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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源作为决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生产要素,已引起社会的关注和重视,被认为是 21 世

纪企业最富活力、最具潜力的经济资源。人力资源符合资产的定义, 理应纳入企业财务会计报表体系, 正式对外公布; 其管理

重点应着重于投资决策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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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Account ing and M anagement o f Human Resource

ZHANG Xin- dong

Abstr act: A s an impor tant element in determining pr oductiv ity lev el of an ent erprise, human resource has sto od out in

our so ciety and be regarded as the m ost vig or ous and the most potential economic resour ces o f 21 century —— the er a of

know ledge economy . Human resour ce should be brought into the system o f financial accounting st atements and be repor ted t o

the w ho le formally . The management to t he human resource should be focus on investment dec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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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力资源(又称人力资产)信息的确认、计量和报告作

为传统财务会计新发展的一个分支于 20 世纪 60 年代产生

以来, 在人力资源会计理论、人力资源会计程序和方法以及

人力资源决策管理等方面得到了迅速发展, 80 年代以后, 人

力资源会计信息又得以广泛应用, 如美国海军研究所应用人

力资源会计于海军人力资源管理, 加拿大格林菲尔德航空工

业公司应用人力资源会计信息评价临时解雇职工的成本和

效益, 许多实例表明企业管理人员将人力资源会计信息应用

于经营决策和人力资源管理决策中, 并取得明显的应用效

果。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 人力资源核算和管理的重要性更

是突兀而出。

一、人力资源——21 世纪企业最富活力、最具潜力的经

济资源

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所谓知识经济,是以知识和信

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为基础,以创造性的人力资源为依托,

以高科技产业及智业为支柱的经济。早期的农业经济社会

中, 劳力(人的体力资源)的多寡是制约一个企业、一个地区

乃至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拥有了劳力就拥有了生

产力, 也就拥有了社会财富;而在传统的工业经济时代, 生产

工具、劳动对象的多寡及其成本的高低又是经济发展的主要

制约因素; 到了知识经济时代, 由于高科技产业及智业构成

这种经济形态的支柱, 而高科技产业本身对高素质人力资

源、尤其是人力资源的创造性又有着极强的吸引力, 其发展

主要由高素质的人才所支撑, 因此人力资源变为最重要的生

产要素,这就决定了知识经济是一种智力支撑型经济, 创造

性人力资源即知识、智力、人才等将是未来企业之间乃至国

家之间竞争和争夺的焦点, 谁拥有了知识, 谁就拥有了财富;

谁储备了创造性人才, 谁就赢得了未来。

20 多年前,比尔·盖茨率领一班精英才子经营微软公

司, 从事计算机及软件开发,不同于其他规模庞大的公司,在

微软看不到大规模的生产设备、大规模的原材料消耗以及大

规模的产品库存, 它拥有的重要资源是人力资产, 是微软人

的智慧,“开发部”是它的核心, 然而正是这样一个资产总额

仅有通用汽车公司 3%左右的知识经营型企业却创造了相当

于通用近 4倍市场价值的辉煌业绩,“知识创造了奇迹”, “知

识等于财富”,知识源于微软的人力资源财产, 正是这些具有

高素质、知识性、创造性的人力资源财产在公司发展中起了

关键性的作用, 决定了公司面向未来的竞争优势。可口可乐、

通用电器等数十家世界知名企业也开始从事知识经营, 注重

人力资源开发和使用 ,并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 我国中关村

企业的崛起也是人力资源资产经营的有力佐证。因此说,人

力资源是 21 世纪企业最富活力、最具潜力的经济资源。

二、人力资源核算——人力资源作为企业的一项重要经

济资源, 应该纳入财务会计报表体系对外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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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企业都拥有三种资源:物力资源、财力资源和人力

资源, 其中物力资源和财力资源是企业的有形资源,具有有

限性, 其会计核算和信息披露问题已基本解决; 然而人力资

源作为企业的一项资产进行会计核算并对外报告却是 20 世

纪 60 年代才开始提出的,随着知识、技术、信息、人才等要素

在企业发展及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到 20 世纪后期

人力资源会计的理论地位基本确立, 且已看到应用前景,

1985 年费兰霍尔茨在《人力资源会计》中,就列举了 30 个应

用人力资源会计的案例,阐述了企业管理人员需要应用人力

资源会计信息进行经营决策和人力资源管理决策。美国电话

和电报公司、德克萨斯仪器公司、通用电话和电气公司均采

用了人力资源会计。

人力资源作为企业的一项资产, 符合资产定义三属性:

企业主体可以控制、能以货币计量、能为企业带来未来经济

利益。这是人力资源作为企业资产进行会计核算的理论依

据。人力资源不是指人身资源, 而主要是指依附于人身而存

在的现实的和潜在的知识、智力、能力和技能, 它是无形的,

属于无形资产范畴。目前我国已颁布无形资产确认、计量和

报告的会计准则, 但并未包括人力资源, 其重要原因在于人

力资源会计核算的内容主要是人力资源的素质而非人力资

源的数量。人力资源素质是指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的劳动态

度、工作质量、创新能力、独立工作能力、动手解决问题能力、

自学能力、知识水平和熟练程度等, 其可以归纳为精神素质、

文化素质、技能素质。人力资源会计核算的内容应囊括一切

有助于提高人力资源素质的支出, 并正确地核算人力资源的

投资和耗损情况, 只有这样才能制定出合理的生产经营决

策, 尤其是人力资源管理决策, 才能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会计

的管理职能。人力资源作为企业的一项无形资产也存在摊销

问题, 著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Milt on F riedman 教授

认为, 企业所拥有的人力资本, 能够和实物资本一样地提供

未来收益, 同时也应和实物资产一样地计提折旧。

知识经济对企业经营的一个直接影响是无形资产在企

业资产中的比重愈来愈大, 在企业的各项无形资产中, 人力

资源是最积极、最具决定性的资产,专利权、商标权、非专利

技术、特许经营权、商誉等其他各项无形资产都是由人开发、

设计、研制和长期的苦心经营中产生的, 是人力资源智慧的

结晶, 是人力资源资产运用的成果, 因此人力资源是无形资

产的源泉。因此我们在强烈呼吁增强国人的无形资产意识,

加强无形资产的开发、保护、利用及会计制度建设, 把无形资

产的理论研究和实务探索放在战略角度考虑的时候, 切不可

忽视人力资源这一重要的、起决定性作用的无形资产。而将

人力资源纳入财务会计报表体系, 向社会公众展示企业的人

力资源资产是最基础、最迫切的一项工作。

三、人力资源管理——投资决策应是人力资源管理的核

心

人力资源的资产性和资本性体现在劳动者身上, 特别是

高层管理人员和科研技术人员身上, 以劳动者的数量和质量

来表示,高素质的劳动者是企业的半部家产, 同实物资产一

样, 人力资源资产也是通过投资才形成的, 而且投资的目的

同样是为了获得未来收益, 人力资源的素质高低决定企业产

品质量的优劣和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以及投入和产出的比例,

决定着企业的赢利能力水平。人力资源投资是一种低消耗、

高产出的最合算的长期性投资, 具体包括招聘、雇佣、培训、

调动分配、工资报酬等方面的投资, 1967年密歇根大学社会

研究所负责人 R. Likert 在《人力组织: 它的管理和价值》一

书中指出, 过去很多企业经营管理决策, 是立足于眼光短浅

的人工成本节约观念 ,但从长远来看, 则会给企业带来巨大

的损失; 如果片面强调人工成本的节约, 而不注重人力投资,

在人力资源耗损的情况下, 短期内可能产生额外的收益, 但

这种情况是绝不可能持久的, 只有依靠人力资源会计核算信

息, 正确进行人力资源投资决策, 把人力资源这项企业最宝

贵、最重要的财产经营好、管理好、运作好, 才可能决胜于未

来。索尼公司董事长盛田昭夫说: “如果说, 日本式经营真有

什么秘诀的话,那么,我觉得‘人’是一切秘诀的最根本的出

发点。”被人们誉为“经营之神”的松下幸之助曾说, 松下公司

的口号是“企业即人”,并多次宣称“要造松下产品, 先造松下

人”,重视人力资源投资是日本产品之所以能够以压倒性的

优势行销美国的关键所在。美国的李·亚科卡以自己在美国

福特和克莱斯勒两大公司长期管理的经验得出这样的结论:

“企业成功的经验在于人, 在于那些富有激情和敬业精神的

管理人才。”在知识经济社会里, 创造财富的力量已不完全在

于机器、设备、原料, 而在于人力资源,企业如果看不到这一

点, 不注重人力资源投资、不重视知识、不尊重科学、不尊重

人才, 就难以应付激烈市场竞争的挑战。

在进行人力资源投资决策时,一个不可忽视的客观事

实是: 企业人力资源价值与企业员工特别是经营者个人的智

力资本和员工之间的团结协作精神有着密切关系, 智力资本

即知识和技能, 人力资源投资具体又体现在招聘、雇佣、培

训、调动分配、工资报酬等方面。漠视这一客观存在, 将导致

错误的投资成本与效益分析, 最终导致决策失误, 导致人才

流失, 这方面我们是有过教训的, 1998 年 4 月 28 日《工人日

报》发表《怎样给企业家定价?》的系列文章指出中国国有企

业因为缺乏智力资本的运作机制, 使得经营者的收入与智力

资本相差甚远,并产生一系列问题,一些国有企业厂长主动

辞职, 一些国有企业的总经理因个人智力资本得不到补偿而

贪污腐败。人力资源会计的目的就是要利用人力资源会计程

序和方法, 正确核算人力资源的投资和耗损情况, 以进行人

力资源投资决策, 调动全体员工的劳动积极性、创造性和协

作精神,制定合理的人力资源管理决策, 最终达到提高企业

经济效益、促进经济增长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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