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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综合类 

1. 哪些所得项目是综合所得？ 

答：综合所得具体包括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

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居民个人取得综合所得需要

年度汇算的，应于次年 3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办理年度汇算。 

2. 综合所得适用的税率是什么？ 

答：综合所得，适用百分之三至百分之四十五的超额累

进税率。 

3. 居民个人的综合所得应纳税所得额如何确定？ 

答：居民个人的综合所得，以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额减

除费用六万元以及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和依法确定的其

他扣除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举例：居民个人兰兰 2019 年共取得工资 144000 元，取

得劳务报酬 20000 元，取得稿酬 5000 元，转让专利使用权

取得收入 20000元，符合条件的专项扣除和专项附加扣除共

计 62400 元。 

年收入总额=144000+20000×（1-20%）+5000×（1-20%）

×70%+20000×（1-20%)=178800（元） 

年应纳税所得额=178800-60000-62400=56400（元） 

4. 新个税法下，年度汇算时，劳务报酬、稿酬、特许

权使用费所得如何计算收入额？ 

答：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以收

入减除百分之二十的费用后的余额为收入额。稿酬所得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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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额减按百分之七十计算。 

举例：居民个人小赵 2019 年取得工资收入 80000 元、

劳务报酬收入 50000 元、特许权使用费收入 100000 元、稿

酬收入 40000 元，请计算小赵 2019 年综合所得收入额是多

少？ 

80000+（50000+100000）×（1-20%）+40000×（1-20%）

×70%=222400（元） 

5. 居民个人 2019 年的综合所得如何进行年度汇算？  

答：居民个人 2019 年度综合所得收入超过 12 万元且需

要补税金额超过 400 元的，或者 2019 年度已预缴税额大于

年度应纳税额且申请退税的，需要办理年度汇算。即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取得的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

特许权使用费等四项所得的收入额，减除费用 6 万元以及专

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和符合条件的

公益慈善事业捐赠后，适用综合所得个人所得税税率并减去

速算扣除数，计算本年度最终应纳税额，再减去 2019 年度

已预缴税额，得出本年度应退或应补税额，向税务机关申报

并办理退税或补税。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2019 年度汇算应退或应补税额=[（综合所得收入额

-60000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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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适用税率-速算扣除

数]-2019 年已预缴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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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居民个人兰兰 2019 年共取得工资 144000 元，取

得劳务报酬 20000 元，取得稿酬 5000 元，转让专利使用权

取得收入 20000元，符合条件的专项扣除和专项附加扣除共

计 62400 元。则 2020 年汇算时，兰兰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

计算如下： 

年收入总额=144000+20000×（1-20%）+5000×（1-20%）

×70%+20000×（1-20%)=178800（元） 

年应纳税所得额=178800-60000-62400=56400（元） 

全年应纳个人所得税额=56400×10% - 2520 = 3120（元） 

（温馨提示：全年应纳税所得额超过 36000 元至 144000

元的部分，适用 10%的税率，速算扣除数为 2520） 

已预缴的所得税额 7608（元） 

年度汇算应纳税额=全年应纳所得税额-累计预缴所得

税额=3120-7608=-4488（元），兰兰 2020 年可申请退税 4488

元。 

6. 什么是居民个人和非居民个人？ 

答：居民个人是指在中国境内有住所，或者无住所而一

个纳税年度内在中国境内居住累计满一百八十三天的个人。 

  非居民个人是指在中国境内无住所又不居住，或者无住

所而一个纳税年度内在中国境内居住累计不满一百八十三

天的个人。 

7. 非居民个人需要进行综合所得年度汇算吗？ 

答：非居民个人取得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

稿酬所得和特许权使用费所得，有扣缴义务人的，由扣缴义

务人按月或者按次代扣代缴税款，不办理年度汇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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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中国境内有住所个人的“住所”是如何判定的？ 

答：税法上所称“住所”是一个特定概念，不等同于实

物意义上的住房。按照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二条规定，

在境内有住所的个人，是指因户籍、家庭、经济利益关系而

在境内习惯性居住的个人。习惯性居住是判定纳税人是居民

个人还是非居民个人的一个法律意义上的标准，并不是指实

际的居住地或者在某一个特定时期内的居住地。对于因学

习、工作、探亲、旅游等原因而在境外居住，在这些原因消

除后仍然回到中国境内居住的个人，则中国为该纳税人的习

惯性居住地，即该个人属于在中国境内有住所。 

对于境外个人仅因学习、工作、探亲、旅游等原因而在

中国境内居住，待上述原因消除后该境外个人仍然回到境外

居住的，其习惯性居住地不在境内，即使该境外个人在境内

购买住房，也不会被认定为境内有住所的个人。 

9. 无住所居民个人取得综合所得需要进行年度汇算

吗？ 

答：无住所居民个人取得综合所得，年度终了后，应将

年度工资薪金收入额、劳务报酬收入额、稿酬收入额、特许

权使用费收入额汇总，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需要办理年度

汇算的，依法办理年度汇算。 

10. 无住所居民个人税款如何计算？ 

答：无住所居民个人取得综合所得，年度终了后，应按

年计算个人所得税；有扣缴义务人的，由扣缴义务人按月或

者按次预扣预缴税款；需要办理年度汇算的，按照规定办理

年度汇算，年度综合所得应纳税额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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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综合所得应纳税额=（年度工资薪金收入额+年度劳

务报酬收入额+年度稿酬收入额+年度特许权使用费收入额-

减除费用-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

捐赠）×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 

  无住所居民个人为外籍个人的，2022 年 1 月 1 日前计算

工资薪金收入额时，已经按规定减除住房补贴、子女教育费、

语言训练费等八项津补贴的，不能同时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二、 工资薪金 

11. 什么是工资薪金所得？ 

答：个人因任职或者受雇取得的工资、薪金、奖金、年

终加薪、劳动分红、津贴、补贴以及与任职或者受雇有关的

其他所得，为工资、薪金所得。 

12. 演员参与本单位组织的演出取得的报酬是否属于

工资薪金？ 

答：对电影制片厂导演、演职人员参加本单位的影视拍

摄所取得的报酬，属于工资薪金，应按“工资、薪金所得”

应税项目计征个人所得税。 

13. 个人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取得的收入是否属于工资

薪金？ 

答：个人担任公司董事、监事，且不在公司任职、受雇

取得的董事费、监事费，属于劳务报酬，应按“劳务报酬所

得”项目征收个人所得税；个人在公司（包括关联公司）任

职、受雇，同时兼任董事、监事的，属于工资薪金，应将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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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费、监事费与个人工资收入合并，统一按“工资、薪金所

得”项目计征个人所得税。 

14. 单位为职工个人购买商业健康保险是否属于工资

薪金？ 

答：单位统一为员工购买符合规定的税收优惠型商业健

康保险产品的支出，应计入员工个人工资薪金，视同个人购

买，允许在当年（月）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予以税前扣除，

扣除限额为 2400 元/年（200 元/月）。 

15. 单位以误餐补助名义发给职工的补贴、津贴，是否

属于工资薪金？ 

答：按规定不征税的误餐补助，是指按财政部门规定，

个人因公在城区、郊区工作，不能在工作单位或返回就餐，

确实需要在外就餐的，根据实际误餐顿数，按规定的标准领

取的误餐费。除上述情形外，单位以误餐补助名义发给职工

的补贴、津贴，属于工资薪金，应当并入当月工资、薪金所

得计征个人所得税。 

16. 超比例缴付的“三险一金”是否要并入当期工资薪

金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答：单位超过规定比例和标准为个人缴付“三险一金”

的，超过部分应并入个人当期的工资、薪金收入，计征个人

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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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扣缴义务人或纳税人自行申报全年一次性奖金个

人所得税时，如何缴纳个人所得税？是否可以选择并入综合

所得或不并入综合所得税计算？ 

答：居民个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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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在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可以选择不并入当年综合所得，以全年一

次性奖金收入除以 12 个月得到的数额，按照按月换算后的

综合所得税率表，确定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单独计算纳

税。计算公式为： 

应纳税额＝全年一次性奖金收入×月度适用税率－速

算扣除数 

居民个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也可以选择并入当年综

合所得计算纳税。 

举例：居民个人小刘 2019 年 1 月从单位取得 2018 年度

全年绩效奖金 48000 元，2019 年全年工资 120000 元，不考

虑三险一金，无其他所得收入，专项附加扣除 12000 元。如

何计缴个人所得税？ 

（1）如选择全年一次性奖 48000元单独计算： 

确定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48000÷12=4000（元） 

适用税率 10%，速算扣除数 210。 

全年一次性奖应纳个人所得税=48000×10%-210=4590

（元） 

综合所得应纳个人所得税=(120000-60000-12000)×

10%-2520=2280（元） 

全年应纳个人所得税：4590+2280=687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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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选择全年一次性奖 48000元并入 2019 年综合所

得计算纳税： 

全年应纳个人所得税：（120000+48000-60000-12000）

×10%-2520=7080（元） 

18. 中央企业负责人取得年度绩效薪金延期兑现收入

和任期奖励，需要并入综合所得进行年度汇算吗？ 

答：中央企业负责人取得年度绩效薪金延期兑现收入和

任期奖励，符合《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央企业负责人年度绩

效薪金延期兑现收入和任期奖励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

知》（国税发〔2007〕118 号）规定的，在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可以选择不并入当年综合所得，也可以选择并入当年

综合所得进行年度汇算。 

选择不并入当年综合所得的，以该笔收入除以 12 个月

得到的数额，按照按月换算后的综合所得税率表（以下简称

月度税率表），确定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单独计算纳税。

计算公式为： 

应纳税额＝年度绩效薪金延期兑现收入和任期奖励×

月度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 

19. 单位向个人低价售房应如何计算个人所得税？需

要进行年度汇算吗？ 

答：单位按低于购置或建造成本价格出售住房给职工，

职工因此而少支出的差价部分，符合规定的，不并入当年综

合所得，不需要进行年度汇算，以差价收入除以 12 个月得

到的数额，按照月度税率表确定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单

独计算纳税。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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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纳税额＝职工实际支付的购房价款低于该房屋的购

置或建造成本价格的差额×月度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 

20. 与单位解除劳动关系取得的一次性补偿收入如何

计税？要并入综合所得吗？ 

答：个人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取得一次性补偿收入

（包括用人单位发放的经济补偿金、生活补助费和其他补助

费），在当地上年职工平均工资 3 倍数额以内的部分，免征

个人所得税；超过 3 倍数额的部分，不并入当年综合所得，

单独适用综合所得税率表，计算纳税。 

21. 个人办理内部退养手续后从原任职单位取得的一

次性收入该如何计税？ 

答：个人办理内部退养手续从原任职单位取得一次性补

贴收入，不需纳入综合所得进行年度汇算。计税时，按照办

理内部退养手续后至法定离退休年龄之间的所属月份进行

平均后的商数，先与当月工资合并查找税率、计算税额，再

减除当月工资收入应缴的税额，即为该项补贴收入应纳税

额。 

发放一次性补贴收入当月取得的工资收入，仍需要并入

综合所得计算缴税。在年终汇算时，正常按照税法规定扣除

基本减除费用。 

举例：李海 2019 年每月取得工资 7000 元。2019 年 5 月

李海办理了内部退养手续，从单位取得了一次性内部退养收

入 10万元。李海离正式退休时间还有 20个月，假定李海 2019

年度没有其他综合所得，可享受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如

何计算李海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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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海离正式退休时间还有 20 个月，平均分摊一次性

收入 100000÷20=5000 元； 

2.5000 元与当月工资 7000 元合并，减除当月费用扣除

标准 5000 元，以其余额为基数确定使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

（5000+7000）-5000=7000，应适用税率 10%，速算扣除数

210； 

3.将当月工资 7000 元加上当月取得的一次性收入

100000 元，减去费用扣除标准 5000 元，计算税款

（7000+100000-5000）×10%-210=9990 元。 

模拟计算单月工资应计算的税款：（7000-5000）×3%=60

元 

内部退养应缴纳的税款为 9990-60=9930 元 

4.李海 2019 年度取得内部退养一次性收入不并入当月

外，其他月份另行累计预扣预缴税款（7000×12-5000×12- 

1000×12）×3%=360 元 

5. 李 海 2019 年 全 年 应 缴 纳 个 人 所 得 税 为

9930+360=10290 元 

22. 提前退休一次性收入个人所得税如何计算？需要

进行年度汇算吗？ 

答：个人办理提前退休手续而取得的一次性补贴收入，

应按照办理提前退休手续至法定离退休年龄之间实际年度

数平均分摊，确定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单独适用综合所

得税率表，计算纳税，不需并入综合所得进行年度汇算。计

算公式： 

应纳税额={〔（一次性补贴收入÷办理提前退休手续至

法定退休年龄的实际年度数）－费用扣除标准〕×适用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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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算扣除数}×办理提前退休手续至法定退休年龄的实际

年度数 

23. 离退休人员取得返聘工资和奖金补贴如何计税？

需要进行年度汇算吗？ 

答：按照国家统一规定发给干部、职工的安家费、退职

费、基本养老金或者退休费、离休费、离休生活补助费，免

征个人所得税。 

离退休人员除按规定领取离退休工资或养老金外，另从

原任职单位取得的各类补贴、奖金、实物，不属于《个人所

得税法》第四条规定可以免税的退休工资、离休工资、离休

生活补助费，应在减除按《个人所得税法》规定的费用扣除

标准后，按“工资、薪金所得”应税项目缴纳个人所得税。

需要办理年度汇算的，按照规定办理年度汇算。 

24. 高级专家延长离退休期间取得的工资需要缴纳个

人所得税吗？ 

答：达到离休、退休年龄，但确因工作需要，适当延长

离休退休年龄的高级专家（指享受国家发放的政府特殊津贴

的专家、学者或者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其在延

长离休退休期间，从其劳动人事关系所在单位取得的，单位

按国家有关规定向职工统一发放的工资、薪金、奖金、津贴、

补贴等收入，视同离休、退休工资，免征个人所得税；取得

其他各种名目的津补贴收入等，以及高级专家从其劳动人事

关系所在单位之外的其他地方取得的培训费、讲课费、顾问

费、稿酬等各种收入，依法计征个人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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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居民个人取得股票期权、股票增值权、限制性股票、

股权奖励等股权激励，如何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是否并入

综合所得？ 

答：居民个人取得股票期权、股票增值权、限制性股票、

股权奖励等股权激励（以下简称股权激励），符合有关规定

条件的，在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不并入当年综合所得，

全额单独适用综合所得税率表，一个纳税年度内取得两次以

上（含两次）股权激励的，应按规定合并计算纳税。计算公

式为： 

应纳税额＝股权激励收入×年度适用税率－速算扣除

数 

26. 个人领取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如何计算个人所得

税？需要进行年度汇算吗？ 

答：个人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按照规定领取的企

业年金、职业年金，不并入综合所得进行年度汇算，全额单

独计算应纳税款。其中按月领取的，适用月度税率表计算纳

税；按季领取的，平均分摊计入各月，按每月领取额适用月

度税率表计算纳税；按年领取的，适用综合所得税率表计算

纳税。 

27. 领取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如何计算个人所得

税？需要进行年度汇算吗？ 

答：个人按照规定领取的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的养

老金收入，其中 25%部分予以免税，其余 75%部分按照 10%

的比例税率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由保险机构代扣代缴后，

在个人购买税延养老保险的机构所在地办理全员全额扣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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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不需并入综合所得进行年度汇算。 

28. 科技人员取得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现金奖励减按 50%

计入工资薪金需要符合什么条件？需要并入综合所得进行

年度汇算吗？ 

答：自 2018 年 7 月 1 日起,依法批准设立的非营利性研

究开发机构和高等学校（包括国家设立的科研机构和高校、

民办非营利性科研机构和高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

科技成果转化法》规定,从职务科技成果转化收入中给予科

技人员的现金奖励,可减按 50%计入科技人员当月“工资、薪

金所得”,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需要并入综合所得进行年

度汇算。 

29. 高新技术企业转化科技成果给予技术人员的股权

奖励如何计算个人所得税？ 

答：个人获得股权奖励时,按照“工资、薪金所得”项

目计算确定应纳税额。在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不并入当年

综合所得,全额单独适用综合所得税率表,计算纳税,2022 年

1 月 1 日之后的股权激励政策另行明确。计算公式为: 

应纳税额=股权激励收入×年度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 

居民个人一个纳税年度内取得两次以上（含两次）股权

激励的,应合并按上述规定计算纳税。 

三、 劳务报酬 

30. 什么是劳务报酬所得？ 

答：个人从事劳务取得的所得，包括从事设计、装潢、

安装、制图、化验、测试、医疗、法律、会计、咨询、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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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审稿、书画、雕刻、影视、录音、录像、演出、表演、

广告、展览、技术服务、介绍服务、经纪服务、代办服务以

及其他劳务取得的所得，为劳务报酬所得。 

31. 保险代理人取得佣金收入应如何计税？需并入综

合所得进行年度汇算吗？ 

答：保险代理人与保险营销员属于同一类人员。保险代

理人取得的佣金收入，属于劳务报酬所得，以不含增值税的

收入减除 20%的费用后的余额为收入额，收入额减去展业成

本以及附加税费后，并入当年综合所得，计算缴纳个人所得

税。保险营销员、证券经纪人展业成本按照收入额的 25%计

算。 

举例：居民个人小李是某保险公司营销员，2019 年 1 月

取得保险营销佣金收入 20600 元，该保险公司接受税务机关

委托代征税款，向个人保险代理人支付佣金费用后，代个人

保险代理人统一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汇总代开增值税普通

发票。保险公司应预扣小李 2019 年 1 月份的个人所得税多

少元？ 

月收入低于 10 万元，免征增值税，应预扣小李 2019 年

1 月份的个人所得税=[20600×(1-20%)×(1-25%)-5000]×

3%=220.8 元 

32. 保险营销员（或保险代理人）在同一个公司获得两

笔收入，一笔是保险费佣金收入，一笔是做文秘岗获得的工

资，这两笔收入应如何计税？  

答：此种情况，若该保险营销员（或保险代理人）是该

公司的雇员，则他取得的保险费佣金收入应与文秘岗取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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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一起按照工资薪金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 

33. 医疗机构临时聘请坐诊的专家取得收入如何计

税？需要进行年度汇算吗？ 

答：受医疗机构临时聘请坐堂门诊及售药，由该医疗机

构支付报酬，或收入与该医疗机构按比例分成的人员，其取

得的所得，按照“劳务报酬所得”应税项目缴纳个人所得税，

以一个月内取得的所得为一次，税款由该医疗机构预扣预

缴，并入综合所得进行年度汇算。 

34. 单位以免费旅游方式对非本单位员工的营销人员

进行奖励的，怎么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需要并入综合所得

进行年度汇算吗？ 

答：应作为当期劳务收入，按照“劳务报酬所得”项目

征收个人所得税，需要并入综合所得进行年度汇算。 

四、 稿酬 

35. 什么是稿酬所得？ 

答：个人因其作品以图书、报刊等形式出版、发表而取

得的所得，为稿酬所得。 

36. 个人通过出版社出版小说取得的收入应如何计

税？需要进行年度汇算吗？ 

答：个人通过出版社出版小说取得的收入，按照“稿酬

所得”项目计缴个人所得税，并入综合所得进行年度汇算。 

举例：2019 年 8 月份某出版社要出版作家的一本小说，

由作家提供书稿，出版社支付给作者 2.5 万元。2019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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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出版社应预扣作者个人所得税＝25000×（1－20%）×70%

×20%＝2800（元）。年度终了后，作者取得的该笔稿酬按

照 14000 元（25000×（1－20%）×70%）的收入额与当年本

人取得的其他综合所得合并后办理年度汇算。 

37. 作者去世后，对取得其遗作稿酬的人是否需要缴纳

个人所得税？  

答：作者去世后，对取得其遗作稿酬的个人，按稿酬所

得征收个人所得税，并入综合所得进行年度汇算。 

38. 个人的书画作品、摄影作品在杂志上发表取得的所

得，应如何计税？需要并入综合所得进行年度汇算吗？ 

答：个人的书画作品、摄影作品在杂志上发表取得的所

得，应按“稿酬所得”项目计缴个人所得税，并入综合所得

进行年度汇算。 

39. 杂志社职员在本单位刊物上发表作品取得所得按

什么项目计缴个人所得税？ 

答：任职、受雇于报刊、杂志等单位的记者、编辑等专

业人员，因在本单位的报刊、杂志上发表作品取得的所得，

属于因任职、受雇而取得的所得，应与其当月工资收入合并，

按“工资、薪金所得”项目征收个人所得税。 

40. 出版社专业记者编写的作品，由本社以图书形式出

版而取得的稿费收入，应如何计税？需要并入综合所得进行

年度汇算吗？ 

答：出版社的专业作者撰写、编写或翻译的作品，由本

社以图书形式出版而取得的稿费收入，应按“稿酬所得”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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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并入综合所得进行年度汇算。 

41. 任职、受雇于报刊、杂志等单位的非专业人员，因

在本单位的报刊、杂志上发表作品取得的所得，应如何计

税？需要并入综合所得进行年度汇算吗？ 

答：任职、受雇于报刊、杂志等单位的非专业人员，在

本单位的报刊、杂志上发表作品取得的所得，应按“稿酬所

得”项目征收个人所得税，并入综合所得进行年度汇算。 

五、 特许权使用费 

42. 什么是特许权使用费所得？ 

答：特许权使用费所得，是指个人提供专利权、商标权、

著作权、非专利技术以及其他特许权的使用权取得的所得;

提供著作权的使用权取得的所得，不包括稿酬所得。 

43. 编剧取得的剧本使用费，按稿酬所得征税还是按特

许权使用费项目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答： 对于剧本作者从电影、电视剧的制作单位取得的剧

本使用费，应按特许权使用费所得项目计征个人所得税，并

入综合所得进行年度汇算。 

44. 个人获得的专利赔偿款应按什么项目计算缴纳个

人所得税？ 

答：根据国税函〔2000〕257 号文件规定，专利赔偿款

应按“特许权使用费所得”项目计缴个人所得税，并入综合

所得进行年度汇算。 

https://www.66law.cn/special/shangbiaochax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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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个人将小说手稿进行拍卖取得所得，应按什么项目

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答：作者将自己的文字作品手稿原件或复印件拍卖取得

的所得，按照“特许权使用费”所得项目缴纳个人所得税，

并入综合所得进行年度汇算。 

六、 专项附加扣除 

46. 子女教育的扣除主体、范围和扣除标准是什么？ 

答：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的扣除主体是子女的法定监

护人，包括生父母、继父母、养父母，父母之外的其他人担

任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的，比照执行。子女的范围包括婚

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继子女，也包括未成年但受

到本人监护的非子女。子女教育按照每个子女每年 12000 元

（每月 1000 元）的标准定额扣除。 

47. 有多子女的父母，可以对不同的子女选择不同的扣

除方式吗？ 

答：可以。有多子女的父母，可以对不同的子女选择不

同的扣除方式，即对子女甲可以选择由一方按照每月 1000

元的标准扣除，对子女乙可以选择由双方分别按照每月 500

元的标准扣除。 

48. 对于存在离异重组等情况的家庭而言，如何享受子

女教育扣除政策？ 

答：具体扣除方法由父母双方协商决定，一个孩子扣除

总额不能超过每月 1000 元，扣除主体不能超过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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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残障儿童接受的特殊教育，父母是否可以享受子女

教育专项附加扣除？ 

答：特殊教育属于义务教育，同时拥有学籍，因此父母

可以享受扣除。 

50. 大学期间参军，学校保留学籍，是否可以按子女教

育扣除？ 

答：服兵役是公民的义务，大学期间参军是积极响应国

家的号召，参军保留学籍期间，属于高等教育阶段，其父母

可以享受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 

51. 参加“跨校联合培养”需要到国外读书几年的，是

否可以按照子女教育扣除？ 

答：一般情况下，参加“跨校联合培养”的学生，原学

校继续保留学生学籍，子女在国外读书期间，父母可以享受

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 

52. 继续教育的扣除范围和扣除标准是什么？ 

答：纳税人在中国境内接受学历（学位）继续教育的支

出，在学历（学位）教育期间按照每月 400 元定额扣除。同

一学历（学位）继续教育的扣除期限不能超过 48 个月。纳

税人接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继续教育、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

格继续教育的支出，在取得相关证书的当年，按照 3600 元

定额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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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纳税人享受继续教育扣除时，如果因病、因故等原

因休学且学籍继续保留的休学期间，以及施教机构按规定组

织实施的寒暑假是否连续计算？ 

答：学历（学位）继续教育的扣除期限最长不得超过 48

个月。48 个月包括纳税人因病、因故等原因休学且学籍继续

保留的休学期间，以及施教机构按规定组织实施的寒暑假期

连续计算。 

54. 纳税人处于本硕博连读的博士阶段，父母已经申报

享受了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纳税人如果在博士读书时取

得律师资格证书，可以申报继续教育扣除吗？ 

答：如果纳税人有综合所得,一个纳税年度内，在取得

证书的当年，可以享受职业资格继续教育扣除。 

55. 参加自学考试，纳税人应当如何享受扣除？ 

答：按照《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暂行条例》的有关规定，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应考者取得一门课程的单科合格证书后，

教育部门即为其建立考籍管理档案。具有考籍管理档案的考

生，可以按规定享受继续教育专项附加扣除。 

56. 纳税人参加夜大、函授、现代远程教育、广播电视

大学等学习，是否可以享受继续教育扣除？ 

答：纳税人参加夜大、函授、现代远程教育、广播电视

大学等学习，所读学校为其建立学籍档案的，可以享受学历

（学位）继续教育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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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如果在国外进行的学历继续教育，或者是拿到了国

外颁发的技能证书，能否享受继续教育扣除？ 

答：根据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的规定，纳税人在中国

境内接受的学历（学位）继续教育支出，以及接受技能人员

职业资格继续教育、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继续教育支出，

可以按规定享受扣除。对于纳税人在国外接受的学历继续教

育和国外颁发的技能证书，不符合“中国境内”的规定，不

能享受继续教育专项附加扣除。 

58. 如果纳税人在接受学历继续教育的同时取得技能

人员职业资格证书或者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如何享

受扣除？ 

答：纳税人接受学历继续教育，可以按照每月 400 元的

标准扣除，全年共计 4800 元；在同年又取得技能人员职业

资格证书或者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且符合扣除条件

的，全年可按照 3600 元的标准定额扣除。因此，对同时符

合两类情形的纳税人，该年度可叠加享受扣除，即当年其继

续教育最多可扣除 8400 元。 

59. 住房贷款利息的扣除主体、范围和扣除标准是什

么？ 

答：纳税人本人或其配偶单独或共同使用商业银行或住

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为本人或其配偶购买中国境内住 

房，发生的首套住房贷款利息支出，在实际发生贷款利息的

年度，按照每月 1000 元标准定额扣除，扣除期限最长不超

过 240个月。纳税人只能享受一次首套住房贷款的利息扣除。

经夫妻双方约定，可以选择由其中一方扣除，具体扣除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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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纳税年度内不能变更。 

60. 父母和子女共同购房，房屋产权证明、贷款合同均

登记为父母和子女，住房贷款利息专项附加扣除如何享受？ 

答：父母和子女共同购买一套房子，不能既由父母扣除，

又由子女扣除，应该由主贷款人扣除。如主贷款人为子女的，

由子女享受扣除；主贷款人为父母中一方的，由父母任一方

享受扣除。 

61. 我用贷款买了一套房，由于工作需要将该房屋贷款

还清后置换了另一套房，第二套房贷银行依旧给我的是首套

房贷款利率，第一套房时我没享受过贷款利息政策，那么第

二套房贷利息可以享受住房贷款利息扣除政策吗？ 

答：可以。根据现行政策规定，如果纳税人没有申报过

住房贷款利息扣除，那么其按照首套住房贷款利率购买的第

二套住房，可以享受住房贷款利息扣除。 

62. 妻子在北京婚前有首套住房贷款，婚前已经享受了

首套住房贷款利息扣除。婚后夫妻二人在天津买了新房并记

在丈夫名下，丈夫婚前没有买过房子，这种情况下，如果天

津的新房符合首套贷款条件，丈夫是否能享受贷款利息专项

附加扣除？ 

答：婚后，如果妻子就婚前已购住房申请继续享受住房

贷款利息扣除，夫妻双方均不能再就其它住房享受住房贷款

利息扣除。婚后，如果妻子未就婚前已购住房享受住房贷款

利息扣除，且丈夫之前也未享受过住房贷款利息扣除，则丈

夫可以就其婚后新购住房享受住房贷款利息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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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如何理解纳税人只能享受一次住房贷款利息扣

除？ 

答：只要纳税人申报扣除过一套住房贷款利息，在个人

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的信息系统中就存有扣除住房贷款利

息的记录，无论扣除时间长短、也无论该住房的产权归属情

况，纳税人就不得再就其他房屋享受住房贷款利息扣除。 

64. 住房租金的扣除主体、范围和扣除标准是什么？ 

答：纳税人及配偶在主要工作城市没有自有住房而发生

的住房租金支出，可以按照规定享受住房租金专项附加扣

除。住房租金支出由签订租赁住房合同的承租人扣除，夫妻

双方主要工作城市相同的，只能由一方扣除，夫妻双方主要

工作城市不相同的，且各自在其主要工作城市都没有住房

的，可以分别扣除住房租金支出。夫妻双方不得同时分别享

受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扣除。具体扣除标准如下：（一）

直辖市、省会（首府）城市、计划单列市以及国务院确定的

其他城市，扣除标准为每月 1500 元；（二）除第一项所列

城市以外，市辖区户籍人口超过 100 万的城市，扣除标准为

每月 1100 元；市辖区户籍人口不超过 100 万的城市，扣除

标准为每月 800 元。 

65. 合租住房可以分别享受扣除政策吗？ 

答：住房租金支出由签订租赁合同的承租人扣除。因此，

合租租房的个人（非夫妻关系），若都与出租方签署了规范

租房合同，可根据租金定额标准各自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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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员工宿舍可以扣除住房租金支出吗？ 

答：如果个人不付租金，不得享受扣除；如果本人支付

了租金且符合相关条件的，可以扣除。 

67. 公租房是公司与保障房公司签的协议，但员工是需

要付房租的，这种情况下员工是否可以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需要留存什么资料备查？ 

答：纳税人在主要工作城市没有自有住房而发生的住房

租金支出，可以按照标准定额扣除。员工租用公司与保障房

公司签订的保障房，并支付租金的，可以申报扣除住房租金

专项附加扣除。纳税人应当留存与公司签订的公租房合同或

协议等相关资料备查。 

68. 纳税人公司所在地为保定，被派往分公司北京工

作，纳税人及其配偶在北京都没有住房，由于工作原因在北

京租房，纳税人是否可以享受住房租金扣除？如果可以，应

按照哪个城市的标准扣除？ 

答：符合条件的纳税人在主要工作地租房的支出可以享

受住房租金扣除。主要工作地指的是纳税人的任职受雇所在

地，如果任职受雇所在地与实际工作地不符的，以实际工作

地为主要工作城市。该问题中，纳税人当前的实际工作地（主

要工作地）是北京市，应当按照北京市的标准享受住房租金

扣除。 



36 

 

69. 某些行业员工流动性比较大，一年换几个城市租赁

住房，或者当年一直外派并在当地租房，如何申报住房租金

专项附加扣除？ 

答：如果单位为外派员工解决住宿问题，则个人不应再

扣除住房租金。对于外派员工自行解决租房问题的，一年内

多次变换工作地点的，个人应及时向扣缴义务人或者税务机

关更新专项附加扣除相关信息，允许一年内按照更换工作地

点的情况分别进行扣除。 

70. 赡养老人的扣除主体、范围和扣除标准是什么？ 

答：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的扣除主体包括：一是负有

赡养义务的所有子女。《婚姻法》规定：婚生子女、非婚生

子女、养子女、继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二是祖父母、

外祖父母的子女均已经去世，负有赡养义务的孙子女、外孙

子女。纳税人赡养年满 60 岁父母以及子女均已去世的年满

60 岁祖父母、外祖父母的，可以享受扣除政策。具体扣除标

准为：（一）独生子女，按照每月 2000 元标准定额扣除；

（二）非独生子女，应当与其兄弟姐妹分摊每月 2000 元的

扣除额度，分摊扣除最高不得超过每月 1000 元。 

71. 双胞胎是否可以按照独生子女的标准享受扣除？ 

答：双胞胎不可以按照独生子女标准享受扣除。双胞胎

兄弟姐妹需要共同赡养父母，双胞胎中任何一方都不是父母

的唯一赡养人，因此每个子女不能独自享受每月 2000 元的

扣除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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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非独生子女，父母指定或兄弟协商，能否以某位子

女按每月 2000 元扣除？ 

答：不可以。按照规定，纳税人为非独生子女的，在兄

弟姐妹之间分摊每月 2000 元的扣除额度，每人分摊额度不

能超过每月 1000 元。 

73. 父母均要满 60 岁还是只要一位满 60 岁即可享受扣

除？ 

答：父母中有一位年满 60 周岁，纳税人就可以按照规

定标准享受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 

74. 独生子女家庭，父母离异后再婚的，如何享受赡养

老人专项附加扣除？ 

答：对于独生子女家庭，父母离异后重新组建家庭，在

新组建的两个家庭中，只要父母中一方没有纳税人以外的其

他子女，则纳税人可以按照独生子女标准享受每月 2000 元

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除上述情形外，不能按照独生子女

享受扣除。 

75. 生父母有两个子女，将其中一个过继给养父母，养

父母家没有其他子女，被过继的子女属于独生子女吗？留在

原家庭的孩子，属于独生子女吗？ 

答：被过继的子女，在新家庭中属于独生子女。留在原

家庭的孩子，如没有兄弟姐妹与其一起承担赡养父母的义

务，也可以按照独生子女标准享受扣除。 

76. 大病医疗的扣除主体、范围和扣除标准是什么？ 

答：在一个纳税年度内，纳税人发生的与基本医保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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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医药费用支出，扣除医保报销后个人负担（指医保目录范

围内的自付部分）累计超过 15000 元的部分，由纳税人在办

理年度汇算时，在 80000 元限额内据实扣除。纳税人发生的

医药费用支出可以选择由本人或其配偶一方扣除，未成年子

女发生的医药费用支出可以选择由其父母一方扣除。纳税人

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发生的医药费用支出，可按规定分别

计算扣除额。 

77. 大病医疗支出中，纳税人年末住院，第二年年初出

院，这种跨年度的医疗费用，如何计算扣除额？是分两个年

度分别扣除吗？ 

答：纳税人年末住院，第二年年初出院，一般是在出院

时才进行医疗费用的结算。纳税人申报享受大病医疗扣除，

以医疗费用结算单上的结算时间为准，因此，该医疗费用支

出属于是第二年的支出。到 2019 年结束时，如果达到大病

医疗扣除的条件，可以在 2020 年汇算时享受扣除。 

78. 在私立医院就诊是否可以享受扣除？ 

答：对于纳入医疗保障结算系统的私立医院，只要纳税

人看病的支出在医保系统可以体现和归集，则纳税人发生的

与基本医保相关的支出，可以按照规定享受大病医疗扣除。 

79. 夫妻同时有大病医疗支出，如果都在丈夫一方扣

除，扣除限额是多少？ 

答：夫妻同时有符合条件的大病医疗支出，可以选择都

在丈夫一方扣除，扣除限额分别计算，每人最高扣除额为 8

万元，合计最高扣除限额为 1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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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享受大病医疗专项附加扣除时，纳税人需要注意什

么？ 

答：纳税人日常看病时，应当留存医药服务收费及医保

报销相关票据等资料备查，同时，可以通过医疗保障部门的

医疗保障管理信息系统查询本人上一年度医药费用支出情

况。 

 

81. 纳税人如何知道可以享受大病医疗扣除的自付金额？ 

答：目前，国家医疗保障局已向公众提供互联网查询服

务。参加基本医保的纳税人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查询 2019 年度纳税人发生的与基本医保相关的医药费用支

出扣除医保报销后个人负担的累计金额。 

 

七、 捐赠 

82. 公益性捐赠扣除应当符合什么条件？ 

答：个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公益性社会组织、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等国家机关，向教育、扶贫、济困

等公益慈善事业的捐赠，发生的公益捐赠支出，可按照个人

所得税法有关规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上述所称境内公益性社会组织，包括依法设立或登记并

按规定条件和程序取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慈善组

织，其他社会组织和群众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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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在公益捐赠中，个人捐赠货币性资产和非或货币性

资产如何确定捐赠额？ 

答：个人捐赠货币性资产的，按照实际捐赠金额确定捐

赠额 。个人捐赠股权、房产的，按照个人持有股权、房产

的财产原值确定捐赠额。个人捐赠除股权、房产以外的其他

非货币性资产的，按照非货币性资产市场价格确定捐赠额。 

84. 居民个人公益捐赠支出可以在综合所得年度汇算

时扣除吗? 

答：根据现行税收政策规定，公益捐赠支出是综合所得

年度汇算重点税前扣除项目之一，因此纳税人的公益捐赠支

出是可以在综合所得年度汇算时扣除的。特别需要说明的

是，现行的综合所得年度汇算制度可以帮助纳税人更加精

准、全面地享受公益捐赠优惠政策，更好的保障纳税人权益。

比如，有的纳税人平时工作繁忙，在平时没来及申报扣除公

益捐赠支出，那么他可以通过年度汇算追补扣除。还有的纳

税人取得稿酬、劳务报酬、特许权使用费收入，在平时没有

充分足额扣除公益捐赠支出，那么也可以通过年度汇算追补

扣除。总而言之，纳税人没有及时或足额扣除公益捐赠支出

的，都可以在综合所得年度汇算时申报扣除，保障纳税人充

分享受政策红利。 

85. 居民个人在综合所得年度汇算时扣除公益捐赠支

出应该注意什么？ 

答：纳税人在综合所得年度汇算时要注意以下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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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要在税法规定的额度范围内扣除公益捐赠支出。

根据现行政策规定，纳税人在综合所得扣除公益捐赠支出有

上限的，具体为年度综合所得应纳税所得额的百分之三十

（政策规定对公益捐赠全额税前扣除的，不受该比例限制）。

因此纳税人在综合所得年度汇算时，要着重关注自己公益捐

赠支出扣除的上限，以便准确享受公益捐赠政策。 

第二，要留存好捐赠票据。根据现行政策规定，当纳税

人完成捐赠，不论金额大小，公益性社会组织、国家机关都

可以为捐赠人开具捐赠票据。因此，为了防止通过虚假捐赠

逃避税收，政策规定享受公益捐赠政策的纳税人要妥善保管

捐赠票据，以便在税务机关后续有核查需求时予以配合。 

86. 同时存在限额扣除和全额扣除的公益捐赠，两者扣

除的先后顺序会影响最终缴纳税款金额吗？ 

答：不影响。根据现行税法规定，个人公益捐赠支出的

扣除基数为扣除捐赠额之前的应纳税所得税额。也就是说，

这个应纳税所得额是一个固定数，不会因为先扣了一笔捐赠

额而缩小。因此，不论是先扣限额捐赠支出还是先扣全额扣

除捐赠，最终效果都是一样的。 

八、 税收优惠 

87. 个人所得税法规定的可以免税的国家统一规定发

放的补贴、津贴是指什么？ 

答：是指按照国务院规定发给的政府特殊津贴、院士津

贴，以及国务院规定免予缴纳个人所得税的其他补贴、津贴。 



42 

 

88. 个人所得税法规定的不属于可以免税的福利范围

具体是什么？ 

答：下列收入不属于免税的福利费范围： 

（1）超过国家规定的比例计提福利费、工会经费中支

付给个人的； 

（2）从福利费和工会经费中支付的人人有份的； 

（3）单位为个人购买汽车、住房、电子计算机等不属

于临时性生活困难补助性质的支出。 

89. 军人的转业费、复员费需要并入综合所得进行年度

汇算吗？ 

答：军人的转业费、复员费免征个人所得税，因此不需

要并入综合所得进行年度汇算。 

90. 按照国家统一规定发给干部、职工的安家费、退职

费、退休费、离休费、离休生活补助费需要计入综合所得进

行年度汇算吗？ 

答：按照国家统一规定发给干部、职工的安家费、退职

费、退休费、离休费、离休生活补助费免征个人所得税，因

此不需要并入综合所得进行年度汇算。 

91. 个人领取原提存的住房公积金、医疗保险金、基本

养老保险金时，需要并入综合所得进行年度汇算吗？ 

答：个人领取原提存的住房公积金、医疗保险金、基本

养老保险金时，免予征收个人所得税，因此不需要并入综合

所得进行年度汇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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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残疾、孤老人员和烈属取得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地

与预扣预缴地减免税幅度不一致，该如何计算减免税额？ 

答：残疾、孤老和烈属取得综合所得办理汇算清缴时，

汇算清缴地与预缴地规定如果不一致，可以用预扣预缴地规

定计算的减免税额与用汇算清缴地规定计算的减免税额相

比较，按照孰高值确定减免税额。 

九、 境外所得抵免 

93. 已在境外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税额具体指什么？ 

答：已在境外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税额，是指居民个人来

源于中国境外的所得，依照该所得来源国家（地区）的法律

应当缴纳并且实际已经缴纳的所得税税额。 

94. 如何判断一笔收入是不是属于境外所得？ 

答：个人如果取得以下类别收入，就属于境外所得：  一

是因任职、受雇、履行合约等在中国境外提供劳务取得的所

得，比如张先生被单位派遣至德国工作 2 年，在德国工作期

间取得的工资薪金；二是中国境外企业以及其他组织支付且

负担的稿酬所得，比如李先生在英国某权威期刊上发表学术

论文，该期刊支付给李先生的稿酬；三是许可各种特许权在

中国境外使用而取得的所得，比如赵先生持有某项专利技

术，允许自己的专利权在加拿大使用而取得的特许权使用

费；四是在中国境外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而取得的与生产、

经营活动相关的所得，比如周女士从在美国从事的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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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的经营所得；五是从中国境外企业、其他组织以及非居

民个人取得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比如宋先生持有马来

西亚某企业股份，从该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六是将财产

出租给承租人在中国境外使用而取得的所得，比如杨先生将

其汽车出租给另一人在新加坡使用而取得的租金；七是转让

位于中国境外的不动产，转让对中国境外企业以及其他组织

投资形成的股票、股权以及其他权益性资产或者在中国境外

转让其他财产取得的所得，比如郑先生转让其持有的荷兰企

业股权取得的财产转让收入；八是中国境外企业、其他组织

以及非居民个人支付且负担的偶然所得，比如韩女士在美国

买彩票中奖取得的奖金；九是财政部、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

收入。 

需说明的是，对于个人转让中国境外企业、其他组织的

股票、股权以及其他性质的权益性资产（以下简称权益性资

产）的情形，如果该权益性资产在被转让前的连续 36 个公

历月内的任一时间点，被投资企业或其他组织的资产公允价

值 50%以上直接或间接来自位于中国境内的不动产，那么转

让该权益性资产取得的所得为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从国

际上看，对此类情形按照境内所得征税属于国际通行惯例，

我国对外签订的税收协定、OECD 税收协定范本和联合国税收

协定范本均对此有所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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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居民个人取得境内、境外所得，如何计算应纳税

额？ 

答：居民个人境内、境外所得的应纳税额计算规则如下：

一是居民个人来源于中国境外的综合所得（包括工资薪金所

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应当

与境内综合所得合并计算应纳税额；二是居民个人来源于中

国境外的经营所得，应当与境内经营所得合并计算应纳税

额。三是居民个人来源于中国境外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和偶然所得不与境内所得合

并，应当分别单独计算应纳税额。 

需说明的是，居民个人在计算应纳税额时，可依法享受

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并根据中国税法相关规定计算其应纳

税额。同时，居民个人来源于境外的经营所得，按照个人所

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有关规定计算出的亏损不得抵减经营

所得的盈利，这与境内经营所得的计算规则是一致的。 

96. 居民个人取得境外所得，应如何计算境外所得抵免

限额？ 

答：我国居民个人境外所得应纳税额应按中国国内税法

的相关规定计算，在计算抵免限额时采取“分国不分项”原

则，具体分为以下三步： 

第一步：将居民个人一个年度内取得的全部境内、境外

所得，按照综合所得、经营所得、其他分类所得所对应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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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方法分别计算出该类所得的应纳税额； 

第二步：计算来源于境外一国（地区）某类所得的抵免

限额，如根据来源于 A 国的境外所得种类和金额，按照以下

方式计算其抵免限额： 

  （1）对于综合所得，按照居民个人来源于 A 国的综合所

得收入额占其全部境内、境外综合所得收入额中的占比计算

来源于 A 国综合所得的抵免限额；其中，在按照《关于境外

所得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3 号，以下简称 3 号公告）第三条第（一）项公式

计算综合所得应纳税额时，对于纳税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

金、股权激励等依法单独计税的所得的，先按照税法规定单

独计算出该笔所得的应纳税额，再与需合并计税的综合所得

依法计算出的应纳税额相加，得出境内和境外综合所得应纳

税额； 

（2）对于经营所得，先将居民个人来源于 A 国的经营

所得依照 3 号公告第二条规定计算出应纳税所得额，再根据

该经营所得的应纳税所得额占其全部境内、境外经营所得的

占比计算来源于 A 国经营所得的抵免限额； 

（3）对于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

产转让所得和偶然所得等其他分类所得，按照来源于 A 国的

各项其他分类所得单独计算出的应纳税额，加总后作为来源

于 A 国的其他分类所得的抵免限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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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上述来源于境外一国（地区）各项所得的抵免

限额之和就是来源于一国（地区）所得的抵免限额。 

举例：居民个人张先生 2019 年度从国内取得工资薪金

收入 30 万元，取得来源于 B 国的工资薪金收入折合成人民

币 20 万元，张先生该年度内无其他应税所得。假定其可以

扣除的基本减除费用为 6 万元，可以扣除的专项扣除为 3 万

元，可以扣除的专项附加扣除为 4 万元。张先生就其从 B 国

取得的工资薪金收入在 B 国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为 6 万元。假

定不考虑其国内工资薪金的预扣预缴情况和税收协定因素。 

（1）张先生 2019 年度全部境内、境外综合所得应纳税

所得额=（300000+200000-60000-30000-40000)=370000 元 

（2）张先生 2019 年度按照国内税法规定计算的境内、

境外综合所得应纳税额=370000×25%-31920=60580 元 

（3）张先生可以抵免的 B 国税款的抵免限额=60580×

[200000/(300000+200000）]=24232 元。 

由于张先生在 B 国实际缴纳个人所得税款为 60000 元,

大于可以抵免的境外所得抵免限额 24232 元，因此按照《公

告》，张先生在 2019 年综合所得年度汇算时仅可抵免 24232

元，尚未抵免的 35768 元可在接下来的 5 年内在申报从 B 国

取得的境外所得时结转补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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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居民个人在境外缴纳的税款是否都可以进行抵

免？ 

答：个人所得税法之所以规定居民个人在境外缴纳的所

得税税款可以抵免，主要是为了解决重复征税问题，因此除

国际通行的税收饶让可以抵免等特殊情况外，仅限于居民个

人在境外应当缴纳且已经实际缴纳的税款。根据国际通行惯

例，居民个人税收抵免的主要原则为：一是居民个人缴纳的

税款属于依照境外国家（地区）税收法律规定应当缴纳的税

款；二是居民个人缴纳的属于个人应缴纳的所得税性质的税

款，不拘泥于名称，这主要是因为在不同的国家对于个人所

得税的称呼有所不同，比如荷兰对工资薪金单独征收“工薪

税”；三是限于居民个人在境外已实际缴纳的税款。 

同时，为保护我国的正当税收利益，在借鉴国际惯例的

基础上，以下情形属于不能抵免范围：一是属于错缴或错征

的境外所得税税额；二是按照我国政府签订的避免双重征税

协定，内地和香港、澳门签订的避免双重征税安排规定不应

征收的境外所得税税额；三是因少缴或迟缴境外所得税而追

加的利息、滞纳金或罚款；四是境外所得税纳税人或者其利

害关系人从境外征税主体得到实际返还或补偿的境外所得

税税款；五是按照中国税法规定免税的境外所得负担的境外

所得税税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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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在某国缴纳的个税税款高于计算出的抵免限额，没

抵免的部分怎么办？ 

答：对于居民个人因取得境外所得而在境外实际缴纳的

所得税款，应按照取得所得的年度区分国家（地区）在抵免

限额内据实抵免，超过抵免限额的部分可在以后连续 5 年内

继续从该国所得的应纳税额中抵免。 

99. 居民个人在计算境外所得税额抵免中是否适用税

收饶让规定？ 

答：我国与部分国家（地区）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有税

收饶让抵免规定，根据国际通行惯例，《公告》明确居民个

人从与我国签订税收协定的国家取得所得，并按该国税收法

律享受了免税或减税待遇的，如果该所得已享受的免税或减

税数额按照税收协定规定应视同已缴税额在我国应纳税额

中抵免，则居民个人可按照视同已缴税额按规定享受税收抵

免。 

100. 居民个人应该什么时候申报办理境外所得税款

抵免？ 

答：考虑到居民个人可能在一个纳税年度中从境外取得

多项所得，在取得后即申报不仅增加了纳税人的申报负担，

纳税人也难以及时从境外税务机关取得有关纳税凭证，因此

按照个人所得税法规定，取得境外所得的居民个人应在取得

所得的次年 3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内进行申报并办理抵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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