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资源税改革绝非简
单的税费平移， 否则试点没
有意义。”王建凡说，相比收
费，税收更具刚性和约束力，
改革就是要让经济杠杆真正
发挥作用， 倒逼高耗能企业
节水，促使洗车、洗浴、高尔
夫球场、 滑雪场等特种行业
转变用水方式， 增强企业等
社会主体节水意识和动力。

记者了解到， 在河北省
地下水严重超采区， 如今工
商业取用水单位的税额标准
最高为6元/立方米， 是原水
资源费的3倍；特种行业取用
水最高税额标准达80元/立
方米，是原水资源费的40倍。

李杰刚介绍， 改革后河
北省钢铁等高耗水企业加大
节水投入， 如河北钢铁集团
唐钢公司实现工业水源全部
改用城市中水， 年可节水

1460万立方米。同时，部分地
区特种行业月均取用水量也
较改革前下降30%以上。

“毫无疑问，原先用水粗
放的高耗能企业和特种行业
改革后用水成本会上升。”中
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
希说，企业心中要有一本“绿
色账单”， 应以改革为契机，
加快技术创新提高用水效
率、优化用水结构，减少不合
理用水， 用绿色发展理念指
引企业未来发展。

此外， 改革办法规定的
诸多免税情形也为企业转变
用水方式提供指引。 王建凡
表示，下一步，将及时总结评
估试点实施情况， 充分考虑
地区间的差异性， 进一步完
善水资源税制度， 条件成熟
后择机在全国全面推开水资
源税改革。 ■据新华社

“水资源税要大范围开
征了， 我家水费要多缴了
吗？”“以后浇地灌溉，养猪养
鸡， 多用水要多花钱吗？”水
资源税改革试点扩围， 对老
百姓生活带来的影响， 无疑
最受关注。

对此，王建凡解释说，征
收水资源税不会影响城镇公
共供水价格。目前，水资源费
是城镇公共供水终端水价的
组成部分， 实行水资源费改
税后， 征收方式和税额标准
基本延续现行规定， 不会影
响居民和一般工商业企业用
水价格。

以北京市民家中的自来
水缴费单为例，居民水价由基
本水费、水资源费、污水处理
费三块费用构成，改革后水价

标准不变，但缴费单上列示的
水资源费名目将不再出现。

王建凡介绍，费改税后，
试点省份最低平均税额为，
地表水每立方米0.1元至1.6
元、地下水每立方米0.2元至
4元，总体不增加企业和居民
正常生产生活用水负担。其
中，缺水严重的北京市，地表
水和地下水最低平均税额每
立方米分别为1.6元和4元，
为9省区市最高。

改革也保障农业生产的
合理用水。 如对合理的农业
生产取用水量予以免税，超
过限额部分从低征税， 不增
加农民负担。同时，农村家庭
生活和零星散养、 圈养畜禽
饮用等少量取用水等情况也
纳入免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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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水利部11月28日联合宣布，
2017年12月1日起， 北京、
天津、 山西等9省区市将开
征水资源税， 这是继去年7
月1日我国在河北率先试点
水资源税后， 改革试点首次
扩围。

从全面对矿产资源等不
可再生资源征税， 到迈出向
水资源等生态资源征税的关
键一步， 我国资源税改革的
新举动释放出哪些信号？会
影响哪些行业用水？ 百姓生
活用水会涨价吗？

张阳自杀身亡
2017年8月28日， 经党中央

批准， 中央军委决定对中华人民
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中
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原委员、 中央
军委政治工作部原主任张阳进行
组织谈话，调查核实其涉郭伯雄、
徐才厚等案问题线索。 经调查核
实，张阳严重违纪违法，涉嫌行贿
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犯罪。接
受组织谈话期间， 张阳一直在家
中居住。11月23日上午，张阳在家
中自缢死亡。 ■据新华社

水资源税试点扩围，将择机推向全国
倒逼高耗能企业节水 不会影响居民和一般工商业企业用水价格

为促进资源合理开发
利用，遏制资源乱挖滥采，
早在1984年， 我国开始对
境内从事原油、天然气、煤
炭等矿产资源开采的单位
和个人征收资源税。 此后
征收范围进一步扩大，并
实行从量定额计征方式，
但这种计税方法已不适应
我国经济发展和构建资源
节约型社会的要求。

2010年6月1日， 我国
率先在新疆开展原油、天
然气资源税从价计征改
革， 这一更有利于节约资
源的计税方式， 拉开了新
一轮资源税改革的序幕。
随后的6年中，资源税的改
革范围逐步扩大， 改革品
目不断增加。 在全面对矿
产资源等不可再生资源征
税基础上， 我国将改革目
标投向水资源。

继水资源之后，还有哪
些自然资源会纳入试点范
围？事实上，早在去年启动
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前，2016
年5月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
局发布的《关于全面推进资
源税改革的通知》就明确提
出，要逐步将其他自然资源
纳入征收范围。

鉴于森林、草场、滩涂
等资源在各地区的市场开
发利用情况不尽相同，对其
全面开征资源税条件尚不
成熟，各地区可以结合本地
实际，继续探索对森林等自
然资源征收资源税的政策。

河北试点水资源税改革一年
多来， 地处华北地下漏斗区的邯
郸市自来水公司最明显的变化
是， 全市70%的供水由原先的地
下水源改为南水北调的地表水。

“水资源税改革对超采区
取用地下水加倍征税， 倒逼企
业转变用水模式。”河北省财政
厅副厅长李杰刚说，2016年河
北省100多家城镇公共供水企
业由抽采地下水改为使用地表
水， 全省地下水取水量较上年
下降6.6%。

12月1日起，按不同取用水
性质实行差别税额的水资源税
改革将扩至北京、天津、山西、
内蒙古、河南、山东、四川、宁
夏、陕西等9省（区、市），明确以
水资源税取代水资源费。

根据三部门发布的《扩大
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
改革后， 地下水的税额要高于
地表水， 超采区地下水税额要
高于非超采区， 超采区取用地
下水税额加征1至4倍。

此外，对超计划或超定额用
水加征1至3倍；对特种行业从高
征税；对超过规定限额的农业生
产取用水、农村生活集中式饮水
工程取用水等从低征税。

财政部税政司司长王建凡
说， 党的十九大对加快生态文
明体制改革、 推进绿色发展作
出了战略部署， 扩大水资源税
改革试点正是贯彻这一精神的
重要举措。

国家税务总局财产和行为
税司司长蔡自力说， 征收水资
源税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组织
多少财政收入，2016年新纳入
试点9省区市水资源费共计收
入133亿元，税收收入意义并不
大， 但生态意义、 绿色意义很
大， 以税收调节作用助推实施
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

税收收入意义不大，
但生态意义很大

我家用水会多掏钱吗？

不会影响居民和一般工商业企业用水价格

征税是为了财政收入？

加快技术创新提高用水效率、优化用水结构
今后企业如何用水？

链接

下一个征税的
自然资源会轮到谁？

这是河北省魏县前大磨乡李枣林村一架正在运行的固定式喷灌装置（11月26日摄）。魏县是河北省
首批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试点县。2014年以来，魏县共改善农业节水灌溉面积45万余亩，缓解了漏斗区
地下水超采状况。 新华社 图

红黄蓝幼儿园事件最新通报

“叔叔医生
爷爷医生”系编造

北京警方11月28日晚公布朝
阳区红黄蓝新天地幼儿园涉嫌伤
害儿童事件调查情况。

警方发布消息称， 经公安机
关调查， 朝阳区红黄蓝新天地幼
儿园教师刘某某（女，22岁，河北
省人）因部分儿童不按时睡觉，遂
采用缝衣针扎的方式进行“管
教”。 因涉嫌虐待被看护人罪，现
刘某某已被刑事拘留。

涉事幼儿园共有教职员工78
人，内有男性8人，工作过程均不具
备单独接触儿童条件。 经专家会
诊、第三方司法鉴定中心对家长提
出申请的相关涉事女童人身检查，
均未见异常。儿童在园期间服用药
物有严格规定，须家长将药品填写
好名称、服药时间和剂量说明后交
由幼儿园保健医生专门负责。

经调取涉事班级监控视频存
储硬盘，发现已有损坏。经专业公
司技术检测， 系多次强制断电所
致。经查，该园库管员赵某某（女，
45岁，河南省人，住在监控室）感
觉监控设备噪音大， 经常放学后
将设备强制断电。 经鉴定部门工
作， 目前已恢复约113小时视频，
未发现有人对儿童实施侵害。

针对网传涉事幼儿园“群体
猥亵幼童”等内容，经查，系刘某
（女，31岁， 北京市人）、 李某某
（女，29岁，河北省人）二人编造传
播。 刘某因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
序已被行政拘留； 李某某被公安
机关批评教育，11月25日其已在
个人微博公开致歉。

针对11月23日某电视台报道
该幼儿园幼儿被喂食药片的情况，
经核实，幼儿家长苟某（男，28岁，
四川省人）承认孩子没有在园内被
喂食药片，视频内容系其在家中使
用家人服用的药片，以语言诱导方
式询问孩子，拍摄后发至幼儿家长
微信群。相关电视台记者刘某（男，
36岁，北京市人）未经采访核实，直
接从网上下载编发。

针对涉事女童家长赵某某
（女，31岁， 黑龙江省人） 发表的
“‘爷爷医生、叔叔医生’脱光衣物
检查女儿身体”的言论，赵某某承
认系其编造， 并愿意向社会澄清
事实、公开道歉。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