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個稅調整，事關每個公民的切身利益。
多年來，各民主黨派成員十分關注個稅調
整，並圍繞起徵點提高、徵收主體、形成
長效機制等多方面持續建言。
民盟中央原副主席鄭惠強認為，應建立
起徵點動態調整機制。2006年、2008年和
2011年，中國三次調高工資薪金所得費用

扣除標準，一
定程度上減輕
了中低工薪收
入階層的稅
負、改善了收
入分配調節中
的不公平狀
況。隨着經濟
社會發展的需
要和生活成本
的不斷提高，
當前執行的
3,500 元的工
資薪金所得費
用起徵點明顯
偏低，需要盡

快予以調整。
為保持工資薪金所得費用起徵點與收入

水平相銜接，鄭惠強建議提升個稅起徵點
的同時，應加快建立工資薪金所得費用起
徵點動態調整機制，將起徵點與全國收入
水平、物價漲幅等掛鈎，根據收入、物價
變化情況及時進行調整，確保納稅人群的

基本穩定。

起徵點和應納稅額定期調整
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分組審議個稅法修

正案草案中，朱明春、陳斯喜等全國人
大常委會委員也提到了起徵點動態調整
的問題。
朱明春說，「個稅法修改了好幾次，最

後一次是2011年6月，這幾次修改主要都
是免徵額問題，前幾次相隔6年、2年、4
年，這次是7年。我認為如果不建立一個
科學的免徵額的動態調整機制，和收入、
支出水平以及物價水平比較科學地掛起鈎
來，過幾年還得調。」朱明春建議科學地
測算免徵額，並在此基礎上建立起動態調
整機制。
陳斯喜也建議，起徵點和應納稅額實行

定期調整。「現在幾年調整一次，什麼時
候調整沒個確定時間，社會往往討論了很
久，成為一個很重要的話題後再調整，每
一次調整很不確定。建議定期調整，比如
三年調整一次，或者五年調整一次，這樣
大家能有個預期。」

自2006年1月內地將個稅起徵點從800元
調整為1,600元以來，十幾年來曾經歷

兩次上調：2008年上調到2,000元，2011年
上調為3,500元。時至今日，距離上一次上
調已有7年。
「此次個稅改革，是對現行個人所得稅制
一次根本性改革。它最大的突破，是在建立
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方面邁出
了重要一步。」張連起表示，這也是落實黨
中央國務院的部署，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
中，已經對這項工作作出了安排。
2018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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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連起告訴記者，草案提出新法實施「兩
步走」計劃：第一步：2018年10月1日開
始，實施新的稅率表，分別適用於在對工資
薪金所得和個體工商戶的生產經營所得及對
企事業單位的承包經營承租經營所得進行分
類計稅。在對工資薪金所得計稅時適用新的
基本減除費用標準（5,000元/月）。第二
步：修正後的個人所得稅法於2019年1月1
日全面實施。
「此次修正案草案公開徵求意見的期限至
7月28日，中國人大網顯示在徵求意見開始
後僅一天的時間裡，已經徵集到近兩萬條意
見，足以顯示人們對個稅修法關注度之高，
其影響之廣泛。」張連起表示，根據立法程
序，公開徵求意見結束後，修正案草案可能
進行進一步修改，並再次提請十三屆全國人
大常委會進行審議。草案提出的「兩步走」

實施計劃能否如期實現，取決於草案何時通
過人大常委會審議。
此外，新法的順利實施也需要配套法規和

措施的同步跟進，比如稅法實施條例的修
訂、專項附加扣除及預繳扣繳辦法等相關具
體規定的出台等。

個人合規申報義務要求更高
對於此次個人所得稅改革，張連起將其稱

之為「三重減稅聯動」，即提高起徵點、擴
大低檔稅率級距、專項附加扣除。
「我們原來的收入是一筆要納一筆稅，現

在要全年計算，綜合計繳，總的目的就是降
低中低收入階層納稅負擔，考慮了跟家庭生
計相關的支出，因此更加公平合理，也更加
能起到調節稅收的目的。」 張連起告訴記
者，預計現行的12萬以上年收入個人的年
度申報制度將被居民個人的綜合所得年度申
報制度所取代，此舉很可能對個人的合規申
報義務提出更高的要求。
從扣繳義務人的角度看，需關注其相關責

任在未來是否會產生變化，例如是否需要履
行額外的信息收集義務等。張連起表示，在
徵管層面，要通過多部門協同的大數據共享
為個稅徵收和專項附加扣除落地實施提供切
實可靠的數據來源。

冀草案肯定知識價值
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財政科學研

究院研究員賈康認為，個稅修正案草案中
改進完善了關於納稅人的規定，借鑒國際
經驗明確了居民個人與非居民個人兩類概

念，並把非居民的制定標準由是否在中國
境內居住滿一年調整為是否滿183天，擴
大了中國的稅收管轄權。
同時，個稅修正案草案優化調整了稅率結

構，降低了適用3%、10%、20%稅率納稅
人和部分適用25%稅率納稅人的稅負，中等
收入水平以下的社會成員稅負下降將較為明
顯；適用30%、35%和45%稅率納稅人的稅
負不變。同時，對經營所得的5級超額累進
稅率不變，但最高檔稅率級距下限，從10
萬元提高至50萬元，明顯降低了個體工商
戶和承包經營者的實際稅負。
對於首次增加子女教育支出、繼續教育支

出、大病醫療支出、住房貸款利息和住房租
金等專項附加扣除，賈康認為，這一改進具
有社會多年熱議的認識基礎，符合國際慣
例，將明顯地提高我國個稅調節的差異化
針對性與負擔的合理化，有利於稅制公
平。此外，增加的反避稅條款有利於加強

個稅的依法管理。
他並建議，人大審議過程中，應討論對於

稿酬、講課勞務收入可否有適當優惠（如打
折計入稅基），由此體現對於知識價值的肯
定。

有委員籲起徵點調至一萬元
提高個稅起徵點，是今年兩會上熱議的話

題。不少代表委員建議，近年來中國出台了
許多針對企業的減稅降費舉措，居民個人的
稅收負擔也要減輕，應該提高個稅起徵點。
全國政協委員許家印和董明珠均建議改革個
稅起徵點調至1萬元。
而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分組審議個稅法修正案

草案時，也有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建議，起徵
點可以提高到每月1萬元。全國人大常委會委
員李曉東認為起徵點偏低，「從3,500元提高
到5,000元大概漲了40%，但2001年實行時
GDP是48萬億元，2017年GDP是82.7萬億

元，同比增長近70%。今年預期是6.5%，大
概達到90萬億元以上。這次雖然上調了，但
考慮到工資佔GDP的比例，再加上物價上漲
和通貨膨脹情況以及現在應該採取有力措施刺
激消費，我個人認為8,000到1萬的起徵點，
是比較合適的。」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尹中卿則表示，對草

案提出的基本減除費用標準還要再研究論
證，可以提高到每月6,000元或7,000元。

起徵點高低取決於生活成本測算
在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

長劉尚希看來，個稅起徵點的高低取決於生
活成本的測算，稅率制度改革的目的是調節
公平。而關於個稅提高免徵額度如何確定，
劉尚希表示，個稅起徵點重點看人民的生活
成本和專項扣除情況，體現個性化。免徵額
體現普惠，覆蓋生活成本，並留有餘地，這
是一個基本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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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受關注的個人所得稅法修正案草案6月19日提請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

會第三次會議審議，這是個稅法自1980年出台以來第七次大修：個稅起

徵點由每月3,500元（人民幣，下同）擬提高至每月5,000元(每年6萬

元)，並首次增加子女教育支出、繼續教育支出、大病醫療支出、住房貸

款利息和住房租金等專項附加扣除。這標誌着中國建立綜合與分類相結合

的個人所得稅制改革邁出實質性的一步。對於此次個人所得稅改革，全國

政協常委、財稅專家張連起將其稱之為「三重減稅聯動」，即提高起徵

點、擴大低檔稅率級距、專項附加扣除。他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

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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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王曉雪 北京報道

「三重減稅聯動」
個稅改革邁出實質一步

籲建起徵點動態調整機制

張平：稿酬最高稅率45%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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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66月月2222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閉幕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閉幕。。 中新社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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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全國兩會前夕，致公黨中
央、農工黨中央均在提交全國政協
的提案中對個稅問題表示關注。農
工黨中央向全國政協提案建議，加
快個稅改革降低撫育成本，提高生
育積極性，個稅以家庭為納稅單
位，生二孩可退稅。
提案認為，2016年開始實施全面

二孩政策，而人口政策發揮作用必
須與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但現行
個人所得稅在降低居民育兒支出方
面存有一定缺陷。
提案指出，內地個人所得稅的納

稅人為個人，未考慮居民整個家庭
的收支狀況，這不僅違背了稅收的
公平原則，也不利於減輕育齡家庭
的經濟負擔。另外從目前個人所得
稅的費用扣除看，無論是工資薪金
所得項目，還是個體工商戶生產經
營所得項目，這些項目的費用扣除
中均沒有單獨的育兒支出項目，按
照當前「一刀切」的稅制設計，不
考慮實際贍養系數，「全面二孩」
實際上提高了居民的稅負水平。
而致公黨中央則在《關於建立以

家庭為單位計徵所得稅的提案》中
建議，參考國外或香港等地區建立
家庭為單位所得稅計徵制度，為此
要合理確定家庭計稅制的起徵點及
稅率。
提案認為，應通過收集統計數

據、開展調研，修改目前個人所得
稅的徵稅起徵點以及稅率，將起徵
點及稅率按照家庭計稅制的方式重
新調整。而隨着國家放開二孩政

策，按照目前的個人所得稅計算方
式，可能造成因夫妻收入懸殊或家
庭孩子、老人多而可支配的人均收
入差額巨大。
提案建議，建立以年度為單位的

計稅方式。由於改革為家庭計稅制
方式徵稅，通常納稅主體夫妻雙方
可能存在着收入結構不一致的情
況，以月收入作為計稅基數存在欠
缺公平性、難以操作的問題，建議
建立以年度為單位的計稅方式，以
一定數額年收入作為所得稅起徵
點，並以年收入確定稅率。具體則
可通過預估所得稅稅率，每月暫扣
的方式，待年度收入確定後再進行
申報調整，多退少補。
此外，致公黨中央、農工黨中央

都在提案中指出，隨着2016年開始
實施全面二孩政策，目前的個稅計
徵制度應有所改變。

國地稅合併降低企業所得稅
在全國工商聯向全國政協提出的

《關於進一步推進稅制改革的提
案》中，建議個稅起徵點從目前的
3,500元提升至7,000元，並提高個人
自行納稅申報起徵點，由目前12萬
元再提升至24萬元。降低個人所得
稅最高邊際稅率，建議從3%~45%
降至3%~30%以下。
除提高個稅起徵點、降低個稅最

高邊際稅率之外，工商聯還建議國
稅、地稅合併；取消印花稅；允許
利息抵扣；允許壞賬抵扣；降低企
業所得稅；堅持扶優扶強導向等。本次個稅法修改，擬將稿酬所得納入

綜合徵稅範圍，綜合徵稅以現行工資、
薪金所得稅率的3%至45%的7級超額累
進稅率為基礎。對此，在全國人大常委
會分組審議個稅法修正案草案時，著名
作家、民盟中央副主席張平等全國人大
常委會委員提出了不同觀點。
稿酬所得，以前的稅率是20%，並按
應納稅額減徵30%，這個稅率已經實行
了很多年，對作家來說應該是比較適
合，也是比較公正合理的。張平說，
「這次稅率修正案，稿酬所得最高可以
適用45%，這對作家特別是大部分傳統
作家來說，我個人認為不太合理，不少

作家也認為不太合理。」

對年輕作家給予鼓勵政策
張平表示，這些年所有物價都在漲，

唯一不漲的就是稿費，稿費在八十年代
最高的時候千字是300元到500元，現在
仍然是這個水平。他指出，作家的一部
作品從構思到創作完成需要幾年甚至十
幾年，一生能出版發表十部作品以上的
作家鳳毛麟角，大部分作家一生就兩三
部作品。按五年一部作品來說，稿酬一
般來說高一些10萬元左右，大部分也就
二三萬元，有的還是自費出版。中國的
作家大部分都是窮作家，五年、十年寫

了一部作品掙了10萬元稿費，所得稅要
扣45%，這確實有點不太合適，也不太
公允。」他認為，對年輕的作家，特別
是將來有可能成為經典作家的這些人應
該給予鼓勵政策。
張平建議，對年收入不超過百萬或50

萬的作家仍採取以前的稅率；同時，
「（草案）對年收入超過百萬或者超過
50萬的作家進行特別的表述和界定，比
如一部作品或者一個作家年收入超過百
萬或者50萬的按綜合所得稅率徵稅。這
樣既可以激勵和維護年輕作家的成長和
創作，同時對高收入作家徵收高稅率也
是可以接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