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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我国现行工资、薪金所得税率实
行3%到45%的7级超额累进税率。改
革后，虽然仍是7级税率，但部分税率
的级距得以优化调整，在一系列举措
降低应纳税额基础上，释放出为纳税
人进一步减税信号。

刘昆说，草案拟扩大3%、10%、20%
三档低税率的级距，3%税率级距扩大一
倍，现行税率为10%的部分所得的税率
降为3%； 大幅扩大10%税率的级距，现
行税率为20%的所得，以及现行税率为
25%的部分所得的税率降为10%； 现行
税率为25%的部分所得的税率降为
20%； 相应缩小25%税率的级距，30%、
35%、45%三档较高税率的级距不变。

将基本减除费用标准的提高与
税率结构优化调整联动考虑，记者粗

略测算发现不同群体税负变化不同：
月收入5000元以下（不考虑“三

险一金”和专项附加扣除因素）的纳税
人将不需要缴纳个税， 税负降幅为
100%；月收入5000元至20000的纳税
人， 税负降幅在50%以上； 月收入
20000至80000元的纳税人， 税负降
幅在10%至50%之间；月收入80000元
以上的纳税人税负降幅在10%以内。

草案还调整了经营所得各档税
率级距，其中最高档35%税率的级距
下限从10万元提高至50万元。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
长李万甫认为， 中等以下收入人群成
为此次个税改革重点减税群体， 总的
来说， 收入越低的纳税人减税幅度越
大，收入越高的纳税人减税幅度越小。

起征点拟每年6万元 个税其实不是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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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好个税明白账的十大关键词

� � � � 一、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
所得税制———

从国际上看，个人所得税制主要
分为综合个人所得税制、分类个人所
得税制以及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
人所得税制三种模式。综合个人所得
税制是对纳税人在一定时期内（如1
年）取得的各种来源和各种形式的收
入加总， 减除各种法定的扣除额后，
按统一的税率征收。分类个人所得税
制是对税法列举的不同应税所得项
目， 分别适用不同的扣除办法和税
率，分别征税。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
个人所得税制兼有上述两种模式的
特点， 即对一部分所得项目予以加
总，实行按年汇总计算纳税，对其他
所得项目则实行分类征收。

二、工资、薪金所得———
工资、薪金所得，指个人因任职

或者受雇而取得的工资、 薪金、奖
金、年终加薪、劳动分红、津贴、补贴
以及与任职或者受雇有关的其他
所得。总体来看，凡与任职或者受雇
有关的所得，均可界定为工资、薪金
所得。

三、劳务报酬所得———
劳务报酬所得是指个人从事

设计、装潢、安装、制图、化验、测试、
医疗、法律、会计、咨询、讲学、新闻、
广播、翻译、审稿、书画、雕刻、影视、
录音、录像、演出、表演、广告、展览、
技术服务、介绍服务、经纪服务、代
办服务以及其他独立劳务取得的
所得。

四、稿酬所得———
稿酬所得是指个人以图书、报刊

形式出版、发表作品而取得的所得。
五、特许权使用费———
特许权使用费是指个人提供

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非专利技
术以及其他特许权的使用权取得
的所得。其中提供著作权的使用权
取得的所得不包括稿酬所得。

六、基本减除费用标准———
基本减除费用标准是对个人收

入征税时允许扣除的费用限额。当个
人收入低于基本减除费用标准时，无

须纳税；当个人收入高于基本减除费
用标准时，则对减去基本减除费用标
准后的个人收入征税。

除基本减除费用标准外， 现行税
法还规定了其他可在计算应纳税所得
额前扣除的项目，如按照国家规定，单
位为个人缴付和个人缴付的基本养老
保险费、 基本医疗保险费、 失业保险
费、住房公积金，个人公益事业捐赠额
未超过纳税人申报的应纳税所得额
30%的部分等均可在税前扣除。

七、专项附加扣除———
专项附加扣除是指在计算综合

所得应纳税额时， 除基本减除费用
和“三险一金”等专项扣除外，允许
叠加扣除的项目。根据草案，专项附
加扣除包括子女教育支出、 继续教
育支出、大病医疗支出、住房贷款利
息和住房租金等五项。

八、综合所得汇算清缴———
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是指纳税人

在纳税年度终了后规定时期内，依照
税法规定，自行汇总计算全年取得的
综合所得收入额，汇总后适用统一的
扣除规定，按照适用的税率计算应纳
税额，结合已扣缴税款，确定该年度
应补或应退税额，并填写年度纳税申
报表，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年度纳税
申报、结清全年税款的行为。

九、自行纳税申报———
自行纳税申报是指依据个人所

得税法规定，纳税人需要自行到主管
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根据个人所
得税法修正案（草案），主要情形包括：
一是取得综合所得需要办理汇算清
缴；二是取得应税所得没有扣缴义务
人； 三是扣缴义务人未扣缴税款；四
是取得境外所得；五是因移居境外注
销中国户籍；六是非居民个人在中国
境内从两处以上取得工资薪金所得；
七是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情形。

十、 超额累进税率———
超额累进税率是把征税对象的

数额划分为若干等级，对每个等级部
分的数额分别规定相应税率，分别计
算税额， 各级税额之和为应纳税额。

（据新华社北京6月19日电）

� � � �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19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此番个税法修订一举一动备受
关注。要把自家的个税算好明白账，记者梳理出不可不知
的十大关键词。

起征点拟上调至每年6万元

个税法第七次修正百姓获益几何
� � � �备受关注的个人所得税法迎来自1980年出台以
来的第七次修正。19日，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提
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审议。新一轮个
税改革涉及范围广、亮点多，堪称1994年以来改革力
度最大的一次，也将是百姓获益最大的一次改革。

此次修法有何看点？对百姓收入影响几何？

新华社发

� � � �今后计算个税， 可以享受子女
教育支出、继续教育支出、大病医疗
支出、 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等
专项附加扣除。 修改后草案的这一
规定，让很多人想想都感到兴奋，要
知道国外很多国家都是采取类似做
法， 此次改革我国也加快了国际接
轨。

所谓专项附加扣除， 是指在计
算综合所得应纳税额时， 除了基本
减除费用标准和“三险一金”等专项
扣除外，还允许额外扣除的项目。我
国推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
得税制实施初期， 专项附加扣除主
要包括上述五项与人民群众生活密

切相关的内容。
这是我国首次在个税制度中引

入专项附加扣除概念。“专项附加扣
除考虑了个人负担的差异性， 更符
合个人所得税基本原理， 有利于税
制公平。”刘昆说。

张斌说， 国外很多国家在征收
个税时都引入专项附加扣除， 让个
税更好反映不同家庭的负担情况，
更好发挥调节收入分配功能。 我国
初次引入的五项扣除中， 百姓受益
最大的无疑是扣除子女教育和大病
医疗等支出， 税负将更为均衡、合
理、公平，更能照顾生活压力较大的
特定群体。

� � � �此次个税修正案草案一大亮点
就是增加反避税规定， 针对个人不
按独立交易原则转让财产、 在境外
避税地避税、 实施不合理商业安排
获取不当税收利益等避税行为，赋
予税务机关按合理方法进行纳税调
整的权力。

“规定税务机关做出纳税调整，
需要补征税款的，应当补征税款，并
依法加收利息。” 刘昆在说明中指

出。
据悉， 更多加强税收征管措施

也写入草案。“此次修法增加反避税
内容， 旨在让纳税人更依法履行纳
税义务，对社会更公平。”李万甫建
议， 下一步在操作层面应加强社会
各方面的联动配合， 不单是税务部
门，要通过各界提供信息支持，各方
携手堵住税收漏洞， 让纳税更公开
透明。 （据新华社北京6月19日电）

� � � �此次个税法修改， 拟将综合所得
基本减除费用标准提高到5000元/月
（6万元/年）。 纳入计算的应纳税所得
额， 是以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额减除
费用6万元以及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
除和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后的余额。

这传递出我国个人所得税制的一
个重要变化：今后缴纳个税，绝不是只
盯着每年6万元起征点那么简单，还要
减去“三险一金”专项扣除、个人购买
商业健康险等费用扣除， 以及子女教
育等专项附加扣除，加上税率调整，一
揽子政策带来的减税力度超过以往。

“改革后， 原先分别计税的工
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
所得和特许权使用费等将被合并计
征， 在此基础上扣除各种减除费
用。”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税
收研究室主任张斌说。

按照现行个人所得税法，工资、薪

金所得的基本减除费用标准为3500
元/月，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
权使用费所得，每次收入不超过4000
元的， 减除费用800元；4000元以上
的，减除20%的费用。草案将上述综合
所得的基本减除费用标准提高到每年
6万元，即5000元/月。

财政部部长刘昆说，“按此标准
并结合税率结构调整测算， 取得工
资薪金等综合所得的纳税人， 总体
上税负都有不同程度下降， 特别是
中等以下收入群体税负下降明显。”

此外， 草案将按月计算应纳税
所得额调整为按年计算， 这一变化
也值得关注。

张斌认为， 改革后年度内收入不
均的纳税人可通过年度汇算清缴，按全
年实际收入确定税率档次并申请补退
税，年终奖税负较高等问题也会随之解
决，从而税负更公平、更合理。

扩大较低税率级距 月入2万以下减税超50%

新增五项专项附加扣除 解百姓后顾之忧

加强高收入人群监管 增加反避税条款堵漏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