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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生产篇

一、促进降污减排

（一）限制高耗能、高污染产品使用基本政策

1. 对电池、涂料征收消费税

【征收对象】

电池、涂料。

其中，根据电池税目征收范围注释，包括原电池、蓄电池、

燃料电池、太阳能电池和其他电池；根据涂料税目征收范围注释，

涂料是指涂于物体表面能形成具有保护、装饰或特殊性能的固态

涂膜的一类液体或固体材料之总称。

【政策内容】

将电池、涂料列入消费税征收范围,在生产、委托加工和进

口环节，按销售额或组成计税价格计算征收,适用税率均为 4%。

【政策依据】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对电池涂料征收消费税的通

知》（财税〔2015〕16 号）第一条、附件 1、附件 2

（二）保护和改善环境，减少污染物排放基本政策

2. “多排多征、少排少征、不排不征”的正向激励机制

【征收对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所附《环境保护税税目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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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表》《应税污染物和当量值表》规定的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

固体废物和噪声。

【政策内容】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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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依照本法规定缴纳环境保护税。

2.环境保护税的税目、税额，依照本法所附《环境保护税税

目税额表》执行。

应税大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的具体适用税额的确定和调整，

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统筹考虑本地区环境承载能力、

污染物排放现状和经济社会生态发展目标要求，在本法所附《环

境保护税税目税额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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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应税污染物的计税依据，按照下列方法确定：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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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应税水污染物按照污染物排放量折合的污染当量数确

定；

（3）应税固体废物按照固体废物的排放量确定；

（4）应税噪声按照超过国家规定标准的分贝数确定。

【政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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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六条、

第七条

3.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符合条件排放污染物，

不缴纳环境保护税

【征收对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所附《环境保护税税目税

额表》、《应税污染物和当量值表》规定的大气污染物、水污染

物、固体废物和噪声。

【政策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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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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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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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第四条

（三）规范排污权出让收入管理，促进污染物减排基本政策

4. 对现有排污单位以及新建项目排污权和改建、扩建项目

新增排污权的中标人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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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收对象】

青岛市试点范围内新（改、扩）建项目

【政策内容】

1.试点地区地方人民政府采取定额出让或通过市场公开出

让(包括拍卖、挂牌、协议等)方式出让排污权。

对现有排污单位取得排污权，采取定额出让方式。

对新建项目排污权和改建、扩建项目新增排污权，以及现有

排污单位为达到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新增排污权，通过市场

公开出让方式。

2.采取定额出让方式出让排污权的，排污单位应当按照排污

许可证确认的污染物排放种类、数量和规定征收标准缴纳排污权

使用费。

3.排污权使用费的征收标准由试点地区省级价格、财政、环

境保护部门根据当地环境资源稀缺程度、经济发展水平、污染治

理成本等因素确定。

4.排污权有效期原则上为五年。有效期满后，排污单位需要

延续排污权的，应当按照地方环境保护部门重新核定的排污权，

继续缴纳排污权使用费。

5.缴纳排污权使用费金额较大、一次性缴纳确有困难的排污

单位，可在排污权有效期内分次缴纳，首次缴款不得低于应缴总

额的40%。

【政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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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排污权出让收入管理暂行办法》(财税〔2015〕61 号)

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

2.《青岛市生态环境局 青岛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青岛市

税务局关于印发青岛市初始排污权使用费征收规则的通知》（青

环规发〔2021〕1 号）

（四）鼓励节能环保行为优惠政策

5. 节能环保电池免征消费税

【享受主体】

生产、委托加工和进口节能环保电池的纳税人。

【优惠内容】

对无汞原电池、金属氢化物镍蓄电池(又称“氢镍蓄电池”

或“镍氢蓄电池”)、锂原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太阳能电池、

燃料电池和全钒液流电池免征消费税。

【享受条件】

节能环保电池。

【政策依据】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对电池涂料征收消费税的通

知》（财税〔2015〕16 号）第二条

（五）鼓励有专业资质的企业或第三方机构治理环境优惠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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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各级政府及主管部门委托自来水厂（公司）随水费收取

的污水处理费免征增值税

【享受主体】

各级政府及主管部门委托自来水厂（公司）

【优惠内容】

为了切实加强和改进城市供水、节水和水污染防治工作，促

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加快城市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步伐，

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城市供水节水和水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

的规定，对各级政府及主管部门委托自来水厂（公司）随水费收

取的污水处理费，免征增值税。

【享受条件】

各级政府及主管部门委托自来水厂（公司）随水费收取的污

水处理费。

【政策依据】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污水处理费有关增值税政策的

通知》（财税〔2001〕97 号）

7. 对符合条件的从事污染防治的第三方企业减按 15%的

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享受主体】

受排污企业或政府委托，负责环境污染治理设施（包括自动

连续监测设施，下同）运营维护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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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惠内容】

对符合条件的从事污染防治的第三方企业（以下称第三方防

治企业）减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享受条件】

1.在中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依法注册的居民企

业；

2.具有 1 年以上连续从事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实践，且能

够保证设施正常运行；

3.具有至少 5 名从事本领域工作且具有环保相关专业中级

及以上技术职称的技术人员，或者至少 2 名从事本领域工作且具

有环保相关专业高级及以上技术职称的技术人员；

4.从事环境保护设施运营服务的年度营业收入占总收入的

比例不低于 60%；

5.具备检验能力，拥有自有实验室，仪器配置可满足运行服

务范围内常规污染物指标的检测需求；

6.保证其运营的环境保护设施正常运行，使污染物排放指标

能够连续稳定达到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要求；

7.具有良好的纳税信用，近三年内纳税信用等级未被评定为

C 级或 D 级。

【政策依据】

1.《关于从事污染防治的第三方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公

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公告 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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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0 号）

2.《关于延长部分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期限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2 年第 4 号）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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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标准的免征环

境保护税

【享受主体】

依法设立的城乡污水集中处理、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场所。

【优惠内容】

下列情形，暂予免征环境保护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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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享受条件】

排放相应应税污染物，不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

【政策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第十二条

（六）鼓励环境保护、节能节水行为优惠政策

9. 企业从事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享受企业

所得税“三免三减半”政策

【享受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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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的企业。

【优惠内容】

企业从事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的所得的所

得，可以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自项目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

入所属纳税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三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四年至

第六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享受条件】

从事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包括公共污水处

理、公共垃圾处理、沼气综合开发利用、节能减排技术改造、海

水淡化等。项目的具体条件和范围由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

商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报国务院批准后公布施行。

【政策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七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八十八条、

第八十九条

3.《关于公布〈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企业所得税优惠目

录（2021 年版）〉以及〈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2021

年版）〉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公告

2021 年第 36 号）

10. 加大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

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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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主体】

享受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的制造业等行业企业(含个体

工商户)。

【优惠内容】

加大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力度，将先进制造业按月全额

退还增值税增量留抵税额政策范围扩大至符合条件的制造业等

行业企业(含个体工商户)，并一次性退还制造业等行业企业存量

留抵税额。

【享受条件】

符合条件的制造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电力、热力、

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态保护和环

境治理业和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行业企业（含个体工商

户）。

【政策依据】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大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

策实施力度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2 年第 14 号）

（七）保护和改善环境，减少污染物排放优惠政策

11. 农业生产（不包括规模化养殖）排放应税污染物的，免

征环境保护税

【享受主体】

农业生产（不包括规模化养殖）纳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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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惠内容】

农业生产（不包括规模化养殖）排放应税污染物的，暂予免

征环境保护税。

【享受条件】

农业生产（不包括规模化养殖）。

【政策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第十二条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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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予免征环境保护税

【享受主体】

流动污染源排放应税污染物纳税人

【优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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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予免征环境保护税。

【享受条件】

流动污染源排放应税污染物。

【政策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第十二条

13. 排放应税大气污染物或水污染物的浓度值低于规定排

放标准的减征收环境保护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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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主体】

排放应税大气污染物或者水污染物的纳税人

【优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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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享受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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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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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第十三条

二、推进清洁生产

（一）鼓励购置环境保护、节能节水设备优惠政策

14. 企业购置并实际使用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安全生产

等专用设备，投资额的 10%抵免企业所得税应纳税额

【享受主体】

购置并实际使用用于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安全生产等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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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的企业。

【优惠内容】

企业购置用于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安全生产等专用设备的

投资额，可以按一定比例实行税额抵免。

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四条所称税额抵免，是指企业购置并实

际使用《环境保护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节能节水

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和《安全生产专用设备企业所得

税优惠目录》规定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安全生产等专用设备

的，该专用设备的投资额的 10%可以从企业当年的应纳税额中抵

免；当年不足抵免的，可以在以后 5 个纳税年度结转抵免。

享受前款规定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的企业，应当实际购置并自

身实际投入使用前款规定的专用设备；企业购置上述专用设备在

5 年内转让、出租的，应当停止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并补缴已

经抵免的企业所得税税款。

【享受条件】

企业购置并实际使用《环境保护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

录》、《节能节水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和《安全生产

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规定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安

全生产等专用设备。

【政策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四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一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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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促进节能降碳

（一）限制高耗能、高污染产品使用基本政策

15. 对成品油征收消费税

【征收对象】

成品油，包括汽油、柴油、航空煤油、石脑油、溶剂油、润

滑油、燃料油。

【政策内容】

1.将汽油、石脑油、溶剂油和润滑油的消费税单位税额由

1.4 元/升提高到 1.52 元/升。

2.将柴油、航空煤油和燃料油的消费税单位税额由 1.1 元/

升提高到 1.2 元/升。航空煤油继续暂缓征收。

【政策依据】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继续提高成品油消费税的通

知》（财税〔2015〕11 号）

（二）鼓励新能源优惠政策

16. 纳税人销售自产的风力生产的电力产品，实行增值税即

征即退 50%的政策

【享受主体】

销售自产的利用风力生产的电力产品的纳税人

【优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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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5 年 7 月 1 日起，对纳税人销售自产的利用风力生产

的电力产品，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 50%的政策。

【享受条件】

销售自产的利用风力生产的电力产品。

【政策依据】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风力发电增值税政策的通

知》（财税〔2015〕74 号）

（三）鼓励节能行为优惠政策

17. 节能服务公司实施符合条件的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将项

目中的增值税应税货物转让给用能企业，暂免征收增值税

【享受主体】

实施符合条件的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的节能服务公司

【优惠内容】

节能服务公司实施符合条件的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将项目中

的增值税应税货物转让给用能企业，暂免征收增值税。

【享受条件】

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节能服务公司实施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相关技术应符合国

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合同

能源管理技术通则》（GB/T24915-2010）规定的技术要求；

2.节能服务公司与用能企业签订《节能效益分享型》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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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合同格式和内容，符合《合同法》和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

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合同能源管理技术通则》

（GB/T24915-2010）等规定。

【政策依据】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促进节能服务产业发展增值税

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0〕110 号）

第一条

18. 节能服务公司实施符合条件的合同能源管理项目提供

的合同能源管理服务免征增值税

【享受主体】

符合条件的节能服务公司

【优惠内容】

符合条件的节能服务公司实施合同能源管理项目中提供的

应税服务。

【享受条件】

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1.节能服务公司实施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相关技术，应当符合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合

同能源管理技术通则》（GB/T24915-2010）规定的技术要求。

2.节能服务公司与用能企业签订《节能效益分享型》合同，

其合同格式和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国家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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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合同能源管

理技术通则》（GB/T24915-2010）等规定。

【政策依据】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的规定》（财税〔2016〕

36 号）附件 3 第二十七条

19. 符合条件的节能服务公司实施合同能源管理项目享受

企业所得税“三免三减半”政策

【享受主体】

符合条件的节能服务公司

【优惠内容】

1.对符合条件的节能服务公司实施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符合

企业所得税税法有关规定的，自项目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

属纳税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三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四年至第六

年按照 25%的法定税率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2.对实施节能效益分享型合同能源管理项目（以下简称项

目）的节能服务企业，凡实行查账征收所得税的居民企业并符合

企业所得税法和本公告有关规定的，该项目可享受财税〔2010〕

110 号规定的企业所得税“三免三减半”优惠政策。如节能服务

企业的分享型合同约定的效益分享期短于 6 年的，按实际分享期

享受优惠。

3.节能服务企业享受“三免三减半”项目的优惠期限，应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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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计算。对在优惠期限内转让所享受优惠的项目给其他符合条件

的节能服务企业，受让企业承续经营该项目的，可自项目受让之

日起，在剩余期限内享受规定的优惠；优惠期限届满后转让的，

受让企业不得就该项目重复享受优惠。

【享受条件】

1.“符合条件”是指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注册资金不低于 100 万元，且能

够单独提供用能状况诊断、节能项目设计、融资、改造（包括施

工、设备安装、调试、验收等）、运行管理、人员培训等服务的

专业化节能服务公司；

（2）节能服务公司实施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相关技术应符合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合

同能源管理技术通则》（GB/T24915-2010）规定的技术要求；

（3）节能服务公司与用能企业签订《节能效益分享型》合

同，其合同格式和内容，符合《合同法》和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

疫总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合同能源管理技术通

则》（GB/T24915-2010）等规定；

（4）节能服务公司实施合同能源管理的项目符合《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公布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

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试行）的通知》（财税[2009]166 号）“4、

节能减排技术改造”类中第一项至第八项规定的项目和条件；

（5）节能服务公司投资额不低于实施合同能源管理项目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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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总额的 70%；

（6）节能服务公司拥有匹配的专职技术人员和合同能源管

理人才，具有保障项目顺利实施和稳定运行的能力。

2.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项目应属于《财政部 国家税

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公布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企业所

得税优惠目录（试行）的通知》（财税〔2009〕166 号）规定的

节能减排技术改造项目，包括余热余压利用、绿色照明等节能效

益分享型合同能源管理项目。

【政策依据】

1.《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促进节能服务产业发展增值

税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0〕110 号）

第二条

2.《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落实节能服务企业合

同能源管理项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有关征收管理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告 2013 年第 77 号）

20. 供热企业免征增值税

【享受主体】

三北”地区供热企业

【优惠内容】

对供热企业向居民个人(以下称居民)供热取得的采暖费收

入免征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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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居民供热取得的采暖费收入，包括供热企业直接向居民收

取的、通过其他单位向居民收取的和由单位代居民缴纳的采暖

费。

本政策执行期限延长至 2023 年供暖期结束，本条所称供暖

期，是指当年下半年供暖开始至次年上半年供暖结束的期间。

【享受条件】

1.三北”地区供热企业向居民供热取得的采暖费收入。

2.免征增值税的采暖费收入，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增

值税暂行条例》第十六条的规定单独核算。

【政策依据】

1.《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延续供热企业增值税房产税城镇土

地使用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19〕38 号）第一条

2.《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延长部分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期限的

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6 号）

21. 供热企业免征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享受主体】

“三北”地区供热企业

【优惠内容】

对向居民供热收取采暖费的供热企业，为居民供热所使用的

厂房免征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对供热企业其他厂房，应当

按照规定征收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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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专业供热企业，按其向居民供热取得的采暖费收入占全部

采暖费收入的比例，计算免征的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对兼营供热企业，视其供热所使用的厂房与其他生产经营活

动所使用的厂房、土地是否可以区分，按照不同方法计算免征的

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可以区分的，对其供热所使用厂房、

土地，按向居民供热取得的采暖费收入占全部采暖费收入的比

例，计算免征的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难以区分的，对其全

部厂房、土地，按向居民供热取得的采暖费收入占其营业收入的

比例,计算免征的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对自供热单位，按向居民供热建筑面积占总供热建筑面积的

比例，计算免征供热所使用的厂房及土地的房产税、城镇土地使

用税。

【享受条件】

三北”地区供热企业为居民供热所使用的厂房、土地。

【政策依据】

1.《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延续供热企业增值税房产税城镇土

地使用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19〕38 号）第二条

2.《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延长部分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期限的

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6 号）

（四）推动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事业的产业化、市场化

和社会化发展优惠政策

22. 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取得的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



22

【享受主体】

实施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的纳税人

【优惠内容】

对清洁基金取得的下列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

1.CDM 项目温室气体减排量转让收入上缴国家的部分；

2.国际金融组织赠款收入；

3.基金资金的存款利息收入、购买国债的利息收入；

4.国内外机构、组织和个人的捐赠收入。

【享受条件】

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实施企业取得的符合条件的收入。

【政策依据】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及清洁

发展机制项目实施企业有关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问题的通

知》（财税〔2009〕30 号）

（五）鼓励减排、低碳行为优惠政策

23. 企业实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享受企业所得税“三免三减

半”政策

【享受主体】

实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以下简称 CDM 项目）的纳税人

【优惠内容】

1.CDM项目实施企业按照《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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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外交部、财政部令第 37 号）的规定，

将温室气体减排量的转让收入，按照以下比例上缴给国家的部

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1）氢氟碳化物（HFC）和全氟碳化物（PFC）类项目，为

温室气体减排量转让收入的 65%；

（2）氧化亚氮（N2O）类项目，为温室气体减排量转让收入

的 30%；

（3）《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的重

点领域以及植树造林项目等类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为温室气体减

排量转让收入的 2%。

2.对企业实施的将温室气体减排量转让收入的65%上缴给国

家的 HFC 和 PFC 类 CDM 项目，以及将温室气体减排量转让收入的

30%上缴给国家的 N2O 类 CDM 项目，其实施该类 CDM 项目的所得，

自项目取得第一笔减排量转让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第一年至第

三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四年至第六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企业实施 CDM 项目的所得，是指企业实施 CDM 项目取得的温

室气体减排量转让收入扣除上缴国家的部分，再扣除企业实施

CDM 项目发生的相关成本、费用后的净所得。

【享受条件】

企业应单独核算其享受优惠的 CDM 项目的所得，并合理分摊

有关期间费用，没有单独核算的，不得享受上述企业所得税优惠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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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依据】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及清洁

发展机制项目实施企业有关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问题的通

知》（财税〔2009〕30 号）

（六）促进水资源节约与合理开发利用优惠政策

24. 抽水蓄能发电取用水，免征水资源税

【享受主体】

抽水蓄能发电取用水的纳税人

【优惠内容】

抽水蓄能发电取用水，免征水资源税。

【享受条件】

抽水蓄能发电取用水。

【政策依据】

《财政部税务总局水利部关于印发〈扩大水资源税改革试点

实施办法〉的通知》（财税〔2017〕80 号）第十五条第四款

（七）支持电力发展优惠政策

25. 电力行业部分用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享受主体】

电力行业纳税人

【优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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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火电厂厂区围墙内的用地，均应照章征收土地使用税。

对厂区围墙外的灰场、输灰管、输油（气）管道、铁路专用线用

地，免征土地使用税；厂区围墙外的其他用地，应照章征税。

2.对水电站的发电厂房用地（包括坝内、坝外式厂房），生

产、办公、生活用地，照章征收土地使用税；对其他用地给予免

税照顾。

3.对供电部门的输电线路用地、变电站用地，免征土地使用

税。

【享受条件】

火电厂厂区围墙外的灰场、输灰管、输油（气）管道、铁路

专用线用地；水电站除发电厂房用地（包括坝内、坝外式厂房）、

生产、办公、生活用地以外的其他用地；供电部门的输电线路用

地、变电站用地。

【政策依据】

《国家税务局关于电力行业征免土地使用税问题的规定》

（（89）国税地字第 013 号）

（八）支持核工业发展优惠政策

26. 核工业总公司所属企业部分用地免土地税

【享受主体】

生产核系列产品的厂矿

【优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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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生产核系列产品的厂矿，为照顾其特殊情况，除生活区、

办公区用地应依照规定征收土地使用税外，其他用地暂予免征土

地使用税。

2.对除生产核系列产品厂矿以外的其他企业，如仪表企业、

机械修造企业、建筑安装企业等，应依照规定征收土地使用税。

【享受条件】

生产核系列产品的厂矿除生活区、办公区用地以外的其他用

地。

【政策依据】

《国家税务局关于对核工业总公司所属企业征免土地使用

税问题的若干规定》（（89）国税地字第 007 号）

（九）支持核电站发展优惠政策

27. 核电站应税土地在基建期内减半征收土地使用税

【享受主体】

核电站

【优惠内容】

对核电站应税土地在基建期内减半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

【享受条件】

核电站应税土地在基建期内。

【政策依据】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核电站用地征免城镇土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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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的通知》（财税〔2007〕124 号）

28. 核电站部分用地免征土地税

【享受主体】

核电站

【优惠内容】

对核电站的核岛、常规岛、辅助厂房和通讯设施用地(不包

括地下线路用地)，生活、办公用地按规定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

其他用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享受条件】

核电站除核岛、常规岛、辅助厂房和通讯设施用地(不包括

地下线路用地)及生活、办公用地以外的其他用地。

【政策依据】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核电站用地征免城镇土地使用

税的通知》财税〔2007〕124 号

（十）支持光伏发电发展优惠政策

29. 分布式光伏发电自发自用电量免收国家重大水利工程

建设基金、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

农网还贷资金

【享受主体】

分布式光伏发电纳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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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惠内容】

为了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根据《国务院关于促进光伏产

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3〕24 号）的有关规定，

对分布式光伏发电自发自用电量免收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

金、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农网

还贷资金。

【享受条件】

分布式光伏发电纳税人的自发自用电量。

【政策依据】

《财政部关于对分布式光伏发电自发自用电量免征政府性

基金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综〔2013〕103 号

（十一）特殊政策

30. 支持国家重大水利建设，对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

免征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

【享受主体】

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纳税人

【优惠内容】

1.经国务院批准，为支持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对国家重

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免征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

2.2021 年 9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

实施后，本项城市维护建设税优惠政策继续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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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条件】

缴纳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

【政策依据】

1.《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免征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

基金的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的通知》（财税〔2010〕44

号）

2.《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继续执行的城市维护建设税优惠政

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27 号）

绿色生活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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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展绿色建筑

（一）鼓励综合利用资源或循环使用资源优惠政策

31. 销售自产的新型墙体材料，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

【享受主体】

销售自产新型墙体材料的纳税人。

【优惠内容】

自 2015 年 7 月 1 日起，对纳税人销售自产的列入《享受增

值税即征即退政策的新型墙体材料目录》的新型墙体材料，实行

增值税即征即退 50%的政策。

【享受条件】

1.销售自产的新型墙体材料，不属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的淘汰类、限制类项目。

2.销售自产的新型墙体材料，不属于环境保护部《环境保护

综合名录》中的“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或者重污染工艺。

3.纳税信用等级不属于税务机关评定的 C 级或 D 级。

【政策依据】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新型墙体材料增值税政策的通

知》（财税〔2015〕73 号）

（二）鼓励节能环保行为优惠政策

32. 节能环保涂料免税

【享受主体】

https://www.shui5.cn/article/d7/4893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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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委托加工和进口免税涂料的纳税人。

【优惠内容】

对 施 工 状 态 下 挥 发 性 有 机 物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VOC)含量低于 420 克/升(含)的涂料免征消费税。

【享受条件】

施工状态下涂料的挥发性有机物(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VOC)含量低于 420 克/升(含)。

【政策依据】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对电池涂料征收消费税的通

知》（财税〔2015〕16 号）

二、支持绿色交通

（一）约束高耗能、高排放产品使用基本政策

33. 对车船按气缸排量和用途分类等征收车船税

【征收对象】

属于《车船税税目税额表》中规定的车辆、船舶。

【政策内容】

车船的所有人或管理人为车船税的纳税人，对车船按气缸排

量和用途分类等征收车船税，车船的具体适用税额依照《车船税

税目税额表》执行。

山东省税目税额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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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依据】

税目 计税单位 年税额 备注

乘用车[按

发动机汽

缸容量(排

气量)分

档]

1.0 升（含）以下的

每辆

240 元

核定载客人数 9人

（含）以下

1.0 升以上至 1.6 升(含)的 360 元

1.6 升以上至 2.0 升(含)的 420 元

2.0 升以上至 2.5 升(含)的 900 元

2.5 升以上至 3.0 升(含)的 1800 元

3.0 升以上至 4.0 升(含)的 3000 元

4.0 升以上的 4500 元

商用车

客车（核定载客人数 9人以

上，包括电车）
每辆

720 元

（大

型）

大型客车[核定载客

人数 20 人（含）以

上，包括电车]

600 元

（中

型）

中型客车(核定载客

人数 9人以上，20

人以下，包括电车)

货车 整备质量每吨 36 元

包括半挂牵引车、三

轮汽车和低速载货

汽车等

挂车 整备质量每吨 18 元

其他车辆
专用作业车

整备质量每吨
36 元

不包括拖拉机
轮式专用机械车 36 元

摩托车 每辆 60 元

船舶

机

动

船

舶

净吨位小于或等于 200 吨 净吨位每吨 3元
拖船、非机动驳船分

别按照机动船舶税

额的 50%计算

净吨位 201 吨至 2000 吨 净吨位每吨 4元

净吨位 2001 吨至 10000 吨 净吨位每吨 5元

净吨位 10001 吨及其以上 净吨位每吨 6元

游

艇

艇身长度不超过 10 米 艇身长度每米 600 元

艇身长度超过 10 米但不超

过 18 米
艇身长度每米 900 元

艇身长度超过 18 米但不超

过 30 米
艇身长度每米 1300 元

艇身长度超过 30 米 艇身长度每米 2000 元

辅助动力帆艇 艇身长度每米 6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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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第二条

（二）鼓励新能源汽车发展优惠政策

34. 购置的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

【享受主体】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购置新能源汽车的纳税人。

【优惠内容】

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对购置的新能源

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

【享受条件】

1.免征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是指纯电动汽车、插电式混

合动力(含增程式)汽车、燃料电池汽车。

2.免征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通过工业和信息化部、税

务总局发布《免征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以下简

称《目录》)实施管理。自《目录》发布之日起，购置列入《目

录》的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

3.汽车企业应当保证车辆电子信息与车辆产品相一致。

【政策依据】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新能源汽车免征车

辆购置税的公告》（财政部公告 2020 年第 21 号）

（三）车辆购置税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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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购置公共汽电车辆免征车辆购置税

【享受主体】

购置公共汽电车辆的城市公交企业。

【优惠内容】

城市公交企业购置的公共汽电车辆免征车辆购置税。

【享受条件】

购置是指以购买、进口、自产、受赠、获奖或者其他方式取

得并自用应税车辆的行为。

【政策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辆购置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19 号第九条

（四）鼓励新能源优惠政策

36. 节能汽车、新能源车船车船税减免政策

【享受主体】

节能汽车、新能源车船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

【优惠内容】

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对新能源车船免税。

【享受条件】

1.减半征收车船税的节能乘用车应同时符合以下标准：获得

许可在中国境内销售的排量为 1.6 升以下（含 1.6 升）的燃用汽

油、柴油的乘用车（含非插电式混合动力、双燃料和两用燃料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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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车）；综合工况燃料消耗量应符合标准。

2.减半征收车船税的节能商用车应同时符合以下标准：获得

许可在中国境内销售的燃用天然气、汽油、柴油的轻型和重型商

用车（含非插电式混合动力、双燃料和两用燃料轻型和重型商用

车）；燃用汽油、柴油的轻型和重型商用车综合工况燃料消耗量

应符合标准。

3.免征车船税的新能源汽车是指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

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纯电动乘用车和燃料

电池乘用车不属于车船税征税范围，对其不征车船税。

4.免征车船税的新能源汽车应同时符合以下标准：获得许可

在中国境内销售的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

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符合新能源汽车产品技术标准；通过新

能源汽车专项检测，符合新能源汽车标准；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

或进口新能源汽车经销商在产品质量保证、产品一致性、售后服

务、安全监测、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等方面符合相关要求。

5.免征车船税的新能源船舶应符合以下标准：船舶的主推进

动力装置为纯天然气发动机。发动机采用微量柴油引燃方式且引

燃油热值占全部燃料总热值的比例不超过 5%的，视同纯天然气

发动机。

【政策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第四条

2.《财政部关于节能新能源车船享受车船税优惠政策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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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财税[2018]74 号）

三、鼓励绿色消费

（一）引导绿色环保消费基本政策

37. 对鞭炮焰火征收消费税

【征收对象】

生产、委托加工和进口环节的鞭炮焰火

【政策内容】

在生产、委托加工和进口环节对鞭炮焰火按销售额或组成计

税价格的 15%征收消费税。

【政策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附件一

（二）引导资源类产品绿色消费基本政策

38. 对木制一次性筷子、实木地板征收消费税

【征收对象】

生产、委托加工和进口环节的木制一次性筷子、实木地板

【政策内容】

在生产、委托加工和进口环节对木制一次性筷子按销售额的

5%征收消费税，对实木地板按销售额或组成计税价格的 5%征收

消费税。

【政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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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和完善消费税政策的通

知》（财税〔2006〕33 号）



38

绿色生态篇

一、促进资源合理开发

（一）促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基本政策

39. 资源税缴纳

【征收对象】

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水气矿产、盐。

【政策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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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应税资源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缴纳资源税。应税资源的具体

范围，由《资源税税目税率表》确定。

【政策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法》第一、二、三条等。

（二）促进水资源节约与合理开发利用基本政策

40. 直接取用地表水、地下水相关税率要求

【征收对象】

地表水、地下水

【政策内容】

河北省、北京市等 10 个水资源税试点省份的单位和个人，

直接取用地表水、地下水，按适用税率从量计征水资源税。同一

类型取用水，地下水税额要高于地表水，水资源紧缺地区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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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额要大幅高于地表水；超采地区的地下水税额要高于非超采地

区，严重超采地区的地下水税额要大幅高于非超采地区；在城镇

公共供水管网覆盖地区取用地下水的，其税额要高于城镇公共供

水管网未覆盖地区；对特种行业取用水，从高确定税额；纳税人

超过水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计划（定额）取用水量，在原税额基

础上加征 1—3 倍；对超过规定限额的农业生产取用水，以及主

要供农村人口生活用水的集中式饮水工程取用水，从低确定税

额；对回收利用的疏干排水和地源热泵取用水，从低确定税额。

【政策依据】

1.财政部税务总局水利部关于印发《扩大水资源税改革试点

实施办法》的通知（财税〔2017〕80 号）第二条、第三条、第

六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

2.财政部税务总局水利部关于印发《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暂行

办法》的通知（财税〔2016〕55 号）

41. 不缴纳水资源税的情形

【征收对象】

地表水、地下水

【政策内容】

下列情形，不缴纳水资源税：

1.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从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水塘、水

库中取用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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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家庭生活和零星散养、圈养畜禽饮用等少量取用水的；

3.水利工程管理单位为配置或者调度水资源取水的；

4.为保障矿井等地下工程施工安全和生产安全必须进行临

时应急取用（排）水的；

5.为消除对公共安全或者公共利益的危害临时应急取水的；

6.为农业抗旱和维护生态与环境必须临时应急取水的。

【政策依据】

财政部税务总局水利部关于印发《扩大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

施办法》的通知（财税〔2017〕80 号）第四条

（三）促进土地资源节约利用与合理开发基本政策

42. 对占用耕地从事非农建设行为征收耕地占用税

【征收对象】

耕地、园地、林地、草地、农田水利用地、养殖水面、渔业

水域滩涂以及其他农用地

【政策内容】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占用耕地建设建筑物、构筑物或者从

事非农业建设的单位和个人，为耕地占用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

本法规定缴纳耕地占用税。以纳税人实际占用的耕地面积为计税

依据，按照规定的适用税额一次性征收，应纳税额为纳税人实际

占用的耕地面积（平方米）乘以适用税额。

【政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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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法》第二条、第十二条

43. 适当提高耕地占用税适用税额

【征收对象】

耕地、园地、林地、草地、农田水利用地、养殖水面、渔业

水域滩涂以及其他农用地

【政策内容】

在人均耕地低于零点五亩的地区，省、自治区、直辖市可以

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情况，适当提高耕地占用税的适用税额，但提

高的部分不得超过当地适用税额的百分之五十。

【政策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法》第五条

44. 占用基本农田从事非农业建设相关规定

【征收对象】

基本农田

【政策内容】

占用基本农田的，应当按照当地适用税额，加按百分之一百

五十征收。

【政策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法》第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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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临时占用耕地复垦退税相关政策

【征收对象】

临时占用的耕地

【政策内容】

纳税人因建设项目施工或者地质勘查临时占用耕地，应当依

照本法的规定缴纳耕地占用税。纳税人在批准临时占用耕地期满

之日起一年内依法复垦，恢复种植条件的，全额退还已经缴纳的

耕地占用税。

【政策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法》第十一条

46. 占用农用地建设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生产设施

【征收对象】

耕地、园地、林地、草地、农田水利用地、养殖水面、渔业

水域滩涂以及其他农用地

【政策内容】

占用农用地建设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生产设施，不缴纳耕

地占用税。

【政策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法》第十二条第三款

（四）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基本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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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可再生资源发展基金征收相关规定

【征收对象】

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征收范围的销售电量

【政策内容】

1.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包括国家财政公共预算安排的专项

资金和依法向电力用户征收的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收入等。

2.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含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居民生活和农业生产以外全部

销售电量的基金征收标准，由每千瓦时 1.5 分提高到每千瓦时

1.9 分。

【政策依据】

1.《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财综

〔2011〕115 号）第三条

2.《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提高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

征收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6〕4 号）

（五）促进海域的合理开发和可持续利用基本政策

48. 海域使用金征收

【征收对象】

单位和个人使用海域，应当按照国务院的规定缴纳海域使用

金。

【政策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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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实行海域有偿使用制度。单位和个人使用海域，应当按

照国务院的规定缴纳海域使用金。

【政策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

四条

2.关于印发《调整海域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征收标准》的通知

（财综〔2018〕15 号）

3.《山东省财政厅 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山东省海

域使用金征收标准〉的通知》鲁财综〔2021〕6 号

4.《青岛市海洋发展局 青岛市财政局〈关于下达养殖用海

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的通知》（青海财〔2020〕9 号）

（六）促进无居民海岛的有效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基本政

策

49. 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征收

【征收对象】

单位和个人利用无居民海岛，应当经国务院或者沿海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依法批准，并缴纳无居民海岛使用金。

【政策内容】

国家在一定年限内出让无居民海岛使用权，由无居民海岛使

用者依法向国家缴纳无居民海岛使用权价款，不包括无居民海岛

使用者取得无居民海岛使用权应当依法缴纳的其他相关税费。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5%B7%E5%9F%9F%E6%9C%89%E5%81%BF%E4%BD%BF%E7%94%A8%E5%88%B6%E5%BA%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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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依据】

1.财政部国家海洋局关于印发《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征收使用

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综〔2010〕44 号）

2.关于印发《调整海域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征收标准》的通知

（财综〔2018〕15 号）

（七）鼓励节水行为优惠政策

50. 相关滴灌产品免征增值税

【享受主体】

生产销售和批发、零售滴灌带和滴灌管产品的纳税人

【优惠内容】

纳税人生产销售和批发、零售滴灌带和滴灌管产品免征增值

税。

【享受条件】

享受免税政策的纳税人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

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等规定，单独核算滴灌带和滴灌管产品的销

售额。未单独核算销售额的，不得免税。

【政策依据】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免征滴灌带和滴灌管产品增值

税的通知》（财税〔2007〕83 号）

（八）促进自然资源高效利用优惠政策

https://www.shui5.cn/article/88/32687.html
https://www.shui5.cn/article/88/32687.html
https://www.shui5.cn/article/98/3269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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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自然资源使用权相关环节免征增值税

【享受主体】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或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

【优惠内容】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或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出让、转让

或收回自然资源使用权（不含土地使用权）免征增值税优惠。

【享受条件】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或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出让、转让

或收回自然资源使用权（不含土地使用权）。

【政策依据】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

点的通知》（财税〔2016〕36 号）

52. 小微企业“六税两费”减免政策

【享受主体】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优惠内容】

1.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可以在

50%的税额幅度内减征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城镇

土地使用税、印花税（不含证券交易印花税）、耕地占用税和教

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

2.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已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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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

税、耕地占用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其他优惠政策的，

可叠加享受第一条规定的优惠政策。

3.小型微利企业，是指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且同时

符合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0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300人、

资产总额不超过 5000 万元等三个条件的企业。

【政策依据】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实施小微企业“六税两费”

减免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2 年第 10 号）

（九）鼓励油气开采优惠政策

53. 相关原油、天然气免征资源税

【享受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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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应税资源的单位和个人

【优惠内容】

开采原油以及在油田范围内运输原油过程中用于加热的原

油、天然气免征资源税。

【享受条件】

开采原油以及在油田范围内运输原油过程中用于加热的原

油、天然气。

【政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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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法》第六条

（十）鼓励煤炭企业安全生产优惠政策

54. 煤成（层）气免征资源税

【享受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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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应税资源的单位和个人。

【优惠内容】

煤炭开采企业因安全生产需要抽采的煤成（层）气免征资源

税。

【享受条件】

煤炭开采企业因安全生产需要抽采的煤成（层）气。

【政策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法》第六条

（十一）鼓励资源充分开采优惠政策

55. 从低丰度油气田开采原油、天然气

【享受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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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应税资源的单位和个人。

【优惠内容】

从低丰度油气田开采的原油、天然气，减征百分之二十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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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

【享受条件】

从低丰度油气田开采的原油、天然气

【政策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法》第六条第二款

56. 开采高含硫天然气、三次采油和从深水油气田开采的原

油、天然气

【享受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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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应税资源的单位和个人

【优惠内容】

高含硫天然气、三次采油和从深水油气田开采的原油、天然

气，减征百分之三十资源税。

【享受条件】

高含硫天然气、三次采油和从深水油气田开采的原油、天然

气。

【政策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法》第六条第二款

57. 开采稠油、高凝油

【享受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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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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应税资源的单位和个人

【优惠内容】

稠油、高凝油减征百分之四十资源税。

【享受条件】

开采稠油、高凝油

【政策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法》第六条第二款

58. 从衰竭期矿山开采的矿产品

【享受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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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应税资源的单位和个人

【优惠内容】

从衰竭期矿山开采的矿产品，减征百分之三十资源税。

【享受条件】

从衰竭期矿山开采矿产品。

【政策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法》第六条第二款

（十二）促进煤矿充分开采优惠政策

59. 部分煤炭资源税减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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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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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应税资源的单位和个人

【优惠内容】

自 2014 年 12 月 1 日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对充填开采置换

出来的煤炭，资源税减征 50%。

【享受条件】

充填开采置换出来的煤炭

【政策依据】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继续执行的资源税优惠政策的公

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32 号）

（十三）促进页岩气开发利用优惠政策

60. 页岩气资源税减征

【享受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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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应税资源的单位和个人

【优惠内容】

自 2018 年 4 月 1 日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对页岩气资源税

减征 30%。

【享受条件】

页岩气资源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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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依据】

1.《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对页岩气减征资源税的通知》

（财税〔2018〕26 号）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继续执行的资源税优惠政策的公

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32 号）

（十四）促进水资源节约与合理开发利用优惠政策

61. 部分农业生产取用水免征水资源税

【享受主体】

直接取用地表水、地下水的单位和个人

【优惠内容】

规定限额内的农业生产取用水，免征水资源税

【享受条件】

规定限额内的农业生产取用水

【政策依据】

《财政部 税务总局水利部关于印发〈扩大水资源税改革试

点实施办法〉的通知》（财税〔2017〕80 号）第十五条第一款

62. 部分采油排水免征水资源税

【享受主体】

直接取用地表水、地下水的单位和个人

【优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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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油排水经分离净化后在封闭管道回注的，免征水资源税。

【享受条件】

采油排水经分离净化后在封闭管道回注。

【政策依据】

财政部 税务总局水利部关于印发《扩大水资源税改革试点

实施办法》的通知（财税〔2017〕80 号）第十五条第五款

（十五）鼓励水利工程、交通运输设施建设优惠政策

63. 水利工程、部分交通运输设施占用耕地减征耕地占用税

【享受主体】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占用耕地建设建筑物、构筑物或者从

事非农业建设的单位和个人

【优惠内容】

水利工程占用耕地以及铁路线路、公路线路、飞机场跑道、

停机坪、港口、航道占用耕地，减按每平方米二元的税额征收耕

地占用税。

【享受条件】

水利工程以及铁路线路、公路线路、飞机场跑道、停机坪、

港口、航道占用耕地。

【政策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法》第七条第二款

二、促进资源综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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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峡库区及三峡大坝下游相关水资源基本政策

64. 三峡电站水资源费征收

【征收对象】

三峡电站实际发电量

【政策内容】

对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按照三峡电站实际发电量以

0.3 分/千瓦时的标准征收。

【政策依据】

《关于三峡电站水资源费征收使用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综〔2011〕19 号）

（二）完善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基本政策

65. 国有土地有偿使用

【征收对象】

国有土地

【政策内容】

扩大国有土地有偿使用范围，扩大招拍挂出让比例，减少非

公益性用地划拨，国有土地出让收支纳入预算管理。

【政策依据】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中共中央、国务院 2015

年 9 月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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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鼓励综合利用资源或循环使用资源优惠政策

66. 资源综合利用增值税即征即退

【享受主体】

销售自产的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提供资源综合利用劳务的

单位和个人

【优惠内容】

纳税人销售自产的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提供资源综合利用

劳务，可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

具体综合利用的资源名称、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名称、技术

标准和相关条件、退税比例等按照本通知所附《资源综合利用产

品和劳务增值税优惠目录》的相关规定执行。

【享受条件】

纳税人从事《目录》所列的资源综合利用项目，其申请享受

本通知规定的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时，应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1.属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2.销售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不属于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

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的淘汰类、限制类项目。

3.销售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不属于环境保护部《环境保护

综合名录》中的“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或者重污染工艺。

4.综合利用的资源，属于环境保护部《国家危险废物名录》

列明的危险废物的，应当取得省级及以上环境保护部门颁发的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且许可经营范围包括该危险废物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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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5.纳税信用等级不属于税务机关评定的 C 级或 D 级。

【政策依据】

1.《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

劳务增值税优惠目录〉的通知》（财税〔2015〕78 号）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完善资源综合利用增值税政策的

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40 号）

67. 废动植物油生产纯生物柴油免征消费税

【享受主体】

利用废弃的动植物油生产纯生物柴油的单位和个人

【优惠内容】

利用废弃的动植物油生产纯生物柴油免征消费税

【享受条件】

1.生产原料中废弃的动物油和植物油用量所占比重不低于

70%。

2.生产的纯生物柴油符合国家《柴油机燃料调合生物柴油

(BD100)》标准。

【政策依据】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对利用废弃的动植物油生产纯

生物柴油免征消费税的通知》（财税〔2010〕118 号）

68. 用废矿物油生产的工业油料免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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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主体】

以回收的废矿物油为原料生产润滑油基础油、汽油、柴油等

工业油料的单位和个人

【优惠内容】

对以回收的废矿物油为原料生产的润滑油基础油、汽油、柴

油等工业油料免征消费税。

【享受条件】

纳税人利用废矿物油生产的润滑油基础油、汽油、柴油等工

业油料免征消费税，应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1.纳税人必须取得省级以上（含省级）环境保护部门颁发的

《危险废物（综合）经营许可证》，且该证件上核准生产经营范

围应包括“利用”或“综合经营”字样。生产经营范围为“综合

经营”的纳税人，还应同时提供颁发《危险废物（综合）经营许

可证》的环境保护部门出具的能证明其生产经营范围包括“利用”

的材料。

纳税人在申请办理免征消费税备案时，应同时提交污染物排

放地环境保护部门确定的该纳税人应予执行的污染物排放标准，

以及污染物排放地环境保护部门在此前 6 个月以内出具的该纳

税人的污染物排放符合上述标准的证明材料。

纳税人回收的废矿物油应具备能显示其名称、特性、数量、

接受日期等项目的《危险废物转移联单》。

2.生产原料中废矿物油重量必须占到 90%以上。产成品中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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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包括润滑油基础油，且每吨废矿物油生产的润滑油基础油应不

少于 0.65 吨。

3.利用废矿物油生产的产品与利用其他原料生产的产品应

分别核算。

【政策依据】

1.《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对废矿物油再生油品免征消

费税的通知》（财税〔2013〕105 号）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长对废矿物油再生油品免征消

费税政策实施期限的通知》（财税〔2018〕144 号）

69. 企业综合利用资源生产产品减计企业所得税收入总额

【享受主体】

综合利用资源且产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规定的企业。

【优惠内容】

企业综合利用资源，生产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规定的产品所取

得的收入，可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减计收入减按 90%计入收

入总额。

【享受条件】

1.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以《目录》中所列资源为主要原材

料，生产《目录》内符合国家或行业相关标准的产品。享受上述

税收优惠时，《目录》内所列资源占产品原料的比例应符合《目

录》规定的技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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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业同时从事其他项目而取得的非资源综合利用收入，应

与资源综合利用收入分开核算，没有分开核算的，不得享受优惠

政策。

3.企业从事不符合实施条例和《目录》规定范围、条件和技

术标准的项目，不得享受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政策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三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九条

3.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执行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所得税

优惠目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47 号）

70. 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免征环境保护税

【享受主体】

综合利用固体废物的环境保护税纳税人。

【优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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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暂予免征环境保护税。

【享受条件】

纳税人综合利用的固体废物并符合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标

准。

【政策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第十二条第四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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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促进共伴生矿、低品位矿和尾矿利用优惠政策

71. 减征或免征资源税

【享受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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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应税资源的单位和个人。

【优惠内容】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以决定免征或者

减征资源税：

1.纳税人开采或者生产应税产品过程中，因意外事故或者自

然灾害等原因遭受重大损失；

2.纳税人开采共伴生矿、低品位矿、尾矿。前款规定的免征

或者减征资源税的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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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享受条件】

纳税人开采共伴生矿、低品位矿、尾矿或生产应税产品过程

中遭受重大损失。

【政策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法》第七条

（五）促进水资源节约与合理开发利用优惠政策



61

72. 取用污水处理再生水

【享受主体】

直接取用地表水、地下水的单位和个人

【优惠内容】

取用污水处理再生水，免征水资源税

【享受条件】

取用污水处理再生水

【政策依据】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水利部关于印发〈扩大水资源税改

革试点实施办法〉的通知》（财税〔2017〕80 号）附件第十五

条第二款

三、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

（六）保护生态环境，支持环保事业发展基本政策

73. 损毁、复垦或修复耕地缴、退耕地占用税

【征收对象】

损毁、修复或复垦的耕地

【政策内容】

因挖损、采矿塌陷、压占、污染等损毁耕地属于税法所称的

非农业建设，应依照税法规定缴纳耕地占用税，自自然资源、农

业农村等相关部门认定损毁耕地之日起 3 年内依法复垦或修复，

恢复种植条件的，按规定办理退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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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法实施办法》第十九条

（七）专项用于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基本政策

74. 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

【征收对象】

在山区、丘陵区、风沙区以及水土保持规划确定的容易发生

水土流失的其他区域开办生产建设项目或者从事其他生产建设

活动，损坏水土保持设施、地貌植被、不能恢复原有水土保持功

能的单位和个人。

【政策内容】

凡在本省区域内的山区、丘陵区、风沙区以及水土保持规划

确定的容易发生水土流失的其他区域开办生产建设项目或者从

事其他生产建设活动，损坏水土保持设施、地貌植被、不能恢复

原有水土保持功能的单位和个人，均应按照规定缴纳水土保持补

偿费。

水土保持补偿费按照下列方式计征：

1.开办一般性生产建设项目的，按照征占用土地面积计征。

2.开采矿产资源的，在建设期间按照征占用土地面积计征；

在开采期间，对石油、天然气以外的矿产资源按照开采量计征，

对石油、天然气按照油气生产井占地面积每年计征。

3.取土、挖砂、采石以及烧制砖、瓦、瓷、石灰的，按照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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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挖砂、采石量计征。

4.排放废弃土、石、渣的，按照排放量计征。对缴纳义务人

已按照前三种方式计征水土保持补偿费的，其排放废弃土、石、

渣，不再按照排放量重复计征。

供水工程建设中同时涉及工业用水和公益性用水的，水土保

持补偿费根据工业用水比例确定计征数额。

【政策依据】

1.《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水利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

〈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综〔2014〕

8 号）

2.《山东省财政厅 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山东省水利厅

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关于印发〈山东省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使

用管理办法〉的通知》(鲁财税〔2020〕17 号)

（八）提升绿色生态系统稳定性优惠政策

75. 提供植物保护服务免税

【享受主体】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提供植物保护服务的单位和个人。

【优惠内容】

纳税人提供植物保护服务免征增值税。

【享受条件】

适用于植物保护以及相关技术培训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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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依据】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的规定》（财税〔2016〕

36 号）附件 3 第一条第十款

76. 企业厂区以外公共绿化用地免税

【享受主体】

在城市、县城、建制镇、工矿区范围内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

人。

【优惠内容】

厂区以外的公共绿化用地和向社会开放的公园用地，暂免征

收土地使用税。

【享受条件】

企业厂区以外的公共绿化用地和向社会开放的公园用地。

【政策依据】

《国家税务局关于印发＜关于土地使用税若干具体问题的

补充规定＞的通知》（（1989）国税地字第 140 号）第十三条

（九）减少土地资源占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优惠政策

77. 农、林、牧、渔业生产用地免征契税

【享受主体】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转移土地、房屋权属，承受的单位和

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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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惠内容】

承受荒山、荒地、荒滩土地使用权用于农、林、牧、渔业生

产的，免征契税。

【享受条件】

承受荒山、荒地、荒滩土地使用权用于农、林、牧、渔业生

产。

【政策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第六条第三款

（十）支持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优惠政策

78. 部分工程及基础设计建设

【享受主体】

承担保障性安居工程、市政生态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的单位和个人

【优惠内容】

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市政生态环境保护基础设施项目的，

免征水土保持补偿费。

【享受条件】

建设项目为保障性安居工程、市政生态环境保护基础设施项

目

【政策依据】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水利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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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综〔2014〕

8 号）

79. 开展水土流失治理活动

【享受主体】

按照水土保持规划开展水土流失治理活动的单位和个人。

【优惠内容】

按照水土保持规划开展的水土流失治理活动，免征水土保持

补偿费。

【享受条件】

按照水土保持规划开展水土流失治理活动。

【政策依据】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水利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水

土保持补偿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综〔2014〕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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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依据】


	（四）鼓励新能源优惠政策
	36.节能汽车、新能源车船车船税减免政策
	【享受主体】
	【优惠内容】
	【享受条件】
	【政策依据】



	三、鼓励绿色消费
	（一）引导绿色环保消费基本政策
	37.对鞭炮焰火征收消费税
	【征收对象】
	【政策内容】
	【政策依据】


	（二）引导资源类产品绿色消费基本政策
	38.对木制一次性筷子、实木地板征收消费税
	【征收对象】
	【政策内容】
	【政策依据】



	绿色生态篇
	一、促进资源合理开发
	（一）促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基本政策
	39.资源税缴纳
	【征收对象】
	【政策内容】
	【政策依据】


	（二）促进水资源节约与合理开发利用基本政策
	40.直接取用地表水、地下水相关税率要求
	【征收对象】
	【政策内容】
	【政策依据】

	41.不缴纳水资源税的情形
	【征收对象】
	【政策内容】
	【政策依据】


	（三）促进土地资源节约利用与合理开发基本政策
	42.对占用耕地从事非农建设行为征收耕地占用税
	【征收对象】
	【政策内容】
	【政策依据】

	43.适当提高耕地占用税适用税额
	【征收对象】
	【政策内容】
	【政策依据】

	44.占用基本农田从事非农业建设相关规定
	【征收对象】
	基本农田
	【政策内容】
	【政策依据】

	45.临时占用耕地复垦退税相关政策
	【征收对象】
	临时占用的耕地
	【政策内容】
	【政策依据】

	46.占用农用地建设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生产设施
	【征收对象】
	【政策内容】
	【政策依据】


	（四）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基本政策
	47.可再生资源发展基金征收相关规定
	【征收对象】
	【政策内容】
	【政策依据】


	（五）促进海域的合理开发和可持续利用基本政策
	48.海域使用金征收
	【征收对象】
	【政策内容】
	【政策依据】


	（六）促进无居民海岛的有效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基本政策
	49.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征收
	【征收对象】
	【政策内容】
	【政策依据】


	（七）鼓励节水行为优惠政策
	50.相关滴灌产品免征增值税
	【享受主体】
	【优惠内容】
	【享受条件】
	【政策依据】


	（八）促进自然资源高效利用优惠政策
	51.自然资源使用权相关环节免征增值税
	【享受主体】
	【优惠内容】
	【享受条件】
	【政策依据】

	52.小微企业“六税两费”减免政策
	【享受主体】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优惠内容】
	1.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可以在50%的税额幅度内减征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
	2.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已依法享受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
	3.小型微利企业，是指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且同时符合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0万元、从业人数
	【政策依据】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实施小微企业“六税两费”减免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2年


	（九）鼓励油气开采优惠政策
	53.相关原油、天然气免征资源税
	【享受主体】
	【优惠内容】
	【享受条件】
	【政策依据】


	（十）鼓励煤炭企业安全生产优惠政策
	54.煤成（层）气免征资源税
	【享受主体】
	【优惠内容】
	【享受条件】
	【政策依据】


	（十一）鼓励资源充分开采优惠政策
	55.从低丰度油气田开采原油、天然气
	【享受主体】
	【优惠内容】
	【享受条件】
	【政策依据】

	56.开采高含硫天然气、三次采油和从深水油气田开采的原油、天然气
	【享受主体】
	【优惠内容】
	【享受条件】
	【政策依据】

	57.开采稠油、高凝油
	【享受主体】
	【优惠内容】
	【享受条件】
	【政策依据】

	58.从衰竭期矿山开采的矿产品
	【享受主体】
	【优惠内容】
	【享受条件】
	【政策依据】


	（十二）促进煤矿充分开采优惠政策
	59.部分煤炭资源税减征
	【享受主体】
	【优惠内容】
	【享受条件】
	【政策依据】


	（十三）促进页岩气开发利用优惠政策
	60.页岩气资源税减征
	【享受主体】
	【优惠内容】
	【享受条件】
	【政策依据】


	（十四）促进水资源节约与合理开发利用优惠政策
	61.部分农业生产取用水免征水资源税
	【享受主体】
	【优惠内容】
	【享受条件】
	【政策依据】

	62.部分采油排水免征水资源税
	【享受主体】
	【优惠内容】
	【享受条件】
	【政策依据】


	（十五）鼓励水利工程、交通运输设施建设优惠政策
	63.水利工程、部分交通运输设施占用耕地减征耕地占用税
	【享受主体】
	【优惠内容】
	【享受条件】
	【政策依据】



	二、促进资源综合利用
	（一）三峡库区及三峡大坝下游相关水资源基本政策
	64.三峡电站水资源费征收
	【征收对象】
	三峡电站实际发电量
	【政策内容】
	对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按照三峡电站实际发电量以0.3分/千瓦时的标准征收。
	【政策依据】
	《关于三峡电站水资源费征收使用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综〔2011〕19号）


	（二）完善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基本政策
	65.国有土地有偿使用
	【征收对象】
	【政策内容】
	【政策依据】


	（三）鼓励综合利用资源或循环使用资源优惠政策
	66.资源综合利用增值税即征即退
	【享受主体】
	【优惠内容】
	【政策依据】

	67.废动植物油生产纯生物柴油免征消费税
	【享受主体】
	【优惠内容】
	【政策依据】

	68.用废矿物油生产的工业油料免税
	【享受主体】
	【优惠内容】
	【享受条件】
	【政策依据】

	69.企业综合利用资源生产产品减计企业所得税收入总额
	【享受主体】
	综合利用资源且产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规定的企业。
	【优惠内容】
	【享受条件】
	【政策依据】

	70.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免征环境保护税
	【享受主体】
	综合利用固体废物的环境保护税纳税人。
	【优惠内容】
	【享受条件】
	【政策依据】


	（四）促进共伴生矿、低品位矿和尾矿利用优惠政策
	71.减征或免征资源税
	【享受主体】
	【优惠内容】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以决定免征或者减征资源税：
	1.纳税人开采或者生产应税产品过程中，因意外事故或者自然灾害等原因遭受重大损失；
	2.纳税人开采共伴生矿、低品位矿、尾矿。前款规定的免征或者减征资源税的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
	【享受条件】
	【政策依据】


	（五）促进水资源节约与合理开发利用优惠政策
	72.取用污水处理再生水
	【享受主体】
	【优惠内容】
	【享受条件】
	【政策依据】



	三、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
	（六）保护生态环境，支持环保事业发展基本政策
	73.损毁、复垦或修复耕地缴、退耕地占用税
	【征收对象】
	【政策内容】
	【政策依据】


	（七）专项用于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基本政策
	74.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
	【征收对象】
	在山区、丘陵区、风沙区以及水土保持规划确定的容易发生水土流失的其他区域开办生产建设项目或者从事其他生
	【政策内容】
	凡在本省区域内的山区、丘陵区、风沙区以及水土保持规划确定的容易发生水土流失的其他区域开办生产建设项目
	水土保持补偿费按照下列方式计征：
	1.开办一般性生产建设项目的，按照征占用土地面积计征。
	2.开采矿产资源的，在建设期间按照征占用土地面积计征；在开采期间，对石油、天然气以外的矿产资源按照开
	3.取土、挖砂、采石以及烧制砖、瓦、瓷、石灰的，按照取土、挖砂、采石量计征。
	4.排放废弃土、石、渣的，按照排放量计征。对缴纳义务人已按照前三种方式计征水土保持补偿费的，其排放废
	供水工程建设中同时涉及工业用水和公益性用水的，水土保持补偿费根据工业用水比例确定计征数额。  
	【政策依据】
	1.《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水利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财
	2.《山东省财政厅 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山东省水利厅 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关于印发〈山东省水土保


	（八）提升绿色生态系统稳定性优惠政策
	75.提供植物保护服务免税
	【享受主体】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提供植物保护服务的单位和个人。
	【优惠内容】
	纳税人提供植物保护服务免征增值税。
	【享受条件】
	适用于植物保护以及相关技术培训业务。
	【政策依据】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的规定》（财税〔2016〕36号）附件3第一条第十款

	76.企业厂区以外公共绿化用地免税
	【享受主体】
	在城市、县城、建制镇、工矿区范围内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
	【优惠内容】
	厂区以外的公共绿化用地和向社会开放的公园用地，暂免征收土地使用税。
	【享受条件】
	企业厂区以外的公共绿化用地和向社会开放的公园用地。
	【政策依据】
	《国家税务局关于印发＜关于土地使用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补充规定＞的通知》（（1989）国税地字第140号


	（九）减少土地资源占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优惠政策
	77.农、林、牧、渔业生产用地免征契税
	【享受主体】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转移土地、房屋权属，承受的单位和个人。
	【优惠内容】
	承受荒山、荒地、荒滩土地使用权用于农、林、牧、渔业生产的，免征契税。
	【享受条件】
	承受荒山、荒地、荒滩土地使用权用于农、林、牧、渔业生产。
	【政策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第六条第三款


	（十）支持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优惠政策
	78.部分工程及基础设计建设
	【享受主体】
	承担保障性安居工程、市政生态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单位和个人
	【优惠内容】
	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市政生态环境保护基础设施项目的，免征水土保持补偿费。
	【享受条件】
	建设项目为保障性安居工程、市政生态环境保护基础设施项目
	【政策依据】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水利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综〔

	79.开展水土流失治理活动
	【享受主体】
	按照水土保持规划开展水土流失治理活动的单位和个人。
	【优惠内容】
	按照水土保持规划开展的水土流失治理活动，免征水土保持补偿费。
	【享受条件】
	按照水土保持规划开展水土流失治理活动。
	【政策依据】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水利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综〔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