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税务快讯
第三十五期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

中国开始实施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个人所得税递延纳税优惠政策
本期快讯讨论的法规︰
•

《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年
金职业年金个人所得税有关
问题的通知》，财税[2013]103
号（以下简称 103 号文）

背景
上世纪90年代，中国已明确建立由基本养老保险、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
蓄性养老保险相结合的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三部门于2013年12月6日联合下发了财税[2013]103号文，
即《关于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将作为补
充养老保险主体的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的个人所得税纳税义务由年金缴
费环节递延至领取环节。此递延纳税政策旨在加快推进中国多层次养老保
险体系的发展。
103号文自2014年1月1日起执行。
主要内容


个人所得税的处理

103号文所称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分别是指根据《企业年金试行办法》
（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20号）和《事业单位职业年金试行办法》（国
办发〔2011〕37号）规定而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
原规定年金在缴费阶段形成个人所得税纳税义务的国税函[2009]694号文
和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1]9号将于103号文执行之日起同时废止。
下表为 103 号文实施前后年金个人所得税处理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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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暂不缴纳个人所得税

无

按月领取的，按照工资薪金所得
全额计征个人所得税；
按季度或年度领取的，平均分摊
计入各月，按每月领取额全额计
征个人所得税
[注释 2、3]

注释：
1. 缴费工资计税基数是指员工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但不超过其工作地所
在城市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 300%。
2. 个人在 103 号文实施之前开始缴付，在实施之后领取年金的，减除实施
之前缴付且已缴纳个人所得税的单位和个人年金，就余额计征个人所得
税。分期领取年金的，按实施之前的缴费金额占全部缴费金额的百分比减
计当期应纳税所得额后的余额征税。
3. 因特殊原因（仅指出境定居或个人死亡后其指定受益人或法定继承人一
次性领取）一次性领取年金个人账户资金的，按 12 个月分摊并就每月分
摊额征税。



纳税申报及相关备案要求

建立年金计划的单位和年金托管人应分别在缴费（如产生纳税义务）和领
取环节履行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义务。
建立年金计划的单位应在计划建立以及计划发生变化的次月15日内向所
在地主管税务机关报送包括年金方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出具的方案
备案函及计划确认函在内的相关资料。
毕马威观察
103号文实施之前，年金个人所得税纳税义务集中在缴费阶段。鉴于大部
分人的收入水平在年金领取阶段可能会低于现时缴费阶段，从而适用较低
的税率，103号文将年金个人所得税纳税义务由缴费阶段递延至领取阶段，
不仅递延了纳税时点，一定程度上也起到减低个人缴费部分税负的作用。
籍此双重效应，103号文的出台势必对中国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的发展起
到重大推动作用，同时，也为员工个人所得税务筹划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
建立年金计划的单位应建立相应的机制以及时审阅相关年金计划，为履行
103号文所要求的资料报备及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义务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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