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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明确全年一次性奖金换算计税方法
本期快讯讨论的法规: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雇主为雇
员承担全年一次性奖金部分
税款有关个人所得税计算方
法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
公告 2011 年第 28 号（以下简
称“28 号公告”），国家税
务总局 2011 年 4 月 28 日发
布，自 2011 年 5 月 1 日起执

背景
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 28 号公告对雇员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并由雇主承
担部分税款的个人所得税计算方法进行了明确。28 号公告的发布使得雇主
和雇员双方的个人所得税申报义务更加清晰和明确。28 号公告中的计算方
法所遵循的一般原则和之前有关工资薪金换算的一般性规定（即：199 号
文件）是一致的。28 号公告自 2011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28 号公告的主要内容及我们所做的讨论如下：
1. 个人所得税

1. 行

1.1 应纳税所得额

•

若雇主为雇员负担全年一次性奖金部分个人所得税款，应将雇主负担的这
部分税款作为雇员的额外收入并入雇员的全年一次性奖金。雇主负担的税
款被换算为应纳税所得额后，按照规定方法计征个人所得税。换算方法取
决于雇主是为雇员定额负担税款还是按一定比例负担税款。具体方法如下
所示：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个人
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等计算
征收个人所得税方法问题的
通知，国税发[2005]9 号（以
下简称“9 号文件”），国家
税务总局 2005 年 1 月 26 日发
布，自 2005 年 1 月 1 日起执
行

1.1.1 雇主定额负担税款
若雇主为雇员定额负担税款，应按照下列方法进行换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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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快讯讨论的法规（续）: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雇主为其

应纳税所得额 =

雇员取得的全年一次性奖金＋雇主替雇员定额负担的税款－当月工
资薪金低于费用扣除标准的差额

雇员负担个人所得税税款计
征问题的通知，国税发
[1996]199 号（以下简称“199
号文件”），国家税务总局
1996 年 11 月 8 日发布，自
1996 年 11 月 8 日起执行

这一计算方法相对较为直接。雇员所取得的全部收入即其取得的全年一次
性奖金和雇主为其负担的税款之和。之所以将当月工资薪金低于费用扣除
标准的差额从雇员取得的全部收入中减除，是因为费用扣除标准剩余的那
部分已经在计算当月工资薪金应纳税所得额时减除过了。
1.1.2 雇主按一定比例负担税款
若雇主为雇员按一定比例负担税款，应按照下列方法进行换算：
应纳税所得额 =

（未含雇主负担税款的全年一次性奖金收入－当月工资薪金低于费
用扣除标准的差额－不含税级距的速算扣除数 A（注释一）×雇主负
担比例）/（1－不含税级距的适用税率 A（注释一）×雇主负担比例）
注释一
应将未含雇主负担税款的全年一次性奖金收入除以12，根据其商数找出不
含税级距对应的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
上述计算方法将雇主所负担的税款考虑在内。同样，将当月工资薪金低于
费用扣除标准的差额从雇员取得的全部收入中减除，是因为费用扣除标准
剩余的那部分已经在计算当月工资薪金应纳税所得额时减除过了。
1.2 应纳税额
按照1.1.1和1.1.2 部分所述方法计算出应纳税所得额后，应按下列方法计
算应纳个人所得税额：
应纳税额 =

应纳税所得额 × 含税级距的适用税率 B （注释二）– 含税级距的速
算扣除数 B （注释二）
注释二
应根据9号文件的规定，将按照1.1.1和1.1.2部分所述方法计算出的应纳税
所得额除以12，根据其商数找出含税级距对应的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
雇员实际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应计算如下：
实际缴纳税额 =

应纳税额 – 雇主为雇员负担的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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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企业所得税
由于雇主为雇员负担的个人所得税款属于雇员工资薪金的一部分，雇主应
该可以在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其为雇员负担的个人所得
税款。但是，如果雇主将这部分税款单独作为企业管理费列支，在计算企
业所得税时不得在税前扣除。
上述不得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规定的理论基础目前尚不明确。企业所得税
法第八条规定，企业实际发生的与取得收入有关的、合理的支出，可以在
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虽然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九条规定管
理费在计算企业所得税时是不能扣除的，但这一规定仅限于企业之间支付
的管理费。28 号公告之所以对雇主负担的个人所得税不得在企业所得税前
扣除的情形加以规定，可能是不希望企业故意或者无意中隐瞒其为雇员负
担个人所得税款的事实。
无论如何，在实务操作中，我们不建议企业在会计账簿上将其为雇员负担
的个人所得税款记入除工资薪金以外的科目。
毕马威观察
28号公告在对雇主为雇员承担全年一次性奖金个人所得税款的问题上迈
出了积极的一步，相关的个人所得税处理更加清晰和明确。这将有利于消
除或减少由于地方税务机关操作不同而带来的不确定性。
28号公告并未对其生效日期（即：2011年5月1日）具体如何适用作出规定。
一种较为合理的解释是此生效日期是指全年一次性奖金发放给雇员的日
期，并不考虑此笔奖金的所属期间。例如：如果雇主在2012年1月向雇员
发放一笔奖金，即使其中一部分奖金是属于2011年5月1日之前的，28号公
告中所规定的计算方法仍应适用。我们建议企业在进行这一方面的实务操
作时征询主管税务机关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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