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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森林采伐税及其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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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科技信息研究所, 北京 100091)
摘要

税收制度影响着森林的经营 活动, 税收是对林业投资影 响最大的因素之一。在 美国, 最

基本的两种纳税人类型是个体纳税人和团体 纳税人。联邦政府和 50 个州对森林资产和与森林
有关的收入征收各种形式的税款, 如财产税、生产税、
采伐税 、
所得税、产品税、销售税、遗产税、
继承税、赠与税、
信贷投资税、资本收益税、
道路税、许可证税、
存 货税、
汽油及燃料税等 [ 1] 。主要
涉及各州森林采伐税的概况、主要条款及其特点。讨论美国各州税制之间是如何互相作用的以
及分析比较各州森林采伐之间的差 异。将有 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美国现行税 收制度对林业的
影响, 也有利于我国林业税制建设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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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 国, 除 了森林以外, 还有 许多自 然资源 如石油、天然 气和煤 炭等均需 要征收 资源采 伐( 或称开
发) 税 。为了证实征收税的合理性, 立法机构一般基于两种理由。理由之一最早可追溯到 18 世纪末的重
农论者身上。重农论者认为, 任何自然资源均属于所有公民, 如果不通过缴纳资源采伐 税来补偿对自然
资源构成的损失, 任何人均不允许从自然资源的采伐中获益。理由之二是 在利用自然资源的同 时, 应对
保护自然资源予以鼓励。倡导者认为森林采伐税可在两方面有利于 实现保护目的: ¹ 阻止森林资源的不
合理或过度消耗; º 为改善森林经营提供潜在的经费来源。对于森林资源 的可持续经营和利用 来说, 以
第二条理由的影响最大。

1

森林采伐税概况
美国历史上采伐原始森林时, 通过对大自然的馈赠品进行开发利用, 采伐者的无偿 获益似乎顺理成

章。但目前美国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除太平洋沿岸的西北部少数地 区外, 采伐活 动主要集中在次
生林中进行。这些林分要达 到成熟龄, 需要大笔的经营和保护费用。因此, 次生林的采伐并不意味着大自
然的无偿产品, 而要支付大笔的费用投资。这些投资的来源当然要由森林 资源的采伐者、利用者和受益
者来提供, 即通过缴纳森林采伐税的方式实施。美国州与州之间的征税方式不尽相同, 如税收缘由、
如何
核算和税率大小都存在差异。各州森林采伐税之 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

1. 1 纳税人
各州森林采伐税中对纳税人的定义 不尽相同。一些州规定木材采伐者为纳税 人, 如亚利桑 纳、
伊利
诺斯、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俄勒冈和西弗 吉尼亚州等; 另一些 州规定木材 加工者或 运输者为纳 税人,
如阿肯色、北卡罗来纳、
南卡罗来纳和弗吉尼亚州 等; 还有的州规定森林培 育者为纳税人, 如新墨西哥州
等。大部分州的纳税人为 1 个, 而亚拉巴马和新墨西哥州规定的纳税人为 2 个或 2 个以 上。亚拉巴马州
规定木材采伐税由采伐者交纳, 同时加工者和运输者也需交纳附加税。新 墨西哥州规定: ¹ 资源所有者
采伐木材交纳资源税; º 资源所有者加工木材交纳加工税; » 由第二方采伐或加工木材交纳使用税。
需要说明的是, 法律上规定的纳税人并不一定是事实上的纳税人, 因为美国国内市 场的木材来源于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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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布了木 材采伐税和未颁布 采伐税的不同的州, 木材价格 又受市场 行情的影响, 因此, 无论规 定谁是纳
税人, 税的负担最终将会转嫁到木材种植者身上。

1. 2 申报与纳税方式
各州税法中, 在采伐税申报和纳税时间上的规定差异很大。按 月申报和纳税的州有亚利桑纳、
阿肯
色、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和新 墨西哥州。这些州的公 民纳税意 识较强, 因此申报 和交款的手 续十分简
便。
按季度申报和纳税的州有亚拉巴马 、
伊利诺斯、北卡罗来纳、
南卡罗来纳和弗吉尼亚州。弗吉尼亚州
的税法中 规定了一些可供选 择的申报和纳税办 法, 对小型原 木加工厂的 规定是可 按统一的年 度税进行
交纳。
俄勒冈和西弗吉尼亚州的申报和纳 税方式同上述各州略有不同。俄勒冈州税法规定, 森林采伐税的
申报和纳税每半年向州税务局提供一次 。西弗吉 尼亚州规定, 采伐税的申 报工作要在每年年底 前进行,
申报单提交给州税务局, 而纳税工作 全年均可进行。每月 纳税款预计超过 1 000 美元的按月交 纳, 其余
的按季度交纳。
在以下的特定情况下, 北卡罗来纳和南卡罗来纳州允许暂时中止申报 和纳税工作, 即立法机构没有
从州普 通基金向森林采伐 基金拨款或者森林 采伐基金中的余额超 过普通基 金获得的数 额时( 北卡罗来
纳州规定的超出限额为 2 倍, 南卡罗来纳州的限额为 4 倍) 。

1. 3 税率
美国森林采伐税普遍采用的有两种 税率, 一是为单位材积或单位产品 规定一个税款, 按固定税款纳
税: 另一种是确定一个比例, 按采伐木材价值的百 分比纳税 [ 2] 。
采取固 定税款纳税的州有亚 拉巴马、
阿 肯色、密西西比、北卡罗 来纳、
俄 勒冈、南卡罗来纳 和弗吉尼
亚等。不同木材和树种的税率也有区别, 多数州的税法上只确定少数几种木材产品的等级, 而亚拉巴马、
密西西比和弗吉尼亚州所划分的等级比 较详细。阿肯色是唯一依据 木材重量而不是木材材积征税的州。
按木材价值百分比纳税的州有亚利 桑纳、
伊利诺斯、路易斯安那、
新墨 西哥和西弗吉尼亚等 , 各州的
税率 分别为: 亚利 桑纳州纳税 1. 5% , 伊利诺斯州纳税 4% , 新墨西哥州( 税法 1) 纳税 1% 的 1/ 8, 西弗吉
尼亚州纳税 2. 5% 。路易斯安那和新墨西哥州( 税法 2) 采用两种税率且同 采伐材的最终用途联 系起来,
路易斯安那州对用于生产纸浆的木材按 立木材积价格的 5% 纳税, 用于 其它用途的木材按 2. 25% 纳税。
新墨西哥州( 税法 2) 按资源税纳 1% 的 3/ 4, 按加工税纳 1% 的 3/ 8。

1. 4 免税条件
许多 州的森林采 伐税均有 这样的规 定, 即森林 所有者采 伐的木 材供自 己家庭 使用时 可以免 税, 另
外, 还有两种间接免税的规定。俄勒冈州规定, 任何个人都 允许每年免税采伐 113. 25 m 3 ( 按千板英尺等
于 4. 5 m 3 换算) 木材 。西 弗吉尼亚规定, 潜在纳税人每年 可获得 500 美元的税 款信贷, 月平均为 41. 67
美元。
有些税法还规定, 除了自己使用所采伐的木材外, 还对家庭用的圣诞树和薪材 实行免税, 伊 利诺斯、
北卡罗来纳和南卡罗来纳等州的税法中 就包括这些条款。
路易斯安那州对在原始林中采伐的 木材实行免税。弗吉尼亚州对州教育部门用于 林业教育或实验
目的而采伐的木材实行免税 [ 3] 。

2

美国森林采伐税的特点

2. 1 森林采伐税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美国最早的森林采伐税颁布于 19 世纪 20 年代。路易斯安那州于 1922 年颁布的采伐税规定把采伐
材分为几个不同等级, 每个等级确定不同的税率。税率由 每 4. 53 m 3 次生 松树、
紫树 的 7 美分至柏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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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美分不等; 松脂每 400 磅( 约 181. 44 kg ) 为 10 美分。税收款的 1/ 5 返回到木材产区, 此款最多时可达
年 20 万美元, 剩余的款上交到州采伐税基金。阿肯色州于 1923 年颁布的采伐税规定每 4. 53 m 3 采伐材
( 不分材种) 均为 7 美分。税收款的 1/ 3 返回到木材产区, 2/ 3 上交到普通教育基金 。这两项 税法的相同
之处是: ¹ 按季度申报和纳税; º 由采伐者负责纳 税, 但采伐者不是所有者 时, 采伐者可 从税款中扣除相
当于使用税的部分。
在 1935～1958 年间, 森林采 伐税的 立法工作 较为普 遍, 阿肯色、路易 斯安那、弗吉 尼亚、北卡 罗来
纳、新黑西哥、
密西西比、亚拉巴马和俄勒冈州相继制定了采伐税法。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
亚利桑那
和利伊利诺斯州的森林采伐税法是 1977 年以后颁布的。西弗吉尼亚 州于 1987 年实行 了新的森林采伐
税以取代原有的营业税和土地使用税。
在随后的几十年内, 新的森林税法和修正法不断颁布, 旧的税法也在不断修改。森 林采伐税方面的
立法、司法和管理条例仍在不断调整之中 [ 4] 。从工业公 司的角度来看, 税制对森林经营 的作用比其它任
何经济制 度都更为重要, 为了减少在林 业系统内不良影响, 进一 步强调林业 投资的独 特性, 许 多传统的
税制条款在不断地修改。森 林税法的修改与调整已被越来越多的林地所有者接受。许多所有者已经使他
们的林业投资和经营决策适应于森林税 法规定的财政条款。从投资 角度看, 偶然的税收变化有可能使已
建立起来的林业计划完全失效。这就意味着美国林业税收制度中最 重要的问题不在于税率的大小, 也不
在于税收的种类, 而在于税制的相对稳定和完善。

2. 2 森林采伐税款的分配与使用
过去, 由于通过实施 森林采伐税所得到 的税款最终都以 降低立木价 值的形式 转嫁到森林 拥有者身
上, 另外森林拥有者从征收的税款中又几乎得不到什么好处, 所以此类税法和森林保护 的关系不易被人
们所接受。近些年来, 情况有所好转, 许多新近颁布的采伐税法规定, 将大部分税收重新用于林业。这种
方式将税 法中规定的职责和 受益者均体现在林 业部门和森林拥 有者身上, 因此在 政策上是颇 具吸引力
的。
目前, 美国有 12 个州制定和实施 着森林采伐税法 , 其中 新墨西哥州 制定了森 林采伐税和 木材消费
税两种税法。不同的州对于税收款的使用分配也有不同, 除亚利桑那、路易斯安那、
新墨西哥和西弗吉尼
亚州外, 其它各州都将税款的主要部分用于改善森林经营活动, 以促进林业工作的 进一步发展。森林税
收款的再投资有力地促进了当地林业建 设项目的发展。亚拉巴马州的采伐税收要在林 务官员的监督下
分配使用, 至少有 85% 的税款用于森林保护工作。路易斯安那州税款 75% 返回到木材采伐区域, 25% 划
入州普通基 金。阿肯色州将税收 款的 3% 作 为管理费, 其余部分全部纳入 州林业基金, 并由林业委员会
管理。密西 西比州将 80% 的采伐税收作为林业奖励基金, 其余的资金置 于原税收地区。北卡罗来纳州和
南卡罗来纳州 将全部采伐税收纳 入森林基金, 弗吉尼亚州至少将 50% 的税收用来支持 林业保护和苗圃
计划, 其余部分仍由林业部门分配使用。
还有些州的采伐税款用来 支持林业系统中的各式各样活动。亚利桑那州将税款的 20% 用于公共教
育, 其余的在州政府、
县政府和州普通基金之间进 行分配。新墨西哥 和西弗吉尼亚州规定, 除少数管理费
外, 其余全部归州普通基金。伊利诺斯、
密西西比、南卡罗来纳、
北卡 罗来纳和弗吉尼亚 州将部分税款作
为 向申请并获准的森林 经营项目提供的分 摊资金( cost - shar e payments ) 。亚拉巴马、俄勒冈和弗吉尼
亚州将森林防火作为提供资金 的又一重点领域。俄勒冈州还对森林法规的研究提供支持。弗吉尼亚州资
助林业 教育和苗圃工作。由此看 来, 森林采 伐税的实施为改 善森林经营 水平获得 了一笔额外 的资金来
源, 鼓励并促进了森林经营活动。

2. 3 森林采伐税的应用前景
从前景分析, 美国森林采伐税的应用范围还将不断扩大, 因为近年来美国用于州和 私有林的联邦投
资大幅度 减少, 投资 者难以获得从前的 利润水平, 那 些依靠木材 工业作为主 要收入和 就业渠道的 州, 除
了在林业发展上充当更重要的角色外, 另无选择。另外, 森 林采伐税的实施为开展林业 活动而筹措资金
方面提供了具吸引力的政策选择, 这些林业活动与投资者的收益和成本有密切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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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 通过林业税法的实施和森林税款的缴纳都会不同程度地使森 林所有者的收入降低 , 减少所
有者可 从林业生产中获得 的净收益。由于实施地以 及征收对象 的不同, 不仅会使 减少净收益 的程度不
同, 而且对森林经营的影响也会不同。美国林业法规和林业经济部门正在研究林业税制对各州森林经营
利润的影响。税制对森林经营所产生的影响主要取决于税率, 而不是税收种类的多少。华盛顿州的税制
包含了一个低税率的财产税和一个适中 的采伐税。阿肯色州、路易斯安那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均实施了财
产税、采伐税和所得税 3 个税种, 但由于各州税收缘由、税款核算和税率大 小的不同, 因 而造成的影响也
不同 [ 5] 。
在税率相同时, 采伐税对森林经营利润的影响比财产税要小。而所得税减少的经营利润比采伐税要
小, 因为所得税是依净收益征税, 而采伐税是依毛 收益征税。

3

美国森林采伐税的借鉴

3. 1 依法治税
在美国森林采伐税的实施特点中, 有些是值得我国借鉴的。美国的税务 机构分为联邦政府 ( 中央政
府 ) 税 务系统、州政府( 由 50 个州组成) 税务 系统和地方 政府( 8 万个县、镇、
市 和村组成) 税务系 统 3 部
分, 是个多层次的庞大系统。在税收管理体制上实行分权制度, 联邦、
州和 县都可以自行立法征 税, 每一
级政府都有相应的税收管理权限。而我国税法立 法的权限和程序上比较混乱, 影响了税法效力 的发挥。
许多税种 是由国务院或地方 政府以法规形式颁 布试行的, 无明确的 试行期限, 致使有 的长期试行, 既不
修改, 也不立法。还有的以地方政府职能部门的“
意见”、
“通知”
和“纪要”等非规范性文 件变更税法的规
定, 干扰了税法的实施。因此, 我们还要加强税收法制建设 , 健全税收法律、法规的立法程序, 逐步建立起
税收立法、司法和执法之间相互独立和制约的机制。税收立法应以明确税务机关与纳税人的权利和义务
为宗旨, 双方均须依法纳税和征税。

3. 2 取之于林

用之于林

美国的林业税收要受国家经济政策 和税收制度的制约。不论怎 样修改和调整, 政府总会对林业生产
给予必要的税收优惠, 以保证林业的正常发展和保护国家的森林资源。在 保证国家税收的前提 下, 通过
调整税收政策达到不断完善资源管理和 合理利用森林资源的目的 [ 6] 。但在我国, 一些地方无视宪法赋予
税法的权威, 不按税法规定的权限、
程序办事屡有 发生, 他们对税法的实施 进行人为的干预, 甚至把依法
征税同搞活经济对立起来, 片面强调放宽政策, 用 变通方式改变税法规定, 使国家税法无法贯彻实施。现
行某些税制的税率过于复杂化, 一些税种重复设置, 各自的职能范围有的交叉重叠, 有的划分不清。湖南
资源的 80% ～90% 为集体林, 面积 95% 为集体林。据调查, 林农所得平均约 42% 左右, 有的更低。除国
家规定的一金两费外, 各级政府还向林农收税, 名 目繁多, 复杂的税率结构 不权干扰了分配过程 , 加重了
林农和林业企业的负担, 恶化了企业经营环境, 而 且造成了国家财政收入的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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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用, 森林评价和监督受到了优先考虑。林业机构应

但是农用林业的未来 研究重点看起来将更多

该将 充足的财 力分配 给评价与 监督, 并且 如果有

地存 在于社会 经济领 域, 并 且必须 特别考 虑前人

必要, 还应给予额外的基金资助。由于决策者很少

有关降低风险和多样化产 品需求的研究。尤其是,

关注 这个问题, 进行 提高这 方面意 识的活 动在许

林业研究者和实践者应该 支持农学家在生产用于

多情况下都将是非常必要的。

燃料、服务和工业等领域的木材方面所作 的努力,

在发 展中国 家, 缺乏森林 调查财 力的情 况更
糟, 因此提高必要的能力是至关重要的。尽管在亚
区和地区水平上建立的网络系统和 调查中心部分
地解 决了这个 问题, 但仍不 能排除 向捐赠 团体寻
求赞助的需要。

这样有助于降低对现有森 林的压力。
2. 3

更多 的森林 团体参与 到城市 生活水 平的提
高中
在 所有国 家中, 最重要 的领域 之一就是 废水

的利 用: 使 其灌溉 城市和城 郊的树 木和人 工林应

仅仅 确定森 林可持 续经营 的指标 是不够 的;

该是 许多地方 努力和 发展的 目标, 在这里 林木的

同时 也要在各 种规划 水平上, 包括 国家水 平上依

作用就像是一种绿色的过 滤器。此外, 由于城镇当

据不断发展的原则对这些指标 进行评价。为了能

局主 要负责城 镇及其 周边地 区的管 理, 城 镇间的

使这些指标与调查相联系以及在必 要情况下使调

结对 儿体现了 一种林 业行动 的国际 框架, 这一点

查结 合新的参 数, 森 林调查 应评价 尽可能 多的指

在南、北半球结合中尤为明显。

标。对世界森林资源的更佳了解和 监控要求调查

2. 4 森 林和森林 经营对缓 和“温室效 应”的更大

中所 用的概念 和分类 必须具有 国际统 一性, 这一
点必须立即实行。进而, 这种统一将推动具有同等

贡献
森林经营在增加碳固 定和减少空气碳排放方

重要性的可持续森林经营指标的统一。

面的 调节作用 表明, 人们对 森林生 态系统 生物量

林业与农业交叉的更佳管理

状况 及其随时 间的演 变过程 有了更 深入的 了解。

2. 2

为了 增进对 森林和 农业交 叉的了 解, 各 种水
平上 的林业调 查都应 把目标放 在: 使调查 尽可能

这是 一个需要 发展林 木研究 和森林 调查的 领域。

包括所有以丛生或行生方式生长在 农业和畜牧业

F AO 有关 这一主 题的 最近出 版物 ( F AO , 1997 b )
对此是一大贡献, 人们希望今后能够陆续出版。

地区的树木。另外一个技术 优先领域是: 对农林系

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 碳固定并不是森林经营

统中 林业树种 的生物 多样性地 位和发 展, 以及促
进那些致力于保持或增加这种多样 性的实践的研

的主要目标, 但经营计划和实践仍应作相应调整
( 下转 67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