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背景 

 
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人大常委会“）初次审
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以下简称“修正
案草案”）并于 2011年 4月 25日通过中国人大网公布了修正案草案，向
社会公开征集意见。修正案草案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截止 2011
年 5月 31日，人大常委会已经收到社会公众超过 23万条意见。 
 
修正案草案的主要内容以及我们对此所作的讨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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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

元 
                                                     

现行的个人所得税法自1980年颁布以来，先后两次调整了工资薪金所得费
用扣除标准，即：2006年1月1日起由人民币800元/月提高至人民币1,600
元/月，2008年3月1日起由人民币1,600元/月提高至人民币2,000元/月。此
次草案进一步提高费用扣除标准，主要是考虑到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的不
断增加。 
 
值得注意的是，修正案草案并未对外籍个人适用的费用扣除标准是否按照
同样的幅度提高予以明确。2008年3月本地员工的费用扣除标准从人民币
1,600元/月提高到人民币2,000元/月时，外籍个人的费用扣除标准保持不
变。我们注意到，统一的企业所得税制度从2008年1月1日起实行，取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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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针对外商投资企业的优惠政策。而在个人所得税方面，包括工资薪金
所得适用更高费用扣除标准在内的外籍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暂时没有变
化。但我们认为在这一方面也不太可能给予外籍个人更大力度的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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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案草案对工资薪金所得适用的个人所得税税率表进行了如下修改： 
 
 
 
 
 
 
 
 
 
 
 
 
 
 
 
 
 
 
 
 
 
 
 
 
 
 
 
 
上述修改将使得月收入低于人民币19,000元的中国籍人士税负减少，而月
收入高于人民币19,000元的中国籍人士的税负将加。对于外籍人士而言，
由于适用的费用扣除标准不同，这一临界值为人民币16,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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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案草案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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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进行了如下修改： 

级数 全月应纳税所得额     
（现行） 

全月应纳税所得额   
（草案） 

税率
（%） 

1 不超过 500元 1 不超过 1,500元的 的 5% 

2 超过 500元至 2,000元的
部分 

超过 1,500元至 4,500
元的部分 

10% 

3 超过 2,000元至 5,000元
的部分 

 15% 

4 超过 5,000元至 20,000
元的部分 

超过 4,500元至 9,000
元的部分 

20% 

5 超过 20,000元至 40,000
元的部分 

超过 9,000元至 35,000
元的部分 

25% 

6 超过 40,000元至 60,000
元的部分 

超过 35,000元至 55,000
元的部分 

30% 

7 超过 60,000元至 80,000
元的部分 

超过 55,000元至 80,000
元的部分 

35% 

8 超过 80,000元至 100,000
元的部分 

 40% 

9 超过 100,000元的部分 超过 80,000元的部分 45% 

                                                 
1 单位为人民币元，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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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个人所得税纳税申报期限将由次月7日内延长至次月15日内 
 

在现行的个人所得税法下，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应该在次月7日内申报缴
纳上月的税款。修正案草案将申报期限由次月7日内延长至次月15日内，
以和企业所得税、增值税、营业税等税种的纳税申报期限保持一致。 

 
毕马威观察 
 
自修正案草案 2011年 4月 25日公布以来，人民币 3,000元/月的费用扣
除标准是否合理，一直是社会公众讨论的焦点。社会公众普遍担心的是目
前通货膨胀加剧，房价居高不下，3,000元/月的费用扣除标准确实很难与
不断增加的生活成本保持同步。  

 
除此之外，对修正案草案的讨论还包括以下问题： 

 
•     以综合征收方式代替现有的分类征收方式是否可行？ 

 
•     在引入综合申报方式时是否可以考虑到个人赡养（抚养）家庭成员的

情况而给予一定的免税额？ 
 

中国政府在“十二五规划”中就个人所得税改革提出了若干目标，其
中之一便是逐步建立个人所得税综合申报制度。将纳税人不同类型的
所得集中考虑可以更加准确地反映个人的收入水平。其实，中国税务
机关已经开始了引入综合申报的尝试。自 2006年起，符合条件的年
所得在人民币 12万元以上的个人需办理年度个人所得税自行申报。
这可以看做是由分类征收向综合征收转变的预备措施。在自行申报的
申报表上，税务机关就要求纳税人提供其各类所得的信息。从目前我
们了解的情况看，首先可能在新个人所得税法下采用综合申报方式的
是目前适用累进方法计税的所得，即：工资薪金、个体工商户生产经
营所得、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承租经营所得、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
业所得。其他几类财产所有人可以定期取得的固定所得（例如：特许
权使用费和租金所得），也可能纳入综合申报管理体系。 
 
 
 
 
 
 
 
 

级数 全年应纳税所得额     
（现行） 

全年应纳税所得额   
（草案） 

税率（%） 

1 不超过 5,000元的 不超过 15,000元的 5% 

2 超过 5,000元至 10,000
元的部分 

超过 15,000元至
30,000元的部分 

10% 

3 超过 10,000元至
30,000元的部分 

超过 30,000元至
60,000元的部分 

20% 

4 超过 30,000元至
50,000元的部分 

超过 60,000元至
100,000元的部分 

30% 

5 超过 50,000元的部分 超过 100,000元的部分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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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案用 20%的税率取代了原先工资薪金适用的 15%和 20%两档税率，

这样的调整是否合适？ 
 

15%和 20%这两档税率覆盖的基本上是工薪阶层中的中等收入群体。
如前文第二点中所谈，按照草案中的新税率计算，月收入人民币
19,000元以上的纳税人的税负将会有所增加。根据十二五规划，税率
结构调整的目标是降低中低收入者负担，加重高收入者负担。草案中
调整后的税率似乎并未体现出培育工薪中等收入阶层的政策导向。 
 

毕马威于2011年5月与《国际税务评论》杂志合作出版了题为《中国-展望
未来》2的报告。该报告对“十二五规划”下中国税收法律法规的变动趋
势进行了分析和预测。其中的《收入再分配》一章对中国个人所得税改革
的发展趋势及其对企业和个人的影响进行了分析。阁下可以按此浏览该报
告。 

    

 
 
 
 
 
 
 
 
 
 
 
 
 
 
 
 
 
 
 
 
 
 
 
 
 
 
 
 
 
 
 
 
 
 
 

                                                 
2 此出版物目前只备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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