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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个税体系下的首次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

缴相关政策出台 

2019年12月14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2019年94号《关于个人

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涉及有关政策问题的公告》（以下简称“94号公

告”）。于此同时，国家税务总局同时公布了《关于办理2019年度个人

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事项的公告(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

见稿”），就2019年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事项的细节问题公开

征求意见。征求意见截至日期为2019年12月26日。 

此次颁布的94号公告及征求意见稿是继《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

施条例》及《关于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

总局公告2018年第62号）颁布之后，税总首次对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

算清缴给予了指导性意见。 

主要内容及要点解析 

94号公告及征求意见稿主要对2019年度个人所得税汇算清缴事项作出了

以下规定，主要内容及要点解析如下： 

适用对象及收入类型 

于2019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取得综合所得1（即工资薪金、劳 

1 汇算清缴所涉及的综合所得不包括全年一次性奖金、解除劳动关系、提前退休、内部退养取得的一次性补偿收入以及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等有对应的特殊税务处理方式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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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快讯讨论的法规︰ 

• 《关于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

算清缴涉及有关政策问题的公

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94 号，以下简称 

“94 号公告“） 

• 《关于办理 2019 年度个人所

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事项的

公告（征求意见稿）》（以下

简称“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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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报酬、稿酬和特许权使用费等四项所得）的居民纳税人个人。 

计算公式 

2019年度汇算应退或应补税额 = 

综合所

得收入

额 
- 

60,000 元 

x 

适

用

税

率 

- 

速算

扣除

数 

- 

2019 年

已预缴

税额 

三险一金等专项扣除 

子女教育等专项附加扣除 

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 

无需办理年度汇算的情形 

1. 需补税但 2019 或 2020 年度综合所得不超过 12 万元的

2. 2019 或 2020 年度汇算需补税金额不超过 400 元的

3. 预缴税额 2与年度应纳税额一致的

4. 按规定可以申请退税但自愿放弃退税的

需办理年度汇算的情形 

1. 2019 年度已预缴金额大于年度应纳税额且申请退税的

2. 2019 年度综合所得收入超过 12 万元且需要补税金额在 400 元以上的

3. 2019 年度存在未扣除或未足额扣除的税前扣除项目且希望通过年度汇

算期间办理扣除或补充扣除的

办理时间 

2020年3月1日至6月30日 

如有以下特殊情况，应按照相对应的时间表完成年度汇算： 

• 在中国境内无住所的纳税人在此期限前离境的，可以在离境前办理年

度汇算。

• 2019 年度综合所得收入额不超过 6 万元且已预缴个人所得税的居民个

人，可以在 2020 年 3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期间在网上税务局通过简易

申报表办理年度汇算退税。

2 如扣缴义务人未依法预扣预缴税款，则居民个人仍需办理年度汇算清缴并按规定补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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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方式 

1. 自行办理

2. 通过取得工资薪金或连续性取得劳务报酬所得的扣缴义务人代为办理

3. 委托涉税专业服务机构或其他单位及个人代为办理

办理渠道 

网上办理、邮寄办理或到办税服务厅办理 

受理税务机关 

• 有任职受雇单位的，向任职受雇单位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之一）

申报

• 没有任职受雇单位的，向户籍所在地或经常居住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

报

退税及补税相关问题 

• 申请汇算退税的，应该提供在中国境内开设的符合条件的银行账户

• 办理汇算补税的，可通过银行、POS 机刷卡、银行柜台、非银行支付

机构等转账方式缴纳。

毕马威观察 

94号公告以及征求意见稿延续了个税改革的精神，在减轻纳税人的税收负

担、降低纳税人的办税难度的同时提高税务机关征管效能。因此，我们提

请广大扣缴义务人及纳税人注意： 

扣缴义务人 

在中国人口基数众多的国情背景下，扣缴义务人在个人所得税的征管过程

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征求意见稿明确了在纳税人向扣缴义务人提出

代办要求的情况下，扣缴义务人应当办理的规定。作为连接税务机关与个

人纳税人的重要沟通桥梁，扣缴义务人应积极组织对于员工群体的政策宣

传，引导员工对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申报义务的认知，并及时制订扣缴义

务人的代办流程，以确保汇算清缴工作得以按时完成。如有必要，扣缴义

务人也可以考虑委托专业机构的支持，以确保扣缴义务人的应尽义务得以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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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人 

修改后的个人所得税法引入了专项附加扣除制度以及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制

度，相较旧个税体制来说对于个人纳税人的纳税意识有着更高要求。作为

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应对其所申报信息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纳税人应审核已填报的专项附加扣除信息是否准确，

并结合自身情况判断是否需要进行年度汇算，且应在规定时间内妥善办理。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仍有一些细节有待进一步明确，如： 

• 无住所个人在 2019 年度构成居民个人，需要申请退税但已离境且无法

提供中国境内的符合条件的银行账户的情形下，是否能够委托扣缴义

务人或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代为申请退税事宜

• 通过年度汇算申请退税的所需材料、具体流程及办理时间

• 居民个人在 2019 年度从中国境外所取得的综合所得的申报要求

毕马威将继续密切关于有关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有关的相关政策，并同时积

极与各地税务机关探讨政策动向及实操案例。欢迎各企业及纳税人与我们

联系，了解个税相关最新动态及税务前沿信息。 

如果您在以上实际操作中遇到任何疑问，欢迎咨询毕马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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