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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疫情防控，相关个人所得税政策出台 
2020年新年伊始，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迅速在全国蔓延，当前正处于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关键时期。为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财政部联合国家税务总局于2020年2月6日发布了《关于支持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捐赠税收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

总局公告2020年第9号，以下简称“9号公告”）以及《关于支持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

总局公告2020年第10号，以下简称为“10号公告”），明确有关个人

所得税政策，自2020年1月1日起实施1。 

主要内容及要点解析 

9号和10号公告，涵盖若干项个人所得税优惠措施，要点如下： 

• 以下收入免征个人所得税：

- 对参加疫情防治工作的医务人员和防疫工作者按照政府规定标准2

取得的临时性工作补助和奖金;

- 单位发给个人用于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药品、医疗用品

和防护用品等实物（不包括现金）。

• 以下个人捐赠可在计算个人应纳税所得额时全额扣除：

- 通过公益性社会组织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等国家机关，

捐赠用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现金和物品;

- 直接向承担疫情防治任务的医院捐赠用于应对疫情的物品3。 

1 截止日期视疫情情况另行公告。
2 政府规定标准包括各级政府规定的补助和奖金标准。 
3 医院需开具捐赠接收函。

第十三期  二零二零年二月 

本期快讯讨论的法规︰ 

• 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

控有关捐赠税收政策

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

总局公告2020年第9

号）

• 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

控有关个人所得税政

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

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

10号）



 
© 2020 毕马威企业咨询 (中国) 有限公司 — 中国外商独资企业，是与瑞士实体 — 毕马威国际合作组织(“毕马威国际”) 相关联的独立成员所网络中的成员。版权所有，不得转载。在中国印刷。 
毕马威的名称和标识均属于毕马威国际的注册商标或商标。 

 

毕马威观察 

此次发布的个人所得税政策，及时地就疫情防控工作中，各方热切关注

的个人税务问题，进行了明确。优惠的个税政策，有助于企业及个人共

克疫情难关，增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决心与信心，更好地支持防疫

工作。 

在疫情期间，企业如有给员工放发相关津贴的安排，目前税务处理尚不

明确。毕马威将密切关注，为您及时传递、解读最新税收政策动态，与

您携手共克疫情难关。我们也欢迎企业及个人与我们联系，了解相关最新

动态及前沿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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