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资本议定书

自然资本议定书

内容
自然资本联盟执行董事 Mark Gough 前言1
导读	

2

“设立框架”阶段：为什么？

10

“确定范围”阶段：做什么？

24

步骤01：启动评估流程11

步骤02：确定评估目标26

步骤03：确定评估范围30

步骤04：确定影响和/或依赖 43
“计量和估算”阶段：怎样做？

53

步骤05：计量影响驱动因子和/或依赖58

步骤06：计量自然资本状态的变化67

步骤07：估算影响和/或依赖80
“实施应用”阶段：
下一步？

94

步骤08：解读和测试评估结果95
步骤09：采取行动103

附录A：生态系统服务分类111

附录B：自然资本评估的估值方法112

词汇总表122
参考资料125

表、图和专栏列表130
致谢132
关于自然资本联盟
这个翻译由SEE基金会资助

封底

虽然《自然资本议定书》已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但要实现自然资本联盟在
全球纬度上推动企业保护和增强自然资本的愿景，仍须就用于支持决策的
有关数据和信息的规则达成一致。取得成功将需要创建赋能政策环境，在所
有决策过程中纳入自然资本，以及最终成为经营惯例（BAU）的组成部分。

在此，我要感谢所有参与开发《自然资本议定书》的同仁：技术团队、实施企
业项目的同事、
《部门指南》编制专家、试点企业、为草案提供反馈的各界专
业人士、指导小组成员、捐资机构代表、董事会，以及自然资本联盟的托管机
构：英格兰及威尔士特许会计师协会（ICAEW）。是你们的鞭策让我们一直
朝着正确方向前进。

词汇总表

“实施应用”阶段：下一步？

前进方向已变得简单明确：应用《自然资本议定书》，继续合作，分享经验，
并制定出更好的决策。

“设立框架”阶段：为什么？

如果要应对当今世界面临的巨大挑战，例如应对气候变化与保护生物多样
性，合作必不可少，因为没有任何一个组织能够单独解决这些问题。为找到
一种可经受岁月考验的解决之道，我们需要采取全新的工作方式，将所有利
益相关方的观点汇集在一起。开发《自然资本议定书》是上述理论的独特试
验田，已证明合作可提供被社会每个元素接受和支持的解决方案。大自然提
示我们，人类生活的社会体系极其复杂而且相互关联，只有直面问题迎难而
上，我们才可能为自己提供释放巨大潜力的机会。

“确定范围”阶段：做什么？

我希望你了解目前在自然资本领域由于存在多种倡议与举措所造成的混乱程
度。自然资本联盟（Natural Capital Coalition）旨在整合协调现有最佳实
践，形成一个标准化、普遍接受的全球方法。

“计量和估算”阶段：怎样做？

通过阅读本书，你正在加入一个人数越来越多的行列，
认同在决策中纳入自然资本将带来价值。这样做不但能
使组织更为成功，而且对于我们致力保护支撑人类社
会和经济的自然世界，至关重要!

导读

自然资本联盟（Natural Capital Coalition）执
行董事Mark Gough的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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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导读
0.1 《自然资本议定书》是什么？

《自然资本议定书》
（以下简称“本书”）是一个标准化框架流程，旨在生成可靠、可信且可操作的信息，
为企业决策提供支持。

本书通过纳入我们如何与自然，或更具体地说，如何与自然资本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来支持更好地决
策。到目前为止，自然资本仍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即使被纳入，或前后自相矛盾，或对
解释持开放态度，或受道德论证限制。为应对这些情况，本书提供标准化框架流程，用来识别、计量和估
算对自然资本的影响和依赖。

为什么企业需要在决策中包含自然资本？已有大量文献阐述了保护和增加自然资本日益增长的重要性。我
们知道，相比地球恢复与补充的能力，人类正以更快的速度消耗自然资源，并且仍在加速（WWF 2014）。
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所增加的金融资本，正是以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使用、开发和退化来帮助实现的。

对大多数企业而言，与自然的关系不会影响其市场价值、产品价格、原材料采购成本、现金流量或风险状
况。即使做了相关衡量与评估，也不会在损益表或资产负债表上显示出来。这些仍然属于“外部性”，或
者是不产生内部后果的问题。然而一些潜在的、可能导致未来将外部性内部化的驱动因素和趋势已现端
倪，包括监管或法律诉讼不断加强，市场力量和运营环境持续变化，外部利益相关方行为与关系推陈出
新，以及企业自身透明度或自愿行动的动力增加，企业已认识到透明对未来商业成功的重大含义。

《自然资本议定书》建立在已有的一些帮助企业计量和估算自然资本的方法上，包括WRI、WBCSD 与
Meridian Institute 2012年共同开发的《企业生态系统服务评估》
（Corporate Ecosystem Services
Review），以及WBCSD、IUCN、ERM与PwC在2011年共同发布的《企业生态系统估值指南》
（Guide
to Corporate Ecosystem Valuation）。本书末尾列出了上述和其它更多的重要参考资料，它们为帮助完
本书所阐述《自然资本议定书》标准化流程的四个阶段、九个步骤及相关操作，提供了非常有用的指导。
然而，本书并不详细介绍或推荐具体工具或方法。这是因为工具的选择取决于特定的企业环境，资源和
需求。而且对自然资本的计量和估值正方兴未艾，新技术方法层出不穷。

《自然议定书》侧重于改进组织（包括企业）的内部决策。它不是正式的报告框架，所以不要求评估后向
外部报告或披露结果。然而可能有些企业仍希望将评估用于报告之目的，作为向利益相关方展示风险、机
会和价值创造的方式，这样做是值得鼓励的。应该注意的是，本书提供了具备高度灵活性的标准化流程
框架，允许你使用不同的计量和估算方法，但这也意味着在不同企业和用途之间或许无法比较评估结
果。尽管如此，本书仍然为自然资本报告和标准制定的未来工作进展奠定了基础。

词汇表

《自然资本议定书》
用于识别、计量和估算对自然资本直接
与间接（积极和消极）影响和/或依赖的
标准化框架流程。

自然资本
地球上可再生和不可再生自然资源的存
量（例如植物、动物、空气、水、土壤和
矿物）结合起来产生的为人们带来利益
或“服务”的流量。（改编自Atkinson
and Pearce 1995; Jansson et al. 1994）
市场价值
购买或销售在特定市场中的物品所需的
数额。
价格
购买或销售在特定市场中的物品所需的
货币金额（通常需要市场存在)。

外部性
个人或企业的经济活动对其它人或企业
造成了影响,却没有为此得到补偿或受
到惩罚。外部性既可以是积极，也可以是
消极的 (WBCSD et a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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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0.1 估值和货币化

估算某个物品意味着要了解它对我们的价值。在本书中，估值（valuation）是指在特定背景下，估量自
然资本对人的相对重要性、价值或用处的过程。
在财务会计方面，估值被理解为货币化，但在环境经济学和本书中，估值不仅仅意味着货币化，它包括
定性、定量和货币方法，或这些方法的组合。

导读
“实施应用”阶段：下一步？

“计量和估算”阶段：怎样做？

值得注意的是，本书中的估值与道德判断不同。例如，关于对人的环境权或物种存在权的判别，则不在
本书探讨范围。

“设立框架”阶段：为什么？

自然资本是公认的几种资本形式之一。其它还包括金融资本，制造资本，社会(关系)资本和人力(智力)资
本。自然资本被视为支持所有其它形式资本的基础，它提供了建立人类社会、发展经济和组建机构的资
源，并最终调节完善了环境条件，使生命得以繁衍存活。此外，自然资本的好处（例如淡水）通常只能通
过应用其它形式的资本实现（例如水泵，作为一种制造资本，需要动用金融资本购买获得，对其拥有和使
用则离不开社会资本和智力资本）。正是这种内在融合性质，使得不可能将任何一种形式的资本与其它
资本完全分开，并且资本之间的权衡折衷（trade-off）已成为任何决策的组成部分。有关各种资本形式的
更多信息，请参阅IIRC 2013综合报告框架，Pearce and Atkinson 1993，World Bank 2011，以及
WBCSD 2015关于开发《社会资本议定书》。

“确定范围”阶段：做什么？

《自然资本议定书》是一个广泛而灵活的框架流程，适用于在任何商业部门、地理区域和组织层面开展
运营的企业。它允许你依照需求进行调整，将公司现有管理体系融入到标准化的评估流程和步骤中，使
管理效果得到提升，并根据你所希望为何种决策提供支持，而支持使用不同技术方法。本书为所有类型
的估值提供指导，无论是定性、定量还是货币估值，完全取决于哪种估值最适合你所要支持的决策。

词汇表

价值（名词）
物品的重要性、价值或用处。

词汇总表

经济价值
某物品对人们的重要性、价值或用处。包
括所有相关的市场和非市场价值。用更
专业的术语来讲，对该商品或服务特定
提供水平的个人偏好的总和。经济价值
通常用商品或服务供应的边际或增量变
化来表示，使用货币作为衡量标准（例
如，美元/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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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设定框架”
阶段

“确定范围”阶段
做什么？

为什么

01

02

03

04

为什么要进行自然资本
评估？

评估目标是什么？

达到目标的适当范围是
什么？

哪些影响和/或依赖性
是实质性的？

启动评估流程

确定评估目标

确定评估范围


要解决的问题

步骤

阶段

0.2 《自然资本议定书》标准化流程

四项原则：相关性、严格性、可复制性、一致性。
图0.1
《自然资本议定书》框架流程

《自然资本议定书》
框架流程
（图0.1）
包括四个阶段
（stage）
：
“为什么”
（why）
、
“做什
么”
(what)、
“怎样做”
（how）
和
“下一步”
（what next）
。四个阶段进一步细分为九个步骤
（step）
，每一步骤都包含自然资本评估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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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影响和/或依赖

05

06

07

08

09

如何计量影响驱动
因子和/或依赖？

与企业影响和/或依
赖相关的自然资本
状态和趋势有哪些
变化？

对自然资本的影响
和依赖价值几何？

怎样解读、验证与
核实评估流程和结
果？

怎样应用结果并将自
然资本纳入企业当前
管理体系？

导读

采取行动

“确定范围”阶段：做什么？

解读和测试
评估结果

“计量和估算”阶段：怎样做？

估算影响
和/或依赖


“实施应用”阶段：下一步？

计量自然资本
状态的变化

词汇总表

计量影响驱动
因子和/或依赖

“设立框架”阶段：为什么？

“实施应用”阶段
下一步？

“计量和估算”阶段
怎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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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如图0.2所示，阶段和步骤具有迭代关系，因此在必要时应重新回顾先前的步骤。例如，在步骤04中确定
最具实质性的影响和依赖后，你可能需要返回步骤02和03中，对评估目标或范围进行校验和改进。
本书中所有步骤都遵循相同结构。首先提出要解决的问题，其次简要介绍，然后详细说明要完成本步骤
所需操作（action），最后排列出完成本步骤的预期产出（output）。

Stage 1

“设立框架”
阶段：
为什么？

Stage 4

Stage 2

“实施应用”
阶段：
下一步？

“确定范围”
阶段：
做什么？

Stage 3

“计量和估算”
阶段：
怎样做？

图0.2
本书中的迭代说明。

0.3 《自然资本议定书》是给谁用的？
本书适用于任何组织，但主要针对企业。

本书主要针对可持续发展，环境、健康和安全以及运营部门的企业管理人员，帮助生成可融入现有管理
体系的自然资本信息，如风险评估、采购、运营交付计划，财务规划或董事会文件等。值得注意的是，信
息生成并不是目的，而是要与公司规划和战略建立联系。因此，
《自然资本议定书》支持经理人将所得信
息用于决策制定。

本书是一份技术文件，因此不是每个人都会用得上。它不会使你立刻就有能力开展自然资本评估，而是为
你提供在必要时聘请专业人士或外部专家所需的信息和理解力。
本书旨在为那些已具备各种自然资本经验的企业带来价值。对于尚未充分认识到自然资本评估可带来效
益的公司，本书则提供了一个既普遍接受又易于理解的自然资本评估流程，并介绍了相关术语和概念。
对于那些经验丰富并理解与自然资本关系的企业，则可用作标准化框架流程，推动评估并将其纳入日常
决策。
本书通过不同方式帮助促进组织或企业内不同职能部门之间协调，包括使用统一方式比较结果，确定协
同增效的领域，支持产生更多综合建议，以及将日常项目管理决策与公司长期战略联系起来。

与国家和区域自然资本账户既有相似，又有不同，本书侧重于微观企业层面。虽未涉及“显著效益将来自
于政府、金融机构和企业将各自收集的自然资本和环境影响数据与信息共享”
（Spurgeon 2015），然而
未来《自然资本议定书》将加强这方面的相关内容，这会使不同层面的利益相关方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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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本联盟（Natural Capital Coalition）已开发多个《部门指南》，作为《自然资本议定书》的配套
知识产品，为不同部门提供具体、更具针对性的指导，包括为什么自然资本与该行业具有相关性，它可以
提供哪些效益，以及通过案例研究形式的实施辅导，展示特定部门的企业应用。

“设立框架”阶段：为什么？

在联盟网站上可找到并下载这些部门指南。联盟欢迎与那些从事行业具体举措，有意为部门开发自然资
本指南的人士进行沟通、对话与合作。

导读

0.4 哪里可找到针对你所在行业的更具体指导？

0.5 原则
相关性

确保自然资本评估考量最相关的议题（relevant issues），包括对公司业务及利益相关方而言，最具实
质性（material）的影响和/或依赖（改编自CDSB 2015 and WRI and WBCSD 2004）。
严格性

保证从科学和经济角度来讲，评估使用的是技术性健全的信息与数据，以及适合目标的方法。
可复制性

保证使用的所有假设、数据、注意事项和方法是透明、可追溯、被记录在案和可重复使用的。这将允许
根据需要进行最终核实或审计（改编自GRI 2013）。
一致性

保证用于评估的数据和方法相互兼容，并与分析范围相适应，这取决于评估的总体目标和预期应用（改
编自WRI and WBCSD 2004 and IIRC 2013）。

注意：
“相关性”是一个贯穿全书使用过程所必须恪守的原则，其本质是“实质性”
（materiality），实质
性将在步骤04（“确定影响和/或依赖”）中被特别地说明与强调。
尽管建议评估过程应遵守一致性原则，但本书并未提出，不同企业的评估结果之间应具有可比性和一致
性，因为结果往往取决于复杂的具体情况。所以该问题的解决应留给未来方法学的发展。

词汇总表

在本书中，自然资本评估流程的四个阶段应遵守以上四个原则，以确保评估结果不但真实可信，而且符合
目标要求。

“实施应用”阶段：下一步？

这些原则是：

“计量和估算”阶段：怎样做？

“确定范围”阶段：做什么？

实施《自然资本议定书》以四项原则为基础，有助于引导你完成自然资本评估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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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四个阶段如下所述:

“设立框架”阶段

• 考量企业之前尚未考虑的、与业务和利益相关方具有相关性的一系列影响和依赖。

• 思考更好的自然资本信息如何与企业制定决策产生相关性。何种决策会受益，以及什么时间尺度？
• 通过记录与内部或外部利益相关方的沟通情况，观察可复制性的程度。

“确定范围”阶段

• 以公司业务和利益相关方视角，分析实质性（步骤04），确定最相关的自然资本影响和/或依赖。
• 遵循严格性原则，谨慎地沟通利益相关方，将他们纳入评估流程。

• 本阶段目标是确定评估范围。所以保持一致性至关重要。保证评估结果符合最初目标的要求，即保
持二者相关性。

“计量和估算”阶段

• 严格性在本阶段尤为重要，确保数据和方法在技术上适当，在科学上精确，并符合经济理论。
• 计量和估算应涵盖已确定的具有相关性或实质性的所有影响和/或依赖。

• 将所有计量、估值和假设记录在案是必须的，后期可用于复制、监测和成果比较。

• 不断检查是否与上阶段（“确定范围”）保持一致性。不要游离于那些富有成效，而且可管理的因素
之外。

“实施应用”阶段

• 评估结果被应用于不同用途和目的，得益于可复制性和透明。记录并存档先前所有的决定、方法、注
意事项和假设，有助于后期对结果的验证与核实。

• 解释结果要严格。包括测试假设，识别优、劣势等，保证结果满足目标要求，同时注意验证结果是否
与原始目标仍具相关性。
• 如果希望比较评估之间的结果，那么必须遵守方法间的一致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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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帮助更好地理解，本书提供了一个全程实施《自然资本议定书》的假设企业范例。纯粹是说明性的，简
化了操作和决策，目的是演示每个步骤的工作原理。书中将展示该企业为完成实施步骤而采取的措施。
《自然资本议定书》体系下的多个《部门指南》也使用该假设企业作为示例。与此示例相关的所有内容
都将在本书中的紫色框内显示。

一家名为Never Sleep Coffee International，Ltd.（以下简称“NSCI”）的国际企业，是全球食品和
饮料行业速溶咖啡的主要制造商和批发供应商。
NSCI企业高层了解市场与可持续发展趋势。管理人员已审查了公司的实质性议题（material
issues），并定期更新其可持续发展目标。管理层对公司的社会和环境影响具有良好的定性理解，企
业内部环境管理体系中已包含了一些关于原材料消耗、排放和废物产生的定量数据。但他们也认识
到，依然难以充分理解业务对自然资本影响和依赖所可能导致的长期风险和机会，以及相关成本及
效益。供应链经理最新报告指出，依存度和影响规模可能比先前预计的更为严重，特别是在淡水供
应、作物授粉和洪涝防范等方面。同时，由于供应链正在遭受关于用水和空气污染物排放的限制，这
给公司采购业务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

词汇总表

“实施应用”阶段：下一步？

“计量和估算”阶段：怎样做？

NSCI管理层希望了解对哪些自然资本的影响和依赖对公司业务最具实质性（most material），并由
此支持制定一个可实施有效管理的十年计划。因此决定使用《自然资本议定书》进行自然资本评估。

“设立框架”阶段：为什么？

NSCI

“确定范围”阶段：做什么？

假设范例

导读

0.6 全程实施《自然资本议定书》的假设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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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本议定书
“设立框架”阶段

“设立框架”阶段
为什么？

本阶段将解决“为什么”
（why）的问题，即：为什么
要进行自然资本评估？
本阶段包含一个步骤，即步骤01。
步骤

01

启动评估流程

本步骤要解决的问题

为什么要进行自然资本评估？

要完成本步骤，须执行以下操作

1.2.1	熟悉自然资本的基本概念
1.2.2
1.2.3

将这些概念应用于特定的企业背景
准备你的企业评估

补充说明
本阶段将通过介绍一些基本概念和术语，帮助建立对自然资本、企业和社会之间内在相互作用关系的
基本理解。后续阶段的内容循序渐进、逐渐深入。

本阶段应该如何规划？
需要考虑以下问题：

•想要支持哪些决策，评估结果的潜在用途是什么？
•谁能帮助开发自然资本评估的商业案例？

•哪些内部或外部的利益相关方需了解自然资本评估流程？
•启动评估需要哪些额外的培训或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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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1.1 介绍

步骤01：启动
评估流程
导读

完成本步骤，将解答以下问题：
为什么要进行自然资本评估？

步骤01帮助识别哪些自然资本影响或依赖与企业相关。同时还说明了评估可支持解决所面临的风险
和机会，以及评估结果的潜在用途。后续步骤02-04将需要这些信息，才能更明确地界定评估范围，
范围确定将有利于在公司内部获得开展自然资本评估所需的必要支持和资源。
“设立框架”阶段：为什么？

注意：如你已充分了解企业如何影响或依赖于自然资本，那么可忽略本步骤。但仍建议你阅读本章内
容，加强理解所使用的不同术语和概念，同时确保你已考虑了所有潜在具有实质性的自然资本影响
和依赖，以及相关风险与机会。

1.2 操作

为完成步骤01，即：了解自然资本如何与企业相关，需要执行以下操作：
操作1.2.1：熟悉自然资本的基本概念

操作1.2.2：将这些概念应用于特定的企业背景

“实施应用”阶段：下一步？

“计量和估算”阶段：怎样做？

“确定范围”阶段：做什么？

操作1.2.3：准备你的企业评估

词汇表

自然资本评估
使用适当方法，计量和估算相关的（“具
有实质性的”）自然资本影响和/或依赖
的过程。

词汇总表

计量
在本书中，用物理术语确定自然资本和
相关生态系统和/或非生物服务的数量、
范围和条件的过程。
估值
在本书中，在特定背景下估算自然资本
对人（或企业）的相对重要性、价值或用
处的过程。估值可涉及定性、定量或货币
方式，或这些方法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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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1.2.1: 熟悉自然资本的基本概念

本操作介绍了实施《自然资本议定书》九个步骤需要了解的基本概念和定义。
a. 自然资本存量和流量的基本概念

自然资本是指地球上可再生和不可再生自然资源的存量（例如植物、动物、空气、水、土壤和矿物）结合
起来产生的为人们带来利益或“服务”的流量。
（改编自Atkinson and Pearce 1995; Jansson et al.
1994）
这些利益和服务的流量，指的是生态系统服务或非生物服务，为企业和社会提供价值（参见图1.1）。

生态系统服务是人们从生态系统中获得的利益，例如木材、纤维、授粉、水调节、气候调节，休闲娱乐、身
心愉悦等。

非生物服务对于那些不依赖于生态系统服务的人群来说是有益的。主要来自地质过程，包括矿物、金属、
石油和天然气供应，以及地热、风、潮汐和季节更替。
生物多样性对自然资本的健康和稳定至关重要。得益于它，自然才能从洪水和干旱等冲击中恢复生机。
生物多样性支持着例如碳水循环和土壤形成的基本过程。所以，生物多样性既是自然资本的一部分，也
是生态系统服务的基础。

图1.1
自然资本存量、流量和价值

词汇表

自然资本
自然资本是指地球上可再生和不可再生
自然资源的存量（例如植物、动物、空
气、水、土壤和矿物）结合起来产生的为
人们带来利益或“服务”的流量。
（改编
自Atkinson and Pearce 1995,
Jansson et al. 1994）
自然资源
自然资源包括存在于自然界中，可用于
生产和/或消费的一系列物质。

• 可再生资源：可永续使用的自然资
源，前提是人类开采利用不大于自然
更新替代，允许存量自行恢复且没有
其它重大干扰。可再生资源开发速度
一旦超过大自然的自我修复能力，则
实际上变得不可再生，例如过度采伐
可导致物种灭绝（UN 1997）。
• 不可再生资源：在发挥效力的时间
内，无法恢复再生的自然资源。不可
再生资源被细分为可重复使用（例如
大多数金属）和不可重复使用（例如
燃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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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开展评估，本书区分了自然资本对企业的价值与其对社会的价值。显然，这种简化并不能反映出企业
实际上完全属于社会的现实。

自2005年《千年生态系统评估》
（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出版以来（MA 2005a），
提出了关于生态系统服务的替代定义，目的是更好地澄清这一概念，减少不同类别服务之间的重叠，并
改善与其它分析框架（例如环境经济核算）的协调一致。重点诠释生态系统所具有的“支持”和“调
节”两个类型服务之间的区别，以及人们从自然界获得的最终效益，有时被称为“最终产出”
（final
outputs）或“最终生态系统服务”。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所做的这些努力使得：

导读

专栏1.1: 生态系统服务分类

1) 不同评估之间比较成为可能；

4)	跨学科背景的专家沟通效率提高。

目前生态系统服务的主流分类包括《国际共同生态系统服务分类》
（CICES）和《最终生态系统商品与
服务分类体系》
（FEGS-CS）。
•	CICES对生态系统的“最终产出”或产品进行分类，更容易地将其转化为统计信息而用于各种
用途，类似于经济产品和经济活动标准（Haines-Young and Potschin 2013）。

•	EGS-CS对“最终生态系统服务”进行分类，这些服务被定义为特定人群受益、使用或体验的最
后一个自然元素（Boyd和Banzhaf，2007），同时也描述了产生这些效益的生态系统类型（环
境种类）
（Landers and Nahlik 2013）。

这些分类学仍在发展，其开发和应用可能会导致方法学的进一步改进。有关生态系统服务定义与分类
的更多信息，请参见附录A.

“计量和估算”阶段：怎样做？

词汇表
gcp
生态系统
是由植物、动物、微生物及其非生物环
境之间相互作用产生具有一定功能的动
态复合单元。例子包括沙漠、珊瑚礁、湿
地和雨林（MA 2005a）。生态系统是自
然资本的一部分。

“确定范围”阶段：做什么？

3) 不同用途或应用之间的信息转化得到促进；

“设立框架”阶段：为什么？

2) 重复计算尽可能降低；

“实施应用”阶段：下一步？

生态系统服务
目前，使用最广泛的生态系统服务定义
来自《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A
2005a）：
“人们从生态系统中获得的利
益”。生态系统服务被进一步划分为四
类：

• 供给服务：自然界的物质输出（例如，
能源、海鲜、水、纤维和遗传物质）。
• 调节服务：自然通过调节生态系统过
程所产生的间接效益（例如，碳封存
减缓气候变化，湿地净化水源，植物
防治侵蚀和缓冲风暴潮，昆虫给作物
授粉）。

• 文化服务：来源于自然的非物质利益
（例如，身心愉悦、美学欣赏、休闲娱
乐和其它）。
• 支持服务：支持其它类型生态系统服
务供应的基本生态过程（例如，养分
循环、初级生产和土壤形成）。

生物多样性
指所有来源（包括陆地、海洋和其它水
生生态系统及其所构成的生态综合体）
的活生物体中的变异性，包括物种内、
物种之间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
（UN
1992）

词汇总表

非生物服务
基本地质过程带来的利益（例如，提供
矿物、金属、石油和天然气、地热、风、
潮汐和季节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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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1.2: 生物多样性及其对企业的价值

生物多样性对自然资本的健康和稳定至关重要。得益于生物多样性，自然才能从洪水和干旱等冲击中
恢复生机。生物多样性支持着例如碳水循环和土壤形成的基本过程。物种建立起并维持了构成勃勃生
机的地球陆地、海洋和大气元素，孕育、哺育了人类。

相比于企业与自然资本的其它相互作用关系，例如空气排放和使用淡水等，企业对生物多样性的依存
度和影响规模往往难以系统地测算与估值，因为没有单一的衡量标准或指标可用来诠释生物多样性的
所有方面。
然而国际社会相关的呼声越来越高，动力也在不断凝聚，就企业如何计量和估算生物多样性正在形成
共识，估值方法正在快速发展。
企业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为计量和估算企业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需要理解业务活动、生物多样性变化，以及由于影响而导致
的成本和效益之间的因果关系。影响可能是直接或间接的，例如资源过度开发，栖息地丧失或修复，生
态系统破碎或退化，环境污染，外来物种入侵或加剧气候变化等。目前，衡量企业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往往侧重于物种或生态系统相对于确定基线的分布变化，例如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红色名录，
关键生物多样性区域（KBA），高保护价值（HCV），平均物种丰度，以及《国际金融公司环境和社会可
持续性绩效标准》绩效标准6：
“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自然资源的管理”
（IFC 2012）等，都规定
了当商业开发和运营可能影响自然或“重要栖息地”时须满足的某些条件。
用于评估无论是由企业运营，还是由其它因素导致生物多样性变化的方法不尽相同，这主要取决于是
否评估：
•	生物多样性本身对个人和社会的价值，例如在某地发现了受威胁的鸟的物种;

•	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依赖于生物多样性调节的过程，例如粮食生产依赖于细菌和微生物提供
养分循环与分解，以及蚯蚓的作用等;

•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可以将生物多样性元素作为可靠指标或“指示牌”
。例如排泄粪便为果实“播
种”的动物被视为“指标物种”
，它们的种群数量往往代表一片森林的健康与功能。对某些企业来
说，这是一种可随时监测特定地点生物多样性价值的有效方法。

除非特别要求将生物多样性价值分离出来，否则所有生态系统服务估值的综合性研究都应包括生物多
样性价值。
企业对生物多样性的依赖

为计量和估算企业对生物多样性的依存度，需要理解业务活动依赖生物多样性的哪些方面，以及外部
因素（external factors）如何施加影响。在某些行业中，可清楚地观察到生物多样性为企业所提供的
价值，例如制药和生物科技，这些行业仰仗野生动植物包含的遗传信息研发新产品。另一个例子是农
业部门依靠野生或区域特定品种的多样性来维持农作物的抗病性和恢复力。
估算企业对生物多样性依存度的方法随着依赖的类型和背景而变化。譬如，生产函数法
（production-function approach）用于评估商品化过程中的生物多样性价值，如作物授粉。再譬
如，替代成本法（replacement cost approach）用于评估生物多样性提高生态系统稳定性及其对冲
击抵御能力的价值。例如，建造基础设施防护洪涝的功能可被天然湿地所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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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1.2: 生物多样性及其对企业的价值

自然资本和它带来的利益维持着人类福祉：个人、家庭、企业和整个社会。与此同时，不论个人还是集体
都可以帮助维持或降低自然资本，这取决于我们如何对待和使用它。
任何企业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并依赖自然资本。同时，面临与这些影响或依赖相关的风险与机会。

自然资本、企业和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如图1.2所示，可帮助理解要开展评估的背景。本书使用的方
法是在商业风险和机会，以及社会成本与效益方面，计量和估算企业对自然资本的影响和依赖。
图1.2
自然资本影响和依赖：企业的概念模型

“实施应用”阶段：下一步？

“计量和估算”阶段：怎样做？

对图1.2的描述：任何企业都依存并影响自然资本（TEEB 2012）。这给企业和社会产生了成本和效益，
以及相关风险与机会。不但可直接作用于公司绩效，而且还可能对特定利益相关方甚至整个社会都产生
积极或消极影响。而如何应对这些效应则为企业创造出更多的风险和机会。

“设立框架”阶段：为什么？

b. 企业、社会和自然资本之间的相互作用

“确定范围”阶段：做什么？

生物多样性的总经济价值包括经济学家所称的“存在价值”
（existence value）
，即人们对物种或生态系
统的持续存在所赋予的价值，无论他们自己是否会遇到物种或体验生态系统。
有些人则坚持生物多样
性具有超出存在意义的“内在价值”
（intrinsic value）
，这是不取决于人类是否认为它有用或有价，而独
立存在的价值。
这种内在价值观通常与诸如“注意义务”
（为避免造成损害而加以合理注意的法定责任译者注）和自然管理（stewardship of nature）等概念联系起来，无关于功用。
因此，对某些利益相关方
来说，生物多样性的内在价值可能是敏感议题，所以要在自然资本评估过程中明确考虑。

导读

考虑内在价值

词汇总表

图1.2
自然资本影响和依赖的概念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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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1.2.2: 将这些概念应用于特定的企业背景

基于上文操作1.2.1中的概念，本操作将进一步阐述这些概念如何与你公司特定的企业背景，包括商业模
型、供应链和运营产生联系。帮助你在自然资本评估流程中，考虑所有对公司和利益相关方具有重要性
或实质性的（material）潜在影响和/或依赖（步骤04将进一步分析“实质性”）。
a. 与企业潜在相关的自然资本影响

自然资本影响指的是企业的业务活动对自然资本产生的消极或积极影响。

自然资本影响可直接来自企业运营，也可间接源于产品使用和服务。影响的发生可出现在价值链的任何
环节，原材料勘探和开采、中间加工、成品生产、分销、消费、处理或回收。而且会根据所涉及的产业部
门、供应链不同阶段以及运营的地理位置不同而改变。

自然资本影响既可能是负面、消极的：例如企业运营造成土地退化或污染；也可能是正面、积极的，例子
包括商业投资修复工地有利于生态恢复，生产用水过滤和处理有助于改善地表水质，甚至会发生企业释
放回环境中的水质优于其生产采水的情况。
图1.3给出了企业如何影响自然资本的例子。步骤04将提供更多信息，说明自然资本的影响是如何产生
的。
图1.3
影响自然资本的企业示例
改编自MA（2005b）

图1.3
企业影响自然资本的示例

改编自《千年生态系统评估》
（2005b）。

词汇表

自然资本影响
企业活动对自然资本的消极或积极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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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企业都直接或间接地依赖自然资本，以及相关的生态系统服务和非生物服务（见图1.4）。依赖包括
从自然获得关键生产要素，如土地、原材料、水和能源等，以及大量生态系统的调节服务，例如水的自然
过滤净化，废物的吸收同化，洪水和风暴等自然灾害的防护等。还有很多企业仰仗着生态系统提供的文
化服务，比如旅游和娱乐产业。甚至员工的工作热情也可能受到自然资本的影响。

导读

b. 与企业潜在相关的自然资本依赖

图1.4给出了企业依赖自然资本的一些例子。
图1.4
依赖于自然资本的企业示例

改编自《千年生态系统评估》
（2005b）
企业对自然资本、特定生态系统服务和非生物服务的依存度（依赖程度）将根据所在部门或行业，这些
服务在价值链中的作用以及其运营的地理位置而有所不同。

例如，第一产业中的农、林、渔业等都依赖并促进生态系统提供基本供应服务，例如食品、水和纤维。这
些供应服务（或“商品”）是许多制造和加工业务的重要天然原材料。自然授粉和害虫控制等调节服务在
农业生产中至关重要，而水源净化和侵蚀防治对水电运营和饮料企业举足轻重。对于金融服务，电信或
零售分销等第三产业，自然资本依赖可能是间接的，但仍极具价值。依赖导致的相关风险和机会通常出
现在供应商或客户关系中。

词汇总表

一般来说，企业对自然资本的影响和依存是密切相关的。譬如，运营总会用到水，企业间水管理与实践水
平的差异必定造成用水量不同以及依存度高低。再譬如，农业生产者管理土壤、植被和水资源，目的只是
生产更多食品和纤维。他们的管理方式将促进和增加自然资本在供应服务（如食物和纤维）的产量，但
同时也降低了可能提供给别的企业所依赖的其它类型的生态系统服务。同样的自然资本，即可用于农业
生产，也可改为其它用途：如野生动物栖息地提供休闲娱乐，或大片植被有助于防洪。步骤04将深入探讨
不同类型的影响和依赖。

“实施应用”阶段：下一步？

图1.4
企业依赖自然资本的示例

“计量和估算”阶段：怎样做？

“确定范围”阶段：做什么？

“设立框架”阶段：为什么？

改编自MA（2005b）

词汇表

自然资本依赖
企业对自然资本的依存或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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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与企业潜在相关的机会与风险

一直以来，那些基于识别依存和影响以及相关与风险机会而开发出来的企业案例（business case）或被
视而不见、被忽视、误解或被严重低估。只有先识别这些风险和机会才能对它们进行衡量和评估。注意
要考虑清楚如何将发现和结果纳入到企业决策制定当中。

自然资本风险和机会可能出现在企业的所有方面：
运营、
法律、
监管、
融资、
信誉、
营销和社会关系。
表1.1从
不同维度列出了很多示例，
帮助思考哪些最为相关，从而开发出企业实施自然资本评估的商业案例。
表1.1
企业相关的自然资本风险与机会示例
企业的不同维度

运营
常规经营活动、成本
费用和生产流程

法律和监管
影响公司绩效的相关
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

自然资本风险示例

−−应对自然灾害成本增大（例如，退化的沿海生态系
统丧失了自然保护作用，导致更频繁或更严重的风
暴破坏）

−−安全成本增加（例如，为获取资源或排污引发的社
会冲突）

−−投资“绿色”基础设施，降低运营成本（例如恢复湿
地，防止自然灾害或改善水源净化）
−−最大限度地减少废弃物，或提高废物利用价值，回
收有价值的材料而非丢弃

−−原材料或资源成本加大（例如，更高的水费）

−−降低资源投入成本（例如，提高效率或更换供应
商）

−−合规成本增加（为减少排放而对污染设施的投资）

−−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减少污染，降低合规成本

−−供应链恶化（例如，工厂生产所需的关键自然资源
稀缺性加剧或供应发生变化）

−−保证及时和可靠的原材料供应

−−由于许可证被拒或延迟而增加的资本成本或生产损 −−加快许可证申请和运营批准流程
失
−−减少罚款，赔偿或法律费用（例如通过预测、判断
−−罚金、罚款、赔偿或法律费用增加（例如，企业对自
和规避负面影响）
然资本的影响导致了相关责任与后果）
−−降低环境费用和收费
−−新法律合规成本或执照花费（例如，地下采水或废
−−影响政府出台政策
物处理费用比以前更高）

−−融资成本增加（利率上升或条件趋于苛刻）
融资
资本成本，以及获取包
−−资产搁浅（公共和私募股权）和不良贷款
括债权和股权的资本

信誉与营销
与直接利益相关方的
关系，如客户、供应商
和员工，以及他们对企
业的信赖

自然资本机会示例

−−客户价值或偏好不断变化，可能导致市场份额降低
−−员工流动率上升，招聘和保留成本增加

−−主要供应商或服务提供商的忠诚度降低

−−公司运营可能会影响到当地社区接触和获取自然资
社会关系
更广泛的社会关系（
本或生态系统服务的数量与质量
例如当地社区、非政府
−
−
企业影响自然资本可能会间接导致当地人群的健康
组织、政府机构和其
风险，例如源于空气污染的呼吸系统疾病
它利益相关方）

−−获得并维持投资者的兴趣和信心
−−改善融资渠道

−−降低融资成本

−−出现新的“绿色基金”

−−出现新兴的环境市场和产品，提供新的收入来源（
例如碳抵偿、水权交易、栖息地信贷）

−−对认证产品的需求不断增长（例如生态标签木材、
海鲜和服装）
−−提高产品差异化和定价能力
−−提高吸引和留住员工的能力

−−当地社区可受益于企业管理自然资本，例如湿地可
供休闲娱乐，水源地提供清洁水

改编自WRI (2005); WRI et al. (2012); World Economic Forum and PwC (2010); TEEB (2010); IPIECA (2011); AICPA and
CIMA (2014); ACCA, Flora and Fauna International, and KPMG (20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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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向与你公司处在同一行业，已实施过自然资本评估并愿意分享成果的其它企业
学习。这样做将有助你进行比较并发现灵感。

操作1.2.3: 准备你的企业评估

导读

请注意，在不同的时间尺度上，企业所面临风险或机会的重要性可能会发生变化。步骤03（操作3.2.6.d）
将详细讨论时间因素。

a. 确定评估结果的潜在应用

大多数的评估目的是为企业战略、管理或运营决策制定提供信息。决策既可以是一次性的项目投入，又
可以是自然资本与管理体系的长期整合，如原材料采购、期权评估或估算“净积极影响”
（参见专栏1.3：
缓解层级）。评估结果的某些用途可能与外部受众有关，譬如用于对公司估值的资产评定，或对监管机构
出示的环境净影响证明，或对索赔损害补偿的利益相关方分析，或者用于编写、发布企业公共报告。
本书对企业应用（business application）的定义为：使用自然资本评估结果的预期用途，为公司决策
提供必要信息。表1.2列出了一些企业应用的示例，其中包含支持战略或运营决策的例子。请注意这些示
例既不相互排斥，也不详尽无遗，虽然只是示范性的，并可能与你公司常用术语不符，但仍可帮助你更好
地理解评估用途的范围及类型。

词汇总表

“实施应用”阶段：下一步？

“计量和估算”阶段：怎样做？

请注意，当你阅读本书到后续步骤02时，为了更好地确定评估目标，有必要重新回顾这部分关于企业应用
的内容。同时，由于你可能会面对多个应用需求，请考虑并专注于最适当的优先事项。

“确定范围”阶段：做什么？

阅读本书的每个读者都有自己开展自然资本评估的目的，以及如何通过开发企业案例应用评估结果的想
法。

“设立框架”阶段：为什么？

通过上文1.2.2.c的操作，我们回顾了企业所面临的自然资本潜在风险和机会。在此基础上，本操作将确
定为企业哪方面决策提供信息，以及企业怎样从改进的自然资本信息中获益。

词汇表

企业应用
在本书中，企业应用是指使用自然资本
评估结果的预期用途，为公司决策提供
必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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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自然资本评估的企业应用示例
企业应用类型

评估风险与机会

自然资本评估可应用于：

评估企业对自然资本影响和依赖的性质和程度，以及相关风险与机会。

例如，使用本书筛选或识别最具实质性的自然资本影响和依赖，并帮助你解决以下问题：
−−企业是否可能通过探索不同类型的土地用途，或新的环境市场获得更多收入？

−−是否存在一定程度的业务活动，对自然资本的影响或依赖将置公司于严重风险中？
自然资本评估的上述用途（收益和风险）比其它应用类型更具广泛性，因此表格在此处分开。经上文高度概括后，现在可以更深入地
考虑下面列出的其它更多应用选项。
比较方案

比较、对比，从一系列方案中选择，同时考虑每个方案对自然资本的影响和依存度。

例如，对不同方案优先排序（prioritizing）取决于你要为哪种企业决策提供支持，并帮助你解决以下
问题：
哪些采购方案的自然资本风险最低？

选择哪个场地（site）有利于获得更大机会？

在确定投资目标（targeting investments）时，需要评估申请企业的一系列业务活动，本书帮助你解决
以下问题：
当考虑自然资本风险或机会时，投资应优先考虑或排除哪些公司或资产？

评估对利益相关方的影响

与传统的水过滤设备相比，湿地修复是一种更具成本效益的水处理CAPEX方案吗？
（Capital
Expenditure简称CAPEX，即“资本性支出”-译者注）

确定业务活动导致自然资本变化将使哪些利益相关方（stakeholders）受到影响，以及影响的规模，并
帮助你解决以下问题：
最近事件的赔偿要求是否准确反映了受影响利益相关方的自然资本价值？

估算总值和/或净影响

如何与受影响社区就企业的投资经营活动优先排序展开沟通与合作，从而确保在这些社区中的经营许
可资质不受影响？
确定与公司业务活动相关的自然资本总值（total value of natural capital）。这可能有助于评估企业
所拥有的土地所有权、资产管理或其它环境资产，帮助你解决以下问题：
相关自然资本总值发生了改变，是否证明你对生态恢复和修复的投资是合理的？
从总价值的角度来看，农业、林业和采矿业是资产的最佳用途和最高回报吗？

评估净影响（Assess net impact）用来明确商业活动是否对自然资本产生净积极或净消极影响。这将
涉及不同类型的影响之间形成权衡折中的平衡局面，帮助你解决以下问题：
使用什么样的生产设施或开发什么样的产品，可对自然资本产生可验证的净积极影响？
沟通内部与外部

企业或运营的总“环境损益”有多大？

向内部或外部利益相关方传达、沟通企业对自然资本影响和依赖。例如，提供企业在减少影响或依存度
方面所取得进展与成果的相关信息，有利于企业向外部利益相关方开展营销，或吸引机构投资者和客
户，帮助你解决以下问题：
怎样维持企业所拥有的 “经营许可证” 并增强其对企业的效益？

如何在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中纳入自然资本评估，吸引新的投资者？

报告和信息披露（Reporting and disclosure）通常在公司层面进行，但越来越多地应用于特定产品和
项目。帮助你解决以下问题：
如何将你企业的自然资本绩效与其它公司进行校验和比较？

企业在自然资本的表现如何随时间而变化，这是否符合你公司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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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保证内部支持

有效评估通常需要企业高层参与，以获得相关支持。所以应确保在评估设计中纳入和体现管理层提出的
关于公司核心业务的观点与关切。

企业运营和管理部门的参与有助于更好地开发关于应用自然资本评估结果的企业案例（business
case）。这对于后期解读评估结果，以及促进在决策制定过程中纳入至关重要。相关内容将在本书后面“
实施应用”阶段中详细阐述。总之，在确定评估目标和应用时，企业内部沟通和支持可确保评估设计旨
在为企业决策增加实际价值。
注意：在理想情况下，评估团队最好能获得一位来自公司可持续发展部门之外的高层人士（champion）
的声援与支持。该人士最好来自财务或采购等其它部门。这将有助于后期推动将评估结果纳入公司业务
和管理流程及决策制定。
外部利益相关方的赞成有助于加强公司内部对开展评估的投入，提高评估质量。操作2.2.2将识别利益相
关方（例如保护组织、学术界、咨询公司和其它企业等）及其适当参与度。
c. 对自然资本评估流程进行规划

在规划评估流程之前，了解每阶段将涉及的工作内容以及所需资源是必要的。

词汇总表

“实施应用”阶段：下一步？

“计量和估算”阶段：怎样做？

表1.3粗略提示评估实施各阶段可能需要的资源。

“设立框架”阶段：为什么？

“减缓层级”
（mitigation hierarchy）有时被用作生物多样性优先行动的基础，从避免（avoid）和
最大程度减少 (minimize)对生物多样性影响开始，然后尽可能地现场恢复 (restore)，最后采取“抵
消”(offset)或其它补偿措施作为终极手段（BBOP 2012 ）。如果对生物多样性依存度很高，或者影响
难以避免，那么则需要留出保护区用于保护最有价值的物种和生态系统。

“确定范围”阶段：做什么？

“净积极影响”
（Net Positive Impact）被定义为“比索取更多地回馈社会、环境和全球经济”
（Forum for the Future, WWF, and The Climate Group 2014）。一些企业将此作为目标，通过规
划项目、管理土地和其它自然资产来帮助实现。

导读

专栏 1.3: 净积极影响和减缓层级

词汇表

利益相关方
对决策或过程的结果感兴趣或“有利害
关系”任何个人、组织、部门或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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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本议定书
01 启动评估流程

表1.3
评估各阶段所需资源的指示性说明
评估流程的
四个阶段

所需相关技能

内部/外部投入

设立框架阶
段

−−了解公司业务

−−主要是企业内部投入

确定范围阶
段

−−了解企业战略和领导风格

计量和估算
阶段

实施应用阶
段

−−了解公司业务
−−项目管理

−−大量的内部投入（大型企业情况可
能会更复杂）
−−类似经验和结果，尤其步骤04“实
质性分析”所需的经验

−−专业知识（例如生态学、环境经济
−−了解利益相关方与自然资本的关系
学），特别是为完成步骤04实质性分
析所需的相关知识
−−项目管理

−−了解企业战略和领导风格

−−内外部利益相关方的沟通

可能数周或数月

数周，也可能持续一至两个月，具体取
决于迭代关系

−−足以说明和开展工作的方法

−−用于计量、环境建模、估值和分析的 −−可能有必要对评估结果进行验证与
专业知识（例如生态学、环境经济
核实的外部专家投入
学、社会科学）
−−需要环境经济学和数据分析的专业
知识，以解读评估结果

工作时间

一至几个月，取决于数据收集范围

−−大量的企业内部投入

−−具有类似决策经验的外部投入的可
能性

−−了解企业及当前环境管理体系

可能数周，如果企业内部管理体系调
整，则或许持续一到两个月

在确定评估所需必要资源时考虑的其它因素包括：

•在企业内部能力建设所需花费与聘请有经验的外部专家之间寻找权衡折中的平衡点。
•运用经济估值法所需的一系列资源（参见表7.1）。

•为更有效地与企业决策者和其它利益相关方沟通,要注意考虑利用某些特定时间点。例如，近期要召
开的董事会会议将需要评估结果。这样做不但利于就评估所需的关键信息达成一致，而且有助于完成
针对内部或外部受众而编辑的最终报告、文章或新闻简报（参见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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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产出

完成步骤01的产出，包括：

导读

•了解自然资本的基本概念。

•关于哪些自然资本影响和/或依赖可能导致企业现在或将来风险与机会的初步想法。
•评估结果的潜在应用。

•初步了解进行自然资本评估所需的资源（将在后续步骤中加以完善）。

步骤01所取得的上述这些产出将为实施评估流程中的后续步骤奠定坚实基础，特别是“确定范围”阶段
中的步骤02, 03和04。
将实施过程和相关决定的依据记录在案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有助于后期对评估结果的解读，并在“实施
应用”阶段融入自然资本的信息。

假设范例

NSCI

通过实施步骤01，增强对自然资本基本概念的理解，评估团队继续研究行业趋势，征求公司内
部和外部专家意见，确定了咖啡豆种植和制造业务当前和未来面临的一些风险，包括：

		
		
		
–

		
		

•	在过去十年中，某些地区咖啡产量下降了30％。

•	咖啡豆产量对温度和降雨量变化非常敏感，业界越来越关注气候变化对咖啡豆未
来价格的影响，。
•	咖啡豆产量也取决于昆虫授粉，蜜蜂种群栖息地受到气候变化和土地用途改变的
影响而遭受风险。例如在哥斯达黎加，估计自然授粉为每个咖啡种植农场贡献多
达60,000美元的价值（Ricketts et al. 2004）。
•	随着供水量减少，咖啡豆种植将需要更大比例的可再生供应，使用灌溉的种植农
户和农场已受到政府和当地社会的压力，不得不减少用水量，特别是在枯水季。
咖啡生产

•	最近评估数据表明，企业许多制造设施位于沿海地区，预计这些地区的洪水风险
会增加
•	制造设施周边的城市化进程加快，对企业空气排放审查趋严，未来几年可能会出
现更加严厉的监管措施

“实施应用”阶段：下一步？

评估的初步应用是分析企业可能面临的风险和机会，以加强理解对用水、授粉、洪水和大气排
放的影响及依赖将如何作用于未来业务的可持续性。

鉴于初次开展评估，团队决定为企业高层提供关于气候变化和制造设施周边有关用水、授粉、
洪水风险和大气排放等关键问题的概括分析。

词汇总表

准备自然资本评估

咖啡豆种植

“计量和估算”阶段：怎样做？

–

		

确定评估结果的潜在应用

“确定范围”阶段：做什么？

表1.4
NSCI公司完成步骤01取得的产出
将自然资本的基本概念应
用于NSCI的企业背景

“设立框架”阶段：为什么？

•企业的关键利益相关方在原则上对评估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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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本议定书
“确定范围”阶段

“确定范围”阶段
做什么？

本阶段主要说明为确定自然资本评估的具体目标，需要考虑的相关因
素。
“确定范围”阶段包含以下三个步骤：
步骤

02

确定评估目标

03

确定评估范围

本步骤要解决的问题
评估目标是什么？

要完成本步骤，须执行以下操作

2.2.1 识别目标受众

2.2.2 确定利益相关方和适当参与度
2.2.3 表达评估目标

达到目标的适当范围是什
么？

3.2.1 确定组织焦点

3.2.2 确定价值链边界

3.2.3 明确价值观类型

3.2.4 决定评估影响或/和依赖
3.2.5 决定考虑哪种估值类型

3.2.6 考虑其它技术问题（基线、情景、空间范围和时间范围）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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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影响和/或
依赖

哪些影响和依赖是具有实
质性的？

3.2.7 考虑其它关键规划因素

4.2.1 列出潜在具有实质性的自然资本影响和/或依赖
4.2.2 确定实质性分析的标准
4.2.3 收集相关信息

4.2.4 完成实质性分析

在本阶段，步骤04将进行影响和依赖的实质性分析（analysis of material impacts and/or
dependencies），这需要建立在“设定框架”阶段（步骤01）作出的初始预估的基础上。步骤04提出了
一些选项，帮助系统地分析哪些自然资本影响、依赖，或二者兼具对企业业务目标最具实质性。然而，
当听取利益相关方的反馈意见后，你可能会发现“实质性分析”仍有欠缺，存在之前未曾考虑的其它问
题，需要进一步改进，这是正常的。
在本阶段三个步骤的实施过程中，譬如当发现评估范围与之前确定的企业案例不一致时，则需要回头
重新审视已完成的“设定框架”阶段。

如果你正在使用其它方法，譬如循环经济、温室气体议定书（GHG Protocol）或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等，本书鼓励继续使用这些有利于企业战略的技术方法，例如，循环经济方法论述价值链的三
个边界（上游、直接运营和下游），对理解本书关于确定评估范围有所帮助。总之，
《自然资本议定书》
是对其它方法的补充，旨在通过以标准化方式识别其它方法提供的价值，指导你将这些技术结果运用
到决策过程中。

本阶段应该如何规划？
需要考虑以下因素：

“计量和估算”阶段：怎样做？

•企业内部谁有自然资本评估经验，能为界定范围提供意见建议？

“设立框架”阶段：为什么？

本阶段将利益相关方纳入评估流程，确定他们的身份和适当参与度。这对保证符合评估目标要求非常
重要。譬如，为了解社会对企业影响自然资本作何反响，需要咨询外部利益相关方。请注意，利益相关方
可包括企业内部或外部的几乎任何人，因此关键是为达成目标，需要确定哪些应该参与到评估流程当
中。

“确定范围”阶段：做什么？

本阶段由三个步骤（目标、范围和实质性分析）构成。三个步骤具有相互迭代和内在关联性，这意味着
你在某步骤做出决定时可能须重新回顾上一步骤，相互验证并做适应性调整与改进。由于迭代可能比
较耗时，所以在评估期限中要特别给予注意。

导读

补充说明
在第一阶段（设立框架），已明确了自然资本与企业的相关性。在本阶段则须判定评估范围，清晰地确
定自然资本的哪些要素与评估目标具有实质性。

•评估需要多久，何时完成？

•开展评估需要多少预算和人员？

词汇总表

“实施应用”阶段：下一步？

•需要哪些数据，什么信息差距可能会限制评估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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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确定评估目标

02

确定目标

2.1 介绍

完成步骤02，将解决以下问题：
评估目标是什么？

本书上文步骤01综述了企业为什么与自然资本相关。现在，步骤02将帮助企业确定自然资本评估的目
标。

2.2 操作

为完成步骤02，即：制定评估目标，需要执行以下操作：
2.2.1

识别目标受众

2.2.3

表达评估目标

2.2.2

确定利益相关方和适当参与度

操作2.2.1：识别目标受众

为识别目标受众，了解他们的诉求和动机是进一步确定目标的关键。这将影响评估方式，要交付的产出
类型以及预期结果。本书将目标受众定义为使用评估结果的主要用户，即阅读评估报告，使用相关产出
制定决策的人。所以他们可能是内部利益相关方或决策者。在其它情况下，例如评估目标是为公司报告提
供相关信息，那么则可能是股东等外部受众。

有些利益相关方可在评估初始提供授权批准，或资金支持，所以极为重要。他们通常也隶属于目标受众。
所以，评估团队要开发强有力的企业案例，向这些利益相关方证明评估的必要性。
下面是一个关于潜在内部和外部目标受众列表，可用作检查利益相关方的清单工具。总之，对目标受众
的识别越细致越好，因此建议合并执行本操作与操作2.2.2（利益相关方分析）。另一种方式是通过内部
讨论确定目标受众，并在必要时让其它利益相关方参与进来。

因为后期可能会决定对评估报告进行验证或核实（validation or verification），因此须仔细考虑该报
告是否针对内部还是外部受众，或两者兼具。目标受众的选择将影响沟通评估结果的方式（参见操作
9.2.2）。

评估报告的内部目标受众，可包括：

评估报告的外部目标受众，可包括：

•公司高管和董事会成员

•投资人

•股东（在适当情况下）

•来自企业可持续发展，环境、健康与安全，现场
管理以及运营等部门的总监

•财务、战略、采购、营销与沟通、报告，公共与政
府事务、投资者关系、人力资源、审计与合规等
部门
•员工和承包商

•股东（在适当情况下）
•供应商

•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和工会等）

•社区与受影响的利益相关方（例如，当地居民、
学校、其它企业、特殊利益集团、农民、渔民和
游客等）。
•机构合作伙伴
•政府

•监管机构
•客户

•当地社区

词汇表

确定范围
在本书中，确定自然资本评估的目标、边
界以及具有实质性重点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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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早与内部和外部利益相关方沟通，吸引他们参与，有利于从长计议（例如，在企业战略中纳入自然资
本），保证评估的相关性、可靠性和实用性。除了目标受众，还应识别可能受评估结果影响的其它利益相
关方，他们的有效参与可保证：
i. 提供开展评估所需信息。

导读

操作2.2.2：确定利益相关方和适当参与度

ii. 以其观点和行为对评估产生影响。

为完成本操作，不妨进行某种形式的矩阵练习，首先识别潜在的利益相关方，分析他们各自特征，然后排
序和归类，最后根据优先选项决定不同级别的参与度。如果你公司同事或行业同行已做过相关分析，可
参考他们的结论，作为你开展工作的基础。如果无法借鉴，则须利用市面上数量众多且容易获取的相关
资料及指导，自己快速上手。一般来说，利益相关方筛选和参与的性质是由已设定的评估目标、预期的透
明度和预算限制等多重因素决定的。

词汇总表

“实施应用”阶段：下一步？

“计量和估算”阶段：怎样做？

对利益相关方特征的考量，通常应包括相对重要性和影响力。然而在分析和优先排序中还应考虑许多其
它因素，例如将其确定为主要利益相关方（依赖于受企业影响的自然资源）还是次要利益相关方？
（不被
直接影响，但仍感兴趣），他们的合法性、意愿以及参与和贡献的能力。

“确定范围”阶段：做什么？

评估过程和结果应借鉴各方意见和建议。内部利益相关方可提供很多真知灼见，例如采购人员对价值链
具有的洞察力。外部利益相关方参与则有助于评估结果的稳健性和可信度，总之，评估团队要高度认同
并鼓励多方参与。请注意，为提高沟通效率，或许需要为之提供关于自然资本的基本概念和背景知识。

“设立框架”阶段：为什么？

iii. 支持对评估的验证、核实和解读（例如，相关领域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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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确定评估目标

操作2.2.3：表达评估目标

在步骤01中，表1.2确定了评估结果的用途，即潜在的企业应用。通过步骤01进一步澄清，以及步骤02关
于目标受众及利益相关方说明的操作，现在你应该能够制定，并清楚、有力地表达评估的具体目标，即为
什么要进行自然资本评估。
企业清晰表达预期通过评估将要达到哪些效益（anticipated benefits）是非常重要的。
表达（Articulating）预期效益有助于：

•证明评估所需适当水平的人员配备和其它资源的必要性。

•根据业务最有可能受益的部分，确认哪些内部部门和人员需要参与评估。

•改进与内部和外部利益相关方沟通。

•促进将评估结果纳入、整合到企业决策制定过程中。

理想情况下，对评估目标的表达应做到符合SMART原则（即具体、可衡量、可实现、相关性和时限性）。
以下是一个关于如何有效表达自然资本评估目标的企业示例：
•计量和估算新产品对自然资本的积极影响，用来支持未来2年内客户沟通和营销活动，有利于增加销
售额。

•评估未来10年供应链可能受到自然资本变化影响的方式和位置，用来支持利益相关方参与并最大限
度地降低未来的供应链风险。
•识别和估量与自然资本相关的潜在新收入流，将该信息传达给企业内部高管、财务和营销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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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产出

完成步骤02的产出是最终制定了评估目标（参见操作2.2.3）。考虑以下因素可使目标变得更加明确：
导读

•最终考虑和使用评估结果的目标受众（参见操作2.2.1）
•利益相关方名单和适当参与度（参见操作2.2.2）

•预期从评估中获得的具体效益（参见操作2.2.3）

假设范例

“设立框架”阶段：为什么？

将实施过程和相关决定的依据记录在案是重要的。这将有利于后续新步骤的实施，以及为评估报告的
验证与核实提供必要信息。而且将来公司在进行新的评估时仍可参考这些数据。
NSCI

表2.1提供了假设范例企业将本步骤产出记录在案的模板
表2.1
NSCI公司完成步骤02取得的产出
问题

解答

2. 确定的利益相关方有哪
些，适当参与度是怎样的？

最初的评估仅限公司内部。后期将根据评估结果，保证当地监管机构、机构投资者和供应商参与。

公司高层

3. 预
 计评估能产生哪些具
体效果？

了解对自然资本的影响和依存度与公司长期盈利能力之间具有哪些潜在相关性。

4. 评
 估的具体目标是什
么？

计量和估算在多大程度上，制造设施和种植农户正在影响和依赖淡水资源、授粉、洪水防护和空气
质量等相关的自然资本。

识别哪些咖啡豆种植农户和制造设施最易遭受风险，并考虑采取相应减缓措施。

“计量和估算”阶段：怎样做？

为将来公司制定解决优先风险的战略，提供详细分析并奠定基础。

“确定范围”阶段：做什么？

1. 目标受众是谁？

词汇总表

“实施应用”阶段：下一步？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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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确定评估范围

3.1 介绍

完成本步骤，将解答以下问题：
达到目标的适当范围是什么？

本步骤通过列出可能影响评估结果的关键因素，帮助更好地规划评估。现在你需要回顾企业的常规做
法，注意此处使用的某些术语可能与你公司业务内容不尽相同，例如，价值链的某些部分可能被称为供
应商和客户，而不是上游和下游。

尽量简单化。
根据对评估结果的预期用途，可能需要决定采用“广泛但浅显”的方法（broad and shallow
approach）
，即评估整个公司或价值链中的多重影响。
或者选择另一种“局部但深入”的方法（narrow and
deep approach）
，意味着问题虽少，但强调充分分析。
请注意，从一开始就确定“广泛且深入”的评估范围
很可能耗费更多的时间和资源投入。

3.2 操作

为完成步骤03，即:确定评估范围，需要执行以下操作：
3.2.1

3.2.2

确定价值链边界

3.2.4

决定评估影响和/或依赖

3.2.3

3.2.5
3.2.6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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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组织焦点

明确价值观类型

决定考虑哪种估值类型

考虑其它技术问题（基线、情景、空间范围和时间范围）

考虑其它关键规划因素

操作3.2.1：确定组织焦点

组织焦点指的是包含在自然资本评估中企业的一部分或多个部分。本书考虑了组织焦点的三个一般意义
上的级别，即：公司，项目和产品。
导读

就评估的开展方式而言，公司级别、项目级别与产品级别之间存在着重要的相同点与区别。
确定适当的组织焦点可能取决于评估结果的预期用途。表3.1提供了一些注意事项。

公司级别

项目级别

−−需要确定要包含的子公司。

−−需要决定评估企业的哪些项目或场地
（projects/sites）。

−−需要整合整个公司的信息，以及更多
资源投入。
−−意味着对影响和依赖开展“广泛但浅
显”的评估。
−−强调始料未及的实质性议题。

−−在空间地理范围上可能局限于一个
国家或一个区域。

−−适合对不同替代方案（alternative
option）进行比较。

−−可能涉及评估现有设施的扩建或新建项
目。

−−新项目可能需要收集大量数据，尤其是基
线情况调查。

产品级别

−−适合对不同替代方案进行比较。

−−需要决定评估哪些产品、材料或相关服务。
−−批量大，增长快或利润高的产品往往可能不
被认为具有“实质性”。
−−缩小评估范围往往有利于提供详细分析。

“设立框架”阶段：为什么？

表3.1
选择组织焦点时的关键考虑因素

−−需要决定评估的特定方面或替代方案，
或某种场景（scenarios）。

“实施应用”阶段：下一步？

“计量和估算”阶段：怎样做？

“确定范围”阶段：做什么？

−−缩小评估范围往往有利于提供详细分
析。

词汇表

组织焦点
在本书中，要评估企业的一部分或多个部
分（例如，整个公司、业务部门或产品、项
目、流程、场地或事件）。为简单起见，这
些部分被归类为三个级别（level），如下
所示：

词汇总表

• 公司（Corporate）：在企业或集团级
别上进行的评估，包括所有子公司、业
务单元、部门、不同地区或市场等。
• 项目（Project）：对具有特定目的性的
企业倡议、举措和行动开展的评估，包
括相关项目地、活动、过程和事件。
• 产品（Product）：对企业某特定商品
和/或服务所做的评估，包括生产使用
的材料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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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3.2.2：确定价值链边界

除了选择组织焦点，还需要确定评估价值链的哪个部分。本书考虑了价值链的三个主要边界：上游，直接
运营和下游。
最容易的选择当然是从企业可掌控的直接运营开始，但对企业最具实质性的议题(material issues)往
往能在价值链上游和下游中找到（参见步骤04）。

表3.2列出了确定价值链边界所须考虑的相关因素。重要的是，不同边界的相对重要性取决于企业所在的
行业，可关注《自然资本议定书》体系中相关的《部门指南》以获得关于本行业的更详尽指导。举例来说，
采掘业在其上游和直接运营阶段的土地占地面积最大，而在下游阶段的碳排放量最为显著。
表3.2
选择价值链边界时的关键考虑因素
价值链边界
上游

考虑要点

−−上游供应商通常代表企业最大的自然资本影响或依存度，并且可能意味着相当大的风险领域。

−−考虑价值链上游问题有助于企业遵守法律的合规绩效，这些法律法规要求公司承担责任，尽量减少
不利环境影响及其在供应链中的社会后果。
−−评估上游影响和依赖，可为公司采购战略提供有用信息，降低声誉风险并为企业形象创造美誉度。

−−由于需要协调供应商，上游问题可能比公司直接运营更难以影响，但由于与供应商之间存在合同的关
系，因此企业(对上游)通常会拥有比下游更多的控制权。
直接运营

−−价值链上游评估可能需要额外投入和努力来收集相关的影响数据。

−−与价值链上、下游相比，直接运营可能并不是企业具有最大自然资本依存度和影响的部分。然而，对于
占用或直接使用大量土地资源的公司（例如采掘业和农业），直接经营所导致的影响和依赖可能最为
严重。通常很容易获得评估直接运营所需的大部分信息。
−−与其它价值链边界相比，对直接运营的评估往往更容易，而且更频繁。

下游

−−由于企业对直接运营的控制力更大，这意味着可以尝试不同的替代方案来减少对自然资本的影响和
依赖。
−−价值链的下游阶段可能代表企业对自然资本影响的重要部分。

−−评估下游影响与使用企业产品的用户群体极其相关，这通常有利于改进公司的公共关系和市场营销
策略。
−−企业对价值链下游问题的影响，要比对上游和直接运营要更加困难。

如果你熟识世界资源研究所（WRI）与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BCSD）2004年共同发布的《温室气体议定书》（GHGProtocol）
所规定的三个范围，那么以下的类比会帮助你更好地理解：

•《温室气体议定书》范围1：所有直接排放，类似于本操作中的“直接运营”。

•《温室气体议定书》范围2：电力、热量或蒸汽等市场化消费所产生的间接排放，类似于本操作关于价
值链上游活动的一个具体类别。

•《温室气体议定书》范围3：其它间接排放（例如，源于为供应市场而对原材料和能源进行的采掘和生
产加工，以及废物处置等），类似于本操作关于“价值链上游和下游”的活动。

词汇表

价值链边界
包含在自然资本评估中的企业价值链的一
部分或多个部分。为简单起见，本书确定
了价值链的三个边界：上游、直接运营和
下游。对某产品整个生命周期的评估应涵
盖所有三个边界。

• 上游（从摇篮到厂门）：涵盖供应商的
活动，包括在市场购买和使用的能源。
• 直接运营（厂门到厂门）：涵盖企业直
接控制运营的所有业务活动，包括拥有
多数股权的子公司。

• 下游（厂门到坟墓）：涵盖与企业产品
和服务的购买、使用、再利用、回收、再
循环和最终处置相关的活动。

32

譬如，如果关注的是水资源短缺如何影响公司财务业绩，那么可从商业价值观角度出发。但为了更全面地
分析，还必须考虑无论现在还是将来，缺水带来的社会影响如何作用于公司业务。再譬如，虽然企业目前
能够获得足够水量，但供水不足的总体情况或许将导致工厂附近的家庭用水困难，这可能反过来会对企
业产生巨大的间接风险，比如说，外部利益相关方聚众抗议或媒体负面曝光给公司声誉造成损失，甚至
运营许可证被吊销等。
分析企业对社会的影响可能会导致该企业的商业价值观发生改变。深入理解社会价值观的本质和程度
有利于揭示企业必须了解的，可能对业务招致的潜在风险和机会，譬如，获得经营许可证资质，或为满足
新法规或市场要求而对某些环境外部性“内部化”的新增成本；或者，利用提供社会效益的机会为公司
创造额外或更大的收入来源（例如，修复栖息地可增加休闲娱乐服务）。表3.3提供了选择适当价值观的
其它建议。
表3.3
选择价值观时的关键考虑因素
商业价值观

通常适用于:

“确定范围”阶段：做什么？

价值观

−−评估企业对自然资本的影响和依赖将如何施加作用力于财务业绩，致使商业价值蒙受损失。

−−评估企业因对自然资本的影响和依存度而遭受的潜在风险。

−−最大限度地减少企业在相关方面的花费或负债，并最大化收入和应收账款。
社会价值观

“设立框架”阶段：为什么？

本阶段确定评估范围的另一关键操作是决定要考虑哪种价值观。在本书中，重点既可放在给企业带来的
价值（商业价值观），又可置于给社会带来的价值（社会价值观）。完整的评估应基于对商业和社会价值
观的统一考量，因为两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在此，为更好地理解这两种价值观，暂且区别对待
并分开分析。

导读

操作3.2.3：明确价值观类型

−−支持与股东、预算控制部门、管理层和债权人更有效地沟通。

−−了解企业的影响和依存度是否和在多大程度上，对其它利益相关方施加作用。

−−确定企业运营可导致的社会后果，评估哪些利益相关方受到多大影响，以及对社会的净影响。

−−评估与环境外部性相关的风险和机会，无论是积极还是消极的。

商业和社会价值观

−−与员工和外部利益相关方（例如监管机构、当地社区、消费者、非政府组织、供应商、承包商和客户）
进行沟通。

−−开展全面的自然资本评估。评估社会价值，特别是企业未来对社会的影响，有助于考虑所有潜在的商
业价值。

“实施应用”阶段：下一步？

改编自A4S（2015）

“计量和估算”阶段：怎样做？

−−调查未来潜在风险和机会的性质和程度，包括运营许可证和企业形象。

词汇表

词汇总表

价值观
在本书中，指的是价值评估所秉承的观念
或观点。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评估
中应包含哪些成本或效益。
• 商业价值观：企业的成本和收益，也称
为公司内部、私人、财务或股东价
值。

• 社会价值观：
更广泛社会成本和效益，
也称为外部，公共或利益相关方价值
（或外部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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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3.2.4：确定评估影响和/或依赖

企业可以灵活决定只评估对自然资本的影响，或只评估依赖，或者既评估影响又评估依赖。如何选择将
部分取决于预期结果的企业应用和评估目标。然而完整的评估应同时考虑影响和依赖两方面，这样才能
全面地揭示企业与自然资本相关的风险和机会。
必须注意影响和依赖具有内在联系。譬如，依赖通常导致影响。举例来说，企业用水往往意味着可供应
给其它利益相关方的水量更少或质量更低。

在后续步骤04中，将进一步明确影响和依赖之间的关系，并引入了“影响路径”和“依赖路径”等重要概
念，将有利于你更好地在评估中纳入具体的影响与依赖。

上文操作阐述了影响和依赖可能与任何组织焦点及价值链边界相关。本操作主要说明如何在构成完整
的企业自然资本评估的三个“要素”中考虑影响和依赖。构成完整自然资本评估的“三要素”
（three
Components）分别为：
• 要素1：对自身影响（源于企业对自然资本的影响）

• 要素2：对社会影响（源于企业对自然资本的影响）

• 要素3：企业依赖性（企业从自然资本获得的利益）

因为三要素通常与所有类型的企业应用有关，所以建议评估应尽可能地完整，即尽量涵盖上述所有三要
素，这样才能保证满足企业应用评估结果的期望和需求。下面将提供示例具体分析，阐述仅考虑单一要
素将受到的局限性。

注意：根据具体目标，你可能希望只关注某一种价值观，或只评估影响或依赖的某一方面。本操作之所以
重要，是帮助你理解，在不全面考虑三要素的情况下，评估将可能遭遇哪些限制。
要素1：对自身影响
企业对自然资本的影响反过来施加了“对企业自身的影响”。这里指的是那些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影响
公司财务底线的因素。它们可能来自企业直接经营，或价值链上、下游的自然资本影响转嫁。以下示例用
于分析企业自身受到的影响：
•对企业当前财务成本或收益产生的影响：例如，环境税、罚款或补偿款、污水排放或废物处置费等成
本，供应商管理致使物料价格上升，对产品自然资本影响的负面宣传导致销售下降等。

•对企业未来潜在的财务成本或收益产生的影响：例如，预计新法规或税收政策出台将导致未来运营成
本增加，或新债务产生。
仅考虑单一要素：
“对自身影响”，评估将遭遇的局限性：
•评估将无法揭示企业对自然资本的依存度（依赖）。

•评估结果无法反映出企业对自然资本的影响可为社会带来多大规模的外部成本或效益。企业因（消极
或积极）影响自然资本而给自身带来的财务损失或收益，通常低于社会所承担的成本或效益。
资源投入和利益相关方参与考量：

•与其它两个要素相比，评估“对自身影响”通常需要更少的外部资源和专业知识，因为企业内部即可提
供所需相关数据和技能。
•利益相关方参与可能显得不那么重要，因为仅评价“对自身影响”单一要素往往与财务成本和收益相
关，所以评估结果主要供企业内部使用。
词汇表

自然资本影响
企业活动对自然资本产生的消极或积极影
响。
自然资本依赖：
企业对自然资本的依赖或利用。

要素：
在本书中，完整的自然资本评估应具备三
个构成要素：
“对自身影响”，
“对社会影
响”和”企业依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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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企业业务对自然资本的影响，导致人类福祉和社会资本发生广泛变化。

导读

要素2：对社会影响
“对社会影响”可能来自直接运营或价值链中的其它边界（例如上、下游），包括供应商和消费者。请注
意，企业即使目前无需对这些影响直接负责，也有必要了解这些影响的性质和规模。以下示例可用于分析
企业对社会的影响：
•企业利用自然资本而形成的依赖关系，产生出相关社会成本和/或效益。

•企业供应链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和/或依赖自然资本，引发了相关成本或效益。

•与其它两个要素相比，
“对社会影响”评估通常需要更多的资源投入。
•环境和福利经济学相关专业知识可能会比较重要。

•在对涉及可能改变项目地点和资源获取的地方问题及决策进行考量时，利益相关方参与通常比较重
要。当评估范围广泛，覆盖很多地理区域并考虑扩散影响时（例如，针对整个供应链），则利益相关方
参与度要求较低。
要素3：企业依赖性
“企业依赖性”适用于不论企业直接运营，还是价值链中某些间接环节（例如，
供应商和消费者）对自然资
本产生的依赖。
请注意，
即使企业无法直接左右或影响这些依赖关系，也可能需要了解它们的规模。
以下
示例用于分析企业的依赖：
•使用自然资本对企业的利益（即价值）

•当前的财务成本（例如，支付用水、农业生产投入和矿产的金额）

•未来潜在的财务成本（例如，预计自然资本投入的价格会上涨，或变得更加不稳定）
•与直接和间接依存关系相关的成本（例如，供应链中的依赖关系）
仅考虑单一要素：
“企业依赖性”，评估将遭遇的局限性：

•如果企业具有特别重大的（particularly significant）自然资本依存度（例如，用水量显著），这可能
会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倘若这些影响足够严重，它们可能反过来会对公司业务施加压力（例如，声誉
损害或经营许可证被吊销），如果仅选择评价依赖关系，你将错过分析理解这些影响的机会。
资源投入和利益相关方参与考量：

•可能需要专业的环境和自然资源建模知识，用以分析企业所依赖自然资本变化的外部驱动因素。

词汇总表

•利益相关方参与的重要性将取决于评估目标，但由于其它利益相关方也可能依赖于相同的自然资本，
因此参与通常很重要

“确定范围”阶段：做什么？

资源投入和利益相关方参与考量：

“计量和估算”阶段：怎样做？

•即使以货币形式表达，社会成本和效益也很少能直接转化为企业财务成本和收益。这是因为这些社会
成本和效益很少能够被精确地分析，或强加给企业。例如，环境法强制带来的企业财务成本或企业不
得不采取减缓措施的花费，通常要低于规避影响的社会成本。同样道理，与自然资本影响相关的企业
声誉损害所招致的财务成本，一般要大于影响本身的社会成本。

“实施应用”阶段：下一步？

•评估将无法揭示企业对自然资本的依赖关系。

“设立框架”阶段：为什么？

仅考虑单一要素：
“对社会影响”，评估将遭遇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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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01已确定了将如何使用评估结果，即企业应用。本步骤将分析要素与企业应用之间的关系。使用表
3.4有助于确定一个或多个要素如何与评估产生关联。
表3.4
三要素与企业应用之间的关系
企业应用类型

评估风险与机会

考虑的要素

评估企业对自然资本影响和依存度的性质和规模，以及相关业务风险与机会。

评估目标决定价值观的选择（商业价值观、社会价值观或二者兼具）。然而在筛选方案时须
统筹考虑全部三要素。

从未来风险角度来看，考虑“企业依赖性”要素有利于确定与物料投入和服务相关的自然资
本依赖的价值，尤其是在依赖关系中某部分或全部尚未定价的情况下，可突出显示潜在的风
险区域。

同样，考虑“对社会影响”要素有利于判别何时将可能导致企业与依赖相同资源的其它利益
相关者发生冲突。

自然资本评估的上述用途（机会和风险）比其它应用类型更具广泛性，因此表格在此处分开。经上文高度概括后，现在可以更深入地
考虑下面列出的其它更多应用选项。
比较备选方案

考虑不同方案对影响和依赖的相对性，比较、对比和筛选最优方案。评估目标决定价值观，
然而在筛选方案时须统筹考虑全部三要素。
在比较不同替代方案时，考量“对自身影响”要素有助于确定自然资本影响与公司底线的相
关性，将自然资本纳入财务分析，以及（例如，向股东）传达自然资本的成本或效益。

评估对利益相关方的影响

算总值和/或净影响

内部和外部沟通

在某些情况下，
“企业依赖性”要素和“对社会影响”要素是关联的，具体取决于不同方案的
比较范围。
确定哪些利益相关方受到业务活动导致的自然资本变化的影响，以及规模大小。

该应用可能需要同时兼顾社会价值观和商业价值观。因此，考虑“对社会影响”要素非常重
要，可用于确定公司将面临的更广泛和更长期的风险与机会，以及这些对不同利益相关方意
味着什么。

确定与企业业务活动相关的自然资本总值或评估净影响，以确定企业活动是否对自然资本产
生净积极或净消极影响。
在考虑该应用时，全部三要素都特别重要，因为仅关注单独一个要素将无法估算总值或净影
响。

对于向内部或外部利益相关方传达自然资本影响和依赖，全部三要素中的每一个都能派上用
场，所以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注意：信息沟通总有限制，因此在考虑单一要素的情况下，需要对相关限制条件做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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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对自然资本的影响和依存的价值可通过不同方式评估与考量。本书提供三种类型的估值法（types
of valuation）：定性估值，定量估值和货币估值。重要的是，要根据不同决策所需信息不同而选择适当
有效的估值方法。
评估通常从定性开始，然后定量，最后根据需要估算货币价值，循序渐进，
下一步以前一步作为基础。

导读

操作3.2.5：决定考虑哪种估值类型

定性估值通常是描述性的，侧重于对变化的主观看法。通常通过调查问卷，综合审议或专家意见来实
施。一般可用于初步识别影响和/或依赖。在无需货币估值，或当发现某些利益相关方难以接受货币形
式的估值，例如与精神价值相关的情况时，定性估值可能是唯一的选择。定性可使用诸如“高、中或
低”，
“是或否”等术语，或者已定义的排序选项来表示相对值。定性评估可采用故事、案例历史、学术
引用或自然资本变化引发的情绪表达等多种形式。

定量估值是以非货币的数字术语表达影响和依赖的价值。它与后续步骤05将重点阐述的定量计量
（quantitative measurement）略有不同，主要在于当估算影响和/或依赖的重要性、价值或用处时，
定量估值需要纳入对受影响的利益相关方等具体情况的考量。例如，在缺水地区每天消耗1,000立方米
水的某个企业，相比另一个用水量百倍于己但身处水源丰沛地区的企业，所造成的影响要更大得多。物
理形式的定量衡量通常作为定量估算的“输入值”
（input），而且一般来说也是货币估值的先决条件。
定量估值可使用多种方法，包括调查问卷（例如确定受环境变化影响的人数），应用指标（例如残疾调
整生命年）和指数（例如关联用水与水压力指数），以及基于价值的加权和评分（例如，多标准分析）。

货币估值用于无论是在某个时间点，还是在特定时期内提供有关影响或依赖增量变化的边际价值信
息时，效果最好。货币估值也可用于评估价值趋势，作为供需状况变化的函数。货币估值的市场和非市
场方法都旨在衡量社会偏好。因此，货币估值既可借鉴市场观察到的以前价格，也可在影响或依赖并不
具有市场价格的条件下，使用“显示”或“陈述”偏好法（“revealed” or “stated” preference
methods）来帮助确定。在以下情况中，货币估值尤其有效：
i. 为便于与财务价值（例如，业务成本或收入）进行比较，以共同计量单位（例如美元、欧元）确定影
响和/或依赖的价值;
ii. 确定导致生态系统和非生物服务质量或数量变化的干预措施所具有的净成本和效益;
iii. 评估不同利益相关方之间成本和收益的分配方式;
iv. 评估潜在融资或收入来源的规模。

“实施应用”阶段：下一步？

自然资本影响和依赖的货币估值通常基于复杂的统计技术，所以应由合格的专家进行。

“确定范围”阶段：做什么？

在本书中，估值是在特定背景下，估算自然资本对人（或企业）的相对重要性、价值或用处的过程。估值
涉及一系列定性、定量和货币方法，三种方法循序渐进，
下一步以前一步作为基础。

“计量和估算”阶段：怎样做？

专栏3.1：定性估值、定量估值和货币估值

“设立框架”阶段：为什么？

在某些情况下，或许定性或定量估值已能满足你的需求。在其它情况下，你可能需要综合使用三种不同类
型的方法，例如某些影响很难货币化，或者无法获得某些变量的可靠数据。专栏3.1列出了对不同估值类
型的说明。

词汇表

定性估值
描述自然资本影响或依赖的估值，可将其
分为高、中或低等不同类别。

词汇总表

定量估值
使用非货币单位例如数字（或综合指数）、
面积、质量或数量来评估自然资本影响或
依赖程度的估值。
货币估值
使用货币（例如$，€，¥）作为共同单位，评
估自然资本影响和/或依赖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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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5列出了一些考虑因素，有助于确定哪种类型的估值最适合实现评估目标。
表3.5
选择估值类型时的关键考虑因素
估值类型
定性估值

注意要点

−−当数据不足以开展定量衡量时，适合。

−−当存在很多不同的影响和依赖，或对它们有很多不同观点时，有用。

−−当特定影响和依赖具有强烈的道德含义，或当重要的利益相关方难以接受或认同货币价值
时，适合。
−−在评估精神、宗教、美学、娱乐和其它文化价值时，适合。

−−因为难以保证一致性，所以不同定性估值之间通常无法进行有意义的比较。
定量估值

−−定性评估结果可能存在偏差，往往难以验证或复制。

−−善于评估实现物理目标的进展（例如，碳减排或废物回收）。

−−可在自然尺度（例如水量）和构造尺度（例如，具有高生物多样性价值的区域）上进行测
量。可直接衡量（例如，丰富的鱼类）或使用间接指标衡量（例如，珊瑚礁面积作为鱼类丰
度的代表）。

−−当影响和依赖具有强烈的道德含义，或当重要的利益相关方发现难以接受货币价值时，适
合。
−−很难在多个影响或依赖之间进行比较（例如，比较水量与排放量）。

货币估值

−−无法以量化方式衡量所有影响或依赖（例如，精神、宗教、美学、娱乐和其它文化价值观，
以及历史意义、政治安全等）。

−−如果货币价值是在一致的基础上被正确估算（例如，使用福利经济学方法），那么评估结果
具有广泛的可比性，并可为权衡折中的决策提供有意义的信息（详见专栏8.2）。
−−可确定财务或经济价值，所以对决策（例如，CAPEX）具有重大支持作用。
（CAPEX全称
为Capital Expenditure，即资本性支出，一般是指资金或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的投入-译
者注）。
−−有助于确定处于风险之中的财务价值和（净）收入的潜在变化。

−−可能耗时且需要资源投入较高，特别是当需要本次研究提供一手数据时。
−−存在一些低成本的货币估值方法（例如价值转移）。

部分改编自A4S（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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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利益相关方可能很难接受货币化估算某些特定收益（例如精神或美学价值）。在这种
情况下，需要着重解释货币估值的优势，并承认其局限性。

a. 基线
基线是用来比较自然资本变化的起点或基准，对于绝大多数评估，需要明确基线才能得出有意义的结
论。
基线的类型根据评估的性质有所不同。例子包括：

导读

操作3.2.6：考虑其它技术问题（基线、情景、空间范围和时间范围）

•特定时期内的历史情况，例如今年排放量与去年比较。
•某个时间点的自然资本状态，例如项目开始前的状态。

表3.6
选择基线时的关键考虑因素
公司级别

项目级别

产品级别

−−将基线与公司财务报告和战略时间
框架保持一致，可能会有所帮助。

−−不同方案间可进行比较，或者将一个或多
个方案与基线进行比较。

−−在为产品设定基线之前，有必要回顾其它类
似的评估。

−−基线可能包括前几年的数据，或去年
开始和结束时的数据。
−−基线的基准（benchmark）与行业
内和行业间的其它公司业绩对比，可
能会有启发。

−−项目级别（project-level）的评估通常需
要基线和替代方案。
−−项目基线通常建立在对自然资本存量范
围和条件进行详细调研和评估的基础
上。

−−确定产品评估基线是有难度的，尤其在使用
产品生命周期评估工具时。

−−项目或场地级别（site-level ）的基线既可
以是固定的时间点（例如，当公司进驻场
地时，或场地几年前的状况），或是随时
间推移而发展的基线（通常以渐进和可预
测的方式， 例如“一切照常”）。
价值链

−−“经济投入产出表”
（ Input-Output table）是将重要经济部门分解并展示部门间内在平衡关系的工具。它也可用于提供产业价值
链结构的信息，在纳入自然资本的分析后，可提供在价值链上自然资本影响和依赖相关平衡关系的信息。

词汇总表

“实施应用”阶段：下一步？

−−在整个价值链中设立适当基线可能需要对假设进行简化，例如：待研究的价值链与用做基线的价值链位于相同的地理区域，而且二
者结构相似。

“确定范围”阶段：做什么？

表3.6概述了为不同级别的组织焦点（公司、项目和产品）和价值链选项设定基准时要考虑的问题。

“计量和估算”阶段：怎样做？

在进行涵盖较长时期的评估时（例如，评价项目20年后的影响），则需要考虑基线在同一时期内可能发
生的变化情况。例如，即使企业没有实施任何项目，自然资本也可能因其它压力（例如人口流入、气候变
化或其它公司业务影响）而发生改变。与项目无关的变化有时被称为“一切照常”
（business as usual）
或“未来推测”
（future projection）场景（即预计将来不论如何终归会发生）。只有考虑到以上这些情
况，你才能以有意义的方式比较有无“项目介入”的不同场景。

“设立框架”阶段：为什么？

•自然资本影响和依赖在整个部门，或整个经济体的平均水平（即行业基准）。

词汇表

基线
在本书中，基线是用来比较企业活动引起
自然资本变化的起点或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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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场景
估值的概念必须基于能够比较至少两种场景的结果和影响：基线场景和“被估值”场景。
以下是一些你需要了解，不同类型的场景（McKenzie et al.2012），包括：

•“介入式”场景（“intervention” scenario）。一般指的是正在考虑的实际替代方案。例如，用于比
较替代发展项目或项目地，或者用于比较特定产品所使用的替代材料）。

•“探索式”场景（“exploratory” scenario）。用来评估不可预期的未来和意外情况。该场景有时可
用于评估风险。

•“愿景式”场景（“vision” scenario）。用来明确描述未来令人满意或不受欢迎的情况。该场景既适
用于风险和战略评估，又可为潜在的“一切照常”场景提供相关信息。

•“反事实”场景（“counterfactual” scenario）。是一种对已发生的事实做出相反假设的场景模
式。用来描述假定企业从未运营情境下的场地状态和环境条件。为解释来自利益相关方或专家的不同
观点，所以往往需要考虑不只一个反事实条件。
请注意，以上仅提供了关于场景的初步信息，并不是结论性的。为完成评估目标你或许需要考虑更多的
其它场景。本书并不提供关于场景分析的进一步指导。
如果你已决定将评估结果应用于“比较方案”，则建议你考虑场景这一技术问题。

c. 空间范围
设定空间范围指的是决定评估将考虑的地理区域。成功的评估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不同级别的组织焦
点(公司、项目和产品)，价值链边界和所秉承的价值观，在前文步骤03已确定过这些因素。

例如项目级别的评估，需要在每种类型的影响中纳入“潜在影响面积”
（即每次影响可能发生的总面积）
。这可能会涉及以下考虑因素：
•由于生态的内在联系、野生动物迁徙和其它景观层面因素，项目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
可能远远超出项目地和周边。
•应对下游集水区（例如，水库）的水污染和相关议题进行评估，并酌情考虑上、下游和水资源短缺问
题。

•空气质量评估应注意可能会受到风和扩散影响的特定区域和地方特点。就温室气体排放而言，相关的
空间范围是整个地球。

词汇表

场景
用来描述未来可能的故事线。探讨有关不
确定未来的不同选择，例如替代项目方
案、经营惯例和可供选择的愿景。

反事实
对事实上已实施的活动假定，如果当初从
未实施，所导致的替代情况和环境条件会
是什么状态的一种情景设定（改编自
Cambridge Natural Capital Leaders
Platform 2013）。
空间范围
评估所涵盖的地理区域，例如场地、流
域、景观等，既可立足于国家层面，也可放
眼全球。空间范围可能因不同的影响和依
赖而有所不同，也取决于组织焦点、价值
链边界、价值观与其它因素。

40

•评估范围是否应该涵盖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影响和依赖吗？

导读

d. 时间范围
识别时间范围指的是需要确定评估的适当期限。例如，影响和依赖应在多少天、几个月或几年的时间跨
度上被评估与比较。评估期应与评估目标相关，而且要符合组织焦点，以及要考虑的影响和/或依赖的实
质性。一些相关问题包括：

操作3.2.7：考虑其它关键规划因素

即使经过上述诸多考虑，确定评估范围可能仍需要根据计划和资源限制进行调整（参见1.2.3.c），这将
最后确定实际可实现的范围。这些限制也可被视为“关键成功因素”
（“critical success factors”），包
括：
•时间：评估需要多快完成？对预期总时间投入有准备吗？

•资金和资源：完成评估需要多少预算和人力？有可从企业内部或外部获得的资金来源吗？检查表7.1提
供了关于不同估值方法的相对成本指标。
•技能：企业内部有哪些技能可直接用于评估？还需要哪些其它额外知识？根据想要支持的决策，你可
能需要准备一份清单，罗列出一系列所需技能和专业知识，包括环境经济学、相关研究、数据分析、数
学或统计建模（从电子表格的平均值计算，到复杂的统计和计量经济学软件）和利益相关方分析、参与
以及沟通。这份“技能清单”无需详尽无遗，其意义主要在于提示注意。
•数据可用性与可得性：预计将有哪些限制和约束，翻译成其它语言需要遵循哪些要求？

•利益相关方关系：需要在多大程度上确定并与利益相关方建立关系共同开展研究和实施解决方案？在
前文（操作2.2.2）中已对利益相关方参与做了分析。

词汇总表

“实施应用”阶段：下一步？

注意：如果这里确定的有关规划问题可能会影响评估目标的实现，那么你应重新回顾本步骤中的先前操
作。

“确定范围”阶段：做什么？

注意：在步骤04中确定影响和依赖的实质性后，你应重新回顾空间和时间范围、基线和场景，因为这可
能会影响你的预期评估范围。

“计量和估算”阶段：怎样做？

•评估应涵盖哪些时期？例如，评估可作为“拍照”，仅展示特定时间点的情况。或者，它可能覆盖特定的
财政年度，或整个预期的项目周期。还可以考虑公司业务历史中具重大有意义的里程碑，例如大型合
并、收购或撤资，这有助于确定重要的时间段。评估目标和其它界定问题同样也会影响时间范围，例
如，考虑历史上曾出现过的“沉没”成本（sunk costs）或未来退役成本。

“设立框架”阶段：为什么？

•何时应为最适当的时间基线？是否应该考虑相对于“原始”状态的自然资本变化，还是相对于企业采
取有效控制后的自然资本变化？

词汇表

时间范围
评估的时间范围（期限）。既可以反映当
前状态（就像“拍照”），也可以是1年、3
年、25年期或更长时间以后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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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产
 出

步骤03的产出是完成了表3.7（参见下文的假设示例）。为了便于日后解读最终评估结果，以及在“实施应
用”阶段中纳入，将本阶段的所有情况记录存档在案备查是重要的。

假设示例

NSCI

表3.7
NSCI公司完成步骤03取得的产出
问题

企业背景

2. 价值链边界是什么？

主要目标包括供应链和制造业务。评估范围将只考虑直接业 针对直接运营，以及位于肯尼亚的价
务活动，对于那些为直接业务所做的投入，如包装材料或肥 值链上游咖啡种植户。
料，则不包括在评估范围内。
对上述的其它投入（例如肥料生产）
则不纳入评估范围。

1. 组织焦点是什么？

3. 采用何种价值观？
4. 采用哪种估值类型？

NSCI公司从东非、南美和中美洲的咖啡种植园采购。在肯
尼亚和美国设有制造工厂。经初步分析，评估团队决定专注
于供应链和生产都较为集中的肯尼亚，而且步骤02所确定
的所有问题在此都有体现，为评估提供了实际切入点。

为解决步骤02中发现的问题，评估团队认识到需要考虑对
企业自身影响与对社会的影响，以及企业对自然资本的依
赖。

a) 基线

b) 场景

c) 空间范围

d) 时间范围

7. 考虑其它关键规划因素

决定对位于肯尼亚的业务活动进行公
司级别（corporate-level）的自然资
本评估。

商业价值观和社会价值观二者兼具。

考虑到公司高层的诉求，团队决定采用货币估值。然而，针
货币估值和以DALY作为健康指标的
对企业运营可能导致的健康影响（例如，空气排放），选择
定量估值。
运用”残疾调整生命年”
（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s）。该方法用来量化疾病对个体的负担，一个DALY相
当于为期一年的“健康”生命损失，包括过早死亡（失去生
命的年数）和发病率，被认为是残疾加权的疾病持续时间”
。

5. 决定评估影响和/或依赖？ 团队希望将其最终评估结果应用于完整的风险和机会评
估，因此既评估影响，又评估依赖。
6. 考
 虑的其它技术问题，
包括：

公司应对

a) 基线：现状。

评估将包括企业对自然资本的影响
和依存度。

b) 场景：基于IPCC预测发布的气候变化。

c) 空间范围：位于肯尼亚的3个最大的制造设施和3个最大的种植园。
d) 时间范围：未来10年。

−−获得所需数据和企业内部对评估事项的初步了解是保证有效完成此次任务的前提。高层认为，虽
然适用于评估的可用数据有限，但理应满足此次高级别（即公司级别）评估。.
−−八个月后将召开企业战略规划会议，届时必须提交评估结果。

−−企业高层已承诺提供5万美元和环境部门经理20％的工作时间来支持评估。

−−现有员工拥有进行评估所需的大部分相关经验和技能。但仍需要环境经济学家和气候变化专家
的额外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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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确定影响和/或依赖

4.1 介绍

实质性既是一般概念，也是法律概念（Corporate Reporting Dialogue 2016）。本书中的实质性不
一定等同或适用于许多国家司法管辖区要求公司报告时所提出的实质性法律概念。
（例如，美国最高
法院的定义）。世界上很多企业定期披露有关其对自然资本影响和依赖的信息。如果担心你公司自然
资本影响或依赖披露报告被解读（例如，投资者、监管机构或其它利益相关方），在此建议寻求与你
行业和司法辖区相关的独立法律咨询建议。
有多种不同方法可用于分析给企业带来影响的问题的实质性。大多数公司通过风险、治理、财务或战略
等职能至少拥有一种方法。本书并不具体说明某种实质性分析技术或方法，而是通过一个具有普遍意
义、成体系化和保障透明的过程，阐明了开展“实质性分析”的重要意义。你可使用公司现有方法或基于
已有的实质性分析结论，作为完成本步骤的产出，在必要时调整并包括自然资本。
组织焦点的三个级别（公司、项目和产品）都有相应的实质性议题（参见操作3.2.1），分别在公司战略、
特定项目或具体产品（服务）三个维度上。同样，实质性分析可以是定性、定量和货币化的。
本质上，实质性分析类似于高级别筛选或热点识别，通过步骤05-07详细地估量和估值后，分析逐渐深
入。

请注意，在后续“估量和估值”阶段得到关于影响和依赖价值详尽信息时，你可能仍须回头查验本步骤，
审视实质性分析的结论，用于效验和改进。

词汇表

实质性
在本书中，某种自然资本的影响或依赖作
为支持决策的信息的组成部分，如果被纳
入考量后，有可能改变该决策，则这种依
赖或影响被认为是具有实质性的。(改编自
OECD 2015 and  IIRC 2013).
实质性分析
本书中指的是，分析和确定与评估目标和
应用具有（或形成）实质性的过程。

虽然有些不完整的自然资本评估仅仅关注单一影响或依赖，或只评估依赖，或只评价影响。但在进行实
质性分析时同时考虑两者是明智的，因为它们通常会产生相互关联的风险和机会。值得注意的是，你可更
容易地了解企业有能力掌控的直接运营所具有的影响和依赖，而不是超出企业驾驭范围，处于价值链上
游与下游的间接影响或依赖。
最后，要注意有些影响或依赖可能或处于独立状态，或作为整体时才具有实质性。同时，有必要考虑某些
实质性可能具有随时间流逝而增加的累积效应。
步骤04完成实质性分析后，你可能需要重新审视评估目标（步骤02）和评估范围（步骤03），用于效验和
改进。

价值（名词）
物品的重要性，价值或用处。

词汇总表

经济价值
某物品对人们的重要性，价值或用处- 包
括所有相关市场和非市场价值。在更具技
术性的术语中，指的是对某商品或服务特
定提供水平的个人偏好总和。经济价值通
常用商品或服务供应的边际或增量变化来
表示，使用货币作为衡量标准（例如，美
元/单位）。

“确定范围”阶段：做什么？

关于信息披露的重要说明

“计量和估算”阶段：怎样做？

在本书中，某种自然资本的影响或依赖作为支持决策的信息的组成部分，如果被纳入考量后，有可能改变
该决策，则这种依赖或影响被认为是具有实质性的。
“实质性分析”
（Materiality Assessment）指的
是，分析和确定与评估目标和应用具有（或形成）实质性的过程。

“实施应用”阶段：下一步？

步骤04帮助确定评估应包含哪些最适当的自然资本影响和/或依赖。将它们罗列并整理成清单将有利于
识别哪些被认为是与公司可能相关的。所以，该清单是描述与特定自然资本评估范围和目标最具相关性
的优先考虑检查列表。但是，本书并不试图提供这样一份详尽清单，理由是，企业来自各行各业，即使同
一部门的企业，目的和范围也不尽相同，所以依赖和影响评估必须在每次特定评估的背景下，被独立考
虑。

“设立框架”阶段：为什么？

导读

完成本步骤，将解答以下问题：
哪些影响和/或依赖性是实质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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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操作

为完成步骤04，即：确定哪些影响和/或依赖与自然资本评估相关，需要执行以下操作：
4.2.1

4.2.2
4.2.3
4.2.4

列出潜在具有实质性的自然资本影响和/或依赖

确定实质性分析标准

收集相关信息

完成实质性分析

操作4.2.1：列出潜在具有实质性的自然资本影响和/或依赖

实质性分析（materiality assessment）第一项任务是考虑与评估目标和范围所有具有潜在相关性
（relevance）的影响和依赖。

在此需要详细介绍影响驱动因子（impact driver）
、
影响路径（impact pathway）和依赖路径
（dependency pathway）等概念。
理解这些术语是开展自然资本评估的基础。

在本书中，影响驱动因子是用作生产、
可计量的自然资源投入（input ）
（例如，用于建筑的沙子和砾石的体
积）或业务活动的可计量的非产品输出（non-product output ）
（例如，生产设施向大气中排放的一公斤
氮氧化物排放量）
。
在本书之外的语境中，例如UNSEEA文件将这种非产品的环境“输出”称为“残差”
（
“residuals”
）
。
（UNSEEA即System of Integrated Environment and Economic Accounting。
指的
是联合国于1993年公布的
《环境与经济综合核算体系》
-译者注）
影响驱动因子通常以定量单位（例如，公斤、
立方米和公顷等）表示。
在当今很多企业的非财务报告或生命
周期分析中已经应用了这一概念。
影响驱动因子与影响不同。
后者作为后果（consequence）
，是由于前者导致发生的自然资本数量或质量
变化。
单个影响驱动因子可能与多个影响相关联，即引发多种不同影响。

词汇表

影响驱动因子
在本书中，影响驱动因子是用作生产、可计
量的自然资源投入（input ）
（例如，建筑
中使用沙子和砾石的体积）或业务活动的
可计量的非产品输出（例如，生产设施向
大气中排放的一公斤氮氧化物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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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提供了关于空气污染的影响路径示例。
这是工业中常见典型的非产品输出。
企业的业务活动为工
业化学品制造，并排放某些污染物（影响驱动因子，将在步骤05中计量）
，致使空气质量下降（自然资本
变化，将在步骤06中计量）
，可能对不同人群产生重大影响，具体取决于当地环境（影响，将在步骤07中
估值）
。
请注意，由企业活动所导致的自然资本变化有时也被称为“结果”
（
“outcomes”
）。
在此案例中，实质性分析用来确定空气污染是否能作为一种具有实质性的影响，如果是，那么哪些特
定污染物与所引发的影响（健康受损）最具相关性。

步骤05：计量影响驱动因子

影响驱动因子导致自然资本发生变化，
在本案例中，被确定为空气质量下降。

步骤06：计量自然资本的变化

“确定范围”阶段：做什么？

化工厂的业务活动产生空气排放，经
实质性分析，可确认为影响驱动因子

“设立框架”阶段：为什么？

影响路径
影响路径描述了作为影响驱动因子的特定业务活动是如何导致自然资本发生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又如
何影响不同利益相关方。

导读

专栏4.1：影响路径和依赖路径

自然资本的变化招致影响，在本案例中，
引发人们的健康问题

“计量和估算”阶段：怎样做？

步骤07：估算影响

词汇总表

“实施应用”阶段：下一步？

图4.1：
影响路径中的通用步骤
（改编自 PwC 2015）

词汇表

影响路径
影响路径描述了作为影响驱动因子的特定
企业活动是如何导致自然资本发生变化，
以
及这些变化又如何影响不同利益相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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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4.1：影响路径和依赖路径
依赖路径

依赖路径显示特定业务活动如何依赖自然资本的特殊属性。它确定了可观察或潜在的自然资本改变如
何影响企业运营成本和/或收益。
图4.2提供了关于使用咖啡植物授粉的依赖路径案例。由于森林砍伐导致野生传粉昆虫种群数量减
少，造成咖啡种植农户产量下降或额外成本增加，种植农户可能被迫购买商业授粉服务。

在本案例中，实质性分析用来确定与企业其它潜在相关的依赖相比，商业授粉的额外成本或由于缺乏
自然授粉而使作物蒙受的产量损失是否可能对业务产生重大影响。
自然资本的变化导致
蜜蜂种群数量下
降，原因是：

咖啡生产厂的业务活动经实质性分析，被确定为依赖于咖啡
作物的授粉。
步骤05：计量依赖

– 业务本身，例如过度
使用农药。
Pollination

– 自然变化，例如极
端天气事件。

– 人类引发的变化，
包括工商业活动，
例如栖息地变化。
自然资本的变化影
响了业务的依存情
况，因此企业不得
不额外购买商业授
粉服务。

步骤06：计量自然资
本的变化

步骤07：估算依赖

图4.2
依赖路径中的通用步骤
（改编自 PwC 2015）
下文表4.1和4.2列出了实质性分析要考虑的企业潜在影响驱动因子和依赖。
你会注意到某些企业活动（例
如，用水）可同时产生影响和依赖，因此“用水”在两个表格中都有体现。
为表达得更清楚，本书选择分开讨
论。
但在实际评估中，
你可能需要将“用水”既是依赖又是影响，作为整体同时考虑。

词汇表

依赖路径
依赖路径显示特定商业活动如何依赖于
自然资本的特定特征。它确定了可观察、
或潜在自然资本的变化如何影响企业运营
成本和/或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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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用陆地生态系统

按类型划分的农业、森林种植面积和露天矿面积等。

利用用海洋生态系统
利用其它资源
环境输出

温室气体排放
非温室气体空气污染物
水体污染物
土壤污染物
固废

扰动

可提供水源净化、鱼类产卵等生态系统服务所需的湿
地、池塘、湖泊、溪流、河流或泥炭地面积，以及河流和
湖泊所需基础设施面积，如桥梁、水坝和防洪堤等。
按类型划分的水产养殖面积和海底采矿面积等。

提取的矿物量，按物种划分的野生捕捞鱼量，以及按物
种划分的野生哺乳动物数量等。

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亚氮（N2O）、六
氟化硫（SF6）、氢氟碳化合物（HFCs）和全氟化碳
（PFCs）等体积。

细颗粒物（PM2.5）、粗颗粒物（PM10）、挥发性有机化
合物（VOCs）、氮氧化物（NO和NO2，通常称为NOx）
、二氧化硫（SO2）和一氧化碳（CO）等体积。
释放到水体中的营养素（例如硝酸盐和磷酸盐）或其它
物质（例如重金属和化学品）。
在给定时期内，排放并残留在土壤中的废物量。

通过特定材料成分（例如铅、塑料）或处置方法（例如
填埋、焚烧、回收和专业加工）对废物进行分类（例如，
无害、危险和放射性）的体积。
工地现场噪音（分贝）和持续时间，以及高光强度（流
明）和持续时间等。

“设立框架”阶段：为什么？

利用淡水生态系统

消耗的地下水、地表水水量。

“计量和估算”阶段：怎样做？

用水

导读

具体且可衡量的影响驱动因子

“实施应用”阶段：下一步？

企业投入

影响驱动因子类别

词汇总表

企业投入或输出

“确定范围”阶段：做什么？

表4.1
关于影响驱动因子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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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关于依赖的示例
企业投入
消费层面

依赖类别

具体的依赖

水

淡水（地表水或雨水）和海水

能源
营养

非消费层面

物料

调节物理环境
调节生物环境

缓解污染和排放
经验
知识

福利和精神/道德价值观

太阳、风、水、地热、生物燃料、化石燃料
为人和动物提供食物

木纤维、遗传资源、金属、矿物、动植物材料
洪水防护和净化水质
作物害虫防治与授粉

废物同化，抑制噪音和粉尘

以自然为基础的休闲娱乐和生态旅游
向大自然母亲学习（例如仿生学）

员工满意度和缓解工作压力，与公司运营相关的宗教圣
地、土著和少数民族传统知识

注意：上面列表并非详尽无遗，所以在使用时还应考虑那些并未包含在内，但与具体业务相关的影响和
依赖。

操作4.2.2：确定实质性分析的标准

将潜在实质性议题清单编制完毕后，现在需要确定一个标准，用来评判哪些影响和依赖具有实质性。

首先，识别将要评估的影响和依赖对哪个利益相关方来说意义最为重大。为此，你可能需要回顾在步骤
03中已确定的要素，同时思考选择商业还是社会价值观，抑或二者兼具。常见的方法是考虑这些实质性
议题对公司董事会是否重要，因为通常董事会要求同时考量商业和社会维度。为获得有意义的信息和提
示，应浏览董事会过往的历史文件，尽管这并不总能帮助你确定高层或董事会将来的关切。因此，将影响
和依存度随时间变化的程度和范围纳入考虑范围是无论如何都重要的。
用于判定实质性的标准可能包括：

•企业运营：在多大程度上，这些自然资本影响或依赖可能对业务运营、项目实施、现有产品或新产品价
值产生重大影响。
•法律和监管：在多大程度上，可能招致企业触发法律责任或监管红线（例如排污费或采矿配额，对环
境影响减缓措施的要求）。
•融资：在多大程度上，可能影响企业的融资成本、获得投资者青睐或保险条件。

•声誉和营销：在多大程度上，可能对产品组合，公司形象或与客户和其它利益相关方的关系施加作用（
例如，改变客户偏好）。
•社会：在多大程度上，可能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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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4.2.3：收集相关信息

根据已设定的实质性标准，接下来要收集必要信息，以评估每个自然资本影响和/或依赖的潜在实质性。
收集的信息类型可能包括：

导读

•影响和/或依赖的类型

•影响和/或依赖的规模

•影响和/或依赖的后果（对企业，社会或两者兼具）

•寻求专家的分析意见，或利用现有信息（例如环境影响评估的结果）和针对关键问题的本地知识;
•采取多种方式沟通、咨询内部和外部利益相关方（例如访谈、研讨会、问卷调查）;

•编制有关具体问题的公开信息（例如项目地案例研究、土地利用地图、物种威胁评估）;

•快速评估价值（例如总销售收入的多大比例依赖于特定生态系统或非生物服务？涉及多少生产资产的
财务价值？）
•参考专门的部门与行业指引、指南（例如《自然资本议定书》体系下的多个《部门指南》）。

外部咨询可能会有所帮助，但并不总是必要。只要使用适当方法和专家判断，以及充分的定性与定量研
究就可以完成信息收集工作。关于确定利益相关方和适当参与度，参见本书操作2.2.2。

词汇总表

“实施应用”阶段：下一步？

“计量和估算”阶段：怎样做？

注意：在确定要收集的信息时，还需考虑谁提供、谁整理校对，何时整理以及如何存档等相关问题。

“确定范围”阶段：做什么？

收集信息的过程中可能涉及：

“设立框架”阶段：为什么？

•时间尺度（短期，中期和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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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4.2.4：完成实质性分析

根据所收集的信息，现在可以使用确定的标准（参见操作4.2.2），对每个自然资本影响和/或依赖的相对
实质性（relative materiality）进行评估，并确定哪些对企业和社会来说是最重要的。

建议成立一个具有广泛技能的相关人员小组，承担完成实质性分析的工作。
整个评估过程中要注意保持
该小组的稳定。
在标准中设定临界值便于排序是一个好办法，高于临界值的实质性议题可被认定为重大
（significant）
。
同时还要考虑企业未来是否有能力改进所识别的影响和依赖。

当将所有具有潜在实质性的自然资本影响与依赖排序之后，就应该识别哪些一定具有实质性，哪些绝对
不具有实质性，以及哪些仍然不确定。这样得到的结果即为一个简短列表，包括了将被决定用于评估的
具有实质性的影响驱动因子和依赖。

对企业的重要性

图4.3
关于实质性分析矩阵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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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涉及的成本

对社会的重要性

对利益相关方的重要性

对于那些仍不确定的实质性，则需要收集进一步信息或展开磋商以加强判断。可尝试使用矩阵工具将各
种影响和/或依赖匹配在不同类别当中（参见图4.3中的示例）。

影响的重大程度

变化的几率

完成步骤04的产出是为自然资本评估提供关于影响和依赖的实质性分析，以及自然资本变化的优先列
表，为后续步骤05至07实施提供必要信息。

这个列表将根据已设立的标准对所有具有实质性的议题进行排序，表4.3提供了假设示例NSCI公司完成
矩阵的示例。

假设示例

影响驱动因子和依赖

自然资本的变化

社会和企业成本

供应链对社会的影响：用水

企业用水

地表和地下清洁水日益稀缺

人们使用不清洁水导致的健康
成本

供应链业务的依赖：授粉

咖啡作物需要授粉

蜜蜂种群数量下降

制造业务对社会的影响：空气
排放

物和二氧化氮排放

空气质量降低

农作物产量降低或不得不使用
付费的商业授粉服务给企业增
加了额外成本

制造业务对企业自身影响：空
气排放

颗粒物和二氧化氮的排放

空气质量降低

制造业务的依赖：洪水防控

要求稳定的运营环境

沿海洪水风险增加

人们呼吸不洁空气招致的健康
成本

由于影响人们健康而使政府监
管趋严，企业通过投资减排设
施或采取措施将外部性内部
化，导致运营成本上升

洪涝风险使企业蒙受额外损失

“实施应用”阶段：下一步？

为分析实质性并确认自然资本评估的范围，NSCI评估团队沟通了内部利益相关方以了解他们的观
点，并通过公开信息来衡量所识别的实质性对其它利益相关方是否具有意义。调查还包括：

“确定范围”阶段：做什么？

表4.3
NSCI公司完成步骤04取得的产出：具有潜在实质性的自然资本影响和依赖路径总结

“计量和估算”阶段：怎样做？

在表4.3，你会注意到在制造业务的空气排放作为影响驱动因子可导致两方面影响：对社会影响和对
企业自身影响。而且，社会影响招致给人们的健康成本被企业通过投资减排设备并采取相关措施而
内部化了。

“设立框架”阶段：为什么？

NSCI

NSCI公司的评估团队进行了关于影响依赖和依赖路径的匹配练习（mapping exercise）以及实质性
矩阵分析（materiality matrix），用来确认评估目标和范围是否合适。表4.3总结了企业在评估中所
考虑的几种不同路径（如专栏4.1所示）。

实质性议题

导读

4.3 产出

•与设施工作人员和种植农户简要访谈

•审查公司环境管理系统（EMS）和财务系统的内部数据

•分析公开数据，包括：IPCC气候和海平面上升预测，蜂群趋势的生态评估等。

词汇总表

团队考虑了当前的实质性以及这些问题在未来10年内变得更加尖锐的可能性。表4.4中总结了实质性
分析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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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
NSCI公司完成步骤04取得的产出：根据实质性分析标准编制出议题优先列表
实质性标准
运营

淡水供应

洪水防护

授粉

空气质量

制造设施当前位于水费较
低的地区。然而，由于气
候变化导致的水资源短缺
可能会增加未来成本。

位于肯尼亚工厂的制造设
施靠近海岸沿线，运营易
受洪水泛滥的影响。随着
海平面、极端天气频率和
严重程度增加，洪水风险
可能会增大。

种植农户依靠蝙蝠和蜜
蜂授粉的局面可能会受到
土地用途变更和气候变化
的影响。随着气候变化、
栖息地丧失以及附近农
场增加使用农药，预计蜜
蜂种群将减少。

空气质量下降对公司业务
的直接影响很小，但监管
趋严可能需要对机器设备
进行升级且费用昂贵。随
着工厂周边城市化不断发
展，与空气质量相关的风
险可能会增加。

中

高

高

融资

不相关 - 公司目前没有寻求与上述这些议题相关的融资渠道。但评估团队认识到，如果企业美誉度受损，投资
者可能不愿意为公司其它活动提供资金。

信誉和营销

社会关系

未发现相关问题。

中

法律和监管

用水限制可能会影响水价
或允许获取的水量。

未发现相关问题。

高

高

当地监管机构正在寻找制
定限制空气污染的方案。

中

未发现相关问题。

未发现相关问题。

高

中

中

高

高

水资源短缺日益严重，企
业运营用水可能会与其用
户使用清洁水发生冲突。  

未来可能会发生争夺用
水的冲突，这会影响企业
运营。  

当地人口也会受到洪水
影响。

当地其它种植园和农户
也依赖于各种作物的自
然授粉。

虽然公司运营在当地总排
放量占比不是很大，
但制
造设施与设备被认为是最
明显且重要的排放源。
工厂周围的当地人口易受
到空气质量变差的影响。

完成步骤04后，NSCI评估团队确定的影响和依赖列表如下：
•供应链的影响：企业用水对当地居民的影响

•供应链的依赖：受气候变化威胁的淡水用量和授粉的成本或收益

•制造业务的影响：企业排放、污染空气对当地人造成的影响，以及由于这些影响给企业未来带来的
潜在成本
•制造业务的依赖：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洪涝灾害给企业造成的潜在增加成本

评估团队注意到对社会的影响和对企业自身影响之间具有特殊关系，这种关联性是由于企业向空气
排放污染而产生的，因为监管措施往往根据企业对社会影响的规模和严重程度而趋严，从而对企业
施加作用力。同时，他们发现企业用水对当地居民产生的影响可能会威胁到公司正常运营，但仍决定
将这些影响排除在初步评估范围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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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和估算”阶段
怎么做？

本阶段将解决计量和评估“怎么做”
（How）的问题，涉及三个步骤：

06

计量自然资本状态的
改变

与企业影响和/或依赖
相关的自然资本状态
和趋势有哪些变化？

导读

如何计量影响驱动因
子和/或依赖？

要完成本步骤，须执行以下操作

5.2.1 将业务与影响驱动因子和/或依赖对应匹配
5.2.2 确
 定要计量哪些影响驱动因子和/或依赖
5.2.3 确
 定数据和计量方法
5.2.4 收集数据

“设立框架”阶段：为什么？

05

计量影响驱动因子
和/或依赖

本步骤要解决的问题

6.2.1 识别与业务活动和影响驱动因子相关的自然资本变化
6.2.2 识
 别与外部因素相关的自然资本变化
6.2.3 分析影响自然资本状态的趋势
6.2.4 选择计量变化的方法

对自然资本的影响和
依赖价值？

7.2.1

7.2.2
7.2.3
7.2.4

补充说明

确定影响和/或依赖的后果
确定相关成本和/或收益的相对重要性
选
 择适当的估值技术
开
 始估值或委托外部专家

“确定范围”阶段：做什么？

07

估算影响和/或依赖
的价值

6.2.5 开
 始计量或委托外部专家

在开始本阶段之前，应熟悉“实施应用”阶段中涉及解读和应用评估结果的步骤08，因为它与步骤05-07有密切关系，具体则取决于你设
定的评估目标。

本阶段提供对各种计量与估值方法的指导，从简单的环境数据收集到复杂的生态建模，以及先进的计量经济学分析。本阶段旨在提供足
够的信息，以便了解所讨论的各种技术的主要特征。然而要完成这些步骤，可能需要具备以下专业技能的人员支持，包括生命周期分析
（LCA）、生物多样性，经济或生态建模或环境经济学。如果企业内部不具备这些专业人员，则或许需要寻求外部专家支持。

“实施应用”阶段：下一步？

本书并不提供有关如何使用特定计量或估值技术的详细说明，而是给出了关于这些方法的学术、实践和政策文献等广泛且汇总的信息。

“计量和估算”阶段：怎样做？

步骤

词汇总表

All outputs from this Stage are built upon in the Scope Stage where your initial
consideration of important and relevant natural capital impacts and/or dependencies, the
indicative business case and the early thinking on potential uses for the assessment results
all factor in defining a specific business objective.
Your choice of route in the Measure and Value Stage is based on y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ceptual interactions between natural capital, business and society developed here.
Your indicative business case will contribute to the Apply Stage by building support for
the natural capital assessment process within your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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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阶段的三个步骤层层深入，专栏4.1展示了这种递进的逻辑关系，并通过下文两个例子再次强调：
例1：

为评估在生产过程中用水的成本和效益，企业将：

•计量为特定业务流程采水的水量（立方米）
（步骤05）。

•通过理解采水导致自然资本发生改变，定量估算采水对社会以及对企业自身的影响（步骤06）。
•对由于自然资本变化致使企业和社会蒙受的后果进行估值（步骤07）。

仅在步骤05中计量并不能充分揭示采水产生的影响程度。通过在步骤06中量化，企业确定淡水生
态系统是否已经被采水所改变，以及系统中是否有足够水量可满足其它用户当前或未来的需求。经
过步骤07的估值后，则能够分辨出这些变化对企业和社会意味着什么。
例2：

为评估温室气体排放（GHG）的成本和效益，企业将：

•使用《温室气体议定书》
（GHG Protocol）计量GHG排放量的二氧化碳当量（CO2e）
（步骤05）
。
请注意，这并不能反映出这些排放所造成的实际“影响”。
•为理解“影响”，需要了解排放CO2e到大气中所导致的自然资本变化（步骤06）。这需要了解大气
化学、气象学和预测气候变化对降雨模式、海洋酸度、风暴频率和强度以及海平面的影响。
•然后对自然资本变化给人们带来的后果进行估值（步骤07）。在CO2e加剧气候变化的情况下，这
意味着，使用当前的经济计量方法对现在与将来自然及人类社区所遭受的影响进行估算。

虽然表面上听起来令人生畏，但得益于气候变化相关科学和经济学大量研究成果，计量和估值工
作事实上已变得容易很多。因此企业可以从当前科学和政策文献中找出关于“碳的社会成本”的适
当估算方法，它们与本书步骤06和07所阐述的技术是一致的，因此可直接应用在步骤05所计量的
排放。

就水、生物多样性和许多其它自然资本评估领域而言，可被利用的有关评估地理位置或背景的前期
研究相对较少。因此，仍然需要详尽且具体地钻研分析才能估算自然资本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将如
何影响社会或企业自身，或两者兼而有之。
下表MV.1列出了企业应用的不同类型与本阶段各步骤之间的关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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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MV.1
企业应用与“计量和估算”阶段各步骤之间关系

比较方案

评估对不同利益相关方的影
响
估算总价值和/或净影响

内部和/或外部沟通

导读

与所有步骤和操作都具有潜在相关性。

因为在接近重要生态阈值（即环境容量）时风险变大，或不可逆转几率增加，所以步骤06可能会尤其
重要。
步骤07：

−−在对方案进行初始高级别筛选及优先排序时，定性估值可能已足够满足要求。

−−货币估值可更详细地比较与每个方案相关的不同影响（或依存度），并使用通用货币评估总体影响。

为有效分析分布情况，需要在步骤07中由利益相关方群体对受影响人群进行细分。

在步骤07中，货币估值可使用相同货币汇总各种不同影响。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从商业价值观或社会
价值观角度，确定评估主体（组织焦点的三个级别：公司、项目或产品）是否为净积极影响。
如果将单一影响区域的净影响作为评估目标，只要充分考虑具体情况，则定量方法可能更为可取。

如在步骤05中描述，定性和定量自然资本的信息传播已有很长时间的历史，而且在企业发布的可持续
发展报告中相对普遍。
对用于社会或商业用途的自然资本估值结果进行广泛传播（步骤07）还是新趋势，但正变得越来越
普遍。

尽管本阶段的所有步骤均适用于完整评估的三要素：
“对自身影响”
、
“对社会影响”和”企业依赖性”
（步
骤03提出三要素的概念并做详细阐述）
，然而它们的相对重要性和对某些方法的适用性存在差异。

词汇总表

“实施应用”阶段：下一步？

“计量和估算”阶段：怎样做？

表MV.2简要概述了 “计量和估算”阶段三个步骤与三要素之间相关性的变化情况。

“设立框架”阶段：为什么？

评估风险和机会

与“计量和估算”阶段中各步骤和操作的关系

“确定范围”阶段：做什么？

企业应用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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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MV.2
本阶段三个步骤在不同要素条件下的情况概述
步骤

根据不同要素，步骤实施将有所侧重和变化

计量影响驱动因子和/或依赖 −−如果考虑“对（企业）自身影响”或“（企业）对社会影响”这两个要素，实施步骤05可帮助你计量
（步骤05）
或估算影响驱动因子（例如大气排放、排放到水和土壤、土地和资源利用）。

估算自然资本状态的变化
（步骤06）

−−如果考虑”企业依赖性”要素，步骤05可支持你尽可能以量化单位计量对自然资本（例如食品、纤
维，燃料、防洪、当地气候调节）的依赖（例如，以立方米为单位的总用水量，或每单位产品的用水
量）。

−−如果只考虑“对（企业）自身影响”要素，步骤06则相关性不大。但如果企业获取造成自然资本物理
数量或质量改变如此之大，以至于反过来施加作用力于公司（例如，经营许可证被吊销），那么步骤
06可排上用场。

−−如果考虑 企业“对社会影响”要素，步骤06将帮助你计量与每个影响驱动因子相关的自然资本状态
的改变（例如，污染物浓度、土壤肥力、森林覆盖率和质量、鸟类繁殖数量等）。对于了解影响驱动
因子如何导致自然资本发生物理变化至关重要。然后，这将用于估算外部人群可能遭受的影响。

估算影响和/或依赖
（步骤07）

−−如果考虑”企业依赖性”要素，步骤06可辅助你评估业务最依赖的自然资本资产的物理状态和趋势
（例如改善、退化或稳定）以及这些趋势的驱动因子和与已知环境容量的接近程度。这些对于评估
企业由于依赖而导致的风险水平非常重要。
−−如果考虑“对自身影响”要素，步骤07可支持你估算与影响驱动因子相关的业务的当前和潜在未来
财务后果。估值可能涉及以下方面的估量：
• 当前或未来的监管成本，如环境税、许可证或罚款；
• 公司用于处置或减轻（风险））的费用；

•延
 迟和中断业务所产生的损失，例如满足监管要求或适应关于获取资源的限制（取决于评估
范围）。

如果预测公司潜在的未来成本，则有必要评估这些成本产生的几率及大小，以便计算受险价值

−−如果考虑企业“对社会影响”要素，步骤07可支助你估算社会上预期要发生，自然资本变化所导致
的当前和未来潜在后果。本书强调社会影响估值应涉及计量与自然资本具体变化相关的人类福祉
的改变，这些变化应可溯源到你公司特定业务活动的影响或依赖。对社会价值的估量可以针对整个
社会，或以不同方式针对那些遭受影响的特定子群。
−−如果考虑”企业依赖性”要素，步骤07将帮助你估算与依赖相关的当前和未来潜在的财务后果。其
它相关因素还包括，替代投入或提高资源效率的成本（例如采用新加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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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计量和估算”阶段，需要考虑以下因素：

数据可用性（availability）和质量如何？如果时间或预算不允许收集一手数据（primary data），则须
考虑是否能用专有的二手数据（secondary data）替代。或者你可能需要获得批准才被允许收集所需企
业内部新数据。

导读

本阶段应该如何规划？

•在影响评价和获取条件等方面，对企业依存度高的关键资源做出相关规定的法律法规是否稳定？以及
将如何跟踪它们在时间跨度上的变化（例如逐步趋严的排放上限）？

表MV.3列出了在不同要素条件下，本阶段规划应注意的事项。

表MV.3
“计量和估算”阶段的具体需求规划

资源需求：时间和技能

利益相关方参与

“对社会影响”

“企业依赖性”

通常是货币估值，但定性或定量
估值也是可行的

社会价值可用定性、定量或货币
术语表示

通常是货币估值，但定性或定量
估值也是可行的

通常不太重要，因为评估往往与
财务成本和收益相关，而且主要
供内部使用

当与特定场地相关，以及基于评
估所做的决策可能会显著影响场
地的情况下，参与可能比较重
要。

尽管主要取决于评估目标，而且
会发生改变，但由于其它利益相
关方也可能依赖于与企业相同的
自然资本，因此通常情况下，利
益相关方的参与会比较重要

与其它两个要素相比，通常需要 通常需要更多资源。
也许需要环境/自然资源建模专
更少的外部资源，因为企业内部
业知识，用以评估企业依赖的自
而且环境和福利经济学专业知识
可以提供所需数据和专业知识。
然资本变化的外部驱动因素。
或许会用得上
与评估企业依赖性或估算企业对
社会的影响相比，需要较少的专
业知识

当进行涉及许多地理区域和分散
影响的广泛评估时,参与则不太
重要（例如评估整个供应链）

“实施应用”阶段：下一步？

定性、定量或货币估值

“对自身影响”

词汇总表

特定需求

要素

“确定范围”阶段：做什么？

•公司业务的某些动态（例如季节变化影响产品类别，出货量或效率驱动）是否会影响数据在长时间跨
度上保持一致性？

“计量和估算”阶段：怎样做？

•预算或时间限制是否影响评估目标？虽然能找到免费的统计信息和其它资源，但可能会用到收费昂
贵、部署耗时的专有数据库或模型，尤其当需要对价值链上游或下游进行评估时。

“设立框架”阶段：为什么？

•是否拥有具备适当专业知识（例如环境科学或经济学）和业务能力的人员进行评估？如没有，需要哪
些技能，谁可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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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计量影响驱动因子和/或依赖

5.1 介绍

完成本步骤，将解答以下问题：
如何计量影响驱动因子和/或依赖？

步骤05阐述了如何选择适当方法，计量影响驱动因子和依赖，并提供了一系列关于潜在指标及分析方法
的示例。
在本步骤结束时，你将有能力定性和定量计量每个具有实质性的影响驱动因子和依赖。

在某些情况下，直接计量可能并不实际，这时你需要基于相关信息，做出明智的预估（informed
estimation）。后面将对此详细论述。
注意：除非文中特指，否则以下所有操作都与构成完整自然资本评估的三要素相关

5.2 操作

为完成步骤05，即：计量企业影响驱动因子和依赖，需要执行以下操作：
5.2.1

将业务与影响驱动因子和/或依赖对应匹配

5.2.3

确定数据和计量方法

5.2.2
5.2.4

确定要计量哪些影响驱动因子和/或依赖

收集数据

操作5.2.1：将业务与影响驱动因子和/或依赖对应匹配
为完成本操作，首先需要确定与评估相关的所有活动。

图5.1提供了一个简化示例，可帮助思考评估的相关活动。它显示了整个供应链的活动范围和塑料杯的制
造。在此示例中，主要活动分为价值链的三个边界（初级生产、加工和制造），每个边界都有相关的影响
驱动因子（物质投入和输出）。价值链的所有环节都不同程度地依赖自然资本及其提供的生态系统和非
生物服务，包括为制造产品提供过滤清洁淡水的生态系统，保障商业运营的洪涝防护以及废物同化等，
这些都反映了企业对自然资本的依赖性，也即依存度。
图5.1还标识了必须明确考虑的联产品。在本案例中，塑料杯制造所需原材料生产和加工相关的影响驱动
因子同样需要体现在各种联产品（例如，油、化学品和塑料）的工艺中。联产品是用同一种原材料，通过
同一个生产过程、生产出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经济价值较大的主要产品。例如，炼油从原油中同时提炼出
价值较大的汽油、煤油、柴油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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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设立框架”阶段：为什么？

图5.1
流程图显示了与塑料杯制造相关的影响驱动因子和依赖

“确定范围”阶段：做什么？

表5.1中提供了用于说明如何将业务活动与影响驱动和/或依赖进行对应匹配的模板。
表5.1
示例：塑料杯制造业务活动与自然资本影响和依赖的匹配模板
产品级别

价值链边界

上游

（石油开采、精炼和加工）

具有实质性的自然资本影响驱动因子和/或依赖

影响驱动因子

−−石油开采和加工中温室气体和其它空气污染物排放
−−淡水消耗

“计量和估算”阶段：怎样做？

组织焦点

−−水体污染物
依赖

下游

（使用、
消费和处置）

影响驱动因子

−−温室气体和其它空气污染物排放
依赖

−−洪水风险低
−−气候稳定

“实施应用”阶段：下一步？

产品级别

直接运营

（杯子模压、成型、销售和分
销）

影响驱动因子
−−塑料废物
依赖

−−废物同化

词汇总表

产品级别

−−清洁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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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5.2.2：确定要计量哪些影响驱动因子和/或依赖
本操作涉及将要确定计量的内容（指标）和所需数据类型。

对具有实质性的影响驱动因子和依赖的计量既可以是定性，也可以是定量的。

•定量指标（Qualitative indicator）基于专业判断或利益相关方的意见。定性计量可能涉及高、中或
低，或者其它定义为标准的主观评估。

•定量指标（Quantitative indicator）通常以物理单位表示，例如不同污染物排放量（吨）或消耗的资
源量（立方米水，公顷栖息地）或项目期间的消耗率（立方米/天）。虽然提供了一定数量，但由于需要
估算，因此很少精确。

计量影响驱动因子和依赖所需数据通常是相同的。在图5.1塑料杯制造示例中，工厂原材料加工需用要
水。关于水量的使用数据可用来确定依存度（企业依赖性）。同时，用水也是影响驱动因子，可用来计算对
其它用户的影响规模。工厂采水、用水可能导致淡水生态系统发生变化，注意，此为影响驱动因子的另
一种形式。在计算时要注意识别数据的指代，避免在计量影响驱动因子时重复计算依赖的数据。由于依
赖和影响主要体现在企业或社会等不同主体，所以这不会对后续步骤实施产生风险。为简单起见，本书
将在步骤05中分别讨论影响驱动因子的数据，以及依赖的数据。

不仅如此，你还需要区分可获得数据的不同类型，包括企业内部数据、公开信息或商业数据。最重要的
是筛选可满足评估需求的指标。在这种情况下，指标作为用于衡量影响驱动因子和依赖状态或水平的测
量形式。因此必须仔细考虑并筛选正确指标，它们将用于跟踪企业在一段时间后的环境绩效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或用于业务部门之间，或者与其它公司进行比较。

要保证所选指标适用于对自然资本变化的计量（步骤06）和估值（步骤07）。因此，指标筛选应与其它步
骤中选择计量和估算方法相互协调一致。例如，从企业或社会角度来看，筛选指标用于计量企业向水体
排放的影响（影响驱动因子），通常取决于哪种类型的影响对获取作为自然资本的水源来说，是最具实
质性的。化学需氧量（COD）通常用作工业废水对水质影响的指标。它测量水中有机化合物的含量，可有
效衡量富营养化风险（藻类过度生长会消耗水中有限的氧气，从而影响野生物种）。但COD并不提供有
关污水毒性的信息，因此不能用于评估污染物排放对人类健康的影响。

在理想状况下，可直接计量或估量影响驱动因子或依赖（例如，消耗的水量，或固体废物的质量）
。
在其它情
况下，则需要中间指标或代理指标（intermediate or proxy indicator）
。
它们提供了监测的捷径，然后必
须与其它信息组合以测量或估计影响驱动因子或依赖。
例如，能源或燃料消耗数据可作为中间或代理指
标，快速显示温室气体和其它空气排放量。
目前已有各种指南发布，提供排放因子（或转换因子）
，
将企业所
消耗电力的千瓦时（kWh）或所用燃料的升数转化大气排放的克数。
请注意，
《温室气体议定书》
（GHG
Protocol）提供了有关估算温室气体排放的详细指导，作为本步骤内容的组成部分，可用于量化温室气体
排放。
表5.2列出了不同类别影响驱动因子的样本指标。用于展示企业自身受到的影响和企业对社会的影响。

60

栖息地转为单一栽培农地的当地比例
用作大坝和流域的山谷（公顷）

非温室气体空气污染物
水污染物

土壤污染物
固废

扰动

严重到次要

从高到低

大到小

温室气体排放

导读

遭受公司运营影响，并且符合《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
物种红色名录》（IUCN Red List）
“面临灭绝威胁”的
物种（数量）以及这些物种的重要栖息地（公顷）

淡水生态系统利用
其它资源利用

地表采水（立方米）

转为农业用地的已退化土地（公顷）

陆地生态系统利用

海洋生态系统利用

处于特定地理位置且在一定时间内的定量指标

“设立框架”阶段：为什么？

用水

根据设定标准的定
性指标

被保护和恢复的红树林（公顷）
大西洋鳕鱼捕获量（吨）
二氧化碳当量（吨）

释放到空气中的PM2.5（吨）
排放到地表水中的砷（公斤）

排放到土壤中的有机磷农药（公斤）
避免使用的危废（吨）

高于正常水平的噪音（分贝）

词汇总表

“实施应用”阶段：下一步？

表5.3提供了不同种类依赖的指标示例。在评估“企业依赖性”要素时必须注意，作为业务投入（例如水）
的依赖指标通常与影响驱动因子的输入（input）指标相同。筛选适当指标评估依赖于生态系统的调节
服务则更具难度，这是因为相关指标既可与提供调节服务的栖息地面积和质量有关（例如10公顷成熟林
提供水源净化服务），又可特定于服务本身（例如每年过滤净化800万升水）。

“确定范围”阶段：做什么？

影响驱动因子类别

“计量和估算”阶段：怎样做？

表5.2
不同影响驱动因子的指标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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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3
不同依赖的指标示例
影响驱动因子类别
能源

根据已设定标准的定
性指标

能源（千瓦时）

水（立方米或水浊度）

水

消耗的能源（焦耳）

营养

木材（吨或立方米）

废物和排放的监管
经验
知识

福利和精神/道德价值观

提供水源清洁的栖息地（公顷）; 植被过滤的水量（立方
米/天）

必要到多余

从大到小

从高到低

调节物理环境

严重到轻微

物料

调节生物环境

处于特定地理位置且在一定时间内的定量指标

事故风险等级（例如洪水频率）;
抗病能力（例如树木或作物）

河流（每公里）吸收的污染物（克）

根据以往经验估算生态系统恢复所需的时间

特定物种对生态系统恢复力的重要性（例如生态系统服
务上限）
从绿地、空气和水获得有益身心的利益（例如工作效率
和生产力提高）

注意：借鉴企业同行使用的指标，或通过学习行业协会指引、标准所推荐的指标，对于快速启动这方面
的工作很有帮助。

操作5.2.3：确定数据和计量方法

现在需要确定将用于定性或定量计量影响驱动因子和/或依赖的数据源（data source）。可用的潜在数
据源包括：
一手数据：

•为本次评估而收集的公司内部业务数据

•为本次评估而收集的供应商或客户数据
二手数据：

•公开信息、同行评议和“灰色文献”
（例如生命周期影响评估数据库、行业、政府或内部报告）
•以前的评估

•使用建模技术（例如环境扩展的投入产出模型、生产力模型、物料平衡模型等）得出的预估

虽然一手数据可为具有特定目标的本次评估提供更为精确的结果，而且最为贴近公司业务活动，但收集
起来需要更专业的技能和更大的努力。一手数据仅在获取当时和当地具有准确性，而评估则是一个时间
跨度比较长的过程。所以大多数企业应考虑使用一手数据和二手数据的组合，这更加实用，足以为决策
提供充分信息。

词汇表

一手数据
专门为本次评估而收集的数据。

二手数据
当初旨在为不同目的或其它评估而收集和
发布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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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企业信息类型
原材料消耗

预估技术(estimation technique)
生命周期清单(Life cycle
Inventories)

预估方法(estimation method)综述

生命周期评估（LCA）清单包含所有与特定产品、材料和生产
流程相关的排放和资源使用的预估。单位通常用材料的重量
或体积表示。

LCA不一定代表行业平均值，
而是具体分析结果。
因此，
在将数
据应用于不同情况之前，
必须考虑数据源和假设的适当性。

生产力模型(Productivity modeling ) 可使用行业报告和政府统计数据。例如，可根据不同地理位置
的生产效率，采用不同方法将影响计算出来。
物料平衡模型(Mass balance)

采购支出

其它

环境扩展的经济投入产出模型
（Environmentally extended
economic input-output tablesEEIO）
已发表文献中的转移估算值

通过详细检查物料投入、加工流程和输出结果可确定影响驱
动因子，计算物料投入的质量，理解投入如何通过生产加工流
程，输出非产品的环境废物和产成品等一系列变化来识别影
响驱动因子。
EEIO将经济体中不同部门的环境影响数据与传统的经济投
入产出（IO）表相结合，显示了各部门之间在数量或价值方面
的总体变化。EEIO数据是否有用取决于行业平均值与你公司
业务的相关程度，以及现有数据在该部门的精度程度（例
如，
“养牛场”是一个相对特定的数据精度，而“农业”的精度
则非常宽泛）。

如果有些数据可用于你公司的某个场地，例如来自行业的研究
报告，那么可以将这些数据用作替代指标（proxy），要注意进
行适当调整以反映二者（你公司场地与行业前期研究的场地）
之间的差异，并在结果中包含相应的附加说明。

导读
“实施应用”阶段：下一步？

改编自Kering (2014) and Danish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2014)

“设立框架”阶段：为什么？

表5.4
使用二手数据预估（estimate）影响驱动因子和依赖的示例

“确定范围”阶段：做什么？

如果直接计量影响驱动因子和依赖是不切实际的，那么将不得不根据相关信息做出明智的预估
（informed estimates）。使用二手数据的技术包括直接应用其它评估中的结果，以及基于建模对预估
进行调整。使用二手数据时需要仔细考虑基本假设、转换因子（conversion factor）以及其它确保数据
符合实际情况的方法。表5.4列出了运用二手数据估算影响驱动因子和依赖时的一些常用方法。

“计量和估算”阶段：怎样做？

使一手数据收集更复杂的问题还包括需要确定具有代表性的样本，开发无偏差的调查方法，确定最小样
本量，以及为数据收集、验证和测试分配资源。为确保收集到正确数据，可能需要能力建设或外部专家
协助，同时要保证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此外，请注意影响驱动因子可能随时间而改变，例如生产中的季
节性变化，或存在显著空间变化。

词汇表

生命周期评估（LCA）
也称为生命周期分析。是一种用于评估产
品或服务在其生命周期的所有阶段，从材
料提取到报废（处置、回收或再利用）对
环境影响的技术。国际标准化组织（ISO）
已对生命周期分析方法进行了标准化，形
成了ISO 14040（UNEP 2015）标准。目前
全球已有多个生命周期影响评估（LCIA）
数据库，提供了关于不同产品和生产流程
已发布估算的有用资料。

词汇总表

环境扩展的输入输出模型（EEIO）
传统的投入产出表（input-output，IO）
表用于总结在一个经济体中主要部门之间
的交流（Miller and Blair 2009）。例如，
制鞋行业的产出可导致从养牛场到会计服
务等相关部门的经济活动。环境扩展的投
入- 产出模型（EEIO）则整合了IO表中每
个部门的环境影响信息（Kitzes 2013;
Leontief 1970; Tukker et al.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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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5提供了关于如何选择影响驱动因子和依赖预估方法的附加指南。
表5.5
不同预估方法的适用性评价
适用性因素

生命周期评估（LCA）清单

实质性影响的范围和边界

中到高

数据的覆盖范围和可用性

数据对公司业务的特异性
（specificity）

数据对特定地理位置的适用
程度

数据反映相关技术、流程和
环境法规

环境扩展的输入输出模型
（EEIO）

生产力模型

高中低可变

高

高中低可变

中到高

低到中

中到高

低到高

中到高

中到高

变量

中

中到高

在EEIO模型覆盖的地理区域
变量
内，适当的模型扩展能够捕获和
基于特定分析，使用者可对范围
使用者可设置范围，但可能将受
分析所有的影响。但单区域EEIO
进行设定，并出于实用性的考虑
到数据可用性的限制
模型将无法捕获在模型区域外所
排除了一些影响。 LCA标准和同
产生的影响
行评议（peer review）旨在确保
涵盖所有实质性影响
取决于之前做过的研究

某些特定产品、材料和流程的数
据可能会非常具体，但不一定与
你感兴趣的活动相匹配。数据通
常用于特定分析，而不是行业平
均值。=
数据所反映的具体地理位置可能
与你公司符情况相符，但也可能
不符。=

取决于基础研究的时期

通常涵盖整个经济

数据通常高度汇合并代表行业平
均值

多区域EEIO模型提供国家级数
据。某些国家可以获得省级估算
值。同时还取决于部门数据的精
度程度（ sectoral resolution）
，例如，
“养牛场”是一个相对特
定的数据精度，而“农业”的精
度则非常宽泛
大多数EEIO模型每3到5年更新
一次

取决于已发布的信息，例如行业
报告和政府统计数据
可定制符合公司业务活动的研究

可定制符合有关地理位置需求的
研究。

可使用最新的可用数据来进行定
制研究

改编自Kering（2014）

在对可用的一手数据和二手数据的选项进行检查后，现在需要确定要计量或估量的每一个活动都有哪
些相对应匹配的影响驱动因子和依赖。

注意：除非具备内部专家资源，否则在处理二手数据时可能需要寻求外部支持。步骤07中将对此更详细
地说明。

表5.6显示了用于估算咖啡生产的中间指标和影响驱动因子的数据要求和方法。提供了几种不同活动中
关于每个活动影响驱动因子的具体示例，以及为每个指标选择了最佳可行方法，有些是基于测量数据，其
它则是根据调查。该模板还显示了将中间指标转换为影响驱动因子指标的方法，包括排放因子
（emission factor），风险模型和生命周期影响评估（LCIA）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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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制造商

工业焙烧

咖啡制造商

影响驱动因子
类别

中间指标

温室气体排放

用电量
（千瓦时）

工业焙烧

用水

采水量
（立方米）

咖啡物流

运输到烘烤设施

非温室气体排放

柴油燃料用量
（升）

咖啡豆生产商

农耕

水污染物

化肥用量
（公斤/公顷）

向、为工人提供食
品的供应商

牛肉产量

陆地生态系统利 消费的牛肉
用
（公斤）

拖拉机供应商

拖拉机生产

固废

购买拖拉机的数
量

为中间指标收集
数据的方法

使用调查法
（survey）收集
数据

对影响驱动因子
指标的计算
电网排放因子

影响驱动因子
指标
二氧化碳当量
(公斤)

现场测量
（measured on
site）

现场测量

通过燃料发票计
算

卡车的排放因子

通过化肥发票计
算

水文模型

现场测量

生产力模型

现场测量

生命周期影响评 危废焚化量
估数据库
（公斤）

导读

活动/生产流程

用水量
（立方米）
PM2.5, PM10,
NOx, SOx, VOCs
(公斤)

排放到地表水的
氮和磷
（公斤）
土地使用量
（公顷）

5.2.4 收集数据

数据收集（或预估）过程取决于评估的范围和目标。以下是需要考虑的几个要点。

•在切实可行的情况下收集相关的一手数据。请注意，一手数据收集通常需要比预期时间更长，因此请
仔细规划。为确保收集到正确信息，可能需要提前对数据收集人员做好培训。

“设立框架”阶段：为什么？

价值链/场地

“确定范围”阶段：做什么？

表5.6
识别和确定中间指标（intermediate indicator）的示例

•根据上述方法，开展二手数据的收集和建模工作，或将该工作委托给外部专家。要对数据预估过程
（data estimation process）和结果数据进行审查和验证，因为这可能会影响假设测试以及评估结
果的应用、报告和传播方式

词汇总表

“实施应用”阶段：下一步？

•对于正在进行数据收集，请考虑使用计量数据源（metered data sources）。

“计量和估算”阶段：怎样做？

•检查数据质量，考虑如何验证数据收集过程（步骤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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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产出

完成本步骤的产出是编制出定性和定量的指标列表。它反映了与所选业务活动相关的实质性影响驱动因
子和依赖，并确定数据可用性（data availability）和数据差距（data gap）。

假设示例

NSCI

表5.7概述了用作假设示例的NSCI公司如何获取评估所需数据，使用数据计量在步骤03和04所确定
的关键依赖。表5.8提供了NSCI实施计量活动，实现相关产出的示例。
表5.7
NSCI公司完成步骤05取得的产出：识别已确定影响驱动因子和依赖的指标及 数据源
实质性议题

影响驱动/依赖

定性指标

数据源

供应链的影响：

业务用水

生产每吨生咖啡豆使用
的水量（立方米）

公司内部管理系统

供应链的依赖：授粉

咖啡作物需要授粉

目前蜜蜂种群密度

制造业务的影响：

没有关于位于肯尼亚生产区周围蜜蜂种群的公开
数据

排放颗粒物、硫氧化物、 每吨烤豆产生的颗粒物 公司内部管理系统提供
二氧化氮和挥发性有机 （PM2.5 和 PM10）和二
燃料消耗数据（中间指
氧化氮（NO2）的排放量 标）
化合物
（公斤）

用水

空气排放

制造业务的依赖：
洪水防控

稳定的运营环境需要洪
水防护

每年可承受的洪水风险
水平

经公司内部计算，可接
受的生产停工水平

表5.8
NSCI公司完成步骤05取得的产出：收集的定量数据汇总
实质性议题

供应链的影响：
用水

供应链的依赖：授粉

中间指标

数据点

目前的蜜蜂种群密度

不适用

无数据

生产每吨生咖啡豆的用水量
（立方米）

不适用

制造业务的影响：空气
排放

每吨烤豆产生的颗粒物（PM2.5,
PM10）和二氧化氮（NO2）的排
放量（公斤）

每吨焙炒豆消耗200千瓦时天然
气燃料

公司制造业务的依赖：

每年可承受的洪水风险水平

不适用

洪水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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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指标

数据差距/关键不确
定性

技术进步将影响公司10
年后的用水需求

不适用

有效防洪的不确定性

11,000 m3/t

PM2.5: .002kg/t

PM10: 0.005kg/t
NO2: 0.025kg/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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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计量自然资本状态的变化

6.1 介绍

导读

完成本步骤，将解答以下问题：
与业务影响和/或依赖相关的自然资本状态和趋势有哪些变化？

为评估影响和依赖的价值，通常需要计量自然资本的变化。此外，应考虑随时间推移自然资本趋势将如
何改变影响和依赖的成本与效益。

本步骤介绍了计量（measure）和预估(estimate)自然资本变化的各种方法，评估这些变化发生几率的
技术，以及选择适当方法或委托外部专家的指导及示例。
注：除非文中另有说明，否则所有操作及其描述均与自然资本评估的三要素相关。
完成本步骤时，请注意：

•即使决定对自然资本的变化不做计量，而是使用例如步骤07介绍的价值转移法，然而实施本步骤有利
于你确保简化自然资本变化的方法和假设是适当的。

•你可以使用步骤04中确定的影响路径和依赖路径，考虑每个影响驱动因子可导致自然资本的各种变
化，或对企业的哪些依赖产生何种影响。

•在单个评估中使用多种方法时，请检查它们是否一致且兼容。不同方法可能涉及不同地理（空间）或时
间范围，或使用不同指标，所以你可能需要以不同方式对待极端观察现象（即“异常值”），或者将自然
资本变化归因于企业活动。虽然通常使用一系列自然资本计量方法来评估业务影响和依赖，但你需要
考虑并容忍可能影响结果的方法差异。
•如果有多个因素共同导致自然资本变化，则须明确哪些是与你公司业务活动相关的影响驱动因子所主
导的。

•不同影响驱动因子所导致的自然资本变化程度部分取决于该资本的状态，在不同地理位置，状态会有
所改变。所以必须明确考虑地方或区域差异，特别是在影响和依赖评估特定于当地活动和决策的情况
下。

词汇总表

•对于更复杂的评估，你可能需要外部专家（例如来自水文学、生态学、地质学等领域）提供意见，除非
你公司内部拥有这些技能资源。

“确定范围”阶段：做什么？

在某些情况下，明确计量自然资本的变化是不切实际的，你将不得不基于相关信息作出明智的预估。本
步骤将对此展开讨论。

“计量和估算”阶段：怎样做？

ii) 了
 解外部因素如何影响自然资本的状态和趋势。这些因素不但作用于企业影响的范围，而且对企业所
依赖的自然资本也产生影响。

“实施应用”阶段：下一步？

i) 选择和使用方法计量由企业的影响驱动因子所导致的自然资本变化，或将此工作委托给外部专家。

“设立框架”阶段：为什么？

本步骤概述了在以下情况时的需要提请注意的相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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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操作

为完成步骤06，即：计量(或预估)自然资本的状态和趋势变化，需要执行以下操作:
6.2.1

识别与业务活动和影响驱动因子相关的自然资本变化

6.2.3

分析影响自然资本状态的趋势

6.2.5

开始计量或委托外部专家

6.2.2
6.2.4

识别与外部因素相关的自然资本变化

选择计量变化的方法

操作6.2.1：识别与业务活动和影响驱动因子相关的自然资本变化

本操作考虑了自然资本变化，这些变化有时也被称为“结果”
（outcomes），它们是在05步骤中通过计量
或估算影响驱动因子而被识别发现并确定的。
注意：在以下情况时，可跳过此操作，并直接转到下一操作（6.2.2）：

•企业自身受到的影响与企业对社会的影响程度无关（例如，许多法律法规和税收政策的出台并不是因
为你公司影响社会价值而导致的），或者
•你正在使用其它研究成果，包括价值转移，已经估算了影响驱动因子和自然资本变化之间的联系（例
如，许多公布的生命周期分析数据隐含了自然资本的变化），或者

•企业对社会的影响不会改变企业对自然资本的依赖（例如，废水排放可能会导致人类健康风险，但不
一定会影响淡水供应）。

当使用价值转移或公布的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评估企业活动所导致的自然资本变化时，调整本次
评估公司或场地与源研究（为本次评估提供二手数据的前期研究-译者注）场地或背景之间的差异是可
行的。在这种情况下，完成本步骤可帮助你更好地进行调整。即使无需调整，也尽量应该在高水平上（公
司级别，而不是项目或产品-译者注）考虑自然资本的变化，这有利于你通过检查源研究中的自然资本变
化类型和范围，确定是否可用于比较将要开展本次评估的场地情况。
表6.1列出了一系列影响驱动因子的自然资本变化示例。请注意，许多影响驱动因子可能导致自然资本直
接或间接的多种变化。例如，空气污染物排放造成空气质量下降，对人们健康构成潜在威胁，这种排放
也可能导致酸雨，对自然系统和建筑环境都会产生影响。

将步骤05选择的指标与相应的影响驱动因子类别一一对应匹配，有助于确定自然资本可能的后续变化（
如表6.1所示）。

词汇表

价值转移
价值转移是将在一个背景中所确定的值，
应用于其它背景中的技术。如果背景情况
类似，或者为解释差异而进行了适当调
整，那么价值转移则能够提供合理的价值
估量（见专栏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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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陆地生态系统

野生动物种群、木材和非木材林产品库存，以及侵
蚀控制情况变化

用水

被用作流域并筑坝的山谷
（公顷）

利用淡水生态系统

大西洋鳕鱼捕获量
（吨）

利用其它资源

被清除的红树林生态系统
（公顷）

排放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当
量（CO2e）
（吨）

排放到大气中的PM2.5（吨）

排放到地表水中的砷
（公斤）

利用海洋生态系统

温室气体空气污染物
非温室气体空气污染物

水资源的物理变化（可能是季节性的）

各种资本存量和生态系统服务变化（例如野生生
物、碳封存、防洪）
鱼群和生态系统服务变化（例如防止风暴潮）

大西洋鳕鱼鱼类资源的变化，包括种群数量复原
力
CO2e浓度的变化和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贡献
PM2.5浓度变化，雾霾频率及严重程度上升

水体污染物

砷浓度变化和鱼类丰度减少

排放到土壤中的有机磷农药
（公斤）

土壤污染物

有机磷浓度变化和无脊椎动物丰度降低

固废

高于正常背景水平的噪音
（分贝）

扰动

参见本书前文关于温室气体、其它气体排放和陆地
生态系统服务

焚烧非危险废物 (吨)

导读

转变为牧场的森林
（公顷）

影响驱动因子导致自然资本发生变化

巢鸟数量或繁殖成功率变化

词汇总表

“实施应用”阶段：下一步？

在本书中，
“确定范围”阶段的实施成效为本步骤要考虑的自然资本变化提供了必要信息。这包括决定是
关注自然资本存量、流量还是两者兼具（参见专栏6.1），以及是否要评估替代场景（例如，评估一段时间
后的净变化，参见专栏6.2）。确定评估应涵盖的自然资本具体变化还取决于可用数据、源数据或建模成
本、适当方法以及可用于评估的时间和其它资源。

“设立框架”阶段：为什么？

地表水（立方米）消耗

影响驱动因子类别

“确定范围”阶段：做什么？

指标示例

“计量和估算”阶段：怎样做？

表6.1
与不同影响驱动因子相关的自然资本变化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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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6.1：预估自然资本存量和/或流量的变化

是否评估应关注自然资本存量或流量取决于你在“确定范围”阶段设定的目标。迄今为止已开展自然
资本评估的很多公司中，大多数主要关注流量，所以本书为计量和估算（measure and value）流量
而非存量提供了更多的指导。

在很多情况下，预估（estimate）自然资本流量变化更为简单，无需对作为（流量）基础的存量的变化
进行预估。例如，如果你正在使用价值转移法对空气污染的影响进行公司级别的（corporate-level）
评估，就会发现这种情况。

然而在某些情景中，了解存量状态的变化可能会很重要。比如评估对供应服务的依赖或场地级别
（site-level）的生物多样性影响，其中库存变化可以直接观察到（例如森林中的立木材积）或者可以
从流量推断（例如砍伐2公顷森林而减少的存量）。

应明确考虑自然资本存量与收益流动之间的时空联系。在某些情况下，流量可能出现在不同的地理或
时间尺度上，而不是存量变化。例如，碳封存的效益是在全球尺度上的，而碳储量的变化（例如，在生
物质中）则可以在本地评估。步骤07提供了有关如何根据流量估算对存量进行估值的更多细节。
专栏6.2：预估随时间变迁的自然资本净变化

本书“确定范围”阶段在基线和场景的相关操作中，提出了自然资本净变化（net change）的议题。如
果评估决定纳入随时间变迁的自然资本净变化，则须涵盖一系列场景。每个场景都需要单独实施步骤
05，所得产出（output）作为投入（input）为实施、完成步骤06提供必要信息。
对每个场景表示的自然资本变化情况，可能需要考虑不同假设。例如，气候变化具有多种场景，都需要
对自然资本变化做出不同假设。所以，有必要对于每一个感兴趣的场景多次执行本步骤，然后根据结
果差异来计算和比较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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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6.2.2：识别与外部因素相关的自然资本变化

可能导致自然资本变化的外部因素包括自然力量和人类活动。在考虑企业依存度时，这一点尤为重要。这
些因素可参考如下说明：
1. 自
 然变化：所有环境、栖息地和物种全部处于动态。例如，河流由于侵蚀和沉积而改变其路线，某些
物种的种群可能因捕食者-猎物周期关系，或恶劣天气导致的死亡率而显著变化。

2. 人
 为变化：由于人类活动带来压力（例如土地用途改变、用水量增加与污染），许多生态系统正在发生
变化。其它企业、政府机构和个人活动所产生的影响驱动因子都会作用于自然资本，从而可能对你公
司产生重大影响。
自然资本最显著变化之一是可能与气候变化有关，以及风暴、洪水和干旱等极端天气事件的频繁发生。
这可能会给企业带来不确定因素，尤其在运营所依赖的自然资源，可获得和负担得起的能源以及法律合
规等方面。因此了解这些变化的性质和程度将提高企业评估风险和机会，以及适应和增强抵御气候变化
的能力。
注意：将步骤05中的相关指标与相应的依赖一一对应匹配，有助于确定自然资本可能的后续变化（如表
6.2所示）。

企业对自然资本的依赖

自然资本变化影响“企业依赖性”的关系与程度

水

为生产提供用水的河流改道或干涸

物料

调节物理环境
调节生物环境

废物和排放监管
经验
知识

幸福和精神/道德价值观

酸雨影响农业生产力

森林火灾摧毁了原材料（纤维）来源

红树林栖息地消失导致对极端天气防护作用降低

鸟类数量减少导致对作物的昆虫灾害增加（但鸟类伤害较少）

“实施应用”阶段：下一步？

营养

水电站淤积

植被减少和自然抑制灰尘效益下降

第三方污染影响工作场所内外的环境质量
关于利用物种的传统知识消亡

标志性物种、栖息地和景观丧失

词汇总表

能源

“计量和估算”阶段：怎样做？

表6.2
自然资本变化影响企业依赖性的示例

“设立框架”阶段：为什么？

•依赖。指的是“企业依赖性”这一要素。识别已施加作用或可能将导致企业对自然资本依赖发生改变
的外部因素。例如，如果附近湿地干涸，可能导致附近的所有公司获水量减少，或者由于森林退化，周
边企业可受益的火灾及洪水防护效益降低。

“确定范围”阶段：做什么？

•影响。包括“对自身影响”或“对社会影响”两个要素。识别已施加作用或可能将导致企业对自然资本
影响产生改变的外部力量。例如，一个小型食品加工厂现阶段用水适度，被认为对淡水影响相对较小，
但该地区灌溉农业的发展可能意味着未来供需状况发生改变，该厂用水量及影响在当地环境中将变
得比以前更引人注意。

导读

有必要确定可能导致自然资本状况发生重大变化的任何外部因素，因为这些因素可能直接或间接地作用
于完整评估的三要素：
“对（企业）自身影响”、
“（企业）对社会影响”及”企业依赖性”，参见表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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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6.2.3：分析影响自然资本状态的趋势

识别了可能影响自然资本状态的相关外部因素后，现在需要确定与这些因素相关的趋势。

在自然资本变化是非线性、累积或接近临界阈值的情况下，了解外部因素的趋势尤为重要。外部因素可能
会加剧（或缓和）影响驱动因子的作用。评估需要此信息（参见步骤07）。
区分自然或人为引起的环境变化并非绝对必要，但会有帮助。因为可能会影响对评估方法的选择，以及
根据评估采取的措施。对于自然过程产生的自然资本变化，所使用的评估方法将侧重于生态模式和过
程，而对于人为变化，使用的方法将考虑那些由于排放、资源利用和废物产生（即影响驱动因子）等不同
原因所引起的改变。

在某些情况下，有必要通过直接计量来量化（quantify）自然资本的状态和趋势。在其它情况下，可通过
估计完成。例如，生态系统和非生物服务的“场地级别分析”
（site-level analysis）可能需要对当前条件
进行建模，以便了解系统上已存在的压力。将企业的其它影响引入模型，以确定系统中可归因于公司活动
的变化部分。
除上述以外的其它情况，为验证你选择评估方法时所做的假设，定性考虑自然资本的状态和趋势可能已
足够。例如，一些空气污染模型假设环境污染水平已高于导致健康风险的阈值，可使用线性关系来评估
额外污染的影响。在这个例子中，只需确认你做出的假设是合理的，而无需试图量化外部压力的水平。
在评估场景中考量自然和人为引起的环境趋势是重要的，应包括“经营惯例”
（business as usual）场
景，以及要考虑的替代方案（alternative option）场景。

6.2.4 选择计量变化的方法

现在需要选择合适方法来计量或预估不同影响路径和依赖路径的自然资本变化。在相关情况下，例如尤
其在评估依赖时，可能需要确定导致自然资本变化的外部因素所发生的几率（参见6.2.4.b）。
a. 评估自然资本变化的方法

有许多不同方法可用于计量及预估自然资本变化。表6.3展示了不同类型的方法，示例包括直接计量法和
高度概括法，以及详细的预估法或建模法。
选择适当方法取决于自然资本评估所需的详细程度，或时间和资源的限制，以及所考虑的地理空间范
围。本书旨在帮助你从现有的大量方法中做出明智的选择，而不是提供全面的使用指南。因此对有关主
流方法和选择的注意事项做了概述。

如果自然资本的变化不能被直接观察或计量（directly observable or measurable），那么通常可以使
用建模方法估算变化（参见专栏6.3）。例如，建模可预估与供应链活动相关的自然资本的可能改变，而且
这些活动的准确位置未知。在这种情况下，建模允许将本地知识整合到分析中，从而生成更相关的自然
资本变化的预估值（estimates）。
为帮助你，或你所委托的外部专家筛选适当方法预估自然资本的变化，请参阅表6.3并考虑以下问题，将
有利于对以下做出决定：
•正在考虑的变化是否可以直接计量，还是必须进行预估或建模？

•考虑到时间和资源限制，满足评估目标需要什么级别且实际可行的精度（precision）？

•所选择的方法是否需要你具有关于外部压力、自然资本状态及趋势的定量预估值（quantitative
estimates），或者允许你在定性验证关键假设时，可以使用从其它背景转移过来预估值？
•为了解当地环境变化，需要哪些本地或背景数据？
• 应用不同方法的技术要求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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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建模了解企业目前排放贡献
未来气候变化的情况。然而由
于某些变化尚未发生，因此不
作直接计量。

气候模型是一门复杂的科学。IPCC发布了几种可应用于企业评估的场景，以确定
当前和预测全球或区域的气候变化情况。
定制模型也是可行的，但对大多数公司而言可能并不具有成本效益。

土地覆盖情况的
变化

评估横断面植被和其它物种的
密度、年龄和/或物种分布。

空气、水和土壤的
污染物浓度变化

直接计量水、
空气或土壤质量。 “生命周期影响分析”
（LCIA）相关文
献提供了“特征因素”，用来描述由于
企业排放或资源使用（即“废物输出流
量”和“要素投入流量”）而导致的自然
资本变化。这些因素只能作为潜在变化
的一般观点，而很少考虑当地环境或社
会经济条件，如富营养化或酸化的可能
性。

缺水情况的变化

洪水变化情况
侵蚀的变化情况

鱼类种群的变化
情况

直接计量可再生淡水储备。

直接测量洪水频率与洪灾导致
损失的变化。

直接测量地表土流失和当地水
道沉积。

关于建模的更详细方法

导读

不适用

建立模型法

可从土壤、降雨数据、人类住区和基础
设施等预测土地覆盖情况变化的可能
性。

遥感数据可用于计量和模拟与土地覆
盖相关的一系列变量（例如碳汇、初级
生产力和水循环）。

使用不同的“命运模型”
（fatemodel）
可根据化学品的化学性质和生物物理
条件，分析特定污染物在不同介质中的
持久性和转移。大多数空气和水的相关
方法则运用可展示时间和空间性质的“
扩散模型”
（dispersion modelling）
。对于向土壤排放，首先需要估算污染
物在土壤、空气和水之间转移的路径。

不同地理空间尺度的水稀缺和压力指
水文模型（hydrological model）提供
数可用于估算企业增加或减少用水量后 了水循环过程的简化视图，用来估量改
的变化。
变这些过程的平衡将如何影响系统中
不同部分的水的可用性。
基于历史事件的风险评估。

根据对已给定类型的公开因子，包括土
壤、气候和土地管理技术等，进行估
算。

根据景观和气候预测的物理特征，水文
模型可用于计算风险因子。
过程模型（process model）可用于同
时考虑景观的局部物理特征，导致侵蚀
的水文和气候系统，以及人格化的驱动
因素及反馈。

基于捕获量或生态调查法的直 具有通用数据输入的基本人口动态模型 基于关于人口存量的主要数据、现有压
接计量（变量取决于物种和地 （basic population dynamics
力和人口恢复统计数据而形成的详细
理位置）。
model）。
人口动态模型。

词汇总表

“实施应用”阶段：下一步？

注意：
使用上述方法请注意，企业不是导致可观察变化的唯一因素。
对其它因素的合理估算也是重要的。

“设立框架”阶段：为什么？

气候变化

直接计量法

“确定范围”阶段：做什么？

自然资本的变化

“计量和估算”阶段：怎样做？

表6.3
计量和预估自然资本变化方法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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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6.3：可观察和难以观察的自然资本变化

影响路径描述了业务活动及相关影响驱动因子导致自然资本变化的形式。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变化可
被直接观察到，并且在时间和资源允许的条件下，可在现场进行计量。在其它情况下，很多由人类活动
或机器生产导致的自然资本重大变化可能难以被观察，这意味着它们无法直接计量，必须通过建模或
间接估算。一般由于以下原因会造成难以观察的情况：
•时间滞后。例如，高地植树可减少下游水体的土壤侵蚀和沉积，但可能需要几年后才能观察到相关
结果。

•距离。例如，塑料废物可能会影响到另一个半球的海洋生物，由于距离太过遥远，评估团队也许并没
有意识到这种影响。其它类似例子可体现在供应链上游。仅仅因为这些变化不可见或太过遥远，并
不意味着它们不重要，或应被排除在进一步考虑之外。

•混杂因素。变化可能难以归因于特定影响驱动因子，特别是在多种因素缠绕难以区分的情况下。例
如物种丧失可能由多原因导致，包括栖息地丧失和破碎、非法采伐、外来入侵物种、与其它物种竞争
和气候变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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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企业使用一条河的淡水（a），导致该河流供水量减少。影响路径确定了与河流流量相关的自然资本
的关键变化，以及水体和河岸淡水生态系统的相关变化（b）。由于气候变化和需求增加，预计未来几
年水资源供应量将减少（c）。因此，企业希望根据该地区气候变化的预测来了解当前和未来可能的变化
情况（d）。
图6.1描绘了步骤05中确定的影响驱动因子和与之相关、匹配的自然资本变化，以及和导致自然资本状
态与趋势改变的外部因素。应该使用方法识别和计量自然资本的每一种变化，并将其归因于相匹配的
影响驱动因子。
a）

在步骤05中计量影
响驱动因子

b）

c）

d）

河流流量与水位的
直接变化

对水需求的竞争加剧

测量河流流量变化，
通过捕鱼量数据测
量鱼类丰度

识别相关自然资
本的变化

确定它们的状态
与变化趋势

选择预估变化的
方法

在河中

定点抽水
源头）
全年

持续采水

水资源稀缺度加剧

气候变化导致降雨量
减少

河流与河滨生态系
统功能及鱼丰度的
间接变化

非线性效应，
如伴随气候变
化的不断加剧，
生态系统对
抽采水变得愈加敏感

使用气候和生态系统
模型预测未来变化

“计量和估算”阶段：怎样做？

淡水利用量
(m3）

“确定范围”阶段：做什么？

例如：地表水的利用

“设立框架”阶段：为什么？

专栏6.4：通过评估“对自身影响”和“对社会影响”，企业识别使用河水相关的自然资本风险示例

导读

专栏6.4展示了以河流为例的自然资本变化整个过程。专栏6.5则强调选择不同组织焦点和价值链边界时
所做的考量，这些考虑要点适用于确定评估范围。

词汇总表

“实施应用”阶段：下一步？

图6.1
示例：如何识别与影响驱动因子和外部因素相关的自然资本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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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6.5：组织焦点和价值链边界如何影响计量方法的选择

在选择计量和估算方法时，企业已在评估中确定的组织重点和价值链边界是众多影响因素中的两个。
一般而言，直接计量法（direct measurement approach）有利于场地级别的评估（site-level
assessment），而更广泛的价值链边界通常意味着直接测量不可能，所以往往需要更多地依赖模拟建
模或间接估算法（simulation modeling or indirect estimation method）。但是对于那些业务垂
直整合，或同供应商及客户保持密切关系，或对供应链具有深刻洞察力的企业来说，至少为价值链中
的部分活动收集一手数据是可行的。
使用混合不同方法允许对评估的每个部分应用最佳可用数据。但需要仔细考虑，以确保同一评估的不
同部分保持一致性。例如，生命周期影响分析（LCIA）通常适合用于供应链中难以观察活动相关的变
化，而直接计量法更适合企业直接运营。所以对基于相同原则和假设的两种方法进行验证是重要的，
有利于在合理程度上开展比较。
b. 评估变化几率的方法

对于内部和外部因素，需要识别哪些可导致你公司业务具有实质性影响和依赖的自然资本发生重大改
变。然后估算该因素的发生几率。此外，应考虑因素发生导致自然资本变化的可能程度、规模、时间尺度
以及地理范围。这对于评估企业依赖性（依存度）尤为重要。
一种好的方法是开发变化的概率加权估计（参见下面的计算参考）。这种基于风险的方法尤其与依存度
相关，因为许多外部影响驱动因子并非由企业直接控制，因此其精确度未知或不确定。因此，这部分价
值属于“受险价值”
（value at risk），或者相反，是收入增加的风险加权机会。

对于直接实时（real time）观察到的变化，相关概率为100％。然而对于未来或难以观察的变化，则存在
结果的不确定性。可以使用各种方法来评估变化的可能性，包括：

•概率分析法（Probability-based analysis）：测试内在关系的统计重要性,可得出可能性的定量估算
。例如，多变量回归用于识别可观察趋势的关键因素，蒙特卡洛分析法（Monte-Carlo analysis）则用
于测试多个可能的数据点和假设、判断潜在排列，以及通过集中趋势(central tendency)确定最可能
的结果。
（在统计学中，集中趋势或中央趋势,在口语上也经常被称为平均,表示一个机率分布的中间
值-译者注）
•多标准分析法（Multi-criteria analysis）：在多个因素导致变化可能性的情况下，可使用本方法分
析、生成不同因素导致自然资本变化总体可能性的影响权重。这类似于上述多变量分析，但通常使用
判断和专家意见而不是统计来确定权重。

•专家意见法或多方利益相关方评估法（Expert opinion/ multi-stakeholder assessment）：在某些
情况下，无法获得定量数据，需要定性判断或专家意见。例如，影响自然资源获取权限的政策发生变化
的可能性取决于政治背景。此时，专家和其它利益相关方的观点可帮助估计变化发生的几率。
将变化发生的概率或几率乘以变化的程度或规模，从而估算出自然资本的概率加权变化。专栏6.6提供
了变化发生概率的评估示例，再次以上文中依赖河水的企业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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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企业依赖于从河流采水并使用淡水（a）。企业已确定了关于河水供应的潜在自然变化，以及由于竞
争加剧和水权变更引起的人为变化（b）。为理解这些变化的潜在成本和收益，发生几率（c）和变化程
度（d），计算出每个因素的概率加权变化（e）。
在步骤05
计量依赖

b）

识别相关外
部因素

c）

d）

自然变化：

自然变化：

几率

社会变化：

社会变化：

变化程度

预计自然资本
变化的几率

预估变化的程
度

e）

计算概率加权
变化

自然变化：

在河中

社会变化：

(m3）

定点抽水
源头

全年

持续采水

河道改变

对水需求的竞
争加剧
可获得性：

采水许可证数
量减少

对变化趋势的统
计分析
根据最近采水
实践

可获得性：对影
响政策的因素

进行多标准分析

生态系统服务供
应模式

根据采水实践
可获得性：

根据已提议的政
策草案

X
=

“确定范围”阶段：做什么？

淡水利用

“设立框架”阶段：为什么？

例如：地表水的利用

概率加权变化

图6.2
示例：如何预估与依赖相关的自然资本变化的可能性和程度

词汇总表

“实施应用”阶段：下一步？

对自然资本变化可能性的分析将对评估最终结果产生重要、成比例的影响。然而分析具有内在不确定
性，可能存在主观印象特点，特别是在使用定性方法评估风险时更为明显。因此，在后续步骤08对评估
结果做敏感性分析（sensitivity analysis）时，应考虑一系列有关几率的替代值，允许你评估确定可能
导致不同决策的阈值水平。通常更容易判断给定的几率大小是否“合理”，而不是先验地确定所选阈值
的准确概率，因此阈值分析是证明评估结果合理，支持决策有效的常用方法。
（阈值，也被成为临界点，
指由某一种状态或物理量转变为另一种状态或物理量的最低转化条件，或由一种状态或物理量转变为另
一种状态或物理量-译者注）

“计量和估算”阶段：怎样做？

a）

导读

专栏6.6：评估企业依赖河水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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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6.2.5：开始计量或委托外部专家

本步骤最后的操作是开始计量，或委托外部专家开展工作。使用上述方法计量或预估与每个影响驱动因
子和依赖相关的自然资本变化。

6.3 产出

完成本步骤的产出展示了与公司影响和依赖具有实质相关性的自然资本变化，并取得了定性与定量数
据。此外，在相关情况下，产出还包括对变化发生几率的加权估算，这尤其与评估依存度相关。要保留关
于变化几率、程度和规模的信息，以便后期进行敏感性分析（参见步骤08）。以上这些产出将作为实施步
骤07的主要前提条件，步骤07将估算自然资本变化对企业或社会产生的后果。

假设示例

NSCI

通过实施步骤04所得到关于影响路径和依赖路径的信息，NSCI团队预估了与每个路径相关的自然资
本变化。为此，他们选择可用的方法（表6.4）和数据源（表6.5），并得出了定量结果（表6.6）。
表6.4
NSCI公司实施完成步骤06取得的产出：选择计量变化的方法
实质性议题

供应链的影响：用水

地表和地下淡水供应减
少

供应链的依赖：授粉

蜜蜂种群数量下降

制造业务的影响：空气
排放

空气质量下降

制造业务的依赖：洪水
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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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本的变化

沿海洪涝风险增加

计量自然资本变化的方法

有两个水供给量变化是相关的：

i) 当前水供给量：根据当前公司用水量和可再生供应量，评估团队估算了当前
用水可能导致的水供应量变化。
ii) 未来水供给量：团队根据该地区已发表的文献，使用现有的IPCC估算，做
出了气候变化将导致未来水供给量减少的预测。

对东非和更广泛地区蜜蜂种群数量下降的公开研究进行了文献综述。虽然没
有针对感兴趣区域的精确数据，但文件审阅有助于评估团队了解了相关问题
对业务可能的影响规模，以及将初步评估建立在假设基础上。
团队使用扩散模型估算企业空气排放如何导致周围地区空气质量发生变
化。

使用IPCC对气候变化导致海平面上升的预测，估算洪水风险的潜在变化。

自然资本的变化

定量指标

数据源

供应链的影响：用水

地表和地下淡水供应减
少

地表水稀缺度增加％

企业内部管理系统

蜜蜂种群变化百分比

农业区没有数据，但在其它地方进行的相关生态
学研究可用于本次评估借鉴

供应链的依赖：授粉

蜜蜂种群数量下降

制造业务的影响：空气
排放

空气质量下降

制造业务的依赖：洪水
防控

沿海洪涝风险增加

空气质量变化
（μm/ m3）
洪水风险变化％

公开且免费的空气扩散
模型
对未来气候变化的预测

数据缺口/关键不确
定性

技术进步将影响10年后
的用水需求

扩散模型所需数据可从
最近的气象站获得，但
距离80公里远
洪水风险未来变化的时
间尺度精确性不够

NSCI评估团队得出了关于当前企业运营导致自然资本变化的结果，以及考虑到气候变化等其它外部
因素，对未来10年后可能的结果做出预测。随着水资源稀缺性加剧，企业用水可能对当地水供给量产
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企业期望避免进一步增加排放，以维持当前的空气质量。然而预计制造工厂周
边环境污染总体水平和影响规模都会增加，这将放大企业排放的效应。如步骤07所示。

定量指标的当前变化

定量指标-10年后的预测变化

地下水开采低于补给率，因此稀
缺性没有变化

地下水稀缺性增加2％

咖啡种植

地表和地下淡水供应减少

地表水稀缺性增加1％

咖啡种植

蜜蜂种群数量下降

不适用

10年内蜜蜂数量减少约10％

PM2.5: 12 µm/m3

PM2.5: 12 µm/m3

空气质量降低

增加了：

PM10: 17 µm/m3
制造

沿海洪涝风险增加

NO2: 68 µm/m3
不适用

将增加：

“计量和估算”阶段：怎样做？

制造

地表水稀缺性增加8％

PM10: 17 µm/m3
NO2: 68 µm/m3

10年内洪水风险增加7％

“实施应用”阶段：下一步？

自然资本的变化

词汇总表

公司业务活动

“确定范围”阶段：做什么？

表6.6
NSCI完成步骤06取得的产出：汇总定量数据

导读

实质性议题

“设立框架”阶段：为什么？

表6.5
NSCI公司完成步骤06取得的产出：识别指标和数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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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估算影响和/或依赖

7.1 介绍

完成本步骤，将解答以下问题：
企业对自然资本的影响和/或依赖价值几何？

为选择适当的评估工具，步骤07介绍了主要的估值方法，并为下一阶段即“实施应用”奠定基础。实施本
步骤请注意以下几点：
•估算自然资本可能会有助于决策，但这不是唯一的决策依据。因此，评估结果应与更广范围的社会经
济、法律和企业背景的详细信息结合起来，作为总体参考信息的组成部分，用来支持决策。

•在估值中总会有某些预估或不确定性，因此识别它们在哪里出现、并将评估过程中的局限性记录在案
是非常重要的。即使采用的数据是估算的近似值，只要对背景有深入了解，仍能为决策提供有用的参
考信息。
•在尝试使用本步骤中介绍的方法时，若企业内部不具备相关技能，则可能需要外部专家支持对自然资
本进行估值。

7.2 操作
7.2.1

确定影响和/或依赖后果

7.2.3

选择适当的估值法

7.2.2
7.2.4

确定相关成本和/或效益的相对重要性
开始估值或委托外部专家

操作7.2.1：确定影响和/或依赖后果

根据影响驱动因子和依赖，以及步骤05和步骤06中对自然资本相关变化的计量，现在可以识别不同场景
（业务类型、社会成本和效益）引发的后果。
基于所选要评估的要素（对企业自身影响、企业对社会影响和企业依赖性），列出每个与自然资本指标
（步骤05识别所得）相关的潜在成本和效益。
a. “对自身影响”的后果

企业活动对自然资本的影响，反过来可能会对企业自身施加作用力。
“对自身影响”要素包括直接影响企
业底线的财务成本和效益，也包括一些可能间接影响企业底线的非物质因素，如声誉损失或提升、许可
证延迟、对员工招募和留用的促进或阻碍。同时，对企业的影响可能会与生产投入成本有关，例如采购水
和木材的费用，也可能与成本和/或效益的产出有关，例如获取排污许可证的成本上升、废弃物回收利用
的税额增加。
很多国家和地区正开始引入环境市场机制（environmental market mechanism），企业越来越多地
需要为其对自然资本的影响承担费用，或者因其对改善环境做出的努力而获得奖赏，例如为应对环境破
坏而购买、出售碳汇或生物多样性抵偿额度（carbon credits or biodiversity offsets）。这些新兴市场
可能会给不同企业带来新的成本或收益。

环境市场价格、行政管理费、税费可能会根据诸如企业资源使用量、产生的排放物和废弃物等影响驱动
因子进行定价或征收，而不是依据企业对自然资本的最终影响。或者说，因环境损害的罚款或合法诉
求，或因生态系统服务付费（payments for ecosystem services）而产生的收入可能会与自然资本中可
测量的变化相关。财务成本也有可能与为了减少负面影响或遵守环境标准而采取的积极行动有关，如减
少或管理大气排放。
如果评估涉及的时间范围延续数年，除考虑未来对企业的潜在直接影响之外，还应考量未来企业自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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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影响”将根据人、建筑、农业等受众的不同而有所区别。考虑到大气污染物的扩散路径，不同
受众所处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此外还需要考虑影响因素如何随时间变化，以及如何形成累积效应
（cumulative effect）。排放到大气的化学物质可能仅会在积累到一定程度并超过特定阈值
（threshold）后才会产生显著影响，当然这对于不同受众也有所差异。

如在前面步骤中提到的，由于可能会影响估值结果，自然资本的变化趋势也是另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
举例来说，企业当前用水可能并不是急需解决的问题，但是在五年或十年后，受到人口增长、气候变化和
其它相关资源的压力，用水可能会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
在完成本操作时，应注意考虑目前和未来的社会经济背景，评估时间期限内自然资本的相关变化，以及
其它在评估范围内的相关变量。
c. “企业依赖性”的后果

企业的自然资本依赖主要会对企业自身产生影响。与企业依赖相关的潜在成本和效益会转化为企业赖以
生存的、如水和木材等资源或产品，以及其它大自然提供的不易观察、无法用价值衡量的服务，例如生态
系统提供的洪水防护和侵蚀防治服务。

词汇总表

“实施应用”阶段：下一步？

资源可用性的变化将影响企业的成本和效益，并可能导致企业对替代资源的更大需求，这也许会造价昂
贵。
生态系统可能会在面积和质量方面有所下降，也可能会降低洪水防护和水源清洁等相关效益。
这种变
化会导致洪水风险增加的几率，或者需要企业不得不花钱弥补原本这些生态系统提供的免费基础服务。

“设立框架”阶段：为什么？

以大气排放为例，具体的业务活动可能会产生作为影响驱动因子的氮氧化物排放，导致空气质量下降，
也即自然资本的变化，从而可能带来包括持续增加的呼吸系统疾病、能见度下降、农产品产量减少或其
它生态系统服务损失等一系列社会影响。

“确定范围”阶段：做什么？

企业对自然资本的影响可能会引发对社会的影响。
“对社会影响”包括没有通过市场价格机制进行传导，
属于业务之外的个人、社区或组织的成本或效益——这种效应通常被称为“外部性”。对社会的影响源于
自然资本的变化，如步骤04所述，这是由业务的影响驱动因子造成的。影响驱动因子可能包括企业的物
质投入，如水资源和木材，以及企业生产的“非产品输出”，如固废和大气排放污染物，或生态修复的投
资等。此外，企业对社会的影响所导致的潜在长期后果也需要考虑。

“计量和估算”阶段：怎样做？

b. “对社会影响”的后果

导读

到的影响间接来源于企业对社会影响的可能性。这些在将来或许出现的间接影响可以通过“对社会影
响”要素（详见下文）进行评估。因此，如果企业根据评估结果预测该要素的影响会变得严重，则可能需
要在未来特定时间将这种影响内部化，以更明智地管理相关风险和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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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7.2.2：确定相关成本和/或效益的相对重要性

识别最重大的影响和/或依赖是估值工作的重点，而为实现这一识别过程，应当首先重新评估每一项由
步骤04引出、并在步骤05和06中得出的相对重要的成本和效益。以用水为例，企业通过步骤04的“实质
性分析”确认用水具有实质性，通过步骤05识别用水导致的自然资本相关变化，完成步骤06则明确自然
资本变化给企业自身带来的一系列影响，以及可能导致周边湿地和休闲娱乐服务发生改变等社会影响。
提示：根据评估范围，需要考虑影响和/或依赖的程度或规模在当前和未来或许会发生变化，市场和/或
监管变化的可能性，影响发生的地理区域，以及评估的时间期限等多种因素。

7.2.3 选择适当的估值法

估值是决定某物品在特定背景下重要性、价值或用处的方法。对特定背景的理解是十分重要的，否则无
法有效地估算价值或正确地解读结果。许多所需的背景信息能够在步骤01到06中识别出，但在步骤推进
过程中反复回顾、相互校验也是十分重要的。
一个受欢迎的快捷估值技术方法是“价值转移”。主要运用以前评估得出的结果，而不是重新收集一手
数据用于本次评估。因为准确性和可信度受限，价值转移法存在着重大局限性，但由于通常更为简单快
速，因此广受欢迎。更多关于价值转移的细节详见专栏7.1。
对于每一个已识别的成本和/或效益，都需要选择相应适当的估值方法，这取决于企业要采用何种估值
类型。
•定性估值法是通过定性和非数字的方式，提供成本和/或效益潜在规模的信息，如借助定性的、非数
值的内容来表示成本和/或效益，如大气排放污染物的增长，休闲娱乐等社会福利的降低。
•定量估值法提供可用作成本和/或效益指标的数值数据，如污染物的变化吨量，享用休闲的人数减少
量。
•货币估值法将成本和/或效益的定量估值转化为单一共同货币。

估值法的选择主要取决于企业想要评估的自然资本影响驱动因子或依赖，企业秉承的商业价值观、社会
价值观或二者兼具的价值导向，评估的最终目标以及可用的时间和资源。考虑到相对准确性、时间、成本
和期望的现实性，不同估值法之间可能需要权衡。所有的估值法都有各自优劣势（TEEB 2010），一般而
言，在可能条件下建议采取有顺序的且实用的方式，即从定性开始识别和估计成本或效益，然后定量和
货币化。估值的局限性往往即为未来潜在成本或效益的不确定性，在接近重大临界点和潜在不可逆的生
态系统变化时尤其如此。因此在某些情况下，采取上述所建议的谨慎做法是明智的（相关的详尽阐述见
专栏8.1）。
表7.1概括了一些大部分企业常用的估值方法，可用于评估自然资本存量和相关流量的增加或边际值的变
化。尽管并不是非常必要，而且可能需要额外分析，但这些方法仍可用于评估自然资本存量总值。专栏7.2
展示了定性、定量和货币评估自然资本存量的概况，并为其中一些估值方法阐述了相关假设难点。附录B
为自然资本评估过程中如何使用估值方法提供了更多指导。
注意：考虑到各种方法的实用性和适用性存在一系列影响因素，有经验的外部专家介入可能会对企业进
行有效估值有所帮助。
所有定性和定量估值方法都适用于三要素：
“对自身影响”、
“对社会影响”和“企业依赖性”。

大多数货币估值的方法都适用于上述三要素，但是包括陈述性偏好法和显示性偏好法（stated and
revealed preference method）在内，体现支付意愿（WTP）价值的方法可能更适用于估算企业“对社
会影响”这一要素。
通过不同的估值技术衡量支付意愿与商品或服务的市场价格是两个不同概念。支付意愿衡量的是为一
件商品或服务所准备支付的最高金额。它是由个人品味和喜好决定的，并受到收入限制——譬如受访人
群的支付能力。市场价格则代表商品或服务的实际价格。它是由市场和制度因素决定的，例如市场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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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因素会影响最佳估值方法的选择。除了识别最适合评估范围的方法之外，还需要考虑数据可用性、
预算和时间限制、利益相关方参与度以及评估目标所需的数据和结果的精确度。举例来说，定性评估法
有利于发现背景的详细信息和无形价值，但无法保证提供精准数据、样本内方差的度量、以及可直接与
企业财务成本和收益进行比对的结果。

词汇总表

“实施应用”阶段：下一步？

“计量和估算”阶段：怎样做？

“确定范围”阶段：做什么？

表7.1总结了这些因素，可帮助你选择满足需求的适当估值方法。如果没有足够数据、时间或资源支持你
开展本次评估，最经济有效的方法是借鉴前期已发布的研究结果，使用价值转移法可帮助你快速上手。
然而，价值转移法在可靠性方面无法与专门为本次评估收集的一手数据相媲美，因此在应用评估结果时
请必须谨记这一点（参见专栏7.1）。

“设立框架”阶段：为什么？

货币估值的关键问题是避免重复计算。当评估中间成本和/或收益而不是最终成本和/或收益时，这种情
况就有可能发生。例如车轮的价值已经包含在了出售车辆的价格当中。所以在资产负债表中同时记录车
轮和车辆价格就属于重复计算。需要注意的是，
《国际共同生态系统服务分类》
（CICES）和《最终生态
系统商品与服务分类体系》
（FEGS-CS）已完成对生态系统价值分类的最新研究，借鉴这些权威方法学
将有助于避免重复计算（详见专栏1.1和附录A）。

导读

和竞争、监管干预以及产权等。了解支付意愿与市场价格之间的差异，有助于洞察企业对社会影响的
估值。

词汇表

估值方法
在特定背景下，用于确定某物品的重要
性、价值或用处的具体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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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1提供了关于评估所需时间和预算等级的示例，以$ - $$$表示所需预算逐渐增加。应当注意的是，这
些等级是相对的，并不是对所需资源的真实测量值。在特定情况下，这些预算等级显示了哪些方法可能会
在有效实施过程中需要更少的财务资源。

如果被评为$或$$，表示此估值方法如果用于收集更为详细的数据，将需要更高的预算。高预算方法通常
要求收集更多一手数据，或自然资本、社会经济变化的精细模型。
注意：由于可能会影响到对适当估值方法的选择，必要时，需要回顾步骤03关于规划所需要考虑的关键
因素等相关内容。
表7.1
不同估值方法主要特点总结
估值方法

定性估值法

描述

所需数据

意见调查法*

通过设计调查问卷，以及询问一系列问题征询受访者观点的
调查（如半结构化面试）

审议法

促进小组讨论或聚焦小组的学习和研讨，例如头脑风暴会议、 用于确定抽样范围的利益相关方信息
研讨会、聚焦小组、深入讨论

相对估值法

采用高、中、低估定义收益和/或成本在分类方面的相对价值， 用于估值的全部参数信息
采纳可用的数据和专家判断

定性估值法

用于确定抽样范围的利益相关方信息

结构化调查法*

结构化调查或问卷调查可用于量化估值：采用一套合理的问
题开展一对一问询，问题包括可以用于后期数据分析的“封闭
式”回答选项，如是/否、打分、数值选择

用于确定抽样范围的利益相关方信息

指数法*

各种不同指标均可用于量化信息，如大气排放量、公顷产量、
物种灭绝风险或游客数量

所有关于要被估值的参数信息，最好是
量化信息

使用计分和加权的多准
则分析法（MCA）**

包括选择系列参数和评级并通过打分和加权进行排名，也可
借助研讨会、可用数据和/或专家判断等形式。由于有评分和
赋权，所以该方法是有效的“估值”方法

所有关于要被估值的参数信息，最好是
量化信息

包括以下相关方法：

生态系统产品和/或服务的市场价格

货币估值法

市场和金融价格法***

−−用于支付在市场上流通的货物和服务的成本/价格，例如木
材、碳、水费或排污许可证

−−其它内部/财务信息，例如负债、资产、应收款项的估算财务
价值

加工和产品市场推广相关的成本，例如
作物

−−对市场数据的其它解释，如派生需求函数、机会成本、减缓
成本/厌恶行为和疾病成本等

生产函数法
（产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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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基于经验的建模方法，可以将商品或服务的销售量变
化与自然资本投入（例如生态系统服务的质量或数量）的可测
量变化联系起来

产品产量变化的数据

与因果关系有关的数据，例如可用水资
源的减少导致作物产量下降

导读

几天-几周

几周-几个月

几周

几周-几个月

几天-几周

几天-几周

$

问卷设计、访谈

−−开放式有助于获取更广泛的信息

−−不支持更大程度的量化

问卷设计、引导

−−开放式有助于获取更广泛的信息

−−不支持更大程度的量化

“设立框架”阶段：为什么？

劣势

−−结果可能会受限于受访者的个人偏见
−−很难获得具有代表性的参与者样本

−−结果可能会受制于受访者偏见和样本选择，
所以在本质上是假设性的
分析性思维

−−数据收集范围广泛，可包含任何想
要的参数

−−具有主观性

$$

问卷设计、访谈、数据统计

−−支持更大程度的量化

−−获取更广泛信息的机会减少了

$$

分析和统计

−−或许会非常庞大，包含任何所需参
数

−−可能无法捕捉到全部相关估值

分析和统计

−−或许会非常庞大，包含任何所需参
数

−−评级和排名也许会比较敏感

−−基于市场数据，是一种透明和可靠
的方法

−−仅在市场数据、商品或服务以及价格数据都是随时可用的情况下适
用

−−如果能获取所需数据，那么该方法
将十分容易操作

−−有必要认识和理解自然资本、生态系统服务和/或非生物服务的变化
与产品产量之间的关系

$$

−−灵活，可作简单化处理

$

经济学或计量经济学

$

经济学，可能包括农学、水
文和/或工艺工程等

−−可反映实际的支付意愿（WTP）

−−可以将自然资本依赖与财务账户相
关联

−−结果可能会受制于受访者偏见和样本选择，
所以在本质上是假设性的

−−结果可能会受限于受访者的个人偏见
“计量和估算”阶段：怎样做？

几周-几个月

$$

优势

“确定范围”阶段：做什么？

几周-几个月

$$

所需技能

−−可能会变得过于复杂

−−市场价格可能因不完全的竞争或政策失灵而出现偏差，因此不能很
好地衡量社会价值

−−获取有关自然资本、生态系统服务和对生产影响的相关变化的数据
可能会比较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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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应用”阶段：下一步？

所需预算

词汇总表

所需时间

自然资本议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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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性偏好法 （间接的）

基于成本的方法

估值方法

所需数据

描述

替代成本法

用产品、基础设施或技术等人工替代品代替自然资本的成本。 用人工等价物替换自然资本或相关的
可对其进行估值、观察或建模
生态系统产品或服务的投资（以市场价
格**计算），例如用防洪工程取代栖息
地的流量调节功能

避免成本法

由于自然资本退化而造成的财产、基础设施和生产损失的潜
在成本，被视为一种由保护自然资本而产生的“节约”或收
益。可对其进行估值、观察或建模

有关自然资本减少或相关生态系统服
务损失导致财产、基础设施或生产新增
成本的数据
不同场景发生的的损害赔偿

享乐定价法

根据观察，环境因素是某些特定商品（例如社区的环境质量
与资产价格或工资差异有关的数据，可
会影响该地区房产价格）市场价格的决定因素之一。这种方法 归因于不同的自然资本属性，如河流状
模拟市场价格变化，控制其它变量以显示环境因素影响。价格 况、绿地面积、与森林的距离等
随该因素变化的程度则代表它的价值

旅行成本法

基于观察发现环境与市场上的商品和服务通常是具有相互补
充的关系。例如，某人花钱和时间旅行到达一个可以欣赏自然
风景的地方观光，通过衡量旅游的费用，可以得出自然景观的
价值。该方法假设这笔花费是个人体验价值的最低表达（否
则，人们将不会为此花费时间和金钱）

陈述性偏好法

条件估值法
（CV）
选择实验法
（CE）

通过询问个人对于享受由自然资本产生的非市场商品或服务
特定变化的最大支付意愿或愿意接受的补偿，来推断出生态
系统的价值

人们参观娱乐和休闲景点所花费的时
间和费用
旅行的动机

调查对象的社会经济和人口信息

向所有受访者展示替代商品或选择的特点，包括不同的属性或 内容如上，与条件估值法相同
特质，如距离、物种数量或自然资本的其它方面。要求受访者
需要一套适当的“分级”关键参数，如
选择他们较为喜欢的，以供推断出相关非市场商品或服务的
水质差、中等、好、极好等
价值

价值转移

价值（效益）转移法**** 使用以前在其它类似背景条件下开展评估已得出的关于影响

驱动因子的估值证据和相关二手数据。对于两个不同背景（用
于借鉴的“原始研究”和你正在进行的“本次评估”）的差异
必须做出关于调整的说明

对大多数公司来说非常常用且便于快
速入门;

来源于不同研究的关键变量数据（例如
人均GDP）

改编自WBCSD et al.，2011；WBCSD 2013，eftec 2010，PwC 2015

表7.1所示的各种估值方法对不同要素（企业对社会影响、对企业自身影响和企业依赖性）均具有一定适用性，但也有例外情况。
在特定情况下，可能需要外部专家介入支持企业确定和使用最合适的估值法。
*一般不考虑“估值”方法本身，但这些方法可以引出并显示价值。

**需要注意，这也被认为是一种用来对不同参数进行评估的分析工具。

***在通过货币估值分析社会影响的过程中，要注意市场价格可能会因税收、补贴或其它影响因素而有所调整。

****由于要使用其它类似评估或研究的二手数据，因此价值转移法是一个“二手方法”
（secondary approach），但具有低成本和快速上手的特点，对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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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周-几个月

几周-几个月

几周-几个月

几天-几周

工程学和生物物理工程

−−可为难以通过其它方式估值的生态
系统调节服务提供替代计量

−−在某服务缺失的情况下，无法考虑社会对该服务或行为的偏好

−−可为难以通过其它方式估值的生态
系统调节服务提供替代计量，例如
风暴、洪水和侵蚀控制

−−该方法很大程度上受限于与财产、资产和经济活动相关的服务

−−是一种基于市场数据和支付意愿
的、趋于透明和便于解释的方法

−−该方法主要关注与不动产和工资相关的成本和效益

−−基于人们的实际行为（做什么）而不
是假设的支付意愿

−−方法仅限于使用休闲福利

−−是一种基于即时市场数据，公开透
明的方法

−−替代服务一般只能代表自然资源所提供的全部服务中的某一部分

−−可能会高估实际价值

$$$

计量经济学

$$$

问卷设计、
访谈、
计量经济学

$$$

问卷设计，
访谈，
计量经济学

−−获取使用和非使用值

−−受到众多受访者不同偏见的影响，在本质上估值结果是基于假设得
出的

问卷设计、
访谈、
计量经济学

−−捕捉使用和非使用价值

−−结果会受到受访者偏见的影响，在本质上估值结果是基于假设得出
的

$$$
$

−−良好的价值指标与不动产和工资等
市场的反应速度同样迅速

−−不动产和工资市场除了受到环境影响的因素外，还受到许多因素的
影响，因此需要对例如卧室数量和所需培训这些因素进行识别和控
制

−−结果比较容易说明和解释

−−当往返于多个地方或有多个旅行动机时，相关费用的明细计算起来
会比较困难

−−非常灵活——可以用来估计几乎任
何事物的经济价值
−−有助于提供小规模变化的趋势明
细，例如珊瑚覆盖面积每增加1%的
价值

使用价值转移法时，
应了解 −−是一种低成本和快速的估值方法
并采用本表格中一种或多种
方法用于本次估值研究；
使
用函数进行计量经济分析

导读

劣势（包括对要素的适用性）

−−给受访者的选择必须仅限于他们在调查期间能够理解和衡量的内
容

“设立框架”阶段：为什么？

几天-几个月

$$

基础经济学和工程学

优势

“确定范围”阶段：做什么？

几周

$

所需技能

−−使用简单，但需谨慎

−−由于价值转移法旨在使用其它研究的相关成果和二手数据，因此与
用于本次评估目的而专门进行的一手估值研究（primary
research）及可获得的一手数据相比，很可能具有更大程度的不确
定性，因此二手数据的适用性取决于你企业决策的背景

−−现有的估值研究在数量和质量方面并不均衡，对有些服务或影响的
估值研究要比其它方面数量更多或质量更高

“计量和估算”阶段：怎样做？

几天-几周

所需预算

“实施应用”阶段：下一步？

所需时间

词汇总表

进行评估的企业来说不失为一个“捷径”。 (详见专栏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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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7.1 价值转移

为获取针对评估地和背景的详细信息所进行的一手估值研究，很大程度上可为企业自然资产评估提供
最准确的数据。然而，由于资源、专业知识或时间的限制，一手估值研究（primary study）往往不具
备可操作的条件，并且很多评估目标通常也并不非要企业耗费大量资源开展一手估值研究才能实现。

企业可借鉴和使用从其它环境(原始研究地)已经做过的类似研究及取得的相关成果，转移到自己所需
的生态和社会经济背景中（目标评估地）—通常被描述为“价值转移”
（“value transfer”）或“效益
转移”，被认为是一种不完善但通常有效替代企业直接进行一手估值研究的选择方式（Liu et al. 2012
）。虽然价值可以随空间转移、跨越不同地点，也可以随时间转移，但仍必须谨慎处理，因为大多数自
然资本价值是基于特定环境的。要想更可靠地进行价值转移，并理解进行这种转移的时间及转移是否
恰当，必须具备大量的专业知识和应用经验。
价值转移可通过不同方式实现：

i.	单位价值转移：将其它原始研究地的影响或依赖的平均估值或中位数，用于预估企业目标评估地内
相似的影响驱动因子或依赖的价值；

ii.	调整价值转移：计算原始研究地的影响或依赖的平均值或中位数时需要考虑一些背景因素，如平均
收入的微小差异，以预估目标评估地类似的影响驱动因子或依赖的价值;

iii.	价值函数转移：借助多个原始研究地对一个或多个影响或依赖的多重估值来开发一个函数或模
型。该模型可用于预估一个或多个目标评估地中类似影响驱动因子或依赖的价值。价值函数转移
尝试考虑不同地点之间的差异性，如生态系统的规模、所使用的估值方法以及在预估价值时需考
虑的社会经济特征。

价值转移预估受到各种限制和潜在误差源的影响，通常与归纳泛化（generalization）有关，例如当价
值转移到具有不同生态和社会经济特征的目标评估地而不是原始研究地时，就会受到影响。其它误差
来源包括原始研究地点的测量误差等，这些误差可能在目标评估地被复制，也有可能在转移过程中产
生。
要更有效地利用价值转移来预估自然资本的影响和/或依赖的经济价值，需要做到：

i.	全面回顾前期研究成果，对影响和/或依赖自然资本的经济价值进行可靠预估。下面列出了几个数据
库，其中有些数值可用于价值转移；
ii. 在目标评估地对考虑中的影响驱动因子和/或对自然资本依赖的变化进行全面描述，并在适当情况
下，以定性和/或定量术语的方式展示，本书前面步骤05和06的相关操作已对此进行过详细阐述；

iii.	了解经济价值如何随原始研究地的影响驱动因子和依赖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影响程度和依赖程度
与愿意为小规模变化付费之间的关系）；以及

iv.	了解哪些环境因素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决定了经济价值，例如，受自然资本变化影响的个体数量，他
们对自然资本的使用，以及收入、年龄、性别、教育等社会经济特征，替代品或服务的可获取性和价
格；
(改编自 eftec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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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面临不同评估方法生成的证据时，可以根据表7.1中提供的指导选择特定的原始研究地进行价值
转移。如果只有一个数据源可用，则必须确保它与你目标评估地具备足够相关性，在后期报告评估结果
可靠性时，需要阐述二者的相关程度，可从影响驱动因子或依赖，它们的变化、位置和对人口的影响以
及市场结构等角度，考虑原始研究和本次评估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同时，还应仔细考虑转移估价证
据的研究质量。这需要对原始研究中使用的数据和程序进行评估（例如，样本人口代表性，是否使用了
最佳方法等）。最后，你还须考虑价值转移的结果是否与预期一致，或者如有任何重大差异是否能够
圆满诠释。

导读

专栏 7.1 价值转移

•效益表（Benefits Table-BeTa)
ec.europa.eu/environment/enveco/air/pdf/betaec02a.pdf
BeTa是为European Commission DG Environment专门开发的数据库，用于预估空气污染的健
康和环境外部成本。
•赋值（ENVALUE）
www.environment.nsw.gov.au/envalueapp
ENVALUE是位于澳大利亚的主要估值数据库，包含400多项研究，其中三分之一基于澳大利亚本
土，涵盖了9种不同的环境产品。该数据库在2001年后已停止更新。

•外部性数据回顾(Review of Externality Data-RED)
www.isis-it.net/red
RED是一份基于产品生命周期关于能源和其它部门环境成本的研究清单，主要包含价值转移实践
的细节，而不是一手估值研究。

•《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经济学》 (The Economics of Ecosystems and Biodiversity-TEEB)估
值数据库
www.fsd.nl/esp/80763/5/0/50
TEEB是一个可检索的数据库，包含1310项生态系统服务的货币价值估算。
•瑞典环境变化估值研究数据库(Valuation Study Database for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Sweden-ValueBaseSWE)
www.beijer.kva.se/valuebase.htm
包含一项瑞典研究的调查。

词汇总表

详见Danish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2007)和eftec(2010)。所有上述网络链接在2016
年5月已验证有效。

“实施应用”阶段：下一步？

•自然资源保护服务(Natural Resource Conservation Service-NRCS), 美国农业部（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www.nrcs.usda.gov/wps/portal/nrcs/main/national/technical/econ/tools/
NRCS是预估不同娱乐活动单位价值的数据库和清单。

“计量和估算”阶段：怎样做？

“确定范围”阶段：做什么？

•环境估值参考清单 (Environmental Valuation Reference Inventory-EVRI)
www.evri.ca
EVRI是目前英国在该领域研究覆盖面最广、最全面的数据库。

“设立框架”阶段：为什么？

价值转移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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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7.2 自然资本存量估值

如专栏6.1所示，大多数企业的自然资本评估主要针对自然资本的流量，遵循影响和依赖的评估方法。
因此，本书在计量和估算流量方面提供了大量指导。这里我们简要地讨论如何将自然资本作为“存量”
进行估值，而不是以流量的变化产生的成本和效益进行估值。
自然资本存量的定性估值

自然资本产能（capacity）部分取决于存量的规模和状况，但也取决于其它更多的定性属性，比如历史
重要性或法律地位。例如，根据《联合国世界遗产公约》
（UN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澳大
利亚大堡礁（Australia’s Great Barrier Reef）被指定为世界自然遗产，该认证可以被认为是一个特
别引人关注的自然资本存量价值的定性指标。
自然资本存量的定量估值

“存量”是指在特定时间点的资产总量和质量的物理术语，如特定区域内未伐木材的数量，某种类型土
地的公顷数，特定渔场中有商业价值的物种的生物量、
特许经营的矿产探明储量，或在大气中二氧化碳
当量的吨数（UN 2014）
。
此外，可以使用各种指标来计量生物资源存量的状况，例如栖息地破碎化或连
通性。
这些和其它定量的存量指标可以按照共同的尺度加以规范化、
加权并汇总成为展示生态健康水平
的综合指数。
自然资本存量的货币估值

自然资本存量的货币价值可以从预期的未来收益流（flow of benefits）中推断出来。净现值(NPV)是
从特定的资本资产角度出发，评估未来收益流折扣的常用工具之一。基于对收益流价值的预估（该预
估可能包括市场及非市场产品和服务），同样的方法可以用来评估自然资本存量。
对自然资本存量的货币估值所需数据可能包括：

•在不损害产能且可持续的条件下对未来收益流或资源开采的预测结果；

•由于人口趋势或经济增长导致收益的实际边际价值或价格（real marginal values or prices）在一
段时间后变化的预测；
•对诸如资源开采等获取收益的未来成本预估；

•对可能因为管理制度和资源的性质而无法确定、以年为单位的资产寿命的评判结果。
•视情况对适当的市场贴现率或社会贴现率的评判结果。
挑战

受到气候变化或其它环境条件的影响，自然资本的未来状况以及由此产生的收益流存在着很大的不确
定性。同样，对自然资本目前提供现有收益的未来需求也不稳定，这可能因社会经济或技术变化而有
所不同。这种将来的不确定性也是为什么在以货币计算存量价值时通常将贴现应用于未来价值的原因
之一。事实上，贴现率通常是对存量净现值预估最敏感的单一参数（关于自然资本估值贴现的更多论
述见专栏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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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然资本估值中仅涉及企业的专有成本或利益时，可使用企业正常的财务贴现率（financial
discount rate）来表达未来的成本或收益的现值，即项目评价标准中的“最低资本回报率”，或企业
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ACC)。

然而，企业对自然资本的决策导致的后果完全由企业自己承担这种情况是非常少见的。因此，在做价值
估值的时候通常要考虑第三方的成本和收益（在本书指“对社会影响”要素）。

导读

专栏 7.3 自然资本估值贴现

典型的社会贴现率在2-5%之间波动，但在某些情况下，出现更高、更低甚至是负贴现率都是合理的。
解决关于适当贴现率争论的一种常见方法是使用多种不同贴现率来测试结果和结论的敏感性。

在《生态系统服务与生物多样性经济学》体系中《生态和经济基础》报告（“Ecological and
Economic Foundations”）
（TEEB 2010)第六章中详细讨论了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贴现问
题。

操作7.2.4：开始估值或委托外部专家

基于企业既定的评估目标，结合所收集整理的信息和选择的估值方法，企业现在应该有能力直接自行开
展估值，或者委托外部专家来进行此工作。
注：应用自然资本估值技术通常需要能力建设和实践经验，本书并没有详细说明这些技术的应用和执
行。关于对评估技术的指导参见附录B。

“计量和估算”阶段：怎样做？

7.3 产出

“确定范围”阶段：做什么？

虽然社会贴现率各不相同，但几乎总是比正常的财务贴现率低，主要是因为它们需要反映后代和当代
人的福祉。在自然资本的背景下，这一点尤为重要。与大多数其它形式的资本不同，如果管理得当，自
然资本可以无限期地提供持续收益。

“设立框架”阶段：为什么？

当考虑到这些未来的社会成本或利益时，采用贴现率反映所有受影响的利益相关方当前的消费偏好与
未来消费偏好之间的比较与平衡——这被称为社会贴现率(SDR)。

完成步骤07的产出包括：

•对成本和收益的定性、定量或货币化的完整估值。

词汇总表

“实施应用”阶段：下一步？

•将所有关键假设、数据来源、估值方法和结果记录存档。

91

自然资本议定书
07 估算影响和/或依赖

假设范例

NSCI

NSCI公司通过完成步骤07确定了评估影响和依赖适当的货币估值方法 (表7.2)。
表 7.2
NSCI公司完成步骤07得到的产出是确定并选择了估值方法
实质性议题

供应链的）影响：用水

影响和依赖的后果

人们不得不使用污水所导
致的健康成本

所选估值方法

评估团队借鉴了了由世界卫生组织（WHO）发布的一项研究，该研究认
为，霍乱等腹泻一类水传播疾病的流行程度变化与清洁水供应有关。

WHO研究作出关于“残疾调整生命年”
（DALY）的估算是货币化估值，
主要根据（例如OECD发布的）对统计生命价值的预估。
预估未来成本是建立在持续的需求，以及不断下降的资源可获得性
（availability）基础上的。

供应链的依赖：授粉

产量降低或付费使用人工
传粉服务

制造业务的影响：空气
排放

人们与呼吸有关的健康代价 WHO发布的污染量-反应函数被用于预估肺癌、支气管炎和心血管等疾
病对健康影响的潜在发生几率，其估值方法与用水量的估值方法相同。

制造业务的依赖：洪水
防控

增加的洪水风险给企业造
成的相关成本

制造业务的影响：空气
排放

移动授粉服务在美国被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但未出现在肯尼亚。

评估团队预估了建立微型企业以提供移动授粉的成本，用来应对由于传
粉昆虫种群数量减少导致自然授粉服务缺失的情况。

为应对监管，避免对人们健 评估团队考虑了通过减排技术改造和升级制造设施降低成本，以便更好
康造成影响，企业采取将环 地预估位达到预期监管水平所需减少污染的投入。
境外部性内部化的内控或
减缓措施导致比以前更高
的成本

为应对不断增强的洪水风险，并将风险保持在可接受的水平，企业需要建
立生态和工程类基础设施的投资
可用来预估未来10年的企业成本。

通过表7.3，NSCI评估团队展示了位于肯尼亚的供应链和制造业务的评估结果，并强调现在和将来
给企业自身和社会带来的成本。为便于向企业高层展示，所有价值均以2016年肯尼亚当地购买力（
美元）计价。

未来NSCI公司对自然资本的影响和依赖用10年期的净现值（NPV）来表示。企业专有成本将以财务
贴现率折扣（10%，企业内部的资本成本），而影响则按照社会贴现率（3%）进行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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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DALYs

供应链依赖：授粉

N/A

$800,000

不在评估范围

制造业务影响：空气排放

制造业务依赖：洪水防控

总计

N/A

$0

1,400,000

2,100,000

4,300,000

$130,000

$100,000

不在评估范围

10年期的概率加权净现
值

导读

不在评估范围

当前成本

132 DALYs （不贴现）
$1,500,000

不在评估范围

$900,000

“设立框架”阶段：为什么？

不在评估范围

10年期的概率加权净现
值

不在评估范围
2,400,000

“确定范围”阶段：做什么？

供应链影响：用水量

当前成本

社会成本 (美元/年)

“计量和估算”阶段：怎样做？

企业成本 (美元/年)

“实施应用”阶段：下一步？

实质性议题

词汇总表

表 7.3
NSCI公司完成步骤07得到的产出：定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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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应用”阶段

“实施应用”阶段
下一步？

“实施应用”
是评估标准化流程的最后一个阶段。
帮
助企业解读评估结果，
并采取有效行动付诸应用，
同
时鼓励企业考虑如何从本次和未来的评估中获得最
大收益。
本阶段包括两个相互关联的步骤：
步骤

08

解读和测试评估
结果

本步骤要解决的问题

如何解读、验证和核实评估流程
和结果？

要完成本步骤，须执行以下操作
8.2.1

测试关键假设

8.2.3

整合评估结果

8.2.2

识别影响对象

8.2.4	验证与核实评估流程和结果

09

采取行动

企业如何应用评估结果并将自然
资本融入现有管理体系中?

8.2.5	审查评估的优劣势

9.2.1	应用结果并采取措施
9.2.2	开展内外部沟通

9.2.3	将自然资本评估作为企业经营的一部分

补充说明
企业自然资本评估是为一个特定目标而进行的，具体目标在步骤02中已经阐明。为了使评估结果同这个
目标相对应，企业必须确保评估流程和结果的可信度。
识别关键的不确定性、假设和注意事项将有助于解释评估的优劣势，以及解读结果。这也将帮助企业
确定和沟通该评估是否达到既定目标，并可作为决策和行动的基础。

本书对正式的验证或外部审计不作要求，但如果企业打算通过外部报告等形式将自然资本评估结果传
达给特定的受众，则可能需要正式的验证或外部审计。

本阶段应该如何规划？

•考虑召开企业内部会议或外部研讨会，并与步骤02识别的利益相关方共同讨论评估结果，探讨应用
评估结果的潜在影响。
•在必要和适当的情况下，促进公关部门的同事参与进来，就如何在企业内外部分享和传播评估结果
达成一致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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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解读和测试评估结果

8.1 介绍

导读

完成本步骤，将解答以下问题：
怎样解读、验证与核实评估流程和结果？

步骤08将帮助企业解读和测试本书完成前文步骤01-07得出的结论，包括对这些结论的验证与核实。
•评估结果意味着什么? 步骤08将提供解读评估结果的实际指导。

•评估流程和结果是否可靠? 步骤08涵盖的内容将包括如何验证评估流程本身，如何测试企业做出的假
设是否正确，以及用以确定结果可靠程度的相关指导。
•存档记录是否能用于诠释和证明评估流程的全面性和准确性？这包括应该考虑是否有必要对企业自
然资本评估进行外部核实。
•已完成的评估是否有价值？在决定应用结果之前，应对其可信度和价值进行考量和审查。

8.2 操
 作

“确定范围”阶段：做什么？

为完成本步骤，即为可靠地诠释和使用评估结果，需要完成以下操作：
8.2.1	测试关键假设

8.2.2	识别影响对象
8.2.3

整合评估结果

8.2.5

审查评估的优劣势

“实施应用”阶段：下一步？

“计量和估算”阶段：怎样做？

验证与核实评估流程和结果

词汇总表

8.2.4

“设立框架”阶段：为什么？

要解决上述问题，首先回答：

95

自然资本议定书
08 解读和测试评估结果

操作8.2.1：测试关键假设

在自然资本评估中总会采取一些估算法或近似法。因此，企业应该尽量呈现相关数据的范围，避免使用
精确数字，同时详细记录相关决定。

要了解评估结果的可靠性，需要进行敏感性分析（sensitivity analysis）。这包括测试评估所作的假设
或关键变量产生变化后将会如何影响评估结果（见表8.1）。敏感性分析可能涉及到模拟建模以识别关键
临界点，其中假设值的微小改变可能会导致评估结果的巨大变化。或者，它可能仅仅涉及有关特定的影响
或依赖的一系列潜在价值。如果在评估中使用了价值转移，那么必须进行敏感性分析，以确定所使用的
二手数值是否与企业的实际情况及需求相关。
表 8.1
在敏感性分析中测试假设的示例
待测试的假设：

如果出现以下情况，评估结果将如何变化？

自然资本的变化程度

水资源的可获取性减半?

受影响人数

关键价格的变化
贴现率的变化
时间范围

1.5万人受到影响而不是1500人?

能源或水的价格变化（例如，如果每吨二氧化碳当量的价格从5美元涨到75美元）？
使用2%、5%或10%的贴现率?

评估时间期限为10年、30年甚至60年?

专栏 8.1估值过度和估值不足的风险

估算自然资本的成本或效益可能会出现估值过度和估值不足的情况。在估值过程中，通过邀请相关专
家，使用公认方法，并遵循多年来几经测试和验证的良好实践原则，可以大大降低发生重大估值错误
的可能性。
在不确定性方面通常理应选择最合理的假设，而不是在默认情况下自动地选择最优或最差的假设*。
当不同类别影响和依赖之间进行估值比较时，这一点尤其重要。这种情况下，在不确定的领域使用保
守的假设可能会不恰当地影响结果，从而导致糟糕的决策。因此，最好在进行敏感性分析的同时，使
用“最有可能”的预估值来测试具有较大不确定范围的主要变量的潜在影响。

然而，在某些情况下，有必要对自然资本估值采取更加谨慎的方法。例如，如果通过步骤05生态调查或
步骤06采用生态建模发现已接近了重要生态阈值，，或者评估结论所支持的企业决策可能会导致不可
逆转的变化，例如，物种灭绝。而且，当运用自然资本估值结果用来支持在不同形式的资本中做权衡
时，谨慎的估值方法尤为重要，这是因为自然资本的某些属性不能被其它形式的资本所取代。
*这与财务会计准则有所不同，财务会计准则认为公司账户内的任何假设都应该是“保守的”
（即假设
应建立在公司预期成本增加，预期收益减少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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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将最常用的敏感性分析模型作为切入点，即“一次一个”或“一次一个因素”地排查。顾名思义，这包
括每次改变一个假设或变量因素，以观察其改变所产生的效果。该分析的产出包括：
•提供一系列的预估，而不是单独的数字，这能反映不同的可靠性和可信度。

导读

分析敏感性可采取不同方法，其中许多需要统计学知识。所有方法都是为了帮助企业理解结果的可信
度，而不是夸大准确性。

分布分析法不仅是评估本身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会影响如何解读和使用结果。

注意：受影响的利益相关方类型可能影响不同的价值属性及规模。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特定地点的娱乐
或美学的价值将取决于受访者是否是当地居民。

操作8.2.3：整合评估结果

为解读结果，企业首先需要以适当方式将这些结论和数值组合在一起。这可能会涉及运用某种形式的分
析方法或框架，如成本效益分析、多准则分析、环境损益表(EP&L)或总贡献(参见A4S 2015 and
WBCSD 2013)。如果评估的应用被设定为支持企业理解和评价业务的“总影响”或“净值”，或者使用
净现值(NPV)分析“比较备选方案”，那么你可能需要将计量的不同价值进行整合。

然而，整合数据时需明确价值是否可以相加。例如，将价值链不同边界(直接或间接运营，上游和下游)标
识出的所有价值相加组合，可能会导致企业由于重复计算而产生额外信贷和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分
别报告直接和间接的价值。

词汇总表

“实施应用”阶段：下一步？

如果使用的是定量估值法而不是货币估值法，可以将不同指标(例如Kg和M3)转换为分值，以用于比较方
法的改进。
正如多标准分析中常用的那样，通过总体重要性对分数进行加权，可以进一步增强这种比较。

“确定范围”阶段：做什么？

分布分析法（distributional analysis）用于了解受企业决策影响的人群及他们的得失情况。利用分布分
析法可以帮助确定企业对自然资本的影响和/或依赖将给利益相关方带来哪些损益，以及企业根据评估
结果采取措施将对他们带来何种影响。

“计量和估算”阶段：怎样做？

操作8.2.2：识别影响对象

“设立框架”阶段：为什么？

•预估值可能有助于识别“切换值”。指的是为转换结果所需的特定参数或因子，例如改变多个选项的
排名，将结论从消极改为积极，或超越某个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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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8.2货币估值的比较和权衡

用货币来衡量自然资本的影响和依赖可对决策制定有很大帮助，并且有助于比较不同类型的影响和依
赖。然而，在解读或比较货币价值时仍需谨慎，这是因为:
a) 不
 同的货币预估值可能反映不同的价值取向（如商业价值观或社会价值观），以及
b) 一些货币预估值只是对整体价值的部分预计

“对自身影响”要素和“企业依赖性”要素

当评估对企业自身的影响或企业依赖性时，估值的目的是预估实际或潜在的企业财务成本或收益。一
般规则是，基于观察到的市场价格、税额或收费的价值更容易且有利于比较，而基于其它技术的预估
则应仔细考虑这些方法之间是否具有可比性。

“对社会影响”要素

当评估企业对社会的影响时，估值的目的是预估企业导致整个社会或社会中特定群体的成本或收益。
这些成本或收益是根据人类福祉的变化而估计出来的。使用符合福利经济学理论的方法得出的结果
很可能具有更好的可比性，然而这并不总能得到保证。金融或市场价值(通常被称为“交换价值”)以及
福利或幸福价值之间经常存在差别。然而，这种差别有时也无法提高评估价值的可比性。交换价值作
为福利价值的替代指标，根据交换时不同的市场特征往往存在着优劣之分。此外，使用不同应用福利
经济学方法得出的数值也会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往往并不比交换价值和福利价值之间存在的差异小。
如果企业不确定评估结果的可比性，应该寻求外部专家建议。
例如，在一项有关企业“对社会影响”的评估中，将碳的社会成本应用于对温室气体排放的估值，将内
部减排成本用于对企业用水量的估值，然后利用估值结果优先考虑公司在温室气体排放和用水量之间
的减排操作都是不恰当的。这是因为公司内部的减水成本很可能无法用于衡量社会用水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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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本评估的四个原则为验证与核实评估结果提供了指导，强调了核实的相关性、严格性、一致性和可
复制性。不同类型的验证所需的工作有所不同（如系统性、随机性、过程审计和外部检验）。因此，企业
需要确定评估需要哪些级别的验证和/或核实，以及所需要达到的可信度。
验证和核实可以包括评估流程或结果，也可以同时包括两者。严格的验证与核实的好处是显著的：

导读

操作8.2.4：验证与核实评估流程和结果

如步骤01所述，可针对不同的企业应用进行自然资本评估。应用不论论是针对公司内部决策，还是用于
外部沟通，每个应用都有相应验证和核实要求，例如，企业内部财务报告应满足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本
国公认会计原则（GAAP）。因此，验证和核实的程度和范围部分取决于企业对评估的预期用途和沟通
策略。有两种主要选择:

•内部审核是在公司内部“自我检查”，包括未直接参与评估同事的审查，例如内部审计部门。这这样做
有利于评估更好地适用于支持企业内部决策。内部审核通常灵活且容易进行，但不会带来与外部审核
同样程度的可信度。
•外部审核通常涉及公司外部的群体。企业可能想要或需要将结果传达给外部利益相关方，以发布公开
报告支持改善客户关系，或向监管机构证明其合规性。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第三方独立专家验证可提
高评估流程和结果的可信度。外部审核通常比内部审核更昂贵且耗时。
如果需要进行外部审核，企业需要:

•确定合适的外部团队进行评审。

•就审核的范围和期限达成一致。

•为审核提供评估过程中所有关于实施和结论的记录档案。

“实施应用”阶段：下一步？

“计量和估算”阶段：怎样做？

•通知有关利益相关方（如数据提供方）接受外部审核所需的采访

“确定范围”阶段：做什么？

•核实可以让不同的利益相关方相信评估所使用的数据和方法适合于目标，并且结果足够可靠，可以作
为企业决策和/或外部沟通的基础。

“设立框架”阶段：为什么？

•评估团队做出的评估可能需要企业内部同事对结果的准确性和完整性进行验证，审查评估能否有效
支持决策制定。

词汇表

词汇总表

验证
检查评估质量的内外部过程，包括技术可
信度、关键假设的合理性和结果的说服
力。这个过程可能是正式的，通常由企业
内部开展自我评估完成。

核实
核准评估可信度的独立过程，包括专家审
核，检查评估的存档记录是否完整和准
确，并签发关于评估流程和结果真实性的
证明。
“核实”同“审计”或“审验”等术
语在全文互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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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进行内部还是外部的验证或核实，可以参考下面列表中的考虑因素，该列表并非详尽无遗，仅做
示例：
•评估范围设定是否恰当?
•评估范围是否始终如一?

•考虑到时间和资源限制，获得的数据是否相关且完整?

•数据和数据源是否可靠，包括使用替代指标、平均值和/或直接计量的数据?

•来源不同的数据是否被适当地整合，并在适用的情况下保持其应用的连贯性?
•关于数据不确定性的信息是否为定性的？如果是，有定量的吗?
•基线、空间和时间范围是否选择适当并应用一致?
•假设是否合理且一致?

•在科学意义上和预估方面，考虑了哪些不确定性?
•评估结果是否达到并满足评估目标?

•是否进行了敏感性分析，并涵盖多少不同的变量或假设?

•评估流程包括确定范围、计量和估值的存档记录是否适当和透明?
•数据收集和计算的存档记录是否恰当和透明?

•评估结果和企业应用的存档记录是否恰当和透明?

完整的审查报告应包括简要说明评估流程和结果的可靠程度，以及所使用假设存在的缺陷和其它不确
定因素。可靠性陈述可以是定性的（例如，使用从“非常低”到“非常高”的量表）
审查还应建议可采取哪些操作来提高评估结果的可靠程度。然后企业需要决定是否采取这些建议措
施，这涉及需要回顾评估报告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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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评估未达到预期，可试着确定如何做以及有哪些不同做法以改进结果。若企业计划在未来进行更多关
于针对不同应用的自然资本评估，这一点将尤为重要。

企业可能意识到评估结果的可信度有限。这可能是由于一些重要的注意事项和假设所导致的。这时要考
虑纳入哪些额外信息会减少评估中的不确定性并可能提高其可信度。这可能意味着你需要重新回顾评估
流程中的前期步骤，改进相关操作，以便评估结果更好地服务支持决策。或者企业可能发现，尽管自己
觉得评估结果已十分可信，但是其他利益相关方可能仍要求提供更多信息才能取信于流程和结果的可信
度。因此，企业应该确保报告任何相关的注意事项、潜在缺陷和假设。
一般来说，如果对评估的审查发现，评估结果中存在缺乏数据等不确定性，但企业又因资源限制等原因
无法改进，则建议采取谨慎的措施。若基于评估结果而作出的决策将导致超过重要的生态限制和阈值
时，这一点尤为重要。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可能需要推迟基于此次自然资本评估结果制定的相关决策。
在审查评估时，你可能还收集到一些不属于最初评估目标的额外信息，但仍可提供有价值的见解。

“设立框架”阶段：为什么？

完成自然资本评估后，企业和其它利益相关方希望了解本次评估的优劣势。这为将来的开展更多不同应
用的评估提供信息和经验，并有助于确定改进经营管理等方面。上述结构化验证或审核的相关操作现
在可以作为基础，旨在为审查即“针对评估的评估”提供所需信息。

导读

操作8.2.5：审查评估的优劣势

为更有效地审查企业的自然资本评估，可尝试回答以下问题：
•完成评估需花费多少时间、资金和其它资源？

•不同利益相关方认为主要的差距、局限性和优劣势是什么?
•评估将对企业与外部利益相关方关系产生什么影响?

•你是否收集到任何有价值但不属于最初评估目标的额外信息?
•总的来说，评估是否具有价值而且及时?

词汇总表

“实施应用”阶段：下一步？

注意：对自然资本评估的审查既可以是一个相对简单操作，例如，根据主观印象罗列出关于评估的优劣
势，或者考虑收集企业内部数据，甚至建立一个管理系统以便更详细地对评估进行跟踪和审查。

“计量和估算”阶段：怎样做？

“确定范围”阶段：做什么？

•评估结果是否有助于按照企业目标支持决策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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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产出

步骤08的主要产出是针对评估结果解读进行合理、客观解释的存档记录。包括：
•关键信息、注意事项、潜在缺陷、假设和不确定性，包括敏感性分析的结论。

•在适当条件下，对评估流程和结果的验证及内/外部审核的结论，包括关键假设和结果不确定性的客
观审查。
•审查过程的注意事项包括如何测试关键假设、必要的可靠程度是及原因。

假设范例

NSCI

表8.2
NSCI公司完成步骤08的产出
测试关键假设和影响范
围

为更好地理解测试结果，评估团队进行了敏感性分析，测试假设并考虑在何种条件下作出不同假设会导
致结果发生改变。

整合评估结果

虽然目前NSCI公司业务尚未受到自然资本价值下降的影响，但评估团队小组分析显示，未来10年自然
环境变化给企业造成的潜在成本可能高达430万美元。在此期间，预计NSCI的制造业务和供应链对社
会的影响也将增加，用水量和空气污染的净现值(NPV)为240万美元。

验证和核实评估过程和
结果
审查本次评估的优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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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针对洪水风险，评估团队通过计算得出不同气候变化场景，确定如果全球变暖持续上升低于1.3
摄氏度，洪水增加的风险几率最小。然而，鉴于有足够证据表明温度上升幅度超过2摄氏度，研究小组
得出结论，，将洪水视为实质性风险，建议公司采取措施做出反应。

评估团队将本次评估的结果与其它类似研究结果做了比对，用以验证可信度。例如，针对公司大气排放
导致的社会影响，他们找到了一项在美国的全面学术研究，采用残疾调整生命年（DALY）与城市内制
造设施周边每单位排放所产生的影响估值进行比较。
将本次自然资本评估程和结果的总结报告提交给NSCI管理层，用于进行关于可信度的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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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采取行动

9.1 介绍

导读

完成步骤09，将解决以下问题：
企业将如何应用评估结果，并将自然资本融入现有管理体系中？

实施步骤09帮助你考虑如何根据评估结果采取行动，如何进行企业内外部沟通以引导决策并促进利益
相关方参与，以及如何持续地将（更多应用的）自然资本评估纳入到企业现有政策制定和管理过程中。

•	如何有效地传达本次评估结果? 本步骤提供了一些关于沟通结果的注意事项，包括必要的沟通过程，
以及信息保密等。
•	如何将自然资本评估融入企业? 评估流程如何关联并支撑企业现有或新决策制定，以及需要哪些资
源或决策将评估融入到企业现有管理系统?
当实施步骤09时，需要考虑：

•你公司现有的企业策略。要点是将自然资本融入到现有工作中，而不是创造另一种经营管理方式。这
意味评估结果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可持续发展部门，还应该在战略和运营决策部门得到采用。总之，自
然资本评估应该“自动”成为企业经营、管理方式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没有意义地单独存在。
•为自然资本评估建立一套清晰、连贯且相互关联的标准指标，用以保障评估的成功几率。这有助于你
将来开展更多针对不同企业应用和企业案例的新评估。

•借鉴企业内部的其它相关评估并建立关联性。有时，其它部门的项目与活动由于使用的语言不同而没
有与自然资本建立密切联系，这造成内部不同部门间协同增效机会的丧失。举例来说，环境风险管理
可以被认为是保护自然资本的一种形式，但是你的同事可能由于认识不到而无法建立这种联系。

9.2 操作

为完成本步骤，即：将自然资本评估纳入到企业现有管理体系中，需完成以下操作:
9.2.1

应用结果并采取行动

9.2.3

将自然资本评估作为企业经营的一部分

“实施应用”阶段：下一步？

开展内外部沟通

词汇总表

9.2.2

“确定范围”阶段：做什么？

•	是否值得开展进一步的自然资本评估？ 你需要回顾本次评估中的某些结论，检查是否需要重新审
视，或深度发掘。思考你公司是否需要在本次评估基础上，尝试进行针对其它不同用途的新评估并获
益？

“计量和估算”阶段：怎样做？

•	本次评估结束后，如何使用评估结果？在既定评估目标和范围条件下，如何有效使用评估结果支持企
业特定决策。

“设立框架”阶段：为什么？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需要考虑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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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9.2.1：应用结果并采取行动

请注意，很少有企业仅仅依靠客观信息就作出决策，而意气用事和人际关系往往会在决策过程中发挥作
用。因此，重要的是在步骤02中确保决策者获得足够的背景信息，了解评估流程并对评估结果的可靠性
和可信度有足够信心。
当然，也应该在步骤02中考虑评估能否以及如何满足目标，为企业决策制定提供支持。应用评估结果可
能会导致业务活动发生变化，或者企业策略、规划及其它缓解措施进行调整，或者可能仅仅为已经进行
的活动提供合理解释，这意味着没有必要改变。在应用自然资本评估结果的过程中，你需要衡量、评估
应用结果对企业目标的贡献，例如，相对替代方案节省（或损失）的资金量。
根据所选的企业应用类型（见表1.2），使用评估结果可以支持以下企业决策或措施，例如：
•探索不同类型的土地用途或市场
•减少或增加某种业务活动

•选择使用特定的采购方案

•选择特定场地用于生产经营

•进行特定投资，例如生态景观修复

•根据利益相关方关系调整业务活动
•开发新产品或调整现有产品

•在发布的报告中纳入自然资本相关内容
•持续监测企业在自然资本方面的表现

其它可应用评估结果的企业行动，还包括：
a. 开展新评估

应用《自然资本议定书》可能使企业产生了通过自然资本评估支持改进更多企业决策的想法。这些企业
决策可以是基于对（在步骤04中已识别）最具实质性议题的明确认知，也可能与上次评估发现新的和超
出预期的自然资本影响和依赖相关。
考虑是否有其它企业战略重点领域，可以作为进一步开展自然资本评估的切入点，并在内部获得广泛
支持。

表9.1提供了进一步评估的一些想法，包括探索新的商业机会、
扩展评估范围或在新评估中纳入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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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1
未来开展新评估的示例
如果企业在前期评估中已纳入

新评估将考虑什么？

直接运营

供应链上下游

一个产品

众所周知的影响，例如温室气体排放
对自然资本的影响
对企业自身的价值
定性或定量估值

导读

比较几个不同场地

一系列不同的产品，甚至是公司级别的评估
其它自然资本的影响

“设立框架”阶段：为什么？

一个用于企业经营或生产的场地

例如，自然资本相关新产品或市场的商业机会

对自然资本的依赖

企业对社会的价值
货币化估值

b. 将外部性内部化

词汇总表

“实施应用”阶段：下一步？

“计量和估算”阶段：怎样做？

在根据评估结果采取行动时，企业可能考虑是否将已经确定的外部性内部化，现在或是将来。例如，在
未来决策中引入一个内部碳排放或用水的“影子”价格，或者调整财会记账以考虑这些外部性对财务底
线潜在的影响。

“确定范围”阶段：做什么？

自然资本风险（如淡水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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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9.2.2：开展内外部沟通

完成评估后向企业决策者提供必要信息以支持决策制定。包括解释评估流程和结果，以及适用的假设、
不确定性和限制条件等。
a. 向决策者提供支持决策制定所需的信息

在“确定范围”阶段已经明确了评估目标，以及评估要支持决策制定所涉及的不同人员。为了使评估结果
最有效地支持企业决策，需要以适当形式向所有利益相关方提供必要信息。在可能情况下，应通过企业
现有管理体系共享相关信息。例如可以将支持决策相关评估内容添加到董事会文件，或纳入企业风险管
理体系，或融入业务运营活动。
b. 内外部利益相关方沟通

通过清晰和透明的方式分享自然资本评估支持决策制定的信息有助于增强伙伴关系，建立进一步或新
评估的基础，有利于将自然资本融入企业经营模式。
根据不同需求，你可以考虑以下问题:
•与谁沟通，如何沟通?

•谁能帮助推进沟通？负责核心业务以及评估支持决策相关人员参与推动沟通进程往往效果最好。
与所要支持决策业务领域保持明确联系和沟通，一般能提供最大效益。

•是否要发布企业内部或外部报告或在行业活动上展示评估结果？是否要在企业网站上加入新闻报道？
是否要参考其它类似的研究？
•信息与谁分享，分享多少？尽管某些评估结论可能较为敏感，但外部沟通仍然可能是合理且有益的。例
如，与其报告货币价值等直观数据，不妨使用指数或百分比等形式降低信息的敏感性，有利于发布和
传播评估结果。例如，相比于 “方案一与方案二的成本分别为1亿和1.5亿美元”的报告措辞显然不
如“方案二比方案一成本高50%”。
•自然资本评估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支持决策或战略制定，以及作为评估负责人的你对结果和后续基于
结果采取的措施抱有多大信心？透明度很重要，而且往往值得在前期就及时分享任何关于假设、不确
定性或限制等相关信息。

传播领域的专业人士能够提供关于企业内部沟通的指导，包括让同事参与并对相关议题增加认知，解释
评估结果将会如何影响他们等。专家也可以提供外部沟通的指导，包括建议哪些信息可以披露，以及如
何披露。
外部利益相关方不仅可能质疑评估的流程和结果，也可能质疑公司进行评估的初衷。因此，企业需要思
考的问题包括:
•是否已经了解主要的外部利益相关方并建立了联系?

•是否已准备展开讨论，并面对与那些可能质问企业的人或群体？

•环境保护机构或外部利益相关方中是否有能够提供建设性意见的 “重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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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本评估可以引发企业对如何将自身业务与生态环境相关联的思考。考虑评估是否或如何对企业现
有商业模型或管理体系提出挑战。例如显示一些以前被忽视、或不宜察觉、但依赖性严重的生态系统服
务与非生物服务，或者揭示以前未被识别与企业对社会间接影响相关联的风险或机会。这些风险或机会
产生的诱因往往源于自然资本的变化。

导读

操作9.2.3：将自然资本评估作为企业经营的一部分

•公司目前使用哪种环境管理系统，自然资本评估如何与之关联、补充及整合?

•是否已经确定开展进一步自然资本评估的切入点和需求，或已获得广泛内部支持的战略环境重点，例
如水、温室气体排放或土壤污染物等。
要使自然资本成为企业的组成部分，重要的是不仅要关注实施“计量和估值阶段”(步骤05-07)，还要应
用本书中的所有步骤。考虑以下方面或许会有帮助：

•开发一个监测和追踪工具，最好内置到如财务报告的企业现有管理系统中，用来更好地推动在企业决
策过程中纳入自然资本评估。因此，为更有效地使用评估结果，在对企业当前管理系统回顾的基础
上，思考自然资本评估如何与它们连接、补充和整合。
•只有在关键的内部利益相关方意识到其商业价值并积极参与到相关过程中时，自然资本才能真正融
入到企业中，成为企业经营的组成部分。评估自然资本需要纳入到企业董事会议程，高级管理人员则
须参与制定评估并支持实施。
•一些负责公司环境问题（例如，废水或温室气体排放）的同事在接受自然资本评估培训后可能会成为
企业未来的“自然资本领袖”
（champion）。

“确定范围”阶段：做什么？

一般来说，将自然资本系统性地引入企业决策制定过程，将可能引发越来越多的业务领域涉及其中。你可
以通过表1.2考虑对自然资本的特定应用（详见表1.2），以及将之融入企业现有或待开发的管理体系中。
例如：

“设立框架”阶段：为什么？

虽然在极端情况下，自然资本评估可能从根本上挑战或支持商业模式，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它很可能仅仅
是影响你决策过程的因素之一，并且你可能无法精确地判断它所起的作用。

词汇总表

“实施应用”阶段：下一步？

“计量和估算”阶段：怎样做？

表9.2列出了一些现有常见利于纳入自然资本评估数据和结果的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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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2
企业管理体系纳入自然资本评估产生更大新价值的示例
现有或新的企业管理体系
成本效益分析

自然资源损害评估
设定战略目标并监测进展

描述

成本效益分析是用来比较项目或政策的成本和效益的分
析。可用于从企业或社会角度剖析净企业收益，包括：成
本比、净现值(NPV)或内部收益率(IRR)。

纳入自然资本后产生的新价值

−−确定哪些成本节约和收入机会与自然资本
有关。
−−根据社会价值，预估影响驱动因子的“影
子价格”，支持企业的决策制定。

自然资源损害评估涉及计算环境损害、修复要求、与环境 −−包括企业导致社会影响的估值，清理和修
复的成本，以及对社会和企业自身产生的
责任和污染事故相关的成本，以及补偿的各种技术方
效益。
法。

越来越多企业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纳入战略规划。自然资 −−基于实质性分析，将影响企业的因素和议
本评估可以帮助指导目标设定过程，包括建立基线、范围
题按优先顺序排列。
假设和可行性评估等。此外，还可以突出显示实施目标的
−−增进对确定范围、影响和基线所需的理解
进展情况。
力。
−−帮助企业建立可行、长远且有意义的战略
目标。

环境管理系统
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估(ESIA)

−−基于可靠数据，计量和估算对企业和社会
的积极或消极影响。

环境管理系统是管理企业重大环境影响的结构化框架。 −−可提供用来保证自然资本使用正当性和一
致性的连贯信息及分析框架。
包括对可能影响环境的活动、产品过程和服务的评价，
以及环境缓解或改善规划。

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估(ESIA)是评价与发展、规划和政策 −−为决策提供估值要素，为运营、财务和战
略等提供更详实信息。
相关广泛潜在的环境和社会影响的系统方法。包括评估
项目对当地或区域经济的影响，包括倍增效应、直接或间
−−降低无法预计的社会影响所可能导致的延
接创造就业机会，以及对分配制度的影响等。
误风险。
−−帮助确定合算的解决方案以降低、减轻和
抵消不利影响。

风险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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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公司产品或业务对生态系统的风险，包括通过各种
直接或间接媒介对人们所造成的影响。

−−帮助获得运营许可证。

−−为决策制定增加所需估值因素，为运营、
财务和战略规划提供更详实的信息。

−−纳入更广泛的价值和计量，评估企业的背
景风险。

公司报告

财务会计

管理会计

(可持续)产品组合

−−确保合规于公司内部制定的自然资本评估
标准。
−−提高对风险及其影响的量化能力。

生命周期评估(也称为生命周期分析)是一种结构化的管
理工具，用于量化与产品整个生命周期相关的排放、资
源消耗以及环境和健康影响。

−−提供结构化的方法估算并生命周期评估
所包含的环境影响因子并优先排序。

公司报告供股东和其他外部利益相关方使用，用来了解
企业在环境、社会和财务方面的信息。

−−提供关于企业环境影响优先排序的结构
化方法并纳入公司报告。

财务会计是用于企业外部或内部的财务分析。它关注的
是对公司利润有直接财务影响的成本和收益，包括对公
司或业务单元的“盈亏账户”和“资产负债表”的投入。
管理会计是公司内部的财务分析，关注与产品线、活动
或投资相关且产生直接财务影响的成本和收益。例如：
定价策略、预算、资本投资决策、贴现现金流、净现值、
内部回报率、投资回报和回收期等。
产品组合是根据各种标准，定期评估公司产品和服务的
过程。

导读

生命周期评估（LCA）

内部审计为企业风险管理、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提供独
立保障。内部审计的范围可能不仅仅局限于财务风险，还
可以涉及增长、声誉、环境和劳工关系等问题（改编自
Chartered Institute of Internal Auditors 2015）。

纳入自然资本后产生的新价值

−−使用货币价值比较并整合生命周期评估中
的不同影响因子。

−−通过向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方提供更严
谨、可靠的信息增加企业美誉度,减少市场
风险。

−−阐明哪些成本、收入、资产、负债与自然资
本有关。

−−为环境成本和效益建立一套基于社会价值
的影子价格或账户。
−−识别哪些财务成本和收入与重大的自然资
本影响和依赖有关。
−−基于社会价值，引入一套环境成本和收益
的影子价格或账户。

−−自然资本评估结果可以为公司的产品组合
提供更全面的图景，并为组合的增量转移
提供合理解释，从而提高可持续发展的绩
效。

词汇总表

“实施应用”阶段：下一步？

“计量和估算”阶段：怎样做？

改编自WBCSD et al. 2011

“设立框架”阶段：为什么？

内部审计

描述

“确定范围”阶段：做什么？

现有或新的企业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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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产出

完成步骤09的产出包括：

•基于评估结果，将要采取的一系列措施
•一个关于评估结果的传播计划

•一个将自然资本评估融入企业经营的方案

假设范例

NSCI

在对评估结果进行审查后，NSCI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评估团队共同编制一份清单，罗列出基于评估
结果即将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与行动。该清单如表9.3所示。
表 9.3
NSCI公司完成步骤09后获得的产出
实质性议题

供应链的影响：
用水

供应链的依赖：
授粉

制造业务的影响：空气排放

制造业务的依赖：洪水防控

根据评估结果，采取如下行动

减少对水的影响：供应链的用水量产生的自然资本影响日益显著，这令人担忧。高级管理人员回应
并建议，成立工作组调研技术升级改进，减少用水需求。例如，与农户培训相结合的滴灌技术。

除上述供应链用水，还考虑到企业直接运营用水对社会影响的规模，评估团队决定重新审视这些
影响可能导致企业未来的潜在成本，包括政府的监管措施和企业可能失去经营许可。
与其他利益相关方合作解决蜜蜂种群数量下降的问题：自然传粉昆虫减少也是其它企业和利益相
关方共同关注的挑战。因此NSCI决定举办研讨会，与利益相关方讨论如何减缓该趋势，共同分担
采取适应性措施的成本。

参与政策讨论，为空气污染法规制定提供建议：NSCI因其制造业务的空气排放而产生巨大成本。
因此，评估团队决定更深入研究，希望利用研究与监管机构互动并开展透明且有依据的讨论，重点
探讨如何更好地降低企业运营过程中对社会的影响，同时降低企业的未来成本。特别是，他们决定
调查与不同监管制定相关，更广泛的经济、环境和社会影响，包括当地的总量管制和贸易体系、排
放限制或强制性的技术改造。
与其他利益相关方合作加强洪水防御：评估团队确定了会受到影响并希望减轻风险的关键利益相
关方，正在与他们合作共同开展保护工作。

将自然资本融入企业现有管理体系：NSCI公司研究团队决定更新企业内部的环境管理系统(EMS)，
以确保在未来获得更有效和更广泛的数据。这将有利于对上述具有实质性的自然资本影响和依赖，
以及相关风险和机会的监测变得更加可靠。
到目前为止，恭喜你已经完成《自然资本议定书》标准化流程的全部九个步骤。自然资本联盟热烈欢迎你
的企业在评估过程中所希望分享的任何反馈建议、经验及教训。这些信息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朝着联盟
的愿景前进：永葆企业公民致力于保护并增强自然资本的地球村。

110

自然资本议定书
附件A:生态系统服务分类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
(MA)将生态系统服务定义为“人们从生态系统中获得的利益”
，并分为供应
（provisioning）
、
调节（regulating）
、
文化（cultural）和支持（supporting）四大类服务，现在已成为通俗
科学和政策语言的一部分。
但是，人们逐渐认识到需要重新建立一个更精确的定义，以及一个更严格、
成
体系的分类方法才能更清晰地区分：

导读

附录A:生态系统服务分类

•自然为人类提供具体，可直接享受、消费或使用的最终利益，比较于中间利益、功能和过程，例如营养
循环；以及

为与现有概念框架如MA(2005a)和TEEB(2010)保持一致，
《国际共同生态系统服务分类》
（CICES）被
制定和发布。作为方法学，CICES可以很容易地用于为各种自然资本评估的应用生成标准化的统计信息，
类似于标准的经济统计。CICES承认生态系统具有供应、调节和文化服务，但不包括“支持服务”因为支
持服务被认为是生态系统基本结构、过程和功能的组成部分。根据与生态系统核算兼容的层次结
构，CICES对生态系统服务进行了进一步的分类(Haines-Young and Potschin 2013; EEA 2016)。

词汇总表

“实施应用”阶段：下一步？

《最终生态系统商品与服务分类体系》(FEGS-CS)将最终的生态系统服务与标准的生态系统类别及受
益人联系起来。例如，水生、陆地和大气的生态系统类别进一步划分为森林、农业生态系统、苔原等亚
类。同样，诸如农业、商业、生计等受益者也被进一步细化为特定的受益者，如农民、食物采集者、食品补
贴者等。通过最终生态系统服务（如水、植物、空气、土地、授粉等）识别并确定了21个“最终生态系统
商品和服务”
（FEGS）类别，总共包括了342个唯一、特定且可测量的产品或服务 (Landers and Nahlik
2013)。

“确定范围”阶段：做什么？

目前，生态系统服务的主要分类方法学包括《国际共同生态系统服务分类》(CICES)和《最终生态系统商
品与服务分类体系》(FEGS-CS)。它们的重要特点是强调直接由特定受益者消费或使用的生态系统产
出，即最终生态系统服务。这两个主要方法学仍在持续发展完善中。

“计量和估算”阶段：怎样做？

按照这些思路，人们提出“最终生态系统服务”
（final ecosystem services）的替代定义，即“可直接享
受、消费或用于产生人类福祉的自然的组成部分”(Boyd and Banzhaf 2007)。这一定义为重新修订并
最终形成可促进生态系统服务具体受益者和相关经济部门计量、建模、制图、估值以及报告的新方法学
奠定了基础。

“设立框架”阶段：为什么？

•使用生物物理术语衡量的服务的数量，比较于通过经济估值计量的对人们的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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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自然资本评估的估值方法

在环境经济学和本书中，估值不仅仅意味着货币化。估值是指在特定的背景下，估算自然资本对人们的相
对重要性、价值或用处的过程。它包括定性、定量和货币化方法，或者这些方法的组合。

本附件作为表7.1的扩展，提供了一些关键定性、
定量和货币估值方法的进一步阐述（基于WBCSD 2013
and WBCSD et al. 2011）
。
目的是帮助企业掌握使用这些方法的基本功，了解需要考虑的相关重要议题。
本书这一部分还针对比较复杂的方法提供了指示性的关键步骤。

定性估值

定性估值既可以是对“重要性”的简单描述，也可以是对影响和依赖相对价值更为正式的评估。

意见调查法通过询问一系列问题（如半结构化访谈）来展示广泛利益相关方的观点。在一定背景下，可以
通过自然资本的相对重要性或价值，来估计其定性价值。访谈所采用的问题一般基于实际或假设的场
景，寻求来自一定范围的利益相关方的回应。调查既可以面对面进行，也可以通过电话或互联网。设计调
查时，有必要考虑潜在误差的来源，包括样本选择、场景框架设定、问题措辞和数据分析。调查通常也可
用于定量分析（参见下文“结构化调查”），但应该始终包含定性的问题，以验证结果，并核实受访者对
被询问问题的理解。

审议法是一种结构化的框架，例如促进小组讨论或聚焦小组。该方法让利益相关方在特定的背景中讨论
自然资本的相对价值。当代表不同意见的各方都可以从促进小组讨论中获益时，该方法就起到其应有作
用，并有助于了解不同观点背后的主要动因，以及弥合分歧就适当的定性估值达成一致意见。
相对估值法是在特定环境下对价值的相对表达。可以用低、中、高表示，并在适当情况下显示正值还是负
值。有时使用简单的颜色，如红色、琥珀色和绿色(RAG)突出正负值。如果使用数值范围，例如5分制或
10分制，或+3至-3，则评估就具有了定量意义。
相对估值法的关键步骤:

1. 根据所评估积极（正面）和消极（负面）的价值变化，识别并确定你要评估的潜在相关影响的范围。

2. 对
 于不同影响的定性值的范围(例如，高、中、低——或者在使用定量方法时采用0 – 5分值)达成一致，
并定义这些用来衡量范围的术语的含义。
3. 使
 用前后一致的方法和相关信息为每个影响（或价值变化）分配一个定性值。这可能需要基于专业判
断、利益相关方访谈、研讨会或对可获取数据（包括定量信息）的审查，才能正确地分配。
4. 最
 好是采取多利益相关方互动并建立共识的举措（例如，促进企业内部员工、外部专家、利益相关方
和学术研究者参与相对估值法的确定工作），从而增加自然资本评估结果的可靠性及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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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如可行，使用定量信息支持定性估值。

•相对估值最好由环境经济学家进行，并有其他有关专家参与，特别是生态学专家，但也可能需要水文、
空气质量、社会学等领域的专业人士。

导读

•在可能情况下，对不同层次的定性数值采用前后连贯且一致的计量方法，并做出明确定义。

结构化调查法是获取量化价值的有效手段，通常可以引导出关于包括人群偏好（结果排名）、大众行为（
消费水平）或其它事实（地理区域）等数据。用于调查的问题一般基于实际或假设的场景来收集、捕捉在
广泛范围内的利益相关方反馈。调查通常包含一系列问题和“闭环选项”(例如“是”或“否”)，既可以面
对面询问，也可以远程通过电话或互联网进行 。在设计结构化调查法时，有必要考虑潜在的误差来源，
包括样本选择、调查方式、场景框架设定、问题措辞和结果分析。
定定量调查的结果通常可作为其它估值方法（如多准则分析或货币估值）所需的输入变量。定量调查也
应该包括定性问题，用来验证结果，并核实受访者对被询问问题的理解(见上文 “定性意见调查法”)。

如步骤05所述，指数法用来量化对自然资本的计量。然而，通常计量只表示在设定背景中价值的指示
值。例如，简单的输出单位如水的立方米数值（m3）只有依托于上下文才能评估价值，既可以表示每单位
产量的，也可以表示水源地采水的消耗量。

通过结合各种信息源的定量指标能够增强对自然资本价值的深入理解，例如用水量（每单位产出的m3）
与水资源短缺指标结合可以计量单位产出导致水资源状态的变化。定量指标也可直接用于评估人类福祉
和健康的改变，如残疾调整生命年(DALYs)或质量调整生命年(QALYs)，这两项指标在卫生部门已被广
泛用于评估和比较特定人群健康状况的决定因素。

词汇总表

多标准分析法(MCA)涉及识别和评估通常包括环境、社会和经济议题（包括财务成本)的一系列参数，用
于企业比较、选择备选替代方案或制定决策。这些参数首先根据影响程度(如设定10或100分值)给予评
分或分级，然后根据它们在项目/决策环境中的相对重要性进行加权。通过计算所有标准的加权平均数，
最后对所有备选的替代方案整体评分并按顺序排名，确定出最优方案。MCA最鲜明的特点就是评分和
加权，这使该方法变得高效。

“确定范围”阶段：做什么？

请注意，选择适当的定量估值技术与步骤05（计量影响驱动因子和/或依赖）阐述的计量方法具有相似
性。区别在于，估值方法的结果往往被应用于评估的背景中，表示相对价值或重要性。

“计量和估算”阶段：怎样做？

自然资本评估过程中会使用到各种定量估值方法，可为定性估值增加数值数据，从而为自然资本的货币
化估值奠定基础。定量估值法包括结构化问卷调查、非货币性指标，例如“残疾调整生命年”
（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s-DALY）可作为健康影响的评判指标，以及模拟建模或多准则分析
(MCA)等更复杂的分析技术。MCA通常应用于环境研究中，作为比较备选方案的一种手段。

“实施应用”阶段：下一步？

定量估值

“设立框架”阶段：为什么？

•在估值或对评估结果审查过程中纳入更广泛的利益相关方，从而增加整个评估的稳健性和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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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标准分析法(MCA)的关键步骤:

1. 根据目标、决策者和其他关键利益相关方设定评估所要支持的决策背景。
2. 确定相关备选方案 (备选方案可能是某个项目或决策)。

3. 明确目标并确定一组标准(参数)，越能反映不同备选方案后果的估值越好。
4. 基于该标准及相关参数，对每个方案的预期表现进行评分。

5. 为多个不同标准分配权重，以反映它们在决策中的相对重要性。
6. 将每个方案的的权重和分数加起来，得到一个总数值。

7. 通过调整得分或权重，审视结果的变化情况，即分析敏感性。
注意:

•确保使用的多个标准是全面的，但又不相互排斥。
•与广泛的利益相关方就得分和权重达成一致。

货币估值

特别是对于货币估值，必须要在使用其它研究的二手数据，还是自行开展估值研究以获得符合特定背
景、更为可靠的一手数据之间做出选择。如前文所述，如果数据量不够，或者时间和资金限制无法进行
一手研究，最经济的办法是采用“价值转移法”，借鉴前期其它研究已获得的数据并适当应用于自己所需
的评估背景中。因此请注意，由于价值转移法依赖于来自其它背景的数据，因此通常可靠性受到局限(见
表7.1)。在某些情况下，价值转移法仍能提供有用信息帮助设计一手估值研究或验证估值结果。
市场和金融价格法如果能获得所需数据，那么该方法很好用。通常用于评估对企业的影响和企业对自然
资本的依赖。

在使用市场价格时，应记住价格对于那些买卖特定产品或服务的人们来说，是一个价值指标。因此，它们
无法代表自然资本的变化对社会所产生的全部价值。市场价格也可以用于评估企业对社会的影响，这时
可以作为社会价值的替代指标。例如，即使在存在水资源交易市场的地方，水价也往往是由行政部门制
定的，而且可能低于其真正的经济价值，这是因为水资源通常可以获得的政府补贴。
这同样适用于其它生态系统服务和非生物服务。例如，垂钓者可能会为特定水域的捕鱼权支付许可证
费，但这个价格可能比他支付意愿要低得多。然而，自然资本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例如生态系统的调节服
务）通常没有市场，因此没有直接可见或可交易的价格。
对于自然资本的消费使用，可以使用各种基于市场价格或市场成本的方法。详情请参阅Canadian
Council of Ministers of the Environment (2010)和United Nations Statistics Division (2007) f的
相关报告。市场和金融价格法包括以下：

•派生需求函数法：
“反向需求函数”
（inverse demand function）可以确定家庭或企业在自然资本投
入方面的总值，该函数需要以不同价格买进数量的数据，以及统计回归分析这需要有关使用量或消费
量的有效数据，而自然资本通常无法获得这些数据。
•机会成本：由于执行某项操作而丧失的价值(例如机会损失的成本)，有时被用作替代值。例如，享用农
业用地休耕获得的收益，至少可以被认为等同于该土地用于农业生产所产生的价值(扣除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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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成本：污染成本可以根据人们健康受到影响而导致的疾病成本来推断。相关费用包括医疗支出以
及劳动生产率下降造成的损失。

导读

•缓解成本/厌恶行为：为减轻环境影响而付出的成本，可能代表对承担减排治污责任的人群造成影响
的最低替代价值。例如水处理的成本作为衡量水污染损害价值的替代指标。需要注意的是，减轻环境
损害的假设成本不一定是价值的完全体现——只有当个人或组织（企业）实际上准备承担有关费用，或
在相关法律要求下强制这样做时才可认为相关支出体现环境损害价值。在后一种情况下，国家立法大
体涵盖了对于环境损害价值的评估，认为它至少与减缓相关环境损害的成本大小相当。

例如，人们能够预估由于自然资本所产生的产品或服务的数量或质量的减少，而导致农业或商业产出的
降低。但从技术层面来讲，这样的因果关系可能难以确定，而且往往需要复杂的公式和计算才能保证结
果的准确。
关键步骤:

1. 首
 先，识别要评估的哪些企业产品和服务是建立在自然资本质量或数量与为企业和社会提供的利益
之间深入关联基础之上的。
2. 其
 次，识别将生态系统服务和非生物服务作为投入(例如作物产量或采矿产量)的企业相关生产过
程。

3. 然
 后，估算生产函数。收集有关生产投入和产出的数量和单位成本的数据，或参考以前其它的评估和
类似假设，并根据背景差异进行必要调整。
4. 设
 定生态系统投入之前和之后的情景，用来反映自然产品或服务的变化。计量或预估当前条件和模
型，或者预计未来的条件。

“确定范围”阶段：做什么？

生产函数法，也被认为是关于“产量的变化”或“对生产的影响”方法。将市场商品化的产品或服务的产
出（产量）的变化，与生态系统服务质量或数量相关且可衡量的变量联系起来。

“设立框架”阶段：为什么？

如果一家企业主要对自然资本变化可能给企业自身带来的财务影响（例如，创收或成本控制）感兴趣，那
么利用市场价格评估自然资本的影响或许是合适的。

7. 最后，计算净收益变化。
注意：

•识别与企业产品价格相关的生态系统服务和非生物服务的数量或质量变化，或者自然资本的其它变
化，这样做是值得的。要注意要那些大到足以导致价格波动的变化，而不是可以被市场轻易抵消的微
小变化。

词汇总表

•其它类似研究的经验或外部专家意见可以为你公司用来估算产出的变化提供借鉴(例如，假设当用水
量增加10%时，农作物产量相应也增加10%)。但移植外来证据必须谨记并遵循价值转移的基本原则。

“实施应用”阶段：下一步？

6. 估算生态系统投入变化之后的净收益。

“计量和估算”阶段：怎样做？

5. 估算生态系统投入（ecosystem input）变化之前的净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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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成本的方法

替代成本法是一种基于成本的方法，通常用于货币化估值。特别是用来评估企业对生态系统调节服务的
影响和依赖。同时，该方法也经常被用来证明自然资本投资的合理性。在第一种情况下，可认为自然资本
提供譬如水源净化和洪水防控等调节服务的价值，与自然资本流失后所需替代人工服务的成本相同，即
通过基础设施建设达到自然资本丧失前的服务水平。

这些类型的评估应考虑到人工基础设施的长期维护和运营成本，以及同等自然资源提供的其它生态系
统服务和非生物服务价值的损益。由此得出的估值往往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人们通常倾向于投资于对
生态系统服务和非生物服务损失后服务缺失的人工替代，尤其是在这种投资行为能够满足相关法律（对
于维持自然资本及服务水平）规定的情况下。例如饮用水的质量标准。在其它情况下，该假设可能不成
立。，此时可应用其它估值方法对降低的生态系统服务和非生物服务进行估值（例如，当某种市场商品或
服务受益于生态系统服务时，采用生产函数方法，或者陈述偏好法）。总之，替代成本可被预估、观察或
建模等方法进行估算。
关键步骤:

1. 识别要估值的生态系统服务和/或非生物服务。

2. 评估生态系统服务和/或非生物服务的使用规模和范围。

3. 确
 定在当前使用规模下，替代生态系统服务和/或非生物服务所需的人工产品、服务或基础设施的性
质。
4. 通过预估、观察或建模等方式估算人工替代的成本(包括资本、运营、维护和退役成本)。
5. 识别并说明其它受影响的生态系统服务和/或非生物服务。
注意：

•对替代成本（replacement cost）的估值应该考虑生态系统提供的更广泛的服务组合(例如，湿地环
境提供多种供应、调节和文化服务)。

•替代服务的质量或水平应能反映原始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例如，如果某个湿地只提供部分水过滤功
能，那么它的价值并不等同于一个高规格配置的滤水厂，而是一个滤水量与湿地相同水平的滤水厂。
•“最小全寿命成本”
（least full-life cost）人工解决方案可反映一个完成的替代成本价值。确保在建
议方案中包含一定时间跨度的维护成本。如果自然资本能够永久提供生态系统服务和非生物服务，那
么评估结果可能会因为时间尺度和贴现率产生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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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需要精确值，这种方法可能会变得非常复杂。例如，确定洪水相关的数据和数值需要计算，并与不同
洪水返回期的“年平均损失”(例如，两年一遇、五十年一遇、百年一遇)进行比较。有些必要的数据可能并
不存在，而且或许难以建模，尤其对于气候变化来讲更是如此，尽管如此，仍可使用已发布文献（特别是
基于IPCC的工作）中已有模型的输出结果。

导读

损害成本法对于评估生态系统的调节服务和气候变化的影响非常有效。该方法往往基于对损害价值的
预判，可在是否存在我们关注的调节服务或影响的情况下比较并预测损害程度的价值。二者的差异即损
害值，等同于提供的服务价值。预测损害值的方式取决于所涉及的不同生态系统服务或非生物服务，但“
消费型估值”方法可作为方式之一(例如，空气污染增加造成的疾病成本)。

关键步骤:

1. 识别要估值的生态系统服务（通常是调节服务）和/或非生物服务。

2. 在
 没有服务提供或者没有企业对服务造成影响的情况下，预估损害的可能成本。这个成本可能是一个
概率函数，或是结果的数值。
3. 使用相同的估值方法，当存在生态系统服务，或企业对生态系统服务产生影响的情况进行估值。
4. 确定上述“存在”和“不存在”场景之间的价值差异。
注意：

词汇总表

“实施应用”阶段：下一步？

“计量和估算”阶段：怎样做？

“确定范围”阶段：做什么？

如果一手估值的依据是从其它研究中转移过来的，请遵循价值转移的基本原则。

“设立框架”阶段：为什么？

保险公司已经开始调查极端自然事件的损害成本，并开始将其与自然资本退化和气候变化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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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偏好法

享乐定价法是一种显示偏好的方法，用来评估自然资本如何影响市场商品价格。例如，位于靠近或远离自
然景观的住宅市场价格通常不同，价格差异可部分展示这些地段的不同舒适性价值。统计分析可用来梳
理影响商品价格的各种因素，可能包括卧室的数量、房屋大小、景观视野，或与如河流或公园等重要环境
特征的距离。
关键步骤:

1. 整合数据(例如房地产价格的数据集或一手调研数据，包括作为评估重点的环境特征)。
2. 针对一系列解释变量(包括环境产品或服务)，对房地产价格进行回归分析。
3. 导出一个整体的综合价格函数。
4. 根据兴趣特征，预计需求曲线。

5. 通过整合需求曲线，估算由于环境产品或服务的边际变化而引起的总价值变化。
注意：

为合理开展工作，此方法可能需要大量数据和时间。

•一种更为简单的方法是要求当地房地产中介为特定环境属性提供价格溢价的估算值，以百分比计。

•使用从其它背景转移过来的二手数据用于计算近似值是划算的，并且往往足以满足需要。例如，已有大
量研究表明，靠近绿地的房产价值增加呈现一定比例。使用这些转移过来的数据或依据应遵循价值转
移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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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旅行成本法(TCM)是另一种可以用来确定自然环境产生的休闲或舒适价值的方法，比如游园、钓鱼或其
它非消费型性享用。旅行成本法基于这样的观点：对个人来说，一次休闲的价值至少与出游履行所花费的
时间及其它费用成本一样大。问卷调查经适当设计后可获得游客的旅游信息，然后通过需求曲线推断单
独、平均和整体的需求价值（即，对景观的访问频率作为旅游成本的函数)。可以针对个人或景观进行旅行
成本调查。前者更常见。为确定该方法的适用性，应考虑各种问题，例如景点是否容易到达，以及游客目
的是否包括其它附近景点等。
关键步骤:

3. 分
 析数据并估算一个可代表同一景点所有游客的需求函数(基于门票数量、抵达景点所需花费等因
素，使用计量经济学的专业知识确定需求关系)。

4. 估
 算旅游休憩的平均价值(基于需求曲线，整合整个景点的数据，用以估算每个人享受到的的平均休
闲价值)。
5. 将
 平均个人享受到的休憩价值乘以在特定时期内游客的数量，估算出该景点所能提供的总休憩价
值。
注意：

•在使用旅行成本法之前请仔细考虑，人们花钱旅行去参观某地（一般指景点、景观地或纪念地）的原
因可能有很多。而参观的频率、时间和花费并不总能是反映该地点对人们而言的全部价值。

•旅行成本调查可以与陈述偏好调查相结合。比较两组不同调查得出的估值可以验证并和提高评估结果
的可靠性及可信度。

词汇总表

“实施应用”阶段：下一步？

“计量和估算”阶段：怎样做？

•可以应用粗略的近似值，举例来说，通过将游客成本(例如，旅行花费和时间)的估值乘以游客数量。如
果用于估算的游客支出是从其它景观地转移而来的，则应遵循价值转移的基本原则。

“确定范围”阶段：做什么？

2. 向旅行者 (须确保足够的样本容量和具有代表性的游客) 发放调查问卷。

“设立框架”阶段：为什么？

1. 设
 计问卷(需要收集的数据包括：居住地、人口统计、出游期望、旅行目的和频率、参观景点的时间和
花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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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自然资本评估的估值方法

陈述偏好法

陈述偏好法针对特定人群中的代表群体进行咨询的问卷调查，主要关注他们对某一特定产品或服务的
偏好如何。通常用于确定消费者对自然资本数量或质量边际改善的“支付意愿”(WTP)，或他们对边际
损失应得补偿的“受偿意愿”(WTA)。
陈述偏好调查主要有两种类型：

•条件估值法（CV）通常要求消费者直接说明他们对某种产品或服务（通常选取可提供不同水平的非市
场化收益的选项）的支付意愿，或者接受补偿的意愿。

•选择实验法(CE) 也称为“选择模型法”，首先准备一套备选选项，并对其采用5或6个不同属性的参数
进行具体描述。然后要求受访者备选中选择一个喜欢的选项并支付，。最后，通过计量经济学建模得
出每个属性不同级别的货币价值。
不论条件估值法还是选择实验法的主要优点是在评估任何特定环境、社会或经济资产或影响方面可保
持灵活性。实际上，它们是唯一能够确定“非使用”或“存在”价值的一手估值方法。此外，允许对特定
议题进行一手数据收集和评估，确保结果能够代表受影响个体。

陈述偏好法的缺点包括：全面而稳健的调查可能既费时又费钱。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在假设的情况下
需要克服各种潜在的误差来源，否则会导致糟糕或无意义的结果。举例来说，受访者可能会表现出较高
或较低的支付意愿，或者他们可能不熟悉被要求估算的价值，从而可能导致不准确的回答。同样重要的
是须认识到，结果只是基于受访者陈述他们会做什么，而不是他们的实际行为。

然而，设计和使用陈述偏好法方面的经验增长迅速，这将不断提高该方法的可靠性并降低其应用成本。
此外，基于互联网的调查方法也越来越被人们所接受，这将进一步降低成本。
条件估值法（CE）或选择实验法（CV）的关键步骤:

1. 进
 行关于确定评估范围的初步研究。包括审查现有的估值依据及应用，并通过价值转移更好地理解
相关价值。
2. 选择适当的调查方法（例如，当面访谈、邮件或电话沟通）和估值方法（例如，CE或CV）。

3. 选
 择要抽样的目标人群，例如所有潜在受到影响的人，或抵达某地的游客，或者某国或某地家庭数量
总和，以及抽样策略（例如，随机或分级）。
4. 调
 查问卷的设计和格式(例如，开放式的支付意愿调查和支付梯度)，以及支付凭证(如账单、税收、捐
赠、停车场收费)。

5. 当
 调查涉及较为生僻或新颖的问题时，通过小组讨论并测试样本，审查问卷的措辞是否合适以及是否
易于理解。
6. 调查需要使用数量足够大的样本才能确保具有统计学意义的结果。

7. 完
 成计量分析，包括识别异常值(例如，受访者表示愿意出极高价格购买)和拒绝出价(例如，受访者不
愿接受被提出的情景)。
8. 测试有效性和可靠性。

9. 整合数据和结果，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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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一位经验丰富、受过适当培训的专家参与陈述偏好调查的设计以及结果分析。虽然方法看起来简
单，但很容易发生设计的问卷产生无意义结果的情况。糟糕的分析和对偏差回答不正确的处理也会限
制估值结果的有效性。
•确保调查样本代表目标人群，通过对调查结果进行调整，从而给出具有代表性的总体价值。

导读

注意：

•确保所选的样本量是适当且合理的。建议完成约250份问卷(假设目标人群为100万人，概率样本的置
信区间为95%)。但如果充分阐明注意事项，仅仅100个左右的样本数量也可能产生有效作用。

•检查受访者表达支付意愿的场景是否真实且可接受。检查评估所使用的假设是否保守、谨慎而且被清
楚地阐述。

价值转移法

词汇总表

“实施应用”阶段：下一步？

“计量和估算”阶段：怎样做？

价值（或收益）转移法已成为一种可替代一手货币估值（primary monetary valuation）的低成本方
法。将其它估值研究(原始研究地)已有的的价值估算转移并应用到正在估值的背景当中。价值转移在专
栏7.1中有更详细的阐述。

“确定范围”阶段：做什么？

•在设计调查时，考虑使用简单但有效的视觉信息来帮助解释估值内容。

“设立框架”阶段：为什么？

•确保努力克服与此方法相关的大多数偏差，例如假设、信息、策略、起点和支付工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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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表汇总

词汇表汇总
注意：在编写本书时,就像任何字典或教科书提供适当定义一样,我们尽可能地尝试使用标准英语和环境
经济学标准术语。然而在某些情况下，有必要引入《自然资本议定书》体系特有的新术语。这些术语的定
义改编自科学文献或基于专家意见，并以“在本书中”的措辞做了语境限制。
非生物服务

基本地质过程带来的利益（例如，提供矿物、金属、石油和天然气、地热、风、潮汐和季节变换）

生物多样性

指所有来源（包括陆地、海洋和其它水生生态系统及其所构成的生态综合体）的活生物体中的变异
性，包括物种内、物种之间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UN 1992）。

基线

企业应用
要素

反事实（场景）
依赖

依赖路径
经济价值
生态系统
生态系统服务

在本书中，基线是用来比较企业活动引起自然资本变化的起点或基准。

在本书中，企业应用是指使用自然资本评估结果的预期用途，为公司决策提供必要信息。

在本书中，构成完整的企业自然资本评估应具备三个要素：
“对自身影响”、
“对社会影响”和“企业
依赖性”。

对事实上已实施的活动假定，如果当初没有进行该活动，所导致的替代情况和环境条件会是什么状
态的一种情景设定（改编自Cambridge Natural Capital Leaders Platform 2013）。
见“自然资本依赖”词条

依赖路径显示特定企业活动如何依赖自然资本的特殊属性。它确定了自然资本可观察的或潜在的变
化如何影响企业所开展业务的成本和/或收益。

某物品对人们的重要性，价值或用处- 包括所有相关市场和非市场价值。在更具技术性的术语中，指
的是对某商品或服务特定提供水平的个人偏好总和。经济价值通常用商品或服务供应的边际或增量
变化来表示，使用货币作为衡量标准（例如，美元/单位）。

是由植物、动物、微生物及其非生物环境之间相互作用产生具有一定功能的动态复合单元。例子包括
沙漠，珊瑚礁，湿地和雨林（MA 2005a）。生态系统是自然资本的一部分。
目前，使用最广泛的生态系统服务定义来自《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A 2005a）：
“人们从生态系统
中获得的利益”。生态系统服务进一步划分为四类：
−−供给服务：自然界的物质输出（例如，能源、海鲜、水、纤维和遗传物质）。

−−调节服务：自然通过调节生态系统过程所产生的间接效益（例如，碳封存减缓气候变化，湿地净化
水源，植物防治侵蚀和缓冲风暴潮，昆虫给作物授粉）。
−−文化服务：来源于自然的非物质利益（例如，身心愉悦、美学欣赏、休闲娱乐和其它）。

环境扩展的投入-产出模型
(EEIO)
外部性
影响

影响驱动因子
影响路径
生命周期评估

市场价值
实质性

实质性分析
计量

货币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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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服务：支持其它类型生态系统服务供应的基本生态过程（例如，养分循环、初级生产和土壤形
成）

传统的投入产出表（input-output，IO）用于总结在一个经济体中主要部门之间的交流（Miller and
Blair 2009）。例如，制鞋行业的产出可导致从养牛场到会计服务等相关部门的经济活动。环境扩展
的投入- 产出模型（EEIO）则整合了IO表中每个部门的环境影响信息（Kitzes 2013; Leontief 1970;
Tukker et al. 2006）
个人或企业的经济活动对其他人或企业造成了影响,却没有为此得到补偿或受到惩罚。外部性既可以
是积极，也可以是消极的 (WBCSD et al. 2011)。
见“自然资本影响”词条。

在本书中，影响驱动因子是用作生产、可计量的自然资源投入（input ）
（例如，建筑中使用沙子和砾
石的体积）或业务活动的可计量的非产品输出（例如，生产设施向大气中排放的一公斤氮氧化物排放
量）。
影响路径描述了作为影响驱动因子的特定业务活动是如何导致自然资本发生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又
如何影响不同利益相关方。

也称为生命周期分析。是一种用于评估产品或服务在其生命周期的所有阶段，从材料提取到报废（处
置、回收或再利用）对环境影响的技术。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已对生命周期分析方法进行了标准
化，形成了ISO 14040（UNEP 2015）标准。目前全球已有多个生命周期影响评估（LCIA）数据库，提
供了关于不同产品和生产流程已发布估算的有用资料。
购买或销售在特定市场中的物品所需的数额。

在本书中，某种自然资本的影响或依赖作为支持决策的信息的组成部分，如果被纳入考量后，有可能
改变该决策，则这种依赖或影响被认为是具有实质性的。(改编自OECD 2015 and  IIRC 2013).在本
书中，实质性意味着其可作为决策依据的一部分，对自然资本价值产生影响或者依赖，并可能使管理
者改变决策。
在本书中，指的是分析和确定与评估目标和应用具有（或形成）实质性的过程。

在本书中，用物理术语确定自然资本和相关生态系统和/或非生物服务的数量、范围和条件的过程。
使用货币（例如$，€，¥）作为共同单位，评估自然资本影响和/或依赖的价值。

自然资本依赖
自然资本影响

自然资本议定书
自然资源

组织焦点

使用适当方法，计量和估算相关的（“具有实质性的”）自然资本影响和/或依赖的过程。
企业对自然资本的依存或利用。

导读

自然资本评估

地球上可再生和不可再生自然资源的存量（例如植物、动物、空气、水、土壤和矿物）结合起来产生的
为人们带来利益或“服务”的流量。
（改编自Atkinson and Pearce 1995; Jansson et al. 1994）

企业活动对自然资本所产生的消极或积极的影响。

用于识别，计量和估算对自然资本直接与间接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和/或依赖的标准化框架流程。
自然资源包括存在于自然界中，可用于生产和/或消费的一系列物料。

−−可再生资源：可永续使用的自然资源，前提是人类开采利用不大于自然更新替代，允许存量自行恢
复且没有其它重大干扰。可再生资源开发速度一旦超过大自然的自我修复能力，则实际上变得不可
再生，例如过度采伐可导致物种灭绝（UN 1997）。
−−不可再生资源：在发挥效力的时间内，无法恢复再生的自然资源。不可再生资源被细分为可重复使
用（例如大多数金属）和不可重复使用（例如燃煤）。

在本书中，组织焦点指的是要评估企业的一部分或多个部分（例如，整个公司、业务部门或产品、项
目，流程、工地或事件）。为简单起见，这些部分被归类为三个层级，如下所示：
−−公司（Corporate）：在企业或集团级别上进行的评估，包括所有子公司、业务单元、部门、不同地
区或市场等。

“设立框架”阶段：为什么？

自然资本

购买或销售在特定市场中的物品所需的货币金额（通常需要市场存在）。

定性估值

描述自然资本影响或依赖的估值，可将其分为高、中或低等不同类别。

定量估值
场景

确定范围
二手数据
空间范围

利益相关方
时间范围
验证
估值
估值技术

价值（名词）
价值观

价值转移

为正在进行的评估而专门收集的数据。

使用非货币单位例如数字（或综合指数）、面积、质量或数量来评估自然资本影响或依赖程度的估
值。

用来描述未来可能的故事线。探讨有关不确定未来的不同选择，例如替代项目方案、经营惯例和可供
选择的愿景。
在本书中，确定自然资本评估的目标、边界以及具有实质性重点的过程。
旨在为其它目的或不同评估所收集和发布的数据。

评估所涵盖的地理区域，例如工地，流域，景观，既可立足于国家层面，也可放眼全球。空间范围可能
因不同的影响和依赖而有所不同，也取决于组织焦点，价值链边界，价值观与其它因素。
对决策或过程的结果感兴趣或“有利害关系”的任何个人，组织，部门或社区。

评估的时间范围（期限）。既可以反映当前状态（就像“拍照”），也可以是1年、3年、25年期或更长时
间以后的情况。
检查评估质量的内外部过程，包括技术可信度、关键假设的合理性和结果的说服力。这个过程可能是
正式的，通常由企业内部开展自我评估完成。
在本书中，在特定背景下估算自然资本对人（或企业）的相对重要性，价值或用处的过程。估值可涉及
定性、定量或货币方式，或这些方法的组合。
在特定背景下，用于确定某物品的重要性，价值或用处的具体方法。
物品的重要性、价值或用处。

在本书中，
指的是价值评估所秉承的观念或观点。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评估中应包含哪些成本或效益。
−−商业价值观：企业的成本和收益，也称为公司内部、私人、财务或股东价值。

−−社会价值观：更广泛社会成本和效益，也称为外部、公共或利益相关方价值（或外部性）。

是将在一个背景中所确定的值，应用于其它背景中的技术。如果背景情况类似，或者为解释差异而进
行了适当调整，那么价值转移则能够提供合理的价值估量（参见专栏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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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总表

一手数据

“计量和估算”阶段：怎样做？

价格

“实施应用”阶段：下一步？

−−产品（Product）：对企业某特定商品和/或服务所做的评估，包括生产使用的材料和服务。

“确定范围”阶段：做什么？

−−项目（Project）：对具有特定目的性的企业倡议、举措和行动开展的评估，包括相关项目地、活动、
过程和事件。

自然资本议定书
词汇表汇总

价值链边界

包含在自然资本评估中的企业价值链的一部分或多个部分。为简单起见，本书确定了价值链的三个边
界：上游、直接运营和下游。对某产品整个生命周期的评估应涵盖所有三个边界。
−−上游（从摇篮到厂门）：涵盖供应商的活动，包括在市场购买和使用的能源。

−−直接运营（厂门到厂门）：涵盖企业直接控制运营的所有业务活动，包括拥有多数股权的子公司。

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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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厂门到坟墓）：涵盖与企业产品和服务的购买、使用、再利用、回收、再循环和最终处置相关
的活动。

核准评估可信度的独立过程，包括专家审核，检查评估的存档记录是否完整和准确，并签发关于评
估流程和结果真实性的证明。
“核实”同“审计”或“审验”等术语在全文互换使用。

自然资本议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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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6.6
专栏 7.1

专栏 7.2

通过评估“对自身影响”
和“对社会影响”
，企业识别使用河水相关的自然资本风险示例
评估企业依赖河水的示例
价值转移

自然资本存量估值

专栏 7.3

自然资本估值贴现

专栏 8.2

货币估值的比较和权衡

专栏 8.1

估值过度和估值不足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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