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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国第一部专门体现“绿色税制”、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单行税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环境保护税法》开征时点日益临近，目前税
务部门正与环保部门密切合作，紧锣密鼓做
好开征准备工作。为确保环保税顺利开征，
助力守护我们美丽的家园! 让我们一起来学
习了解环境保护税吧！

一、环境保护税什么时候开始征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第

二十八条的规定，环境保护税将于2018年1
月1日开征。

二、环境保护税立法目的是什么？
保护和改善环境,减少污染物排放，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
三、环境保护税纳税义务人包括哪些？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管辖的其他海域，直接向环境排放应税污
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为环
境保护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环境保护税法》规定缴纳环境保护税。

四、环境保护税征税对象是什么？
环境保护税征税对象确定为大气污染

物、水污染物、固体污染物、噪声，具体应税污
染物依据税法所附《环境保护税税目税额
表》、《应税污染物和当量值表》的规定执行。

五、哪两种形式不属于直接向环境排放
污染物，不缴纳相应污染物的环境保护税？

（一）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向
依法设立的污水集中处理、生活垃圾集中处
理场所排放应税污染物的；

（二）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在

符合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标准的设施、场所
贮存或者处置固体废物的。

六、环境保护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如何
确定？

环境保护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纳税人
排放应税污染物的当日。

七、环境保护税适用税额标准是多少？
大气污染物税额标准为1.2元—12元/污

染当量，水污染物税额标准为1.4元—14元/
污染当量，具体适用税额的确定和调整，由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

湖北省具体规定：废气中的二氧化硫和
氮氧化合物的税额为每污染当量2.4元，其余
大气污染物的税额为每污染当量1.2元；废水
中的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和五项重要金属
（铅、汞、铬、镉、类金属砷）的税额为每污染当
量2.8元，其余水污染物的税额为每污染当量
1.4元。

固体废物的税额具体为煤矸石5元/吨、
尾矿15元/吨、危险废弃物1000元/吨、冶炼
渣、煤粉灰、炉渣等25元/吨。

工业噪声税额根据超标分贝数按每月
350元—11200元征收。

八、环境保护税应税污染物的计税依据
如何确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第
十一条的规定，环境保护税应纳税额按照下
列方法计算：

（一）应税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的应纳
税额为污染当量数乘以具体适用税额；

（二）应税固体废物的应纳税额为固体废
物排放量乘以具体适用税额；

（三）应税噪声的应纳税额为超过国家规
定标准的分贝数对应的具体适用税额。

九、应税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固体废
物的排放量和噪声的分贝数，按照什么方法
和顺序计算？

（一）纳税人安装使用符合国家规定和监
测规范的污染物自动监测设备的，按照污染
物自动监测数据计算；

（二）纳税人未安装使用污染物自动监测
设备的，按照监测机构出具的符合国家有关
规定和监测规范的监测数据计算；

（三）因排放污染物种类多等原因不具备
监测条件的，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规定的排污系数、物料衡算方法计算；

（四）不能按照本条第一项至第三项规定
的方法计算的，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规定的抽样测算的方
法核定计算。

十、环境保护税纳税地点如何确定？
纳税人应当向应税污染物排放地的地税

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环境保护税。
十一、环境保护税纳税期限如何确定？
环境保护税按月计算，按季申报缴纳，纳

税人应当自季度终了之日起十五日内，向税
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并缴纳税款。不能按固
定期限计算缴纳的，可以按次申报缴纳，纳税
人应当自纳税义务发生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并缴纳税款。

纳税人申报缴纳时，应当向税务机关报
送所排放应税污染物的种类、数量，大气污染
物、水污染物的浓度值，以及税务机关根据实
际需要要求纳税人报送的其他纳税资料。纳
税人应当依法如实办理纳税申报，对申报的
真实性和完整性承担责任。

十二、环境保护税有哪些优惠政策？
(一)农业生产(不包括规模化养殖)排放应

税污染物的;
(二)机动车、铁路机车、非道路移动机械、

船舶和航空器等流动污染源排放应税污染物
的;

(三)依法设立的城乡污水集中处理、生活
垃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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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纳税人综合利用的固体废物，符合国
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标准的;

(五)国务院批准免税的其他情形。
纳税人排放应税大气污染物或者水污染

物的浓度值低于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
放标准百分之三十的，减按百分之七十五征
收环境保护税。纳税人排放应税大气污染物
或者水污染物的浓度值低于国家和地方规定
的污染物排放标准百分之五十的，减按百分
之五十征收环境保护税。

十三、环境保护税征收管理有哪些规定？
环境保护税由税务机关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和本法的有关规定，
实行“企业申报、税务征收、环保协同、信息共
享”的征管模式。环境保护税由地方税务机
关征收管理，履行受理纳税申报、比对涉税信
息和组织税款入库等职责。环境保护主管部
门负责对污染物的监测管理。

税务机关应当将纳税人的纳税申报数据
资料与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交送的相关数据资
料进行比对。发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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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提请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进行复
核，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税务机关
的数据资料之日起十五日内向税务机关出具
复核意见。税务机关应当按照环境保护主管
部门复核的数据资料调整纳税人的应纳税
额。

各级地税机关应积极主动与环保部门衔
接，建立畅通的信息交换机制，及时获取纳税
人基本情况、检测数据等涉税信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问答
咸宁市地方税务局

据新华社北京12月7日电 记者7
日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人
社部近日会同发改委等12部门发出紧
急通知，要求各地切实做好2018年春节
前治欠保支工作，地方政府投资工程项
目存在拖欠工程款导致欠薪的，需在

2017年底前限时优先清偿。
据人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根据通

知要求，各地区要组织各地以工程建设
领域和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餐饮服务
等行业为重点，加大欠薪风险隐患排查
工作力度，建立清理欠薪工作台账；要对

地方政府投资工程项目拖欠工程款导致
欠薪的，督促地方政府在2017年底前限
时优先清偿；要有效防治因欠薪问题引发
群体性事件和极端事件，严格落实属地监
管职责，对监管责任不落实、工作不到位
以及因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引发极端事

件和严重群体性事件的，提请相关部门严
肃追究有关领导和责任人员的责任。

这位负责人强调，各地区要按照人
社部等12部门关于开展农民工工资支
付情况专项检查工作的统一部署，清理
欠薪，确保农民工拿到工资返乡过年。

12部门发紧急通知

确保农民工拿到工资返乡过年

据新华社北京12月7日电 北斗三
号卫星全球组网、国产大飞机C919成功
首飞、“华龙一号”核电技术走在前列
……记者6日从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了
解到，近年来我国一大批军民技术和产
品实现双向互动，“民参军”迈上新台阶，
我国取得了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的
主要企业中，民口企业已经占三分之二
以上，“民参军”企业数量不断攀升。

除了企业数量的增加外，我国“民参
军”的质量和技术水平也不断提升。国防
科工局总工程师龙红山介绍，目前“民参
军”企业承担任务的领域和层次不断拓展，
过去民营企业只承担一般的配套产品，现
在已经在向“系统级”迈进，个别民口企业、
特别是民营企业已经开始承担总体任务。
一些民营企业在微小型、无人系统、微纳
米等前沿领域也逐步发挥了重要作用。

“国防科技工业作为国家战略性产
业，是军民融合发展的重点领域。”龙红
山介绍，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
推动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
意见》，对推动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深
度发展作出全面部署。

据悉，国防科工局目前已分三批向
社会发布了3000多项国防科技工业的
重大试验设备和设施。此外还开放了国

防科技重点实验室和一批国防特色学科
实验室，这些实验室的开放受到了社会
和科技界的广泛欢迎。

“目前，我国军工集团公司的军民品
的比重大约是3比7，军品占30％、民品
占70％，70％的民品中军工高技术产业
占比也在逐步提升，现已超过50％，未来
发展的目标是要把这一比例提高到占整
个军工经济总量的50％。”龙红山说。

我国军民技术实现双向互动
“民参军”企业数量不断攀升

据新华社上海12月7日电 我国已
成为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生产国和应用
国。当前，来自中国的绿色能源产业和技
术正在“一带一路”沿线遍地播种、开花。

在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看来，把
“一带一路”沿线打造成绿色低碳走廊，
中国在这方面既有产业优势，也有技术
优势。

光伏发电作为一种环保、节能、低碳
的新型能源，在中国已经遍地开花。福建
平和县供电公司已在当地建设了25个家
庭式光伏发电用户，并网总容量达635千
瓦，年发电量92.71万千瓦时；尤溪县供电

公司已经实施了325个光伏项目并网发
电，发电容量为6981.5千瓦；光泽县供电
公司的光伏项目为288户，上网电量为23
万千瓦时；宁德市供电公司的光伏项目累
计上网电量达1933170万千瓦时……

除了国内自用，输出新能源产品和
技术、在海外建清洁能源电站、合作开发
新能源项目……近年来，我国风电、光伏
等新能源项目在“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中
表现更加活跃。

随着产业日趋成熟、技术不断突破、
成本快速下降，我国新能源企业积极出
海布局，已成为“一带一路”能源合作领

域的生力军。在2017中国国际新能源
领跑者大会上，业界专家积极呼吁新能
源企业借助“一带一路”发展机遇，形成
合力，共同出海。

协鑫集团是我国新能源企业走出去
的先行者，目前在印尼、土耳其、斯里兰
卡等地的电力项目正在积极推进；在北
美、日本、非洲等地设立了海外公司，建
设运营多座太阳能光伏电站；储能领域
的电池项目也在越南正式投产。

“新时代推动着新能源产业阔步向
前，引领着新能源企业更好地走出去。”中
国新能源海外发展联盟理事长、协鑫集团

董事长朱共山说，为兑现巴黎协定承诺，
未来全球清洁能源投资必将继续扩大。

“一带一路”倡议，为新能源产业发展带来
新的战略增长点，预计未来沿线重点区
域、重点国别的新能源投资将加速布局。

在专家看来，“一带一路”沿线各国
资源禀赋各异，经济互补性较强，彼此合
作潜力和空间很大。深化“一带一路”新
能源合作，可优化我国与沿线国家的绿
色能源供给结构。在提升我国清洁能源
产业链的同时，带动沿线地区清洁能源
基础设施建设，为全球新能源产业发展
注入动力。

“一带一路”新能源合作日趋活跃
来自中国的绿色能源沿线播种开花

“大雪”到来
菜棚加“衣”

12 月 7 日，江苏省连云港市灌云县
南岗乡许相村菜农为菜棚加“衣”御寒。

当日是“大雪”节气，江苏省连云港
市灌云县迎来大风降温天气，当地农民
积极做好农作物御寒措施。

据新华社

国际社会反对

美承认耶路撒冷为以首都
据新华社北京12月7日电 综合新华社驻外记者报

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将
启动美驻以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的进程。国际社
会当天对此普遍表示反对。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发表声明说，特朗普关于耶路撒
冷地位的决定永远不会给予以色列将耶路撒冷据为其首都
任何合法依据。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发
表声明，对特朗普的决定以及此举对和平前景可能造成的
影响表示“严重关切”。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特朗普的决
定令人非常遗憾，法国不支持这一立场。伊朗最高领袖哈
梅内伊说，美国此举是一场“阴谋”，而巴勒斯坦最终将获得

“解放”。伊朗总统鲁哈尼表示，美国的这一做法“非法”，危
及巴勒斯坦乃至中东地区稳定。土耳其外交部发表声明
说，美国这一“不负责任的”决定将对地区和平与稳定造成
消极影响。

以色列加强

耶路撒冷周边军事部署
据新华社耶路撒冷12月7日电 以色列国防军7日

告诉新华社，以军将在耶路撒冷周围重新部署作战部队，以
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后可
能引发的动荡局面。

以军表示，根据总参谋部对当前局势的评估，军方决定
在耶路撒冷附近的撒马利亚和朱迪亚两个地区加强部署数
个营的作战部队。以军还制定了应对突发事态的预案，部
分快速反应部队进入戒备状态。

新华社记者在耶路撒冷看到，部分以军预备役人员开
始前往集结地，已有以军军车出现在市中心附近。为应对
可能出现的军事威胁，以军6日宣布，去年12月以来陆续
从美国引进的9架F－35战斗机正式列装。

联合国反对

危及巴以和平的单边措施
据新华社联合国12月7日电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

斯表示，反对任何可能危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和平前景的
单边措施。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
将启动美驻以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的进程。

古特雷斯随后对媒体发表讲话说，自担任联合国秘书
长第一天开始，他就一直公开反对任何可能危及巴以和平
前景的单边措施。他强调，耶路撒冷地位问题必须由巴以
双方在照顾到各自正当关切的前提下，依据安理会和联大
相关决议，通过直接谈判解决。

古特雷斯表示，除了“两国方案”，没有其他选择。他强
调，只有巴以两国和平相处、相互承认，将耶路撒冷作为以
色列和巴勒斯坦的首都，所有最终地位问题通过谈判得以
永久解决，两国人民的合理愿望才能实现。

普京宣布

参加2018年俄总统选举
据新华社莫斯科12月7日电 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他

将参加定于2018年3月举行的新一届俄罗斯总统选举。
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报道，普京当天在俄西部城市下

诺夫哥罗德与高尔基汽车厂的工人们见面时说，自己将参
与竞选新一届俄罗斯总统，在这里宣布这个决定是最合适
的，“感谢你们的支持”。

普京现年64岁，2000年出任俄罗斯总统，2004年连
任。因俄罗斯宪法规定同一人不能担任总统超过两个连续
任期，普京2008年没有参加总统选举，而是出任政府总
理。同年底，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通过宪法修正案，将总
统任期由4年延长至6年，从2012年新当选总统开始适
用。2012年3月，普京第三次当选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