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境税》研究项目提议

一、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全球变化及其影响已经成为 21 世纪以来全人类广泛关注的焦点。世界各国政治家、科学
家和社会公众都在为减缓气候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而努力。中国政府在环境问题上态度积极，
提出在 2020 年全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 2005 年下降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四十
五的的行动目标。在应对环境问题和碳减排问题上，有很多政策手段可以选择，其中环境税
因具有保护环境、改善环境和提高经济效率的潜力，在发达国家广泛使用。
在中国开征环境税，一直被很多人认为是推动中国环境政策前进的重要步骤。在中国是否
需要开征环境税，开征怎样的环境税？经过有关部门和国内相关领域学者的研究，开征环境
税已经有了一些初步的设想和方案设计，取得一些成果。
但是，以往的这些研究范围过窄，在基础理论和国际经验的研究上有所缺乏，与实际征收
管理部门缺乏沟通，税制的设计是否合理，是否能够实现征收管理，在税务部门还存在很多
疑问。因此，本次中国环境税的研究项目将重新梳理环境税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国际经验
的中国的启示，评价中国环境税费制度的现状，勾画环境税制的框架，为推动中国税制改革
提供新的思路同时对环境税的征收管理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以便确定环境税征收管理的可行
性。

二、研究现状
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经济的发展，我国对能源需求快速增长，导致温室气体排
放快速增加，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关于环境税收问题的研究逐渐成为国内税收理论界研究的
热点。我国关于环境税税收理论的介绍和研究始于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期（王金南、钱小平，
1992；朱骏武，1993）
，至今只有短短的十几年时间，而“绿色税制”是最近一些年才开始
提出的概念。近年来，在我国税收理论界，对绿色税的研究日渐深入。纵观我国国内有关环
境税的相关研究，可以概括以下几个方面:
1. 对国外环境税基础理论的引进。
在环境税税收基础理论的研究方面，中国学者一般借鉴国外学者比较成熟的理论,认识
上比较统一.。经济学的外部性理论和公共物品理论是研究环境税收的理论基础。对环境税
与外部性关系的研究方面，国内学者引用“庇古税”理论：导致市场配置资源失效的原因是经
济当事人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不相一致，从而私人的最优导致社会的非最优。因此，纠正
外部性的方案是政府通过征税或者补贴来矫正经济当事人的私人成本。只要政府采取措施使
得私人成本和私人利益与相应的社会成本和社会利益相等，则资源配置就可以达到帕累托最
优状态。而环境问题产生外部性的根本原因还在于环境资源具有“公共物品”的特性，即具
有消费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使消费者在消费时产生“免费现象”。因此，对环境问题的
‘外部不经济“效应需要依靠政府征税来解决。征税的数量应等于排污产生的边际社会成本,
从而使排污者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一致,这叫外部成本内部化。所以说，通过绿色税这一
经济杠杆，可以实现环境资源价值化和外部经济内部化，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促使环境资
1

源开发利用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王金南等，1994；计金标，1999；中国税务学会《环
保税制》课题组，2000）
。
对环境税的名称和内涵的理解上，国内研究者曾经提出过环境税、绿色税和生态税等名
称，内涵上也存在狭义、中义、广义三种。
（王明远，1994；李玉琪、刘晓春，1995；计金
标，1997a）
。大多学者都比较认同广义上的环境税，认为环境税是税收体系中与环境资源
利用和保护有关的各种税种和税目的总称。这种观点认为，环境税不但包括污染排放税、自
然资源税等，还包括为实现特定的环境目的而筹集资金的税收，以及政府影响某些与环境相
关的经济活动的性质和规模的税收手段（葛蔡忠等，2001)。
2. 对国外尤其是 OECD 国家环境税实施的经验介绍和借鉴性研究。
有些学者通过对翻译 OECD 组织的一些出版物和会议论文，对整个 OECD 国家的绿色税制
实施的起因、实质问题以及所达到的环境绩效进行了分析比较，指出了国外的环境税的实施
经验对我国绿色税制建设所具有的启示和借鉴意义（杨金田等，2000；吴燕、陈国庆，2005；
国家税务总局环境保护税收课题组，2007；曾贤刚，2008)。还有的学者对实施环境税比较
成功的国家如荷兰、瑞典、丹麦以及美国等分别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和评价，并且结合我国的
社会、经济、环境与税制特点提出了不少可行性建议(计金标，1997b；徐志，1999)。
3. 对中国引进环境税必要性的研究和阐述。
我国的环境形势相当严峻, 自然资源并不丰富，但是生态破坏严重，而现行排污收费制
度则存在计征费率单一、计征依据不明确、企业排污费负担较小和排污费的使用方式不科学
等问题。
（中国税务学会《环保税制》课题组，2000）
。王克强、樊喜斌、郑策（2005)指出，
虽然我国目前颁布了许多的环境法律、法规，但是传统的环境保护手段和方法并没有满足现
实需要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我国应该尽快采取税收的等手段使我国的经济走上可持续发展
的循环经济上来。对此，一些学者(樊丽明、李文，2006)认为中国目前的税收体系中存在着
绿色税收所占比重偏低、调节范围过窄、计税依据不当和税式支出政策欠妥等问题，以及存
在着涉及环境保护的税种过少、对环境保护的调节力度不够、考虑环境保护因素的税收优惠
单一等问题(朱顺贤，2007)。
为了实现人类在环境资源分配上的代内公平、代际公平和效率，政府有必要对环境资源
利用等行为征收环境税，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李清芬，1998)。
4. 对环境税效益的评价。
随着西方经济学界对环境税效益探讨的深入，国内出现了介绍和应用西方环境税“双重
红利”假说的文章，我国对于“双重红利”假说的理论研究，基本上局限于国外的理论框架，
没有自己的理论创新之处。在“双重红利”概念的理解上基本上如下:(付伯颖 2004)
(1)弱式"双赢”效应(weakdoubledividend)，即用从环境税中取得的收入，弥补原有的扭曲性
税收减少，以减少税收的额外负担。
(2)强式“双赢”效应(stron 只 doubledividend)，即通过环境税改革可以达到提高环境质量以
及改进现行税制效率的目的，从而提高社会福利水平。环境税改革既可以改善环境质量，同
时还可以通过减少扭曲性税收的方式完善现行税制，提高税收效率，从而提高人们的福利水
平。
(3)就业“双赢”效应(emp1oymentdoubledividend)，即与环境税改革之前相比，环境税既改
善了环境质量又增加了就业。这种观点认为，从绿色税中取得的收入可以降低与劳动力相关
的税收，提高雇员的税后所得，并降低雇主的劳动力成本。这样，既可以增加劳动力的供给，
也可以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从而增加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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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国内学者也尝试运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 模型）来研究环境税效益问题。
如李洪心、付伯颖（2004）利用 CEG 模型模拟税收改革对生产、消费和政府收入所产生的
一系列影响。仿真结果通过水量关系证明环境税的“双重红利”假说是可行的。黄英娜等
（2005）应用 CGE 模型对中国若干工业行业按照谁别税率对所投入的煤炭和油气产品征收
从价能能源环境税的情况进行了量化模拟，预测该项政策在中国实施的可行性。
在 CGE 模型的基础上，司言武（2009）运用最有税收原理，建立一个有代表性家庭效
益最大化得理论研究模型。
，分析结论表明，最有投入品和消费品的污染税税负均小于庇古
税税负水平。
姜克隽等（2009）通过 IPAC-SGM 模型和 IPAC-emission 全球情景分析模型定量分析表明，
征收碳税对中国未来二氧化碳排放的抑制作用明显。这主要是由于能量价格的上升导致了对
有关经济部门的抑制作用和能源产业产值下降。
5. 对我国环境税具体实施的机制、方式和政策的研究。
在环境税以及碳税和能源税具体实施的机制、方式和政策方面，国内学者提出了很多意
见和建议。中国税务学会《环保税制》课题组（2000）认为建立我国得环保税制首要任务是
开征专门的环保税，其次调整税率、税目,完善现行税制中有关环保的规定，同时也要注重
和加大对环保产业和环保科研成果的鼓励力度。马中、蓝虹（2005)强调，我国目前绿色税
具体的实施原则应该兼顾国情，不能单一的借鉴发达国家的原则。他们的研究表明，在中国
东富西贫国情及西部贫困的条件约束下，由消费者付绿色税的绩效高于由污染者付税。因此，
在中国实施绿色税不应单一去坚持谁污染谁付税，而应综合考虑“污染者负担”和“受益者
付费”两大原则。王金南在 2009 年提出建立独立型环境税，即环境税收政策采取先易后难、
先旧后新、先融后立的实施战略，首先消除不利于环境保护的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其次，
综合考虑环境税和环境收费；再次，实施融入型环境税方案对现有税制进行绿色化；最后引
进独立型环境税。
（王金南，2009）
存在的问题
从国内的研究现状来看，目前关于环境税问题的相关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两方面不足。一、在
理论研究方面，国内研究基本上是对西方的环境税经济理论的介绍，原创性研究不多。二、
实证分析方面，对西方环境税实践研究仅停留在介绍的层面，而对中国的实际分析中则缺乏
基础性研究，存在照搬别国模式的问题。

三、研究目标和研究内容
此次环境税相关问题的梳理和研究，旨在为环境税实施和改革提供新思路。通过实地调
研等确定实施环境税的可行性方案，为政府促进中国环境税改革以及中国整体税制改革提供
参考，使环境税制的设计尽可能符合和协调各方面的利益。
具体的研究内容包含如下板块：
1. 环境税的基本理论与国际经验
2. 中国现行环境税费制度的评价
3. 中国环境税新税制设计
4. 中国环境税改革的影响分析
5. 环境税征收管理研究
研究任务安排如下：
1. 专题 1 由财科所和北大林肯中心共同负责研究环境税政策的基本理论，其中 北大林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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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偏重从经济学角度分析环境税的基本原理；由北 大-林肯中心负责研究环境税实施的国
际经验和国际比较；
2. 专题 2 由财科所负责研究；
（参见附件 1）
3. 专题 3 由财科所负责研究；
（参见附件 1）
4. 由北大-林肯中心组织专家（石敏俊、曹静）研究环境税实施的影响分析（环境效益、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5. 专题 5 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负责调研（参见附件 2）
；第 5 个专题报告及总报告所涉及
的实地调研等由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项目组负责统筹、协调和安排。中国国际税收研究
会将分别在东部、中部和西部选择一个省作为实地调研地点，发动基层税务工作人员参
与调研并撰写调研报告；将针对专题 5 提交三个分省调研报告，最后结合三个省的详细
情况汇总一份总报告。
6. 北大-林肯中心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将整合所有研究内容，汇总成为《中国环境税研究
总报告》
。在具体撰写过程中将详细划分各自的工作内容。
注：专题 3 需要先期进行研究，专题 4 和 5 都将在此基础上展开下一步的调研或研究活动。

四、预期成果
预计形成如下几个报告和工作论文：
1.《中国环境税研究》总报告
2. 五个专题报告
——环境税的基本理论与国际经验 专题报告
——中国现行环境税费制度的评价 专题报告
——中国环境税新税制设计 专题报告
——中国环境税改革的影响分析 专题报告
——环境税征收管理研究 专题报告
3．工作论文若干篇，并择优在《税务研究》、《涉外税务》上发表
4. 政策报告建言书若干

五、进度安排









2010 年 1-3 月：北大-林肯中心完成立项准备工作，签订合作协议；
2010 年 4 月：启动资金到位，正式启动课题；
2010 年 4 月 17 日：课题组内部会议，财科所课题组初步完成环境税理论研究和中国现
行环境税费制度的评价及影响分析，北大林肯中心得出环境税实施的国际经验和国际比
较的初步结果。
2010 年 4-6 月：开展项目研究，联系调研、撰写项目报告；重点是财科所对中国现行
环境税费制度的评价以及税制设计。北大林肯中心则立足于 4 月会议的结果对环境税国
际经验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2010 年 6 月 25、26 日，课题组中期会议。财科所将在会议上展示所设计的中国环境税
税制，参与各方进行讨论，并据此完成调研方案的设计书。
2010 年 7-11 月，重点是北大林肯中心基于财科所的中国环境税税制设计结果进行影响
分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共同推进环境税征收管理研究的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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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其他项目开始撰写项目分报告；
2010 年 11 月 26、27 日，课题组研讨会，各研究课题组汇报项目最终成果。
2011 年 1 月： 结题会议，汇报总课题成果，邀请媒体参加。
2011 年 3 月：完成尾款拨付，课题结项。

六、研究团队及项目管理

1.
2.
3.
4.

参与《中国环境税研究》课题共有 4 家单位，具体包括：
北大-林肯中心，负责人为满燕云教授；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负责人为苏明研究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专家组，负责人为林家彬和倪红日研究员；
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负责人为高世星秘书长；

北大-林肯中心将《中国环境税研究》项目分解为四个子课题，通过签订项目合作协议
的形式将子课题分包给各研究单位具体执行。北大-林肯中心将负责整个项目的组织和协调，
同时依据事前达成的项目合作协议进行项目跟踪、会议组织和成果管理。
1. 北大-林肯中心的课题组成员
负责人：满燕云教授
成员： 石敏俊
曹 静
郑颖尔
2.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课题组成员
负责人：苏明研究员
成员：
3.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成员
负责人：倪红日 研究员、林家彬研究员
成员：王如骐：国家发改委财金司原财政处副司级调研员
陈健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资源与环境研究所 博士
武 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资源与环境研究所 研究人员
马 珺：中国社会科学员 财贸经济研究所 博士 副研究员
其他研究助手：
谭敦阳：财政部科学研究所 财政税收专业 在读硕士研究生
张兴隆：财政部科学研究所 财政税收专业 在读硕士研究生
李世新：财政部科学研究所 财政税收专业 在读硕士研究生
4. 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课题组成员
负责人：高世星 国家税务总局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副秘书长
成员：郝昭成 国家税务总局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会长
权兆运 国家税务总局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薛路生 国家税务总局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副秘书长
郭平壮 国家税务总局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理论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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