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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环境保护税纳税申报报表资料的填报解读

《景德镇市供销合作社解决8家小公

司职工遗留问题的方案》已经市政府常

务会研究通过，现开始实施。请下面8家

企业：景德镇市供销商贸公司、景德镇

市供销汽车运输公司、景德镇市供销汽

车配件公司、景德镇市供销劳动服务公

司、景德镇市供销物资公司、景德镇市

供销纸品公司、景德镇市供销装饰材料

有限公司和市新艺彩绘瓷厂的干部职工

2018年3月31日之前携带本人身份证到

市供销合作社 （珠山西路2号市人大六

楼）进行登记，为依法界定职工身份做

好前期准备，请互相转告。

联系人：费淑瑜、刘亚超、余龙玉
联系电话：8528568

景德镇市供销合作社
2018年3月12日

公 告

景德镇市高新区航空城工业一路道路工程由江
西中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施工，该工程已全部完
成，如有未结清款的单位或个人，请在2018年4月
8日以前结清款，逾期作自动放弃处理。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791-8809666

13607982556（袁先生）
江西中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18年3月9日

公 告

本报讯 （芦幼明 冯瑶）近日，南昌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乳腺专家武彪教授如约来到市妇
幼保健院坐诊，并来到昌河汽车工业园区开展

“与美丽同行”乳腺健康科普知识讲座。
武彪以自己多年的行业经验为基础，用通

俗易懂、诙谐幽默的语言讲解了乳房健康知识
和乳腺癌防治等知识，从乳房结构、乳腺癌病
因、乳腺癌的体征、治疗乳腺增生、乳房自我
检查等方面向在座的女性朋友进行讲解。他建
议女性朋友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均衡饮
食，提高免疫力，多食应季蔬菜水果，保持合
理的体重和愉快的心情，适当减轻自身的压
力，要做好预防并定期体检，如果诊断出肿
瘤，也不必惊慌，听从肿瘤科医生的专业意
见，积极诊断和治疗。

通过健康讲座，使在座的女性朋友对乳腺
癌、乳腺癌的预防和治疗等有了更全面、更科
学的了解。大家纷纷表示，要积极行动起来，
让身边更多的女性了解乳腺癌预防知识，提高
妇女对乳腺疾病的防治意识及预防水平。

本报讯（杨琴 冯瑶）3月8日下午，市妇幼保健院组织
开展“快乐相约妇女节，天使情暖三月天”趣味比赛。

趣味比赛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同心协力，以3人
为一小组，每组参赛者用布带将彼此的脚紧紧捆在一起，
3个人4只脚走路。第二部分是各尽所能，将呼啦圈、跳
绳和踢毽子结合在一起，打造成趣味接力，增加了比赛的
趣味性。活动现场充满了欢声笑语。

趣味比赛培养了职工团队合作精神，以更加健康的身
体素质和心理素质投身工作。

本 报 讯 （何凌云 冯
瑶）近日，市妇幼保健院组
织召开 2017 年度中层干部
述职大会，该院48名科室
负责人对工作进行了全面总
结。

会上，该院行政职能科
室、临床业务科室等48名
科室负责人对 2017 年个人
履职情况、科室工作成绩及
不足等进行了述职，并就
2018 年工作思路、改进措
施作了汇报。

本报讯 （黄圆 殷瑛） 日前，市五院团总支组织10
余名志愿者参加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践行“奉献、友
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让“雷锋精神”深入人
心。

一直以来，该院团总支组织团员加入志愿服务队
伍，广泛开展医疗义诊、健康咨询等服务，部分志愿者
还参加了清洁家园志愿服务活动，提高了团总支队伍的
凝聚力和战斗力，增强了团员服务群众的宗旨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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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妇幼保健院中层干部集体述职

市妇幼保健院举行趣味比赛庆“三八”

市五院团总支开展
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及其实施条
例已于2018年1月1日正式实施。2018年4月1日开
始，我市环境保护税纳税人将到地税机关进行首个
征期纳税申报工作，现就环境保护税纳税申报报表
资料填报的相关内容解读如下：

一、申报表设计遵循的基本原则

（一）有利于税制平稳转换。环境保护税纳税
申报表吸收和借鉴了原排污收费表单设计的经验，
将原来排污费按照行业管理的报表模式优化为根
据“水、气、声、渣”四类污染物类型设计的报表模
式，不同行业、不同污染物排放量计算方法的纳税
人均可方便地完成环境保护税的纳税申报，便于纳
税人熟悉报表结构，实现税制平稳转换。

（二）有利于落实税收政策。环境保护税纳税
申报表是税收政策落实的载体，申报表按照税法及
实施条例和相关政策规定进行总体设计，将税收政
策融于纳税人计算填报的全过程。特别是在落实
税收减免政策上简化了程序，符合税法规定享受环
境保护税减免税优惠的纳税人，可在纳税申报同时
完成减免税申报，无需专门办理减免税备案手续。

（三）有利于减轻填报负担。纳税申报表设计
体现了“放管服”改革精神，较原排污费的报表数量
和字段大大减少，减轻了纳税人填报负担。在填报
数据项上，纳税人一次性填写基础信息采集表后，
若相关基础信息未发生变化，后续申报只需在申报
表中填写少量动态数据；在申报方式上，通过优化
网上申报功能，整合数据资源，纳税人可依托征管
信息系统辅助生成申报主表和自动计算应纳税额。

（四）有利于加强部门协作。部门协作是环境
保护税法不同于其他税种的鲜明特点。纳税申报
表设计充分考虑部门协作的需要，报表结构和数据
项确定，既遵照环境保护税法、环保法律法规和监
测管理规范进行科学设计，又能满足信息共享、信
息比对、复核等后续管理的需要，助力部门协作。

二、申报表构成及适用范围

环境保护税报表由两部分构成，分别是《环境

保护税纳税申报表》和《环境保护税基础信息采集
表》。《环境保护税纳税申报表》适用于纳税人按期
申报及按次申报，《环境保护税基础信息采集表》用
于一次性采集纳税人基础税源信息。

（一）环境保护税纳税申报表
《环境保护税纳税申报表》分为A类申报表与B

类申报表。
1.A类申报表。采用主表加附表的结构，包括1

张主表和5张附表，适用于通过自动监测、监测机构
监测、排污系数和物料衡算法计算污染物排放量的
纳税人。

主表是《环境保护税纳税申报表（A类）》，用于
纳税人对按月计算的明细数据进行季度汇总申报。

附表用于纳税人分类按月计算应税污染物排
放量。纳税人享受减免税优惠的需填报减免税明
细计算报表。

附表1.1适用于对大气污染物按月明细计算排
放量；

附表1.2适用于对水污染物按月明细计算排放
量；

附表1.3适用于对固体废物按月明细计算排放
量；

附表1.4适用于对工业噪声按月明细计算排放
量；

附表1.5适用于享受减免税优惠纳税人的减免
税明细计算申报。

2.B类申报表。《环境保护税纳税申报表（B类）》
适用于除A类申报之外的其他纳税人，包括按次申
报纳税人、适用环境保护税法所附《禽畜养殖业、小
型企业和第三产业水污染物当量值》表的纳税人和
采用抽样测算方法计算污染物排放量的纳税人。
除按次申报外，纳税人应按月填写B类表，按季申
报。

（二）环境保护税基础信息采集表
《环境保护税基础信息采集表》用于一次性采

集纳税人环境保护税基础信息，包括1张主表和4
张附表。

1.主表是《环境保护税基础信息采集表》，用于

采集纳税人基本信息、主要污染物类别以及应税污
染物排放口等相关信息项。

2.附表用于采集纳税人各类应税污染物的相关
信息以及污染物排放量计算方法。

附表3.1用于采集应税大气、水污染物相关基础
信息；

附表3.2用于采集应税固体废物相关基础信
息；

附表3.3用于采集应税噪声相关基础信息；
附表3.4用于采集纳税人产排污系数等相关基

础信息。
纳税人应根据实际排放污染物类别，向主管税

务机关一次性报送应税污染物的基础信息采集表
和相应附表。

纳税人基础信息发生变化的，应在基础信息发
生变化当季的纳税申报期结束前，向主管税务机关
申报办理变更手续。

三、关于报表结构设计的主要考虑

环境保护税A类纳税申报表与基础信息采集
表均采用主表加附表的设计结构，主要有以下考
虑：

一是可满足按月计算、按季申报的税法要求。
环境保护税A类申报表附表主要满足纳税人按月
明细计算需求，主表主要满足季度汇总申报需要，
主表、附表不仅各自功能定位清晰，而且通过附表
数据自动带入主表，既减少纳税人填报数据项，又
降低纳税人填报失误率。

二是可有效简化报表内容，减轻纳税人填报负
担。由于对不同应税污染物的申报数据项要求各
不相同，申报数据归集在一张表上会导致报表结构
内容过于复杂。采用主表加附表的设计结构，纳税
人只需根据其排放的应税污染物，选择填报相应附
表即可，既简化清晰报表内容，又减轻纳税人填报
负担。

景德镇市地方税务局
2018年3月12日

有国家根本大法的与时俱进，才有各项事业发
展的基业长青。这是宪法发展的基本规律，也是实
践发展的必然要求。

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表决通过的宪法修
正案，把党的十九大确定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方
针政策载入国家根本法，把党和人民在实践中取得
的重大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上升为
宪法规定。这是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顶层设计
和制度安排，体现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成就、
新经验、新要求，必将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提供有力宪法保障。

法律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随着
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我国宪法的发展历程也体
现这样的特点。从1982年宪法公布施行后到本次宪
法修改前，根据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的实践和发展，在党中央领导下，全国人大先后4
次对宪法作出修改。这些修改，有力推动和保障了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有力推动和加强了我国社会主
义法治建设。实践表明，宪法只有不断适应新形
势、吸纳新经验、确认新成果、作出新规范，才具
有持久生命力。可以说，随着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与时俱进、完善发
展，是我国宪法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一条基
本规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党和国家事
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大确立了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
提出一系列重大政治论断，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
署。这次宪法修改，把党的指导思想转化为国家指
导思想，对于进一步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
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充分发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国家各项事业、各方面工作的指
导作用，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
进，意义重大而深远。

这次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站在健全完善党和国
家领导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的高度，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制度安排，包括坚持党
的领导、人大制度、统一战线制度、宪法宣誓制

度、国家主席任期制度、国务院管理制度、地方立
法制度、监察制度等各个方面。这些重大修改，充
分体现党和人民的共同意志，充分体现新时代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发展成果，充分体
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在这个意义上，
本次全国人大表决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不仅让我们
国家的根本法紧跟新时代步伐，让治国安邦的总章
程更加完善发展，让党和人民意志得到更加集中的
体现，更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重要里程碑。

“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翻
开新修订的宪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
鼓舞人心，未来中国的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
展动力、战略步骤、政治保证等清晰鲜明。以这
次修改宪法为起点，更好发挥宪法的规范、引
领、推动、保障作用，我们必将进一步坚定道路
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团结凝
聚最广大人民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胜利。

(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

充分体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成就新经验新要求
—— 一论宪法修改的重大意义

人民日报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