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個稅法歷次修改內容
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四次會議修

改個稅法，規定所有中國居民和有來源
於中國所得的非居民，均應依法繳納個
人所得稅。

1993年

第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一次會議
修改個稅法，刪去儲蓄存款利息免徵個
人所得稅項目，而開徵《個人儲蓄存款
利息所得稅》。

1999年

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八次會議
通過修改個人所得稅的決定，免徵額
1,600元（人民幣，下同）於2006年1
月1日起施行。

2005年

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八次會
議通過決定，明確「對儲蓄存款利息所
得開徵、減徵、停徵個人所得稅及其具
體辦法，由國務院規定」。

2007年

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一次會
議通過決定，個人所得稅免徵額自2008
年 3月 1日起由1,600元提高到2,000
元。

2007年

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一次
會議通過決定，個人所得稅免徵額由
2,000元提高到3,500元。第1級稅率由
5%修改為3%，9級超額累進稅率修改
為7級，取消15%和40%兩檔稅率，擴
大3%和10%兩個低檔稅率和45%最高
檔稅率的適用範圍等。

2011年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個稅擬月入5千起徵
內地稅改再邁新步 首增教育醫療等專項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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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所得稅是目前中國僅次於增值稅、企業所得稅的第三大稅
種。2017年全國個稅收入11,966億元，佔稅收總收入約

8.3%。2018年政府工作報告指出，要改革個人所得稅，提高個人所
得稅起徵點，增加子女教育、大病醫療等專項費用扣除，合理減負，
鼓勵人民群眾通過勞動增加收入、邁向富裕。個稅法大修，被認為是
改革邁出的實質性一步。
財政部部長劉昆昨日就草案作說明時表示，草案將工資、薪金所
得，勞務報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許權使用費所得等4項勞動性所得
納入綜合徵稅範圍，適用統一的超額累進稅率，居民個人按年合併計
算個人所得稅，非居民個人按月或者按次分項計算個人所得稅。
稅率結構的優化調整是修法一大亮點。劉昆指出，以現行工資薪金

所得稅率為基礎，擬將按月計算應納稅所得額調整為按年計算，並優
化調整部分稅率的級距：擴大3%、10%、20%三檔低稅率的級距，
相應縮小25%稅率的級距，30%、35%、45%三檔較高稅率的級距不
變。對經營所得，也適當調整各檔稅率級距，其中最高檔級距下限從
10萬元提高至50萬元。
草案將綜合所得基本減除費用標準（個稅起徵點）提高到每月收入

5,000元。劉昆強調，這綜合考慮了人民群眾消費支出水平增長等各
方面因素，並體現一定前瞻性。按此標準並結合稅率結構調整測算，
取得工資、薪金等綜合所得的納稅人，總體上稅負都有不同程度下
降，特別是中等以下收入群體稅負下降明顯，有利於增加居民收入、
增強消費能力。

擴稅務機關權力追逃稅
值得關注的是，草案提高個稅起徵點，明確現行的個人基本養老保
險、基本醫療保險、失業保險、住房公積金等專項扣除項目以及依法
確定的其他扣除項目繼續執行的同時，增加子女教育支出、繼續教育
支出、大病醫療支出、住房貸款利息和住房租金等與人民群眾生活密
切相關的專項附加扣除。劉昆表示，專項附加扣除考慮了個人負擔的
差異性，更符合個人所得稅基本原理，有利於稅制公平。
此外，針對時有發生的逃避個稅現象，草案參照企業所得稅法有關

反避稅規定，針對個人不按獨立交易原則轉讓財產、在境外避稅地避
稅、實施不合理商業安排獲取不當稅收利益等避稅行為，賦予稅務機
關按合理方法進行納稅調整的權力。草案還明確了非居民個人徵稅辦
法，並進一步健全了與個人所得稅改革相適應的稅收徵管制度。

反避稅極緊迫
作為工薪階層，身邊很多

朋友對這次調高起徵點都舉
雙手贊成，但我覺得降稅只
是一個方面。對於很多工薪
族來說，其實調整後每個月
的稅金差別不會太大，與其
算來算去自己多交少交，還
不如多約幾個客戶。另外，
我看這次公佈的內容中有反

避稅的條款，這真是迫在眉睫，最近明星逃稅的事
情網上議論很多，他們是應該多交點。

料省一半個稅
夫妻兩人每月需繳納近

4,000元（人民幣，下同）個
稅實在太多了。從方案看，提
高個稅起徵點、增加子女教育
支出和住房貸款利息專項附加
扣除，將直接幫助全家增收。
目前每個月家庭教育支出
4,000元，房貸利息每個月近
8,000 元。如果兩項總數

12,000元作為專項附加扣除後，徵稅起點將大幅降
低，預計可節省一半個稅。雖然收入不是質的飛
躍，但對緩解家庭經濟壓力有作用。

刺激租賃行業
這是令人興奮的信息，房

貸利息和住房租金等專項附
加扣除指日可待，對於購房
者以及租賃行業都是極大的
刺激。過去一年多的時間
裡，政府一直在發展租賃住
房體系，此次個稅法修改對
於發展住房租賃體系也是一
種推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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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劉凝哲劉凝哲 北京報道北京報道））個個

人所得稅法修正案草案昨日首次提請全國人人所得稅法修正案草案昨日首次提請全國人

大常委會審議大常委會審議，，這是個稅法迎來的第七次這是個稅法迎來的第七次

大修大修，，被認為是中國個稅改革邁出的實被認為是中國個稅改革邁出的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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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
道）昨日，個人所得稅法修正案草案提
請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審
議，其中包括提高起徵點、四項勞動性
收入實行綜合收稅、增加子女教育支出
等專項附加扣除。對此，多年來呼籲個
稅改革的全國人大代表、暨南大學管理
學院會計系教授盧馨接受香港文匯報採
訪時表示，本次改革力度大，對促進社
會分配公平將起到重要作用。在細則未
出台之前，她提出相關建議，如幼兒教
育支出大大高於義務教育階段，應考慮
納入子女教育支出專項扣除範圍，而不
僅限於義務教育階段。

盧馨關注個稅改革多年，並就此做過
專題調研。今年全國兩會上，她在提交
的建議中提出，工資、薪酬所得，勞務
報酬所得，稿酬所得以及特許權使用費
所得這四項勞動所得應進行綜合課稅。
在此次個稅修正案草案中，相關內容與
盧馨的建議高度一致。

年輕人減負增收效應明顯
盧馨表示，總體看，草案中體現的改

革力度很大，充分考慮社會發展水平和
低收入群體情況，對增加中低收入居民
實際所得，促進社會公平，將起到重要
調節作用。

她續指出，當前，住房和教育，是老
百姓特別是年輕人最主要的開支，他們對
個稅改革的期待很高。「草案體現了不同
群體收入結構差異，也體現支出的差異，
比如首次增加子女教育支出、繼續教育指
出、大病醫療支出、住房貸款利息等的專
項附加扣除，對收支壓力較大的年輕人來
說，減負增收效應明顯。」
對於隨後即將出台的改革具體細則，

盧馨十分期待。「比如子女教育支出專
項附加扣除，是按小孩數量，每人每年
定額扣除一定金額，還是具體根據每個
孩子實際教育支出按比例扣除？有待細
則公佈。」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中國首部電
商領域綜合性法律《電子商務法（草案）》昨
日第三次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草案增加
了微商、押金返還等新內容。三審稿明確提
出，在電子商務（電商）經營者範圍中，通過
微信、網絡直播等社交平台銷售商品或提供服
務的電商經營者，也擬納入電子商務法。這意
味着，今後微商等形式的電商服務或將納入中
國法律監管範圍。
據了解，中國電子商務法草案在進行一

審、二審時，有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認為，
2016年，中國微商從業者已達3,000萬人，
品牌銷售額達 5,000 億元（人民幣，下
同），規模越來越大，因而微商也應該納入
電子商務法，以達到促進、規範微商行業的
目的。
此外，草案明確規定，電商平台應向消費
者明示押金返還的方式、程序，不得對押金退
還設置不合理條件，否則，電商經營者將被處
以最高達50萬元的罰款。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劉凝哲 北京報
道）中國個稅法迎來

大修，個稅改革有望惠及廣大民眾。全國政協
常委、知名會計審計專家張連起在接受香港文
匯報採訪時表示，提高個人所得稅的起徵點，
再適當地增加教育、醫療等專項扣除的項目，
都是減輕納稅人稅收負擔的有力手段，能夠使
中國個稅納稅人的稅負更加合理，是眾望所歸
的改革方向。
張連起表示，個人所得稅主要有籌集財政

收入、調節收入分配以及穩定經濟這三項功
能，但目前的個稅制度未能有效地實現上述稅
收目標。近年來，雖然個稅增速較快，但從財
政貢獻角度分析，個稅佔中國稅收收入總額的
比重只在6%左右浮動。此外，中國個稅邊際
稅率相對其他國家顯得較高，尤其是最高邊際
稅率45%已遠高於國際平均水平，但對調節
收入分配的效果並不理想。

個稅法前幾次修改大多圍繞提高個稅起徵
點進行，而本次修法則包括提高起徵點、增設
扣除項、勞動性所得納入綜合徵稅範圍等全面
性改革。張連起表示，單純對個稅起徵點一刀
切的提高，已不是個稅改革的方向。個稅改革
必須堅持民生取向，要改善人民生活，讓工薪
階層能夠通過勞動改善生活。個稅改革要以民
生為重心，以廣大人民群眾的美好生活願景為
出發點，讓利於民、減負於民、藏富於民。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公佈的個稅法修改內
容，對增設子女教育、繼續教育、大病醫
療、住房貸款利息和住房租金等專項附加扣
除並沒有規定細則。如何界定可以扣除等專
項費用，是否包括子女的課外輔導班、昂貴
的EMBA進修，非首套房的貸款利息是否計
入，都是民眾關注的焦點。張連起表示，相
信個稅法完成修改後，會就相關出台解釋說
明，各地方政府也會根據不同情況進一步明
確規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
本次個人所得稅法修正案草案相關內容公佈，
在年輕人群體引起巨大反響。特別在住房和教
育支出佔比高的一線城市，年輕白領倍感振
奮。他們期待改革措施落地後，能夠切實緩解
當前經濟壓力。
在廣州某電力公司工作的80後工程師黃先

生，看到手機頁面彈出個稅改革方案後，立即
將新聞轉發至妻子，分享其中喜悅。
黃先生笑稱自己在職場已算是「老人」，

然而，夫妻二人在廣州打拚近10年，經濟壓
力卻不降反增。為了小孩上學，他們於2017
上半年通過按揭貸款換購一套學位房。下半
年，3歲的兒子上幼兒園。「房貸每個月
12,000元（人民幣，下同），幼兒園每個月
4,000多元，家庭開支每個月超過20,000元，
壓力巨大。」

2周前，黃先生又迎來二胎兒子，承重的負
擔再次壓到肩頭。和黃先生一樣感覺「壓力山
大」的人不在少數，他表示自己的同學中，或
因結婚或因小孩上學，紛紛購房，因此面臨教
育、住房雙重壓力的佔絕大多數。

助平衡家庭收支 盼細則早日落地
個稅改革方案出台，他們期待通過降稅增

收，一定程度上幫助家庭平衡收支。黃先生
說，從方案看，提高個稅起徵點、增加子女教
育支出和住房貸款利息專項附加扣除，將直接
幫助他們增收。黃先生說，是次徵稅起點大幅
降低，預計可節省一半個稅，雖然收入不是質
的飛躍，但對緩解家庭經濟壓力有作用。
「至少可以節省出買奶粉的錢了。」黃先

生笑稱。他期待，個稅改革細則早日公佈，早
日落地。專家建議幼教支出納入專項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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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輕民眾負擔 改革眾望所歸

供樓育兒支出大 新措施振奮白領

電子商務法草案三審 擬將微商列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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