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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19日电（记者
陈菲 韩洁）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
增加子女教育支出、大病医疗支出等
专项附加扣除……惠及广大百姓的
个税改革正式进入立法修改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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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该法自1980年出
台以来第七次修正，也将开启我国个
税制度的一次根本性改革。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深

化税收制度改革。今年政府工作报
告进一步提出，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
点，增加子女教育、大病医疗等专项
费用扣除，合理减负，鼓励人民群众
通过劳动增加收入、迈向富裕。

财政部部长刘昆 19日受国务
院委托就修正案草案作说明时介
绍，此次修法旨在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关于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决策
部署，依法保障个人所得税改革顺
利实施。修改工作坚持突出重点，

对现行个人所得税法不适应改革
需要的内容进行修改，补充、完善
保障改革实施所需内容。对其他
内容，原则上不作修改。

据介绍，修正案草案完善了有
关纳税人的规定，对部分劳动性所
得实行综合征税，优化调整税率结
构，拟将综合所得基本减除费用标
准，即通常所说的起征点，提高到
5000元/月（6万元/年），设立专项
附加扣除，并增加反避税条款，朝

着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税
制度目标迈出重要一步。

个人所得税是目前我国仅次于
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的第三大税种。
2017年全国个税收入11966亿元，
占税收总收入约8.3%。

1980年以后，为适应对内搞活、
对外开放政策，我国相继制定了个人
所得税法、城乡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
暂行条例以及个人收入调节税暂行
条例。1993年10月，在对原三部个

人所得课税的法律、法规进行修改、
合并基础上，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四次会议通过并发布了新修改的个
人所得税法，国务院配套发布了个人
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此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又相继
于 1999 年 8 月 、2005 年 10 月 、
2007年 6月和12月以及2011年 6
月对个税法进行了五次修正，个税
起征点从 800 元/月逐步提高到
3500元/月。

个税法修正案草案提请最高立法机关审议

新华社北京 6 月 19 日电
19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
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明确，
拟增加反避税条款堵塞税收漏
洞，维护国家税收权益。

财政部部长刘昆就草案作说
明时说，草案参照企业所得税法有
关反避税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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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规定税务机关作出纳
税调整，需要补征税款的，应当补
征税款，并依法加收利息。

刘昆表示，为保障个人所得
税改革的顺利实施，草案明确了
非居民个人征税办法，并进一步
健全了与个人所得税改革相适应
的税收征管制度。

个税法修正案草案增加反避税条款堵塞税收漏洞

算好个税明白账
十大关键词不可不知

个税法修订一举一动备受关注，而要把自
家的个税算好明白账，记者梳理出不可不知的
十大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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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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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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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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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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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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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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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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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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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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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美白宫6月18日声明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发表谈话
新华社北京6月19日电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

就美白宫6月18日声明发表谈话。发言人说，美
方在推出500亿美元征税清单之后，又变本加厉，
威胁将制定2000亿美元征税清单。这种极限施
压和讹诈的做法，背离双方多次磋商共识，也令国
际社会十分失望。如果美方失去理性、出台清单，
中方将不得不采取数量型和质量型相结合的综合
措施，做出强有力反制。

发言人指出，美方发起贸易战，违背市场规
律，不符合当今世界发展潮流，伤害中美两国人民
和企业利益，伤害全世界人民利益。中方的应对既
是为了维护和捍卫国家和人民利益，也是维护和捍
卫自由贸易体制，维护和捍卫人类共同利益。无论
外界环境如何变化，中方都将按照既定节奏，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坚定推进改革开放，坚定推进经济
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现代经济体系。

个税法第七次修正百姓获益几何
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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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距离上次修法已有7年，从草案披露
内容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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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业内视为对现
有个人所得税制的一次根本性改革。

此次修法有何看点？对百姓收入影响几
何？新华社记者第一时间采访权威人士深入
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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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所得，无疑是此次改革
一大关键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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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借鉴国际经验的做法，
标志着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向综合
税制迈出重要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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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标准
综合考虑了人民群众消费支出水
平增长等各方面因素，并体现了一
定前瞻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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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后取
得综合所得需要办理汇算清缴补退
税的纳税人应向税务机关自行申
报，尤其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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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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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分别以月入1万元、2万

元和5万元者为例，在考虑“三险
一金”扣除（假定“三险一金”扣除
2000元）基础上大概算了笔账：

月入1万元者，现有税制下
需缴纳345元个税；改革后个税
为90元，降幅超过70%；

月入2万元者，现有税制下
需缴纳2620元个税；改革后个税
为1190元，降幅超过50%；

月入5万元者，现有税制下
需缴纳10595元个税；改革后个
税为8490元，降幅约20%；

如果加上下一步出台的专项

附加扣除，税负还会继续下降，如
月入1万元者有可能免缴或仅缴
纳少量个税。

值得关注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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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意味着个体工商户、个人独
资合伙企业等都将从中受益。”谈
到此轮改革税率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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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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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6月19日电）

起征点拟每年6万元，个税其实不是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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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航拍的观测站内水切伦科夫探测器。
6月19日，经过8年筹备工作，我国高海拔宇

宙线观测站（LHAASO）正式开工。高海拔宇宙
线观测站是“十二五”期间启动的国家重大科技基
础设施项目，以探索高能宇宙线起源并开展相关
的高能辐射、天体演化以及暗物质分布等基础科
学研究为核心目标。

该项目建设在平均海拔4410米的四川省稻
城县海子山，建设周期为5年。 新华社发

我国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
正式开工

据新华社广州6月19日电 农妇们称她为
“活观音”，北伐官兵赞她是“女将军”，何香凝评价
她夫妇“可以留名于后世”。面对反动派刽子手的
死亡威胁，她坦然自若地说：“我现在只求一死。”
她就是广东省第一个女共产党员——高恬波。

高恬波，1898年生于广东省惠阳县。17岁考
入广州市妇孺产科学校。1919年在广东参加五四
运动。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
春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广东省第一个女党员。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高恬波任国民党中央
妇女部干事，成为妇女部长何香凝的得力助手。
1924年7月，高恬波参加彭湃主持的广州第一期
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结束后，她担任农民运动
特派员，奔走于广东花县、顺德、中山、潮梅等地农
村，撒播革命火种，开展农民运动。

1925年冬，为配合国民革命军北伐，何香凝、
邓颖超等人发起组织“军人家属妇女救护员传习
所”，培训北伐救护人员，高恬波亲自到该所讲授
包扎技术。

1926年，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高恬波担任
北伐军妇女救护队队长，带领女救护队员，随军北
伐，辗转湘、鄂、赣三省之间。1926年8月，北伐
军进攻汀泗桥的战斗中，她带队冒着枪林弹雨，奋
不顾身地抢救伤员，在中弹负伤的情况下，顽强地
将伤员救下火线，被官兵们称赞为救护队的“女将
军”。她还积极做宣传工作，给士兵们讲革命道
理，动员民众参加革命。

大革命失败后，高恬波按照党的要求转移到
农村坚持革命。1929年12月，由于叛徒出卖，高
恬波不幸被反动派逮捕。反动军阀张辉瓒对她威
逼利诱，逼她投降，说出党的秘密。但无论是花言
巧语，还是严刑拷打，高恬波始终横眉冷对、坚贞
不屈。敌人最后问她：“难道你就不怕死吗？”她大
义凛然地回答：“到了你们手里，就没想要活着出
去！”。同月，这位铁骨铮铮的共产党员，英勇就
义，牺牲时31岁。

广东省第一位女共产党员
——高恬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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