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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全省环境保护税纳税人的公开信
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环境保护厅 云南省地方税务局
尊敬的全省环境保护税纳税人：
你们好！
2016 年 12 月 25 日，第十二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
（以下简称
《环境保护税法》
）。根据税法授权，2017
年 11 月 30 日，云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通过了
《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环境保护税云南省适用税额和应税污染
物项目数的决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
施行。
《环境保护税法》是我国第一部专门
体现“绿色税制”、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
单行税法，是推进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
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落实税收法定原
则的重要内容。环境保护税以排污费制
度为基础进行税制设计，实现收费向征
税制度的平稳转换。目前，我省正在有
序推进环境保护税开征的准备工作，得
到了广大纳税人的积极支持和密切配
合，
在此，
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为保
障广大纳税人的权益，现向纳税人介绍
环境保护税的主要政策，让我们同心协
力，确保《环境保护税法》在我省顺利实
施。
一、开征环境保护税的重要意义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生态文
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生
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要坚决打好污染
防治的攻坚战。将现行收取的环境保护
费改为环境保护税，
是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开征环境保护
税的意义：一是有利于解决排污费制度
存在的执法刚性不足、地方政府干预等
问题。二是有利于提高纳税人环保意识
和遵从度，强化企业治污减排的责任。
三是有利于构建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发
展方式转变的绿色税制体系，强化税收

调控作用，
形成有效的约束激励机制，
提
高全社会环境保护意识，推进生态文明
建 设 和 绿 色 发 展 。 四 是 通 过“清 费 立
税”，有利于规范政府分配秩序，优化财
政收入结构，
强化预算约束。
二、环境保护税的纳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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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法
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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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生
产经营者向依法设立的污水、垃圾集中
处理场所排放污染物的；二是企业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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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环境保护税的征税对象
环境保护税的征税对象为大气污染
物、水污染物、固体废物和噪声。环境保
护税税目依据税法所附《环境保护税税
目税额表》执行。
四、环境保护税的计税依据
应税污染物的计税依据：一是应税
大气污染物按照污染物排放量折合的污
染当量数确定；二是应税水污染物按照
污染物排放量折合的污染当量数确定；
三是应税固体废物按照固体废物的排放
量确定；四是应税噪声按照超过国家规
定标准的分贝数确定。
五、环境保护税的税率
环境保护税的税率依据税法所附
《环境保护税税目税额表》执行。环境保
护税以现行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排污
费标准作为税额下限，以最低税额标准
的 10 倍作为税额上限，即大气污染物的
税额幅度为每污染当量 1.2 元至 12 元，
水污染物的税额幅度为每污染当量 1.4

元至 14 元。应税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
的具体适用税额的确定和调整，
由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规定的税额幅
度内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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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废物按不同
种类，税额标准为每吨 5 元至 1000 元；
噪
声按超标分贝数，税额标准为每月 350
元至 11200 元。
根据云南省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云
南省应税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环境保
护税适用税额为：2018 年 1 月至 12 月，
大气污染物每污染当量 1.2 元；
水污染物
每污染当量 1.4 元。2019 年 1 月起，大气
污染物每污染当量 2.8 元；
水污染物每污
染当量 3.5 元。
我省分步实施税额标准,有利于引
导企业加大环保投入,完善污染防治设
施,淘汰落后产能,鼓励达标减排,促进企
业转型升级,也有利于费改税的平稳过
渡,从 2019 年起实施新的税额标准,表明
我省坚持绿色发展的决心,凸显我省生
态文明建设排头兵的发展定位。
六、环境保护税的排放口计税方法
税法所称的排放口是指纳税人向环
境排放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的管道、沟
渠和场所。从两个以上排放口排放污染
物的，对每一排放口排放的应税污染物
分别计算征收环境保护税。每一排放口
或者没有排放口的应税大气污染物,按
照污染当量数从大到小排序，对前三项
污染物征收环境保护税。每一排放口的
应税水污染物，
按照税法所附《应税污染
物和当量值表》，
区分第一类水污染物和
其他类水污染物，按照污染当量数从大
到小排序，对第一类水污染物按照前五
项征收环境保护税，对其他类水污染物
按照前三项征收环境保护税。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区污染物

减排的特殊需要，可以增加同一排放口
征收环境保护税的应税污染物项目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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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云南省同一排放口应
税污染物项目数不作增加。
七、环境保护税的应纳税额
环境保护税应纳税额按照下列方法
计算：应税大气污染物的应纳税额为污
染当量数乘以具体适用税额；应税水污
染物的应纳税额为污染当量数乘以具体
适用税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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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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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环境保护税的优惠政策
税法规定了 5 项暂予免征环境保护
税的情形：
一是农业生产（不包括规模化
养殖）排放应税污染物的；二是机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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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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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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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国
务院批准免税的其他情形。
税法规定了 2 项减税的情形：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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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纳税人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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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环境保护税的征管模式
环境保护费改税后，征收部门由环
保部门改为地方税务机关，但企业污染

物排放量监测计算专业性较强，实际税
收征管工作离不开环保部门的配合，为
保障税收征管工作顺利开展，
税法规定，
地方税务机关依法征收管理，环保部门
依法负责对污染物监测管理。环保部门
和地方税务机关建立涉税信息共享平台
和工作配合机制，定期交换有关纳税信
息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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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税的纳税地点
纳税人应当向应税污染物排放地的
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环境保护税。
十一、
环境保护税的纳税申报
纳税人排放应税污染物的当日即为
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环境保护税实行按
月计算，
按季申报，
纳税人应当自季度终
了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应税污染物排放
地的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并缴纳
税款。同时规定，不能按固定期限计算
缴纳的，
可以按次申报缴纳，
应当自纳税
义务发生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应税污染
物排放地的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
并缴纳税款。
环境保护税将于 2018 年 1 月 1 日开
始征收，届时排污费将停止征收。实现
费改税的平稳过渡，
是我们共同的任务，
离不开广大纳税人的支持和配合。希望
纳税人能抽出时间熟悉改革政策，适应
环境保护税制度。纳税人如果需要了解
具体税收政策，
可登录云南省财政厅、云
南省环境保护厅和云南省地方税务局的
网站查询了解；如果纳税人在办理涉税
事宜中遇到问题和困难，请拨打 12366
纳税服务热线咨询，或到主管税务机关
办税服务厅咨询和办理。
为纳税人做好服务是我们的重要工
作，
让我们携手同心，
共同做好环境保护
税征收工作。

云南省实施环境保护税法宣传提纲
一、为什么要开征环境保护税？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环境保护
工作，持续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近
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有所改善，
但部分地区环境污染问题较为突出，严
重影响正常生产生活和社会可持续发
展，加强环境保护已刻不容缓。习近平
总书记多次强调指出，生态环境保护是
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要大力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在更
加突出的位置。李克强总理明确提出，
开征环境保护税对于“清费立税”、促进
企业强化环保具有重要作用，要做好环
境保护税立法相关工作。党的十八届三
中、四中全会提出，推动环境保护费改
税，用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生态环境。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
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生态环
境保护任重道远，要坚决打好污染防治
的攻坚战。实行环境保护费改税，是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
二、开征环境保护税的重要意义是
什么？
一是有利于解决排污费制度存在的
执法刚性不足、地方政府干预等问题。
二是有利于提高纳税人环保意识和遵从
度，强化企业治污减排的责任。三是有
利于构建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方式
转变的绿色税制体系，强化税收调控作
用，形成有效的约束激励机制，提高全社
会环境保护意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
绿色发展。四是通过“清费立税”，有利
于规范政府分配秩序，优化财政收入结
构，
强化预算约束。
三、环境保护税的基本思路是什么？
一是实行环境保护费改税，根据现
行排污费项目设置税目，将应税污染物
排放量作为计税依据，实现排污费制度
向环境保护税制度的平稳顺利转换。二
是建立环境保护税制度，努力构建我国
绿色税制体系，对大气污染物、水污染
物、固体废物、噪声等重点污染源征税，
促进污染治理。三是在税政统一基础
上，适当下放税政管理权，对大气污染物
和水污染物设定幅度税额，并授权各省
（区、市）在规定幅度内确定具体适用税
额和同一排放口应税污染物项目数。四

1.陈永力管有昭阳区珠泉路 247 号
附 82 号（原珠泉路珠泉建材城 26 幢 2 单
元 5 楼 3 号）房产，
现转让给钟佑祥。
2.王天元（已故）、刘文芳管有昭阳
区龙泉路 155 号附 54 号（原昭通市龙泉
路 235 号 4 幢 2 单元 3 楼 2 号）房产，现转
让给艾欢。
3.兰正清（已故）、张保芬管有昭阳
区珠泉路金盾小区 200 号（本市珠泉路

是建立环境保护税征管协作机制。环境
保护费改税后，征收部门由环保部门改
为税务机关，环保部门配合，确定了“企
业申报、税务征收、环保监测、信息共享”
的税收征管模式。
四、环境保护税的纳税人是如何规
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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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税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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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企事业单位
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向依法设立的污水、
垃圾集中处理场所排放污染物的；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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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环境保护税的征税对象是如何
规定的？
环境保护税的征税对象为大气污染
物、水污染物、固体废物和噪声。环境保
护税的税目依据税法所附《环境保护税
税目税额表》执行。
大气污染物是指向环境排放影响大
气环境质量的物质，包括二氧化硫、氮氧
化物、粉尘等；
水污染物是指向环境排放
影响水环境质量的物质，包括重金属、悬
浮物等；固体废物是指在工业生产活动
中产生的固体废物和医疗、预防和保健
等活动中产生的医疗废物，包括煤矸石、
尾矿等；噪声是指在工业生产活动中产
生的干扰周围生活环境的声音。
六、环境保护税的计税依据是如何
规定的？
应税污染物的计税依据：一是应税
大气污染物按照污染物排放量折合的污
染当量数确定；二是应税水污染物按照
污染物排放量折合的污染当量数确定；
三是应税固体废物按照固体废物的排放
量确定；四是应税噪声按照超过国家规
定标准的分贝数确定。
七、环境保护税的税率是如何规定
的？
环境保护税的税率依据税法所附
《环境保护税税目税额表》执行。环境保

护税以现行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排污
费标准作为税额下限，以最低税额标准
的 10 倍作为税额上限，即大气污染物的
税额幅度为每污染当量 1.2 元至 12 元，
水污染物的税额幅度为每污染当量 1.4
元至 14 元。应税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
的具体适用税额的确定和调整，由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规定的税额幅
度内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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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废物按不同
种类，税额标准为每吨 5 元—1000 元；噪
声按超标分贝数，税额标准为每月 350
元—11200 元。
八、云南省应税大气污染物和水污
染物环境保护税适用税额是如何规定
的？
云南省应税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
环境保护税适用税额为：2018 年 1 月至
12 月，大气污染物每污染当量 1.2 元；水
污染物每污染当量 1.4 元。2019 年 1 月
起，大气污染物每污染当量 2.8 元；水污
染物每污染当量 3.5 元。
主要考虑因素：一是考虑我省努力
成为我国生态文明排头兵的战略定位。
在现有排污费征收标准上逐步提高环境
保护税税额，有利于凸显我省生态文明
建设排头兵的发展定位，有利于表明我
省坚持绿色发展的决心。二是统筹考虑
我省环境承载能力。目前我省环境质量
总体保持优良，但局部地区环境问题突
出。为保护好我省生态环境，需加大环
境保护力度，逐步提高环境保护税的税
额，充分发挥税收调节作用，淘汰落后产
能，促进企业降污减排。三是考虑水污
染治理是我省环境质量改善重点。设定
了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的差别化税额，
突出我省水污染是环境治理的工作重
点。四是考虑纳税成本与污染治理成本
相当。根据税法保护和改善环境、减少
污染物排放的立法目的，企业的纳税成
本逐步与污染治理成本相当，引导企业
主动加大环保投入，完善污染防治设施
建设。五是考虑环境保护费改税的平稳
过渡。2018 年按照最低标准征收，2019
年起提高税额标准，给企业一定的过渡
期推进转型升级。

九、环境保护税的排放口计税是如
何规定的？
税法所称的排放口是指纳税人向环
境排放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的管道、沟
渠和场所。从两个以上排放口排放污染
物的，对每一排放口排放的应税污染物
分别计算征收环境保护税。每一排放口
或者没有排放口的应税大气污染物,按
照污染当量数从大到小排序，对前三项
污染物征收环境保护税。每一排放口的
应税水污染物，按照税法所附《应税污染
物和当量值表》，区分第一类水污染物和
其他类水污染物，按照污染当量数从大
到小排序，对第一类水污染物按照前五
项征收环境保护税，对其他类水污染物
按照前三项征收环境保护税。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区污染物
减排的特殊需要，可以增加同一排放口
征收环境保护税的应税污染物项目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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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云南省同一排放口应税污染物
项目数是如何规定的？
同一排放口应税污染物项目数不作
增加。主要考虑税法所附《应税污染物
和当量值表》中确定的污染因子，已基本
包含我省所排放的污染物项目。
十一、环境保护税的应纳税额是如
何规定的？
环境保护税应纳税额按照下列方法
计算：应税大气污染物的应纳税额为污
染当量数乘以具体适用税额；应税水污
染物的应纳税额为污染当量数乘以具体
适用税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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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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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环境保护税的优惠政策是如
何规定的？
税法规定了 5 项暂予免征环境保护
税的情形：一是农业生产（不包括规模化
养殖）排放应税污染物的；二是机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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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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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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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侧）房产，
现转让给杨静。
4.刘文连管有昭阳区迎宾大道 25
号附 114 号（原昭阳区迎宾大道 2 幢 12
层 1204 室（远大广场））房产，现转让给
胡荣。
5.朱文英（已故）管有昭阳区龙泉路

22 号附 69 号（原昭通市龙泉路 10 号）房
产，
现由崔洪波继承。
6.傅（付）刘锦管有昭阳区迎丰路
176 号附 2 号（原迎丰路下段）房产，现转
移给何婉秋。
7.李世玲管有昭阳区蒙泉路 182 号

附 423 号（龙泉花园西苑）
（原昭阳区蒙
泉路 182 号“龙泉花园”西苑 5 幢 1 单元 9
楼 3 号）房产，
现转让给赵太平、朱晶晶。
8.曾文钢、廖云管有昭阳区金贸街
96 号附 7 号（市农科所）房产，现曾文钢
将该房共有部分 产权转移给廖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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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不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
的；
四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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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国
务院批准免税的其他情形。
税法规定了 2 项减税的情形：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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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纳税人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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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税的征管模式是如
何规定的？
环境保护费改税后，征收部门由环
保部门改为税务机关，但企业污染物排
放量监测计算专业性较强，实际税收征
管工作离不开环保部门的配合。为保障
税收征管工作顺利开展，税法规定，税务
机关依法征收管理，环保部门依法负责
对污染物监测管理。环保部门和税务机
关建立涉税信息共享平台和工作配合机
制，定期交换有关纳税信息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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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环境保护税的纳税地点是如
何规定的？
纳税人应当向应税污染物排放地的
税务机关申报缴纳环境保护税。
十五、环境保护税的申报纳税是如
何规定的？
纳税人排放应税污染物的当日即纳
税义务发生时间，环境保护税实行按月
计算，按季申报，纳税人应当自季度终了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应税污染物排放地
的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并缴纳税款。
同时规定，不能按固定期限计算缴纳的，
可以按次申报缴纳，应当自纳税义务发
生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应税污染物排放
地的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并缴纳税
款。
十六、环境保护税什么时候开始征
收？
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昭通市地方税务局

对 上 述 房 产 权 属 有 争 议 者 ，请 于
公告之日起 7 日内向昭阳区房产交易
评估管理所反映 ，并提供相关书面权
属依据，逾期无争议，依法办理房产转
让手续。
昭通市昭阳区房产交易评估管
理所
2018 年 1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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