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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20 年，中国消耗了 7.5 万亿度电，其中有 71%来自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的发电占比
只有 29.5%。要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必须控制化石能源消耗总量，着力提
高效能利用，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

2021 年 6 月 28 日，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首批机组安全准点投产发电的新闻引起绿色江

南公众环境关注中心（以下简称绿色江南）关注。白鹤滩水电站的全部建成，对实现双碳目

标具有重要的意义。

白鹤滩水电站位于四川省宁南县和云南省巧家县交界的金沙江河道上，由中国三峡集团

开发建设，总投资 2200 亿元，总装机 1600 万千瓦，共安装 16 台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单机

容量最大功率百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据了解，白鹤滩水电站全线投产后，一小时可以生产

1600 万度电能，年均发电量约 624 亿千万时，每年可节约标准煤 1900 多万吨，减少二氧化

碳排放 5160 万吨、二氧化硫 17 万吨和氮氧化物 15 万吨。

作为“西电东送”的重大工程，白鹤滩水电站是长江“清洁能源走廊”的重要一环，是

当今世界在建规模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水电工程。电站全部建成投产后，将成为仅次于三

峡工程的世界第二大水电站。

据悉，这条 2087 公里输电大通道西起四川省白鹤滩水电站，东到江苏省常熟市，计划

于 2022 年建成投运。届时，每年可向江苏省输送水电超过 300 亿度，相当于南京市半年的

用电量。

尽管电力行业的发展令人惊喜，但兑现双碳目标这项任务仍然任重道远。欧盟等发达经

济体二氧化碳排放已经达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有 50～70 年过渡期。我国二氧化

碳排放体量大，从碳达峰到碳中和仅有 30 年时间，任务更为艰巨。虽然碳排放增长有所放

缓，电力碳排放仍占全社会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四成左右。电力行业作为关系国运民生的基础

能源产业，能源需求量非常大，2019 年我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约 102 亿吨，电力行业、交

通行业、建筑和工业碳排放占比分别为 41%、28%和 31%，火力发电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约 42

亿吨。与此同时，电力行业带来的高污染也不可忽视，电厂运营所产生的粉尘、废气、废水

总量对环境造成很大负担。

为了促进双碳目标的实现，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国家通过财税政策这一重要经济手

段驱动电力产业升级转型，低碳主导的电力供应已成为未来发展趋势。

绿色江南观察到在国家大力倡导节能减排、绿色生产的背景下，仍然有部分电力企业在

环境表现违规的同时依然享受税收优惠，这必然影响了绿色税收优惠政策的精准实施和市场

经济的正常运行，同时不利于电力行业节能减排，阻碍双碳目标的实现。

因此，绿色江南在国家相关政策法规指导下，帮助税务部门识别企业环境表现，协助税

务部门规范绿色税收措施，促进企业自主加大信息公开力度，做好节能减排工作，推进企业

高质量的健康发展。

本期报告中，绿色江南根据国家税务局官网公示的 2019 年享受资源综合利用增值税即

征即退的名单，在蔚蓝地图大数据充分应用的基础上，对全国 32 个省市自治区在地发电企

业进行核实，最终确定 16 个省市共计 26 家企业疑似存在违规享受税收优惠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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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本报告发布，绿色江南收到 12 个省市税务局的具体回复。其中 3 家发电企业前期

已被追缴税款、4 户企业因环保处罚被生态环境部门撤销不影响继续享受税收优惠、2 户企

业因绿色江南的致函提示被追缴税款，合计 1 千万元。

1.电力行业发展概况

1.1 电力行业发展现状

《世界能源统计年鉴 2021》报告中显示，2020 年全球发电量约为 26.82 万亿千瓦时，

中国的发电量约为 7.779 万亿千瓦时，约为全球发电量的 29%，继续在全球各国、地区中排

首位。我国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电力需求不断攀升；需求的上升使得我国的发电量也不断

增长。如图 1 所示

图 1 2016-2020 年我国发电量

我国的发电方式主要集中在火力、水力、风力、核能、光能发电，其中又以火力、水力

发电为主要电力提供。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 年我国火电发电量所占比重为 71.19%，

水电发电量所占比重为 16.37%，核电发电量占比 4.94%，风力发电量占比 5.59%，太阳能发

电占比 1.92%。如图 2 所示



5

图 2 2020 年我国各类发电量占比情况

目前，我国电力市场依然高度依赖“以燃煤发电为主的火力发电”——能源清洁化道路

依旧漫长，而火电行业的煤炭消耗占全国总消耗一半以上，生产的同时不可避免的会排放二

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等污染物，这不仅是对能源的过度依赖，也不利于双碳目标的实现。

我国发电量主要集中在华东、华北地区，约占全国发电量的 47%。如图 3 所示

图 3 2020 年发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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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我国城市发电量内蒙古居首位。内蒙古是当之无愧的煤炭资源大省，不光煤电

多，而且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也多。山东省作为工业大省，2020 年用电量居全国首位。

其次，广东、江苏、浙江三省份用电量远超发电量，需要对外采购电力。如图 4、图 5 所示

图 4 2020 年发电量排名前十的省份

图 5 2020 年用电量排名前十的省份

1.2 电力行业发展趋势

中国的电力 80%以上来自火电和水电，其中火电占 71%，水电占 16%，从发展的趋势来

看，未来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将更大程度地替代火力发电，它是电力发展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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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水力发电为例，水电作为清洁能源，可再生、无污染，水力发电可以大量减少 SO2、

CO2、空气悬浮颗粒、粉煤灰等污染物的排放等，对环境的冲击力较小。我国正在建设的白

鹤滩水电站项目在全部投运后，年平均发电量将达 624 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 1968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 5160 万吨，对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2.绿色税制催生电力企业发展“绿动力”

为加快推进节能减排政策“落地生花”,推动电力企业走向绿色循环发展之路，国家给

予电力企业一系列税收优惠的政策。相关税收包括环保税、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等。

环保税方面：环保税实行“多排多缴、少排少缴、不排不缴”的正向激励机制,”第十

三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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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值税方面：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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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规定，采用煤矸石、煤泥、石煤、油母页岩等

生产电力、热力的企业可申报 50%的退税优惠。另外通知也明确规定：“已享受本通知规定

的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的纳税人，因违反税收、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受到处罚（警告或单次

1 万元以下罚款除外）的，自处罚决定下达的次月起 36 个月内，不得享受本通知规定的增

值税即征即退政策。”

企业所得税方面：根据发改财金【2016】1580 号的规定：“存在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

超过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污染物等违法行为的，按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相

关规定，停止执行已经享受的环境保护项目企业所得税优惠”。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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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符合国家及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和重点污染物排放总

量控制指标是享受优惠的前提条件之一。

3.反馈分析

3.1 实施流程

绿色江南根据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税务局官网公示的“2019 年享受资源综合利用增

值税即征即退名单”，结合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开发的蔚蓝地图环境数据库进行信息

检索。通过对比分析，我们发现部分享受税收优惠的电力企业，在享受税收优惠的同时存在

多条环境监管记录，这不利于绿色税收的健康发展。据此，绿色江南向在地税务部门进行致

函提示，希望能进一步核实。

本次绿色江南向全国 16 家省市税务局进行致函提示，共 26 家企业。截止目前，共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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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家省市税务局的具体回复。如图 6、图 7所示

图 6 在地企业数

图 7 税务部门回复情况

3.2 税务部门的反馈分析

3.2.1 环保处罚撤销不影响继续享受税收优惠

通过与税务部门的沟通交流，我们发现多家企业存在环保处罚撤销的情况。例如：江苏

徐矿综合利用发电有限公司。

2018 年 12 月，江苏徐矿综合利用发电有限公司因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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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25t/h 循环流化床锅炉、配套建设的 1台 300mw 发电机组正在运行，1#煤炭堆场未完全

封闭；2#煤炭堆场未完全封闭，东侧未建设挡风抑尘网；1#、2#堆场上煤皮带采用彩钢瓦进

行半封闭，未作全密闭封闭，违反了《江苏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八十八条第一项，被处

罚且罚款金额超 1 万元。如图 8 所示

图 8 环境监管记录

主管税务机关按照财税【2015】78 号文件要求，于 2019 年 1 月停止该企业享受资源综

合利用即征即退。同月，该企业向徐州市人民政府提请行政复议，2019 年 7 月 22 日，徐州

市人民政府作出裁定撤销处罚,故该企业于 2019 年 11 月重新申请退税。

除此之外，四川省税务局也告知类似情况。2016 年 12 月 15 日，巴中市环境监察执法

支队执法人员对巴中威澳环保发电有限公司进行巡查时，发现该企业炉渣综合利用生产线在

生产过程中，有 400 余方的炉渣没有采取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措施，造成炉渣流失并污

染环境；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被罚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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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2021 年 9 月 3 日四川省税务局致电绿色江南，经税务部门的核实，发现该企业已于 2019

年被生态环境部门撤销了处罚，撤销文件字号为“巴环法 2019 撤字 01 号”。

受到环保处罚的企业，如不服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在地

人民法院起诉；也可以在收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在地人民政府或生态环境部门申

请行政复议。环保处罚撤销不影响企业继续享受税收优惠。

3.2.2 违规享受税收优惠的企业 前期已追缴

安徽淮北市税务局、贵州省税务局、河北省税务局告知绿色江南，绿色江南在信函中提

及的企业确实存在违规享受税收优惠的情况，但在前期已追缴，感谢绿色江南对税务工作的

支持。如表 1 所示。

表 1：前期被追缴税款的企业（部分）

企业名称 监管记录 核实情况

沧州华润热电有限公司 冀环罚〔2018〕577 号 罚款：

10 万元

前期追缴

国能南宫生物发电有限公司 邢环南宫罚【2020】020 号 罚

款：20 万元

前期追缴

临涣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淮环罚字〔2016〕13 号 罚款：

10 万元

前期追缴

贵州盘江煤层气开发利用有

限责任公司

盘环罚字〔2018〕40 号 罚款：

5 万元

前期追缴

3.2.3 2 户企业累计追缴税款达千万元

1）常德中联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一张 50 万元的环保罚单，企业被追缴 700 多万税款

通过检索 IPE 数据库，我们发现常德中联环保电力有限公司因 3＃生活垃圾焚烧炉

排放的废气中二噁英排放浓度为 0.943ng TEQ/m3,超过《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

（GB18485-2014）中表 4 规定的限制标准，超标倍数为 8.43 倍。根据《湖南省环境保护行

政处罚裁量权基准》“超过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三倍以上或者超过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

控制指标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并处五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款”的规定情形，鉴于该公

司有积极采取整改措施，展开定期自行监测的情节被处罚 50 万元。（常环罚字〔2019〕18

号）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绿色江南收到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关于“常德中联环保电

力有限公司”税收优惠核实情况回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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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所得税：2019 年该企业没有享受环境保护项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环保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的规定，二噁英不属于环保税征收的范畴。

资源综合利用增值税即征即退：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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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的规定，“已享受本通知规定

的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的纳税人，因违反税收、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受到处罚（警告或单

次 1 万元以下罚款除外）的，自处罚决定下达的次月起 36 个月内，不得享受本通知规定的

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该企业自 2019 年 10 月起 36 个月不得享受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增值

税即征即退政策。

2）昆山鹿城垃圾发电有限公司

将危废提供或者委托给无经营许可证的单位从事经营活动影响税收优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八十条明确规定：禁止将危险废物提供

或者委托给无许可证的单位或者其他生产经营者从事收集、贮存、利用、处置活动。如违

反规定将被罚款，昆山鹿城垃圾发电有限公司因此被罚款 12 万元；与此同时，因环保处罚

超一万元导致该企业被税务部门暂停受理当期及以后所属期的即征即退事项，并通过当期增

值税申报表缴回增值税税款 260 多万元。如图 9 所示。

图 9：环境监管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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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发展倡议

4.1 火力发电企业要加强技术革新 绿色生产

受能源结构、历史电力装机布局等因素影响，我国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仍以火电为主。

火电在当前和今后仍然具有许多独特的优势，这些都是其他非化石能源在相当长时期内无法

替代的。但是为了贯彻科学发展观，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中国的火力发电需要逐步转型

为高效、清洁、环保的发电方式，面对日益严格的绿色发展要求，火力发电行业必须加大科

技创新力度，提升绿色管理水平，增强行业绿色竞争力。

4.2 大力发展再生能源发电 优化能源结构

可再生能源是绿色低碳能源，是中国多轮驱动能源供应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改善

能源结构、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推动

实现“3060”目标，意味着新能源技术将在碳达峰、碳中和的整个进程中扮演主要角色。“十

四五”时期，要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进一步推动风、光电基地化规模化发展，深挖水电

开发利用空间，稳步促进核电产业链趋于完整，加快构建以再生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

使电力行业走向零碳之路。

4.3 加强环境数据共享建设 促进绿色发展

加大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力度，实现环境数据交换共享，对于生态环境健康持续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而生态环境大数据共享体系的的构建，是将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

的创新成果深度融入环保领域之中，发挥大数据在精准监管、科学决策及环境管理转型等方

面的创新带动作用。我们可以通过第三方蔚蓝地图环境大数据平台的有效应用，可以帮助税

务部门了解企业的环境表现，根据企业是否存在重大环境处罚来决定企业能否享受税收优惠，

保证税收政策的公平公正。企业通过大数据平台监测自身环境信息，环境数据在企业内部各

部门之间共享，确保企业注重环境保护的同时，享受税收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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