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快讯

第二十四 期 二零一一年七月

个人所得税门槛提高、新税率惠及低收入人群
本期快讯讨论的法规︰
•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
得税法》的第六次修正

背景
2011 年 6 月 30 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六次修正案。新修改的税法自
2011 年９月１日起施行。
修正案草案曾于 2011 年 4 月 25 日向社会公布并征集意见。考虑到社会公
众的近 24 万条反馈意见， 修正案对个人所得税法作出了如下修改并最终
获得通过：
1. 工资薪金所得月费用扣除标准将由人民币2,000元提高至人民币3,500
元
工资薪金所得费用扣除标准由修正案草案提议的人民币3,000元/月，进一
步提高至人民币3,500元/月。
费用扣除标准的提高是否会对外籍个人产生影响尚待分晓，具体细则仅会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中论述。就2008年3月生效
的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而言，其于2008年2月18日颁布的个人所得税法实
施条例明确外籍个人的费用扣除标准保持不变。我们认为这一情况可能会
再次发生。

© 2011 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 — 香港合伙制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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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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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工资薪金所得的9级超额累进税率将修改为7级，取消15%和40%两档
税率
工资薪金所得适用的个人所得税新税率表如下：
级数

全月应纳税所得额

税率（%）

1

不超过 1,500 元的

3%

2

超过 1,500 元至 4,500 元的部分

10%

3

超过 4,500 元至 9,000 元的部分

20%

4

超过 9,000 元至 35,000 元的部分

25%

5

超过 35,000 元至 55,000 元的部分

30%

6

超过 55,000 元至 80,000 元的部分

35%

7

超过 80,000 元的部分

45%

下表对比了在现行的税率体制下及新税率体制下个人所得税税赋情况，表明
税赋由低收入人群转向高收入人群
收入
（未含社会保险费）

应纳税额
（现行税率）

应纳税额
（新税率）

提高 /
（降低）

2,500

25

-

(25)

5,000

325

45

(280)

12,000

1,625

1,145

(480)

20,000

3,225

3,120

(105)

38,600

7,775

7,775

-

50,000

11,025

11,195

170

90,000

24,825

25,420

595

120,000

37,725

38,920

1,195

3. 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和承包承租经营所得的级距进行了调整
修改后的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和承包承租经营所得适用的税率表如
下：
级数

全年应纳税所得额

税率（%）

1

不超过 15,000 元的

5%

2

超过 15,000 元至 30,000 元的部分

10%

3

超过 30,000 元至 60,000 元的部分

20%

4

超过 60,000 元至 100,000 元的部分

30%

5

超过 100,000 元的部分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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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个人所得税纳税申报期限延长至次月15日内
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可在次月15日内申报缴纳上月的个人所得税税款。至
此，个人所得税纳税申报期限和企业所得税、增值税、营业税等税种的申
报期限一致。
毕马威观察
现行个人所得税修正案明显加大了对高薪收入者的调节力度，从而取得收
入再分配效应。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高薪收入者和高收入者是有区别的。
后者一般以非劳动所得为主要收入来源，例如股权、房地产等财产转让而
产生的资本利得。为进一步加强收入再分配效应，我们相信中国税务机关
将持续加强对高收入人群的个人所得税征收，特别是在投资收益所得和资
产转让所得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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