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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大陸影響台商獲 利
的政策與法規
◆文／袁明仁
華信統領企管總經理、海基會台商財經法律顧問

2018 年中國大陸在稅務、環保、企業信用、

規定大氣污染物稅額和水污染物稅額為每污染當

企業經營等各個層面推動或實施許多新的法規，

量 1.2 元和 1.4 元人民幣，地方政府可以在此標

這些都深深影響到台商的獲利。本文將就 2018

準的 10 倍範圍內調節。
環保稅法規定開徵應稅大氣污染物的稅額

年影響台商獲利的重要法規予以介紹與分析。

幅度為每污染當量 1.2 元至 12 元人民幣，水污

一、環境保護稅對企業的影響及因應

染物的稅額幅度為每污染當量 1.4 元至 14 元人

大陸《環境保護稅法》和《環境保護稅法實

民幣，固體廢物按不同種類，稅額為每噸 5 ～

施條例》已從 2018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環保稅

1,000 元人民幣。噪音按超標分貝數，稅額為每

如何徵收？徵收對象是誰？稅率如何確定等等問

月 350 ～ 11,200 元人民幣。
其中，黑龍江、遼寧、吉林、浙江、安徽、

題，企業需要關注與瞭解。
（一）徵收對象是誰？
環保稅的納稅人是在大陸領域和大陸管轄
的其他海域，直接向環境排放應稅污染物的企業
事業單位和其他生產經營者。其中，居民個人和
不直接向環境排放應稅污染物的，不用繳納環保
稅。
另外，徵收客體是指《環境保護稅稅目稅額
表》、《應稅污染物和當量值表》規定的大氣污
染物、水污染物、固體廢物和噪音。
（二）徵管模式及稅額標準
環境保護費改稅後，徵收部門由環保部門改
為稅務機關、環保部門配合，將開啟「企業申報、
稅務徵污收、環保監測、資訊共用」的稅收徵管
模式。
以現行排污費收費標準作為環保稅額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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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江西、陝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等
12 個省份按低限確定稅額；北京、天津、河北、
上海、江蘇、河南等 6 個省份稅額處於較高水準，
其大氣污染物稅額在每污染當量 4.8 ～ 12 元之
間，水污染物稅額在每污染當量 4.8 ～ 14 元之
間。
（三）如何核算申報
環保稅核算申報工作並不僅僅是計算應納
稅額，還需要製作大量合規的納稅憑證，包括監
測記錄、污染防治設施的運行記錄等，這些納稅
憑證要統一保存。因此環保稅需要財務、環保、
設備、生產和技術等部門形成一套合理的工作流
程，才能完成核算申報工作。
納稅人通過網路申報、上門申報等方式自行
申報，並根據自行申報的資料自行計算應繳納環
境保護稅金額。

台商財經法律顧問專欄

二、新三大環保法律法規對企業的影響及
因應

4. 環境影響報告書、環境影響報告表由建設單

當前大陸新環保法規分為「新《水污染防治

5. 增加了根據規劃環評結論和審查意見對規劃

法》、新《環境影響評價法》、新《建設項目環

草案進行修改完善等規定；規劃的環境影響

境保護管理條例》」三部分。

評價結論應當作為建設項目環境影響評價的

（一）新修訂的《水污染防治法》對企業的影響
（2018 年 1 月 1 日施行）
1. 實施排污許可制度
直接或者間接向水體排放工業廢水和醫療污
水以及其他按照規定應當取得排污許可證方可排

位報有審批權的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審批。

重要依據。
6. 將環境影響登記表審批改為備案。
（三）新《建設項目環境保護管理條例》對企業
的影響（2017 年 10 月 1 日施行）
環保設施竣工驗收主體改為建設單位。具體

放的污水、廢水的企業事業單位和其他生產經營

條文如下：

者，應當取得排污許可證；排污許可證應明確排

1. 編制環境影響報告書、環境影響報告表的建

放水污染物的種類、濃度、總量和排放去向等要

設項目竣工後，建設單位按照環境保護部規

求。

定的標準和程序，對配套建設的環境保護設

2. 加強對違法行為的處罰力度

施進行驗收，編制驗收報告。

修改後的法律加大了違法排污的處罰力度。

2. 建設單位在環境保護設施驗收過程中，應當

若企業未依法取得排污許可證排放水污染物、超

如實查驗、監測、記載建設項目環境保護設

過水污染物排放標準或者超過重點水污染物排放

施的建設和調試情況，不得弄虛作假。

總量控制指標排放水污染物的等情況，將被責令
改正或者責令限制生產、停產整治，並面臨 10

除按照政府規定需要保密的情形外，建設單
位應當依法向社會公開驗收報告。

萬元以上 100 萬元人民幣以下的罰款，若情節嚴
重，還可能被責令停業、關閉等。
（二）新《環境影響評價法》對企業的影響
自 2017 年 9 月 1 日施行新《環評法》主要
有以下六大修改內容：
1. 「未批先建」最高罰款改為總投資額的 1%
至 5%；
2. 修改後，不再將水行政主管部門對水土保持
方案的審批作為環境影響評價的前置條件；
3. 將環評審批與可行性研究報告審批或項目核
准同時進行，但仍須在開工前完成；

三、金稅三期大數據逐票比對、逐票核查，
發現異常稅控設備無法對外開發票
票表稅比對就是通過發票、納稅申報表和企
業交的稅款進行票表稅比對。具體比對標準包括
「表表比對」、「票表比對」和「表稅比對」。
表表比對就是比對企業的納稅申報表表內、
表間的邏輯關係是否合理。票表比對就是比對企
業的發票、憑證與納稅申報表。表稅比對就是比
對企業當期申報的應納稅款與當期的實際入庫稅
款。納稅人當期申報的應納稅款應小於或等於當
期實際入庫稅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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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票比對、逐票核查的重點企業包括：交通

影響一：透過編碼稅控，處罰虛開發票

運輸、房地產、建築安裝、金融保險、餐飲娛樂、

對未按規定規範使用稅收分類編碼的納稅

商業批發與零售、藥品與醫療器械、仲介機構、

人，最高可以處 1 萬元人民幣以下罰款，並公開

廣告傳媒等發票違法問題較高的行業。這些行業

處罰情況。納稅人惡意選擇編碼的，屬於開具與

屬於傳統納稅大戶，而且這些公司的辦公用品、

實際經營業務情況不符的發票，沒收違法所得，

會議費等遠遠高於其他行業。

虛開金額在 1 萬元人民幣以下的，可以並處 5 萬

稅務局如何發現企業的問題呢？一個是金稅

元人民幣以下罰款；虛開金額超過 1 萬元人民幣

三期大數據，比如同行業的辦公用品、會議費等

的，並處 5 萬元以上 50 萬元人民幣以下的罰款；

占收入比重，如其他企業占比是 10%，你的企業

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是 30%，這就是不正常。另一個就是稅收分類

影響二：財務審核發票的新要求新難度

編碼，所有的進銷存通過編碼就會看的很清楚！

(1)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沒有商品和服務稅

比如可以從企業調出開具的會議費編碼的發票，

收分類編碼對應簡稱，說明此發票不是新

一覽無遺！大額的這些發票都將每張發票逐票比

系統開具的，不能接收；

對、逐票核查。
金稅三期發現企業申報異常後會怎樣？每月
初，都會通過金稅三期系統和網上納稅申報系統

(2) 簡稱和品名明顯不符的，屬於不合規發
票，不能抵扣進項，不能在企業所得稅前
扣除。加大了財務審核發票的難度。

對各企業的申報資料進行比對，比對不符的，該
企業的稅控設備會被鎖，導致無法對外開發票。
需等到「申報異常處理崗位」人員確認了企業申
報的資料異常是「正常」異常後，才會對企業的
稅控機解鎖。

五、結合納稅人信用積分，將個人信用與
企業信用相結合
依據大陸《國家稅務總局關於進一步深化
稅務系統「放管服」改革優化稅收環境的若干意
見》。以下整理個人信用與企業信用相關的規定。

四、最嚴增值稅發票（專票、普票、電子普
通發票）新規定—用商品稅收編碼進
行稅控

1. 結合納稅人信用積分確定增值稅專用發票最

自 2017 年 7 月 1 日起，作為購買方，索取

2. 全面推行實名辦稅。簡單來說就是通過首次

增值稅普通發票時，應向銷售方提供「納稅人識

辦稅一次性採集企業相關人員真實資訊，將

別號或統一社會信用代碼」。

其納入信用管理，並與企業的信用掛鉤。

納稅人通過增值稅發票管理新系統開具增值
稅發票（專票、普票、電子普通發票）時，商品
和服務稅收分類編碼對應的簡稱會自動顯示並列
印在發票票面「貨物或應稅勞務、服務名稱」或
「項目」欄次中。
「推行商品和服務稅收分類編碼簡稱」有兩
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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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開票限額和用票數量，推動取消最高開票
限額審批。

3. 建立辦稅人員涉稅信用管理制度。加強個人
信用與企業信用之間的串連。
4. 將納稅信用體系融入社會信用體系，強化守
信聯合激勵和失信聯合懲戒。
5. 無不良信用記錄的新辦納稅人納入取消增值
稅專用發票認證範圍。
6. 對信用級別低、風險等級高的納稅人實施重

台商財經法律顧問專欄
點監控；對風險等級低的納稅人做好風險提
示提醒；對信用級別高、無風險的納稅人避
免不當打擾。
7. 運用稅收大數據，建立信用積分制度，根據
監控評價結果實施分類服務和差異化管理。

（二）若經營者的工作人員向他人行賄，應視為
經營者行賄
商業賄賂也是新法的重點規範，若經營者的
工作人員向他人行賄，應視為經營者行賄，但有
證據證明該工作人員的行為與為經營者謀取交易
機會或者競爭優勢無關的除外。

六、網路餐飲新規：外賣商戶應有實體店
大陸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發布《網路
餐飲服務食品安全監督管理辦法》，於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辦法》規定：入網餐飲服務提
供者需有實體門店、不得委託加工製作、外賣平
臺需負責審查食品經營許可證、保證資訊真實，
並應依法取得食品經營許可證，按照食品經營許
可證載明的主體業態、經營項目從事經營活動，
不得超範圍經營，且應當在網上公示菜品名稱和
主要原料名稱，公示的資訊應當真實。

七、修訂後的《反不正當競爭法》對參與
刷單炒信予以規範與處罰
大 陸 新 修 訂 的《 反 不 正 當 競 爭 法 》， 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新法對於混淆、商業
賄賂、虛假宣傳、不當附獎贈促銷、商業詆毀行
為和互聯網領域不正當競爭行為進行了規定。

（三）對電商平台刷單、刷好評等亂象進行規範
及處罰
經營者不得對其商品的性能、功能、品質、
銷售狀況、用戶評價、曾獲榮譽等作虛假或者引
人誤解的商業宣傳，欺騙、誤導消費者；經營者
不得通過組織虛假交易等方式，說明其他經營者
進行虛假或者引人誤解的商業宣傳。
經營者違反上述規定，處 20 萬元以上 100
萬元人民幣以下的罰款；情節嚴重的，處 100 萬
元以上 200 萬元人民幣以下的罰款，可以吊銷營
業執照。
今後除了對經營者自己產品的虛假宣傳外，
幫助他人進行刷單、炒信、刪除差評、虛構交易、
虛假榮譽等行為，也將受到嚴厲查處。「網路水
軍」等不法經營者將受到嚴厲的處罰。
（四）對插入連結、強制進行跳轉、強迫卸載等
進行規範及處罰

（一）對類似「傍名牌」的混淆行為進行規範及處罰
對類似「傍名牌」的混淆行為進行規範。新
法第六條規定，經營者不得實施混淆行為，引人
誤認為是他人商品或者與他人存在特定聯繫。混
淆行為也就是通常說的「傍名牌」。
對於違反上述規定「傍名牌」的，違法經營
額 5 萬元人民幣以上的，可以並處違法經營額 5
倍以下的罰款；沒有違法經營額或者違法經營額
不足 5 萬元人民幣的，可並處 25 萬元人民幣以
下的罰款。情節嚴重者，吊銷營業執照。

未經其他經營者同意，在其合法提供的網路
產品或者服務中，插入連結、強制進行目標跳轉；
誤導、欺騙、強迫用戶修改、關閉、強迫卸載其
他經營者合法提供的網路產品或者服務；惡意對
其他經營者合法提供的網路產品或者服務實施不
相容等行為，也是屬於不正當競爭的行為。違反
規定的，處 10 萬元以上 50 萬元人民幣以下的
罰款；情節嚴重的，處 50 萬元以上 300 萬元人
民幣以下的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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