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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 日起 环保税正式施行
征税范围为直接向环境排放的大气、水、固体和噪声等污染物
多排污多缴税、少排污少缴税，河南等 6 省税额处于较高水平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起，
我国首个以环境保护为目
标的绿色税种———环境保
护税正式施行， 以此取代
了施行近 ４０ 年的排污收
费制度。 环保税按季申报
缴纳，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１５ 日将迎来首个征期。

环保税如何征收？ 税
率如何确定？ 对哪些行业
影响较大？ 针对各界关心
的问题， 财政部、 税务总
局、 环保部有关负责人接
受了记者采访。

地方税额明确 北京按最高限征税
开征环保税的一个重

要原则是实现排污费制度
向环保税制度平稳转移。
业内最关心这税怎么收？

根据环保税法， 环保
税的征税对象和范围与现
行排污费基本相同， 征税
范围为直接向环境排放的
大气、水、固体和噪声等污
染物。其中，大气污染物税
额幅度为每污染当量 １．２
元至 １２ 元，水污染物税额
幅度为每污染当量 １．４ 元
至 １４ 元。

据财政部税政司司长
王建凡介绍，目前，除西藏
自治区外， 各省区市均已

按法定程序出台了本地区
应税大气污染物和水污染
物的具体适用税额。

其中，黑龙江、辽宁、
吉林、浙江、安徽、福建、江
西、陕西、甘肃、青海、宁
夏、新疆等 １２ 个省份按低
限确定税额，其大气、水污
染物税额分别为每污染当
量 １．２ 元和 １．４ 元。

山西、内蒙古、山东、湖
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
重庆、四川、贵州、云南等
１２ 个省份税额处于中间水
平，其大气污染物税额在每
污染当量 １．８ 至 ３．９ 元之
间，水污染物税额在每污染

当量 ２．１至 ３．５元之间。
北京、天津、河北、上

海、江苏、河南等 ６ 个省份
税额处于较高水平， 其大
气污染物税额在每污染当
量 ４．８ 至 １２ 元之间，水污
染物税额在每污染当量
４．８ 至 １４ 元之间。

国家税务总局财产和
行为税司司长蔡自力介
绍，环保税实行“国家定底
线，地方可上浮”的动态税
额调整机制。 以环境承载
能力较小的京津冀为例，
北京市按最低税额标准
１０ 倍的最高上限确定税
额，其大气、水污染物税额

分别为每污染当量 １２ 元
和 １４ 元；河北则按照最低
税额标准 ８ 倍确定了环北
京 １３ 个县的大气和水中
主要污染物的适用税额。

此外， 江苏也在省内
不同区域确定了差异化的
税额，内蒙古、上海、重庆、
云南 ４ 省区市税额采取分
年逐步提高到位方式。

王建凡说，总的来看，
各地出台的税额统筹考虑
了本地区环境承载能力、
污染物排放现状和经济社
会生态发展目标要求，有
利于发挥税收在生态环境
保护方面的调控作用。

“绿色指挥棒”发力 甲醛按 24 倍征税
“开征环保税的环保

意义大于财政意义。 ”王建
凡说， 环保税主要目的是
助力美丽中国建设， 环保
税法总则第一条就写明立
法宗旨，开征环保税是“为
了保护和改善环境， 减少
污染物排放， 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

“环保税的收入规模

在税收总收入中占比很
小， 开征环保税不是为了
增加财政收入， 而是构建
绿色税制， 发挥税收‘杠
杆’调节作用，引导企业既
算经济账，也算环保账，助
力实现建设美丽中国的总
目标。 ”蔡自力说。

王建凡说， 环境保护
税以污染物排放量为计税

依据，“多排污多缴税、少
排污少缴税”，并对降低排
污浓度的企业给予减免税
优惠， 这一机制可以促使
环境外部成本内生化，倒
逼高污染、 高耗能产业转
型升级， 推动经济结构调
整和发展方式转变。

以大气污染物为例，排
放等量但具有较高危害性

的“甲醛”所要缴纳的环保
税是普通“烟尘”的 ２４倍。

蔡自力解释说，环保税
针对不同危害程度的污染
因子设置差别化的污染当
量值，实现对高危害污染因
子多征税。 这种政策处理，
有利于引导企业改进工艺，
减少污染物排放，特别是高
危污染物的排放。

已确认 33 万户纳税人 征管新机制护航“绿色税收”
环保税虽规模不大，

但制度转换难度大。 环保
税法确定了“税务征管、企
业申报、环保监测、信息共
享、协作共治”的征管新机
制， 为部门间合作提供了
良好范例。

王建凡说，从实际情况
看， 环保税征管相对复杂，
对污染物排放监测专业技
术要求高，需借助环保部门
的污染物监测管理能力，税
务机关与环保部门的工作

协作配合是否顺畅，关系到
环保税法的实施效果。

“排污费征收 ３８ 年
来，累计向 １３８０ 万户排污
单位收费共计 ３１６９ 亿元，
用于筹集污染防治资金，
为加强环境保护发挥了作
用。 ”据环保部环境监察局
副局长夏祖义介绍，目前，
各地环保部门已完成全部
历史涉税数据向地税部门
移交工作。

蔡自力说， 各级地税

机关已据此初步识别和确
认环保税纳税人 ３３ 万户，
并初步建立了环保税税源
数据库。

“我们在设计表证单书
时，较原征收排污费减少了
２／３ 的申报表单及数据项，
大幅减轻了纳税人申报负
担。”蔡自力说，环保税法明
确了纳税人的自行申报义
务，有利于增强企业的环境
保护意识。税务部门会同环
保部门开展联合辅导和重

点辅导，确保纳税人“懂政
策、能计算、会申报”。

据了解， 在环保税首
个申报缴纳期之前， 各级
财政、税务、环保等部门将
进一步做实做细相关准备
工作， 确保征管工作有效
有序进行。 进一步细化明
确有关政策， 为纳税人提
供更加细致地辅导和服
务， 切实加强部门协作配
合， 提升污染物排放监测
能力和水平。 （据新华社）

������华为诉三星侵犯知识产权案

华为一审胜诉
１ 月 １１ 日，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

权法庭就华为起诉三星侵犯知识产权案作出
一审判决， 要求三星立即停止侵犯华为两项
专利权的行为， 法院同时驳回了华为的其他
诉讼请求。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华为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
院提起两宗标准必要专利侵权纠纷案。原告华
为诉称，涉案的两项发明专利均为 ４Ｇ 标准必
要专利，被告方未经原告许可，以制造、销售、
许诺销售、进口的方式侵害其专利权。同时，原
告在与被告方的谈判代表人、也是被告方的控
股公司韩国三星电子株式会社进行标准必要
专利交叉许可谈判时，三星未遵循 ＦＲＡＮＤ（公
平、合理、无歧视）原则，具有明显过错。

被告方答辩称， 没有实施原告华为指控
其专利侵权的行为， 原告华为在标准必要专
利的许可谈判中没有尽到公平、合理、无歧视
的义务，而三星在许可谈判中无明显过错。

法院经审理认定， 原告华为享有涉案的
两项发明专利权，这两项发明专利均为 ４Ｇ 标
准必要专利。 被告方在我国生产、 销售相应
４Ｇ 智能终端产品，一定会使用原告华为的这
两项标准必要专利技术，因此，在原告华为取
得两项发明专利权以后， 被告方未经许可在
我国实施原告的两项专利技术， 侵犯了原告
的专利权。 （据新华社）

������8000 余种进口产品零关税

消费者享实惠
在家买到实惠“洋货”已经不再是梦想。 1

月 11 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在商务部例
行发布会上表示，截至目前，我国已与 24 个
国家和地区签署了 16 个自贸协定， 其中 15
个已经生效实施，涵盖了 8000 余种零关税的
进口产品。

“这大大丰富了我国消费者的选择，给消费
者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高峰表示，目前，在
上述自贸协定的框架下， 我国总进口额近三分
之一的产品可以享受自贸协定优惠关税的待
遇，其中大部分是终端消费品。 （据新华社）

������美国福特德国博世“合谋”

尾气排放造假
１ 月 １０ 日，美国福特汽车公司以及为其

供应汽车零部件的德国博世集团被指控合谋
进行尾气排放造假， 被诉至美国密歇根东区
联邦地区法院。

负责代理这起集体诉讼的美国哈根斯－伯
曼律师事务所在诉状中称，两被告故意为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７年生产的福特 Ｆ－２５０和 Ｆ－３５０柴油
版皮卡车安装尾气排放造假软件， 通过车检后
却在实际行驶时排放最多高出标准 ５０ 倍的有
害尾气，主要是氮氧化物。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