ?一般政府内的经常转移定义 2"!,0

+XFF8KEEF)KID8FOK +)IM 现金经常转移 2".,

+XFF8KEEF)KID8FVI"+)\OE)JEF)KID8F 经常转移与资本转移 !4",4!

+XIEUGI58+J)F)EOUKI 报关单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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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EUGIE)FODDI+M85XJ8I 海关税则 1"3-

+XIEUGIXKOUKI 关税联盟 ,0"!43

-

5)OFW+)EEJ8 奶牛 !4"3,

5)G)L8]*)I85 G8)IXF8I 基于损害的测度法 ,3"!,0

5)E)8dEF)\UJ)EOUK 数据外推 !2"--

5)E)OKE8F\UJ)EOUK 数据内插 !2".!

5)E)\FUS8+EOUKI 数据预测 !2"!!% !2".!

5)E)IUXF+8IDUF8G\JUWG8KE5)E) 就业数据的数据源 !3"10

5)E)*)I8I 数据库 !4"!!,

?V)JX)EOUK ?数据库估价 !4"!!-

58)EM *8K8DOEI 死亡养恤金 2"-3% 2"02

58)EM 5XEO8I 遗产税 2"0-% !4",41

58*8KEXF8I 债权证 !!"0.

58*E 债务 ,,"1% ,,"12

?)FF8)FI ?拖欠债务 ,,"!,4

?)IIXG\EOUK ?债务承担 ,,"!!1% ,,"!!2% ,0"!41

?+)K+8JJ)EOUK ?取消债务 !4",4/

?+)K+8JJ)EOUK% *WGXEX)J)LF88G8KE ?经共同协议取消的债务 !4",!4

?+UK+8IIOUK)J ?优惠条款债务 ,,"!,-

?+UKV8FIOUK ?债务转换 ,0"!41

?58*E]DUF]8kXOEWI[)\ ?债转股 ,,"!!0

?58D8)I)K+8 ?债务废止 !,".,% ,,"!,,

?58DOKOEOUK ?债务定义 ,,"!4.

?DUFLOV8K8II ?债务豁免 !4",4/% !,"-3% ,,"!41% ,0"!41

?OKIEFXG8KEI ?债务工具 !!"!!,

?58DOKOEOUK ?债务定义 ,0"!4-

?\)WG8KEIUK *8M)JDUDUEM8FI ?代表其他单位偿付债务 ,,"!!3

?F8DOK)K+OKL ?再融资 ,,"!!.% ,0"!41

?F8UFL)KOh)EOUK ?债务重建 ,0"!40

?F8\X5O)EOUK ?债务拒付 !,".!% ,0"!42

?F8I+M85XJOKL ?债务展期 ,!"/3% ,,"!!!% ,0"!41

?F8IEFX+EXFOKL ?债务重建 ,0"!40

?[FOE8]5U[KI ?债务冲减 ,0"!42

?[FOE8]UDDI ?债务注销 ,,"!,4 !原文为 ,,"!!0"% ,0"!42

58*EI8+XFOEO8I 债务性证券 0"!14% !1",/2% ,1"-,

?58DOKOEOUK ?债务性证券定义 !!"0.

?MUJ5OKLL)OKI)K5 JUII8IVI"OKE8F8IE ?债务性证券持有损益与利息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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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KL]E8FG ?长期债务性证券 !!"1!

58*EUF)\\FU)+M 债务人方法 !1",0!

58+OIOUK EF88 决策树 .",/% ,,"-1

58+OIOUK]E)TOKL 决策 !"!

58+JOK8OK V)JX8UD)GOK8F)J58\UIOE 矿藏价值的衰减 ,4".2

58+UGGOIIOUKOKL+UIEI 退役费用 ,4"/0

585X+EO*J8E)d 可抵扣税 1"0

585X+EO*J8_%̀ 可抵扣增值税 0"/2% !."./

588\ 5OI+UXKE85 *UK5I 高贴现债券 !,"!43

58D8KIOV88d\8K5OEXF8 防御支出 ,3"!!3

58DOK85 *8K8DOE\8KIOUK I+M8G8 定额福利养老金计划 1"/3% 1"!.1% 1"!.3% !-"12% !1"!..

?58DOKOEOUK ?定额福利养老金计划的定义 !1"!,3

?KUEOUK)JDXK5 ?定额福利养老金计划的名义基金 !1"!-!

58DOK85 +UKEFO*XEOUK \8KIOUK I+M8G8 定额缴款养老金计划 1"/3% 1"!.1% !-"12% !1"!10

?58DOKOEOUK ?定额缴款养老金计划的定义 !1"!,2

58DOKOEOUK 定义 0"23

58DJ)EOUK UDDJU[I 流量的缩减 !/"!3.

58LF)5)EOUK 退化

?UDJ)K5% [)E8FF8IUXF+8I)K5 UEM8FK)EXF)J)II8EI?土地$ 水资源和其他自然资产的退化 !,"-4

?UDK)EXF)JF8IUXF+8I ?自然资源的退化 ,"!01

?V)JX)EOUK UD ?退化的估价 ,3"!,4

'8JMO&FUX\ 德里小组 ,/"!.% ,/"04

58JOV8FO8I*8E[88K 8IE)*JOIMG8KEI 基层单位间的交付 !2".2

58]G8FL8F 公司解散 ,!",-

58\8K5)KEI 受赡养人

?IX\\UFEDUF ?抚养受赡养人 2"02

58\J8EOUK UDK)EXF)JF8IUXF+8I

?

自然资源的耗减

?

!".1% ,"!01% !4"!24% !,",0%

,3"!!2

?DUF8IEI% DOIM IEU+TI8E+" ?森林% 鱼类等自然资源的耗减 !,",1

58\UIOEUFW+UF\UF)EOUKI 存款性公司

?JOKT EU*FU)5 GUK8W ?与广义货币挂钩的存款性公司 ,1"!,

?EMF88IX*]I8+EUFI ?存款性公司的三个子部门 ,1"!.

58\UIOEUFWF8+8O\EI 存托凭证 !!"2.

58\UIOEI)K5 JU)KI% MUJ5OKLL)OKI)K5 JUII8I 存款和贷款持有损益 !,"!40

58\UIOEI% JUIE 保证金遗失 !1"-2-

58\UIOE]E)TOKL+UF\UF)EOUKI% 58DOKOEOUK 存款性公司定义 ."!4/

58\F8+O)EOUK

?

折旧

?

!"04% ,"!.,% 0",.4% 0",.1% 0",.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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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E)OJIDUF\X*JO+)EOUK 出版物中的详细信息 !2",

58E8FOUF)EOUK UD)II8EI 资产损耗 !,"3.

58V8JU\G8KE)O5 发展援助 ,3"1,

5O)GUK5I 钻石 !4"!--

5ODD8F8K+8IOK kX)JOEW 质量差异 3"11% !,",-

5ODD8F8KETOK5IUDLUU5IUFI8FVO+8I 货物或服务的不同类型 !/"0/

5O\JUG)EO+\8FIUKK8J 外交人员 !3"!!

5O\JUG)EI% GOJOE)FW\8FIUKK8J% 8E+"% F8IO58K+8 外交官$ 军人等的常住性 ,0"-2

5OF8+E8DD8+EUD)+M)KL8OK 58G)K5 需求变化的直接效应 ,2"-3

5OF8+EMUXFI 直接时间 !3"/!

5OF8+EOKIXF)K+8 直接保险 0"!24% 2"!!/% !1",% ,0"03

5OF8+EOKIXF8F 直接保险业者 2"!,,% !1"/1

5OF8+EOKV8IEG8KE 直接投资 ,!".!% ,!".,% ,0"21

?58DOKOEOUK ?直接投资定义 ,0"2.

5OF8+EOKV8IEG8KE8KE8F\FOI8 直接投资企业 ,!"-.% ,0"0!

5OF8+EOKV8IEG8KE% OK[)F5 内向直接投资 ,0"23

5OF8+EOKV8IEG8KE% UXE[)F5 外向直接投资 ,0"23

5OF8+EOKV8IEUF 直接投资者 ,!"-.% ,0"2!

5OF8+EIX*IO5O8I 直接补贴 1"!4-

5OF8+EE)d8I 直接税 1"1/% 2"/,

5OI)*J85 [UFT8FI 残疾工人 !3",!

5OI)LLF8L)EOUK OKEUI8+EUFI)K5 IX*]I8+EUFI 分解为部门和子部门 !"!4

5OI)LLF8L)EOUK UDMUXI8MUJ5I 住户分解部门 ,2"2,

5OI)II8G*JW 拆卸 ,4"04

5OI)IE8FII88K)EXF)J5OI)IE8FI 灾害% 参见自然灾害

5OI+UKEOKXOEO8I 不连续性 !2"!!

5OI+UXKED)+EUF 贴现因子 !1"03% ,4",1% ,."13

5OI+UXKEF)E8 贴现率 ,4",1

5OI+UXKE85 *UK5I 贴现债券 !1",/2

5OI+UXKE85 \F8I8KEV)JX8 贴现后的现值 -"!-1

5OI+UXKEOKL 贴现 0",.0

5OI+UV8FWUDK8[8d\JUOE)*J858\UIOEI 发现新的可开采矿藏 !,"!2

5OI+F8\)K+O8I 差异 !2",% !2"!/

?K8EJ8K5OKLUF*UFFU[OKL ?在净借入B贷出上的差异 !2",4

5OI+F8EOUK)FWOK+UG8 自由支配收入 ,"!0!

5OI\UI)*J8OK+UG8 可支配收入 ,"31% 2",% 2"!4% 2",4% 3"1% !0"!.

5OIEOK+EOUK *8E[88K LUU5I)K5 I8FVO+8I 货物和服务的区别 ,0"/!

5OIEFO*XE)*J8OK+UG8UD+UF\UF)EOUKI 公司可分配收入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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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OIEFO*XE85 OK+UG8UD+UF\UF)EOUKI 公司已分配收入 1",/

5OIEFO*XE85 \FUDOEI 已分配利润 1"!,1

5OIEFO*XEOUK )K5 F85OIEFO*XEOUK UDOK+UG8 收入分配与再分配 ,"34

5OIEFO*XEOUK G)FLOKI 加价的分配 !.".1

5OIEFO*XEOUK UD8d\8K5OEXF8 支出的分配 !."!0

5OIEFO*XEOUK UDOK+UG8 收入分配 !"!.

?E8FEO)FW ?收入的第三次分配 ,"33

5OIEFO*XEOUK UD[8)JEM 财富分配 ,."11

5OIEFO*XEOV8EF)KI)+EOUKI 分配性交易 ,",2

5OV8IEG8KE 撤资 ,!",-

5OVO58K5I 红利$ 股利 1",-% 1"!,2% 1"!/!% !!"34% ,,"!-0

?DFUG+8KEF)J*)KT ?中央银行红利 ,,"!/,

5OVO58K5IVI"[OEM5F)[)JUD8kXOEW 红利与权益收回 !1",2.

5OVOIOUK UDJ)*UXF 劳动分工 0"!4% 0",,

5U]OE]WUXFI8JD)+EOVOEO8I 自己动手的活动 !"./% 3"00

5U]OE]WUXFI8JDF8\)OFI)K5 G)OKE8K)K+8 自己动手的维修和保养 0"-0

5UG8IEO+)K5 \8FIUK)JI8FVO+8I 家庭和个人服务 !"-3

5UG8IEO++XFF8K+W% MUJ5OKLL)OKI)K5 JUII8I 国内通货的持有损益 !,"!4/

5UG8IEO+DOK)J8d\8K5OEXF8I 国内最终支出 !/"!2/

5UG8IEO+I8FVO+8I 家庭服务 ,"!01

5UG8IEO+IE)DD

?

家政人员

?

."!/!% 0",0% 0"-/% 0"!!0% 3"/.%

,."!.% ,/".0% ,/"0.% ,/"1,

5UG8IEO+EUXFOIG 本国旅游 ,3"3,

5UK)EOUKI 捐赠 ,-"--

5UX*J858DJ)EOUK 双缩减 !."!/.% !/",% !/"!--

5UX*J8]8KEFW*UUT]T88\OKL 复式记账 !"0-% -"!!,

5U[K EOG8 停工时间 !3"/!

5FUXLME 旱灾 !,".0

5X8]DUF]\)WG8KEF8+UF5OKL 到期应付制记录 -"!0/

5XF)*J8LUU5I 耐用品 3".,

?I\JOE*8E[88K +)\OE)JDUFG)EOUK )K5 +UKIXG\EOUK ?耐用品在资本形成与消费之间的划分 !4".!

5XF)*J8GOJOE)FWLUU5I 军事耐用品 0",-,

5XF)*J8VI"KUK]5XF)*J8LUU5I 耐用品与非耐用品 3".,

5XEO8I 关税

?8d+OI8 ?消费税 1"2-% 1"3.% 1"30% 2"/1

?8d\UFE ?出口关税 1"3/

?OG\UFE ?进口关税 1"3-

5[8JJOKLI 住宅 ,"-% 3"/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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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DOKOEOUK ?住宅定义 !4"02

?G)OKE8K)K+8 ?住宅维护 ,."/!

?U[K8F]U++X\O85 I8FVO+8I ?自有住宅服务 0"-.

?F8KE85 *WEM8OFU[K8FI ?住宅所有者出租住宅 3"/1

1

8)FG)FT85 E)d8I 专项税 ."!-2

8)FKOKLI% F8OKV8IEG8KEUD 收益再投资 !!"3,

8)FKOKLI% F8E)OK85 留存收益 !-"34

8)FEMkX)T8I 地震 !,".0

8+UKUG8EFO+G8EMU5I 计量经济方法 !"-4

8+UKUGO+)K)JWIOI 经济分析 !"!% ,1"-1

8+UKUGO+)\\8)F)K+8 经济出现 !,"2% !,"!/

?K)EXF)JF8IUXF+8I ?自然资源的经济出现 !,"!2

?V)JX)*J8I ?贵重物品的经济出现 !,"!0

8+UKUGO+*8K8DOE 经济收益 ,"-.% -"!3

8+UKUGO+DJU[I 经济流量 ,",-% -"0

?58DOKOEOUK ?经济流量定义 -"0

8+UKUGO+DXK+EOUKI 经济职能 ,",!

8+UKUGO+LFU[EM 经济增长 !",0

8+UKUGO+U*S8+EOV8I 经济目的

?DXK+EOUKI)K5 *8M)VOUXFUD+UF\UF)EOUKI ?公司的经济目的$ 功能和行为 ."!2

?DXK+EOUKI)K5 *8M)VOUXFUDLUV8FKG8KEXKOEI ?政府的经济目的$ 功能和行为 .",4

?DXK+EOUKI)K5 *8M)VOUXFUDMUXI8MUJ5I ?住户的经济目的$ 功能和行为 .",!

?DXK+EOUKI)K5 *8M)VOUXFUD$(6I ?$(6的经济目的$ 功能和行为 .",,

8+UKUGO+UF+XFF8K+WXKOUKI 经济或货币联盟 ,0"..

8+UKUGO+U[K8F

?

经济所有者

?

,".1% -",!% !4"/% !!"10% !-"-%

!1"-44% ,4"-2

?+M)KL8UD ?经济所有者的变更 -"!03

?58DOKOEOUK ?经济所有者定义 -",0

8+UKUGO+\UJO+W 经济政策 !"-!

8+UKUGO+\FOK+O\J8I 经济原理 !"!

8+UKUGO+\FU5X+EOUK 经济生产 0",.

8+UKUGO+F8KE 经济租金 ,4"./

8+UKUGO+E8FFOEUFW 经济领土 ."!4% ."!!% ."!,% ,0",0

8+UKUGO+EM8UF8EO+)J+UK+8\EUDOK+UG8 经济学理论中的收入概念 !0"!.

8+UKUGO+EM8UFW 经济理论 !"0.

8+UKUGO+XKOUKI 经济联盟 ."!10% ,0",/% ,0"!43

8+UKUGO+V)JX8 经济价值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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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UKUGO+)JJW)+EOV8\U\XJ)EOUK 经济活动人口 0"-!% !3"/% !3",3

8+UKUGO+)JJWIOLKODO+)KE\FO+8I 有显著经济意义的价格 ,".4% ."!2% ,,",2% ,-".

?58DOKOEOUK ?有显著经济意义的价格的定义 0"3/

8+UIWIE8GOK\XEI 生态投入 ,3"!40

85X+)EOUK 教育 !3"/,% ,3"/4

85X+)EOUK *8K8DOEI 教育收益 2"02

85X+)EOUK I8FVO+8I 教育服务 ."!!3% ,,",4

8DD8+EIUD58\J8EOUK )K5 58LF)5)EOUK 耗减和退化的影响 ,3"!4/

8DDO+O8K+W 效率 0",/.% 0",/0

?JUII8I ?效率损失 !/"!03

?UD)K )II8E ?资产效率 ,4",

?UD8+UKUGO+\FU5X+EOUK ?经济生产效率 !3".

?UDDOd85 )II8EI ?固定资产效率 0",.3

?\FUDOJ8I ?效率曲线 0",//

=P# G8EMU5 =P#方法 !/",40% !/",!2

?)5V)KE)L8I ?=P#方法的优点 !/",,4

8JOLO*OJOEWDUFJU)KI 贷款资格 !"-.

8G*)IIO8I 大使馆 ."!!% .".3

8G8FL8K+8UDG)FT8EI 市场的出现 0",,

8GOIIOUK \8FGOEI 排放许可 !1"-0-

8G\JUW85 \8FIUKI 被雇人员 1",3

8G\JUW88 雇员

?58DOKOEOUK ?雇员定义 !3",4

?UDDUF8OLK LUV8FKG8KE)L8K+O8I ?外国政府机构的雇员 !3"--

?E8G\UF)FOJWKUE)E[UFT ?暂不工作的雇员 !3",-

?VI"I8JD]8G\JUW85 \8FIUK ?雇员与自雇者 1",2

8G\JUW88IEU+T U\EOUK% 6%%=#N 雇员股票期权% 参见=#N

8G\JUW88I% KXG*8FUD 雇员人数 !."!,!

8G\JUW8FHI+UKEFO*XEOUK 雇主缴款 !1"!--% !1"!.3

8G\JUW8FHIOG\XE85 IU+O)J+UKEFO*XEOUK 雇主虚拟社会缴款 2"2.% !1"!.0

8G\JUW8FHIIU+O)J+UKEFO*XEOUK 雇主社会缴款 1"/0% 2"24% !1"!/,

8G\JUW8FHIIU+O)JI8+XFOEW+UKEFO*XEOUK 雇主社会保障缴款 !1"!4,

8G\JUW8FIH)+EX)JIU+O)J+UKEFO*XEOUK 雇主实际社会缴款 2"2-

8G\JUW8FIH)+EX)JIU+O)J+UKEFO*XEOUKI 雇主实际社会缴款 !1"!!.

8G\JUWG8KE 就业 0"-!

?58DOKOEOUK ?就业定义 !3"!3

8G\JUWG8KE)L8K+O8I 雇佣机构 !3",!

8G\JUWG8KE*WOK5XIEFW 按产业划分的就业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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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G\JUWG8KEOK OKDUFG)J8KE8F\FOI8I 非正规企业就业 ,/"/3

8G\JUWG8KEF8J)EOUKIMO\ 雇佣关系 2"10

8G\JUWG8KE]F8J)E85 IU+O)J*8K8DOEIUEM8F

EM)K \8KIOUKI

养老金以外的就业相关社会福利

?

!1"!!.

?

8K+XG*8F85 J8)I8 租赁的妨碍 !1"-1!

8K5U[G8KE\UJO+W 人寿保单 !1"0

8KJ)FL85 +UKIXG\EOUK 扩大的消费 3"!1

8KE8F\FOI8 企业

?+M)KL8UD8+UKUGWUDF8IO58K+8 ?企业常住经济体的变更 ,0".,

?58DOKOEOUK ?企业定义 /"!

?MUFOhUKE)JJWOKE8LF)E85 ?横向一体化企业 /",!

?OKDUFG)JVI"#$%XI)L8 ?非正规企业与 #$%的用法 ,/".2

?JOEEJ8\MWIO+)J\F8I8K+8 ?几乎没有物理存在的企业 ,0".!

?V8FEO+)JJWOKE8LF)E85 ?纵向一体化企业 /",-

8KE8F\FOI8IUDOKDUFG)J8G\JUW8FI 非正规雇主企业 ,/"..

8KE8FE)OKG8KE% JOE8F)FW)K5 )FEOIEO+UFOLOK)JI 娱乐$ 文学和艺术品原件 !4"!!/

8KEOEJ8G8KEEUDXEXF8LUU5I)K5 I8FVO+8IUK

)K 8d+JXIOV8*)IOI% 58DOKOEOUK

货物和服务的未来排他性权利定义

?

!4"!3/

?

8KEF8\F8K8XFO)JOK+UG8 业主收入 !"02% ,"3.% 1",,

8KEF8\F8K8XFO)JOK+UG8)++UXKE 业主收入账户 1"!-% 1",,

8KVOFUKG8KEOK5XIEFW 环境产业 ,3"!!/

8KVOFUKG8KE)J)++UXKEOKL 环境核算 ,"!01% !-"3

8KVOFUKG8KE)J)++UXKEI 环境账户 ,3"!4,

8KVOFUKG8KE)J\FUE8+EOUK 环境保护 ,3"!!4

8KVOFUKG8KE)J\FUE8+EOUK )++UXKEI 环境保护账户 ,3"!!.

8KVOFUKG8KE)J\FUE8+EOUK )+EOVOEO8I 环境保护活动 ,3"-1

8KVOFUKG8KE)J\FUE8+EOUK 8d\8K5OEXF8 环境保护支出 ,3"!,% ,3"2/

8KVOFUKG8KE)JF8IUXF+8I 环境资源

?8d+JXIOUKIDFUGEM8#$%)II8E*UXK5)FW ?不包括在 #$%资产范围内的环境资源 -".3

8KVOFUKG8KE)JE)d 环境税 ,3"!!!

8kX)JOh)EOUK \FUVOIOUK 均衡准备金 0"!23% 0"!34% !1",-

8kXO\G8KEOKE8LF)JEU*XOJ5OKLI 作为房屋组成部分的设备 !4"2,

8kXO\G8KE\FO+8I 设备价格 !/"!.1

8kXOEW 权益B股权 !,"!!.% ,1"--

?58DOKOEOUK ?股权定义 !!"2-

8kXOEW)K5 OKV8IEG8KEDXK5 IM)F8I 股权和投资基金份额 !!"2!

?MUJ5OKLL)OKI ?股权和投资基金份额的持有损益 !1",-2

8kXOEW+)\OE)J 权益资本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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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kXOEW+)FV8]UXE 权益出售 ,!",-

8kXOEWOKV8IEG8KE 股权投资 ,,"!-/

?F8EXFK ?股权投资回报 ,,"!-0

8FFUFI)K5 UGOIIOUKI 错误和遗漏 ,,"11

=#N 雇员股票期权 1"//% !1"-2.% !1"-30

?+UIEUD)5GOKOIE8FOKL ?雇员股票期权的管理成本 !1"-34

?58DOKOEOUK ?雇员股票期权定义 !!"!,/

?UEM8FVUJXG8+M)KL8I ?雇员股票期权的其他物量变化 !,".-

?F8+UF5OKLUD8d8F+OI8 ?雇员股票期权行权的记录 !1"-3.

8IE)*JOIMG8KE 基层单位 ,"-2% -"!-% 1"-% !."!1% ,2"..

?58DOKOEOUK ?基层单位定义 /",% /"!.

?8dE8KEUD)++UXKEOKLDUF ?基层单位核算程度 /"!2

8IE)*JOIMG8KE5)E) 基层单位数据 !."-

8IE)*JOIMG8KEIXFV8W 基层单位调查 ,/"2/

8d+8\EOUK)J8V8KEI 意外事件 ,"!!.% !,"3

8d+8\EOUK)JDOK)K+OKL 特殊融资 ,0"!44

8d+8\EOUK)JJUII8I 异常损失

?)KOG)JI ?动物的异常损失 !4"3.

?5X8EU+JOG)EO+8dEF8G8I ?气候极端事件引起的异常损失 !4"30

?OKV8KEUFO8I ?存货异常损失 !,"/2

8d+8\EOUK)J\)WG8KEIDFUG+8KEF)J*)KT 中央银行的额外支付 ,,"!/,

8d+8IIUDJUIIF8OKIXF)K+8 超额损失再保险 !1"!!% !1",,

8d+M)KL8UD8kXOEW)K5 OKV8IEG8KEDXK5 IM)F8I

*8E[88K OKIEOEXEOUK)JXKOEI

机构单位之间股权和投资基金份额

交易

!1",22

?

8d+M)KL8F)E8I 汇率 ,0"!!4

?+UKV8FIOUK UD&'( ?&'(的汇率换算 !/"!32

8d+M)KL8V)JX8 交换价值 -"!,!

8d+OI85XEO8I 消费税 1"2-% 1"3.% 1"30% 2"/1

8d+XFIOUKOIEI 一日游客

?58DOKOEOUK ?一日游客定义 ,3"3,

8d]5OVO58K5 kXUE)EOUK UDIM)F8I 股份的除权报价 !1",2.

8d8F+OI85)E8 行权日 !1"-2/

8d8F+OI8\8FOU5% =#N 雇员股票期权行权期 !!"!,/

8d8F+OI8\FO+8 行权价 !1"-2/

8dM)XIEOV8K8II 穷尽性 !3"-/% ,/",% ,/",2

8dOIEOKL)II8EI 现有资产 !."!41

8dOIEOKLDOd85 )II8EI 现有固定资产 !4"-0% !4"-2

8dOIEOKLLUU5 现有货物 3".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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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J8I ?现有货物销售 !4"-3

8d\8+E85 +J)OGI88)5SXIE85 +J)OG 期望赔付% 参见调整后赔付

8d\8K5OEXF8*WLUV8FKG8KEUK G)FT8ELUU5I

)K5 I8FVO+8I 政府在市场货物服务上的支出 3"23

8d\8K5OEXF8*WEUXFOIEI 旅行者支出 ,."00

8d\8K5OEXF8G8)IXF8UD&'( &'(的支出法测度 !0".!% !2"04

8d\8K5OEXF8UK DOK)K+O)JI8FVO+8I 金融服务支出 3"0!

8d\8K5OEXF8UK LUU5I)K5 I8FVO+8I 货物和服务支出 3"-,

?EOG8UDF8+UF5OKL ?货物和服务支出的记录时间 3"--

8d\8K5OEXF8E)d8I 支出税 2"0.

8d\8K5OEXF8VI")+kXOIOEOUK 支出与获得 3"-!

8d\8K5OEXF8% OK VUJXG8E8FGI 按物量形式测算的支出 !2",/

8d\8KI8% &:# 58DOKOEOUK &:#的财政支出定义 ,,"14

8d\8FOG8KE)EOUK 实验 ,3"2

8d\JO+OED88I 显性费用

?DOK)K+O)JI8FVO+8I ?金融服务显性费用 !1",-.% !1",-3% !1",/0

8d\UFE5XEO8I 出口关税 1"3/

8d\UFE\FO+8I% 5ODD8F8K+8IDFUG((6I 出口价格和((6的差别 !."!.0

8d\UFEIX*IO5O8I 出口补贴 1"!4-

8d\UFEE)d8I 出口税 1"3/

8d\UFEI 出口 !"/4% -"!.3% !."!!.% !0"/% ,0"-

8d\UFEI)K5 OG\UFEI 出口与进口 !/"!04

8d\UIXF85F)DE!='" 征求意见稿 ,!"0,

8dE8FK)J)++UXKE 对外账户 !",

8dE8FK)J*)J)K+8UK LUU5I)K5 I8FVO+8I 对外货物服务差额 ,0"0

8dE8FK)J*)J)K+8UK \FOG)FWOK+UG8 对外初始收入差额 ,0"14

=dE8FK)J'8*E&XO58 +外债指南, ,0"!4.

8dE8FK)JI)E8JJOE8 外部卫星账户 ,3"2/

8dE8FK)JEF)KI)+EOUKIUDEM88+UKUGW 经济体的对外交易 ,",4

8dE8FK)JOEO8I

?

外部性

?

!"2,% -"3,% -"!4-% 0".1% !4"!4,%

,3".,

8dEF)]*X5L8E)FWXKOEI 预算外单位 ,,",4

8dEF)+EOUK 开采 1"!04

8dEF)+EOUK UDGOK8F)JF8IUXF+8I 矿产资源的开采 !1"-.,

8dEF)+EOUK UD[)E8F 水资源的抽取 !1"--3

8dEF)\UJ)E85 &'(I8FO8IVI"(((*8K+MG)FT 外推&'(序列和(((基准 !/",-/

8dEF)\UJ)EOUK 外推

?+M)OK85 OK5O+8I ?链式指数外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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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外推 !/",-!

8dEF)E8FFOEUFO)J8K+J)V8I 治外法权的飞地 .".3

2

D)+8V)JX8 面值 -"!/1

D)+OJOE)EOUK I8FVO+8I 促成性服务 -"03

D)+EUFF8V8FI)JE8IE 因素互换检验 !/"-!

D)OFV)JX8 公允价值 -"!/1% ,!"/2

D)GOJWG8G*8FI% )I8G\JUW88I 作为雇员的家庭成员 !3".4

D)FG]L)E8\FO+8 农场出厂价格 -"!,.% 0"!,.% ,.".2

:'6 外国直接投资

?OGG85O)E85OF8+EOKV8IEUF ?直接的直接投资者 ,!".0

?XJEOG)E8OKV8IEOKL+UXKEFW ?最终投资国 ,!"./% ,!".0

?XJEOG)E8OKV8IEUF ?最终投资者 ,!"..

D88IX\\J8G8KE% IE)K5)F5Oh85 LX)F)KE88I+M8G8I标准化担保补充费用 !1",!!

D88I 手续费 -"!,,

?IE)K5)F5Oh85 LX)F)KE88I ?标准化担保费用 2"!,.

D88I% +UGGOIIOUKIUFFUW)JEO8I 手续费$ 佣金或版税 0",!!% 0",!.

D8JJU[8KE8F\FOI8 同一母公司下的企业 ,!"-0% ,0"20

DOJGI 影片 !4"!!/

DOK)J+UKIXG\EOUK 最终消费 !"/,

DOK)J+UKIXG\EOUK 8d\8K5OEXF8 最终消费支出 ,"!4-% 3"0

?+UF\UF)EOUKI ?公司最终消费支出 3"!!

?8KE8F\FOI8I ?企业最终消费支出 2"!2

?L8K8F)JLUV8FKG8KE ?一般政府最终消费支出 3"2/% !/"!.,

?LUV8FKG8KE% 58FOV)EOUK ?政府最终消费支出的推导 3"34

?$(6#7I

?

?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的最终

消费支出 3"!!/% !/"!.,

?+J)IIODO+)EOUK ?最终消费支出分类 3"!42

?I8FVO+8+M)FL8IDUFIU+O)JOKIXF)K+8I+M8G8I

?

?社会保险计划服务费用上的最终

消费支出 !1"!/3

DOK)J58G)K5 最终需求 !."2.

DOK)JI)J)FWI+M8G8 最终薪金计划 1"!.3

DOK)K+O)J)++UXKE

?

金融账户

?

!",4% ,"!!,% !4"!% !!"!% !0",!%

!0"--% ,0"2% ,0"1-% ,1",.

?KU*)J)K+OKLOE8G ?金融账户无平衡项 !!"!

DOK)K+O)J)++UXKE8KEFO8I 金融账户登录

?+UXKE8F\)FEEU8KEFO8IOK UEM8F)++UXKEI

?对应于其他账户登录的金融账户

登录
!!"!4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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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d+M)KL8UDDOK)K+O)J)II8EI)K5 JO)*OJOEO8I

?

?涉及金融资产和负债交换的金融

账户登录 !!"!4

DOK)K+O)J)+EOVOEO8I 金融活动

?I8+UK5)FW ?次要金融活动 ."3/

DOK)K+O)J)II8E 金融资产 !".0% ,"-/% -"-1

?+F8)EOUK ?金融资产创造 !!"!/

?58DOKOEOUK ?金融资产定义 -"-0% !!"2

DOK)K+O)J)II8EI)K5 JO)*OJOEO8I% EF)KIDUFG)EOUK

UDFOIT 金融资产和负债转换风险 -",3

DOK)K+O)J)XdOJO)FO8I 金融辅助活动 ."32% ."!4!% 0"!/1% 0"!/2% ,,"!/4

?58DOKOEOUK ?金融辅助活动定义 ."!!!

DOK)K+O)J+J)OG 金融债权 !!".

?58DOKOEOUK ?金融债权定义 -"-/% !!"1

?EOG8UDF8+UF5OKL ?金融债权记录时间 !!"-1

DOK)K+O)J+UF\UF)EOUKI 金融公司 !"!4% ,"!1% ."!3% !1",,0% ,2",1

?58DOKOEOUK ?金融公司定义 ."32

?IX*]I8+EUFI)++UF5OKLEU+UKEFUJ ?按控制主体划分金融公司子部门 ."!4-

?IX*]I8+EUFI)++UF5OKLEUEW\8UD)+EOVOEW ?按活动类型划分金融公司子部门 ."!4,

?EW\8IUDXKOEI ?金融公司的单位类型 ."32

?VI"DOK)K+O)JOKIEOEXEOUKI ?金融公司与金融机构 !1",,1

DOK)K+O)J58FOV)EOV8I 金融衍生工具B产品 1"!!/% !!",-% !!"--% ,1"-.

?)K5 8G\JUW88IEU+T U\EOUKI ?金融衍生工具和雇员股票期权 ,0"3-

?)IIU+O)E85 [OEM F8I8FV8)II8EG)K)L8G8KE ?与储备资产管理有关的金融衍生工具 ,0"3-

?+UKEF)+EI ?金融衍生工具合约 !!"/3

?58DOKOEOUK ?金融衍生工具定义 !!"!!!

?MUJ5OKLL)OKI)K5 JUII8I ?金融衍生工具持有损益 !,"!!2

?KUE58*EOKIEFXG8KEI ?金融衍生工具不是债务工具 ,0"!4-

?UEM8FVUJXG8+M)KL8I ?金融衍生工具的其他物量变化 !,".-

?I8FVO+8+M)FL8+UG\UK8KE ?金融衍生工具的服务费部分 !!"!!.

DOK)K+O)J5OIEF8II 财务困境 !1",!,% ,!"/,

DOK)K+O)JOKIEOEXEOUKIVI"DOK)K+O)J+UF\UF)EOUKI 金融机构与金融公司 !1",,1

DOK)K+O)JOKIEFXG8KEI 金融工具 !!",1

?+J)IIODO+)EOUK UD ?金融工具分类 !!",3

?LOVOKLFOI8EU5OVO58K5I ?金融工具产生的红利 !1",-0

?LOVOKLFOI8EUOKE8F8IE ?金融工具产生的利息 !1",-0

?LOVOKLFOI8EUOKV8IEG8KEOK+UG8 ?金融工具产生的投资收入 !1",-0

DOK)K+O)JOKE8FG85O)FO8I 金融中介机构 !",!% ."32% ."!4!% !!"!2% !1",,1

DOK)K+O)JOKE8FG85O)EOUK 金融中介服务 .",3% 0"!/!% 0"!/1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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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DOKOEOUK ?金融中介服务定义 !1",,2

DOK)K+O)JJ8)I8

?

?

融资租赁

?

?

,".1% -"00% 0"!02% 0",-3% 3"1-%

!4"/0% !4"/1% !4"2,% !!"1-% !1"-./%

,4"-2% ,4"01% ,!"/!% ,,"!0-

?58DOKOEOUK ?融资租赁定义 !1"-4.

DOK)K+O)JJO)*OJOEO8I 金融负债 -",4

DOK)K+O)J\FU5X+EOUK% DJU[I)K5 IEU+TIOK EM8

#$%

金融生产& #$%中的流量和存量

?

,1".

?

DOK)K+O)JF8LXJ)EOUK 金融监管制度 0"!34

DOK)K+O)JFOIT G)K)L8G8KE 金融风险管理 0"!/2% !1",,2

DOK)K+O)JI8FVO+8I 金融服务 -"01% .",3% !.",3

?KUEOK+UF\UF)E85 OKEUEM8V)JX8UD)KWDOK)K+O)J

)II8E

?金融资产价值中不能包含金融服务

?

!1",-.

?

DOK)K+O)JIE)EOIEO+I 金融统计 ,1"!2

?+UV8F)L8 ?金融统计范围 ,1"0

DOK)K+OKLUDEF)KID8FI 转移筹资 ,3"2!

DOK8I)K5 \8K)JEO8I 罚金和罚款 2"!-/

DOKOIM85 LUU5I 制成品 !4"!.,

?+UKV8FIOUK DFUG[UFT]OK]\FULF8II ?在制品转换成制成品 0"!!,

?58DOKOEOUK ?制成品定义 !4"!.,

?V)JX)EOUK ?制成品估价 !4"!.-

DOF8[UU5 薪柴 !,",,

DOI+)J)+EOVOEO8IUD#(=I 特殊目的实体的财政活动 ,,"/.

DOI+)JU\8F)EOUKI 财政运行 ,,"-

DOIM 鱼类 !1"---

DOIM D)FGI 渔场 !4"10

:OIM8FOK58d 费舍指数 !/",1% !/"-,% !/"/-

DOIMOKL 捕捞

?kXUE) ?捕捞配额 !1"--.

?F8+F8)EOUK)JJO+8K+8 ?休闲渔业许可 !1"--0

:6#69

?

?

间接测算的金融中介服务

?

?

-"01% -"!.!% 0"!0-% 2",.% !!"/0%

!/"!!.% !1",-3% !1"-4.% !1"-43%

,,"1!% ,."/2% ,0"04

DOd85 )II8E 固定资产 !".0

?5OIEOKLXOIMOKLD8)EXF8I ?固定资产的显著特征 !4"!!

?U[K85 VI"F8KE85 ?自有固定资产与租赁固定资产 !.".-

DOd85 OK5XIEFWI)J8IIEFX+EXF8 固定产业的销售份额 ,2"/1

DOd85 OKE8F8IEJU)KI 固定利率贷款 0"!01

DOd85 \FU5X+EI)J8IIEFX+EXF8 固定产品的销售份额 ,2"/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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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d85]F)E8G)FT8E)*J8*UK5I 固定价格可出售债券

?8DD8+EUK V)JX8UD+M)KLOKLOKE8F8IEF)E8I

?

?利率变化对固定价格可出售债券

价值的影响 !,"!!4

DOd85]E8FG58\UIOEI 定期存款 !!"/3

DJ8dO*OJOEW

?

灵活性

?

,"!04% !!",/% !2"00% ,1"-0% ,2"!%

,2"02% ,3"!

?OK +J)IIODO+)EOUK UDDOK)K+O)JOKIEFXG8KEI ?金融工具分类的灵活性 !!"-,

?F8+UF5OKLUDE)d8I ?税收记录的灵活性 2"0!

?XI8UD+J)IIODO+)EOUKI ?分类的灵活使用 !"1!

DJ8dO*OJOEWUD#$% #$%的灵活性 !2"1

DJU)E 时滞 -"!1-% !!"-3

DJU[]UD]DXK5I 资金流量 !!"/0% !!"3/% ,1"3% ,1",-

?)K)JWIOI ?资金流量分析 !1",/,

?G)EFOd ?资金流量矩阵 ,"!/4

?XI8 ?资金流量表的用途 ,1"-1

DJU[I 流量 -",

DJU[I*8E[88K 5ODD8F8KELFUX\IUDMUXI8MUJ5I 不同住户组之间的流量 ,."03

:N; 离岸价 -"!.3% !."14% ,0"/,

DUF8+JUIXF8I 取消抵押品赎回权 !,".3

DUF8OLK )DDOJO)E8I 外国附属机构 ,!".2

:UF8OLK %DDOJO)̀8I#E)EOIEO+I!:%̀ #" 外国附属机构统计 ,!".2% ,0"34

DUF8OLK +UKEFUJJ85 +UF\UF)EOUKI 由外资控制的公司 ,!",3

DUF8OLK +XFF8K+W 外币 -"!-3% -"!.!

DUF8OLK 5OF8+EOKV8IEG8KE

?

外国直接投资

?

!!"!,3% !-"3/% ,!",4% ,!"-,%

,1",!

DUF8OLK 5OF8+EOKV8IEG8KE8KE8F\FOI8 外国直接投资企业 ."2,% !!"3,% !,"!!-

DUF8OLK 8d+M)KL8*XF8)Xd 外汇局 !1",,3

DUF8OLK 8d+M)KL8G)FLOKI 外汇买卖加价 3"0-

DUF8OLK 8d+M)KL8I[)\I 外汇互换 !!"!,!

DUF8OLK F8I8FV8I 外汇储备 !1",..

DUF8OLK]+UKEFUJJ85 8KE8F\FOI8I 外国控制的企业 ,0"23

DUF8IE85 J)K5 林地 !1"-,3

DUFG)J8G\JUWG8KE 正规就业 ,/"//

DUFG)JSU* )EE)+MG8KE 正式的就业隶属关系 !3",-

DUF[)F5 +UKEF)+E 远期合约

?58DOKOEOUK ?远期合约定义 !!"!,4

?DUF8OLK 8d+M)KL8 ?远期外汇合约 !!"!,!

DUF[)F5 G)FT8EI 远期市场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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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F[)F5 F)E8)LF88G8KE 远期利率协议 1"!!/% !!"!,!

DUF[)F5]EW\8DOK)K+O)J58FOV)EOV8 远期类金融衍生工具 !1",34

DUXK5)EOUKI 基金会 ,-"!3

DF)G8[UFT DUF5OF8+EOKV8IEG8KEF8J)EOUKIMO\I 直接投资关系框架 ,!"-1

DF88*)KTOKL 免费银行服务 !1",-4

DF88MUXIOKL 免费住房 2"02

DF88EF)58hUK8I 自由贸易区 ,0",0

DF8OLME)K5 OKIXF)K+8 货运费和保险费 -"!/4% ,0"/,

DFOKL8*8K8DOE 额外福利 1"/-

DFUG][MUG]EU][MUGF8+UF5OKL

?

从谁到谁的记录

?

,"!4% ,"/,% ,"10% ,"!/4% ,"!/-%

!!"3/% ,1",1% ,2"24% ,3"-4

DXJJ]EOG88kXOV)J8KE8G\JUWG8KE58DOKOEOUK 全职当量就业人数定义 !3".-

DXJJ]EOG88kXOV)J8KE[UFT8FI 全职当量工人数 !3".,

DXK+EOUK 功能 ,".,

DXK+EOUK)J+)E8LUFO8I 功能类别 ,0"1-% ,1",!

?\XF\UI8I ?按功能分类的目的 ,0"1.

DXK+EOUK)J+J)IIODO+)EOUK 功能分类 ,"!/.% ,3",% ,3"3

DXK+EOUK)J+J)IIODO+)EOUK UDDOK)K+O)JEF)KI)+EOUKI 金融交易的功能分类 ,0".2

DXK5IOK EF)KIOE 在途资金 ,!".!

DXEXF8U*JOL)EOUKI 未来支付 1"!/4

DXEXF8I 期货 !!"!!.

3

L)OKIDFUGEF)5OKL 贸易收益 0"!4

&'(

?

国内生产总值

?

!"-% 0"!% 0"14% 0",,!% 1"!4%

1",!% !0"!

?58DOKOEOUK ?国内生产总值定义 ,"!-.

?58FOV85 DFUGV)JX8)5585 ?从增加值推导国内生产总值 ,"!-2

?8d\8K5OEXF8G8)IXF8 ?国内生产总值的支出法 !0".!% !2"04

?OK+UG8G8)IXF8 ?国内生产总值的收入法 !0".!% !2"0!

?\8F+)\OE)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2% !3"!

?\FU5X+EOUK G8)IXF8 ?国内生产总值的生产法 !0".!% !2"/1

?EMF88O58KEOEO8I ?国内生产总值的三个恒等式 0"2-

?VI"&$6 ?国内生产总值与国民总收入 1",!

?VI"$'( ?国内生产总值与国内生产净值 ,"!.,

&8)FWPM)GOI!&P" G8EMU5 吉尔里]哈米斯 !&P" 法 !/",!.

&8)FWG8EMU5 UD+)J+XJ)EOKLE8FGIUDEF)58 计算贸易条件的吉尔里法 !/"!3!

L8K8F)J+UF\UF)E8\UJO+W 公司总体政策 ."11

L8K8F)J8kXOJO*FOXGIWIE8G 一般均衡系统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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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8K8F)JLUV8FKG8KE 一般政府 ,"!1% ,2",2

?)JE8FK)EOV8G8EMU5IUDIX*]I8+EUFOKL ?划分一般政府子部门的另一种方法 ."!.2

?)I)5GOKOIEF)EUFUDIU+O)JOKIXF)K+8I+M8G8

?

?作为社会保险计划管理者的一般

政府 2"10

?+UKIXG\EOUK 8d\8K5OEXF8 ?一般政府消费支出 !."30

?DOK)J+UKIXG\EOUK 8d\8K5OEXF8 ?一般政府最终消费支出 3"!!.

L8K8F)JLUV8FKG8KEI8+EUF 一般政府部门 ."-4

?+UG\UIOEOUK *WEW\8UDXKOEI ?一般政府部门的单位类型构成 ."!,1

?IX*]I8+EUFI ?一般政府部门的子部门 ,,"-3

L8K8F)JI)J8IE)d8I 一般销售税 1"3.% 1"30

L8K8F)EOUK UDOK+UG8 收入形成 !"!.

L8K8F)EOUK UDOK+UG8)++UXKE 收入形成账户 1"-% !."20% !."!,4% !."!04% !0"1

L8UG8EFO+)JJW58+JOKOKL\FO+8I 价格呈几何级数衰减 ,4",,

&:#9,44! +政府财政统计手册, ,44! ,,"30% ,3"20

LODEE)d8I 赠予税 !4",41

LODEI 赠予 2"!4!

LJU*)JOG*)J)K+8I 全球失衡 ,0"33

LJU*)JOh)EOUK 全球化 !."-3% ,!"-2% ,!"-3% ,."!1% ,0"-0

&$6 国民总收入 1",4% !0"!

LUJ5 黄金 !4"!--

LUJ5 *XJJOUK

?

金块

?

!!",2% !!"./% !1",.4% !1",.,%

,0"1/

LUJ5 I[)\I 黄金掉期 !!"1-% !!"11

LUJ58K IM)F8 黄金股 ."03% ."24

LUU5I 货物

?58DOKOEOUK ?货物定义 0"!/

?V)JX8)EEM8+XIEUGIDFUKEO8F ?货物在海关边界的价值 ,0"!3

LUU5I)K5 I8FVO+8I)++UXKE

?

货物和服务账户

?

,"!-.% !."!% !/"!% !0",-% !2",,%

,0".0% ,2".

?58DOKOEOUK ?货物和服务账户定义 !."!4% !0",1

LUU5I)K5 I8FVO+8I58JOV8F85 OK 5ODD8F8KE

JU+)EOUKI 货物服务在不同的地理位置交付 !/"00

LUU5I)K5 I8FVO+8IK88585 DUF[UFT 因工作需要提供给雇员的货物服务 3"/,

LUU5I)K5 I8FVO+8I% IWKUKWGDUF\FU5X+EI 货物和服务% 产品的同义词 ,"-0

LUU5I8KE8FOKLUFJ8)VOKLEM8E8FFOEUFWOJJ8L)JJW 非法进入或离开领土的货物 ,0"/-

LUU5IDUFF8I)J8 供转售货物 !4"!./% !."!!4

?58DOKOEOUK ?供转售货物定义 !4"!./

LUU5I\FU+XF85 OK \UFEI*W+)FFO8FI 承运人在港口获得的货物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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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U5I\FU5X+85 *WMUXI8MUJ5I 住户生产的货物 0"!!/

LUU5I\FU5X+85 UK U[K )++UXKE 自产自用货物 3"1/

LUU5II8KE)*FU)5 DUF\FU+8IIOKL

?

送往国外加工的货物

?

,".2% !."-1% !."0,% ,0"/4% ,0"/-%

,2",!

?EF)KI\UFE+UIEI ?送往国外加工货物的运输费用 !."1/

LUU5II8KEUK +UKIOLKG8KE 寄售货物 ,0",4% ,0"/-

LUU5IXI85 \)FEJWDUF*XIOK8II\XF\UI8I)K5

\)FEJWDUF\8FIUK)J*8K8DOE

部分用于经营目的$ 部分用于个人使

用的货物

3"04

?

LUU5[OJJ6%%\XF+M)I85 LUU5[OJJ 商誉% 参见外购商誉

LUV8FKG8KE 政府

?8K+J)V8IOK EM8F8IEUDEM8[UFJ5 ?国外飞地 ,,"/!

?DOK)J+UKIXG\EOUK 8d\8K5OEXF8 ?政府最终消费支出 2"!4.

?DOK)J+UKIXG\EOUK 8d\8K5OEXF8*8K8DOEEOKL

8KE8F\FOI8I 使企业受益的政府最终消费支出 3"!4!

? DOK)J+UKIXG\EOUK 8d\8K5OEXF8% F8J)EOUK EU

LUV8FKG8KEUXE\XE

?政府最终消费支出与政府产出的

关系 3"22

?FUJ8OK T8WI8+EUFI ?关键部门中的政府作用 ,3",2

LUV8FKG8KE+UKEFUJ 政府控制 .",0

?+UF\UF)EOUKI ?政府控制的公司 ."24% ,!",2

LUV8FKG8KE8IE)*JOIMG8KE 政府基层单位

?EF8)E85 )IkX)IO]+UF\UF)EOUK ?视为准公司的政府基层单位 ."!,!% ."!,-

?[M8K EF8)E85 )I\X*JO++UF\UF)EOUK ?与公营公司同样处理的政府基层

单位 ."!,!

LUV8FKG8KEDOK)K+8)K)JWIEI 政府财政分析人员 ,,"1

LUV8FKG8KEDOK)K+8\F8I8KE)EOUK 政府财政报表 ,,"2% ,,"0,

LUV8FKG8KELUU5I)K5 I8FVO+8IK"O"8" 别处未包括的政府货物和服务

?;(90

?

?;(90 中别处未包括的政府货物和

服务 ,0"/1

LUV8FKG8KELX)F)KE88I 政府担保 !1",,,% ,!"//% ,,"-,% ,,"!!2

LUV8FKG8KEOIIX85 \8FGOEI 政府颁发的许可 ,,"22

LUV8FKG8KEU[K8FIMO\ 政府所有权 -",,

LUV8FKG8KEI\8+O)JOh85 )L8K+O8I 政府专门机构 /".-

LUV8FKG8KEXKOEI 政府单位

?58DOKOEOUK 政府单位定义 ."3% ,,"!1

?8+UKUGO+U*S8+EOV8I% DXK+EOUKI)K5 *8M)VOUXF ?政府单位经济目的$ 功能和行为 .",4

LUV8FKG8KEXKOEI[OEM G)FT8E\FU5X+EOUK 具有市场生产的政府单位 ."!,-

LUV8FKG8KEXKOEI% OK+JX5OKLIU+O)JI8+XFOEWDXK5I政府单位% 包括社会保障基金 !"!4

LUV8FKG8KE[OEM J8IIEM)K UFGUF8EM)K EMF88

J8V8JIUDLUV8FKG8KE

少于或多于三个层级的政府

?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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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F)KE5)E8 授权日 !1"-2/

?=#N ?雇员股票期权授权日 !!"!,/

LF)EXOEO8I 赏金 1"..

LF88K )++UXKEOKL 绿色核算 ,4".2

LF88K85 8+UKUGWGU58JJOKL 绿色经济建模 ,3"!,.

LFUII)K5 K8EF8+UF5OKLUD_%̀ 增值税总额和净额的记录 0"/3

LFUII+)\OE)JDUFG)EOUK 资本形成总额 !4",.% !4"-!

LFUII+)\OE)JIEU+T 资本存量总额 0",/-

LFUIIDOd85 +)\OE)JDUFG)EOUK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4"-,% !."!4!% !/"!..

?*UF58FJOK8[OEM OKV8KEUFO8I ?存货和固定资本形成之间的界限 0"!!,

?*W8IE)*JOIMG8KE ?基层单位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

?58DOKOEOUK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定义 !4"0.

?K8L)EOV8 ?负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4"-3

?VI"\XF+M)I8IUDDOd85 )II8EI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与固定资产购买 ,"-!

LFUIIK)EOUK)J5OI\UI)*J8OK+UG8 国民可支配收入总额 ,"!./

LFUIIK)EOUK)JOK+UG8 国民总收入 !"-.% ,"!.-% !0"/.

?58DOKOEOUK ?国民总收入定义 !0"/.

LFUIIU\8F)EOKLIXF\JXI 营业盈余总额 ,4",2

LFUIIV)JX8)5585 总增加值 !"!1

?)I)\FU5X+EOUK G8)IXF8 ?作为生产测度指标的总增加值 1",!

?)E*)IO+\FO+8I% 58DOKOEOUK ?基本价格总增加值定义 0"11

?)ED)+EUF+UIE ?按要素成本计算的总增加值 0"24

?)EG)FT8E\FO+8I ?市场价格总增加值 0"12

?)E\FU5X+8FIH\FO+8I% 58DOKOEOUK ?生产者价格总增加值定义 0"12

?58DOKOEOUK ?总增加值定义 0"2

LFUIIVI"K8E 总额与净额 ,"!.!

LFUX\IUD+UF\UF)EOUKI 集团公司 ."/!

LFU[EM F)E8 增长率 !2",!% !2"0-% !3"!,

LFU[EM% VUJXG8UD&'( &'(物量增长 !",0

LX)F)KE88 担保 !1",41% ,,".1

?DOK)K+O)J58FOV)EOV8 ?金融衍生形式的担保 !1",!4

?DOK)K+O)J58FOV)EOV8I ?金融衍生形式的担保 ,,"!,1

?GXJEO]W8)F\8FOU5 ?多年期担保 !1",!1

?UK8]UDD ?一次性担保 !1",!,

4

M)K5 EUUJI 手工工具 !4"2,

M)FGUKOh)EOUK *8E[88K EM8#$%)K5 UEM8FG)SUF

IWIE8GI #$%和其他主要体系之间的协调 !"/2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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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8)5 UDDO+86%%)JIUMUJ5OKL+UG\)KW 公司总部% 参见控股公司

M8)JEM +)F8 卫生保健

?)+EOVOEO8I ?卫生保健活动 ,3"!-4

?8d\8K5OEXF8 ?卫生保健支出 ,3"!,3% ,3"!-0

?DXK+EOUK)J+J)IIODO+)EOUK ?卫生保健功能分类 ,3"!,3

?DXK5OKL ?卫生保健资金来源 ,3"!,3% ,3"!-2

?\FUVO58FI ?卫生保健提供者 ,3"!,3% ,3"!--

M8)JEM 8d\8K5OEXF8 卫生支出 ,3"/4

M8)JEM I)E8JJOE8)++UXKEI 卫生卫星账户 ,3"!,2

M8)JEM I8FVO+8I 卫生服务 ."!!3% ,,",4

M85LOKL 套期保值 !!"!!,

M85UKO+ 特征

?OK5O+8I ?特征指数 !/"3!

?F8LF8IIOUK 8kX)EOUKI ?特征回归方程 !/"2-

MO558K 8+UKUGW 隐藏经济 !3"-/% ,/"-4

MOLM OKDJ)EOUK

?

高通货膨胀

?

-"!04% 1"!,4% !,"3/% !-"/2%

!2",,% ,3"-3

MOLM E8+MKUJULWLUU5I 高技术产品 !/"2.

MOLM8FDF8kX8K+WK)EOUK)J)++UXKEI 高频国民账户 !2"/

MOLMJWGU*OJ8OK5OVO5X)JI% F8IO58K+8 频繁移动的个人的常住性 ,0"-2

MOLM]V)JX8+)\OE)JLUU5I 高价值资本品 ,0",,

MOF8]\XF+M)I8)LF88G8KE 分期付款购买协议 3"1-

MOF8]\XF+M)I8+F85OE 分期付款购物信用 !!"1-

MOIEUFO++UIE)++UXKEOKL

?

历史成本核算

?

!"04% !"0/% -"!/1% 0"!41% 0",.4%

0",.2% 0",.3% 1",.

MOIEUFO+)JGUKXG8KEI 历史性纪念碑 -".-

MUJ5OKL+UG\)KW 控股公司 ."/.% ,!".!% ,,".3% ,,"!.4

MUJ5OKLL)OKI

?

持有收益

?

,"-4% -"!4/% -"!/-% !!"32% !,"13%

!1"!2% !1"!-.% !1",-2% ,!"0/

?)I\)FEUDOK+UG8 ?作为收入的持有收益 ,3".-

?8d+JX585 DFUGG8)IXF8UDUXE\XE ?持有收益不包括在产出价值中 0"!41

?K8XEF)J ?中性持有收益 !0"-.

?KUGOK)J ?名义持有收益 !0"-.

?F8)JOh85 ?已实现的持有收益 !,"24% !0"-0

?XKF8)JOh85 ?未实现的持有收益 !,"24% !0"-0

MUJ5OKLJUII8I6%%MUJ5OKLL)OKI 持有损失% 参见持有收益

MUJO5)W\)W 带薪休假 1"..

MUGUL8K8OEWUD\FU5X+EIOK EM8FU[IOK EM8XI8

E)*J8 使用表行向产品的同质性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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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FOhUKE)JJWOKE8LF)E85 8KE8F\FOI8 横向一体化企业 /",!

MUI\OE)JI 医院 ,-",2

MUXFI)+EX)JJW[UFT85 实际工作时数 !3"/!

MUXFI[UFT85 工时 !3"12

MUXI8*U)EI 居住用船只 !4"2-

MUXI8MUJ5 住户 !"3% !"!4% ,"!1% ."-% .".% ,2",3

?)+EX)JDOK)J+UKIXG\EOUK ?住户实际最终消费 3"2!

?)II8EI ?住户资产 ,."1-

?+M)KL8UD8+UKUGWUDF8IO58K+8 ?住户的常住性发生改变 ,0"-3

?+UKK8+EOUK [OEM D)GOJO8I ?住户与家庭的关系 ."!/4% ,."!-

?+UKIXG\EOUK ?住户消费 !."3.

?58DOKOEOUK ?住户定义 .".% ."!.3

?8+UKUGO+U*S8+EOV8I% DXK+EOUKI)K5 *8M)VOUXF ?住户的经济目的$ 功能和行为 .",!

?8d\8K5OEXF8I)*FU)5 ?住户在国外的支出 3"13

?DOK)J+UKIXG\EOUK 8d\8K5OEXF8 ?住户最终消费支出 2"!4.% 3"/0% 3"!!-

?GUV8IDFUGUK88+UKUGWEU)KUEM8F

?

?住户从一个经济体迁移到另一个经

济体 !,"0/

?F8IO58K+8 ?住户的常住性 ,0"-1

?IX*]I8+EUF85 *WOK+UG8 ?按收入划分住户子部门 ."!04

?IX*]I8+EUFOKL)++UF5OKLEU)EEFO*XE8IUD)

F8D8F8K+8\8FIUK

?按参照人的特征划分住户子部门

?

."!0-

?

MUXI8MUJ5 )+EOVOEW 住户活动

?V)JX)EOUK ?住户活动估价 ,3"!.3

MUXI8MUJ5 +UG\UIOEOUK 住户结构 ,."-/

MUXI8MUJ5 G)OKE8K)K+8% +UIEUDJ)*UXF 住户维护的劳动成本 3"01

MUXI8MUJ5 \FU5X+EOUK 住户生产 !".!

?)LFO+XJEXF)J\FU5X+EI ?住户生产的农产品 0"-,

?+UJJ8+EOUK UDDOF8[UU5 ?住户生产& 木柴采集 0"-,

?\F)LG)EO+8d+JXIOUKI ?实际中排除的住户生产 0"--

?I8FVO+8IDUFU[K XI8% 8d+JXIOUK DFUGEM8

\FU5X+EOUK *UXK5)FW

?住户为自身最终使用而进行的服务

生产% 不在 #$%的生产范围之内 0",0

?IX\\JWUD[)E8F ?住户生产& 水的供应 0"-,

?EW\8IUD8d+JX585 )+EOVOEO8I ?住户生产& 被排除的活动类型 0",2

MUXI8MUJ5 I8+EUF 住户部门 ,"!0!

MUXI8MUJ5 IX*]I8+EUFOKL 划分住户子部门

?58GULF)\MO++M)F)+E8FOIEO+I ?按人口状况划分住户子部门 ,.".-

?OK+UG8J8V8JI ?按收入水平划分住户子部门 ,."-,

?F8D8F8K+8\8FIUK ?按参照人划分住户子部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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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W\8UDOK+UG8 ?按收入类型划分住户子部门 ,."-0

MUXI8MUJ5 IXFV8WI

?

住户调查

?

!"0!% !."3.% !3"03% !3"11% !3"12%

!3"2,% ,.",!% ,/"2-% ,2"2,% ,3"!.

?8d+JXIOUKI ?住户调查中未包括的范围 !."!./

MUXI8MUJ5 XKOK+UF\UF)E85 G)FT8E8KE8F\FOI8I 住户市场性非法人企业 ."!//

MUXI8MUJ5II8+EUF 住户部门 ."-,

?5ODDO+XJEWUDIX*]I8+EUFOKL ?住户部门划分子部门的困难 ,."!4

MUXI8MUJ5IIX*]I8+EUFOKL 划分住户子部门

?JOKT EUIXFV8WI ?划分住户子部门要与调查挂钩 ,.",0

MUXI8MUJ5IH)+EX)JIU+O)J+UKEFO*XEOUKI%

58DOKOEOUK 住户实际社会缴款定义 2"2/

MUXI8MUJ5IHIU+O)J+UKEFO*XEOUK IX\\J8G8KEI%

58DOKOEOUK 住户追加社会缴款定义 2"20

MUXI8MUJ5IHIU+O)J+UKEFO*XEOUKI 住户社会缴款 2"24

MUXIOKL)JJU[)K+8I 住房补贴 1"..

MUXIOKLI8FVO+8I 住房服务 ,"-

?U[K8F]U++X\O8FI ?自有住房所有者的住房服务 0"-.% 3"/.

7# 协调商品名称和编码制度 !."-0% !."!!.

MXG)K +)\OE)J

人力资本

?

!"/.% ,"-.% ,"!01% -".0% -".2%

!1"-02% ,3"!,% ,3"./

MXG)K K885I 人类需求 3"-3% ,2"13

MXFFO+)K8I 飓风 !,".0

MW*FO5 )\\FU)+M8IEUOK\XE]UXE\XE+UKV8FIOUK 投入产出转换的混合方法 ,2"0.

MW*FO5 IX\\JW)K5 XI8UFOK\XE]UXE\XEE)*J8I 混合型供给使用表或投入产出表 ,3"!42

MW\8F*UJO+F)E8UD58+JOK8 双曲线型损失率 0",/.

MW\UEM8+)E85 E)d8I 指定用途的税 ."!-2

8

6%#;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 !-"2-% !1"-20

6<̂# 国际劳工统计学家会议 !3"/4

6<( 国际比较项目 !/"2% !/",44% !/",4,% !3"!/

6<()LLF8L)EOUK 6<(汇总

?*OK)FWG8EMU5 ?双边法 !/",!1

?*JU+T )\\FU)+M ?集团法 !/",!-

?<UXKEFW(FU5X+E'XGGW!<('" G8EMU5 ?国家产品虚拟 !<('" 方法 !/",40

?FOKL)\\FU)+M ?环形比较法 !/",,,

O58KEOEWJOKTOKL*)J)K+8IM88EI% EF)KI)+EOUKI%

UEM8FVUJXG8+M)KL8I)K5 KUGOK)JMUJ5OKLL)OKI

联系资产负债表$ 交易$ 其他物量变

化和名义持有收益的恒等式 !,"2,

O58KEOEWJOKTOKLEM8U\8KOKL)K5 EM8+JUIOKL

*)J)K+8IM88E 联系期初期末资产负债表的恒等式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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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JJ8L)J)+EOVOEW

?

非法活动

?

-"30% 0"-3% 0".,% !3"-/% ,/",/%

,/"-!

OJJ8L)JJULLOKL 非法采伐 !1"--,

6̂N 国际劳工组织 0"-!

OGGUV)*J8)II8EIU[K85 *WKUK]F8IO58KEI 非常住单位拥有的不动产 !4"/0

OG\)OF85 JU)KI 受损贷款 !,"!!!

OG\)OFG8KEE8IE 减值测试 !,"-.

OG\JO+OE+M)FL8IDUFDOK)K+O)JI8FVO+8I6%%:6#69 金融服务的隐含费用% 参见:6#69

OG\JO+OEOKE8F8IE+UIEI 隐性利息费用 1"!-

OG\JO+OEIX*IO5W 隐含补贴 1"!,,

OG\JO+OEE)d 隐含税 1"30% 1"!,,% 1"!,-% ,0"!!,

OG\UFE)K5 8d\UFE5XEO8I 进出口关税 !."03

OG\UFE5XEO8I 进口关税 1"3-

OG\UFE\FO+8OK5O+8I 进口价格指数 !."!.0

OG\UFEIX*IO5O8I 进口补贴 1"!4!

OG\UFEI 进口 !"/4% -"!.3% !0"/% ,0"-

?UDLUU5I)E*)IO+\FO+8I ?按基本价格计算的货物进口 !."11

?I8\)F)EOUK DFUG5UG8IEO+\FU5X+EOUK OK XI8

E)*J8I ?在使用表中将进口与国内生产分开 !."!-.

OG\FUV8G8KEIEU8dOIEOKLDOd85 )II8EI 现有固定资产的改良 !4".-

OG\FUV8G8KEIEUJ)K5 土地改良 !4"..

OG\XE85 虚拟

?8d\8K5OEXF8 ?虚拟支出 3".2

?\FU\8FEWOK+UG8DJU[I ?虚拟财产收入流量 2",-

?F8KEUDU[K8F]U++X\O85 5[8JJOKLI ?自有住房所有者的虚拟租金 ,.",,

?IU+O)J+UKEFO*XEOUK ?虚拟社会缴款 !1"!4.

?E)d8I)K5 IX*IO5O8I ?虚拟税收和补贴 2"//

?EF)KI)+EOUKI ?虚拟交易 !"-0

OK F8)JE8FGI 实际价值 ,"00% ,"!.0

OK*UXK5 EUXFOIG 入境旅游 ,3"3,

OK+UG8 收入 !"0

?58+OJ8I ?收入十分位数 ,."-,

?8+UKUGO++UK+8\EUD ?经济收入概念 2",/

?L8K8F)EOUK ?收入形成 !"!2

?KUE)V)OJ)*J8EUI\8K5 ?不能用于消费的收入 ,."2!

?\F8]+UGGOEE85 )II)VOKL ?预定为储蓄的收入 ,."1!

?\FOG)FW5OIEFO*XEOUK ?收入初始分配 !"!2

?F85OIEFO*XEOUK ?收入再分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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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8 ?收入使用 !"!2

OK+UG8OK TOK5 实物收入 3"/!% !1"!.3% ,."/3

OK+UG8G8)IXF8 收入的测算 !0"/!

OK+UG8G8)IXF8UD&'( &'(测算中的收入 !0".!% !2"0!

OK+UG8E)d8I 所得税 1"/

OK+UF\UF)EOUK UDXKOK+UF\UF)E85 8KE8F\FOI8 非法人企业法人化 ,!"3

OK+XFF8K+8UD)FF8)FI 欠款的发生 ,0"!44

OK58d)EOUK G8+M)KOIG 指数化机制

?I8+XFOEO8I ?证券指数化机制 !1",1/

OK58d]JOKT85 I8+XFOEO8I 与指数挂钩的证券 !!"14

OK5O+)EUFIUDLUV8FKG8KE+UKEFUJ 政府控制标志

?+UF\UF)EOUK ?政府控制公司的标志 ."24

?$(6 ?政府控制$(6的标志 ."3,

OK5O+8IUDOK5XIEFO)J\FU5X+EOUK 工业生产指数 !",3

OK5ODD8F8K+8+XFV8I 无差异曲线 !/",2

OK5OL8KUXIUFE8FFOEUFO)JLFUX\I 原住民或区域性团体 ,-",3

OK5OF8+E5OF8+EOKV8IEG8KEF8J)EOUKIMO\I 间接的直接投资关系 ,0"20

OK5OF8+E8DD8+EUD)+M)KL8OK 58G)K5 需求变化的间接效应 ,2"-3

OK5OF8+EE)d8I 间接税 1"1/

OK5OVO5X)J+UKIXG\EOUK 8d\8K5OEXF8 个人消费支出 !."31

OK5OVO5X)J+UKIXG\EOUK LUU5 UFI8FVO+8 个人消费性货物服务 3"-

OK5OVO5X)J+UKIXG\EOUK UDL8K8F)JLUV8FKG8KE

EF8)E85 )IIU+O)JEF)KID8FIOK TOK5 视作政府实物社会转移的个人消费 3"3/

OK5OVO5X)JLUU5I)K5 I8FVO+8I

?

个人B个体货物服务

?

2"!.,% 3"2-% 3"2/% 3"3,% 3"!42%

,,"1% ,,"!1

OK5OVO5X)JMUXI8MUJ5I 个体住户 .".

OK5OVO5X)JOKIXF)K+8\UJO+O8I 个人保险保单 !1"31

OK5OVO5X)JI8FVO+8I 个人服务 2"!4-

OK5XIEFW 产业B行业 ,"-3% 1"-% !.",,

?58DOKOEOUK ?产业定义 /",% /".0

OK5XIEFW*WOK5XIEFWG)EFOd 产业>产业矩阵 ,2".3

OK5XIEFWE8+MKUJULW)IIXG\EOUK 产业部门工艺假定 ,2"/.

OKDOKOE8JOD8 永久存在 1"!43

OKDJ)EOUK

?

通货膨胀

?

!"00% 1",.% !,"3/% !-"/2% !2",,%

,3"-3

?MOLM8FKUGOK)JF)E8IUDOKE8F8IE ?通货膨胀下更高的名义利率 !,"34

OKDUFG)J 非正规的 ,."./

?)+EOVOEW ?非正规活动 ?.",!% 0"-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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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E8FO) ?非正规标准 ,/"!3

?8+UKUGW ?非正规经济 ,"!0-

?8G\JUWG8KE ?非正规就业 ,/"/.

?U[K])++UXKE8KE8F\FOI8I ?非正规自营企业 ,/"..

OKDUFG)J8KE8F\FOI8I 非正规企业

?58DOKOEOUK ?非正规企业定义 ,/"/

OKDUFG)JSU*I 非正规职位 ,/"/2

OKDUFG)JI8+EUF 非正规部门 ,/"-

?+UG\)F)*J8IX*]I8E ?可比的非正规子部门 ,/"0!

?6̂N58DOKOEOUK ?国际劳动组织的非正规部门定义 ,/"-0

?UV8FJ)\ [OEM $N= ?非正规部门与未观测经济的重叠 ,/".

?VI"#$%XI)L8 ?非正规部门与 #$%的用法 ,/"1/

OKDUFG)EOUK% +UG\XE8F)K5 E8J8+UGGXKO+)EOUKI

8kXO\G8KE 信息$ 计算机和通讯设备 !4"2,% !4"2/

OKM8FOE)K+8E)d 遗产税 2"-2% !4",4,% !4",41

OKS8+EOUKI% +)\OE)J 注资 !!"34% !!"3!

OKJ)K5 [)E8FI 内陆水域 1"!/0

OK\XEG8EMU5 投入法 !/"!!3% !/"!,-

OK\XE((6I 投入((6 !/"!,3

OK\XE]UXE\XE)K)JWIOI 投入产出分析 !"1-% /"!0% 0"01

OK\XE]UXE\XE+U8DDO+O8KEI 投入产出系数 !.".,

OK\XE]UXE\XEG)EFO+8I 投入产出矩阵 ,2",

OK\XE]UXE\XEE)*J8I 投入产出表 !",.% 0"!% !."!/% ,2"-,

OK\XEI 投入 !/"!,4

?J)*UXF% +)\OE)J% LUU5I)K5 I8FVO+8I ?劳动$ 资本$ 货物和服务投入 0",.

OKIE)JG8KEJU)KI 分期付款贷款 !!"1-

OKIEOEXEOUK)JMUXI8MUJ5 机构住户 ."-,% ."!/,% !3"-.% ,."!/% ,/"0.

?VI"XKOK+UF\UF)E85 8KE8F\FOI8 ?机构住户与非法人企业 ,.",2

OKIEOEXEOUK)JI8+EUFI 机构部门 !"-% ,"!1% -"!% ."!0% .",.

OKIEOEXEOUK)JXKOE 机构单位 !"-% !"3% ,"!0% -"!% -"/,% ."!

?;(90 ?;(90 中的机构单位 ,0",.

?58DOKOEOUK ?机构单位定义 .",

?I\8+O)JEF8)EG8KEIUDXKOEIOK +FUII]*UF58F

IOEX)EOUKI ?跨境机构单位的特殊处理 ,0",1

OKIEFXG8KE+J)IIODO+)EOUK% GUK8E)FWIE)EOIEO+I 货币统计中的金融工具分类 ,1"!0

OKIEFXG8KE% DOK)K+O)J 金融工具 !!",1

OKIXF)K+8 保险 !0"!,% !1"!% ,1"-.

?)I)DUFGUDF85OIEFO*XEOUK ?作为一种再分配形式的保险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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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U+O)E85 I8FVO+8+M)FL8 ?保险相关服务费 2",-

?*WJOK8UD*XIOK8II ?分业务保险 3"0.

?+UV8F\FUVO585 EUEM8F8IEUDEM8[UFJ5 ?向国外提供的风险覆盖服务 !1".-

?LFUIIF8+UF5OKL ?保险的总量记录 !1"/2

?UXE\XE% IXGUD+UIEI ?保险产出% 成本总和 !1",3

?\F8GOXG ?保费 ?0"!2.

?I8FVO+8+M)FL8 ?保险服务费 3"0.

?I8FVO+8I ?保险服务 ,,"1!

?I8EEJ8G8KEIDUJJU[OKL)5OI)IE8F ?灾后保险赔付 !4",!,

OKIXF)K+8)K5 \8KIOUK DXK5 I8FVO+8I 保险和养老基金服务 .",3

OKIXF)K+8+J)OGI6%%+J)OGI% OKIXF)K+8 保险赔付% 参见赔付

OKIXF)K+8+UF\UF)EOUKI 保险公司 ."!!/% !!"!4-

OKIXF)K+8E8+MKO+)JF8I8FV8I 保险专门准备金 0"!22

OKIXF)K+8% \8KIOUK )K5 IE)K5)F5Oh85 LX)F)KE88

I+M8G8I 保险$ 养老金和标准化担保计划 !!"!4-

OKE8LF)E85 8+UKUGO+)++UXKEI 综合经济账户 ,"1/% ,"!,/% ,"!.3

OKE8LF)EOUK 综合性 ,"!.

?UD#$% ?#$%的完整性 !"!

?UDEM8+8KEF)JDF)G8[UFT ?中心框架的综合性 ,",

?\FU5X+EOUK )K5 L8K8F)EOUK UDOK+UG8)++UXKEI ?生产和收入形成账户的综合 !",.

?I8EUD\FO+8)K5 VUJXG8OK5O+8I ?一套完整的价格和物量指数 !",/

OKE8JJ8+EX)J\FU\8FEW\FU5X+EI 知识产权产品 !/"!.2

?8d)G\J8I ?知识产权产品例子 !4"32

OKE8F]*)KT \UIOEOUKI 银行间头寸 !!"/0% !!"/1% !!"3/% !1",/,

?+J)IIODO85 XK58F58\UIOEI ?银行间头寸归入存款类 !!"/1

OKE8F]+UG\)KWJ8K5OKL 公司间拆借 ,0"21

OKE8F8IE 利息 -"!.!% 1"!,% 1"!!-% ,0"04

?)FOIOKLDFUGOK58d)EOUK ?产生于指数化的利息 !!"14

?*OJJI ?票据利息 !1",0.

?*UK5I ?债券利息 !1",02% !1",1-

?+F85OE+)F5 ?信用卡利息 !1",/-

?58*EI8+XFOEO8I ?债务性证券利息 !1",/3

?58\UIOEI)K5 JU)KI ?存贷款利息 !1",.3

?5X8DUF\)WG8KE ?到期支付利息 1"!!.

?OG\JO+OE+UIEI ?隐性利息成本 1"!-

?OK58d]JOKT85 I8+XFOEO8I ?指数关联型证券利息 !1",1.

?OKE8F8IE]DF88JU)KI ?无息贷款利息 1"/.

?KUGOK)J ?名义利息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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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K UEM8F)++UXKEIF8+8OV)*J8UF\)W)*J8 ?其他应收应付款利息 !-"2.

?UK UV8F5X8E)d8I ?欠税的利息 1"20% 2"04

?\)O5 *W+8KEF)J*)KT ?中央银行支付的利息 ,,"!/-

?F8)J ?实际利息 1"!,4

?F8D8F8K+8F)E8 ?参考利率利息 0"!0-

?F8\XF+M)I8)LF88G8KEI ?回购协议利息 !1",/.

?#'CI ?特别提款权利息 !1",.0

?XK)JJU+)E85 LUJ5 )++UXKEI ?未分配黄金账户利息 !1",./

?h8FU]+UX\UK *UK5I ?零息债券利息 !1",14

OKE8F8IEF)E8I[)\I 利率互换 !!"!,!

OKE8FOG)5GOKOIEF)EOUK 临时行政机构 ,0"..

OKE8F]OK5XIEFWG)EFOd 产业间矩阵 ,2"-1

OKE8FG85O)E8+UKIXG\EOUK

?

中间消耗

?

!"/,% ,"20% 0",,,% 2"33% 3"-3%

!."2.

?58DOKOEOUK ?中间消耗定义 0",!-

?UDU[K \FU5X+EOUK ?自已生产的中间消耗 0"!,4

?EOG8UDF8+UF5OKL ?中间消耗的记录时间 0",!0

?VI"LFUIIDOd85 +)\OE)JDUFG)EOUK ?中间消耗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0",,.

?VI"F8GXK8F)EOUK OK TOK5 ?中间消耗与实物报酬 0",,4

OKE8FG85O)E8OK\XEI 中间投入

?EOG8UDF8+UF5OKL ?中间投入记录时间 0"1/

?V)JX)EOUK ?中间投入估价 0"1/

OKE8FG85O)EOUK \FU+8II 中间过程 ,"!/4

OKE8FK)JI)E8JJOE8 内部卫星账户 ,3"2/

OKE8FK)JEF)KI)+EOUKI

?

内部交易

?

!"-1% ,",,% ,",.% -"2/% !,"31%

,4".

6KE8FK)EOUK)J%++UXKEOKL#E)K5)F5I;U)F5 !6%#;"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 !6%#;" !"14% ,!"04

OKE8FK)EOUK)J)IIOIE)K+8 国际援助 ,,"!4!

OKE8FK)EOUK)J+UG\)FOIUKI 国际比较 !"--

OKE8FK)EOUK)J+UG\)FOIUKIUD\FU5X+EOVOEW 生产率的国际比较 !3"1/

6KE8FK)EOUK)J<UKD8F8K+8UD̂ )*UXF#E)EOIEO+O)KI

!6<̂#" 国际劳工统计学家会议 !3"/% ,/"!-

OKE8FK)EOUK)J+UU\8F)EOUK 国际合作 -"2,

6KE8FK)EOUK)J :OK)K+O)J C8\UFEOKL #E)K5)F5I

!6:C#"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6:C#" ,!"04

OKE8FK)EOUK)JOKV8IEG8KE\UIOEOUK !66(" 国际投资头寸表 !66(" !-",% ,0"!!% ,0"!,% ,0"1-% ,0"1/

OKE8FK)EOUK)JJOkXO5OEW 国际流动性 ,0"1-

OKE8FK)EOUK)JG8F+M)K5OI8EF)58IE)EOIEO+I!69̀ #" 国际商品贸易统计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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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KE8FK)EOUK)JUFL)KOh)EOUKI 国际组织 ,0",0% ,0"..

?+M)F)+E8FOIEO+I ?国际组织特征 ."!1-

6KE8FK)EOUK)J(X*JO+#8+EUF%++UXKEOKL#E)K5)F5I

;U)F5 !6(#%#;"

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委员会

!6(#%#;" ,!"00% ,,"!-

6KE8FK)EOUK)JC8+UGG8K5)EOUKI DUF 6K5XIEFO)J

#E)EOIEO+I 国际工业统计建议 ,/"22

OKE8FK)EOUK)JF8JO8D)+EOVOEO8I 国际救援活动 ,-".!

OKE8FK)EOUK)JEF)58OK I8FVO+8I 国际服务贸易 !/"!0/

OKE8FK)EOUK)JEF)KID8FI 国际转移 2",,

OKE8F]I\)EO)J+UG\)FOIUKI 空间比较 ,"00

OKEF)]MUXI8MUJ5 I8FVO+8I 住户内部服务 ,3"..

OKEF)]XKOE58JOV8FO8I

?

单位内部交付

?

-"34% /",1% 0"21% 0"!4.% !.".!%

!2".2% ,3"0/

?EF)KID8FUDFOIT ?单位内部交付的风险转移 0"20

OKEF)]XKOEDJU[I 内部流量 ,",.

OKEF)]XKOEEF)KI)+EOUKII88OKE8FK)JEF)KI)+EOUKI 内部交易

OKV8KEUFO8I 存货 !4"!,% !4"!,.

?*UF58FJOK8[OEM LFUIIDOd85 +)\OE)JDUFG)EOUK

?

?存货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之间的

界限 0"!!,

?M8J5 )*FU)5 ?国外持有的存货 !."1-

OKV8KEUFO8IM8J5 )*FU)5 国外持有的存货 ,0",!

OKV8KEUFO8IUDDOKOIM85 LUU5I 制成品存货

?+)XI8I ?制成品存货的变化原因 0"!4/

?8KEFO8IEU% V)JX)EOUK ?入库制成品存货的估价 0"!40

?[OEM5F)[)JIDFUG% V)JX)EOUK ?出库制成品存货的估价 0"!40

OKV8IEG8KEDXK5 IM)F8I 投资基金份额

?IX\\J8G8KE)FW+J)IIODO+)EOUK ?投资基金份额补充分类 !!"!4!

OKV8IEG8KEDXK5I 投资基金 !!"31% !,"!!-

?58DOKOEOUK ?投资基金定义 !!"3.

?F8OKV8IEG8KEUDOKV8IEG8KEOK+UG8 ?投资基金投资收入再投资 !1",20

OKV8IEG8KELF)KE 投资补助 2"32% !!"3!

?\)O5 OK OKIE)JJG8KEI ?分期支付投资补助 !4",42

OKV8IEG8KEOK +)\OE)JDUFG)EOUK 8kX)JEUI)VOKL

\JXIK8E*UFFU[OKLDFUGEM8F8IEUDEM8[UFJ5

资本形成投资等于储蓄加从国外的

净借入 !1",,0

OKV8IEG8KEOK+UG8

?

投资收入

?

0"!3-% 1"!1% 1",-% 1"!41% 1"!42%

!1"!-0% ,0"/3% ,0"0,% ,0"11

?)KKXOEW ?年金投资收入 !1"1-

?)EEFO*XE)*J8EULX)F)KE88MUJ58FI ?担保持有人的投资收入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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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FO*XE)*J8EU\UJO+WMUJ58FI ?投保人的投资收入 !1"!2% !1"/,% !1"!!-% !1"!!.

?JOD8OKIXF)K+8 ?寿险投资收入 !1"/-

?KUK]JOD8OKIXF)K+8 ?非寿险投资收入 !1".1

?)EEFO*XE)*J8EUEM8)KKXOE)KE ?年金受益人的投资收入 !1"1,

?+XFF8K+W)K5 58\UIOEI ?通货和存款投资收入 !1",.1

?8kXOEW)K5 OKV8IEG8KEDXK5 IM)F8I ?股权和投资基金份额投资收入 !1",2.

?DOK)K+O)J58FOV)EOV8 ?金融衍生工具投资收入 !1",3,

?UK \8KIOUK 8KEOEJ8G8KEI ?养老金权益投资收入 !1"!-4% !1"!-.

?F8+8OV)*J8*WF8OKIXF)K+8\UJO+WMUJ58FI ?再保险投保人的应收投资收入 !1"0.

OKV8IEG8KEVI"+UKIXG\EOUK 投资与消费 !"/,

OKVOE)EOUK EU+UGG8KE!6̀<" 征求意见 !6̀<" ,!"0,

OKVUO+85 _%̀ 发票单列增值税 0"/2% 1"0% 1"1/% !."./

OK[)F5 5OF8+EOKV8IEG8KE 内向直接投资 ,0"23

OK[)F5 OKV8IEG8KE 内向投资 ,!"-3

6#6<

?

所有经济活动的国际标准产业分类

?

,"-3% /".% /",.% /"/4% 0"!,% 0",41%

!."-,% ,-"-4% ,/".0% ,2".-% ,3",.

F

S8[8JJ8FW 珠宝 3"/1

SU* 职位 !3"0!% !3"12% ,/"13

?58DOKOEOUK ?职位定义 !3"-4

?DOV86̂N+)E8LUFO8I ?6̂N考虑的五类职位 ,/"/1

SU* V)+)K+O8I 空缺职位 !3"-!

iUMKI7U\TOKI<UG\)F)EOV8$UK](FUDOE#8+EUF

(FUS8+E

约翰斯0霍普金斯大学的比较非营利

部门项目 ,-"!1

SUOKE\FU5X+EI 联产品 /".3% ,2".0

SUOKEV8KEXF8 合资企业 !1"-.1

?58DOKOEOUK ?合资企业定义 ,,"/0

K

T8W)LLF8L)E8I 主要总量指标

?F8+)IEOKL ?主要总量指标的重新加工 ,3"!,

T8WOK5XIEFO8I 关键产业 !2"/2

T8WI8+EUF 关键部门 ,"!0-% ,3"-% ,3",,

?FUJ8UDLUV8FKG8KE ?政府在关键部门中的作用 ,3",2

TOK5]UD])+EOVOEWXKOE 活动类型单位

?58DOKOEOUK ?活动类型单位定义 /"!,

TKU[J85L8 知识 !4"!4-

TKU[J85L8]+)\EXFOKL\FU5X+EI 知识载体产品 0"!-% 0",,

?+M)F)+E8FOIEO+I ?知识载体产品的特征 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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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J)*UXF 劳动 !3"!

J)*UXF)++UXKEI 劳动力账户 ,2"2-

J)*UXFDUF+8 劳动力 0"-!

?58DOKOEOUK ?劳动力定义 !3"!1

J)*UXFDUF+8IE)EOIEO+I 劳动力统计 !".,

J)*UXFDUF+8IXFV8W 劳动力调查 ,/"2-

J)*UXFOK XKOK+UF\UF)E85 8KE8F\FOI8I 非法人企业的劳动力 ,."2

J)*UXFOK\XE 劳动投入 ,"!/1% 1",% !3"1!

J)*UXFOK\XEUD8G\JUW88I)E+UKIE)KE

+UG\8KI)EOUK

不变报酬雇员的劳动投入

?

!3"/3

?

J)*UXFG)FT8EkX8IEOUKI 劳动力市场问题 ,2"0-

J)*UXF\FU5X+EOVOEW 劳动生产率 !/"!-2% !3"!% !3".% !3"14

J)K5 土地 1",% 1"!43% !1"-,0% ,4".!

?+UIEIUDU[K8FIMO\ EF)KID8F ?土地所有权转移费用 !4"!04

?58DOKOEOUK ?土地定义 !4"!1/

?5OI)LLF8L)EOUK ?土地细分类 !4"!12

?8+UKUGO+)\\8)F)K+8 ?土地的经济出现 !,",!

?DUF8IE85 ?林地 !1"-,3

?OG\FUV8G8KEI ?土地改良 !4"..% !4"13% !,",!

?F8KE ?地租 ,4"0/

J)K5 E)d8I 土地税 1"!/1

J)K5JUF5 房主 3"01

J)FL8U\8F)EOKL58DO+OEI 巨额营业亏损 !4",!,

)̂I\8WF8IOK58d 拉氏指数 !3"/0

?\FO+8 ?拉氏价格指数 !/"!0

?VUJXG8 ?拉氏物量指数 !/"!1

)̂I\8WF8I]EW\8OK58d 拉氏型指数

?\FO+8 ?拉氏型价格指数 !/",41

?VUJXG8 ?拉氏型物量指数 !/",42

J8)I8 租赁 !1",31

?5XF)EOUK ?租赁的持续时间 !1"-42

?8K+XG*8F85 ?受租赁的妨碍 !1"-1!

?DUFJ8IIEM)K EM8[MUJ8JOD8UDEM8)II8E ?租赁期限短于资产使用年限 !1"-41

J8)V8 离职 !3"/,

J8L)+O8I 遗产 !4",!,

J8L)J8KEOEO8I 法律实体 !"3% ."-

J8L)JD88I 法律费用 ,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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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8L)JOK+UF\UF)EOUK 法人 ,/",!

J8L)JGUKU\UJW 法定专营权 1"30

J8L)JUFIU+O)J8KEOEW 法律或社会实体 ."0

J8L)JU[K8F 法定所有人 ,".1% !4"/% !-"-% !1",30% !1"-44

?58DOKOEOUK ?法定所有人定义 -",!

?((( ?(((法定所有人 ,,"!/3

J8L)JJW+UKIEOEXE85 +UF\UF)EOUK% 58DOKOEOUK 依法成立的公司定义 ."-3

J8OIXF8% V)JX)EOUK 闲暇估价 ,3"!.0

J8K5OKLUDU[K DXK5I 自有资金的贷出 !1",/!

8̂UKEO8D 列昂惕夫 ,2"-2

J8EE8FIUD+F85OE 信用证 !!",,

JO)*OJOEO8I)K5 K8E[UFEM 负债和净值 ,"..

JO)*OJOEO8I% DOK)K+O)J 金融负债 -",4

JO)*OJOEW 负债 ,"--% -"/% !!".% !!"/

?+FUII]+J)IIODO85 *W+F85OEUF ?按债权人交叉分类的负债 ,"!/!

?58DOKOEOUK ?负债定义 -"--

?5OIEOK+EOUK DFUG+UKEOKL8KEJO)*OJOEW ?负债与或有负债的区别 !!",-

?5OIEOK+EOUK DFUG\FUVOIOUK ?负债与准备金的区别 !!",-

?KUK]\8KIOUK *8K8DOEI ?非养老金保险负债 !1"!!4

JO+8K+8 许可$ 牌照 2"/.% 2"0.% 2"!-/% 3"14% !1",31

?+)IOKU ?赌场牌照 !1"-/4

?OIIX85 *WLUV8FKG8KEOK IEFO+EJWJOGOE85

KXG*8FI

?政府签发的严格限制数量的许可

?

,,"34

?

?GU*OJ8\MUK8I ?移动电话牌照 !1"-!0

?F8+UF585 UK )K )++FX)J*)IOI ?按照权责发生制记录许可 !1"-/!

?E)dO ?出租车牌照 !1"-/4

?EU8dEF)+EK)EXF)JF8IUXF+8I ?自然资源开采许可 !4"!1,

?EUF8\FU5X+8 ?复制许可 !4"!44

?EUXK58FE)T8)I\8+ODO+)+EOVOEW ?从事特殊活动的牌照 3"14

?EUXI8)K UFOLOK)J ?原件使用许可 0",!!% !4"!44

JO+8K+8EUG)T8+U\O8I!F8\FU5X+8" 复制许可 0",!,

JO+8K+8I)K5 D88I% +UKV8KEOUK UK EF8)EG8KE 许可费用的处理惯例 3"14

JOD88d\8+E)K+W 期望寿命 !1"1% !1"01

JOD8OKIXF)K+8 人寿保险 0"!12% 2"-0% 2"1.

?)I)DUFGUDI)VOKL ?作为一种储蓄的寿险 !1"1

?58DOKOEOUK ?寿险定义 !1"0

?5ODD8F8K+8DFUGKUK]JOD8OKIXF)K+8 ?寿险与非寿险的区别 !1"/!

?DOK)K+O)JEF)KI)+EOUKI ?寿险是金融交易 !1"2

2/1

())* 年国民账户体系



JOD8OKIXF)K+8)K5 )KKXOEO8I8KEOEJ8G8KEI 人寿保险和年金权益 !1"/,

?58DOKOEOUK ?人寿保险和年金权益定义 !!"!40

JOD8OKIXF)K+8\UJO+W 人寿保单 1"!..

?kX)JODWOKL)IIU+O)JOKIXF)K+8 ?符合社会保险条件的人寿保单 !1"/!

JOGOE85 JO)*OJOEW 有限责任公司 ,!"!/

JOGOE85 JO)*OJOEW)K5 UEM8F\)FEK8FIMO\I 有限责任公司和其他合伙企业 !!"22

JOGOE85 JO)*OJOEW\)FEK8FIMO\I 有限责任合伙 1"!,3% ,!"!!

JOK8UDOKIXF)K+8*XIOK8II 保险业务范围 !1",1

JOK8IUD+F85OE% XK5F)[K 未提取的信贷额度 !!"1-

JOkXO5)EOKL5OVO58K5I 清算股利 !!"34

JOkXO5OEW\FUVOIOUK 提供流动性 0"!/1

JOkXO5OEWEF)KIDUFG)EOUK 流动性转换 0"!/2% !1",,2

JOIE85 IM)F8I 上市股票 !!"20

?58DOKOEOUK ?上市股票定义 !!"20

JOV8IEU+T 牲畜 !4"3.

JOVOKLIE)K5)F5I 生活水平 3"!1

JU)K +)\OE)J 借入资本 1"!,2

JU)K +UGGOEG8KEI 信贷额度 !!",,

JU)KI 贷款 !!"1,% ,1"-,

?)IIU+O)E85 [OEM DOK)K+O)JJ8)I8 ?与融资租赁相关的贷款 !1"-4.

?OKE8F8IE]DF88 ?无息贷款 1"/.

?K8LUEO)*J8 ?可转让贷款 !!"0/

?IX\\J8G8KE)FWIX*]5OVOIOUK ?贷款的补充分类 !!"13

JU)KI)K5 58\UIOEI58KUGOK)E85 OK 5UG8IEO+

+XFF8K+W 以本币计价的存贷款

?MUJ5OKLL)OKI ?以本币计价存贷款的持有损益 !1",-1

JU)KI% KUK]\8FDUFGOKL 不良贷款

?58DOKOEOUK ?不良贷款定义 !-"00

JU)KI% KUK]\8FDUFGOKLI88KUK]\8FDUFGOKLJU)KI 不良贷款

JU+)JLUV8FKG8KE 地方政府 ."-4% ."!!2

JU+)JLUV8FKG8KEIX*]I8+EUF 地方政府子部门 ."!./

JU+)JXKOE 地点单位

?58DOKOEOUK ?地点单位定义 /"!-

JU+)EOUK 地点 ,/",0

JULLOKL% OJJ8L)J 非法采伐 !1"--,

JUKL]E8FG58*EI8+XFOEO8I 长期债务性证券 !!"1!

JUKL]E8FGJ8)I8 长期租赁

?M8J5 *WKUK]F8IO58KE ?非常住者的长期租赁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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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II8IUDLUV8FKG8KEEF)5OKLUFL)KOh)EOUKI 政府贸易组织的亏损 1"!4-% 1"!4/

JUIE58\UIOEI 保证金遗失 !1"-2-

JUEE8FO8I 彩票 2"!4!% 2"!-0

?\)FEO+O\)EOUK *WKUK]F8IO58KEMUXI8MUJ5I ?非常住住户参加的抽彩 2"!-2

?IX\\UFEOKL+M)FOEO8I ?支持慈善的彩票 2"!-1

Û[8OK58d Û[8指数 !/"-/

JUW)JEW\FULF)GG8I 会员计划 0"!.2

;

G)+MOK8FW)K5 8kXO\G8KE 机器和设备 !4"2,

G)+FU]8+UKUGO+)LLF8L)E8I 宏观经济总量指标 ,"!-/

?GU5ODO+)EOUK UD 宏观经济总量指标的修改 ,3"/!

G)+FU]8+UKUGO+GU58JI 宏观经济模型 !"-4% !2"3

G)OK *X5L8E)++UXKE 主预算账户 ,,"!3

G)OKE8K)K+8 保养 0",,2% ,."/-

?)I5UK8*W)J)K5JUF5 ?房主进行的保养 3"01

?)I5UK8*W)E8K)KE ?房客进行的保养 3"00

?VI"LFUIIDOd85 +)\OE)JDUFG)EOUK ?保养与固定资本形成 0",,0

G)OKE8K)K+8+UIE 维护成本 ,3"!,,

G)SUFF8\)OFI 大修 0"-1% 0",,3% ,4"0!% ,."/-

G)K)L8G8KE*XW]UXEI)K5 *XW]OKI 管理层收购 ,!",. !原文为 ,!",-"

G)K)L8FIUD+UF\UF)EOUKI 公司管理者 !3",.

G)KXI+FO\EI 手稿 !4"!!/

G)\\OKLOK5OVO5X)JIEUMUXI8MUJ5I 个人映射到住户 ,2"2,

G)FLOK 增值$ 毛利$ 保证金$ 加价

?DOK)K+O)J58FOV)EOV8I ?金融衍生工具保证金 !!"!,.

?K8L)EOV8 ?负毛利 0"!/4

?KUK]F8\)W)*J8 ?无须偿还保证金 !!"!,.

?F8\)W)*J8 ?应偿还保证金 !!"!,.

?6%%EF)58G)FLOKI ?加价% 参见贸易加价

?6%%EF)KI\UFEG)FLOKI ?加价% 参见运输加价

G)FLOK I8FVO+8I 增值服务 0"!1% 0",!% !."!,0

G)FLOK)J\FO+8UDJ)*UXF 劳动的边际价格 !3"/0

G)FLOK)JF8V8KX8 边际收入 !3"/0

G)FT8E8G8FL8K+8 市场出现 0",,

G)FT8ED)OJXF8 市场失灵 0"!,3

G)FT8EOG\8FD8+EOUKI 市场的不完善 3"10

G)FT8EG)T8F 市商% 市场庄家 !!"0/% !1",23

G)FT8EUXE\XE 市场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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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G\UK8KEI ?市场产出构成 0"33

?58DOKOEOUK ?市场产出定义 0"33

?G)58)V)OJ)*J8)EKUGOK)J+UIE ?支付象征性费用即可获得的产出 0"!-!

G)FT8E\FO+8I 市场价格 ,"/3% -"!!3% 0"04% 0"02

G)FT8E\FU5X+8F 市场生产者 ,".4% .",/% 3"2/% !."-,% ,,",2

?58DOKOEOUK ?市场生产者定义 0"!--

G)FT8E\FU5X+EOUK% OKDUFG)JVI"#$%XI)L8 市场生产$ 非正规与 #%$中的用法 ,/"/!% ,/"0/

G)FT8EVI"KUK]G)FT8E\FU5X+8FI 市场生产者与非市场生产者 3"!42

G)FT8E)*OJOEW 可销售性 ,1"!3

G)FT8E)*J8U\8F)EOKLJ8)I8 可交易经营租赁 !1"-1/

?+UK5OEOUKIDUFF8+ULKOEOUK ?可交易经营租赁的确认条件 !1"-10

?58DOKOEOUK ?可交易经营租赁定义 !4"!34

G)FT8E]8kXOV)J8KE\FO+8I 市场等价物价格 ,0"!3

G)FT8EOKL)II8EI 营销资产

?58DOKOEOUK ?营销资产定义 !4"!32

G)IE8F+U\W 原版拷贝 !4"33

G)IE8FJ8L)J)LF88G8KEI 法定条款 !!"!,-

G)E+M85]GU58JIG8EMU5 匹配模型方法 !/"24

G)E8FO)JI)K5 IX\\JO8I 材料和用品 !4"!-!% !."!!4

G)E8FKOEW*8K8DOEI 生育津贴 2"-3

G)EM8G)EO+)JE8+MKOkX8I% DUFOKE8F\UJ)EOUK

)K5 8dEF)\UJ)EOUK 数学方法内插和外推 !2".!

G)EFOd 矩阵

?OK5XIEFW*WOK5XIEFW ?产业>产业矩阵 ,2".3

?\FU5X+E*W\FU5X+E ?产品>产品矩阵 ,2".2

?IWGG8EFO+ ?对称矩阵 ,2"-,

G)EFOd\F8I8KE)EOUK 矩阵表示 ,"!,% ,2"!% ,2"2!

G)EXFOEW 到期 !,".4% ,1",4

G8)J*F8)TI 就餐时间 !3"/,

G8)KI]E8IE85 *8K8DOEI 低于一定经济水平的福利 2"14

G8)KI]E8IEOKL 经济状况审查 2"3,% !1"!!0

G8)IXF8IUD8+UKUGO+)+EOVOEW 经济活动测度 !"!

98)IXFOKLEM8$UK]N*I8FV85 =+UKUGW +未观测经济测算手册, ,/",% ,/"2!

G85O+)JI8FVO+8)EEM8[UFT\J)+8 工作场所的医疗服务 2"!4,

G85O+)JEF8)EG8KE 医疗 2"02

G8G*8FIUD)MUXI8MUJ5 F8IO58KEOK EM8I)G8

8+UKUGW 住户成员必须全部常住于同一经济体 ,0",3

G8G*8FIUD)\FU5X+8FIH+UU\8F)EOV8 生产合作社成员 1"-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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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8G*8FIMO\ 5X8I 会员费 2"!-,% ,,"!44% ,-".

G8GUF)K5XGOE8GI 备忘项目 !!",,

?+UKIXG8F5XF)*J8I ?耐用消费品备忘项目 !-"3-

?DOK)K+O)J)++UXKE ?金融账户备忘项目 !!"!,3

?DUF8OLK 5OF8+EOKV8IEG8KE ?外国直接投资备忘项目 !-"3/% ,1",!

?KUK]\8FDUFGOKLJU)KI ?不良贷款备忘项目 !-"01

?IX\\JW)K5 XI8E)*J8 ?供给使用表备忘项目 !."!,!

G8F+M)K5OI8EF)58DOLXF8I 商品贸易数据 ,2",,

G8F+M)KE85 LUU5I 三角贸易货物 !."0,

G8F+M)KEOKL 三角贸易 !."1-% ,0",!% ,0".3% ,0"/-

?\XF+M)I8IF8+UF5OKL)IK8L)EOV88d\UFEI ?三角贸易& 购买应记录为负出口 ,0",!

G8FL8F 兼并 ,!"!0% ,!",4% ,!",!% ,,"!.2

9:(9XJEO]D)+EUF\FU5X+EOVOEW 多要素生产率 !3".

9:#9 货币金融统计手册 ,1".% ,1"1% ,1"!,% ,3"20

GO+FU]DOK)K+8I+M8G8I 小额信贷计划 !1",/!% ,-".0

GO5]\FO+8 中间价

?8kXOEO8I)K5 OKV8IEG8KEDXK5 IM)F8IUFXKOEI ?股票和投资基金份额B单位中间价 0"!1-

?DUF8OLK +XFF8K+O8I ?外币中间价 0"!1.

?I8+XFOEO8I ?证券中间价 0"!1!

GOJOE)FW 军事的

?*)I8I ?军事基地 .".3

?8kXO\G8KE ?军事设备 0",-,

?DUF+8I ?军事力量 ,0"..

?OKV8KEUFO8I% 58DOKOEOUK ?军事存货定义 !4"!..

GOK8F)J8d\JUF)EOUK )K5 8V)JX)EOUK 矿藏勘探和评估 0",-!% !4"!40

GOK8F)JF8IUXF+8I 矿产资源 !4"!13% !1"-.4

?58\J8EOUK ?矿产资源耗减 !1"-.-

?8dEF)+EOUK UD ?矿产资源开采 !1"-.,

?U[K85 *WF8IO58KEXKOEI ?常住单位所拥有的矿产资源 !1"-.!

GOKOIE8FIUDF8JOLOUK 牧师 !3",!

GOKOIEFWUDDOK)K+8 财政部 ,,"!3

GOI+8JJ)K8UXI+XFF8KEE)d8I 经常税杂项 2"0.

GOI+8JJ)K8UXI+XFF8KEEF)KID8FI 杂项经常转移 2"!,3

GOI]F8\UFEOKL 错报 !3"10% ,/"/

GOd85 MUXI8MUJ5]8KE8F\FOI8IXFV8W 住户企业混合调查 ,/"21

GOd85 OK+UG8

?

混合收入

?

0"!,0% 1"3% 1"!1% 1"-4% !0"1%

!3",/% ,4".3% ,2",3

GU*OJ8MUG8I 移动式住房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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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OJ8\MUK8+FOE8FO)DUF5OIEOK+EOUK *8E[88K

J8)I8)K5 U[K8FIMO\ UD)K )II8E

移动电话中区分资产租赁和所有权

出售的标准 !1"-!2

GU*OJ8\MUK8JO+8K+8I 移动电话牌照 !1"-!0

GU58J\FO+OKL 模型定价法 !/"2,

GU58JJOKL 建模 ,1"-1% ,2",

GUK8E)FW)K5 +XFF8K+WXKOUKI 货币联盟 ,0"!43

GUK8E)FW)K5 DOK)K+O)JIE)EOIEO+I 货币金融统计 !0",,% ,0"1.% ,1"-

GUK8E)FW)XEMUFOEO8I 货币当局 !1",.4% ,0"30

GUK8E)FWLUJ5 货币黄金 !1",.4

?58DOKOEOUK ?货币黄金定义 !!"./

?MUJ5OKLL)OKI)K5 JUII8I ?货币黄金持有损益 !,"!4-

?F8+J)IIODO85 )I+UGGU5OEWLUJ5 ?货币黄金重分类为商品黄金 !1",.,

GUK8E)FW\UJO+WI8FVO+8I 货币政策服务 0"!/!

GUK8E)FWIE)EOIEO+I 货币统计 ,1"!.

GUK8E)FWEF)KI)+EOUKI 货币交易 !"-0% ,",/

?8d)G\J8I ?货币交易例子 -"/0

GUK8WJ8K58F 贷款人 0"!0/% 3"0,% !1",/!

?58DOKOEOUK ?贷款人定义 ."!!-

GUK8WG)FT8EDXK5I 货币市场基金 !!"31

?58DOKOEOUK ?货币市场基金定义 ."!41% !!"33

GUK8WG)FT8EDXK5IIM)F8IUFXKOEI 货币市场基金份额B单位

?58DOKOEOUK ?货币市场基金份额B单位定义 !!"33

GUK8W\XF+M)I8I+M8G8 货币购买计划 1"!.1

GUKOEUFOKLI8FVO+8I 监测服务 0"!/1

GUKU\UJW 专营权 1"30

?J8L)J ?法定专营权 1"30

GUKU\UJW\FUDOEI 垄断利润 1"30% !4"32% !4"!3-% !1"-/4

GUFE)JOEW5)E) 死亡数据 !,"/3

GUFEL)L8 按揭 !!"01% ,."/2

GUFEL)L8*FUT8F 按揭经纪人 !1",,3

GXJEO8G\JUW8FI+M8G8

?

多雇主计划

?

0",4!% 0",4/% !1"3,% !1"!,,%

!1"!,3% !1"!-!% !1"!/!% !1"!0.

GXJEOD)+EUF\FU5X+EOVOEW 多要素生产率 !3".% !3"0.% ,!"/!

GXJEOJ)E8F)JOKE8FK)EOUK)J+UG\)FOIUKI 多边国际比较 !/",!4

GXJEOK)EOUK)J8KE8F\FOI8I 跨国企业 !"-,% ,!".1% ,!"0.

GXJEO\J88d+M)KL8F)E8I 多重汇率 2"//% ,0"!!,

GXJEOF8LOUK)JXKOEI 跨地区单位 !2".1

GXJEOE8FFOEUFW8KE8F\FOI8I 跨国企业 ."!-% ,0"-/%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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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XI8XG8dMO*OEI 博物馆展品 !4"!/-

GXIO+)J\8FDUFG)K+8I 音乐表演 !4"!!/

GXEX)J)LF88G8KE 相互协议 ,",,

GXEX)JDXK5I 共同基金 !!"30

GXEX)JIU+O8EO8I 互助协会 ,-",,

'

K)F+UEO+I 麻醉品 0"..

K)EOUK)J)++UXKEI% OKE8LF)JEU(((8IEOG)E8I 国民核算是(((估计值的基础 !/",,.

K)EOUK)J8d\8K5OEXF8UK I\8+ODO+\FU5X+EI 特有产品国民支出 ,3"0.

K)EOUK)JLUV8FKG8KE 国民政府 ,,"!3

K)EOUK)JOK+UG8 国民收入 1"!2% 1",4% !0"!!% !0"/-

K)EOUK)JG8)IXF8IUD*FU)5 GUK8W 一国广义货币的范围 !!"1/

K)EOUK)JK8E[UFEM 国民资产净值 ,0"10

K)EOUK)JEUXFOIG 国民旅游 ,3"3,

K)EOUK)JXKOEI 国民单位 !2".1

K)EOUK)J[8)JEM 国民财富 !-".

K)EOUK)JOh)EOUK 国有化 !,"00% ,!"!1% ,!"/.% ,,"!.,

?*W\XF+M)I8UDIM)F8I ?通过股份购买国有化 ,,"!.,

K)EXF)J5OI)IE8F

?

?

自然灾害

?

?

!".1% !"03% ,",-% ,"-4% ,"!43%

."!03% 0",..% 2",,% 2",/% 2"!!!%

2"!,2% 2"!.4% !,"3% ,,"!4!% ,-".4

K)EXF)JLFU[EM 自然生长

?F8+UF5OKLLFUIIUFK8E ?按总额或净额记录自然生长 !,",4

?XK+XJEOV)E85 *OUJULO+)JF8IUXF+8I ?非培育性生物资源的自然生长 !,"!3

K)EXF)J\FU+8II 自然过程 !".-% 0",.% 0"!-0

K)EXF)JF8IUXF+8I

?

自然资源

?

!".0% ,"-.% -"..% 1",% 1"!41%

!4"!/% ,4".0% ,3"!4,% ,3"!40

?+UIEIUDU[K8FIMO\ EF)KID8F ?自然资源所有权转移费用 !4"!/3

?58\J8EOUK ?自然资源耗减 !".1

?JO+8K+8IEUXI8 ?自然资源使用许可 !1"-!-

?U[K8FIMO\ ?自然资源所有权 !1"-!-

?\8FGOEIEUXI8 ?自然资源使用许可 ,3"!!-

?F8)II8IIG8KEIUD8d\JUOE)*OJOEW ?可开采自然资源的重新评估 !,",/

?[OEM KU8IE)*JOIM85 U[K8FIMO\ ?未确立所有权的自然资源 !4"!01

$'6 国内收入净额 2",0

$'( 国内生产净值 !0"!

K8L)EOV8 负的

?+)\OE)JDUFG)EOUK ?负的资本形成 !4"-3% !."!4.%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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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KL8OK )II8EI ?负的资产变化 !4",/

?+UKIXG\EOUK 8d\8K5OEXF8 ?负的消费支出 !4".!

?8KEFO8IOK OK\XE]UXE\XEE)*J8I ?投入产出表中的负项 ,2"0!

?8d\UFEI% F8+UF585 OK +UKK8+EOUK [OEM

G8F+M)KEOKL ?与转口相关的负出口 !."1-

K8LUEO)*OJOEW 可转让性 !!"--% ,0"3!

K8LUEO)*J8+8FEODO+)E8IUD58\UIOE 可转让存款证 !!"0.

K8E 净

?XI8UDE8FGOK EM8#$% ?#$%中对 (净) 这个词语的使用 -"!3/

K8E*UFFU[OKL6%%K8EJ8K5OKL 净借入% 参见净贷出

K8E5UG8IEO+\FU5X+E 国内生产净值 !0"/,

K8E8FFUFI)K5 UGOIIOUKI 净误差与遗漏 ,0"!1

K8ED88I% IE)K5)F5Oh85 LX)F)KE88I 标准化担保净费用 !1",,4

K8EDOd85 +)\OE)JDUFG)EOUK 固定资本形成净额 ,"!!4% !4"!/0

K8E66(% *)J)K+OKLOE8G 净66(% 平衡项 ,0"10

K8EJ8K5OKL

?

净贷出

?

,"!42% ,"!!!% ,"!!-% !4"-% !!"!%

!0",4% ,0"1,% ,1",-

?58DOKOEOUK ?净贷出定义 !4",2

?&:#958DOKOEOUK ?&:#9的净贷出定义 ,,"10

K8EK)EOUK)JOK+UG8 国民净收入 !0"//

K8EU\8F)EOKLIXF\JXI 营业盈余净额 ,4",2

K8E\F8GOXGI 净保费 2"!!0

?58DOKOEOUK ?净保费定义 !1"-/

?KUK]JOD8OKIXF)K+8 ?非人寿保险净保费 !1".1

?F8OKIXF)K+8 ?再保险净保费 2"!,-% !1"0.

K8EF8+UF5OKLI 净额记录 -"!3-

K8EF8EXFK EU+)\OE)J 资本的净收益 0"3-% 0"3.

K8EIU+O)J+UKEFO*XEOUKI 净社会缴款 2"2,% !1"!!.

K8EV)JX8)5585% 58DOKOEOUK 净增加值定义 0"2

K8E[UFEM

?

资产净值

?

,"!!.% ,"!,,% -"!43% !,"!% !-"!%

!-"!4% !-"!!% !0"-2

?58DOKOEOUK ?资产净值定义 !-".

?\X*JO+I8+EUF ?公共部门资产净值 ,,"!14

?kX)IO]+UF\UF)EOUKI ?准公司资产净值 !-"20

K8EEOKL 取净额 ,"1!% !!".4

?;(90 ?;(90 的取净额 ,0",-

K8XEF)JMUJ5OKLL)OKI 中性持有损益 ,"!!2% -"!.,% !,"1/% !,"21% !0"-.

K8[\FU5X+EI% )\\8)F)K+8 新产品出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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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8[\FU5X+EI% OK EM8+UKE8dEUD+M)OK OK5O+8I 新产品% 链式指数 !/"/0

$$6 国民净收入 1",4

$N= 未观测经济

?OKDUFG)JI8+EUFUV8FJ)\ ?非正规部门与未观测经济的重叠 ,/".

KUGOK)JMUJ5OKLL)OKI

?

名义持有损益

?

,"!!/% ,"!!2% 1",.% !,"1.% !,"3.%

!0"-.

?+XFF8K+W)K5 58\UIOEI ?通货和存款的名义持有损益 !1",.1

?58\UIOEI)K5 JU)KI ?存贷款的名义持有损益 !1",//

?DUF8OLK +XFF8K+W ?外币的名义持有损益 !1",.2

?OKV8KEUFO8I ?存货的名义持有损益 !,"31

?UK 5UG8IEO++XFF8K+W% )J[)WIh8FU ?本币名义持有收益始终为零 !,"34

?UEM8F)++UXKEIF8+8OV)*J8UF\)W)*J8 ?其他应收B应付款的名义持有损益 !1",3/

?#'CI ?特别提款权的名义持有损益 !1",.0

?XK)JJU+)E85 LUJ5 )++UXKEI ?未分配黄金账户的名义持有损益 !1",./

KUGOK)JV)JX8 名义价值 -"!//% -"!/1

KUK]+UG\8EOKLOG\UFEI 非竞争性进口 ,2"03

KUK]+UKIUJO5)E85 F8+UF5OKL 非合并记录 -"!3-% -"!3.

KUK]+UKEFO*XEUFW\8KIOUK I+M8G8 不用缴款的养老金计划 1"01

KUK]+XJEOV)E85 *OUJULO+)JF8IUXF+8I 非培育性生物资源 !4"!2,

KUK]585X+EO*J8_%̀ 不可抵扣增值税 0"/2% !."./% !."!-!

KUK]DOK)K+O)J)II8E 非金融资产 ,"-/% -"-1% !4",

KUK]DOK)K+O)J+UF\UF)EOUKI 非金融公司 !"!4% ,"!1% ."!3% ."3.% ,2",3

?58DOKOEOUK ?非金融公司定义 ."3.

KUK]DOK)K+O)JJ8K58FI 非金融贷款人 !!"!2

KUK]DOK)K+O)JJO)*OJOEO8I 非金融负债 !!".

KUK]LUV8FKG8KE)JUFL)KOh)EOUKI 非政府组织 ,-"!3

KUK]MUGUL8K8OEWUD\FU5X+EI5X8EU)LLF8L)EOUK 产品汇总造成的非同质性 !."!..

KUK]JOD8OKIXF)K+8 非寿险 0"!10% 0"!11% 2"-/% 2"1.

?+J)OGI ?非寿险赔付 2"!!2

?58DOKOEOUK ?非寿险定义 !1"0

?\UJO+O8I ?非寿险保单 2"!!1

?\F8GOXGI)K5 +J)OGI ?非寿险保费和赔付 2",1

?E8+MKO+)JF8I8FV8I% 58DOKOEOUK ?非寿险专门准备金定义 !!"!4/

KUK]G)FT8E8IE)*JOIMG8KE% \UIIO*OJOEWUDIUG8

G)FT8EUXE\XE 非市场基层单位也可能有市场产出 0"!-,

KUK]G)FT8EUXE\XE 非市场产出 0"31

?58DOKOEOUK ?非市场产出定义 0"!,2

?5OIEOK+EOUK DFUGUXE\XEDUFU[K XI8 ?非市场产出与自用性产出的区别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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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OUK)J8 ?非市场产出的理由 0"32

?V)JX)EOUK ?非市场产出估价 0"3.

KUK]G)FT8E\FU5X+8F 非市场生产者 ,".4% .",/% 3"2/% !."-,% ,2",2

?8IE)*JOIMG8KEI[OEMOK ?非市场生产者中的基层单位 /"--

KUK]G)FT8E\FU5X+EOUK *WLUV8FKG8KE)K5 $(6#7I政府和$(6#7的非市场生产 ,"32

KUK]G)FT8EI8FVO+8I 非市场服务 !/"!-1

?\FUVO585 EUG)FT8E\FU5X+8FI ?向市场生产者提供的非市场服务 ,3".!

KUK]99:OKV8IEG8KEDXK5I 非货币市场基金类投资基金 !!"31

?58DOKOEOUK ?非货币市场基金类投资基金定义 ."!42

KUK]GUK8E)FWDOLXF8I 非价值型数据 ,3"/1

KUK]GUK8E)FWLUJ5 非货币黄金 !!"./% ,0"/-

KUK]GUK8E)FWOKDUFG)EOUK UK EUXFOIG 非价值型旅游信息 ,3"34

KUK]GUK8E)FWEF)KI)+EOUKI 非货币交易 ,",/% 2",,

?58DOKOEOUK ?非货币交易定义 -"1/

KUK]K8LUEO)*J8+8FEODO+)E8IUD58\UIOE 不可转让存款证 !!"/3

$UK]N*I8FV85 =+UKUGW 未观测经济 0"-3% !."1% ,/",% ,/",3

KUK]\)FEO+O\)EOKL\F8D8FF85 IEU+TIUFIM)F8I 非参与优先股票或股份 !!"00

KUK]\8KIOUK *8K8DOEI 非养老金福利 1"02% 2"01% 2"3.% !1"33% !1"!44

?\)W)*J8OK TOK5 ?应付实物非养老金福利 2"3.

?\)W)*J8XK58FIU+O)JI8+XFOEW ?社会保障下应付的非养老福利 !1"!4!

KUK]\8FDUFGOKLJU)K

?

不良贷款

?

0"!03% !!"!-4% !-"01% !1",/1%

,!"/1

?58DOKOEOUK ?不良贷款定义 !-"00

KUK]\FU5X+85 )II8E 非生产资产 ,"-/% -"-1% !4"3% !4"!.% ,0"1!

KUK]\FU5X+85 J)K5 非生产土地 !4"24

KUK]\FUDOEI8FVO+8\FUVO58FI 非营利服务提供者 ,-"!3

KUK]F8\)W)*J8G)FLOK 无须偿还保证金 !!"!,.

KUK]F8IO58KE+UKIEFX+EOUK \FUS8+EI 非常住者的建筑项目 .".2

KUK]F8IO58KEMUXI8MUJ5IF8+8OVOKL\8KIOUK *8K8DOEI获取养老保险金的非常住住户 !1"!33

KUK]F8IO58KE#(=I 非常住特殊目的实体 ,,"/-

KUK]F8I\UKI8 无回答 !3"10% ,.",/

KUFG)JG)FLOKI 正常商业毛利 0"!/4

KUE8+UKUGO+)JJWIOLKODO+)KE\FO+8I 无显著经济意义的价格 2"!4-

KUE8OIIX)K+8D)+OJOEO8I 票据发行便利 !!",,

KUEOUK)JF8IO58KEXKOE

?

名义常住单位

?

.".3% !4".4% !4"!14% !!"3-%

,."/0% ,0"--

$(6I 非营利机构 ,!",1

?)K)JWIOI*WTOK5 UDF8V8KX8 ?按收入类型进行非营利机构分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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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UF\UF)EOUKI ?像公司一样的非营利机构 ,-"!

?)IIOLK85 EU5ODD8F8KEI8+EUFI ?非营利机构归于不同部门 ."-/

?+)E8LUFOh)EOUK UD ?非营利机构分类 ,-"1

?+M)F)+E8FOIEO+IUD ?非营利机构的特征 ."2/

?+UKEFUJ*WLUV8FKG8KE ?政府控制的非营利机构 ."3,% ,,",0

?58DOKOEOUK ?非营利机构定义 ."2

?8+UKUGO+U*S8+EOV8I% DXK+EOUKI)K5 *8M)VOUXF ?非营利机构的经济目的$ 功能和行为 .",,

?8KL)L85 OK G)FT8E\FU5X+EOUK ?从事市场生产的非营利机构 .",2

?8II8KEO)J5OIEOKLXOIMOKLD8)EXF8 ?非营利机构的显著特征 ,-"-

?OJJXIEF)EOV88d)G\J8I ?非营利机构的举例说明 ,-"!3

?OKDUFG)EOUK OK \MWIO+)JXKOEI ?以物理单位计量的非营利机构信息 ,-"-2

?G)FT8EUXE\XE[OEM K8L)EOV8U\8F)EOKLIXF\JXI

?

?具有负营业盈余的非营利机构市场

产出 ,-"!4

?KUK]G)FT8EUXE\XEUDG)FT8EXKOE ?市场性非营利机构单位的非市场产出 ,-"-,

?I)E8JJOE8)++UXKE ?非营利机构卫星账户 ,-"!,

?I8FVOKL8KE8F\FOI8I ?为企业服务的非营利机构 ."23

?IX*]I8+EUFI ?非营利机构子部门 ,-"3

?V)JX)EOUK UDUXE\XE ?非营利机构产出估价 ,-"!4

$(6I)I\)FEUDLUV8FKG8KE 作为政府一部分的非营利机构 ,-"!

$(6I8KL)L85 OK G)FT8E\FU5X+EOUK 从事市场生产的非营利机构 .",3

$(6I8KL)L85 OK KUK]G)FT8E\FU5X+EOUK 从事非市场生产的非营利机构 ."-4% ."-!

$(6II8FVOKLMUXI8MUJ5I!$(6#7I" 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 !"!4

$(6I[OEMOK EM8LUV8FKG8KEI8+EUF 政府部门内的非营利机构 ,,",,

$(6#7 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 ,"!1% ."3-% ,-"!

?58DOKOEOUK ?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定义 ."3-

$(6#7I

?

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

?

.",,% ."!00% ."!01% 3"/% ,/"01%

,2",2

?+8KEF8UD8+UKUGO+OKE8F8IE

?

?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的经济利

益中心 ,0"./

?+UJJ8+EOV8I8FVO+8I

?

?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提供的公

共服务 3"!41% ,-".2

?58DJ)EOKLUXE\XEEUVUJXG8E8FGI

?

?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 缩减产

出得到物量数据 ,-".3

?IUXF+8UDDOK)K+8 ?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的资金

来源
!0"!,

?IX*]I8+EUFI ?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子部门 ."!1!

KX+J8)F\U[8F\J)KE 核电厂 !,"/1

KXG*8FUD8G\JUW88I 雇员人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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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U*IUJ8I+8K+8 过时 0",.,

N=<'C8V8KX8#E)EOIEO+I N=<'财政收入统计 ,,"30

UDD]*)J)K+8]IM88EOE8GI 资产负债表外项目 !!",1

UDD]8d+M)KL8 场外交易 !!"!!-

UDDO+8+)KE88KI 单位食堂 1"/!

UDDI8E)*OJOEW 平仓 !!"!!,

UDDIMUF8 离岸 ,0",0

UK8W8)FUFGUF8 一年或一年以上 ,"!3% !!"1!% !!"13

?F8kXOF8G8KEDUFF8IO58K+8 ?常住性要求居住一年或一年以上 ."!.

UK8]UDDLX)F)KE88I 一次性担保 !!",,% !1",!,% ,,"!,2

UK8]\)FEW\UJOEO+)JIWIE8GI 一党制 ."!01

UK8]kX)FE8FUV8FJ)\I 单季重叠 !/".0

UK]8d+M)KL8 场内交易 !!"!!-

U\8KOKL*)J)K+8IM88E 期初资产负债表 !-"!!

U\8KOKLIEU+T 期初存量 !-"!

U\8F)EOKLJ8)I8

?

经营租赁

?

0",!.% 0",-2% 0",-3% 1"!.% 1"!/-%

!1"-./% ,4"-0% ,!"/!

?+M)F)+E8FOIEO+I ?经营租赁特征 !1"-4,

?58DOKOEOUK ?经营租赁定义 !1"-4!

U\8F)EOKLIXF\JXI 营业盈余 1"3% 1"!1% !0"1

U\8F)EOUK UDEM8DOK)K+O)JIWIE8G 金融系统的运营情况 ,1"-1

U\\UFEXKOEW+UIE 机会成本 !"0/% ,3"!/4

?UD+)\OE)J ?资本的机会成本 1"!-

?UDGUK8W ?货币的机会成本 ,4"-,

U\EOUK \FO+8 期权价格 !!"!!1

U\EOUK \FO+OKLGU58J 期权定价模型 !-"2-

U\EOUKI 期权 !!"!!,% !!"!!.% !!"!!1% !1",3!

?58DOKOEOUK ?期权定义 !!"!!1

?EOG8UDF8+UF5OKL ?期权记录时间 !!"!!2

U\EOUKIGU58JI 期权模型 !-"24

UF+M)F5I 果园 !4"30

UF58FOKLUDEF)KI)+EOUKI)K5 F8+J)IIODO+)EOUKI 交易和重分类的记录顺序 !,"02

UF5OK)FWG)OKE8K)K+8)K5 F8\)OFI 日常保养和修理 0",,2

UFOLOK)J 原件 !4"33

?V)JX)EOUK ?原件估价 0",43

?VI"+U\W ?原件与复印件 0",42

UFOLOK)JG)EXFOEW 原始有效期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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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EM8F)++UXKEIF8+8OV)*J8UF\)W)*J8 其他应收B应付款 !1",3.% !1",30% !1"-/!

?MUJ5OKLL)OKI)K5 JUII8I ?其他应收B应付款持有损益 !,"!!3

?OKE8F8IE5X8UK ?应归于其他应收B应付款的利息 !-"2.

UEM8F)++XGXJ)EOUK 8KEFO8I 其他积累登录 ,"-4

UEM8F+)\OE)JEF)KID8FI 其他资本转移 !4",!4

UEM8F+M)KL8IOK )II8EI)++UXKEI 资产其他变化账户 -"!44% 2",/% !,"-

UEM8F+M)KL8IOK DOK)K+O)J)II8EI)K5 JO)*OJOEO8I

)++UXKEI 金融资产和负债其他变化账户 ,0"!,

UEM8F+M)KL8IOK EM8VUJXG8UD)II8EI)++UXKE

?

资产物量其他变化账户

?

!",4% ,"!!.% 0",.-% 0",..% !4"!%

!,"-% !,"2% !."!40% !0"--% ,0"3

?JO+8K+8I ?做为资产物量其他变化的许可 !1"-/,

?F8J)EOUK EU*)J)K+8IM88EI ?资产物量其他变化账户与资产负债

表的联系 !,"1,

UEM8F+XFF8KEEF)KID8FI 其他经常转移 1",% 2"!3% 2"!!-

UEM8F58\UIOEI 其他存款 !!"/3

?+FUII]+J)IIODO+)EOUK ?其他存款交叉分类 !!"0-

UEM8F8G\JUWG8KE]F8J)E85 IU+O)JOKIXF)K+8*8K8DOEI 其他就业相关社会保险福利 2"!43

UEM8F8kXOEW% 58DOKOEOUK 其他股权定义 !!"22

UEM8FDOK)K+O)J+UF\UF)EOUKI 其他金融公司 ."32% ."!4!

UEM8FDOK)K+O)JOKIEOEXEOUKI 其他金融机构 !1",,1% !1",,3

UEM8FDOK)K+O)JOKE8FG85O)FO8I8d+8\EOKIXF)K+8

+UF\UF)EOUKI)K5 \8KIOUK DXK5I% 58DOKOEOUK

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以外的其他金融

中介机构定义 ."!43

UEM8FDOK)K+O)JI8FVO+8I 其他金融服务 0"!/1

UEM8FDJU[I 其他流量 -"1% -"/4% !,"!

?58DOKOEOUK ?其他流量定义 -"33

UEM8FOKE8JJ8+EX)J\FU\8FEW\FU5X+EI 其他知识产权产品 !4"!!1

UEM8FOKV8IEG8KEDXK5 IM)F8IUFXKOEI% 58DOKOEOUK 其他投资基金份额B单位定义 !!"!44

UEM8FOKV8IEG8KE% 58DOKOEOUK 其他投资定义 ,0"3.

UEM8FG)+MOK8FW)K5 8kXO\G8KE 其他机器和设备 !4"20

UEM8FK)EXF)JF8IUXF+8I 其他自然资源 !4"!2/

UEM8FIU+O)J*8K8DOEI 其他社会福利 2"01

UEM8FIEFX+EXF8I 其他构筑物 !4"10

UEM8FIX*IO5O8IUK \FU5X+EOUK 其他生产补贴 1"!40

UEM8FIX*IO5O8IUK \FU5X+EI 其他产品补贴 1"!4/

UEM8FE)d8IUK \FU5X+EOUK 其他生产税 0"/4% 0"24% 1"1% 1"31

?JO+8K+8I ?许可 !1"-/4

UEM8FEF)KID8F)*J858\UIOEI% 58DOKOEOUK 其他可转让存款定义 !!"/2

UEM8F[UFT]OK]\FULF8II 其他在制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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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XE*UXK5 EUXFOIG 出境旅游 ,3"3,

UXE+UG8 成果 !/"!,4

UXEJ)WI% &:# 58DOKOEOUK 开支% &:#定义 ,,"1.

UXE\XE 产出 ,"20% 0"23% !."!!/% !/"!,4

?)LFO+XJEXF8 ?农业产出 0"!-1

?)KKXOEW ?年金产出 !1"1,

?+8KEF)J*)KT ?中央银行产出 0"!/!

??EF8)E85 )IKUK]G)FT8E\FU5X+EOUK ??中央银行作为非市场生产的产出 0"!/,

?LUU5IUFI8FVO+8I ?货物或服务产出 0",.

?OKIXF)K+8+UF\UF)EOUKI ?保险公司产出 !1",0

?JOD8OKIXF)K+8 ?寿险产出 !1"/-

?G)FT8E\FU5X+8FI% V)JX)EOUK ?市场生产者产出估价 0"3-

?KUK]JOD8OKIXF)K+8 ?非寿险产出 !1".0

?F8OKIXF)K+8 ?再保险产出 !1"0!

?IU+O)JOKIXF)K+8I+M8G8 ?社会保险计划产出 !1"!!.

?IE)K5)F5Oh85 LX)F)KE88I+M8G8I ?标准化担保计划产出 !1",!3

?EOG8UDF8+UF5OKL ?产出的记录时间 0"1/

?V)JX)EOUK ?产出估价 0"1/

UXE\XEDUFU[K DOK)JXI8 用于自身最终使用的产出 !/"!,0

?+UG\UK8KEI ?用于自身最终使用产出的构成 0"!!.

?58DOKOEOUK ?用于自身最终使用产出的定义 0"!!.

?V)JX)EOUK ?用于自身最终使用产出的估价 0"!,.

UXE\XEVUJXG8G8EMU5 产出物量方法 !/"!!2% !/"!,,

UXE\XEVI"UXE+UG8% G8)IXF8G8KE\FU*J8GI 产出与成果测度问题 !/"!,!

UXE]IUXF+OKL 外包 0",-1% !."-3

UXE[)F5 5OF8+EOKV8IEG8KE 对外直接投资 ,0"23

UXE[)F5 OKV8IEG8KE 对外投资 ,!"-3

UXE[UFT8FI

?

外包工

?

1"-4% 1"--% 1"-.% !3",,% !3",0%

,/".0

UV8F5F)DE 透支 !!",.% !!"/.% !!"1-

UV8F]EM8]W8)FE8+MKOkX8 跨年度方法 !/".0

U[K )++UXKE\FU5X+EOUK 自给性生产 ,.",,

U[K DXK5I 自有资金 0"!23% 1"!,% 1"!,3% !1"1/

?V)JX8UD ?自有资金价值 !-"23

U[K])++UXKELFUIIDOd85 +)\OE)JDUFG)EOUK 自身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0"!!2

U[K])++UXKE\FU5X+EOUK 自给性生产 0",3

U[K8F]U++X\O85 5[8JJOKLI

?

自有住宅

?

0",0% 0"!!1% 1"3% 3"0/% !4"-.%

,4"0.% ,."/4%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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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8KE)JI ?自有住宅租赁 !."33% !/"!.!

?I8FVO+8I ?自有住宅服务 0"-.

U[K8FIUD+UF\UF)EOUKI)K5 kX)IO]+UF\UF)EOUKI 公司和准公司所有者 !3",!

U[K8FIUD+UF\UF)EOUKI)I8G\JUW88I 作为雇员的公司所有者 1"-4

U[K8FIMO\ 所有权 ,".0% -",1

?*WLUV8FKG8KE ?政府所有权 -",,% -",2

?GXJEO\J8U[K8FI ?所有权归属于多个单位 !1",32

?UD)JOIE85 +UF\UF)EOUK ?上市公司的所有权 ."02

?UK *8M)JDUDEM8+UGGXKOEW ?代表所有民众拥有所有权 !4"1

U[K8FIMO\ \FOK+O\J8I% ;(90 ;(90 的所有权原则 ,0",4

U[K8FIMO\ FOLMEI 所有权 ,"-.

7

())I+M8OK58d 帕氏指数

?\FO+8 ?帕氏价格指数 !/"!2

?VUJXG8 ?帕氏物量指数 !/"!2

())I+M8]EW\8\FO+8OK58d 帕氏型价格指数 !/",42

())I+M8]EW\8VUJXG8OK58d 帕氏型物量指数 !/",42

\)O5 5UG8IEO+IE)DD 付酬家政人员 ,."/3

\)F)JJ8J!XKUDDO+O)J" UF*J)+T G)FT8EF)E8I 平行 !非官方" 汇率或黑市汇率 ,0"!!-

\)F)JJ8JG)FT8EI 平行市场 !/"1,

\)F8KE+UF\UF)EOUK 母公司 ."/!% ."1.

\)F8KEOKIEOEXEOUK)JXKOE 母机构单位 ."!-

\)FEO+O\)EOKL\F8D8FF85 IM)F8I 参与优先股 !!"2.

\)FEO+O\)EOUKI 参股证 !!"2.

\)FEOEOUKOKLEF)KI)+EOUKI 分割交易 -"00% -"!.!

?OK DOK)K+O)JOKIEFXG8KEI ?金融工具交易分割 !!"-.

\)FEK8FIMO\I 合伙公司 .".!

\)IIOV8MUJ58FUD)II8EI)K5 JO)*OJOEO8I 资产和负债的被动持有者 ."0!

\)II]EMFUXLM DXK5I 过路资金 ,!".!

\)E8KE85 8KEOEO8I 专利实体 !4"!4/

\)EO8KEI% F8IO58K+8 病人的常住性 ,0"-2

\)EE8FKIUDOK+UG8XI8)+FUIIIX*]I8+EUFI 不同子部门之间的收入使用情况 ,."/

\)W])I]WUX]8)FK E)d8I 代扣代缴所得税 2"0!

\)WG8KEI*WMUXI8MUJ5IEUU*E)OK +8FE)OK

JO+8K+8I 住户为得到某些执照而做出的支付 2"0.

\)WG8KEIOK TOK5 实物支付 -"11% -"2!

\)WG8KEIEU+MOJ5F8K 对孩子的支付 ,."04

\)WG8KEIEUUEM8FMUXI8MUJ5 G8G*8FI 对住户内其他成员的支付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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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FUJJE)d 工薪税 1".!

?5)E) ?工薪税数据 !3"24

\8KIOUK *8K8DOEI 养老金福利 !1"!/2

\8KIOUK +UKEFO*XEOUK IX\\J8G8KEI 追加养老金缴款 !1"!/0

\8KIOUK 8KEOEJ8G8KEI 养老金权益 !,"04% !1"!-4

?+XFF8KEI8FVO+8OK+F8)I8 ?当期服务增加的养老金权益 !1"!./% !1"!/,

?58DOKOEOUK ?养老金权益定义 !!"!41

?UEM8F+M)KL8IOK ?养老金权益其他变化 !1"!11

?\)IEI8FVO+8OK+F8)I8 ?既往服务增加的养老金权益 !1"!./% !1"!/0

?\F8I8KEV)JX8 ?养老金权益现值 !1"!.1

?\FUE8+EOUK UD ?养老金权益的保护 !1"!,!

?kX)JODWOKL\8FOU5 ?养老金权益考察期 !1"!/.

?F8+ULKOEOUK OK IU+O)JI8+XFOEW ?识别社会保障中的养老金权益 !1"!,!

\8KIOUK DXK5 IX*]I8+EUF% 58DOKOEOUK 养老基金子部门定义 ."!!0

\8KIOUK DXK5% )5GOKOIEF)EOUK +UIEI 养老基金管理费用 !1"!-/

\8KIOUK I+M8G8I 养老金计划 2"-1% 3",!

?)5GOKOIEF)EOUK +UIEI ?养老金计划管理费用 !1"!.2

?)XEUKUGUXI ?自主型养老金计划 !1"!-!

\8KIOUKI 养老金 2"01% 2"3.% 2"3/% !1"!!0

?)IOK+UG8F)EM8FEM)K 5OI]I)VOKL ?养老金视为收入而不是负储蓄 2"-1

?)I\)FEUD+UG\8KI)EOUK UD8G\JUW88I ?养老金视作雇员报酬的一部分 !1"!,,

?58DOK85 *8K8DOEI+M8G8I ?定额福利计划养老金 !1"!,1

?58DOK85 +UKEFO*XEOUK I+M8G8I ?定额缴款计划养老金 !1"!,1

?8DD8+EIUD\FUGUEOUK ?升职对养老金的影响 !1"!24

?DOK)JI)J)FWI+M8G8 ?最终薪资计划养老金 !1"!,1

?GUK8W\XF+M)I8I+M8G8 ?现金购买计划养老金 !1"!,1

?U\8F)E85 *WDOK)K+O)JOKIEOEXEOUK ?由金融机构管理的养老金 !1"!-!

?\UFE)*OJOEW ?养老金的可携带性 !1"!21

?\UFE)*J8 ?可携带的养老金 !1"!!3

?\FUVOIOUK ?养老准备金 ,.".-

?F8+8O\EUDJXG\ IXG ?收到的趸额养老金 !1"!-2

?F8DUFGI ?养老金改革 ,,"!-.

?I8JD]8G\JUW85 \8FIUKI ?自雇者的养老金 !1"!-1

?EULUV8FKG8KE8G\JUW88I ?政府雇员的养老金 ,,"1-

?EW\8IUD ?养老金类型 !1"32

\8F+)\OE)LFU[EM F)E8I 人均增长率 !3"!,

\8F+)\OE)VUJXG8I 人均量 !3"-

\8FGOE 许可证 3"14% !1",31

-11

索""引



?8GOIIOUK ?排放许可 !1"-0-

?EUXK58FE)T8)I\8+ODO+)+EOVOEW ?从事特定活动的许可证 !1",33% !1"-.3

??58DOKOEOUK ??从事特定活动的许可证定义 !4"!3,

??OIIX85 *WLUV8FKG8KE ??政府发放的从事特定活动的

许可证 !1"-/2

?EUXI8K)EXF)JF8IUXF+8I ?自然资源使用许可

??58DOKOEOUK ??自然资源使用许可定义 !4"!3!

\8FGOEEUXK58FE)T8)I\8+ODO+)+EOVOEWKUEOIIX85

*WLUV8FKG8KE 非政府发放的从事特定活动的许可证 !1"-0!

\8F\8EX)JOKV8KEUFWG8EMU5

?

永续盘存法

?

-"!-1% 0"!40% 0"!41% 0",!0%

0",/!% 0",/-% !/"!03% ,4"2

\8FIUK)JF8GOEE)K+8I 个人汇款 2"!-.

\8FIUK)JEF)KID8FI 个人转移 2"!--% ,0"01

\8FIUKI 个人 ."-% !3"!

\MWIO+)J58E8FOUF)EOUK 自然退化 !,"/,

\MWIO+)J8KVOFUKG8KE)J5)E) 环境实物数据 ,3"!41

\MWIO+)JG8)IXF8IUDJ)*UXFOK\XE 劳动投入实物指标 !3"/2

\J)KE)EOUKI 种植园 !4"30

\UJO+W+UK+8FKI 政策问题 ,"!2

\UJO+WOKE8F8IEOK OKDUFG)JI8+EUF 对非正规部门的政策兴趣 ,/"3

\UJO+WG)TOKL 政策制定 !"!% !"!4

\UJOEO+)J\)FEO8I 政党团体 ,-"!3

\UJOEO+)J\FU+8II8I 政治过程 !"3

\UJJE)d8I 人头税 2"/,% 2"0.

\UJJXEOUK 污染 -"3.% ,3".,

\U\XJ)EOUK 人口 ,"!/0% !3"!% !3"-

?58DOKOEOUK ?人口定义 !3"!4

\U\XJ)EOUK )K5 8G\JUWG8KE 人口和就业 ,"10

\U\XJ)EOUK +8KIXI 人口普查 !3"3% !3"11

\UFE)*J8\8KIOUKI 可携带养老金 !1"!21

\UFEDUJOUOKV8IEG8KE% 58DOKOEOUK 证券投资定义 ,0"3!

\UFEDUJOUOKV8IEUFI 证券投资者 ,0"2!

\UIOEOUK% E8FGDUFIEU+T J8V8JI 头寸% 表达存量水平的术语 !-"!% ,0"!!

\UV8FEWJOK8 贫困线 ,."02

(((*8K+MG)FTI (((基准 !/",-!

(((8d8F+OI8 购买力平价指数

?UK )F8LOUK)J*)IOI ?地区购买力平价指数 !2"/,

(((% J8L)JU[K8F (((% 法定所有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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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8+OUXIIEUK8I)K5 G8E)JI 宝石和贵金属 3"/1

\F85UGOK)KE8+UKUGO+OKE8F8IE% +8KEF8UD 主要经济利益中心 !3"!4

\F8]JO+8K+8+UIEI 获取许可证前的费用 !4"!40

\F8GOXG 保费 !1"!

?OKIXF)K+8 ?保费 0"!2.

\F8GOXG8)FK85 实收保费 !1"!.

?58DOKOEOUK ?实收保费定义 0"!21% !1"/

\F8GOXGK8E 净保费

?58DOKOEOUK ?净保费定义 !1"-/

\F8GOXGIX\\J8G8KE

?

追加保费

?

-"0/% 0"!2.% 0"!22% 0"!31% !1"!-%

!1"!3% !1"-/% !1"/,% !1"/3

\F8I8KEV)JX8 现值 0",.0% 1"!/4% !-"24% ,4"3

?8d\8+E85 +)JJIXK58F8dOIEOKLLX)F)KE88I ?现有担保期望代偿的现值 !1",!0

?V)JX)EOUK UDJ8)I85 )II8E ?租赁资产估价的现值 !1"-40

\FO+85OI+FOGOK)EOUK 价格歧视 3"10% !/".% !/"1!

\FO+8OK58d 价格指数 !!"14

\FO+8OK58dG)KX)JI 价格指数手册 !/"-

\FO+8OK5O+8I 价格指数 !2".% ,2"0-

?I8FVO+8I ?服务价格指数 !2",0

?IX\8FJ)EOV8 ?超越价格指数 !/",3

\FO+8J8V8JOK5O+8I 价格水平指数 !/",44

\FO+8UD)+UGGU5OEW 商品价格 !!"14

\FO+8V)FO)EOUK 价格变动 !/"02

\FO+8% 58DOKOEOUK 价格定义 !/"!!

\FO+8% F8D8F8K+8 参考价格 !!"!!!

\FO+8I 价格 !"2% 0".3

?KUE8+UKUGO+)JJWIOLKODO+)KE ?无显著经济意义的价格 2"!4-

\FO+8I% *)IO+6%%*)IO+\FO+8I 基本价格

\FO+8I% G)FT8E6%%G)FT8E\FO+8I 市场价格

\FO+8I% \FU5X+8FHI6%%\FU5X+8FHI\FO+8I 生产者价格

\FO+8I% \XF+M)I8FIH6%%\XF+M)I8FHI\FO+8I 购买者价格

\FOG)FW5OIEFO*XEOUK UDOK+UG8)++UXKE 初始收入账户 !"!1% ,"3!

\FOG)FWOK+UG8 初始收入 1",% 1"-% !/"!3.

\FOG)FWOK+UG8)++UXKE 收入初始分配账户 ,0".0% ,0"/2% ,0"14

\FOK+O\)J 本金 1"!!-% !!"14

\FOK+O\)J)+EOVOEW% 58DOKOEOUK 主要活动定义 /"2

\FOK+O\)JDXK+EOUKIUDLUV8FKG8KE 政府的主要职能 ,,"!1

\FOK+O\)JUXEIE)K5OKL 未偿本金 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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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K+F8)I8DFUG)++XGXJ)E85 OKE8F8IE ?利息累积造成的未偿本金增加 !,"!43

\FOK+O\)J\FU5X+E 主要产品 /"2% !.",-

\FOUFOEO8I 优先 ,"!/3

\FOUFOEO8IDUF5)E)+UJJ8+EOUK 数据收集的优先顺序 !"/

\FOUFOEWOK5XIEFO8I 优先发展产业 1"!,,

\FOV)E88kXOEW 私募股权 !!"21

\FOV)E8DOK)K+8OKOEO)EOV8 私人主动融资 !4"/3

\FOV)EOh)EOUK

?

私有化

?

!,"00% ,!"!2% ,,".% ,,"!-.%

,,"!-1% ,,"!-3

\FU+8IIOKL*W)KUEM8FXKOE 由另一单位加工 0"!,

\FU+8IIOKLD88% LUU5IDUF\FU+8IIOKL 加工货物的加工费 !."-2

\FU5X+85 )II8E 生产资产 ,"-/% -"-1% !4"3

\FU5X+8FXKOE 生产单位 /"2

\FU5X+8FIH\FO+8I

?

生产者价格

?

!",3% ,"0-% ,"21% -"!.0% 1"0%

!."./% !0".3

?58DOKOEOUK ?生产者价格定义 0"/!

?OK5O+8I ?生产者价格指数 !."!-3

\FU5X+E*)J)K+8 产品平衡 !."!% !.",% !.".

\FU5X+E*W\FU5X+EG)EFOd 产品>产品矩阵 ,2".2

\FU5X+EDJU[ 产品流量 !.",

\FU5X+EE8+MKUJULW)IIXG\EOUK 产品工艺假定 ,2"//

\FU5X+E[)FF)KEO8I 产品担保 2"!,/

\FU5X+E% \FOK+O\)J 主要产品 !.",-

\FU5X+EOUK 生产 !"0% !"!.% !".4% -",4

?58DOKOEOUK ?生产定义 0",

?DUFU[K DOK)J+UKIXG\EOUK ?为自身最终消费的生产 2",,

?DUFU[K DOK)JXI8 ?为自身最终使用的生产 3"/-% !3",0

?DUFU[K DOK)JXI8% 8d+JXIOUK DFUGOKDUFG)J

I8+EUF

?为自身最终使用的生产% 不包括在

非正规部门内 ,/".!

?DUFU[K DOK)JXI8% V)JX)EOUK ?为自身最终使用的生产估价 3"//

?L8ULF)\MO+JU+)EOUK )K5 F8IO58KE\FU5X+8FI ?生产地理位置和常住生产者 0"2.

?GXJEO\J8\8FOU5 \FU+8II8I ?多期生产过程 0"!!4% 0"!-2

?UD5UG8IEO+I8FVO+8I ?家庭服务生产 ,"!01

?UK U[K )++UXKE ?自给性生产 !."-,

?\FU+8IIE)TOKLI8V8F)JW8)FI ?生产过程持续好几年 !4"!,2% !,"/1

\FU5X+EOUK )++UXKE 生产账户 !"!1% ,"20% 1"-% !."20% !0"0%

,2"1!

?*WOKIEOEXEOUK)JI8+EUF ?按机构部门编制生产账户 ,2",/

011

())* 年国民账户体系



?DUF)K OKIEOEXEOUK)JXKOEUFI8+EUF% UF

8IE)*JOIMG8KEUFOK5XIEFW

?机构单位或部门$ 基层单位或产业

的生产账户 0"14

\FU5X+EOUK )+EOVOEO8I 生产活动

?+M)F)+E8FOIEO+IUD ?生产活动特征 /"/

\FU5X+EOUK )I)K 8+UKUGO+)+EOVOEW 视为经济活动的生产 0"!4

\FU5X+EOUK *UXK5)FW 生产范围 !".,% 0"-% !."!!% !3"01% ,/",.

?58DOKOEOUK ?生产范围定义 0",1

?8dE8KIOUK UD ?扩大生产范围 ,"!01% ,3"-2

?8dE8KIOUK EUOK+JX58I8FVO+8IDFUG +UKIXG8F

5XF)*J8I

?扩大生产范围包括消费者耐用品提

供的服务 3"..

\FU5X+EOUK *WMUXI8MUJ5I 住户生产 !".!

\FU5X+EOUK +UIEI 生产成本 -"!-0% ,,"-/

\FU5X+EOUK DUFU[K DOK)J+UKIXG\EOUK 为自身最终使用的生产

?EF8)E85 )IG)FT8EUFKUK]G)FT8E\FU5X+EOUK

?

?为自身最终使用的生产处理为市场

生产或非市场生产 0"!-.

\FU5X+EOUK G8)IXF8UD&'( &'(的生产法 !0".!% !2"/1

\FU5X+EOUK FOIT 生产风险 -",-

\FU5X+EOVOEW

?

生产率

?

!."-% !/"!!0% !/"!32% !0"-1%

,4"!% ,4"0

?+M)KL8I ?生产率变动 !2",0

?LFU[EM ?生产增长率 !3"1.

?OKE8FK)EOUK)J+UG\)FOIUKIUD ?生产率的国际比较 !3"1/

?KUK]G)FT8EI8FVO+8I ?非市场服务生产率 !/"!!0

?UK )K OK5XIEFW*)IOI ?行业生产率 !3"02

\FU5X+EI 产品 !.",,% ,3"!40

?+UKK8+E85 ?关联产品 ,3"/3

?58DOKOEOUK ?产品定义 0"!.

?OK+JX585 OK +XIEUGI58+J)F)EOUKI ?包括在海关申报单中的产品 !."03

?KUEOK+JX585 OK +XIEUGI5U+XG8KE)EOUK ?未包括在海关申报单中的产品 !."0-

?VI"\FU5X+OKLXKOEI ?产品与生产单位 !."!1

\FUD8IIOUK)JIU+O8EO8I 专业团体 ."!01

\FUDOJ8 模式

?)L8]8DDO+O8K+W ?年限效率模式 ,4"!1

?)L8]\FO+8 ?年限价格模式 ,4"!1

?+MUO+8UD ?模式选择 ,4",/

\FUDOE 利润 !"02% ,"3.% 1",.

?UD8d\UFEGUKU\UJO8I ?出口专营利润 1"3/

?UDDOI+)JGUKU\UJO8I ?财政专营利润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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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DOG\UFEGUKU\UJO8I ?进口专营利润 1"3.

\FUDOE]G)dOGOh)EOUK 利润最大化 ,,",

\FUDOE]IM)FOKL 收益分享 !1"!!% !1"--

\FUS8+E85 *8K8DOEU*JOL)EOUK !(;N" 预计福利义务 !1"!2!

\FUS8+EOUKI 预测 ,1"-1

\FUGUEOUK 升职 !1"!24

\FU\8FEWOK+UG8

?

?

财产收入

?

?

,"3,% 1",% 1"!0% 1"!41% !!"!4-%

!.",3% !0"3% !2"0/% ,."-% ,0"/2%

,2"1-

\FU\UFEOUK)E8F8OKIXF)K+8 比例再保险 !1"!!

\FU\UFEOUK)E8F8OKIXF)K+8\UJO+W 比例再保险保单 !1",,

\FUVOIOUKI 准备金 -".!% !!",-% ,!"0/

?*)5 58*E ?坏账准备 !4",!!

?*UKXI8I)K5 F8*)E8I ?奖金和折扣准备金 !-"11

?IE)K5)F5Oh85 LX)F)KE88I ?标准化担保准备金 !1",,-

\I8X5UUXE\XE\FO+8OK58d 虚拟产出价格指数 !/"!!1

\X*JO+)5GOKOIEF)EOUK 公共管理 3".

\X*JO+*8K8DOEUFL)KOh)EOUKI 公共福利组织 ,-"!0

\X*JO++UF\UF)EOUK 公营公司 ."-.% ."11% ,,",1

?F8IEFX+EXFOKL ?公营公司重组 ,,"!.1

\X*JO+DOK)K+8\F8I8KE)EOUK 公共财政表 ,,"2% ,,"0,

\X*JO+LUU5I 公共物品 3".% 3"!4-

\X*JO+GUKXG8KEI 公共纪念物 !4"12% !,"!-% !,"!/

\X*JO+I8+EUF 公共部门 ,"!0,% ,,"0

?IX*]I8+EUFI ?公共部门子部门 ,,".!% ,,"!00

\X*JO+I8+EUF*UFFU[OKLF8kXOF8G8KE 公共部门的借款要求 ,,"!03

\X*JO+)EOUK 58E)OJI 出版物中的详细信息 !2",

\X*JO+]\FOV)E8\)FEK8FIMO\ 公私合伙经营 !4"/3% ,,"!/.

\XF+M)I8*WLUV8FKG8KE)K5 $(6#7IUDLUU5I

)K5 I8FVO+8IDUFEF)KID8FEUMUXI8MUJ5I

由政府和$(6#7购买并转移给住户的

货物和服务 ,"32

\XF+M)I8% [M8K F8+UF585 )IE[UEF)KI)+EOUKI 记为两个交易的购买 0"01

\XF+M)I85 LUU5[OJJ)K5 G)FT8EOKL)II8EI 外购商誉和营销资产 -"..% !4"!1% !4"!30% !,"--

?58DOKOEOUK ?外购商誉和营销资产定义 !4"!33

?[FOEOKL5U[K ?外购商誉和营销资产的减记 !,"-.

\XF+M)I8FI 购买者

?DF885UGUD+MUO+8 ?购买者可自由选择 !/"03

?KUEDF88EU+MUUI8\FO+8 ?购买者不能自由选择价格 !/"1!

?[8JJOKDUFG85 ?购买者信息充分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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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F+M)I8FIH\FO+8I 购买者价格 ,"0.% -"!./% -"!.1% !."./

?+F85OEF8J)E85 +M)FL8I ?购买者价格不包括赊销相关费用 3"12

?EMF888J8G8KEI ?购买者价格的三个构成要素 0",!1

\XF+M)IOKL\U[8F 购买力 1"!,4% !!"14% !0"-.

\XF+M)IOKL\U[8F\)FOEO8I 购买力平价 !"-.% !3"!/% !3"1.

?58DOKOEOUK ?购买力平价定义 !/"!33

\XF8JWVUJXKE)FWEF)KID8FI 纯粹的自愿转移 !0"!,

\XF\UI8 目的 ,".,

\XEU\EOUK 卖出期权 !!"!!1

M

kX)5FX\J8]8KEFW)++UXKEOKL 四式记账 !"0-% -"!!!% -"!!0% !!"3% ,1",

?VI"5UX*J8]8KEFW ?四式记账与复式记账 ,0"!1

kX)JOEW)5SXIEG8KE\FU+85XF8I 质量调整程序 !/"11

kX)JOEW+M)KL8 质量变化 !/"!,,

kX)JOEW5ODD8F8K+8I 质量差异 3"11% !,",-

?OK \FO+8OK5O+8I ?价格指数中的质量差异 !/"0.

kX)JOEW])5SXIE85 J)*UXFOK\XEI 经质量调整的劳动投入 !3".,% !3"//

kX)KEOEO8I% )55OEOVOEW 数量% 可加性 !/"!!

kX)KEOEWXKOE 数量单位 !/"!4

kX)FE8FJW)++UXKEI 季度账户 !",3% !2"--% !2"0.

?+M)OKOKL ?季度账户链接 !2".-

kX)FE8FJW+M)OK OK5O+8I 季度链式指数 !/"./

kX)IO]+UF\UF)EOUK

?

准公司

?

."0/% !!"22% !!"3-% ,,"..% ,."0%

,.",3% ,/"02% ,0"-4

?58DOKOEOUK ?准公司定义 .".,

?F8kXOF8G8KEUD)*)J)K+8IM88E ?准公司必须有资产负债表 ."./

?F8kXOF8IDXJJI8EUD)++UXKEI ?准公司必须有全套账户 ."..

?IOh8KUE\)FEUD58DOKOEOUK ?规模不是准公司定义中的一部分 .".0

kX)IO]DOI+)J)+EOVOEO8I 准财政活动 ,,"-

kX)IO]KUK]LUV8FKG8KE)JUFL)KOh)EOUKI 准非政府组织 ,-",0

kX)IO]F8LOUK 准区域 !2"/4

kX8IEOUKK)OF858IOLK 问卷设计 ,/"2!

kXO5 \FUkXU 对价物 ,",.% -"/1

kXUE85 IM)F8I 挂牌股票 !!"20

G

F)5OU)K5 E8J8VOIOUK \FULF)GGOKL 广播电视节目 !4"!!/

F)5OUI\8+EFXG 无线电频谱 !1"-,-

F)E8UD58+JOK8% MW\8F*UJO+ 双曲线的损失率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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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8UDOKDJ)EOUK 通货膨胀率 !",0

F)E8UDF8EXFK 回报率 ,0"/3% ,0"11

?8dUL8KUXIUF8K5UL8KUXI ?外在或内含的回报率 ,4"-4

F)E8% F8D8F8K+8 参考利率 3"0,

F)EOUKOKL 定量 !/"1,

F)EOUIUDOG\UFEI)K5 8d\UFEIEU&'( 进出口占&'(的比例 !.".4

F8)JLFUII5UG8IEO+OK+UG8 实际国内总收入 !/"!22

F8)JMUJ5OKLL)OKI

?

实际持有损益

?

!"03% ,"!!3% -"!.,% 2",/% !,"10%

!,"23% !0"-.

?EF8)EG8KE)IOK+UG8 ?实际持有损益视作收入 !,"3,

F8)JOK+UG8 实际收入 !/"!2,

F8)JOK+UG8G8)IXF8I 实际收入测度 !/"!3,

F8)JK)EOUK)JOK+UG8 实际国民收入 !3"!.

F8)J\XF+M)IOKL\U[8F 实际购买力 !/"!2!

F8)JE8FGIVI"VUJXG8I 实际价值与物量 !."!/-% !/"!2!

F8+8O\EUD)KWF8OKV8IEG8KEUD8)FKOKLI 收到的收益再投资 !1",22

F8+J)IIODO+)EOUK 重新划分

?DOd85 +)\OE)JEUOKV8KEUFO8I ?固定资本到存货的重新划分 !,"1!

?JOD8OKIXF)K+88KEOEJ8G8KEIEU)KKXOEO8I

8KEOEJ8G8KEI

?人寿保险权益到年金权益的重新

划分 !1"!-2

?UD)K OKIEOEXEOUK)JXKOEDFUGUK8I8+EUFEU

)KUEM8F

?机构单位从一部门重新划分到另一

部门
!,"0.

?UD)II8EI ?资产的重新划分 !,"-

F8+UF5OKLUD_%̀ LFUII)K5 K8E 增加值的总额与净额记录 0"/3

F8+FXOEG8KE)L8K+W 招聘机构 !3"1,

F8+XFF8KEJUII8I 正常毁损 0"!43% 0"!.1% 0"!.2

?DFUGOKV8KEUFO8I ?存货的正常毁损 !4"!-4% !,"32

F8+XFF8KEE)d8IUK J)K5% *XOJ5OKLIUFUEM8F

IEFX+EXF8I

土地$ 房屋或其他建筑物定期税

?

1"31

?

F85OIEFO*XEOUK 再分配

?LUU5I)K5 I8FVO+8I ?货物服务再分配 3"-1

?OK+UG8 ?收入再分配 !"!.% 2"-1

?F8)JK8E[UFEM ?实际资产净值再分配 !,"3!

?[8)JEM ?财富再分配 !"03% ,"!!4

F85OIEFO*XEOUK UDOK+UG8OK TOK5 )++UXKE

?

实物收入再分配账户

?

,"3/% 2"-4% 2"!..% 3"1% 3"3/%

!0"!0

F8]8V)JX)EOUKIUDGOK8F)JF8IUXF+8I 矿产资源再评估 !4"!40

F8]8d\UFEI 再出口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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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8D8F8K+8\8FOU5 报告期 !3"10

F8D8F8K+8\FO+8 参考价格 !!"!!!

F8D8F8K+8F)E8 参考利率 0"!0-% 0"!0.% 3"0,

?+M)F)+E8FOIEO+I ?参考利率的特征 0"!00

?DUF5ODD8F8KE+XFF8K+O8I ?不同币种的参考利率 0"!00

F8DXL88I 难民

?F8IO58K+8 ?难民的常住性 ,0"-2

F8DXK5 UDE)d8IUK \FU5X+EI 产品税的退税 1"!4.

F8LOUK)J)++UXKEI 地区账户 !2",% !2"0% !2"./% !3"03% ,/".0

F8LOUK)JXKOEI 区域单位 !2".1

F8LOUK)JOh85 )\\FU)+M EUEM8+UG\OJ)EOUK UD(((I区域化方法编制((( !/",,!

F8LOIEF)EOUK UD\FU5X+EOUK XKOEI 生产单位的注册 ,/",4

F8LXJ)FEM8DEI 常规性盗窃 0".0

F8LXJ)EUFW% IX\8FVOIUFWUF)++UXKEOKL

F8kXOF8G8KEI

管理$ 监督或者核算需要

?

!,".!

?

F8OG*XFI8G8KEUD8d\8KI8I 费用报销 0",,,% 1"./% 2"!4.

F8OKIXF)K+8

?

再保险

?

0"!24% 0",44% 2"!!/% 2"!,,% !1",%

!1"!4% !1"0.% ,0"03

?+J)OGI ?再保险赔付 2"!,-

?+UGGOIIOUK ?再保险佣金 !1"!!

F8OKIXF8F 再保险人 !1"/1

F8OKV8IE85 8)FKOKLI 再投资收益 1",-% !-"34% ,0"0-% ,0"22

?DUF8OLK 5OF8+EOKV8IEG8KE ?外国直接投资再投资收益 ,",.

?DUF8OLK 5OF8+EOKV8IEG8KE8KE8F\FOI8I ?外国直接投资企业的再投资收益 !1",2/

?K8L)EOV8 ?负的再投资收益 ,0"0.

F8OKV8IEG8KEUD8)FKOKLI 收益再投资 !!"3,% ,!".4% ,0"22

F8OKV8IEG8KEUDOKE8F8IE% I8+XFOEO8 证券利息再投资 !1",2,

F8J)E85 MUXFI 相关时间 !3"/!

F8J)EOUKIMO\ *8E[88K OKIEOEXEOUK)JXKOEI)K5

8IE)*JOIMG8KEI 机构单位和基层单位的关系 ,".!

F8J)EOUKIMO\ *8E[88K \F8GOXGI)K5 +J)OGI 保费和赔付的关系 !1"1

F8J)EOUKIMO\ *8E[88K IEU+TI)K5 DJU[I 存量和流量的关系 ,"--

F8J)EOV8+UIEI 相对成本 !/"!,

F8J)EOV8+UIEIUD\FU5X+EOUK 相对生产成本 !/"2!

F8J)EOV8XEOJOEO8I 相对效用 !/"!,

F8JO8D)L8K+O8I 救济机构 ."!03% ,0"./

F8JOLOUXI+UKLF8L)EOUKI 宗教团体 ."!01% ,-"!3

F8JOLOUXIOKIEOEXEOUKI 宗教机构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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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8G)OKOKLG)EXFOEW 剩余到期时间 ,0"!4/% ,1",4

F8GOEE)K+8I 汇款 2",1% 2"!--% !0"!,% ,."0.

?DFUG)*FU)5 ?国外汇款 ,."!1% ,."14

F8GXK8F)EOUK OK TOK5

?

实物报酬

?

-"11% -"24% 0"!.2% 1".2% 2",,%

3"./% 3"/!

F8KE 地租 1"!1% 1"!41% 1"!43% 1"!/.

?)DE8F]E)d ?税后地租 1"!/1

?J8)I8]MUJ5 J)K5 ?租赁协议下的土地地租 !1"-,1

?UK J)K5 ?土地地租 1"!-% 1"!//

?\)W)*J8*WKUK]F8IO58KEI ?非常住者的应付地租 ,0"/3

F8KEVI"F8KE)J 地租与租金 1"!/-% 1"!/2

F8KE)J 租金 0",!.% 0",-2% 1"!.% 1"!!4

?58DOKOEOUK ?租金定义 0",./

?UDU[K8F]U++X\O85 5[8JJOKLI ?自有住宅的租金 !."33

F8\)OF)K5 G)OKE8K)K+8 维护和修理

?+UKIXG8F5XF)*J8I ?耐用消费品的维护和修理 3"03

?+XFF8KEVI"+)\OE)J ?经常性与资本性的维护和修理 !4"./

?5U]OE]WUXFI8JD ?自己动手的维护和修理 0"-0

F8\)OFI6%%)JIUG)OKE8K)K+8 修理% 参见维护

F8\)W)*J8G)FLOKI 应偿还保证金 !!"!,.

F8\)WG8KEIUD58*E 债务偿还 -"!1/

F8\U 回购 !!"1.

F8\U% F8V8FI8 反向回购 !!"1.

F8\UFEOKL5)E8 报告日期 -"!//

F8\UII8IIOUKI 收回 !,".3

F8\F8I8KE)EOVOEW 代表性 !/",4.

F8\XF+M)I8)LF88G8KEI 回购协议 !!"/3% !!"1-

F8]F8D8F8K+OKLI8FO8I 重新更换了参考期的序列 !/"04

F8]FUXEOKL 改道 ,"30% -"0,

F8I8)F+M )L8K5) 研究计划 1"!.4

F8I8)F+M )K5 58V8JU\G8KE 研究和开发 0",-4% !4"!4-% ,,",,% ,2"!/

F8I8)F+M OKIEOEXEOUKI 研究机构 ."!14

F8I8FV8)II8EI 储备资产 !!"./% ,0"1.% ,0"1/% ,0"2,

?58DOKOEOUK ?储备资产定义 ,0"3/

F8I8FV858\UIOEI 存款准备金 1"!,,

F8I8FV8I 准备金 1"!,3% !1"!/

F8I8FV8IDUFKUK]\8KIOUK *8K8DOEI 非养老金福利准备金 !1"33

F8I8FV8IDUF[OEM]\FUDOEOKIXF)K+8 共享利润保险准备金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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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8IO58K+8

?

常住性

?

!".2% ."!% !3"0% !3"!!% !3"01%

!3"2!

?;(90 ?;(90 中的常住性 ."!/% ,0",.

?+UKDOK85 EUUK88+UKUGO+E8FFOEUFW ?仅在一个经济领土上具有常住性 ."!-

?+UF\UF)EOUKI ?公司的常住性 ."!/

?58DOKOEOUK ?常住性定义 ."!4% ,0"-0

?MUXI8MUJ5I ?住户的常住性 ,0"-1

?OGGUV)*J8IEFX+EXF8I ?不动产的常住性 ."!/

?OK5OVO5X)J\8FIUKI ?个人的常住性 ."!/

?J)K5]U[K8FI ?土地所有者的常住性 ."!/

?J8)I8I ?租赁协议的常住性 ."!/

?#(=I ?特殊目的实体的常住性 ."!/

?IX*]IUOJ8dEF)+EUFI ?地下资源开采者的常住性 ."!/

?XKOK+UF\UF)E85 8KE8F\FOI8I ?非法人企业的常住性 ."!/

F8IO58KE 常住 ,"!3% !3"!4

F8IO58KE#(=I 常住特殊目的实体 ,,"/,

F8IO58KEO)JI+MUUJI% +UJJ8L8IUFXKOV8FIOEO8I 常住学校$ 学院或大学 ."!/-

F8IO5X)JV)JX8UD)K )II8E 资产的残余价值 !."!40

F8IO5X)JI 残余物 ,3"!4,% ,3"!40

F8IUXF+8J8)I8 资源租赁 1"!/-% !1"-./% ,4"-3

?58DOKOEOUK ?资源租赁定义 !1"-!4

?DOIMOKL ?捕捞资源租赁 !1"--/

?J)K5 ?土地资源租赁 !1"-,1

F8IUXF+8F8KE 资源租金 !-"/4% ,3"!!,

F8IUXF+8I 资源 !"!.% ,".-

F8I\UKI8F)E8 回答率 !3"10

F8IEUDEM8[UFJ5 国外 !"!!% -"!!1% ."-1% ."!1,% !1"!4

?58D)+EUI8+EUF ?把国外当成一个事实上的部门 ,",4% ."-1% ,0",

?58DOKOEOUK ?国外定义 ."!1,

?\8FI\8+EOV8 ?从国外角度 ,0"!4

F8IEUDEM8[UFJ5 )++UXKE 国外账户 ,"!-4% !0",2% ,2"1!

F8IEOKLEOG8 休息时间 !3"/!

F8IEFX+EXFOKL)L8K+O8I 重组机构 ,,".1% ,,"!.!

F8E)OJ)K5 [MUJ8I)J8I8FVO+8I 批发零售服务 !.",1

F8E)OK85 8)FKOKLI

?

留存收益

?

-"0.% 1"!-3% 1"!/!% 3"!!% !-"34%

,0"0-

F8EOF8G8KE 报废 2"1!% !/"!03

F8EFU+8IIOUK 转分保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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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8EXFK EU+)\OE)J 资本回报 0",./% !3",/% ,4"/% ,4",2% ,,"-/

F8EXFK EUDOd85 +)\OE)J 固定资本回报 0",./

F8EXFK EUJ)*UXF 劳动报酬 !3",/

F8V)JX)EOUK )++UXKE

?

再估价账户

?

!",4% ,"!!/% ,"!!1% -"!44% !4"!%

!,"-% !0"--% ,0"3

?JO+8K+8I ?许可 !1"-/,

F8V)JX)EOUK% 8d+M)KL8F)E8+M)KL8I 重估价% 汇率变化 ,0"13

F8V8KX8 财政收入

?&:# 58DOKOEOUK ?&:#的财政收入定义 ,,"0/

F8V8FI8OKV8IEG8KE 反向投资 ,0"20

F8V8FI8F8\U 反向回购 !!"1.

F8VOIOUKI 修订 !2",% !2"-% !2"!,

F8VOIOUKI)K)JWIOI 修订分析 !2"!-

FOKL)\\FU)+M% 6<( 6<(环形比较法 !/",,,

FOIT

?

风险

?

-",-% -",1% !4"/% !!"!!,% !1"!%

!1"1% !1"-44

?UV8FEOG8 ?时期间的风险 -",.

FOIT )IIXG\EOUK 风险假定 0"!/1

FOIT 8d\UIXF8 风险暴露 ,0"!4.

FOIT G)K)L8G8KE 风险管理 !!"!!,% !1"01

FOITI)K5 F8[)F5I 风险和报酬 ,".1% ,2"!/

FU)5 +UKIEFX+EOUK 道路建设 ,,",4

FU)5I% I8FVO+8JOV8IUD 道路使用年限 0",.,

FUW)JEO8I 特许权使用费 1"!!4% 1"!04

FXK5U[K UD[8)JEM \UIEF8EOF8G8KE 退休后财富的下降 ,."12

&

I)J)FWI)+FODO+8 薪金牺牲 1".1

I)J8I 销售 0"!44% ,,"-.

I)J8IIEFX+EXF8)\\FU)+M 销售份额方法 ,2".3

I)G\J8IOh8 样本量 !3"10

I)G\JOKLDF)G8 抽样框 ,!"2

I)E8JJOE8 卫星账户

?8dE8FK)J ?外部卫星账户 ,3"2/

?OKE8FK)J ?内部卫星账户 ,3"2/

I)E8JJOE8)++UXKE

?

卫星账户

?

!"//% !"1-% ,"!//% ,"!0.% ,"!02%

-"3/% ,3".% ,3"-!

?)K+OJJ)FW)+EOVOEO8I ?辅助活动卫星账户 /"./

?5UG8IEO+I8FVO+8I ?家务劳动卫星账户 ,."0,

?MUXI8MUJ5 I8FVO+8I ?住户服务卫星账户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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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I ?非营利机构卫星账户 ,-"!,

?EUXFOIG ?旅游卫星账户 ,."00

I)VOKL

?

储蓄

?

,"2-% ,"!40% 3"3% 3",0% !4"!2%

!!"!

?JOKT *8E[88K EM8+XFF8KE)K5 )++XGXJ)EOUK

)++UXKEI

?储蓄是连接经常账户和积累账户的

纽带 3",2

I)VOKLI58\UIOEI 储蓄存款 !!"/3

I)VOKLIF)EOU 储蓄率 !",3% 3"-4

#'C 特别提款权 1"!!-% ,0"!4-

?58DOKOEOUK ?特别提款权定义 !!".1

?MUJ5OKLL)OKI)K5 JUII8I ?特别提款权持有损益 !,"!4.

I8)IUK)J)5SXIEG8KE 季节调整 !2"-1

?kX)FE8FJW)++UXKEI ?季度账户季节调整 !2"0.

I8)IUK)JDFXOEI)K5 V8L8E)*J8I 季节性水果和蔬菜 !/"00

I8)IUK)J[UFT8FI 季节性工人 !3"!2% !3"-,% !3"--

I8)IUK)JOEW 季节性 !2"-1

I8+UK5 MUG8I 第二套居所 ,."/0% ,3"23

I8+UK5)FW)+EOVOEW 次要活动 ,3"-.

?58DOKOEOUK ?次要活动定义 /"3

I8+UK5)FW5OIEFO*XEOUK UDOK+UG8)++UXKE 收入再分配账户 ,"3/% !0"!,% ,0".% ,2"1-

I8+UK5)FWDOK)K+O)J)+EOVOEO8I 次要金融活动 ."3/

I8+UK5)FWOK+UG8)++UXKE 二次收入账户 ,0".0% ,0"00

I8+UK5)FWSU*I 第二职业 !3"-!

I8+UK5)FW\FU5X+EOUK 次要生产 !.",-

I8+UK5)FW\FU5X+EI 次要产品 ,2"./

I8+UK5]M)K5 )II8EI 二手资产 !."!41

I8+EUF% OKDUFG)JVI"#$%XI)L8 非正规部门与 #$%中的用法 ,/".1

I8+EUFI% DOK)K+O)JIE)EOIEO+I 金融统计中的部门划分 ,1"!2

I8+XFOEO8I 证券 !!"!2% !!"--% !!"1-

?F8OKV8IEG8KEUDOKE8F8IE ?证券利息再投资 !1",2,

I8+XFOEO8IF8\XF+M)I8)LF88G8KE 证券回购协议 !!"1.

I8+XFOEO8I% IMUFE]E8FG 短期证券 !!"1!

I8+XFOEOh)EOUK 证券化 !!"01% ,,"!-!

?UD)II8EI ?资产证券化 ,,".

?UDDXEXF8F8V8KX8DJU[I ?未来财政收入流量的证券化 ,,"!--

?I)J8UD)K )II8E ?资产出售的证券化 ,,"!-,

#==%

?

综合环境经济核算

?

-"3/% !4"!12% !4"!2-% ,4".2%

,3"22%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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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JI ?综合环境经济综合核算目标 ,3"!4-

?T8WOK5O+)EUFI ?环境经济综合核算主要指标 ,3"!4.

I8JD]8G\JUW85 自雇 1"-4

I8JD]8G\JUW85 \8FIUKI 自雇者 1"-4% 1"--% !3",0% !3",2% !3"13

?58DOKOEOUK ?自雇者定义 !3",/

?8G\JUW8FI ?雇主 1"--

?U[K])++UXKE[UFT8FI ?自雇工作者 1"--

I8JD]8G\JUW85 \8FIUKIVI"8G\JUW88 自雇者与雇员 1",2

I8JD]M8J\ LFUX\I 自助团体 ,-",.

I8\)F)EOKLF8\)WG8KEUD+)\OE)JDFUGOKE8F8IE 区分对本金与利息的支付 ,4"01

I8kX8K+8UD)++UXKEI

?

账户序列

?

!"!/% ,"1/% ,"12% -",% .",-% 0"!%

!-"/% !2"!% ,2"-!% ,2"1-% ,3",!

I8FVO+8+M)FL8 服务费 !!"!4-

?)KKXOEW ?年金服务费 !1"1-

?+F85OE+)F5 ?信用卡服务费 !1",/-

?+XFF8K+W)K5 58\UIOEI ?通货和存款服务费 !1",.1

?58*EI8+XFOEO8I ?债务性证券服务费 !1",/3

?58\UIOEI)K5 JU)KI ?存贷款服务费 !1",.3

?8kXOEW)K5 OKV8IEG8KEDXK5 IM)F8I ?权益和投资基金份额服务费 !1",2-

?DOK)K+O)J58FOV)EOV8 ?金融衍生工具服务费 !1",23

?DOK)K+O)J58FOV)EOV8I ?金融衍生工具服务费 !!"!!.

?JOD8OKIXF)K+8 ?寿险服务费 !1"/-

?KUK]JOD8OKIXF)K+8 ?非寿险服务费 2"!!1% !1".0

?F8OKIXF)K+8 ?再保险服务费 !1"0-

?F8\XF+M)I8)LF88G8KEI ?回购协议服务费 !1",/.

?#'CI ?特别提款权服务费 !1",.0

?IU+O)JOKIXF)K+8I+M8G8 ?社会保险计划服务费 !1"!!.

?IE)K5)F5Oh85 LX)F)KE88 ?标准化担保服务费 !1",!3

?XK)JJU+)E85 LUJ5 )++UXKEI ?未分配黄金账户服务费 !1",./

I8FVO+8+M)FL8I 服务费 !!"-.

?IE)K5)F5Oh85 LX)F)KE88I ?标准化担保服务费 !1",!!

I8FVO+8+UKEF)+E 服务合约 ,/",1

I8FVO+8I 服务

?58DOKOEOUK ?服务定义 0"!1

?EMOF5 \)FEW+FOE8FOUK ?服务的第三方准则 0"!0% ,3"!.0

I8FVO+8IDUFU[K +UKIXG\EOUK [OEMOK MUXI8MUJ5I 住户范围内为自己消费而从事的服务 3"/.

I8V8F)K+8\)WG8KEI 离职金支付 1".0 !原文为 1"./"

IM)F8!IEU+T" )\\F8+O)EOUK FOLMEI 股份 !股票" 增值权 !1"-32

021

())* 年国民账户体系



IM)F8]+FU\\OKL 佃农耕种 1"!/0

IM)F8MUJ58F 股东 1"!,1

IM)F8I 股票B股份 !!"2.

?8d]5OVO58K5 ?除权股票 1"!-4% !1",2.

IM)F8I% *UKXI 送股 !!"23

IM)F8I% JOIE85 上市股票

?58DOKOEOUK ?上市股票定义 !!"20

IMUFE]E8FG 短期

?58DOKOEOUK ?短期定义 ,1",4

IMUFE]E8FGDUF8+)IEI 短期预测 !"-!

IMUFE]E8FGOK5O+)EUFI 短期指标 !",3% !2"-% !2"/

IMUFE]E8FGI8+XFOEO8I 短期证券 !!"!/% !!"1!

IMFOKT)L8UDOKV8KEUFO8I% F8VOI85 8IEOG)E8I 存货损耗的纠正估计 !,"/4

IO+T J8)V8 病假 !3".0

IOKLJ8OK5O+)EUFG8EMU5 单指标法 !/"!-/

#6̀< 国际贸易标准分类 !."-0

IOh8)I+FOE8FOUK DUFOKDUFG)J 规模作为非正规的标准 ,/",,

IG)JJ8KE8F\FOI8I 小企业 ,/"03

IG)JJEUUJI 小型工具 0",,/% !4"-/

IGXLLJOKL 走私 0"..

#$%OKE8F8IE

?

#$%的利息

?

0"!0.% 1"!!0% 2",.% 3"0,% !-"0,%

!1",/4

IU+O)J)++UXKEOKLG)EFOd!#%9" 社会核算矩阵 !"1.% ,"!0.% ,."!3% ,2".% ,2"2,

?8dE8KIOUKI ?社会核算矩阵扩展 ,2"/

IU+O)J)IIOIE)K+8 社会救济 2"/% 2"00% 3",4% !1"2-

?*8K8DOEIOK +)IM ?现金形式的社会救济福利 2"!!4

?VI"IU+O)JI8+XFOEW ?社会救济与社会保障 2"3,

IU+O)J*8K8DOEI

?

社会福利

?

1"33% 2".% 2"!1% 2"21% 2"3.%

2"!-,% !1"13

?+OF+XGIE)K+8I[M8K \)W)*J8 ?应付社会福利的情况 !1"13

?\)W)*J8OK TOK5 ?实物应付社会福利 2"!4-

? IU+O)JI8+XFOEW% IU+O)J)IIOIE)K+8UFIU+O)J

EF)KID8FIOK TOK5

?社会保障$ 社会救济或实物社会转

移等社会福利
!1"2!

?EF8)E85 )I\)W)*J8OK +)IM ?视为现金形式的应付社会福利 2"!4,

IU+O)J+JX*I 社交俱乐部 ,-"!3

IU+O)J+UKEFO*XEOUKI

?

社会缴款

?

,"30% 1",% 2".% 2"!0% 2",1% 3",,%

!1"!/1

?OG\XE85 ?虚拟社会缴款 !1"!4.

IU+O)J8+UKUGW 社会经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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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U+O)J8KEOEO8I 社会实体 ."-

IU+O)JOKIXF)K+8*8K8DOEI 社会保险福利 3",,

?58DOKOEOUK ?社会保险福利定义 !1"23

?OK TOK5 ?实物社会保险福利 2"!2

?\8KIOUKI)K5 KUK]\8KIOUKI ?养老金和非养老金社会保险福利 !1"32

IU+O)JOKIXF)K+8+UKEFO*XEOUK 社会保险缴款 1".,

?)+EX)J ?实际社会保险缴款 1"04

?58DOKOEOUK ?社会保险缴款定义 !1"23

?OG\XE85 ?虚拟社会保险缴款 1"04

?IX\\J8G8KE ?社会保险追加缴款 2"24

IU+O)JOKIXF)K+8I+M8G8

?

社会保险计划

?

,"30% 0",4!% 1",% 2".% 2"/% 2"0/%

3",4% !0"!,% !1"10

?)5GOKOIEF)EOUK +UIEI ?社会保险计划管理费用 !1"!4/

?+UKEF)+EX)JOKIXF)K+8I+M8G8 ?社会保险计划是一种契约式保险计划 !1"21

?58DOKOEOUK ?社会保险计划定义 !1"22

?K885IEMOF5 \)FEWOKVUJV8G8KE ?社会保险计划需要涉及第三方 !1"21

?kX)JODWOKL+UK5OEOUKI ?社会保险计划的限定条件 2"1-

?kX)JODWOKL+UKEFO*XEOUKI ?社会保险计划的限定缴款 !1"!!0

?F8I\UKIO*OJOEWDUF)5GOKOIE8FOKL ?管理社会保险计划的责任 2"10

?FXK *W8G\JUW8F ?雇主管理社会保险计划 0",4-

?FXK *WOKIXF)K+8+UF\UF)EOUK ?保险公司管理社会保险计划 0",4.

?I8FVO+8D88 ?社会保险计划服务费 2"24

?XKDXK585 ?无备资社会保险计划 !1"!4.

IU+O)JOKIXF)K+8I+M8G8% UEM8FEM)K IU+O)JI8+XFOEW社会保障之外的社会保险计划

?)5GOKOIEF)EOUK ?社会保险之外的社会保险计划的管理 !1"3!

IU+O)JI)D8EWK8EV)FO8EW 社会安全的净变动 !1"34

IU+O)JI8+XFOEW

?

?

社会保障

?

?

."!,.% 0",4,% 1".,% 2"/% 2"-1%

2"1,% 2"10% 2"11% 3",4% !1"2,%

!1"34% !1"!,.

?)IGXJEO]8G\JUW8FI+M8G8 ?社会保障多雇主计划 !1"3-

?*8K8DOEIOK +)IM ?社会保障现金福利 2"!42% !1"!4,

?+UKEFO*XEOUKI ?社会保障缴款 -"0-

?+UKEFO*XEOUKI*WMUXI8MUJ5I ?住户的社会保障缴款 !1"!4,

?8KEOEJ8G8KEIXK58F ?社会保障下的权益 !1"!3!

?DXK585 UK )\)W])I]WUX]LU*)IOI ?建立在现收现付基础上的社会保障 !1"!,!

?KUOG\XE85 +UKEFO*XEOUKI ?社会保障不存在虚拟缴款 1"0-

?F8+UF5OKL ?社会保障的记录 !1"!,/

IU+O)JI8+XFOEWDXK5I 社会保障基金 .",4% ."-4% ."!!2% ,,",!

?5OIEOK+EOUK DFUGIU+O)JI8+XFOEWI+M8G8I ?社会保障基金与社会保障计划的区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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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U+O)JI8+XFOEWDXK5IIX*]I8+EUF 社会保障基金子部门 ."!.1

IU+O)JEF)KID8FIOK TOK5

?

?

?

实物社会转移

?

?

?

,"3/% -"2-% 2"/% 2"!4-% 2"!.!%

3"!% 3"!0% 3"-1% 3"2!% 3"!4-%

3"!!4% !4"!.2% !1"2.% ,-"-,%

,-"--% ,-"-0% ,."0-% ,3"!-

?\)O5 EUKUK]F8IO58KEI ?对非常住者的实物社会转移 2"!./% 3"!,4

?\)O5 EUKUK]F8IO58KEI ?对非常住者的实物社会转移 3"!0

IU+O)JV8KEXF8I 社会企业 ,-",/

IU+O)J% +XJEXF)J% F8+F8)EOUK)JUFI\UFEI+JX*I 社交$ 文化$ 娱乐$ 体育俱乐部 ."!01

IUDE[)F8)K5 5)E)*)I8I 软件和数据库 !/"!.3

IUJ8U[K8FIUDXKOK+UF\UF)E85 8KE8F\FOI8I 非法人企业的唯一所有者 1"-4

IUXK5 F8+UF5OKLI 录音 !4"!!/

IUXF+8UDDXK5OKLVI"EW\8IUD8d\8K5OEXF8 资金来源与支出类型 ,3"13

I\8+O)J\XF\UI88KEOEO8I

?

特殊目的实体

?

."//% ,!".!% ,,".% ,,"/,% ,,"!-!%

,0",2

?F8IO58KE ?常住特殊目的实体 ,,"/,

I\8+O)J\XF\UI8XKOEIUDLUV8FKG8KE 政府的特殊目的实体 ."01

I\8+O)JOh)EOUK UD\FU5X+EOUK 生产专业化 0"!4

I\8+O)JOh85 )L8K+O8IUDLUV8FKG8KE 政府专门机构 /".-

I\8+ODO++)\OE)JEF)KID8FI 特有资本转移 ,3"02

I\8+ODO++XFF8KEEF)KID8FI 特有经常转移 ,3"02

I\8+ODO+\FU5X+EI 特有产品 ,3"0!

I\8+ODO+E)d8I 从量税 !/"!1/

I\8+XJ)EOUK 投机 0"!./% !!"!!,

I\OJJUV8FI 溢出效应 !4"!4,

I\UFEI+JX*I 体育俱乐部 ,-"!3

I\UFEI\J)W8FI% +UKEF)+EI 体育运动员的合约 !1"-02

IE)DDUDI+O8KEODO+*)I8I 科研基地中的工作人员 !3"-,% !3"--

IE)L8UD8+UKUGO+58V8JU\G8KE 经济发展阶段 !".

IE)L8\)WG8KEI 分期付款 0"!!,% 0"!.4

IE)G\ E)d8I 印花税 1"31

IE)K5)F5 UDJOVOKL 生活水平 !3"-

IE)K5)F5Oh85 LX)F)KE88I+M8G8I

?

?

标准化担保计划

?

?

-".4% 0",40% 1"!.-% 2"!!/% !!",-%

!!"!!4% !,"0,% !1",!!% ,,"!,0%

,1"-.

?+)JJIXK58F ?标准化担保下的代偿 !1",,4

?\)F)JJ8J[OEM KUK]JOD8OKIXF)K+8 ?与非人寿保险相平行的标准化担保

计划 !1",!!

?\FUVO585 *WLUV8FKG8KEXKOEI ?政府单位提供的标准化担保计划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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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8+UV8FO8I ?标准化担保计划的弥补 !1",!0

IE)E8LUV8FKG8KE 省级政府 ."-4% ."!!2

?IX*]I8+EUF ?省级政府子部门 ."!.4

IE)EOIEO+)J5OI+F8\)K+O8I 统计误差 !!"!,2% ,,"11

IE)EOIEO+)JIXFV8WI% +UV8F)L8 统计调查范围 ,/",-

IEU+T

?

存量% 股票

?

-",% -".% -"!2% 0",/-% !!"2.%

!-"!% ,1".!

IEU+T )\\F8+O)EOUK 存量增值 !,"13

IEU+T U\EOUKI\FO+OKLGU58J 股票期权定价模型 !1"-21

IEU+T U[K8FIMO\ \J)K 股票所有权计划 !1"-30

IEUF)L8

?

存储

?

0"!4/% 0"!.,% 0"!.3% !4"!,4%

!,"31% ,.".1

?5OIEOKLXOIM85 DFUGMUJ5OKLL)OKI ?存储与持有损益要区别开来 0"!.,

?6%%)JIU)KK8d0 ?存储% 参见第 0 章附录

IEUF8UD8+UKUGO+V)JX8 经济价值储藏手段 ,"-/% ,"!,,

IEF8)GUDDXEXF88)FKOKLIKUEF8+ULKOh85 )I)

DOK)K+O)J)II8E

未来收益流不视作金融资产

?

!!",0

?

IEFOT8\FO+8 执行价 !!"!!1% !!"!,4% !1"-2/

?=#N ?雇员股票期权的执行价 !!"!,/

IEFO\\85 I8+XFOEO8I 拆分证券 !!"03

IEFX+EXF85 \FU5X+E58I+FO\EOUKI 产品构成描述 !/",4,

IEX58KEI 学生 !3",!% !3"-,

?8G\JUWG8KEIE)EXI ?学生的就业状态 1"-,

?F8IO58K+8 ?学生的常住性 ,0"-2

IEX5WUDOK5XIEFO)J)+EOVOEW 产业活动研究 0"!

IX*])KKX)J)++UXKEI 高频账户 !2",

IX*])KKX)J8IEOG)E8I 季度估计值 !2"--

IX*]+UKEF)+EOKL 分包 ,2"!.

IX*I+FO\EOUKI 捐助% 会费 2"!-,% ,-".

IX*]I8+EUFI 子部门 ,"!2% ."!% ."--

?DOK)K+O)J+UF\UF)EOUKI ?金融公司子部门 ."!4,

?L8K8F)JLUV8FKG8KE ?一般政府子部门 ."!,2

?MUXI8MUJ5I ?住户子部门 ."!/2% ,.",1% ,."..

?KUK]DOK)K+O)J+UF\UF)EOUKI ?非金融公司子部门 ."31

IX*IO5O)FW 子公司 ."/!% ,0"2/

?58DOKOEOUK ?子公司定义 ."1-

IX*IO5O)FW\FU5X+EI 辅助产品 ,2".0

IX*IO5O8I 补贴 1"3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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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KIXG8F ?消费者补贴 1"33

?+UKIXG\EOUK ?消费补贴 ,3"03

?8dE8K5OKL+UK+8\EUD ?扩展补贴概念 ,3".!

?OG\JO+OE ?隐含补贴 1"!,,

?UK \)WFUJJUF[UFTDUF+8 ?工薪或劳力补贴 1"!40

?UK \FU5X+EOUK )K5 OG\UFEI ?生产和进口补贴 1",

?UK \FU5X+EI ?产品补贴 !."/% !."!--% !0"1

?UK \FU5X+EIXI85 5UG8IEO+)JJW ?国内使用产品的补贴 1"!4/

?F8IXJEOKLDFUGGXJEO\J88d+M)KL8F)E8I ?多重汇率导致的补贴 1"!4-

?EU\X*JO++UF\UF)EOUKI)K5 kX)IO]+UF\UF)EOUKI ?对公营公司和准公司的补贴 1"!4/

?EUF85X+8\UJJXEOUK ?减少污染补贴 1"!40

?VI"+)\OE)JOKS8+EOUKI ?补贴与注资 !!"3!

?VI"IU+O)J*8K8DOEI ?补贴与社会福利 2"32

IX*IOIE8K+8 生计

?)+EOVOEW ?生计活动 .",!% ,."!

?)LFO+XJEXF8 ?农业生计 !".!% ,.".1

?8+UKUGW ?生计经济 !2"/3

?D)FG8FI ?自给性农户 3"/.

?D)FGI ?自给性农场 3"/3

?OK+UG8 ?生计收入 !2"0,

IX*IUOJ)II8EI 地下资产 1"!43% 1"!/3% !,"!1

IXGUD+UIEI 成本之和 0"!,/% 0"!3!

?OKIXF)K+8UXE\XE ?以成本之和来估算保险产出 !1",3

IX\8F]5OVO58K5I 超级红利 1"!-!% 1"!-.% !!"34

IX\8FJ)EOV8OK5O+8I 超越指数 !/",3

IX\8FVOIUFW)XEMUFOEO8I 监管权力机关 ,,"!/4

IX\8FVOIUFWI8FVO+8I 监管服务 0"!/!% 0"!/-

IX\\J8G8KE)FWE)*J8 补充表 !!",.% !!"-!

?+)\OE)JI8FVO+8I ?资本服务补充表 ,4"03

?+)\OE)JIEU+TI ?资本存量补充表 ,4"!

?OKDUFG)J\FU5X+EOUK )K5 8G\JUWG8KE ?非正规生产和就业补充表 ,/"1/

?\)II]EMFUXLM DXK5I ?过路资金补充表 ,!".-

?\8KIOUKI ?养老金补充表 3",4% !1"!,.

?\8FIUK)JF8GOEE)K+8I ?个人汇款补充表 ,0"02

IX\\JW)K5 XI8E)*J8I

?

供给使用表

?

!",.% ,"10% ,"!.2% 0"!% !."-%

!2"!1% !2",-% ,/".3% ,2"!% ,3",!

?)I)G8)KIUD+M8+TOKL5)E)+UKIOIE8K+W

?

?作为一种检验数据一致性工具的供

给使用表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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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KIOIE8K+WUD\FO+8I[OEMOK ?供给使用表中价格的一致性 !2",-

?OK VUJXG8E8FGI ?物量供给使用表 !."!-0% !/"!!4

?IOGXJE)K8UXI+UG\OJ)EOUK UDV)JX8)K5 VUJXG8

8IEOG)E8I

?采用现期价格和物量形式同时编制

供给使用表 !2"-4

IX\\JW)E\XF+M)I8FIH\FO+8I 以购买者价格计算的供给 !."..

IX\\JWE)*J8)E\XF+M)I8FIH\FO+8I 购买者价格供给表

?58DOKOEOUK ?购买者价格供给表定义 !."!-

IX\F)K)EOUK)J)XEMUFOEW 超国家机构 ,,"04

IXFD)+8[)E8F% F8LXJ)F8dEF)+EOUK DFUG 地表水体% 定期取水 !,",,

IXFV8WI 调查

?*XIOK8II8I ?企业调查 !3"03

?58IOLK ?调查设计 !3"10

?DF)G8 ?抽样框 !3"13

?MUXI8MUJ5 [8)JEM ?住户财富调查 ,."10

?G8EMU5UJULW ?调查方法 ,/"2!

IXFVOV)JDXK+EOUKI 生存函数 0",/-

IXIE)OK)*OJOEWUDLUV8FKG8KEU\8F)EOUKI 政府运作的可持续性 ,,"13

IXIE)OK)*J8XI8UDK)EXF)JF8IUXF+8I 自然资源的可持续使用

?EOG*8F ?林木的可持续开发 !1"--4

I[)\I 掉期% 互换 1"!!/% !!"!!.% !!"!,!

?LUJ5 ?黄金掉期 !!"1-% !!"11

?OKE8F8IEF)E8 ?利率互换 !!"!,!

IWGG8EFO+OK\XE]UXE\XEG)EFOd 对称型投入产出矩阵 ,2"1

#WIE8GUD78)JEM %++UXKEI!#7%" 卫生核算体系 ,3"!,2

D

`)++UXKE 形̀账户 !0"-

E)T8UV8F 接管 ,!",,

E)T8UV8F*O5 收购要约 ,!"/,

E)d)JJU[)K+8 税收补贴 2"0,% ,,"3/

E)d)II8IIG8KEI 税收评估 1"2.% 2"/2

E)d*8K8DOEI 税收优惠 ,3".!

E)d*XF58K 税负 ,,"1

E)d+UJJ8+EOUK%UK *8M)JDUD)KUEM8FLUV8FKG8KEXKOE代表另一个政府单位征税 -"14

E)d+F85OE 税收抵免 2"0,% ,,"3/

?KUK]\)W)*J8 ?非应付的税收抵免 ,,"3/

?\)W)*J8 ?应付的税收抵免 ,,"3/

?F8+UF5OKLOK #$% ?税收抵免在 #$%中的记录 ,,"31

?[)IE)*J8 ?有剩余的税收抵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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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F8LOG8I% +M)KL8IOK 税收体制的变化 !."!/!

E)dF8JO8D 税收减免 ,,"3/

E)d8I 税 1"1!% ,3"/0

?)5 V)JUF8G ?从价税 !/"!1/

?)IXKF8kXOE85 \)WG8KEI ?税收是无回报的支付 2"/,

?+)E8LUFO8I ?税收分类 1"2,

?+UJJ8+EOUK UK *8M)JDUD)I8+UK5 LUV8FKG8KEXKOE?代另一政府单位收税 2"!,1

?L)G*JOKL ?对赌博征收的税 2"0!% 2"!-0

?L8K8F)JI)J8I ?一般销售税 1"30

?MW\UEM8+)E85 ?专用目的税 ."!-2

?OG\JO+OE ?隐含税 1"!,,

?OK VUJXG8E8FGI ?税收物量指标 !."!.2

?OK+UG8 ?所得税 1"/

?OK5OF8+E ?间接税 1"1/

?J)K5 ?土地税 1"!/1

?UK )II8EIXI85 OK \FU5X+EOUK ?生产所用资产应交的税 1".!

?UK )XEUGU*OJ8I ?车辆年税 2"/1

?UK +)\OE)JL)OKI ?资本收益税 2"0!

?UK DOK)K+O)J)K5 +)\OE)JEF)KI)+EOUKI ?金融和资本交易税 1"30

?UK OG\UFEI ?进口税 1"!4% 1"11% 1"3.

?UK OK+UG8 ?所得税 2"0!

?UK OK5OVO5X)JUFMUXI8MUJ5 OK+UG8 ?个人或住户所得税 2"0!

?UK OKE8FK)EOUK)JEF)KI)+EOUKI ?跨国交易税 1"31% 2"0.

?UK \)WFUJJUF[UFT DUF+8 ?工薪或劳力税 1"31

?UK \UJJXEOUK ?污染税 1"31

?UK \FU5X+EOUK ?生产税 1"/% ,0"/2

?UK \FU5X+EOUK )K5 OG\UFEI ?生产和进口税 1",

?UK \FU5X+EOUK )K5 OG\UFEI% +J)IIODO+)EOUK ?生产和进口税分类 1"1,

?UK \FU5X+EOUK UFOG\UFEI ?生产或进口税 1"!1

?UK \FU5X+EOUK% 58DJ)EOUK UD ?生产税的缩减 !."!/0

?UK \FU5X+EI

?

?产品税

?

-"!./% 0".3% 0"/4% 1"22% !."/%

!."!/2% !/"!1/% !0"1

?UK \FU5X+EI\)W)*J8*WEM8F8IEUDEM8[UFJ5 ?国外应付的产品税 1"21

?UK \FU5X+EI% 8d+JX5OKL_%̀ % OG\UFE)K5

8d\UFEE)d8I ?增值税$ 进出口税之外的产品税 1"30

?UK I\8+ODO+I8FVO+8I ?特定服务税 1"3.% 1"30

?UK EM8OK+UG8UD+UF\UF)EOUKI ?公司所得税 2"0!

?UK EM8XI8UDDOd85 )II8EIUFUEM8F)+EOVOEO8I ?固定资产使用或其他活动税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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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WUX]8)FK ?代扣代缴所得税 2"0!

?F8IXJEOKLDFUGGXJEO\J88d+M)KL8F)E8I ?多重汇率导致的税 1"3.% 1"3/

?F8IXJEOKLDFUG EM8+8KEF)J*)KT OG\UIOKL)

MOLM8FF)E8UDOKE8F8IEEM)K EM8G)FT8EF)E8

?中央银行实施高于市场水平的利率

产生的税 1"30

?I\8+ODO+ ?从量税 !/"!1/

?EXFKUV8F ?流转税% 营业税 1"30

?XK\)O5 JO)*OJOEO8I ?未缴纳的税收 1"2/

?VI"D88I ?税与费 1"24% ,,"23

E)d8I)K5 5XEO8IUK OG\UFEI 进口税和进口关税 1"34

?OK+JXIOUK UDE)d8IJ8VO85 UK LUU5IKUE+M)KLOKL

U[K8FIMO\

?进口税和进口关税% 包括对所有权

未改变的货物所征收的税 1"3,

E)dOJO+8K+8 出租车牌照 !1"-/4

E8+MKO+)J)IIOIE)K+8IE)DD 技术支持人员 2"!,2

E8+MKO+)J\FULF8II 技术进步 0",.,% !,"30

E8+MKO+)JF8I8FV8I 专门准备金 0"!22% 0"!34% 0"!3.

E8+MKUJULO+)J+M)KL8 技术变动 0",..% !2",/

E8+MKUJULO+)J+U8DDO+O8KEI 技术系数 ,2".,

E8+MKUJULO+)J\FU+8IIUD\FU5X+EOUK 生产工艺流程 !."-1

E8+MKUJULW 工艺 ,2"0-

E8+MKUJULW)\\FU)+M 工艺方法 ,2".2

E8+MKUJULWUD\FU5X+EOUK 生产技术 /",% /"!0% 0",-2

E8K)KE 承租人 0"!!1% 3"00

E8K)KED)FG8F 佃农 ,4"./

E8FGOKIXF)K+8 定期人寿保险 !1"0

E8FGOK)J+UIEI

?

终期费用

?

!4"/4% !4"!/1% !4"!0!% ,4"/0%

,4"/1% ,4"04

E8FGIUD8G\JUWG8KE 雇佣条款 ,/",1

E8FGIUDEF)58 贸易条件 ,"!.0% !/"/% !/"!2/

?58DOKOEOUK ?贸易条件定义 !/"!21

E8FGIUDEF)58% &8)FWG8EMU5 UD+)J+XJ)EOUK 计算贸易条件的吉尔里法 !/"!3!

E8FFOEUFO)J8K+J)V8I 领土飞地 ."!!% ,0",0% ,0".-

E8FEO)FW5OIEFO*XEOUK UDOK+UG8 收入的第三次分配 ,"33

EM8DE 盗窃 0"!.1

EMF888+UKUGO+)+EOVOEO8I 三种经济活动 -"!3% ."!1

EMF88G8)IXF8IUD&'( &'(的三种测度方法 !2"!.% !2"/0

EO5)J[)V8I 海啸 !,".0

EOG8UDF8+UF5OKL 记录时间 ,"/.% -"!/3% -"!03% !2"-.

?;(90 ?;(90 中的记录时间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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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VI"69̀ # ?;(90 与69̀ #中的记录时间 ,0"/-

?DOK)K+O)J+J)OGI ?金融债权的记录时间 !!"-1

?OKE8FG85O)E8OK\XEI ?中间投入的记录时间 0"1/

?UXE\XE ?产出的记录时间 0"1/

?[UFT]OK]\FULF8II ?在制品的记录时间 0"34

EOG8F8V8FI)JE8IE 时间互换检验 !/"-!

EOG8I8FO8I 时间序列 !2"-% !2"3

EOG8XI8IXFV8WI 时间利用调查 ,3"!.1

EOG8JOK8II 及时性 !2"-% !2"!,

EOG8]IM)F8)FF)KL8G8KE 分时安排 !1"-12

EO\I 小费 1"..

p̀FKkVOIEOK58d 唐氏指数 !/",3% !3"/0

EUE)J8+UKUGW 经济总体 .",-

EUE)J8d\8KI8 总支出 ,,"1

EUE)JD)+EUF\FU5X+EOVOEW6%%GXJEOD)+EUF\FU5X+EOVOEW 全要素生产率% 参见多要素生产率

EUE)JMUXFI)+EX)JJW[UFT85 实际工作总时间 !3".1

EUE)JMUXFI[UFT85 总工作时数 ,"!/1

EUE)JUXEJ)WI 总开支 ,,"1

EUE)JF8GOEE)K+8I 总汇款 2"!-.

EUE)JF8V8KX8 财政总收入 ,,"1% ,,"2

EUE)JIX\\JW)E*)IO+\FO+8I 基本价格计算的总供给 !."!/2

EUE)JIX\\JW)E\XF+M)I8FIH\FO+8I 购买者价格计算的总供给 !."!/2

EUXFOIG 旅游 ,"!00% ,3"3,

?)LLF8L)E8I ?旅游总量指标 ,3"!44

?+M)F)+E8FOIEO+\FU5X+EI ?旅游特征产品 ,3"31

?+UKK8+E85 \FU5X+EI ?旅游关联产品 ,3"31

?+UKIXG\EOUK ?旅游消费 ,3"34

?+UKIXG\EOUK% 58DOKOEOUK )K5 I+U\8 ?旅游消费的定义和范围 ,3"3/

?8d\8K5OEXF8 ?旅游支出 ,3"3.

?OK*UXK5 ?入境旅游 ,3"3,

?OK5XIEFO8I ?旅游产业 ,3"34

?OK5XIEFO8I% 58DOKOEOUK ?旅游产业定义 ,3"32

?T8WI8+EUF ?旅游关键部门 ,3"-1

?UXE*UXK5 ?出境旅游 ,3"3,

?I)E8JJOE8)++UXKE ?旅游卫星账户 ,."00% ,3"2/% ,3"23% ,3"33

EUXFOIG5OF8+ELFUII5UG8IEO+\FU5X+E! '̀&'(" 旅游直接国内生产总值 ,3"34

EUXFOIG5OF8+ELFUIIV)JX8)5585 ! '̀&_%" 旅游直接总增加值 ,3"34

EUdO+I\OJJI 有毒物质溢漏 !,".0

/31

索""引



EF)58)K5 EF)KI\UFEG)FLOKI

?

贸易和运输加价B商业毛利和运输

费用

-"!./% !."/% !."/4% !."/.%

!."!-4% !."!/2% ,2"3

?58DOKOEOUK ?贸易和运输加价定义 0"!.0

?OK VUJXG8E8FGI ?物量形式的贸易和运输加价 !."!.1

?\FUVO585 *WF8IO58KEI)K5 KUK]F8IO58KEI

?

?常住者和非常住者提供的贸易和

运输加价 !."/,

6%%)JIUEF)KI\UFE 贸易和运输加价% 参见运输

EF)58)K5 EF)KI\UFEI8FVO+8I 贸易和运输服务 !."3

EF)58)IIU+O)EOUKI 贸易协会 2"!-,

EF)58+F85OE 商业信用B贸易信贷 !!"!-% !!"!,0% !1",3.% ,1"-/

EF)58)*J8\8FGOEI 可交易许可 !1"-0-

EF)58IXKOUKI 工会 ."!01

EF)5OKLL)OKI 贸易损益 !",0% !/"!22

?DFUG+M)KL8IOK EM8E8FGIUDEF)58 ?贸易条件变化造成的贸易损益 !/"!2/

EF)5OKLOK I8+XFOEO8I 证券交易 !,"01

EF)KI)+EOUK 交易 !"1% ,",,% -"/4

?*8E[88K LUV8FKG8KE)K5 OKE8FK)EOUK)JUF

IX\F)K)EOUK)JUFL)KOh)EOUKI

?政府与国际性或超国家组织之间的

交易 ,,"33

?58DOKOEOUK ?交易定义 -"1% -"/!

?OK DOK)K+O)JOKIEFXG8KEI ?金融工具交易 ,",3

?OK LUU5I)K5 I8FVO+8I ?货物服务交易 ,",1

?OKEF)]XKOEUFOKE8FK)J ?内部交易 ,",,

?GXEX)J)LF88G8KE ?交易按共同协议进行 -"/-

?UK XKUDDO+O)JG)FT8EI ?非官方市场上的交易 0".,

?\FO+8I ?交易价格 0"/.

?V)JX)EOUK ?交易估价 ,"/3

EF)KID8F 转移 -"/2% 2"!4% ,,"!1

?+XFF8KEVI"+)\OE)J ?经常转移与资本转移 2"-2

?OG\)+EUD+J)IIODO+)EOUK UK I)VOKL ?转移对储蓄分配的影响 !4",4-

?OK TOK5 ?实物转移 !"-0% -"11% -"2,

?OK TOK5 *8E[88K MUXI8MUJ5I ?住户间的实物转移 ,."0.

?F8+UF5OKLUD ?转移的记录 2".!

?F85OIEFO*XEOKLOK+UG8 ?转移% 收入再分配 ,.",

EF)KID8F\FO+OKL 转移定价 -"!-!% -"!.-% ,!"/4

EF)KID8F)*OJOEW 可转让性 ,1"!3

EF)KID8F)*J8+UKEF)+E 可转让合约 !1"-14% !1"-1/

EF)KID8F)*J858\UIOEI 可转让存款

?+FUII]+J)IIODO+)EOUK ?可转让存款交叉分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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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DOKOEOUK ?可转让存款定义 !!"/.

EF)KID8F)*J8\8KIOUKI 可转移养老金 !1"!!3

EF)KIOEOVOEW 传递性 !/",!!

EF)KI\UFE 运输 0"!.!% ,4"04

?)IT8WI8+EUF ?作为关键部门的运输 ,3"-/

?UK OG\UFEI\FUVO585 *WF8IO58KEI ?常住者提供的进口运输 !."1,

EF)KI\UFE+M)FL8I 运输费用 -"!./% -"!.0% -"!.1% 0".3% 0"!.2

?OKE8FK)EOUK)J ?国际运输费用 !."0!

EF)KI\UFE8kXO\G8KE 运输设备 !4"2,% !4"2.

EF)KI\UFEI8FVO+8I 运输服务 !.",1% !/"!00

EF)KI\UFEI8FVO+8I6%%)JIUEF)58)K5 EF)KI\UFE

G)FLOKI

运输服务% 参见贸易和运输加价

?

EF)V8J% ;(90 E8FG ;(90 中的旅游 ,0"/1

EF)V8JJ8FI 旅行者 ,3"3!

EF)V8JJOKLDUF*XIOK8II 商务旅行 ,3"3-

EF8)IXFW*OJJI 国库券 !!"33

EF88% +FU\ )K5 \J)KEF8IUXF+8IWO8J5OKLF8\8)E

\FU5X+EI

重复提供产品的林木$ 庄稼和植物

资源 !4"3/

EFXIE)++UXKE% XI8OK 58D8)I)K+8 信托账户用于债务废止 !,".,

EFXIEI 信托公司 !!"22

N

XJEOG)E8*8)F8FUDEM88d\8KI8 支出的最终承担者 ,"!4-

XK)JJU+)E85 )K5 )JJU+)E85 )++UXKEI% \F8+OUXI

G8E)JIUEM8FEM)K LUJ5

除黄金外的贵金属的未分配和分配

账户 !!"0!

XK)JJU+)E85 LUJ5 )++UXKEI 未分配黄金账户 !!"./% !!"04% !1",.4% !1",..

XK+UG\8KI)E85 I8OhXF8 无偿没收 !,".2% ,3".-

?DOIM ?鱼类的无偿获取 !1"---

?EOG*8F ?林木的无偿获取 !1"--,

XK58FLFUXK5 8+UKUGW 地下经济 !3"-/% ,/"-4

XK58FJWOKL8+UKUGO+F8)JOEW 基本经济事实 1"/1

XK58F[FOEOKL 承销 0"!/1

XK5OIEFO*XE85 OK+UG8 未分配收入 3"!!

XK5OIEFO*XE85 \FUDOEI 未分配利润 1"!,3

XK5F)[K JOK8IUD+F85OE 未提取的信贷额度 !!"1-

XK8)FK85 \F8GOXG 未满期保费 !!"!4/% !1"!0

?58DOKOEOUK ?未满期保费定义 0"!21

XK8G\JUW85 \8FIUK 失业者

?58DOKOEOUK ?失业者定义 !3",3

131

索""引



XK8G\JUWG8KE 失业 !3",3

XK8G\JUWG8KE*8K8DOEI 失业救济金 2"02

XK8d\OF85 FOITI 未到期风险 !1",/

XKDUF8I88K 8KVOFUKG8KE)J58LF)5)EOUK 意外的环境退化 !,"/,

XKDUF8I88K U*IUJ8I+8K+8 意外淘汰 0",..% !,"/-

XKOJ)E8F)J+)K+8JJ)EOUK UD58*E 债务单方取消 !,".!

XKOJ)E8F)J8+UKUGO+)+EOUKI 单方面的经济活动 ,",-

XKOK+UF\UF)E85 8KE8F\FOI8 非法人企业 !"0!% ,"!1% ."0% .",!% ."-,%

2"!0% ,."0

?58DOKOEOUK ?非法人企业定义 /"!

?UDLUV8FKG8KE% EF8)EG8KE)I)kX)IO]+UF\UF)EOUK ?政府的非法人企业% 视作准公司 /"-4

?UXE\XE ?非法人企业产出 3"/.

?[OEM 8G\JUW88I ?有雇员的非法人企业 ,/"..

?[OEM IUG8G)FT8E\FU5X+EOUK ?有一些市场生产的非法人企业 ."!,-

?[OEMUXE8G\JUW88I ?无雇员的非法人企业 ,/"..

XKOK+UF\UF)E85 SUOKEV8KEXF8I!Yi_I" 非法人合资企业 !1"-.1

XKOK+UF\UF)E85 \)FEK8FIMO\ 非法人合伙企业 ."!/0

XKOUKI% *XIOK8II)K5 \FUD8IIOUK)J)IIU+O)EOUKI 工会$ 商业和专业社团 ,-"!3

XKOEUD)++UXKE 计量单位 -"!.

XKOEUDMUGUL8K8UXI\FU5X+EOUK 同质生产单位 /"!0% /"/,

XKOEEFXIEI 单位信托基金 !!"30

XKOEV)JX8OK5O+8I 单位价值指数 !."!.0% !/"!.

XKOEIEM)EXJEOG)E8JW*8)FEM88d\8KI8I 最终负担费用的单位 ,3"11

XKOV8FIOEO8I 大学 ,-",1

XKJOIE85 +UF\UF)EOUK 未上市公司 ,!"!/

XKJOIE85 IM)F8I% 58DOKOEOUK 未上市股票定义 !!"21

XK\)O5 MUXFI 无薪工作时间 !3"01

XK\)O5 MUXI8MUJ5 I8FVO+8I% V)JX)EOUK 未付酬住户服务估价 ,3"!./

XK\)O5 J)*UXF 无偿劳动 0"!,1% !3",1

XKF8kXOE85 无回报 1"1!

XI8UD)5SXIE85 5OI\UI)*J8OK+UG8)++UXKE 调整后可支配收入使用账户 ,"!4!% 3"1% 3"3/% !0"!0

XI8UD5OI\UI)*J8OK+UG8)++UXKE 可支配收入使用账户 ,"!4!% 3"1% !0"!/

XI8UDOK+UG8 收入使用 !"!.% ,."/

XI8UDOK+UG8)++UXKE 收入使用账户 ,"!4!% ,0".% ,2"1!

XI8E)*J8 使用表 !."2.

?*)IO+\FO+8I ?基本价格使用表 !."..% !."!,-% !."!0.% ,2"01

?OG\UFEIUKJW ?仅包括进口的使用表 !."!0/

?\XF+M)I8FIH\FO+8I% 58DOKOEOUK ?购买者价格使用表定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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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8F+UIE 使用者成本 ,4"-!% ,4"-,

XI8FIVI"*8K8DO+O)FO8I 使用者与受益者 ,3"1.

XI8I 使用 !"!.% ,".-

XI8IUDEM8#$% #$%中的使用 !",1

XEOJOEW 效用 3".-

C

V)+)EOUK MUG8I 度假屋 ,0"--

V)JX)*J8I

?

贵重物品

?

-".-% 0",!.% 3"/1% !4"!-% !4"!--%

!4"!.3% !!"./% !,"!-% !."!!,%

!/"!/3

?MUJ5OKLL)OKI)K5 JUII8I ?贵重物品持有损益 !,"!44

V)JX)EOUK 估价

?)II8EI)K5 JO)*OJOEO8I ?资产和负债的估价 ,"04

?*UK5I ?债券的估价 !-"/3

?*WEUE)J\FU5X+EOUK +UIEI ?按生产总成本估价 0"3-

?+UKEF)+EI% J8)I8I)K5 JO+8K+8I ?合约$ 租约和许可的估价 !-"/,

?+UIEIUDU[K8FIMO\ EF)KID8FUK KUK]\FU5X+85

)II8EI ?非生产资产所有权转移成本的估价 !-"-.

?+XFF8K+W ?通货的估价 !-"/1

?+XFF8K+W)K5 58\UIOEIOK DUF8OLK +XFF8K+W ?外币通货和存款的估价 !-"/1

?588\]5OI+UXKE85 UFh8FU]+UX\UK *UK5I ?高折价债券或零息票债券的估价 !-"/3

?5[8JJOKLI ?住宅的估价 !-",3

?8G\JUW88IEU+T U\EOUKI ?雇员股票期权的估价 !-"2-

?D)OFV)JX8 ?公允价值估价 !-"01

?DOK)K+O)J)II8EI)K5 JO)*OJOEO8I ?金融资产和负债的估价 !-"/.

?DOK)K+O)J+J)OGI ?金融债权的估价 !-"/.

?DOK)K+O)J58FOV)EOV8I ?金融衍生工具的估价 !-"24

?DOd85 )II8EI ?固定资产的估价 !-",1

?DUF[)F5I ?远期合约的估价 !-"2,

?OK58d]JOKT85 58*EI8+XFOEW ?指数化债务证券的估价 !-"04

?OKE8JJ8+EX)J\FU\8FEW\FU5X+EI ?知识产权产品的估价 !-"-0

?OKE8FG85O)E8OK\XEI ?中间投入的估价 0"1/

?OKV8KEUFO8I ?存货的估价 !-"-2

?J)K5 ?土地的估价 !-"..

?J)K5 OG\FUV8G8KEI ?土地改良的估价 !-"-4

?JOD8OKIXF)K+8)K5 )KKXOEO8I8KEOEJ8G8KE ?寿险和年金权益的估价 !-"11

?JOIE85 IM)F8I ?上市股票的估价 !-"03

?JOV8IEU+T ?牲畜的估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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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KI ?贷款的估价 !-"0,

?JUKL]E8FGI8+XFOEO8I ?长期证券的估价 !-"/3

?GOK8F)J)K5 8K8FLWF8IUXF+8I ?矿藏和能源资源的估价 !-".3

?GOK8F)J8d\JUF)EOUK )K5 8V)JX)EOUK ?矿藏勘探和评估的估价 !-"-/

?GUK8E)FWLUJ5 ?货币黄金的估价 !-"//

?K8E[UFEM ?资产净值的估价 !-"2/

?KUK]+XJEOV)E85 *OUJULO+)JF8IUXF+8I ?非培育性生物资源的估价 !-"/!

?UD)II8EI ?资产估价 !,"-.

??)\\FUdOG)E85 *W)++XGXJ)EOKL)K5 F8V)JXOKL

)+kXOIOEOUKIJ8II5OI\UI)JIUD)II8E

??通过累加和重估价资产的获得减

处置对资产价值进行近似估价 !-"!3

??\F8I8KEV)JX8UDEM88d\8+E85 DXEXF8F8EXFKI

?

??用预期未来收益的现值进行资产

估价 !-",.

??EM8\F8I8KE% UF5OI+UXKE85% V)JX8UDDXEXF8

8+UKUGO+*8K8DOEI

??用未来经济收益现值或贴现价值

进行资产估价 !-"!3

??[M8K KUU*I8FV)*J8\FO+8I ??无可观测价格的资产估价 !-"!2

??[FOEE8K]5U[K F8\J)+8G8KE+UIE ??折后重置成本资产估价 !-",-

?UDDOK)K+O)J)II8EI% )JE8FK)EOV8I ?金融资产估价的备选方法 ,3".3

?UDKUK]GUK8E)FWDJU[I ?非货币流量的估价 -"!-/

?UDEF)KI)+EOUKI ?交易的估价 ,"/3

?UDEF)KID8FIOK TOK5 ?实物转移的估价 -"!,3

?U\EOUKI ?期权的估价 !-"2!

?UEM8F8kXOEW ?其他股权的估价 !-"1.

?UXE\XE ?产出的估价 0"1/

?U[K DXK5I ?自有资金的估价 !-"22

?\8KIOUK 8KEOEJ8G8KEI ?养老金权益的估价 !-"12

?\FOK+O\)JUXEIE)K5OKL ?未偿本金的估价 !-"/1

?\FOK+O\J8I ?估价原则 ,0"!3

?\FUVOIOUKIDUF+)JJIXK58FIE)K5)F5Oh85

LX)F)KE88I ?标准化担保代偿准备金的估价 !-"13

?\XF+M)I85 LUU5[OJJ)K5 G)FT8EOKL)II8EI ?外购商誉和营销资产的估价 !-"/-

?F8I8)F+M )K5 58V8JU\G8KE ?研究和开发的估价 !-"--

?F8I8FV8IDUFKUK]JOD8OKIXF)K+8 ?非寿险准备金的估价 !-"10

?FXJ8I ?估价规则 -"!!2

?#'CI ?特别提款权的估价 !-"/0

?I8+UK5 *8IE\FU+85XF8 ?次优估价方法 0"!,/

?IM)F8MUJ58FIH8kXOEWOK )5OF8+EOKV8IEG8KE

8KE8F\FOI8 ?直接投资企业中股东权益的估价 !-"1!

?IM)F8I!UFXKOEI" OK GUK8WG)FT8EDXK5I ?货币市场基金份额 !或单位" 的估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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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UFE]E8FGI8+XFOEO8I ?短期证券的估价 !-"/2

?EF)58+F85OE)K5 )5V)K+8I ?商业信用和预付款的估价 !-"2.

?EF)58)*J8JU)K ?可交易贷款的估价 !-"0.

?XKJOIE85 IM)F8I ?未上市股票的估价 !-"14

?V8MO+J8I)K5 8kXO\G8KE ?汽车和设备的估价 !-"-!

V)JX8)5585

?

?

增加值

?

?

,"0/% ,"20% 1",% 1".% !."2.%

!."!!/% !."!/-% !."!04% !0"0%

,2"1,

?+M)FL8I)L)OKIE ?增加值中的支出 0"1/

?+UKEFO*XEOUK UDJ)*UXF)K5 +)\OE)JEUEM8

\FU5X+EOUK \FU+8II

?增加值代表劳动和资本对生产过程

的贡献 0"1!

?58DOKOEOUK ?增加值定义 0"2

?DFUGJ8)IOKL5[8JJOKLI ?房屋租赁的增加值 ,."//

V)JX8)5585 E)d% 6%%_%̀ 增值税% 参见_%̀ 0".3

V)JX8UD+)\OE)JI8FVO+8I 资本服务价值 ,4",2

V)JX8UDUXE\XEVI"V)JX8UDI)J8I 产出价值与销售价值 0"3!

_%̀

?

增值税

?

0".3% 0"//% 1"0% 1"!4% 1"23%

!."!-!% !0".3

?585X+EO*J8 ?可抵扣增值税 !."./

?OKVUO+85 ?发票单列增值税 1"0% 1"1/% !."./

?KUK]585X+EO*J8 ?不可抵扣增值税 !."./

?F8+UF5OKLLFUII)K5 K8E ?增值税的总额和净额记录 0"/3

?I)G8EF8)EG8KEDUF)KWIOGOJ)F585X+EO*J8E)d

I+M8G8

?类似可抵扣税种以与增加值相同的

方式处理 0"/1

?EU*8F8+UF585 K8E ?按净额记录增值税 0"0!

_%̀ EW\8E)d 增值类税的税收 ,"21% 1"23% !."13

V8KEXF8+)\OE)J 风险资本 !!"21

V8FEO+)JJWOKE8LF)E85 )+EOVOEO8I% F8+UGG8K5)EOUK

DUF58DOKOKL8IE)*JOIMG8KEI

定义基层单位时对纵向一体化活动的

建议 /",0

V8FEO+)JJWOKE8LF)E85 8KE8F\FOI8 纵向一体化企业 /",-

V8IEOKL5)E8 含权日 !1"-2/

?=#N ?雇员股票期权含权日 !!"!,/

VOFEX)JG)KXD)+EXFOKL 虚拟制造 ,0".!

VOIOEUF% 58DOKOEOUK 游客定义 ,3"3!

VUJ+)KO+8FX\EOUKI 火山爆发 !,".0

VUJXG8OK58d% 58DOKOEOUK 物量指数定义 !/"!-

VUJXG8G8)IXF8I 物量测度 !2",,

VUJXG8UD+UJJ8+EOV8I8FVO+8I 公共服务的物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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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UJXG8E8FGI 物量角度 ,"!.0

VUJXG8VI"kX)KEOEW)IE8FGOKUJULW 作为术语的物量与数量 !/"!-

VUJXG8IOK EM86<( 6<(中的物量 !/",,2

VUJXKE)FW5UK)EOUKI 自愿捐赠 2"!-,

VUJXKE)FWI8+EUF 志愿部门 ,-"!!

VUJXKE)FW[UFT8FI 义工 1".!% !3",1

VUJXKE88FJ)*UXF

?

义务劳动

?

!3"-1% ,-"-.% ,-".,% ,3"2/%

,3"!/0

?V)JX)EOUK ?义务劳动的估价 ,3"!04

VXJK8F)*OJOEW 脆弱性 ,0"1-

O

[)L8OK58d 工资指数 !3"04

[)L8I)K5 I)J)FO8I 工资和薪金 1".,% 1".-

?OK +)IM ?现金工资和薪金 1"..

?OE8GI[OEMM8J5 *W8G\JUW8FI ?雇主代扣代缴的工资和薪金项目 1".-

[)FF)KEI 认股权证 !!"--% !!"!!3

[)IE)L8 损耗 0"!.1

[)E8F 水 !1"--1

?8dEF)+EOUK ?取水 !,",,

?8dEF)+EOUK UD ?取水 !1"--3

?OKJ)K5 ?内陆水 1"!/0

?J8)I85 DUFF8+F8)EOUK)J\XF\UI8I ?出于休闲目的的水面租赁 !1"--2

?F8IUXF+8I ?水资源 !4"!1/

?F8IUXF+8I% 58DOKOEOUK ?水资源定义 !4"!2.

[8)JEM 财富 !",

[8)\UKIIWIE8GI 武器系统 0",-,% !4"2,

[8OLMEI 权重 !/",,3

[8JD)F8 福利 !"1/% !3"!.

[8JD)F8OK5O+8I 福利指标 ,3"!,1

[MU\)WIVI"[MU+UKIXG8I 谁付费与谁消费 ,3"//

[MUJ8I)J8FI)K5 F8E)OJ8FI 批发零售 -"02

[OJJOKL*XW8FI)K5 [OJJOKLI8JJ8FI 有意愿之买者和卖者 -"!!3% 0"!,.% ,0"31

[OK5 5)G)L8 风灾 !,".0

[OEM5F)[)JUD8kXOEW

?

撤股B退股B权益收回

?

1"!-!% !!"34% ,,"!-0% ,,"!.4%

,0"0.

[OEM5F)[)JUDOK+UG8DFUG)kX)IO]+UF\UF)EOUK 从准公司提取收入 1",-% 1"!--% ,,"!-0% ,."1!

[OEM]\FUDOEIJOD8OKIXF)K+8 共享利润人寿保险 !1"0

[UFT8FIXK58FEM8)L8JOGOE 低于法定劳动年龄的工作者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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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FT8FIHF8GOEE)K+8I 雇员汇款 !0"!,

[UFTOKL5)WI)5SXIEG8KE 工作日天数调整 !2"-2

[UFTOKLEOG8% 58DOKOEOUK 工作时间定义 !3"/4

[UFT]OK]\FULF8II 在制品 !4"34% !4"!,0% !4"!-.

?)LFO+XJEXF)J\FU5X+EI ?农产品在制品 !4"!,1

?+UKV8FIOUK EUDOKOIM85 LUU5I ?在制品转换成制成品 0"!!,

?+XJEOV)E85 *OUJULO+)JF8IUXF+8I% 58DOKOEOUK ?培育性生物资源在制品定义 !4"!.4

?8KEFO8IEU)K5 [OEM5F)[)JIDFUG ?在制品的入库和出库 0"!!-

?OK I8FVO+8OK5XIEFO8I ?服务业的在制品 0"!!!

?JUKL]E8FG\FUS8+EI ?长期项目的在建工程 ,4"0-

?F8+J)IIODO+)EOUK EUDOKOIM85 LUU5I ?在制品重新归类为制成品 !,"1!

?F8+J)IIODO85 )I)DOKOIM85 \FU5X+E ?在制品重新分类为制成品 !4"!-0

?IEFX+EXF8IOKE8K585 DUFU[K XI8 ?打算自用的建筑物在制品 0"!!3

?EF)KIDUFG85 EUDOKOIM85 LUU5I ?在制品转换成制成品 -"!10

?V)JX)EOUK )E*)IO+\FO+8I ?以基本价格估价在制品 0"!!-

[UFTIUD)FE 艺术品 3"/1

[FOE8]5U[KI 减值 !,".4

[FOE8]UDDI 注销 !,".4

[FOEOKL]UDDUDDOK)K+O)JOKIEFXG8KEI 金融工具的注销 -"!/,

[FOEE8K 5U[K +XFF8KE)+kXOIOEOUK V)JX8I 经减记的当期获得价值 -"!-0

d

fUXKLOK58d fUXKL指数 !/"-.

e

h8FU]+UX\UK *UK5I 零息债券 !!"03% !,"!43

?OKE8F8IE ?零息债券利息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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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后"记

+,442 年国民账户体系, 中文译本由中国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与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核算研

究所联合承担#

全部翻译工作由高敏雪 !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所所长" 和施发启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

核算司资金处处长" 总负责# 参加翻译的人员及分工见下表#

初??译 校??译 审??译

序 李静萍 高敏雪

第 ! 章 施发启 许?健

第 , 章 李静萍 高敏雪

第 - 章 刘慧平

第 . @/ 章 邓卫平

第 0 章 施发启

许?健

第 1 @2 章 许?健

第 3 章 何?静

第 !4 章 张?芳

第 !! 章 何?静

施发启

第 !, 章 邱?琼 高敏雪$ 施发启

第 !- 章 王益煊 李静萍

第 !. 章 陈?杰 何?静

第 !/ 章 许晓娟$ 高亚春

第 !0 章 吕?峰

第 !1 章 夏明忠

第 !2 @!3 章 钟?诚

第 ,4 @,! 章 张?芳

第 ,, @,- 章 夏明忠

第 ,. 章 梁?烨

李静萍

第 ,/ 章 梁?烨 何?静

第 ,0 章 许晓娟 许?健

第 ,1 章 许晓娟 何?静

第 ,2 章 高亚春

第 ,3 章 何?静
许?健

附录 ! 李花菊

附录 , 何?静
李静萍

附录 - 李静萍 施发启$ 高敏雪

附录 . 李静萍 高敏雪

术语 夏明忠 李静萍$ 高敏雪

索引 何?静 高敏雪

高敏雪

格式统筹 何?静$ 谢?俊$ 周叶婷$ 代林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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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确保翻译质量% 各章翻译均经过了初译$ 校译$ 审译三个环节# 尤其在校译和审译环节投入了很

大精力% 对译稿反复推敲% 以求臻于信 !忠实传达"$ 达 !文从字顺"$ 雅 !言简意赅" 之境界% 并力求

各章之间在用语$ 阐述等方面的统一# 参加校译和审译的人员包括& 高敏雪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

济核算研究所所长"$ 施发启博士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资金处处长"$ 李静萍博士 !中国人民大

学统计学院副教授"$ 许健博士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副教授"$ 何静博士 !北京中医药大学管理学院副

教授"# 最后由高敏雪$ 施发启通读全书统一定稿#

国家统计局高度重视 +,442 年国民账户体系, 中文翻译工作#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 副局长许宪

春要求翻译小组高水平地完成这项工作# 彭志龙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司长" 为翻译及出版的有

关事宜做了许多组织协调工作# 杜卫群 !国家统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 为获得联合国统计司的中文版翻

译授权做了许多沟通工作#

国民经济核算所涉及内容非常广泛% 专业性特别强% 受译校时间以及译校人员水平所限% 错译$ 漏译

恐怕在所难免% 为此特恳请各方专家批评指正# 这里要特别感谢东北财经大学蒋萍教授率领的研究团队%

在最后校稿阶段% 他们发现了译稿中的一些疏漏% 还对若干处行文用语提出了更正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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