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 12月 2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二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我国第一部专门体现“绿

色税制”的《环境保护税法》（主席令［2016］第 61
号），将于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环境保护税法（简称“环保税”）是在“费改税”的

基础上形成的单行税法，即对企业或生产经营者排

放的污染物由原来的征收排污费改为征收环保税。

该法确立了我国现代环境税收制度体系的核心，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生态

文明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是我国环境保

护事业和依法治国事业取得的重要成果。以环保税

代替排污费，使环境保护的手段由行政法规上升为

国家法律，大大增强了通过经济手段进行环境治理

的法律效力，不但有助于提升执法刚性，强化企业治

污减排的社会责任，而且有助于促进我国经济结构

的转型升级。

从新设立的环保税制度的具体内容来看，既有

与现行排污费征收制度［《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

例》（国务院令［2003］第 369号）］的衔接，又有重要

变革；与现行的其他税种相比，无论是计税依据的取

得，还是税款的计算、征收管理，都有较大不同。本文

拟从环保税的纳税人、征税范围、税率等税收要素入

手，进行具体分析。

一、纳税人

环保税的纳税人是在我国领域和我国管辖的其

他海域有应税行为的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经营者，不

包括自然人或普通居民。具体包括三类：第一类是直

接向环境排放污染物的企事业单位或其他生产经营

者；第二类是超过国家或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向环

境排放应税污染物的依法设立的城乡污水集中处

理、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场所；第三类是不符合国家和

地方环境保护标准的贮存或者处置固体废物的企事

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

需要说明的是，环保税的纳税人不包括向依法

设立的城乡污水集中处理、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场所

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

与现行排污费的征收制度相比，环保税的纳税

人范围有所扩大，比如排污费的征收是针对超标的

城乡污水集中处理场所，而环保税的纳税人不但包

括超标的城乡污水集中处理场所，还包括垃圾集中

处理场所。这说明我国推进城乡污水和垃圾处理产

业化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二、征税范围

环保税的应税污染物包括大气污染物、水污染

物、固体废物和噪声。虽然应税污染物的四大税目与

排污费的征收制度相比基本实现了平移，但是现行

排污费征收制度与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主席令

［2015］第31号）、《海洋环境保护法》（主席令［2016］
第56号）、《水污染防治法》（主席令［2008］第87号）、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主席令［2016］第 31

环境保护税的税收要素解析及完善建议

郑海东（副教授），徐 梅（副教授）

【摘要】环境保护税是以原来的排污费制度为基础制定的，其与现行排污费制度和税收制度均有比

较大的差异。为此，对环境保护税的纳税人、征税范围、税率、计税依据、注意事项进行深入分析，并确定

了应纳税额的计算方法，最后通过案例解析了现行排污费与环境保护费的计算差异。

【关键词】环境保护税；排污费；税收要素；应纳税额

【中图分类号】F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17）32-0081-4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71172080）；山东省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项目（项目编

号：16CGLJ41）；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ZR2017MG024）

2017.32 财会月刊·81·□



号）、《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主席令［1996］第 77
号）紧密联系，在征收制度中直接与上述各项防治法

相衔接。比如排污费征收制度规定：“依照大气污染

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的规定，向大气、海洋排放

污染物的，按照排放污染物的种类、数量缴纳排污

费”。而环保税的征税范围（尤其是子税目）是否依据

各项防治法，税收制度中没有明确的规定，这样不但

增加了部分应税污染物子税目范围确定的难度，也

降低了可操作性。具体体现以在下三方面：

1. 环保税中固体废物的范围。环保税的固体废

物主要包括煤矸石、尾矿、危险废物以及冶炼渣、粉

煤灰、炉渣等其他固体废物，而其他固体废物是否与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的口径一致，在环保

税中没有明确的补充或列举说明。

2. 环保税中噪声污染的范围。排污费征收制度

明确规定，“依据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的规定，产

生环境噪声污染超过国家环境噪声标准的，按照排

放噪声的超标声级缴纳排污费”。即排污费征收制

度是依据《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来确定噪声范围

的，其范围包括工业噪声、建筑施工噪声、交通运输

噪声、社会生活噪声。而环保税的应税噪声污染范围

仅包括工业噪声，不包括其他的噪声污染。在《环境

噪声污染防治法》中的噪声标准有工业企业厂界噪

声标准和城市区域噪声标准两大类，分别下设 5等
不同的级次。环保税规定噪声污染的征税依据超标

分贝数征收，但是依据现行标准还是重新确立标准

并未明确说明。

3. 关于向海洋倾倒废弃物的规定。依据《海洋

环境保护法》的规定，向海洋倾倒废弃物必须按照国

家规定缴纳倾倒费。但是环保税没有明确是否对此

征税，更未规定是沿袭倾倒费征收还是单独计征。

环保税这种征税范围的不明确性，在一定程度

上增加了部分应税污染物子税目范围确定的难度，

降低了可操作性，需要尽快出台实施细则予以补充。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做法有助于法律的刚性

和包容性的统一。对当前比较明确的问题可以做出

具体的法律规定，对当前认识还不太到位的问题就

不宜做出具体规定，而应在认识到位后通过后续出

台实施细则或配套措施等方式，把环境污染问题

的最新变化或对环保税问题的最新认识纳入法律

监管中。

三、税率

1. 关于税率水平规定的变化。环保税的税率是

依据不同的计量单位规定的定额税率，其中大气污

染和水污染规定的是幅度税率，省、自治区、直辖市

可以在规定的幅度内自主选择。

与排污费征收制度相比，环保税中大气污染物

和水污染物的税率有所提高，固体废物的税率基本

不变，而噪声污染的税率有所降低。虽然大气污染物

和水污染物的税率是原来排污费征收最低标准的1
~ 10倍，但并不意味着纳税人的税收负担一定会提

高。原因有二：一是国家规定对大气污染物和水污染

物采取幅度税率，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可以根据情

况在规定范围内选择，就可以选择与现行排污费相

同的最低标准；二是在2015年国家调整排污费征收

标准时，全国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已经有 7个
调整后的标准高于规定的最低标准。如北京调整后

的标准是最低标准的8 ~ 9倍，天津调整后标准是最

低标准的5 ~ 7倍；上海分三步调整标准至最低标准

的3 ~ 6.5倍等。所以即使北京选择了9倍，也基本与

现行的排污费征收标准持平。

各省级行政单位自主选择税率幅度的规定，能

够让各地区根据各自的历史欠账、当前污染水平、发

展目标、承担能力等实际情况，选择适合本地环境治

理的税率水平，既维护了法律的统一性，又照顾到了

各地的差异性，避免了一刀切的弊端。

2. 关于税收优惠规定的变化。与排污费制度相

比，环保税的税收优惠增加了一个档次。环保税的减

免档次保留了现行排污费征收制度的“排放大气污

染物或者水污染物的浓度值低于规定标准百分之五

十的，减半征收”，又增设了一档“排放大气污染物或

者水污染物的浓度值低于规定标准百分之三十的，

环保税按百分之七十五征收”。增设税收优惠档次，

有利于对纳税人控制排污的小幅边际行为进行激

励，避免档次门槛过高让纳税人望而却步。

3. 关于加重税负规定的变化。与排污费征收制

度相比，环保税没有加重税负措施，即环保税的征收

没有借鉴排污费“超标加征一倍的”方式。纳税人排

污对环境的影响不仅取决于污染物的排放数量，更

取决于污染物的排放浓度值。故应对超过国家或地

方的排放浓度值标准的纳税人实行从重征收环保

税，以促其降污减排。从激励和约束措施的对称性角

度来看，也应该在税收优惠规定之外增加税收惩罚

的规定。具体方法可以借鉴排污费征收制度中加倍

征收或个人所得税中加成征收的方式。建议先就纳

税人对加重税负的敏感性进行专题研究，根据研究

成果出台实施细则或法律解释，将超标浓度值划分

成不同档次，超标越多税收加成的比例就越高。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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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标10%以内的，加征三成；超标10% ~ 20%的，加征

六成；超标20%~ 30%的，加征九成等等，以此类推。

四、计税依据及其获得方式

与现行税种相比，环保税的计税依据是完全不

同的。环保税的计税依据有三种，分别是大气污染物

或水污染物的污染当量数、固体废物的排放量或噪

声超标分贝数。而现行税种的计税依据有流转额、劳

务收入额、应纳税所得额等。

与现行税种相比，环保税计税依据的取得方法

也是完全不同的。环保税的计税依据的获取需要纳

税人与环保部门紧密配合，通过纳税人安装的自动

检测设备、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环

保部门计算或抽样测算的结果来获得。而现行税种

的计税依据大多可以从纳税人的财务数据中获得，

相对比较便捷。

五、计算环保税应注意的事项

1. 不同污染物适用不同的计征原则。

（1）排放即征税的原则。该原则适用于大气污染

物、水污染物或固体废物的排放。

（2）超标才征税的原则。该原则适用于噪声污染

物的排放。

2. 多污染物选其一，按照污染当量数大的计征。

（1）对同一排放口中的化学需氧量、生化需氧量

和总有机碳，只就其中一项污染物征收环保税。

（2）对同一排放口中的大肠菌群数和总余氯，只

就其中一项污染物征收环保税。

3. 分别计算合并征税。

（1）对每一排放口多污染物分别计算合并征税。

该方法适用于应税大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具体的

计算如下：①对每一排放口或没有排放口的应税大

气污染物，按照不同污染物的污染当量数从大到小

排列，按照前 3 项污染物分别计算合并计征环保

税；②对每一排放口的应税水污染物，应先区分第

一类水污染物和其他水污染物，按照不同污染物的

污染当量数从大到小排列，对第一类水污染物按照

前 5项污染物分别计算合并计征；对第二类水污染

物按照前3项污染物分别计算合并计征。

（2）对多排放口或多场所分别计算合并征税。纳

税人有多个排放口或多场所排放应税污染物的，先

按上述方法计算出每一排放口不同应税污染物的应

纳税款，然后将不同排放口或场所的应纳税款相加

得出总应纳税款。

六、应纳税额的计算

与现行税种相比，环保税的税率虽是定额税率，

但不同应税污染物的计税依据差别比较大，所以计

算方法也不同。

1. 固体废物应纳税额的计算。

固体废物应纳税额=固体废物排放量×定额税

率

2. 噪声污染应纳税额的计算。

（1）取得排放的噪声分贝。

（2）确定国家或地方的噪声排放标准。

（3）计算超标的分贝数。

（4）无须计算，直接根据超标的分贝数确定应纳

税额。

3. 大气污染物或水污染物应纳税额的计算（以

水污染物为例）。

（1）依据企业自测、相关机构测量或计算获得不

同污染物排污量的数据，即：

某种污染物的排放量（kg/月）=［污水排放量（t/
月）×污染物排放浓度（mg/L）］÷1000

（2）确定排污当量数作为计税依据，即：

某种污染物的排污当量数=该污染物排污量÷
污染当量值

（3）确定税率。大气污染的税率为1.2 ~ 12元，水

污染物的税率为1.4 ~ 14元，由省、自治区、直辖市选

定具体税额。

（4）计算应纳税额。

某种污染物应纳税额=该种污染物排污当量

数×定额税率

七、案例解析

例：某石油炼制企业的总排放口某月污水排量

为 70000t，化学需氧量（COD）排放浓度为 150mg/l，
生化需氧量（BOD）排放浓度为80mg/l，悬浮物（SS）
排放浓度为 60mg/l，石油类的排放浓度为 25mg/l，
污水排入四类水域，该厂应缴纳的排污费和环保税

分别是多少元？

查阅当地排污费的单位征收标准是5.6元，假设

其环保税的税率平移也是5.6元。

1. 现行排污费的计算。

（1）计算不同污染物的排放量。

COD排放量=70000×150÷1000=10500（kg）
BOD排放量=70000×80÷1000=5600（kg）
SS排放量=70000×60÷1000=4200（kg）
石油排放量=70000×25÷1000=1750（kg）
（2）计算不同污染物的污染当量数。查阅《第二

类水污染物污染当量值》表，得知：COD的当量值是

1kg；BOD的当量值是 0.5kg；SS的当量值是 4kg；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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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类的当量值是0.1kg。所以有：

COD污染当量=10500÷1=10500（kg）
BOD污染当量=5600÷0.5=11200（kg）
SS污染当量=4200÷4=1050（kg）
石油类污染当量=1750÷0.1=17500（kg）
（3）确定收费的污染物，计算排污费。对COD、

BOD只征收一项，BOD污染当量数较大，收BOD、

SS、石油类的排污费。

查阅相应污染物的排放标准：BOD是 20mg/l，
SS是70mg/l，石油类是5mg/l。

因为BOD、石油类超标，所以应加一倍征收排

污费。SS的排放浓度值虽然低于排放标准，但因不

足50%，不享受税收优惠。因此：

BOD排污费=5.6×11200×2=125440（元）

SS排污费=5.6×1050=5880（元）

石油类排污费=5.6×17500×2=196000（元）

全月排污费=125440+5880+196000=327320（元）

2. 环保税的计算。

（1）上述排放量和污染当量数的计算均适用于

环保税的计算。

（2）确定征税的污染物，计算环保税。COD、

BOD只征收一项，BOD污染当量数较大，收BOD、

SS、石油类的环保税。

查阅相应的污染物排放标准，BOD是 20mg/l，
悬浮物是70mg/l，石油类是5mg/l。

虽然BOD、石油类超标，但是环保税并没有加

一倍征收。SS的实际排放浓度值是 60mg/l，低于排

污标准的30%，环保税减按75%征收。因此：

BOD应纳税额=5.6×11200=62720（元）

SS应纳税额=5.6×1050×75%=4410（元）

石油类应纳税额=5.6×17500=98000（元）

全月应纳税额=62720+4410+98000=165130
（元）

从以上的计算结果可以看出，排污费改征环保

税之后，企业的负担不但没有提高反而降低了，尤其

是对超标的污染物没有加倍征收环保税，对负担降

低的影响更大。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单独的环保税还不能

构成完备的环境税收制度体系，环保税本身也有一

些不太完善的地方，需要通过出台实施细则或其他

配套措施来进一步完善。近期尤其应在以下方面出

台具体的措施：污染物超标排放的加倍征税与否、企

业安装自动监测设备的税收优惠、偷排偷倒的税款

计算及处罚、税务机关与环保部门的分工协作、与企

业所得税等现行其他税种的协调等。

从纳税人角度来看，应针对环境税收制度的重

大变化，着眼于社会责任和长远发展，自觉遵守环保

税，并通过比较排污费与环保税的大小、排污缴税的

成本与增建降污减排（或降噪）设备的成本高低以及

自测设备购置成本与第三方监测机构服务成本的多

少等来进行税务筹划，降低不必要的环境税负，增强

企业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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