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2015 年 6 月 10 日， 国务院
法制办公布了《环境保护税法
（征求意见稿）》（下称《征求意见
稿》）全文及说明。《征求意见稿》
规定，对超标、超总量排放污染
物的，加倍征收环保税；对依照
环境保护税法规定征收环保税
的，则不再征收排污费。

多名企业家及环保 NGO 代
表认为，排污费变成环保税，征收
力度将更大、更规范，可以更好地
推动企业减排， 也可以让环保部
门更专注于监管。但是，征收的税
收应该专项用于环境保护。

《征求意见稿》：
超标排放最高拟三倍征税

《征求意见稿》规定，环境保
护税的纳税人，为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领域以及管辖的其他海域，
直接向环境排放应税污染物的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
者。

《征求意见稿》明确，环保税
的征税对象分为大气污染物、水
污染物、固体废物和噪声等 4 类，
具体税目按照税目税额表的规定
执行。对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的
征收范围， 按每一排放口的污染
物种类数以污染当量数从大到小
的顺序，最多不超过 3 项（重金属
污染物为 5项）。省级人民政府可
根据本地区污染物减排的特殊需
要， 增加同一排放口征收环保税
的应税污染物种类数。

关于税额，《征求意见稿》规
定，税额标准与现行排污费的征
收标准基本一致。 省级人民政府
可以统筹考虑本地区环境承载
能力、污染排放现状和经济社会
生态发展目标要求，在规定的税
额标准上适当上浮应税污染物
的适用税额，并报国务院备案。

《征求意见稿》强调，污染物
排放浓度值高于国家或者地方
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或者
污染物排放量高于规定的排放
总量指标的，按照当地适用税额

标准的 2 倍计征；污染物排放浓
度值高于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
污染物排放标准，同时污染物排
放量高于规定的排放总量指标
的， 按照当地适用税额标准的 3
倍计征。

另外，对农业生产（不包括
规模化养殖） 排放的应税污染
物，机动车、铁路机车、非道路移
动机械、船舶和航空器等流动污
染源排放的应税污染物，城镇污
水处理厂、城镇生活垃圾处理场
向环境排放污染物不超过国家
规定排放标准的， 免征环保税。
纳税人排放应税大气污染物和
水污染物低于排放标准 50%以上
且未超过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
指标的，省级人民政府可以决定
在一定期限内减半征收环保税。

《征求意见稿》称，有关单位
和各界人士可在 2015 年 7 月 9
日前，通过登录中国政府法制信
息 网 (http://www.chinalaw.gov.
cn)等方式提出意见。

专家：
征税依据及税收使用应公开

对于最新发布的《征求意见
稿》，北京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
马军认为， 环保税的推出值得肯
定。这些年，政府越来越重视环境
保护， 财政在环保和生态文明建
设方面的投入也大大增加了，这
些都需要相应的税收予以支持。

他说：“环保税的征收标准与
排污费基本一致， 过渡起来也比
较容易。 ”目前在某些地方，环保
部门常常要与企业商量才能收到
部分排污费， 导致对减排的推动
力量比较小。相较而言，税收比排
污费更加刚性， 可能会形成更多
推动力量，促使企业减排。

马军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他指出，环保税的征收靠税务部
门，但是数据都掌握在环保部门
手里。 二者如何做好数据的沟通
和分享， 同时确保数据真实完
整，这是个挑战。 与此同时，他们

应该向社会公开这些数据，确保
在社会监督之下不会产生数据
造假、不完整的情况。

第二，企业现在的税负压力
比较大。 作为一个新的税种，环
保税无疑会增加企业的压力，这
并不符合推出环保税的初衷。 如
果在征收环保税的情况下，配合
其他税收的减免，就可以引导企
业朝着有利于生态文明的方向
发展。

最后，马军强调，公开的应
该不仅仅是前面的数据，税收的
使用情况也应该向社会公开。

企业家：
征税要基于第三方环境审计

环保税一经推出，必然波及
众多企业的利益。 对于清洁能源
企业来说，这是一个有利于推动
整个产业技术进步的好消息。 对
于排污企业而言，如何在通往绿
色转型的道路上减少损失，才是
他们考虑的重点。

博天环境集团董事长赵笠
钧说：“征收环境税会倒逼产业
升级。 但征税要基于第三方的环
境监测和环境审计，同步启动环

境服务业的发展，避免出现政府
选择性执法的现象。 ”

中碳能投科技有限公司总
经理贾某指出，环保税的提议已
经很久了，如果确实实施起来是
好事，因为它对环保的推动作用
是非常直接有效的。 但是，企业
还要缴纳其他的税费，如何避免
环保税与其他税种的重复征收，
仍需好好考虑。

江西四维印务有限公司总
经理罗杰卿曾表示，一旦环保税
开征，较易产生环境污染的传统
印刷行业将受到冲击。 按照以往
的排污费标准，若仍沿用传统印
刷技术，公司在满负荷生产情况
下， 每年需缴纳近 30 万元。 因
此，他建议国家对一些探索绿色
转型且营业额规模不大的企业
提供环保税减免优惠。

环保 NGO：
税收应专项用于环境保护

对于环保 NGO 而言， 用更
具强制性的环保税取代排污费，
可以促使企业朝着减排的方向
发展。

重庆两江志愿服务发展中

心主任向春说：“这个改革等于一
下给环保监察部门增加了很多人
手。 ”他介绍，以往环保部门有一
半的职能是收排污费。 如果改由
税务部门征收环保税， 环保部门
可以更加专业地进行污染监察工
作。 同时，由于是税收，征收力度
比排污费大，也更规范，以前拖缴
赖缴的情况将会大大减少。

向春还建议，征收的税收应
该专项用于环境保护，而非像商
业税一样由财政统筹使用。

“环保税是个好东西”，“绿
行齐鲁”行动研究中心的负责人
郭永启说。 他认为，从排污费变
成环保税，强制性、规范性都增
强了，可以让环保部更加专注于
监管，也可以引导企业减排。

郭永启同时提出了一些问
题：未来环保税法将如何制约作
假行为？ 征求意见稿中所提“污
染物排放浓度值高于国家或者
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
的”，是按日均值计算，还是月均
值计算？ 减半征收环境保护税的
情况，将以何种方式兑现，是减
税还是退税？

（据阿拉善 SEE 公益机构
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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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税真的来了？
企业家、环保 NGO有话说

� � 2015 年 6 月 12 日，《中国
慈善发展报告（2015）》（以下
简称“《慈善蓝皮书》”）在北京
发布，该报告首次关注彩票公
益金和非法人社团两大领域。

《慈善蓝皮书》 指出 ，
“2014 年预期社会捐赠总量将
达到 1046 亿元。 其中，基金会
系统接受的捐赠总额预估为
420 亿元； 慈善会系统的捐赠
款物预估为 426 亿元；民政系

统接受的社会捐赠款物 82.26
亿元， 红十字会系统 26.43 亿
元，其他机构 91.7 亿元。 慈善
会系统的捐赠较 2013 年有较
大增长。 加上全国志愿服务小
时折算价值 535.9 亿元和预估
彩票公益金社会公益使用量
399 亿元， 全核算社会捐赠总
价值预计将达到 1981 亿元 ，
较 2013 年增长 17%。 ”

（张明敏 ）

《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15）》
在京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