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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环境税收法律制度 ： 理论支撑 、国外实践和启示
向贤敏
（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河南 郑州 450002）
要： 环境税收法律制度以外部性理论、公共物( 产) 品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为理论支撑; 发达
国家通过开征多种环境税、对原有税种进行有利于环境保护的调整等约束性的环境税收措施和通过对
摘

环保产品、环保技术、环保投资以及环保行为等方面进行税收优惠的激励性的环境税收措施，不仅有效
地利用和保护了资源和环境，还为完善环境税收法律制度提供了如下经验与启示: 进行环境税收立法，
开征环境税要循序渐进，逐步实施; 设计适合本国国情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环境税收法律制度; 多种环境
保护手段协调配合，建立混合制度; 在绿化现有税收的同时开征多种环境保护税; 中央和地方的环境税
收征管权限应清晰明确; 税款应专款专用; 税务部门应与其他部门进行合作; 履行国际义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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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环境税收法律制度的理论支撑
环境税收法律制度以外部性理论 、公共物（ 产） 品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为其理论支撑 。
( 一) 外部性理论
外部性理论是福利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环境经济学的理论支柱。 自从著名经济学家马歇
尔于 1890 年在其巨著《经济学原理》中提出外部性概念以后，英国经济学家庇古 （ 马歇尔的学生 ） 在对
外部性概念进行丰富和发展的基础上形成了外部性理论 ，并率先将该理论用于环境税收，使其成为环境
税收法律制度的最初的经济理论来源 。
外部性（ externality） 是市场失灵的一种，是指在实际经济活动中，市场经济主体的活动所带来的非
市场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是由市场经济主体本人享有和承担 ，即该种影响没有通过市场价格机制反映
出来。这种影响可能是有益的，也可能是有害的。有益的影响称为正外部性或外部经济性 ； 有害的影响
称为负外部性或外部不经济性。所谓正外部性 （ 外部经济性 ） 是指市场经济主体的一项经济活动给其
他主体带来收益，但并未因此获得报酬。所谓负外部性（ 外部不经济性 ） 是指市场经济主体的一项经济
活动对其他主体造成损害，但并未承担相应的成本，这部分成本被转移到市场的外部，由社会来承
［1］

担

。庇古在研究外部性问题的过程中 ，在其名著《福利经济学》中，从社会资源最优配置的角度出发，

应用边际分析方法，在分析边际社会净产值和边际私人净产值时 ，提出了外部经济与不经济问题，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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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解决外部性问题的方法 ，即通过征税解决外部不经济问题 ，通过补贴解决外部
经济问题。上述办法后被称为庇古税。依庇古的外部性理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受利益的驱使 ，市场经
济主体只关心私人成本，不关心社会成本，这就可能使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之间存在差异 （ 即负外部性
活动对其他经济行为者造成的外部成本 ） ，这种差异被计入社会成本，从而使得内部成本外部化，加重
了社会的负担。这一差异，市场机制本身无法调节，需要由国家进行调控。 而国家要消除这种差异，最
有效的方式之一就是税收，通过征税（ 税额恰好等于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之间的差异 ） 使得这种差异内
部化，以规范市场经济主体的行为。就环境问题的外部性而言，除环境保护的正外部性以外，存在许多
的负外部性问题，其最典型的负外部性的表现形式就是环境污染 。环境污染是指人类活动产生的污染
物或污染因素超过了环境容量和环境的自净能力 ，使环境的构成和形态发生了改变，环境质量恶化，影
响和破坏了人们正常的生产和生活条件 。主要表现为农产品产量下降，质量降低，设备折旧加快，旅游
收入减少，疾病发病率上升，居民生活质量下降等。在生产、消费、人口的再生产等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
方面中，都反映出了环境污染这一负外部性的问题 。 这种负外部性是一种低效率的资源配置状态，同
时，使受损方处于无力自拔的不公平境地 。要改变这一状况，依据庇古的国家税收解决外部性问题的理
论征收环境税就成为极佳选择。因为环境是公共资源，除具有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环境保护的正外部
性以外，还具有环境保护收益的不确定性 ，产权界定不明确，其所提供的服务不能在市场上进行交易 ，因
而无法通过市场机制解决市场经济主体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可能产生的副产品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等———系列环境问题。由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问题造成的外部成本 （ 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之间的差
异，该差异等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行为所产生的费用 ） 就无法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得到自行弥补
和有效转移。为了克服环境中的“负外部性”所带来的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之间的差异 ，政府应当适时
地运用其“有形之手”进行调控，其中比较有效的办法就是征税，即通过制定环境税法，征收相当于环境
中的“负外部性”所带来的外部成本的金额的环境税，提高环境污染者和生态破坏者的私人生产成本，
迫使其将外在的社会成本内部化 ，即由环境污染者和生态破坏者本身承担其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行为
所产生的费用。使其直面真实的私人成本和收益 ，以促使其控制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行为 ，减少污染量
和破坏量。进而促使其保护环境，合理利用资源，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 二) 公共物( 产) 品理论
经济学上将所有的商品和劳务分为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两大类 。关于公共物品，最早见于 1739 年
大卫·休漠的《人性论》中对“诸如桥梁、海港、城墙和运河的建造，舰队的装备和军队的训练等，都应由
［2］
政府出面去做” 的描述。1776 年，亚当·斯密在其巨著《国富论》中，进一步描述了公共物品的存在，

他认为，政府有“设立并维持某些公共工程和公共机关的义务 ，这类事业是不可能为了个人或少数人的
利益而设立或维持的； 因为所得的利润不能补偿个人或少数人的所费 ，尽管这对大社会说来是足够补偿
［3］
而有余的” 。1954 年，现代福利经济学中公共物品理论的奠基人 P． 萨缪尔森在其发表的一篇著名的

论文———《公共支出的纯粹理论》中，给出了公共物品的经典定义： 公共物品是指某一消费者对某种物
［4］

品的消费不会影响其他消费者对该物品消费水平的物品

。也就是说，公共物品是不能由私人通过市

场提供，而只能由公共（ 政府） 部门提供的物品。 如国防、基础研究、生态环境等都是典型的公共物品。
根据萨缪尔森的定义，相对于私人物品而言，公共物品具有非常明显的特征，即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
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是指公共物品是向整个社会共同提供的 ，其效用为整个社
会的成员所共同享有，由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受益或联合消费 （ 不管其是否付费 ） ，不能将其在每个社会
成员之间进行分割。消费的非竞争性是指个体成员对公共物品的消费的增加不会影响其他社会成员对
该物品的消费。消费的非排他性是指任何人都不对公共物品享有所有权 ，不可能排除其他潜在消费者
对该物品的消费，即只要公共物品存在，所有人都可以消费，任何人不可能将拒绝为之付款的社会成员
排除在公共物品的消费范围之外 。
对于公共物品而言，资源有效利用的要求必须是价格为零 。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价格才等于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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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成本，相应地资源配置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

。 由于公共物品的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

性和收益的非排他性的特征，决定了通过市场机制无法生产或提供公共物品 ，也决定了公共物品的消费
者的增加不产生相应的私人边际成本 ，使对公共物品使用的边际成本为零，但与此相对的是，提供该种
公共物品的成本却不是零，由此使公共物品的社会边际成本与私人边际成本之间产生差异 。 在市场机
制只能反映私人成本的情况下，就私人角度而言最优的决策若从整个社会角度来讲却不是最优的 。 因
而，单靠市场的力量，对公共物品的配置就缺乏效率。也就是说，在市场体系下，公共物品表现为一种市
场失灵或外部性，产生了公共物品不适当分配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对公共物品收取的价格必须
是强制性的。
环境属于典型的公共物品，其公共物品的特征决定了其不能通过市场机制得以提供和保护 ，即市场
失灵。人们虽然愿意和乐于消费优美的环境 ，却不愿意承担优美环境的取得的必要费用 ，以至于时常出
现“免费搭便车”的现象。就使得市场对公共物品的供给往往达不到社会所需要的水平 。 因为，在环境
问题上，环境保护中的污染治理、生态补偿问题突出地表现为集体理性和公共选择。 作为理性的个人，
面对环境的严重污染和生态的严重破坏 ，虽然可采取相应的措施以解决污染的治理、生态的补偿问题，
但其坐享其成的“免费搭便车”心理，致使环境保护、生态补偿这一类对所有人都有好处的集体理性根
本无法实现。此时，面对环境保护方面的市场失灵，自愿价格不能强加于理性人的情况，对使用环境这
种公共物品所收取的价格必须是强制性的 ，而税收正好具有这种强制性。
( 三) 可持续发展理论
［6］
“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
它

是一种从自然资源和环境的角度提出的关于人类发展的新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 。自从可持续发展的
概念在 20 世纪 80 年代被明确提出之后，至今已发展成为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比较完整的全新的理
论体系。可持续发展理论立足于宏观经济和整个人类社会 ，结束了建立在对资源环境的属性和作用缺
乏正确认识的传统的发展理论片面强调发展经济而忽视对资源与环境的保护 ，从而将经济发展同资源
环境对立起来的观点，克服了传统的发展理论因片面强调经济增长而无节制地开发利用资源环境由此
破坏了人类在资源环境分配上的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的弊端 。将经济、资源、环境和社会组合为一个统
一的整体，强调经济、资源、环境和社会的相互协调、可持续发展。既强调当代经济、资源、环境和社会的
相互协调、可持续发展，使人类的各种需要得到满足，个人得到充分发展，实现代内公平，又要求在发展
经济的同时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 ，以从本质上消除社会资源环境成本向后代延伸的外部性 ，避免对后代
人的生存和发展构成威胁，保证代际公平。可持续发展理论要求运用各种政策来促使经济、资源、环境
和社会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在各种政策中，既包括政府的收费政策，也包括税收政策。而税收政策的
运用，又必须通过环境税收法律制度加以规范 。由此，可持续发展理论成为环境税收法律制度的又一理
论依据。
二、环境税收法律制度的国外实践
税收作为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 ，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环境保护
作为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离不开税收的支持。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发达国家都将
“谁污染，谁缴税”作为环境保护的一项基本原则，将课征税收作为环境保护的一项重要措施 ，相继进行
以环境污染防治和环境管理为基本立法目标的环境税收立法 ，开征环境税。如今，这些国家已经建立起
较为完善的环境税收法律制度，通过约束性的环境税收措施和激励性的环境税收措施 ，有效地保护了环
境，为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
( 一) 约束性的环境税收措施
约束性的环境税收措施，是指为限制污染产品和污染项目以及节约资源而对有关行为或产品征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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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征税或额外征税的法律规定。包括开征多种环境税，对原有税种进行有利于环境保护的调整等。 通
过约束性的环境税收措施，从经济上惩罚和抑制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行为。
1． 开征环境税
开征环境税，是指专门针对调节对象单独设置税种 ，对需要限制的行为或产品进行征税 。主要包括
污染税、环境专项税、资源税、能源税以及其他的环境税等。
（ 1） 污染税。
污染税是指对污染物和污染行为征收的税 。包括对废气排放征收的大气污染税，对废水排放征收
的水污染税，对垃圾污染征收的垃圾税，对噪音污染征收的噪音税，对农业污染物征收的农业污染税等 。
第一，对废气排放征收的大气污染税。废气是造成大气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 ，废气中的污染物种类
繁多，但主要污染物是硫氧化物中的二氧化硫和碳氧化物中的二氧化碳以及氮氧化物 ，因而，大气污染
税较常见的主要是指对排放的废气中的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以及氮氧化物所征收的税 ，即二氧化硫税、
二氧化碳税和氮氧化物税。
二氧化硫税是对排放到空中的二氧化硫污染物所征收的一种税 。由于二氧化硫是造成酸雨的主要
污染物，对人类危害较大，美国于 1972 年率先开征二氧化硫税。为促使生产者安装污染控制设备 ，同时
转向使用含硫量低的燃料，美国税法规定，二氧化硫浓度达到一级和二级标准的地区，每排放一磅硫分
别课征 15 美分和 10 美分的税款。 随后，法国于 1985 年开征二氧化硫税。 其他国家如瑞典、挪威、芬
兰、西班牙、丹麦等许多国家在 20 世纪 90 年代才开征此税。
二氧化碳税是为了控制二氧化碳的排放而征收的一种环境税 。由于二氧化碳是造成地球温室效应
的重要原因，二氧化碳税是作为控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的一种重要措施而被提出 。 此税由芬兰率先开
［7］

征，随后，瑞典、挪威和丹麦也相继开征

。

氮氧化物税是为控制一氧化氮、二氧化氮等氮氧化物的排放所征收的一种污染税。 法国、瑞典、西
班牙和意大利等国已开征此税。
第二，对废水排放征收的水污染税。 水污染税是对污染水体的行为所征收的一种税 。 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美国、日本、挪威、新加坡、德国、荷兰等国家先后开征了此税。 水污染税一般是按废水排放
量定额征收。但由于各种废水中污染物的种类和浓度不同 ，污染的程度也就不同。因此，对废水征税通
常先确定废水排放的“标准单位 ”，纳税人的废水排放量根据其污染浓度折换成标准单位后纳税。 例
如，西德从 1981 年 1 月 1 日起开征水污染税，它以废水的“污染单位 ”（ 相当于一个居民一年的污染负
［8］
荷） 为基准，实行全国统一税率。开征第一年的税率为每“污染单位 ”12 马克，此后不断提高 。 既增

加了财政收入，又有效地改善了水质。
第三，对垃圾污染征收的垃圾税。垃圾是现代城市的主要污染物之一 ，垃圾税已成为重要的环境税
种。包括对固体废物污染和城市生活垃圾污染征税 。
固体废物税是指在生产或使用环节对固体废物征收的污染税 ，目的是鼓励对物品的节约使用和回
收再用。其征税对象包括旧轮胎、饮料包装物等废物。如美国、法国、挪威、澳大利亚等国家实行了对旧
轮胎在生产或销售环节按只课税的制度 ，以促进使用翻新轮胎，节约原料。
为了鼓励生产轻型容器，促进容器的重复使用，早在 1974 年挪威就开始对饮料容器征税，规定所有
不能回收的饮料容器必须负担 30% 的从价税，饮料容器重复使用的次数越多，负担的税收也就越少。
这一措施使挪威的啤酒罐的数量由 1973 年的 1200 万只锐减为 1975 年的 140 万只。 美国实行饮料容
器押金法，即顾客在购买饮料时要预先交上一定的押金 ，到归还容器时再退还押金。 实行这种办法，可
减少随意乱扔废饮料包装物现象 ，有效地保护自然环境和节约资源 。
城市生活垃圾税是根据受益原则 ，对城市居民家庭产出生活垃圾所征收的污染税。 征收目的是为
了筹集收集、处理垃圾的资金和控制垃圾的产出 ，改善环境质量。荷兰、芬兰、英国等国家先后开征了垃
圾税。荷兰的垃圾税以家庭为单位，由市政府负责征收，人口少的家庭可以得到一定的减免 。由于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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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垃圾的数量征税，未能体现环境税的公平。为弥补不足，荷兰还根据每个家庭所产生的垃圾数量，
开征了政府垃圾收集税。各地的市政府可在两种税之间进行选择征收 。37 个州中大约 3400 个地方社
区依照垃圾的丢弃量对家庭垃圾征税 。芬兰和英国于 1996 年也开征了垃圾税。 法国按每人一年造成
300 公斤垃圾征税。
第四，对噪音污染征收的噪音税。噪音税是对机器噪音的产生者在特定地域产生噪音的行为所征
收的一种税。目前，美国、荷兰、德国、日本等国家均已开征此税，但具体征税对象、征收办法和征收目的
各国不尽相同。如美国规定对使用洛杉矶等机场的每位乘客和每吨货物征收 1 美元的噪音税，用于对
机场周围居住区的隔音开支。荷兰规定对机场产生的噪音按飞机的着陆次数对航空公司征收噪音税 ，
［9］

税基是噪音的产生量，税收收入用于在飞机场附近安装隔音设施 ，安置搬迁居民等

。

第五，对农业污染物征收的农业污染税 。针对农业污染物的污染税，主要对农药和化肥征收。大多
数发达国家如比利时、芬兰、挪威、瑞典等国都已开征此税。芬兰根据化肥中磷及氮的含量征收相应的
环境税。瑞典从 1984 年开始对农药和化肥征税，对化肥每公斤氮征收 0． 6 克朗，每公斤磷征收 12 克
朗，使售价平均上升 35% ，税金主要用于环境研究、农业咨询和治理土壤盐碱化等。瑞士对农药征收 20
瑞士元 / 千克（ 有效杀伤成分） 左右的环境税。
（ 2） 环境专项税。
环境专项税是专门为环境保护筹集资金而开征的一种税 。该税是根据税收的受益原则而征收 。如
意大利于 1984 年开征的废物垃圾处置税，作为地方政府处置垃圾的资金来源。 美国国会于 1986 年通
过了《超级基金修正案》，规定凡是收益超过 200 万美元的公司，要就超过该限额的部分缴纳环境税，其
纳税税率为 0． 12% 。超级基金是美国以环境保护为专项内容的最大的一项基金 ，由美国国家环保局负
［10］

责管理

。此外，美国、瑞典、芬兰和挪威所征收的环境损失税 ，法国征收的燃油储存税、为有关公共基

础设施筹集的有关税收、为了援助国家开发基金开征的税 ，以及比利时征收的支持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
［11］

税收，都属于各国政府所征收的环境专项税

。

（ 3） 资源税。
资源税是指对利用和破坏自然资源的行为征收的税 。许多国家都开征了资源税。 主要有开采税、
地下水税、森林砍伐税、土壤保护税等。美国的开采税主要是对石油和天然气等自然资源的开采征收的
一种消费税。它通过影响自然资源的开采速度对环境的改善产生良好的影响 。 目前已有 38 个州开征
了此税。为节约用水，避免水资源的浪费，荷兰、丹麦、俄罗斯等国对水资源的开采和使用征收地下水
税。为控制滥砍滥伐行为，法国于 1969 年开征了森林砍伐税，规定为城市规划或工业目的砍伐森林的 ，
每公顷需交税 6000 法郎，其他情况每公顷须交税 3000 法郎。 荷兰、瑞典等国开征了土壤保护税，目的
在于促进土地资源的合理使用。
（ 4） 能源税。
能源税就是对能源的利用行为所征收的一种税 。征收范围包括石油、天然气、电力等，如丹麦对油、
煤、气、电征收的能源税。 美国、德国、奥地利、挪威、瑞典、瑞士等对工业用重油征收消费税； 瑞典于
1957 年开始对石油、煤炭和天然气征收一般的能源税 ，
1990 年开始对能源征收增值税，税率一般为能源
价格的 25% ； 卢森堡、西班牙、挪威、奥地利等对天然气征收增值税。 英国从 2001 年开始征收能源税，
如燃油税、天然气税、电力税等，主要是对电力、天然气等征税。能源税的征收变能源的无偿使用为有偿
使用，在有效地节约能源的同时也可以为政府增加财政收入 。
（ 5） 其他环境税。
其他环境税如许多国家还征收汽车税 、拥挤税等。总之，为保护环境，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的行为
或产品都要征收环境税。
2． 对原有税种进行有利于环境保护的调整
对原有税种进行有利于环境保护的调整 ，是指在原税种中规定采用更高税率对使用资源特别是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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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资源、产生污染的行为、经济活动多征税或额外征税。这突出地表现为对消费税的调整方面 。
消费税的调整，主要为： （ 1） 区分含铅汽油与无铅汽油，调高含铅汽油的消费税税率，鼓励使用无铅
汽油。目前欧盟国家已全部对含铅汽油采取高税政策，并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2） 提高污染型能源的
消费税税率。英国、法国等国的能源产品的消费税税率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3） 在原有消费税的基
础上对能源另征能源税或能源消费附加税 。 如比利时的消费税就分基础消费税和消费附加税即能源
税。
( 二) 激励性的环境税收措施
激励性的环境税收措施包括对环保产品 、环保技术、环保投资以及环保行为等进行税收优惠 。通过
激励性的环境税收措施来鼓励行为主体节约资源 、防治污染，进而保护环境。主要包括：
1． 对环保产品的税收优惠
对环保产品的税收优惠，是指对环保产品的生产、使用，促进环保产业的发展的税收优惠。 主要是
通过对环保产品适用低税率予以照顾 ，对废物回收利用予以免税优待等税收措施来进行调节。 如美国
规定对清洁燃料给予税收扣除； 对替代燃料和可再生燃料等领域实施减免能源税政策 ； 对企业综合利用
资源的所得给予减免所得税的优惠 ； 亚利桑纳州对分期付款购买回用再生资源及污染控制型设备的企
业可减 10% 的销售税； 康奈狄克州对再生资源加工利用企业给以优惠贷款 ，并减免州级企业所得税、设
备销售税及财产税。德国规定对排除或减少环境危害的产品 ，可以免交销售税，而只需缴纳所得税； 对
直接使用由电能、太阳能、生物能、水能等可再生能源生产的电免除电税。 日本规定对使用列入目录的
节能设备实行特别折旧和税收减免优惠 ； 对环保汽车的购买在汽车购置税上予以优惠 ； 对废塑料制品类
再生处理设备在使用年度内，除普通退税外，还按取得价格的 14% 进行特别退税； 对废纸脱墨处理装
置、玻璃碎片夹杂物去除、空瓶洗净、铝再生制造等设备实行 3 年的固定资产税退还； 对公害防治设施减
免固定资产税等。
2． 对环保技术的税收优惠
对环保技术的税收优惠是指对环保技术的研究 、开发、引进和使用的税收优惠。主要是通过研究开
发费用的税前列支、技术转让费的税收减免、对引进高新环保技术进行减免税收等优惠措施来调节实
施。如美国规定对企业研究控制污染的新技术和生产污染替代品给予减免所得税的优惠 ； 荷兰利用税
法条款推动清洁生产技术的开发和利用 。韩国规定企业提取的技术基金可作为损失在税前列支，具体
标准为： 一般企业按所得的 20% 列支； 技术密集型企业可按 30% 列支。 对企业符合产业政策的技术引
进、外购设备，一律在税收上给予支持。从国外引进本国没有的技术专利，不仅免征与此有关的一切税
［12］

收，政府还给予 30% 的补贴以资奖励

。

3． 对环保投资的税收优惠
对环保投资的税收优惠主要是通过允许环保设施加速折旧 、对环保投资予以退税等税收措施来进
行调节。如美国规定对投资于某些污染控制技术特别采用加速折旧 ； 对用于防止污染的专项环保设施
可在五年内加速折旧完毕，而且对采用国家环保局规定的先进工艺的在建成的 5 年内不征收房产税；
1991 年起，
23 个州对循环投资给予税收抵免扣除 ； 对购买循环利用设备免征销售税。 德国规定企业的
环保设施在建造或购置的财政年度内可折旧 60% ，以后每年按成本的 10% 折旧。法国规定工业领域能
源效率技术投资第一年实施加速折旧制度 ，并少征商业税； 企业购买环保设施，在特定的条件下可享受
折旧优惠； 企业投资于能源节约设备、电气汽车、噪音防止设备，在特定的条件下，可以在 12 个月内折
旧； 对节能进行投资的公司在节能设备使用和租赁中的盈利免税 。荷兰为了促进环境产业的发展，鼓励
开发和推广有利于环境的设备投资 ，设立了环境保护设备投资的自由偿还制度 ； 对采用革新性的清洁生
产或污染控制技术的企业，其投资可按 1 年折旧（ 其他投资的折旧期通常为 10 年 ） ； 建立能源投资的税
额扣除制度； 规定对列在环境清单上的包括水污染 、土壤污染、废物、噪声以及节能等领域的专门设备加
速折旧； 规定绿色投资利息和股息免税。日本规定对改进能源利用效率的设施 ，除一般折旧或税收抵免
127

2014 年第 1 期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以外，还可按取得成本的 30% 提取特别折旧。
4． 鼓励环保行为的税收优惠
美国为鼓励私人造林，规定在税收方面给予以下优惠： 私人造林只征收土地税，而不征收青山林木
税； 私人造林的耗费可以抵缴所得税 。法国规定公共机构、企业出于领土整治的目的购买不动产的行为
可享受减免注册税（ 不动产买卖在不缴纳增值税时必须缴纳注册税 ） 的优惠； 个人把资金捐赠给以国土
开发以及防治环境污染为目的的机构 ，可免征部分个人所得税。
（ 三） 国外环境税收法律制度的经验与启示
发达国家环境税收法律制度中的税收约束和税收激励并举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不仅使各国的环
境明显地改善，也使国民的环保意识明显加强。 环境税收法律制度成为解决环境问题的最有效途径 。
纵观各国的环境税收法律制度，主要有以下经验与启示：
1． 进行环境税收立法，开征环境税要循序渐进，逐步实施
世界各国的环境税收实践虽然各有不同 ，但无一不是采取循序渐进的步骤 ，逐步实施。由于每一种
税实施的条件、时机不同，推进的程度也应各不相同。对征收成本较低、国民较易接受，一经开征即能收
到较好效果的税如大气污染税、水污染税、噪音税等，就应尽早开征。 而对征收需要较高条件的税收如
碳税（ 碳税发挥有效作用的前提是国家间统一行动 、制定高税率） ，应晚开征或不予开征。
2． 设计适合本国国情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环境税收法律制度
虽然大多数国家都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环境税收法律制度 ，通过征收环境税有效地保护了环境 ，但立
足本国国情，基于不同时期、不同情况下，人们对于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忍受程度各不相同，各国对环
境税收的规定却大不相同，甚至在某些国家，其同一国家的环境税收规定也不相同 。例如同样是对氮氧
化物征税，瑞典的税率却是意大利的 43 倍，法国的 200 倍。美国各州虽然都开征了汽油税，但各州的税
率却相差悬殊。对无铅汽油和有铅汽油、普通柴油和轻质柴油、煤、电、天然气等燃料的能源税中充分运
［13］

用差别税率的导向功能，使税率具有较大的灵活性

。

3． 多种环境保护手段协调配合，建立混合制度
一个国家，不论其是否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环境税收法律制度 ，都不可能单独采用某一种手段解决其
所面临的环境问题，而必须通过各种手段的相互协调配合发挥作用 。
一是环境税收内部的协调配合。首先是各种环境税之间的配合。如污染税与生态税等其他税之间
的配合，污染税中的大气污染税与水污染税 、噪音税等税的配合等。其次是环境税与税收措施之间的配
合。税收措施有消费税中对含铅和不含铅汽油的差别税率 、对柴油的质量差别税率以及对环保产业能
源税的减免等。再次是环境税的开征与现行其他税种之间的协调 。如开征新的环境税时降低现行的其
他税的税率等。
二是环境税收与其他经济手段的配合 。首先是环境税收手段与收费的配合 。环境费是指政府根据
对资源、环境的开发利用程度或污染环境的程度而向开发利用环境资源和向环境排放污染物的单位和
个人所征收的一种补偿费用。各国的环境税中普遍包括了与环境有关的各种专项收费和使用费 ，有些
国家环境使用费甚至比环保税都多 。因为使用费符合“资源有偿使用原则”和“污染者付费 ”原则，具有
筹资、再分配和经济刺激功能。其征收较为简单易行，且比较灵活，适合初级阶段的实践，尤其当污染程
度随地区、时间等不同需要不断对征收标准进行调整时 ，更应采用收费措施。其次是环境税收与排污许
可制度的配合。排污许可又称排污权交易，是指政府主管部门依据适宜的污染物排放量来确定可转让
的排污权的发售数量，然后将其出售给出价最高的污染企业并允许其转让的一种环境保护手段 ，其具有
信息成本、执行成本较少（ 少于征收污染税） 的优点，这方面的成功范例是美国。1990 年开始实施。 根
据美国的“空气清洁法”及其修正案，每个厂家都需要有一个排污许可证，每证有一定排放污染量配额
控制指标（ 指标一般以历年使用的燃料为基础来确定 ，以后再削减 ） 。 美国国家环保局对许可证总量的
2． 5% 进行拍卖，厂家也可以将自己未用完的排污许可证配额之内的数量在排污许可证交易市场上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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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再次是环境税收与押金制度的配合 。押金制度也是西方发达国家广泛采用的一项政策，主要用
以对饮料罐、旧轮胎、电池、杀虫剂、包装容器等固体废弃物的控制。
三是环境税收与管制手段的配合 。各种经济手段的运用并不能代替管制手段的作用 。管制是指政
府通过禁令、标准制度等形式，制定环境质量标准，禁止或限制污染，并对违者予以制裁的一种环境保护
手段。其因依赖于集中制定标准和强制执行而具有强制性 、迅速有效性的优势。 管制为环境税收手段
的刺激作用提供了基本的“支撑 ”，如强制企业关、停、并转，规定最低的安全标准等。 税收手段又成为
命令控制的必要补充。税收的应用必须与管制的连续使用或加强相结合 ，才能充分发挥税收的作用。
四是环境税收与法律手段相结合 。环境税收的实施，必须依靠完善的环境法律体系作保障。 环境
保护法律、法规、标准和制度虽有许多不完善之处 （ 我国也是如此。如对环境违法者刑事处罚之规定尚
很欠缺等） ，但在不断完善之中。并做到与环境税收有机结合，进而有效地保护环境。
4． 在绿化现有税收的同时开征多种环境保护税
为达到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许多国家除对现行的环境税收法律规定进行绿化外 ，还对现代工业生
产、现代生活消费所产生的特定污染物及其污染行为开征污染税等多种环境保护税 ，以便直接予以限
制。因为环境保护税可以纠正负外部性 ，增加收入，实现环保税的双赢效应———既改善环境质量，又减
少税收的额外负担，进而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
5． 中央和地方的环境税收征管权限应清晰明确
环境问题的全国性、跨区域性和地区性，决定了成为政府提高环境保护这一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环
境税也应由分权的政府分别征收和管理 。根据环境污染的范围，出于发挥中央的宏观调控职能和调动
各方面积极性以及有效保护环境的考虑 ，环境保护税的征收管辖权应进行如下确定 ： 如果污染是全国性
的，管辖权归中央。即由中央统一立法并负责征收管理 ，收入由中央在全国范围内调剂使用，以平衡各
地生态环境改善的过程。如果污染是跨区域性和地方性的 ，管辖权归地方。即由中央统一立法，地方负
［14］

责征收管理，收入由地方支配，由地方有计划、有重点地用于地方的环境保护

。 环境税的分别征收和

管理，使中央和地方的征管分工明确，责、权、利清楚，既有利于降低征收管理成本，又有利于实现环境保
护的目标。
6． 其他方面的启示
其他方面的启示包括征收的税款应专款专用 ； 税务部门应与其他部门进行合作 ； 履行自己应履行的
国际义务等。专款专用是指将税收收入用于特定的目的 ，环境税的专款专用就是将环境税用于专门的
［15］

环境支出

，如用于重点污染源防治，区域性污染防治，污染防治新技术、新工艺的开发、示范和应用以

及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污染防治项目等项目的拨款补助或者贷款贴息等 。专款专用可以增加税收与环境
间的关联性，使得纳税人更易接受，是环境税充分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条件 。征收的税款专款专用于环
境保护，可使税收对环境保护的作用具有较高的效率 。税务部门征收环境保护税不仅要做到与环保部
门密切配合，还要注意与财政部门的配合。因为环境保护税作为专门性的目的税 ，其税收收入应当作为
专用资金，由财政部门统一负责支出和管理 。在支出方面，严格实行专款专用制度，要保证环境保护税
全部用于环境保护方面的开支，支持环保事业的发展。在管理方面，应确保资金的保值和增值。环境问
题不仅仅是一个国家内部的事情 ，也是一个国际性问题。各国在进行环境税收立法，建立和完善环境税
［16］

收法律制度时，应注意与国际的协调

，履行自己应履行的国际义务，进而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一个保护

环境的良好氛围，推动全球经济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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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Taxation Leagal System’s Theoretical Base，
Practice in Foreign Countries and Enlightenment
Xiang Xianmin
（ He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Zhengzhou，Henan 450002）
Abstract： Environmental taxation legal system uses the public products theor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ory as theoretical base． Developed countries take bingding measures to protect environment． For instance，the
governments levy varieties of environmental taxes and adjust original taxation tax to protect environment． Moreover they also adopt tax incentives to encourage environmental product，environmental technology，environmental investment and so on． These measures not only make the most of resources to protect environment，but also
provide the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for perfecting the legal system of environmental taxation． The enlightenments are as follows： environmental tax legislation and the levying of environmental taxes should gradually
implement； desigen practical environmental tatation leagal system which is sutable to our country’s conditon；
set up mixing system of varietie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easures； adjust existing tax and levy environmental taxation to protect envionment；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 authority of environmental taxation
should be clear； the tax income should be used used exclusively for its intended purposes； taxation deparment
should cooperate with other departments to fulfill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s．
Key words： environment； environmental taxation； legi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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