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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什么是环境财政改革？ 

“环境财政改革”(EFR)是指一系列征税和定价措施，这些措施在促进环境目

标实现的同时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国际团体已经致力于千年发展目标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MDG))，该目标包括到 2015 

年使极端贫困人口减少一半。为了实现 

MDG，发展中国家政府需要筹集收入对学校、保健、基础设施和环境进行投资。 

EFR 在实现“减少一半极端贫困”和“到 2015 

年改变环境资源受破坏的现状” 

的千年发展目标方面能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事实上，2002 

年发展筹资和可持续发展的联合国首脑会议 (UN Summits on Financing for 

Development and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认识到了 EFR 

相关方法潜在的作用。EFR 强调扶贫和改善环境管理需要一起进行。 

EFR 对扶贫和发展如何起到作用？ 

EFR 

直接通过帮助解决影响贫困人口的环境问题，例如水污染和空气污染，对扶贫能

起到作用。通过为扶贫计划在诸如供水和卫生设施方面或者为脱贫投资在诸如健

康和教育方面生成或者优化资源，EFR 也能够对扶贫起到间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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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R 是发展政策全套方案的重要部分。EFR 

的方法和手段补充和加强了财政和环境管理的监管和其它方法。 

 

表格 1：EFR 产生的多种利益 

财政利益 环境利益 扶贫利益 

a) 筹集收入 a)

 预防污染和改善自然资源

管理 

 

a)

 改善水、卫生和电力服务

的使用 

b) 减少扭曲  为污染控制和废物安全处

理方面的投资筹措资金 

 

b)

 为扶贫投资（例如：教育

）筹措资金 

c)  减少公众财政消耗 c) 为执行行为筹措资金 c)

 优化财政用于处理影响贫

困人口的环境和其它问题 

 

EFR 产生的多种利益 

财政利益 环境利益 扶贫利益 

a) 筹集收入 a)

 预防污染和改善自然资源

管理 

 

a)

 改善水、卫生和电力服务

的使用 

b) 减少扭曲 b)

 为污染控制和废物安全处

理方面的投资筹措资金 

 

b)

 为扶贫投资（例如：教育

）筹措资金 

c)  减少公众财政消耗 c) 为执行行为筹措资金 c)

 优化财政用于处理影响贫

困人口的环境和其它问题 

 

本文件的目标是什么？ 

本文件概述了规划 EFR 

时面临的关键问题。本文件的目标是在发展合作机构如何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在

发展和扶贫策略上利用 EFR 方法方面提供洞察力和“良好的实践”(Good 

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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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显示，尽管在财政、扶贫和环境等方面存在潜在的利益，EFR 

措施仍然受政治和制度因素的制约。克服这些因素需要彻底的分析政治背景，随

后将改革作为内在的政治过程进行有效的管理。因此，在评论了 EFR 

手段和相关的技术问题之后，本文件的重点是 EFR 

的政治经济和管理方式方面。这些方面包括：EFR 

成功制定和执行的前提的研究，EFR 政策周期 (EFR Policy Cycle) 

涉及的各个步骤，各个阶段面临的挑战和主要涉及的利益相关方。捐赠者在支持 

EFR 

过程方面的作用也得到了概述。本文件的第二部分评论了和发展中国家特别有关

的部门的相关问题，这些部门是：林业、渔业、化石燃料、电力、饮用水和工业

污染控制。  

本文件的读者是谁？  

本文件首先主要面向捐赠者组织中的决策者和发展政策专家，这些组织在财

政和环境政策问题上支持合作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在扶贫策略 (Poverty 

Reduction Strategies) 和部门计划 (Sector-Wide Approaches) 

背景下，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支持。这些决策者和专家包括财政和环境专家以及林

业、渔业、能源、水和运输部门方面的专家。从经验中我们也知道， 有效的援

助是支持合作国家领导的发展计划，并且加强而不是替代合作国家自己的努力。

我们因此希望本文件中的分析和建议对合作国家的决策者、民间社会团体的代表

和私有部门的代表有用。 

EFR 的哪种方法适用于发展中国家？ 

EFR 手段的种类很广泛。不同的 EFR 

方法和手段适用于不同的部门和问题。本文件包含的各种手段 适合发展中国。

这些手段包括：征收自然资源开采税，例如渔业和森林；成本回收和定价措，以

此改善获得基本服务的能力，例如水和能源；税收和津贴的改革，以此减少环境

破坏产品的使用；税收和费用的改革，以此控制有害工业污染和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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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R 

措施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是切实可行的，事实上已经被许多国家采用。然而，

不同的措施可能更适合不同的国家和部门。 

• 自然资源定价措施，例如对森林和渔业开发征税，适合于大多数资源丰富的国家，这

些国家往往是低收入国家。 

• 产品津贴和税收的改革适用于大多数国家，特别适合于能源生产国家，这些国家燃料

津贴通常都很高。 

• 成本回收措施，例如能源和水的用户费用，适合于大多数国家，但是必须仔细执行，

保护贫困人口。 

• 污染费特别适合于迅速工业化的中等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工业污染是个严重的问题，

但是行政管理能力相对较强。 

发展的全面方法为 EFR 

提供非常重要的机遇，这些方法例如可持续发展策略、“扶贫策略”和“部门计

划”。这些方法提供了在国家领导的国家和部门发展计划背景下结合使用 EFR 

的新机遇。中期开支框架 (MTEF) 

特别直接地处理财政收入征收、税收和定价改革的相关问题。许多“扶贫策略文

件” (Poverty Reduction Strategy Paper) 指导 EFR 

方法处理和贫困人口有关的财政或者环境的目标。 

EFR 的制定需要遵守什么关键原则？ 

向“坏的对象”征税要好于向“好的对象”征税。一般情况下，向实际的污

染物质（例如：硫磺排放物）征税要好于向与污染产生（例如：含有硫磺的燃）

有关的进料或者产品征税。类似，废物收集处理收费应当考虑实际的排放量和定

性因素（例如：集中于有毒的物质），并且区别对待 有害的排放物。然而在一

些情况下，区别对待的方法并不实际可行，因此必须使用更直接的手段（例如：

向进料和产品征税）。 

设置税收等级。环境的观点认为：在理想的情况下，一项税收应当等同于治

理的边际成本，以此为减少实际污染提供动力。如果税收低了，那么工业公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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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都愿意缴税。这样这类收费将主要成为收入增加机制，基本上没有减少污染的

好处。然而实际上，低标准的税收或者收费能够帮助确立以下原则：工业公司应

当为污染纳税，并且允许新的手段进行实验。分配收益。公众财政原则反对从税

收中将收入分配到预先确定的用途（指定收入用途）。与此同时，将环境税收中

至少部分的收益分配给监测和执行行为（部分指定收入用途），这样做证明是正

当的。分配收益为环境监测和执行行为提供可预知的资金，这样做可能是值得，

特别是在那些环境机构资源贫乏或者严重依赖捐赠者帮助的国家。分配收益可能

也会增加执行环境监管的动力，增加征收相关的税收和费用的动力，以及非常重

要地增加帮助产生 EFR 

的公众支持的动力。为了增加污染费在政治上的可接受性，也可以考虑将污染税

中的部分收益分配到工业中（“收入循环”）。在这种情况下，其本质是将财政

收入回流到工业，以此区别对待守法执行者和不守法执行者，同时劝阻持续的违

法行为。 

遵守健全的公众财政原则。分配到环境用途的 EFR 

的收入的管理必须和国际认可的健全的公众开支管理原则相一致，这涉及到财政

原则、公众资金的有效分配、操作效率、可说明性、预算的透明度和全面性。在

这样的情况下，需要严格和正规的评估。使用收入用于鼓励在更环保的设备和方

法上的投资，在这些地方应当严格限制时效。 

手段和执行能力相匹配。在现有的监管和制度框架内应当发展新的手段。这

些手段的类型和作用范围必须和执行它们的制度能力相互匹配。例如，可以规定

污染费用由环境保护机构征收和管理，这些机构负责监测并且对现有的法律进行

执行。这是一种好的机制。污染税“内建”于国家财政体系并且由财政部门征，

这种方法执行起来可能会比较复杂。例如，中国在开始使用第二种方法之前，首

先对第一种方法实验了几年。 

建立环境机构的能力和可信性。监测机构必须收集工业污染流程、污染来源

和污染影响（例如：对水和空气质量的影响）的确切及时的信息。部分指定污染

税的用途能够帮助发展和维护环境监测机构的能力，保护它们免受环境预算上的

政治性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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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R 执行：“政治经济”因素 

• EFR 

带来的财政、环境和扶贫的利益能够相互一致。但是这不是自动形成的。在各种必

须明确说明的目标之间也可以进行取舍。EFR 

需要非常仔细的政策规定，考虑以下相关的问题：1、公平；2、财政和环境效率； 

3、管理可行性和效率；4、政治可行性。“政治经济”因素是 重要的。政策制定

和执行的关键方面包括： 

• 识别很有可能的获利者和失利者，理解受影响的利益相关方的观点和利益，这些利

益相关方是政治领导人、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私有部门、政府、民间社会团体和

媒体。作为改革的结果而增加（或者优化）的收入如何分配同样至关重要。 

• “建立”补偿措施。EFR 

产生的收入能够分配用于扶贫和环境管理用途。在一些情况下，为受影响的群体和

工业提供时效 (time-bound) 

支持，这样做对于确保改革得到政治和公众的支持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 建立公众压力。公众意识和参与总是起到关键作用，这些作用表现在为制定和执行

污染法规建立必要的政治愿望，并且克服来自工业的反抗。要让公众参与改革的一

个关键要求是：公开揭发污染危害健康的信息，同时揭发工业影响环境的信息。必

须以简单易懂的方式使得公众能够得到这些信息。在一些国家，通过公布个别公司

行为的信息“使污染者感到羞愧”，这是对他们产生压力的有效的方法。 

• 帮助公司遵守标准。有许多低成本的方法可以使工业生产者减少污染和废物。相比

标准方式而言，“清洁生产技术”(cleaner production technique) 

更加高效地使用能源、原材料和其它进料，这样可以降低成本。通过重视预防措，

清洁生产方法降低了“终端” (end of pipe) 污染控制设备的需要。 

• 后续改革和综合手段：对未来增加的费用或税收进行提前计划和宣布，同时分配收

益用于帮助工业公司在污染控制上进行投资，这样做可以方便工业公司适应改革并

且减少增加费用的反对力量。逐步进行改革的方法也为和受影响的工业进行必要的

磋商提供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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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 所选 EFR 手段对贫困的影响 

手段类型 对贫困人口的潜在影响 增加贫困人口利益的方法 

租赁税（矿产、林

产、渔业） 

如果对商业经营者征税并且部分收入

用于贫困人口的利益，这样的影响通

常是积极的。 

确保贫困人口不会受到商业

规模收获的负面影响，同时

确保用于贫困人口的收入不

会因为腐败而丢失。 

石油消费税 增加价格，特别是增加柴油价格，能

够增加公共运输的成本和普通的生活

成本（特别是偏远群体）。 

生成资源用于改善公众运输

。   

电力用户费用 依据连接高压输电网（通常城市地区

较高）的程度，为贫困人口增加价格

。 

贫困人口的目标津贴（“生

命线价格” (lifeline 
tariff)）。 

国内水用户费用 依据使用的程度，为贫困人口增加价

格。 

贫困人口的目标津贴（“生

命线价格” (lifeline 
tariff)）。 

灌溉用户费用 依据所获得的灌溉服务，可以为贫困

人口增加价格。 

目标津贴。 

为肥料和杀虫剂增

加费用 

依据获得肥料和杀虫剂的难度。 目标津贴。 

 

捐赠者如何起到作用？ 

EFR 

政策周期包括一系列相关并且经常重叠的阶段。捐赠者在每一个阶段都可以起到

重要的作用。 

a) “议程设置” (Agenda setting) 阶段 

EFR 

必须以此为开始：对需要解决的问题有清楚的识别和全面的理解，包括特别是该

问题的影响和原因以及该问题相对于国家面对的其它许多紧迫问题的重要性。通

过支持讨论会和圆桌会议将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相关领域大学、研究机构和国际

性组织的工作成果提上议事日程，捐赠者在对 EFR 

需要解决的问题有清楚的识别和全面的理解方面能起到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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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政策制定阶段 

“政策制定” (Policy development) 

包括手段（财政和非财政）的混合评估，这些手段能够在现有的社会政治和制度

条件下， 有效的处理已经识别的问题。政策制定阶段也包括识别改革带来的潜

在的“获利者”和“失利者”以及可能的补偿措施。虽然捐赠者支持不同的经济

部门、可持续发展策略、扶贫策略和部门计划，但是他们可以鼓励综合的、跨部

门的政策改革，包括和 EFR 

有关的改革。这些鼓励包括，特别地确保不会错失双赢的 EFR 

方法的有效机遇。 

捐赠者也能够支持那些赞同改革的政府部门（例如财政或者环境部门），克

服官僚政治的惯性或者战胜来自反对部门或者机构的反抗。他们也能够鼓励政策

的透明度、公众财政信息的使用、公众参与以及可说明性，这些是健全的政策制

定和更普遍的“好的管理方式”的关键前提。他们能支持能力的发展，特别是相

关的隐性税收和津贴的尺度以及影响的量化。 

c) “对话、信息分发和宣传”阶段 

对问题和可能的解决方案进行识别是不够的。保证 EFR 

提案在政治上被接受并且得到公众支持，这通常需要积极的宣传，包括通过公众

意识运动等。官员腐败和授权相关问题严重的地方，对 EFR 

的反对特别是围绕自然资源的反对会特别强烈，建立强大的联盟是至关重要的。 

包括通过支持民间社会团体等方法，捐赠者能帮助这些对话和意识的提高。他们

也能支持经验的国际性分享，支持在发展中国家政府、国际组织和 NGO 

之间就 EFR 

开展对话。这方面的一些例子包括当前的许多行动，例如：采掘工业透明度行动

计划 (Extractive Industries Transparency Initiative – EITI) 

和非法伐木（森林执法管理和贸易过程 (Forest Law Enforcement Governance and 

Trade Process – FLEGT))。捐赠者机构也可以获得 OE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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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改革经验的有用信息，请记住许多 OECD 国家在执行成功的 EFR 

时同样面临各种挑战。
*

d) “执行”阶段 

执行改革通常以此为开始：尽量早地向公众宣布即将到来的改革。让受到影

响的各方有时间来准备和适应改革，这一点很重要。逐步分阶段地进行改革是减

少转型成本的另一种方法，虽然这样可能增加失去改革动力的风险。 

捐赠者通过帮助提供改革转型期成本的资金，能够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改

革转型期是为了保护贫困人口免受负面影响或者是克服政治上强大的障碍。此类

帮助也包括：支持技术合作，帮助各个工业适应改革（例如：通过改用清洁生产

技术）。 

e) 建立监测和执行机构的可信性。 

可信性是持续支持改革和面对挑战的基本要求。这些挑战包括：例如，来自

受影响工业的反抗，它们会直接将监测和执行机构说成是非专业的、腐败的或者

是滥用职权的机构。因此，捐赠者应当支持机构建立在有法可依情况下的监测和

执行的能力，这一点至关重要。环境机构在面对财政部门时也必须是可信的。这

种可信性包括，特别遵守公众开支管理的法规和原则。当委托这些机构征收管理

税或者当环境税的收益指定给这些机构用于环境管理的用途时，它们的可信性尤

其重要。财政部门征收和管理现有税收的能力（包括遵守监测和执行）可能也需

要加强，以便财政改革的提案是可信的。 

捐赠者在提供技术帮助以此发展合作国家在所有这些领域的能力方面，能够

起到重要的作用。在自然资源情况下，这可能包括制定新的管理体制，以及对所

有权进行形式化和注册。  

                                                      
*  例如，自 90 年代早期，当各个 OECD 

国家充分加大环境税的使用时，在充分进行国际竞争的部门行业仍然普遍存在许多免税和减少税率的情

况。这些情况更相信的讨论， 请参阅  OECD (2004): Implement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 Results 
2001-2004. 

 

DAC GUIDELINES AND REFERNCE SERIES   ENVIRONMENTAL FISCAL REFORMS FOR POVERTY REDUCTION –© OECD 2005 – 9 



指导捐赠者在这些领域行动的一般原则包括： 

1.  国家主权和当地环境的敏感度 

在关于 EFR 

的捐赠者政策对话中，捐赠者必须充分考虑当地的情况。捐赠者应当支持国家

主权，而且不是强行干涉。捐赠机构也必须对 EFR 

的政治挑战很敏感，并且协调文化和历史特性。他们应当避免强加“蓝图”，

而是在资金、技术、制度和政治上支持合作国家自己的努力。反过来，强大的

国家主权鼓励捐赠者在改革上协调一致，并且保护这些国家不会过多地受捐赠

者的干涉。 

 

2. 准备就绪，适时行动，注重实效 

在政治和经济不稳定的环境里，当机遇出现时，利用机遇是至关重要的。一个

新的政治领导层（如果有公众支持，那么尤其）能够成为政策较大转变的催化

剂。捐赠者应当为改革抓住新的机遇做好准备。 

在一些情况下，为了确保重要的改革拥有政治意愿和（或）公众支持，可以使

用不标准的财政原则并且将 EFR 

的部分税收作为特定使用，这样做也是必要并且被证明是恰当的。在这样的情

况下，和财政部门合作确保适当的安全措施到位，进而保障财政巩固，捐赠者

在这个过程中能够起到重要的作用。 

3. 协调、合作和政策一致 

和其它领域一样，在 EFR 

中，捐赠者的支持应当相互协调，通过捐赠者共同合作，避免使命、研究项目

或者制度的重复。并且应当在国家主权下合作，相互之间进行策略引导和过程

引导。因此，EFR 措施应当在 

PRSP、可持续发展策略、中期开支计划和部门计划的背景下进行制定。更一般

的说，捐赠者也应该确保在扶贫、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健全的经济和财政管

理方面的努力是互相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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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政策和其它政策领域之间的一致，也是至关重要的：由于其它领域政策的

不一致，捐赠国能够破坏捐赠者发展合作政策的目标。捐赠机构在政府关注破

坏目标的风险并且尝试将风险 小化的范围内应该努力提出政策一致的问题。

例如：捐赠机构应该增强政府的意识，这些意识诸如：对那些扭曲了世界市场

价格的农业政策的意识，或是对那些和发展中国家签订的破坏了环境和扶贫目

标的渔业协议的意识。  

本文件的忙碌读者指南 

什么是环境财政改革 (EFR)？ 第一章 页 

EFR 对扶贫如何起到作用？ 第一章 页 

EFR 的手段是什么？ 第二章 页 

成功制定 EFR 的关键要素是什么？ 第三章 页 

什么是 EFR 政策周期？ 第四章 页 

EFR 中的捐赠者的关键行为和作用是什么？ 第四章 页 

EFR 在如下关键部门的主要的政治挑战和机遇是什么？  页 

林业： 第五章 页 

渔业： 第六章 页 

化石燃料： 第七章 页 

电力： 第八章 页 

饮用水： 第九章 页 

工业污染控制： 第十章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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