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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个人所得税改革专项附加扣除

根据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为了计算个人未来应纳税的收入，除
人民币 5000 元免税额度和专项扣除，例如 “五险一金”，还增加六项专项附加扣除额，如子
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和赡养老人开支。

2018年10月20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有关部门联合起草了《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
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在这两个部门的官方网站公开发布并进行为期两周的意见
征集。

2018年12月13日，国务院印发了《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该办法于2019年1
月1日正式生效： 

该措施制定了关于专项附加扣除的详细范围、标准和实施步骤：

1. 纳税人可以节省多少钱？
2. 如何扣除专项附加扣除额？
3. 如何简单的实施？
4. 对外籍人士适用的附带福利和特别专项扣除。

1. 纳税人能省多少钱？

按照《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专项附加扣除”是指六种专项扣除额，即子女教育、继续教
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及赡养老人的开支。这是我国首次将专项附加扣
除的概念引入个人所得税制度。也被广泛认为是我国实施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
制度的重要一步。



•	扣除标准：

项目 应用范围 扣除标准（元） 扣除方 信息 扣除时间

子女教育 学前教育和学
历教育

12000/ 年 / 子女
（1000/ 月 / 子女）

父母每人 
50% 或父母
一方 100%

每年或每月

继续教育
学历教育 4800/ 年

（400/ 月） 纳税人 每年或每月

职业资格继续
教育 3600/ 年 纳税人 每年

大病医疗 个人承担的
费用

超过 15000 但不超过 80000 
的年限额的部分 纳税人 付款的原件或

扫描件 每年

住房贷款利息
纳税人或配偶
首套住房贷款

利息

12000/ 年
（1000/ 月）

付款人或夫
妻双方指定
一方当事人

住房贷款合同
和还贷 每月或每年

住房租金 主要工作城市
的住房租金

一线城市 14400/ 年
（1500/ 月）

承租人；
夫妻在两个
城市的可分

别扣除

住房租赁合同 每年或每月二线城市 12000/ 年
（1100/ 月）

三线城市 9600/ 年
（800/ 月）

赡养老人 赡养 60 岁以
上父母的费用

纳税人是独
生子女

24000/ 年
（2000/ 月） 纳税人

每月或者每
年纳税人是非

独生子女 总额 24000/ 年
纳税人和弟
兄姐妹共享

总额

1.1 子女教育费用扣除标准：

每个子女12000元/年

包括“学前教育 + 学历教育”的相关支出。学前教育是指年满3岁到小学前的教育阶段。学历
教育包括：

• 义务教育：小学和初中教育
• 高中教育：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和技工教育
• 高等教育：大学大专、大学本科、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教育

关于 “子女” 的定义，它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继子女和养子女。

1.2 继续教育费用

扣除标准：学历（学位）继续教育为每年4800元，职业资格继续教育为每年3600元。



继续教育是另一种扣除，包括个人在工作时进行的教育，如攻读MBA或博士学位，在学习
期间，可以享受 4800元/年的扣除，即400元/月。

另一种是接受职业资格继续教育，如技能和专业资格的继续教育。专业资格的范围尚未确
定，但很可能将根据国家职业资格目录的公告实施，该公告共包括140项，涵盖教师、工程
师、会计师以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其它行业。

1.3 大病医疗

实际扣除标准限额：80000元/年。

这种扣除可以大大减轻市民患大病所承担的沉重医疗费用，只要提供相关票据的原件或副
本，就可以在限额内扣除医疗服务所提供的数额。

附加扣除的条件是，个人或在社会保险范围之外支付15000元以上。专项附加扣除只适用于
起点为人民币15000元，不超过为80000元人民币限额内实行扣除。

1.4 住房贷款利息

扣除标准：人民币1000元/月

还款期内住房贷款利息支出，按照每年12000元的定额扣除，只有首套住房贷款利息支出才
有资格享受扣除。适用于纳税人为本人或者其配偶用商业贷款和公积金贷款购买的房屋。

1.5 住房租金

不同城市等级的扣除标准： 每月人民币800至1500元/月

这是唯一有地区差异的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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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根据房屋地点规定的标准
定额扣除出租房屋的租金支出：

• 一线城市是直辖市、省会（首府）城市、计划单列市以及国务院确定的其他城市，
扣除标准为每年人民币 18000 元（每月 1500 元人民币）； 

• 二级城市是户籍人口超过 100 万的城市 , 扣除标准为每年 13200 元（每月 1100 元）；
• 三线城市是户籍人口不超过 100 万（含）的城市 , 扣除标准为每年 9600 元人民币（每

月 800 元人民币）。

1.6 对赡养老人的支持

标准限额：2000元/月

这是专项附加扣除额的最高金额。纳税人赡养年满60岁的父母或其他被赡养人，按照24000
元/年的标准扣除。主要前提是，无论有多少老人得到赡养，总配额为24000元。扣除总额
不得超过人民币24000元。

独生子女可全额扣除人民币 24000 元；如果纳税人不是独生子女，扣除额可以平等分享，由
老年人指定，也可以与兄弟姐妹商定分配。根据分摊额分摊扣除额的，纳税人应当与兄弟
姐妹签订书面分摊协议。



计算专项附加扣除额

除了大病和其他极端特殊情况的医疗专项附加扣除外，假定一人符合四项专项附加扣除的
标准，即享受最高扣除额，专项附加扣除额的计算金额为人民币：1000 x 2（子女教育）+ 
400（继续教育）+ 1500（住房租金）+ 2000（赡养老人），共计人民币 5900 元。

新税法明年生效后，月收入所得税计算方法如下：

应纳税所得 = 税前月收入 - 5000 元人民币（扣除标准）- 专项扣除 （社会保障和住房基金
等）- 专项附加扣除 - 法律规定的其他扣除。

根据上述情况，以下是一个节税的例子：

例如：

在每一种情况下，在指定专项附加扣除额和专项附加扣除额之前的应纳税金额，下表提供
了应支付的税款摘要。

单位：元

月收入
税费
(SAD	0)

税费
(SAD	1000)

税费
(SAD	2000)

税费
(SAD	3000)

税费
(SAD	4000)

税费
(SAD	5000)

税费
	(SAD	5900)

7000 60 30 0 0 0 0 0
10000 290 190 90 60 30 0 0
15000 790 690 590 490 390 290 200
25000 2590 2390 2190 1990 1790 1590 1410
30000 3590 3390 3190 2990 2790 2590 2410

1. 月收入是综合总收入减去可扣除项目的净额（专项附加扣除除外）

2. SAD指专项附加扣除

根据表格，我们可以发现，进行专项附加扣除之前当纳税收入为30000 元，专项附加的金额
为 5900 元，则可以节省超过1180元。应当指出，在本年度不能全额扣除的，不能结转到下
一年进行扣除。

2. 如何扣除专项附加扣除额？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有资格扣除呢？涉及方面有条款、内容、条件和扣除额。

根据《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第8章，列出了10类信息，以及“其他信息”包括
所有的条款。这些可以概括如下：

第一类：扣除标准下的扣除项目只需要确认身份事实。

例如，赡养老人的专项附加扣除，需要卫生部门出具的独生子女证明和公安部门发放的户
籍信息。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需要教育部门提供学生身份信息；房屋租金专项附加扣除
需要提供租赁住房合同。

第二类：有限扣除项目，只需要证明实际发生的相关支出数据信息。



例如，关于个人由医疗保护部门承担的医疗费用的信息，以及与医疗服务费有关的账单原
件或副本，可以作为大病医疗专项附加扣除的信息。

第三类：固定扣除项目，既需要事实信息，又需要实际支出证明。

例如，房地产部门的房地产登记信息，以及住房公积金中心和金融监管部门提供的还款信
息，可以作为住房贷款利息专项附加扣除的信息。继续教育学生身份证书，只有提供缴费
收据才可作为继续教育特殊专项扣除的信息。

3. 如何实施扣除

•	信息提交

要享受扣除额，需要提交相关信息，包括纳税人，配偶，未成年子女和被赡养老人的个人
身份信息。考虑到纳税人的便利和隐私保护，有两种提交方式：提交给扣缴义务人或直接
提交给税务机关。

•	信息核实

信息将在政府部门之间合并，税务机关将共享个人信息。有关部门和组织应当向税务机关
提供或者协助核实与专项附加扣除有关的信息，包括公安部门、医疗保障部门、民政部
门、外交部门、最高法院、教育部门等，这些信息将涵盖从大病医疗到退休，教育，住房
和婚姻等各个方面。

到目前为止提供的意见稿和详细信息中，税务机关没有对专项附加扣除的支持材料的要求
进行详细说明，在大多数情况下，仅要求纳税人保留凭证以供参考。同时，它要求扣缴义
务人根据纳税人提供的信息做出扣缴声明，尽量减少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的负担。但这也
是对纳税人诚信的考验，税务机关还将通过各种方式进行监督，例如按比例抽检，跨部门
信息共享，使用纳税人信用记录和联合处罚。

如果纳税人拒绝提供证明或提供虚假证明：

• 首次公告 / 公示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用人单位或支付工资的人）；
• 五年内再次发现的，记入纳税人诚信记录，并由有关部门共同处罚。

4. 外籍人员的免税福利和专项附加扣除的应用

新税法规定的一些专项附加扣除与当前免税规定下的某些免税福利重叠，这也不免引起对
外国人实施免税政策的担忧。暂行办法阐明了一项原则：即一次支出不能同时享有两种免
税额。 符合减免条件的外籍人员可以从专项附加扣除和现有的相关免税福利中选择一种。

免税福利 专项附加扣除

子女教育费 子女教育
相同性质的补贴
仅可选择一种

住房补贴 住房租金
语言培训费 继续教育
外出差补费 大病医疗

伙食补贴和洗衣费 赡养老人
搬迁费



结论：

对中国而言，实行专项附加扣除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这既可以减轻个人的税收负担，也可
以为子女教育、赡养老人和个人开支提供支持。扣减的实施以及具体流程仍有待澄清，但
我们希望最终的申报和汇报程序能够尽可能简单。

如何将所有纳税人纳入其中也同样是个问题，比如纳税人位于像北上广等一线城市，他们
买不起第一套住房，住在员工宿舍，父母也很年轻，同时刚刚取得博士学位，没有继续教
育、未婚、没有子女可以受益。细节是实施和最终执行税收方案的关键。对于大多数人来
说，公司已经为他们申报了税款，而在新制度下，很多人将不得不开始考虑这些，并在考
虑其全部收入和扣除额的情况下进行年度报税，这将需要大量的教育。

如有问询，欢迎联系雷博国际会计，请发送电邮至enquires@lehmanbrown.com

mailto:mailto:enquiries%40lehmanbrown.com?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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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为个人或企业获取更多的增值服务及业务协助信息，请与我们联系。 

Beijing  北京 
6/F, Dongwai Diplomatic Building, 23 Dongzhimenwai Dajie, 
Beijing 100600, China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东直门外大街 23 号东外外交办公大楼 602 

Tel: + 86 10 8532 1720 
Fax: + 86 10 8532 2746 
Email: beijing@lehmanbrown.com

Shanghai  上海 
Room 1501 & 1504, Wan Tai International Building, No. 480 
North Urumqi Road, Shanghai 200040, China 
中国上海市静安区乌鲁木齐北路（华山路）480 号万泰国际大

厦 1501 & 1504 

Tel: + 86 21 6249 0055 
Fax: + 86 21 6288 1636 
Email: shanghai@lehmanbrown.com

Guangzhou  广州 
Room 3317, China Shine Plaza, 9 Lin He Xi Road, Guangzhou 
510610, China 
中国广州市林和西路 9 号耀中广场 3317 室 

Tel: + 86 20 2205 7883 
Fax: + 86 20 2205 7880 
Email: guangzhou@lehmanbrown.com

Shenzhen  深圳 
Room 3206, News Building 2, Shennan Middle Road, Shenzhen 
518027, China 
中国深圳市深南中路 2 号新闻大厦 3206 

Tel: + 86 755 8209 1244 
Fax: + 86 755 8209 0672 
Email: shenzhen@lehmanbrown.com

Tianjin 天津 
Unit 2901-04, The Exchange Tower 2 189 Nanjing Road, Heping 
District Tianjin 300051, China 
中国天津市和平区南京路 189 号津汇广场 2 座 2901-04 室 

Tel: + 86 22 2318 5056 
Fax: + 86 22 2318 5001 
Email: tianjin@lehmanbrown.com

Hong Kong 香港 
Suite 03, 16/F, Sino Plaza, 255-257 Gloucester Road, Causeway 
Bay, Hong Kong, China
中国香港銅鑼灣告士打道 255-257 號信和廣場 16 樓 03 室 

Tel: + 852 2426 6426 
Fax: + 852 2426 6427 
Email: hongkong@lehmanbrown.com

Macau 澳门 
Level 20, AIA Tower, Nos 251A-301 Avenida Comercial De Macau, 
China
中国澳門商業大馬路 251A-301 號友邦廣場 20 樓

Tel:  + 853 8294 2434
Fax: + 853 8294 2399
Email: macau@lehmanbrown.com

www.lehmanbrow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