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利利
用用
财财
政政
税税
收收
政政
策策
控控
制制
交交
通通
污污
染染

杨杨
琦琦
佳佳

任任
雅雅
娟娟

00 引言引言

2011年，雾霾天气第一次入选中国十大

天气气候事件。2013年1月，京津冀地区遭

遇 5次强霾污染过程，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

视。PM2.5是雾霾天气的主要载体，指大气

中直径小于或等于2.5 μm的颗粒物。由于细

颗粒物直径小，富含大量有毒、有害物质且

在大气中停留时间长、输送距离远，因而对

人体健康和大气环境质量的影响很大。

机动车尾气排放是造成以雾霾为代表的

大气污染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治理城市雾

霾的有效措施是控制机动车产生的污染物。

在现有的治理手段中，财政手段作为一只

“看不见的手”，对切实提高公民的低碳环保

意识，促进汽车生产企业发展先进技术、开

发节能高效且经济的车型，以及早日实现中

国汽车工业的产业结构调整至关重要。在污

染防治方面，可行的财政手段主要包括各项

税收、专项收入和亏损补贴，其中税收政策

在财政手段中占主导地位。本文着重分析现

有的财政税收手段在控制交通污染方面存在

的不足，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11 城市交通与大气污染城市交通与大气污染

交通运输行业造成的污染已成为特大城

杨琦佳，任雅娟
(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北京 100012)

利用财政税收政策控制交通污染利用财政税收政策控制交通污染

摘要：为了控制机动车污染，减轻雾霾对人民群众健康的威胁，亟须利用有效的财政税收政策手

段，控制交通污染。首先阐述城市交通与大气污染的关系，用数据说明机动车尾气排放已成为大中

城市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且其作为移动污染源，对居民生活造成的影响更为直接。然后通过分析

现行机动车税费政策，指出现有政策在重型车调控、成品油税率、车船税以及新能源汽车等方面存

在的不足。最后，提出扩大现行汽车消费税征收范围、加大成品油消费税补贴、改革车船税、加大

对新能源汽车行业的政策扶持力度等建议，加强对交通污染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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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ffective fiscal policies are necessary to control vehicle pollution and mitigate the hazard im-

posed to human health by smog. Through analyzing the interrelation between urban traffic and air pollu-

tion using related data, this paper states that vehicular emission has become the major source of air pollu-

tion in large and medium cities. As a moving pollution source, vehicular emission has a more direct imp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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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雾霾天气的主要原因。根据中国科学院

“大气灰霾追因与控制”专项研究组报告显

示，就北京市而言，机动车尾气排放为城市

PM2.5 的最大来源，约占 1/4；其次为燃煤

和外来输送，各占 1/5。与北京市情况类

似，很多城市空气污染来源已经由传统的煤

烟型污染向机动车污染转移，机动车尾气已

经成为大中城市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据环

境保护部发布的《2013年中国机动车污染防

治年报》显示，2012年全国机动车排放污染

物4 612.1万 t，其中氮氧化物(NOx)640.0万 t，

颗粒物(PM)62.2万 t，碳氢化合物(HC)438.2

万 t，一氧化碳(CO)3 471.7万 t。在机动车排

放中，汽车是污染物总量的主要贡献者，其

排放的NOx和颗粒物超过90%，HC和CO超

过 70%[1]。因此，治理城市雾霾的有效措施

之一是控制汽车产生的污染废物。

城市大气颗粒物实际上是由一次颗粒和

二次颗粒组成的混合物。工业、交通、电

力、其他生产和生活活动以及天然源排放一

次颗粒物。研究表明：柴油车尾气中超过

92%的固体颗粒直径在2.5 μm以下，原油燃

烧排放气体中直径在2.5 μm以下的颗粒更是

占到97%。此外，机动车尾气也是城市大气

二次颗粒物的重要前置污染物[2]。

相比其他污染源，机动车尾气不仅在大

气污染中贡献最大，而且对居民生活造成的

影响更为直接。作为移动源的机动车尾气排

放高度更接近人体呼吸道，排放源分布的时

空特征与受体人群的活动特征吻合程度更

高、接触更为密切，因而成为城市居民大气

污染物吸入总量的重要来源。欧洲每年与大

气颗粒物污染相关的死亡人数中，有35%可

归咎于机动车尾气污染。而对奥地利、法国

和瑞士的统计数据分析显示，在大气污染所

致的人群死亡率增加中，有 1/2 归咎于机动

车尾气污染。此外，机动车尾气污染还导致

这三个国家每年新发 2.5万例成人慢性支气

管炎、29万例儿童支气管炎、50万次哮喘

发作以及 1 600 万人日的病休[3]。

22 现行机动车税费政策存在的问题现行机动车税费政策存在的问题

中国机动车税费体系经过多年的建设已

经初步体现控制污染物排放的思路，消费税

改革、车船税改革、开征成品油消费税、对

黄标车淘汰补贴，初步覆盖了车辆在购买、

使用和淘汰的全过程。然而，现有机动车税

费政策的调控力度仍然存在不足，主要体现

在以下方面：

1）汽车消费税对重型车辆调控缺失。

重型车，指最大总质量大于 3 500 kg的

车辆(主要包括重型货车和大型客车)，并且

主要采用柴油发动机[4]。环境保护部发布的

《2013 中国机动车污染防治年报》 显示，

2012 年全国柴油车 CO 排放量为 421.2 万 t，

HC排放量为93.9万t，NOx排放量为397.0万t，

颗粒物排放量为 59.2万 t，分别占汽车排放

总量的 14.7%，27.2%，68.1%和 99%以上；

按车型分类，全国货车排放的NOx和颗粒物明

显高于客车，其中重型货车是主要贡献者。

在对车辆征收消费税的环节中，税率并

未与车辆对环境的污染及对道路的破坏成正

比。2008年 9月 1日，国家为了加大节能减

排力度、减少机动车排放、改善大气质量，

大幅度提高了大排量乘用车消费税：排气量

>3.0~4.0 L 的乘用车，税率由 15%上调至

25%；排气量在4.0 L以上的乘用车，税率由

20%上调至 40%；降低小排量乘用车消费

税，排气量在 1.0 L(含 1.0 L)以下的乘用车，

税率由3%下调至1%。然而，对于污染最重

的重型货车及车身长度大于等于 7 m，并且

座位为 10~23座的商用客车，依然不征收消

费税，政策调控有所缺失。

2）汽油、柴油消费税与成品油质量不匹配。

中国成品油消费税采用的是固定税率：

无铅汽油1.0元·L-1，含铅汽油1.4元·L-1，柴

油 0.8 元·L- 1，未根据油品标准实行差别税

率。目前，成品油质量参差不齐，不同标准

油品之间含硫量存在较大差异：国 II标准中

含硫量小于500 ppm，国III标准中含硫量小于

350 ppm，国 IV标准中含硫量小于 50 ppm，

国V标准中含硫量小于10 ppm，而含硫量直接

决定污染物排放量。在全国范围内，国 II、

国 III、国 IV标准油都在使用，北京、上海

率先推行使用了国V标准油；浙江、广东、

福建、江苏等 7个省市也陆续开始油品升级

工作，用国 III标准油逐步替代国 II标准油。

油品质量升级将带来很好的环境效果，根据

初步估算，使用国 III标准汽油每年将减少

2.3万 t的硫排放。但是，燃油含硫量的减少

也带来成本增加，每吨国 III汽油成本约增

加160元。多次推迟柴油车国 IV标准的原因

之一就是国家没有对柴油品质升级需要的资

金给予任何补贴，也没有通过减免成品油消

费税等税收优惠措施减少企业负担，油品升

级增加的成本完全由企业承担，导致企业对

油品质量升级积极性不高。

60



利利
用用
财财
政政
税税
收收
政政
策策
控控
制制
交交
通通
污污
染染

杨杨
琦琦
佳佳

任任
雅雅
娟娟

3）车船税征收标准“一刀切”。

车船税是汽车保有阶段的重要税收政

策，然而作为财产税，在环保方面的调节作用

尚显不足。2012年1月1日实施的新车船税，

对乘用车按排气量计征税款，附带了节能减

排的功能，税费从最低 60元到最高 5 400元

不等。1.6 L 以下小排量汽车税率有所降

低，而 2.5 L 以上大排量汽车税率大幅增

加。按排气量划分阶梯税率，更多地是体现

车船税作为财产税的属性，实际上，排气量

并不是决定污染程度的唯一指标。对于相同

排量的车型，燃油消耗率、污染物排放量也

存在很大差别，因此，需要以排放量或者油

耗为基础实行差别税率。例如，英国的做法

是对高油耗的车辆加征一定的车船税作为惩

罚性税款。

4）新能源汽车行业财税优惠政策力度不足。

作为一个新兴的高科技产业，新能源汽

车行业对缓解城市交通污染有着重要作用。

然而，实践中新能源汽车的普及尚未达到理

想的速度。2012年，全国新能源汽车销量仅

为 1.2万辆。一个重要原因是新能源汽车成

本过高，消费者很难承担。新能源汽车行业

作为一个高科技产业，产业链长，从基础原

材料到车辆整车使用，经过多个增值税税负

环节，企业税赋较重，成本最终会转嫁给消

费者。目前，国家已经出台了部分政策加大

对新能源汽车行业的财税优惠力度，其中财

政部 2008年下达的《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资源综合利用及其他产品增值税政策的

通知》 (财税[2008]156号)，从鼓励环境保护

和减少污染物排放入手，对一些环保领域的

企业实施增值税优惠政策，但是优惠申请程

序太过复杂，优惠幅度也较低。此外，新能

源汽车企业购置并实际使用列入《环境保护

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 (以下简称

《目录》 )范围内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和安

全生产专用设备，可以按专用设备投资额的

10%抵免当年企业所得税应纳税额。但是

《目录》实际优惠范围偏窄，例如很多新能

源汽车产业链上企业所需的环保设备没有列

入范围；更新时间偏长，无法跟上行业的发

展水平；优惠幅度过小，其中规定的专用设

备投资额的10%不足以对企业产生很大的激

励作用。

33 政策建议政策建议

治理由机动车带来的大气污染问题迫在

眉睫。除了技术上的研发和监督，机动车税

费政策这一“看不见的手”对机动车消费者

及潜在消费者起着最直接、最深远的影响。

针对机动车财政税收政策存在的不足，本文

提出以下建议：

1）扩大现行汽车消费税征收范围，对

高污染的商用车开征汽车消费税。建议将货

运汽车和大型商用客车纳入消费税范围。按

照排气量和吨位设计阶梯式税率——税率随

着排气量和吨位的增加而提高。

2）对生产符合下一阶段标准车用燃油

的企业给予消费税优惠或销售补贴。2011年

《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

见》中明确提出：对生产符合下一阶段标准

车用燃油的企业，在消费税政策上予以优

惠。但目前优惠政策执行不够迅速，执行力

度仍旧不足以调动燃油生产企业的积极性。

建议以不同质量的燃油生产成本为参考，对

生产国V标准车用汽油和柴油的企业给予消

费税优惠或销售补贴。

3）进一步加大车船税绿色化程度，不

仅仅以排气量作为车船税的征收标准。建议

改革车船税的税制设计，按照燃料消耗限值

和尾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征收，并分档设置不

同的税率，以此鼓励发展经济型环保汽车，

限制高能耗、高污染汽车的使用。

4）加大对新能源汽车行业的政策扶持

力度，减少新能源汽车生产及制造企业的税

收负担。对电动汽车相关原材料供应、动力

电池、关键零部件、充换电服务设施、整车

销售以及电能供给服务等环节实施增值税优

惠政策。建立定期调整《目录》的机制，扩

大环保税收优惠的范围，扩大新能源汽车制造

业相关环保设备范围；从《目录》中及时剔

除技术水平落后、升级替代设备较多，以及使

用较少的设备产品，使《目录》实现动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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