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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环境税相比于排污收费更加合理， 在环境保护上的投入更大， 在征管模式上也更加

科学。 环境税的征收需要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 创建合理的征收原则， 设置科学的征税对象
和制定广泛的优惠政策。 实际征收过程中， 要在经费上坚持税款的专用性， 在征管上增强部
门的协调度， 在监督上促进手段的多元化， 在考核上树立绿色的政绩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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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 Tianyuan
（Graduate School,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Beijing 100091, China ）

Abstract： The environmental tax is more reasonable than the pollution charge, which has greater
investment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more scientific in the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mode.
The levy of environmental tax needs to establish a sound legal system, create a reasonable expropriation principle, set up a scientific tax target and formulate a wide range of preferential policies.
In the process of the actual levy of environmental tax, we should stick to the appropriative nature
of taxes in terms of funds, enhance the coordination degree of departments in the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promote the diversification of means in supervision and establish a green performance
view in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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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税作为一项用于环境保护的专门性税

根据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客观实际情况适时调

种， 如果得到有效落实， 在保障国家税收收入的
同时， 将会大幅度改善我国的生态环境。 但也正
因为这是我国第一项“
绿色税”， 在征收方面还缺

整[1]， 同时积极借鉴一些国外的成功经验， 为环境
税的征收工作提供稳定保障， 更好地实现社会经
济的可持续发展， 加快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

乏经验， 在实施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一系列现实

1 环境税开征的新特点

问题， 所以在环境税的开征上， 要根据社会经济
发展形势和国情采取循序渐进式推进的思路， 并

1.1

改费为税更加合理
在环境治理领域， 我国很早就制定了排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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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制度， 对噪音、 固体、 水和大气等污染物采取
收费措施， 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环境污染程度。
但是该制度在实践中遇到了一系列现实问题， 导
致环境治理的功能没有得到最大化的体现。 费改
税， 从字面上理解， 只是将“费” 改为“税”，
但这却是国家在环境治理上从行政收费向法律调
节的根本性转变。 在环境税立法过程中， 费改税
是否会加重企业负担一直是关注焦点。 费改税遵
循平稳转移的原则， 在过渡期， 税额标准、 计税
依据以及税目等方面都保证“旧费” 向“新税”
的平稳转变。 例如对一些排放的水污染浓度值或
者大气污染物浓度值低于规定标准 30%的， 纳
税人所交的税也可以适当降低， 国家只会征收其
75%的环境税。 所以与排污收费相比， 环境税的
开征更加公平公正， 科学性、 合理性更强， 不仅
不会增加企业的负担， 而且在给企业“减压” 的
过程中， 能鼓励和刺激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
转型。
1.2

环保投入力度更大
我国以前实施排污收费制度时， 采取的是

“专款专用” 的措施， 环保部门通常将收缴的排
污费按照比例分配给国家级、 省级和地方级的财
政部门， 随后财政部门再将分配到的排污费拨付
给有关的环保部门， 将其作为预算的一部分用来
进行当地的环境治理支出。 《预算法》 第六条规
定， 纳入到一般公共预算管理中的税收收入要全
部用来保障和改善民生， 以此推动经济社会发
展。 从排污收费的任意性过渡到环境税的规范
性， 更加突出专用性的特点， 而且在环境保护和
污染防治的投入力度更不会有所降低。 遵循力度
不减的原则， 原来由排污费安排的支出纳入到同
级财政预算当中， 以此保障环境税的顺利实施。
同时税收收入投入到环境保护上的力度还会不断
加大， 这是由环境税本身的特征决定的， 也是环
境税有序和高效实施的先决条件。
1.3

征管模式更加科学
相对于其他一般的税种， 环境税更具专业

性、 技术性， 同时环境税涉及的内容多， 面广
泛， 要保证环境税的顺利开征， 就需要在征管模
式上做好科学的设计。 《环境保护税法》 规定了
“企业申报、 税务征收、 环保监测、 信息共享”
的征管模式， 为环境税的顺利开征奠定了良好的
基础。 但在实际操作中， 税收征管流程往往要复
杂得多， 不仅包括税务部门与环保部门的信息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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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 纳税企业的自行申报， 还要收集各种数据并
对其进行分析， 对于一些异常的数据还要采取相
关措施， 所以征管中还应建立信息交换平台， 对
纳税人的资料进行有效交接[2]。
2 环境税开征的制度保障
2.1 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 夯实税收基础
完善的法律保障是保证一项制度顺利实施的
基础和前提。 《环境保护税法》 在内容上只有五
章共二十八条规定， 显然是比较宏观和笼统的，
另外在立法技术上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加强。 目前
这项制度的实施尚且处在探索阶段。 在环境税开
征的过程中需要结合我国环境治理的实际情况，
并积极吸收发达国家成功的环境税实施经验， 将
环境税的税务争议、 纳税环节、 税率以及纳税主
体等方面都以法律的形式进行明确， 建立起完整
的环境税法律体系， 在现实征收的过程中确保环
境税制度的每一个环节都能做到有法可依。 如美
国的 《资源保护回收法》 中的具体规定多达四百
多页， 其中仅仅对有害物质管理的解释就占据了
35.4%， 对每一个征收环节都作出了非常清楚的
解释。 显然这样详细的法律规定不仅为环境治理
提供了法治保障， 而且提高了治理效率。
2.2 创建合理的征收原则， 保证税收公平
为了体现环境税收的公正性与公平性， 发达
国家的普遍做法均是采取“污染者付费” 的原
则。 为了充分体现“污染者付费” 的原则， 美国
的排污许可证管理就明确规定， 所有的生产企业
必须要办理排污许可证， 而且每个排污许可证都
有定量的指标， 包括废水浓度控制指标以及废水
总量的控制指标。 生产企业必须要按照指标要
求， 结合自己企业排出污水的浓度和总量综合设
定排污许可证。 在“污染者付费” 的要求下， 不
同生产企业所缴纳的税率也有所不同， 这样就将
征税的差别性体现了出来， 同时也充分体现了税
收的公平性， 造成污染严重的企业需要多交税，
反之对环境污染比较轻的企业可以少交税。 所以
我国也可以参照这一点， 创建合理的征收原则，
保证环境税收的公平性， 从而调动交税企业或个
人交税的积极性。
2.3 设置科学的征税对象， 完善税收体系
为了提高环境税的实效性， 促进其顺利高效
地实施， 我国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环境税收体
系， 但不照搬照抄， 有创新意识和发展眼光， 同
时结合我国具体情况保证针对性、 有效性[3]。 例
如为了缓解能源匮乏的困境和实现能源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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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荷兰对国家部分能源生产销售企业征税，

励其创新研发新技术， 促进产业机构转型， 实现

在这些被征税的企业当中绝大部分都是一些小规
模企业， 不对国家的大型能源生产销售企业征收

减少环境污染和节约资源。 再次， 税款还可以用
于奖励保护环境、 减少环境污染和破坏的行为，

能源调节税， 这样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能源生产
销售集约化发展， 从而实现能源的最大化利用。

以此来引导企业创新新技术、 开发新能源和研发
新产品， 以及促进公民重视和参与到环境保护中。

又如为了缓解、 降低光化学烟雾带来的污染和有
效治理严重的光化学烟雾污染， 美国制定了 《清
洁空气法》， 明确列举了二氧化硫、 空气污染微

3.2

粒、 氮氧化物、 一氧化碳、 臭氧、 铅六种空气污
染物质。 所以在环境税的征税对象层面， 我国可

环保部门参与， 税务机关也会参与其中， 这就会
造成各个机构之间的利益分配和权职分工问题，

以结合具体国情， 同时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
来选择科学的征税对象。
2.4 制定广泛的优惠政策， 发挥税收功能

这也是环境税在开征的过程中要面临的一个重要
问题。 针对这一问题， 应当在开征的过程中坚持
税务机关负责环境税的征收管理， 环保部门对纳

征收环境税的目标是为了环境保护和治理，

税企业污染排放进行监测管理， 同时在环境相关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长远目标， 因此国家可以颁布

数据和纳税相关信息二者之间建立涉税信息共享

广泛的税收优惠政策， 这样既可以有效控制环境
污染， 同时也能促进企业积极进行产业结构转
型。 例如挪威对于一些能够控制空气污染和水污

平台和工作配合机制， 相互协调， 明确纳税企
业、 税务机关和环保部门三者之间的权利、 义务
以及法律责任。 同时， 面对征税主体中存在着

染的投资， 国家采取的激励方式就是给予免投资
税。 日本对于噪音、 空气污染以及水污染的控制
设备， 国家采取的激励方式是减少公司税和所得
税， 同时还减少固定资产税， 对于污染的回收设
备以及防治设备， 不仅给予税收抵免和一般折旧

“环保部门—税务机关” 这一双重征税主体， 还
应当补充税务机关和环保部门之间的权力分配以
及明确在环境税征税过程中弄虚作假的惩罚性
规定。
3.3 监督上促进手段的多元化

之外， 还可以按照成本 18%计特别折旧。 美国

环境税开征的过程中必须加强监督， 并促进

对于电动车采取的激励方式是按照成本的 10%
给予税收抵免， 对于可再生资源发电给予的激励
方式是按照每千瓦可以获得 1.5 美分税收抵免。
在这样广泛的税收优惠政策的激励下， 生产企业
可以进一步加以突破和创新， 在发展经济的同时，

宣传、 教育、 舆论等手段的多元化。 首先， 环境
税是一个控制型的治理手段， 并不强调惩罚性，
所以要将其激励引导作用充分发挥出来。 环境教
育有利于环境税的顺利实施， 有关部门要加强环
境宣传和教育工作[6]， 在社会中树立环境保护意

也能有效降低生产过程对环境所造成的污染。
3 环境税开征的现实应对
3.1 经费上坚持税款的专用性

识和绿色理念， 将消费者、 企业以及各地政府及
其公务人员等都纳入到环境教育的对象之中， 帮
助其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 其次， 作为环境税的

环境税要突出“环境专款专用环境” 的特
点， 并且要继续加大在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上的

主要实施者， 相关的执法人员必须要增强使命感
和责任感， 对于环境税的相关法律措施要严格、
认真、 负责地执行， 拒绝一切的权力寻租。 再

征管上增强部门的协调度
征管是环境税实施的关键， 必须在征管的过
程中增强征管部门的协调度。 环境税的征收除了

投入力度， 这是基于环境税不仅具有一般税收最
基本的目的和功能， 即筹集财政收入， 同时还具
有环境保护的本质特性和价值导向 [4] 。 税款的
专用性可以增强税款使用的透明度， 以体现环境

博、 广播以及电视公益广告等， 对环境税的作用
和意义进行积极宣传， 激发全民参与， 搭建良好

税收的公平性和公开性， 有效地减少因为环境税
的征收而来自各方面的阻力[5]。 首先， 税款可用

的公众监督平台， 有效避免环境税的开征走上排
污收费“行政收费式” 的老路。

于治理环境污染， 将税收的一部分作为环境保护
的专项资金， 在资金链上保证环境保护成本的稳
定供应， 防止环境问题的进一步扩大。 其次， 可

3.4

以通过一定方式将部分税款返还给纳税企业， 鼓

次， 要发挥舆论作用， 利用微信公众平台、 微

考核上树立绿色的政绩观
环境税的开征对于当前亟待解决的生态环境
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领导干部作为生态文明建设
（下转第 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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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广娟 王 颖等 秦皇岛滨海野生盐生牧草资源调查与开发利用研究

引种驯化野生牧草资源

今后的一项重要内容。

野生盐生牧草是在盐生环境中经过长期自然
选择生存下来的植物类群， 其中有许多优质的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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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关键少数”， 将“绿色” 发展的要求注入
到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中， 这是生态文明建设的
“
指挥棒”， 也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
硬杠杆”[7] 。

部政绩考核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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