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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评论
明确征税界限 细化多项规定
——环境保护税法实施条例正式
施行
2017 年 12 月 30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
环境保护税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与环境
保护税法同步施行。
在保护和改善环境、减少污染物排放、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大背景下，为保障环境
保护税法顺利实施，本次出台的《条例》在广泛听取社会各界人士意见的基础
上，细化了环境保护税法的有关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征税界限，增强了法律的可
操作性。
条例要点
《条例》重点在环境保护税的征税对象、计税依据、税收减免和税务与环保部门
间的信息交换等方面的规定进行了细化，以减少费改税转变过程中的不确定性，
为环境保护税法顺利施行提供保障。
征税范围
其他固体废物
根据环境保护税法，属于应税范围的污染物包括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固体废
物和噪声。
《条例》明确，上述应税污染物中，固体废物税目下的“其他固体废物”的具体
范围，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统筹，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
定，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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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污水集中处理场所

如欲垂询更多信息，请联络：

根据环境保护税法，依法设立的城乡污水集中处理场所，排放相应应税污染物不
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的，暂予免征环境保护税。

间接税服务

《条例》明确，上述城乡污水集中处理场所，是指为社会公众提供生活污水处理
服务的场所，不包括为工业园区、开发区等工业聚集区域内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
他生产经营者提供污水处理服务的场所，以及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自
建自用的污水处理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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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禽养殖场
根据环境保护税法，农业生产排放应税污染物的，暂予免征环境保护税；但享受
该免税待遇的农业生产并不包括规模化养殖。
《条例》明确，同时满足两项条件即“达到省级人民政府确定的规模标准”并且
“有污染物排放口”的畜禽养殖场，应当依法缴纳环境保护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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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为了鼓励畜禽养殖场对废弃物进行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理，《条例》规定
该类情形不属于直接向环境排放污染物，不缴纳环境保护税。
计税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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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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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环境保护税法，应税固体废物的计税依据按照固体废物的排放量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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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例》进一步规定，固体废物的排放量为当期应税固体废物的产生量减去当期
应税固体废物的贮存量、处置量、综合利用量的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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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例》同时设置了惩罚性规定，对于非法倾倒应税固体废物、或进行虚假纳税
申报的，该纳税人应以当期应税固体废物的产生量作为排放量计算计税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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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
根据环境保护税法，应税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计税依据按照污染物排放量折合
的污染当量数确定。
《条例》设置了相应的惩罚性规定，纳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其当期应税大
气污染物、水污染物的产生量作为污染物的排放量：
•
•
•
•
•

未依法安装使用污染物自动监测设备或者未将污染物自动监测设备与环境保
护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
损毁或者擅自移动、改变污染物自动监测设备；
篡改、伪造污染物监测数据；
通过暗管、渗井、渗坑、灌注或者稀释排放以及不正常运行防治污染设施等
方式违法排放应税污染物；
进行虚假纳税申报。

税收减免
大气污染物或者水污染物的浓度值
根据环境保护税法，纳税人排放应税大气污染物或水污染物的浓度值低于国家和
地方规定标准 30%的，减按 75%征税；低于 50%的，减按 50%征税。

《条例》明确，该条款中的浓度值，是指纳税人安装使用的污染物自动监测设备当月自动监测的应税大气污染物浓度值的
小时平均值再平均所得数值或者应税水污染物浓度值的日平均值再平均所得数值，或者监测机构当月监测的应税大气污染
物、水污染物浓度值的平均值。
而且，对于上述减征环境保护税的纳税人，其应税污染物浓度值的小时平均值或者日平均值，以及监测机构当月每次监测
的应税污染物的浓度值，均不得超过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
征收管理
《条例》对税务和环保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换内容作了具体规定：
环保部门向税务机关交送信息

税务机关向环保部门交送信息

（一）排污单位的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以及污染物
排放口、排放污染物种类等基本信息；
（二）排污单位的污染物排放数据（包括污染物排放量
以及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的浓度值等数据）；
（三）排污单位环境违法和受行政处罚情况；
（四）对税务机关提请复核的纳税人的纳税申报数据资
料异常或者纳税人未按照规定期限办理纳税申报的复核
意见；
（五）与税务机关商定交送的其他信息。

（一）纳税人基本信息；
（二）纳税申报信息；
（三）税款入库、减免税额、欠缴税款以及风险疑点等
信息；
（四）纳税人涉税违法和受行政处罚情况；
（五）纳税人的纳税申报数据资料异常或者纳税人未按
照规定期限办理纳税申报的信息；
（六）与环保部门商定交送的其他信息。

观察与评论
《条例》的出台对环境保护税法的实施细节进行了明确，将有助于税法政策的落实，也为企业规范自身排放污染物的行为
提供了有益的参照。
随着环境保护税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进入实施阶段，相关的征管工作已陆续展开，国家税务总局也已于近期发布了环境
保护税的纳税申报表样式。鉴于环境保护税一般按月计算、按季缴纳，因此对于定期纳税的环境保护税纳税人而言，其首
次环境保护税纳税申报预计将于四月初进行。相关纳税人应抓紧剩余的一个多月时间，主动了解有关的税收政策，积极准
备，确保及时、准确地完成环境保护税的首次纳税申报工作。另一方面，新的环境保护税法将开始面临实践执行的考验，
环保与税务部门如何在征管领域进行协同尤其值得纳税人的关注，因此相关纳税人应考虑与税务机关或专业机构保持密切
的沟通，持续跟进法规与实务动态。
从长远来看，降低污染物的排放量是降低环境保护税税负的关键。因此，我们建议，企业应考虑积极革新环保技术，提高
资源利用能力，以降低应税污染物的排放，并利用好环境保护税法有关低污染排放的税收减免政策，享受税收优惠。
随着后续法规的出台，环境保护税有关问题将逐渐明确。德勤间接税服务团队会密切关注环境保护税政策动向及施行情
况，给您提供及时的更新并分享我们的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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