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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nforming to the trend of the world’s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China’s urgent need for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this paper
roughly divides China’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ax into two stages: “germination” and “growth”.
Taking time as the main line, through combing the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of the two stages, it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ax, helping promote
the collection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ax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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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顺应世界各国生态环境保护的趋势所向以及我国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的背景下，本文
将我国环境保护税大致分为“萌芽”和“成长”两个阶段，并以时间为主线，通过梳理两个阶段的具
体实施内容，系统地分析我国环境保护税的演变历程，有助于推进环境保护税征收工作，促进生态文
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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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当代资源和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背景下，可持续发展理论应运而生并逐渐得到国际社会的广
泛认可，环境保护问题也引起了各国政府的关注。由此，大量的环境治理措施被提出。其中，税收在保
护环境方面的作用得以凸显。一些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曾饱受环境问题困扰的经济发达国家为解决环境方
面的问题，率先开始将税收纳入环境治理体系，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例如，早在 1971 年德国便制定
了《现代环境税制》，其中对征收对象、范围和方式做出明确规定；而美国则在 1986 年便根据《超级基
金修正案》正式开始征收环境税。鉴于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进程中的经验和教训，1991 年世界银行发表
一份名为《世界税制改革的经验》的报告，报告中建议发展中国家“针对环境的破坏征收环境税”[1]。
于是，环境税应运而生。
本文采用广义的环境税，环境税是指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所有税收和收费的总称。根据我国现行的环
境税体系，环境税包括环境保护税、资源税、消费税、车船税等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所有税收和收费[2]。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虽然在环境税方面起步较晚，制度不够完善，但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
接下来将从“萌芽”和“成长”两个阶段来描述我国环境保护税的演变历程。

2. 萌芽阶段(19 世纪 70 年代~20 世纪初)
该阶段的环境税以排污费为主。按照《排污费征收标准管理办法》，排污费是指由环境保护部门针
对污染者向环境中排放的污染物以及超过国家或地方规定排放标准的污染物排放行为，对排放的污染物
种类、数量及浓度征收的一种费用[3]。

2.1. 排污费制度的确立(1979~1981)
在上世纪，工业革命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与此同时生态环境却遭受着不同程度的破
坏，其中空气污染和水污染尤为严重并且引发多起重大环境污染事件，例如：1930 年马斯河谷烟雾事件、
1943 年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以及 1953 年水俣病事件等。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化学和石油工业的
快速发展，生态恶化进一步加剧。一些国家先后立法以期缓解生态环境问题，“国际环境法”应运而生。
此时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时期，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但这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给我们的教
训是十分惨痛的，甚至已经阻碍到了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结合当时国内外形势，对环境进行
立法变的十分有必要，中华人民政府在“国际环境法”的基础上产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
行)》。由此，标志着我国排污费制度正式确立。

2.2. 排污费的施行(1982~2002)
在总结全国多个地方开展排污费试点工作经验的基础上，1982 年国务院公布了《征收排污费暂行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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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征收排污费暂行办法》是我国最早提出并施行的环境经济政策。由此，排污费在全国范围内开
始实施，并主要集中于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的治理。排污费的施行，在提高公众环保意识、改善环
境质量和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2.3. 排污费的优化与调整(2003~2014)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环保治理工作的进一步推进，1982 年发布的《征收排污费暂行办法》相对
过时，我国排污费亟需进一步优化与调整以适应现实需要。由此，在 2003 年国务院公布了《排污费征收
使用管理条例》，进一步规范了对排污费的征收和使用管理。随后在 2014 年，我国对排污制度再次进行
调整，并上调了排污费的征收率。经过不断地调整和优化，虽然排污费在控制污染物排放、筹措环保资
金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其自身存在执法刚性不足、政府干预、征收标准偏低、征收范
围偏窄等弊端，难以可持续发展。在这一情况下，环境保护税的开征显得尤为必要。

3. 成长阶段(20 世纪初至今)
该阶段以环境保护税为主。根据《环境保护税法》的相关规定，我国开征的“环境保护税”作为独
立税种，是指以保护环境为目的，针对应税污染物进行强制性征税的税种。

3.1. 环境保护税的提出(2015)
征收环境保护税的必要性从国内形势来看，第一，排污费的弊端日渐显现，难以可持续发展；第二，
随着税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已经积极稳妥地进行了包括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以及个人所得税在内的
多项税种改革，但是我国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并没有设立有关环境保护的独立型税种；第三，环境污染形
势依然严峻。从国际形势来看，世界各发达国家在 20 世纪末便已开始进入环境税的完善阶段。相比较而
言，我国在环境税方面起步较晚，有必要借鉴他国的优良成果。例如，以 OECD 各国为代表推行的“绿
色税制改革”。
受内外因素的影响，我国在 2015 年 6 月，国务院法制办首次公布了《环境保护税法》(征求意见稿)，
对将要启动的环境保护税的基本内容进行了阐述。

3.2. 环境保护税制度的建立(2016~2017)
《环境保护税法》(征求意见稿)历时一年半，在此期间国务院法制办向社会公众以及特定部门、群体、
人员征求修改意见，并虚心听取各方建议。最终在 2016 年 12 月 25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
五次会议中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作为我国第一
部专门以环境保护为目标的独立型环境税税种，有利于改善排污费制度存在执法刚性不足、地方政府和
部门干预等问题。而且此次的“费改税”绝不是简单的名称变化，而是从制度设计到具体执行的全方位
转变。从执法刚性来说，税收的执法刚性比收费要强。税收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污染者付费”的原则，
税务部门依据法律条款严格执法，多排放多缴纳成为企业生产刚性的制约因素[4]。此外，收费与收税虽
然都是政府的一种财政行为，但对于具有税收性质的收费转变为税收的形式征收，有助于规范政府收入
体系优化财政收入结构。

3.3. 环境保护税的实施(2018 至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第五章第二十八条：“本法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换
句话说，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我国环境保护税正式开征，而施行了近 40 年的排污收费制度正式退出
历史舞台。迄今为止，《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已施行一年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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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作为环境保护税开征首年，实施较为顺利。根据财务部统计，“2018 年财政收支情况”显示
2018 年环境保护税收入为 151 亿元。考虑到环境保护税是按季度申报缴纳，因而 2018 年实际征收的只
是前三季度的税款，全年的环保税收入应加上“2019 年一季度财政收支情况”中的环境保护税收入 58
亿元。由此可知，2018 年环境保护税收入规模达 209 亿元。与 2015 年的 178.5 亿元的排污费收入规模相
比环境保护税增加 30.5 亿元的规模，增长 14.6%左右。其中重点污染企业贡献了大部分税收[5]。
从上述数据可知，税收规模扩大，以税治污成效初显。这一态势有利于发挥环境保护税的正向引导
作用，从而增加企业治污的主动性，逐步引导更多企业加大环境保护资金的投入，改进生产方式，促进
绿色创新，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以湖北省为例，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热电厂在二季度升级改造大气污
染排放口，前三季度环保税降幅达到 23.47%；湖北华电襄阳发电有限公司通过精细化管理，加大环保设
施投入，二氧化硫、氨氧化物等污染物排放浓度均低于排放标准 50%，前三季度比上年同期排污费少缴
纳 291.96 万元[6]。

4. 结语
根据上述两个演变阶段可知，一方面中国环境保护税从无到有，逐渐发展演化，时至今日已经形成
较为完善的税收体制。另一方面排污费向环境保护费的转变标志着我国环境经济政策跨上一个新台阶。
环境保护税实实在在的改善了排污费所遗留的问题，例如：在征收范围方面，环境保护税法的征收范围
更广；在税额标准方面，环境保护税法在排污费税额标准下限的基础上，规定其上限；在税收优惠方面，
环境保护税法多增一档税收减免规定；在征管制度方面，征收管理部门发生变化，环境保护税改由税务
机关进行征收管理，进而增加了执法的规范性与刚性；在资金留存管理中，环境保护税的税收收入全部
归入地方，这一改变有利于提高地方政府治理环境的积极性[7]。
综上，环境保护税的开征在我国环境保护税演进中意义重大。但在认识到环境保护税先进性的同时，
也要认识到其在征收范围、税收优惠、征收技术水平、相关配套设施等方面上仍然有改进的空间。所以
在环境税改革方面，我们仍然需要咬紧牙关、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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