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税务评论 
 

中国资源税全面改革拉开序幕
——从河北省水资源税改革说
起 

 
为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促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全面推进资源税改革，2016
年 5月 9日，财政部与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全面推进资源税改革的通
知》（财税[2016]53号）（简称“53号文”）及《关于资源税改革具体政策
问题的通知》（财税[2016]54号）（简称“54号文”）；同时联合水利部发
布《关于印发<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暂行办法>的通知》（财税[2016]55号）
（简称“55号文”）1，在河北省实施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工作。 
 
 
资源税沿革及整体改革趋势 
 
1984年 9月 18日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条例（草案）》，从当
年 10月 1日起对原油、天然气、煤炭等矿产资源开征资源税；之后在 1993年
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简称“暂行条例”）以取代上述条例
草案，并于 2011年对《暂行条例》进行了修订。期间经国务院批准，新疆地区
率先从 2010年 6月起实行原油 、天然气的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从 2014年
开始至今，资源税改革步伐逐渐加快，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相继发布了关于原
油、天然气、稀土、钨、钼等资源税的改革政策。2016年 53号文的发布，正
式揭开了资源税全面改革的序幕。 
 
从资源税的历史沿革（如下图所示）可以看出，资源税制度在逐步建立和完善的
过程中经历了数次在征收范围、征收方式等方面的变革调整，而改革的核心内容
为“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清费立税”以及“扩大征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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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3号文：http://sz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605/t20160510_19846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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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税改革全面推开 
 
随着 53号文等文件的陆续发布，资源税改革自 2016年 7月 1日起全面推开，
这也是继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之后，我国税收领域迎来的再一次“重量级”改革。
此次改革旨在通过清费立税、从价计征的全面实施，理顺资源税费关系，建立规
范公平、调控合理、征管高效的资源税制度，有效发挥其组织收入、调控经济、
促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的作用。 
 
此次资源税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 
 
• 消除资源税费重叠 

 
− 之前各地涉及矿产资源的收费基金项目较多，且与资源税的征收对象等
要素及调节功能相同或类似，造成资源税、费重叠，相关企业负担较
重。 

 
− 此次改革将全部资源品目的矿产资源补偿费费率降为零，停止征收价格
调节基金，取缔地方针对矿产资源违规设立的各种收费基金项目，并要
求地方各级财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对涉及矿产资源的收费基金进行全面
清理。这将进一步规范税费关系，为企业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 
 

• 强化弹性税收调节机制 
 
− 国内资源税长期以来采取从量计征方式，其相对固化的税额与资源的价
格没有直接关系，当资源产品的价格因市场、供求等因素变化时，税款
无法自动调整，税收调节经济的功能并不显著。 
 

− 此次改革进一步扩大从价计征税目范围，规范征税品目，完善征税机
制。由从量计征到从价计征的全面转变将深入强化资源税与资源产品价
格的直接关联，在资源产品价格上涨或走低时可以充分发挥其自动调节
作用。 
 

• 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 
 
− 先在河北省开展水资源税试点，将地表水和地下水纳入征税范围（详情
参见下文）。 
 

− 逐步将其他自然资源纳入征税范围，允许各省级政府结合本地实际，根
据森林、草场、滩涂等资源开发利用情况提出征收资源税的具体方案建
议，报国务院批准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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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作为改革试点开展水资源“费改税” 
 
结合 53号文及 55号文的精神，本次改革将水资源列为资源
税征收范围，并将河北省作为试点地区，河北省人民政府相应
出台了《河北省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简称“办
法”），办法自 2016年 7月 1日起施行。办法规定，除特殊
情形外，利用取水工程或设施直接从河流、湖泊（含水库）和
地下取用水资源的单位和个人，为水资源税纳税人。目前在河
北省已经正式征收水资源税。 
 
水资源“费改税” 
 
本次水资源改革试点的一大重点即水资源“费改税”，将以前由地方水利部门负责收取的水资源费转变为一项国家正式税
收，由地方税务机关负责征收，利用税收强制性、规范性手段，强化对水资源的调控能力，有效配置水资源。 
 
对高用水行业的影响以及建议采取的行动 
 
此次河北省水资源税试点，在税制设计上基本承接了水资源费的方式，原则上不影响正常生产生活用水，稳定水资源税负
担。但是，根据 55号文及办法的有关规定，对于在地下水超采区取用地下水、特种行业取用水、对超计划或者超定额取
用水，采取从高制定税额标准的方法，即对于上述用水将适用较高的税额标准。如下为河北省水资源税税额标准2（适用于
设区的市，公共供水覆盖范围内）举例（单位：元/立方米）: 

 
                                区域 
行业注 

非超采区 
纳税人 

一般超采区 
纳税人 

严重超采区 
纳税人 

地表水 工商业 0.5 

特种行业 10 
地下水 工商业 3 4.2 6 

特种行业 40 60 80 
注：“工商业”不包括农业和城镇公共供水业；“特种行业”包括洗车、洗浴、高尔夫球场、滑雪场。 

 
河北省在 2014年发布的《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平原区地下水超采区、禁采区和限采区范围的通知》（冀政函
[2014]61号）对地下水超采区等区域范围进行了详细规定。例如：石家庄市区（除井陉矿区外全部）均属于严重超采
区；唐山市根据区域不同分为一般超采区（如古冶区西部、开平区北部、丰润区中部等）和严重超采区（如路北区和路南
区全部，开平区南部，丰润区中东部等）。 
 
此次水资源税改革在原则上不增加居民、企业的用水综合成本，但是对于涉及超额用水、在超采区取水的企业制定了较高
的税额标准，从而起到资源调节作用。因此，高用水行业自身的用水、取水结构很可能会带来较大的税负成本差异。 
 
水资源“费改税”可能影响到的高用水行业3包括： 
 

•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 非金属矿采选业 •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 纺织业 •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 造纸和纸制品业 •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我们建议，高用水企业应该根据自身生产特点、取用水结构情况，以及目前水资源税的试点政策提前评估水资源“费改
税”对企业的税负及生产成本的影响程度；同时，考虑通过技术更新、业务结构改良、集团区域布局调整来优化企业资源
税税负，例如：通过生产技术革新优化水资源的使用；采用低成本新能源；优化集团内企业职能划分及区域分布，调整地
下水取水地区，等等。 
 
随着相关法规的出台，2016年 7月 1日我国资源税全面改革已拉开序幕。德勤间接税服务团队会继续密切关注后续资源
税改革的政策动向及试点工作动态，给您提供及时的更新并分享我们的洞察。 
                                                
2 摘自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北省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的通知（冀政发[2016]34号） 
3 行业分类描述参考《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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