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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不存在“以年入 12 万为界加税”情况

两岸关系

年收入 12 万
就属高收入群体？

中国国民党主席洪秀柱
将率团来访
据新华社电 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 24 日表示，中国国民党
主席洪秀柱将于 10 月 30 日至 11 月 3 日率中国国民党大陆访
问团到南京、北京参访，有关活动双方正在沟通安排中。

核心提示 | 近
期，有观点称“年收入
12 万元以上被定为高
收入群体，要加税”，引
发社会对个税改革的
关注。到底年收入多
少属于高收入群体？
个税改革的方向是什
么？将面临哪些难点？
多位熟知个税改
革的财政部和国家税
务总局专家 24 日对记
者 回 应 表 示 ，年 收 入
12 万元并非划分高低
收入人群的界限，不存
在以年收入 12 万元为
分界加税的情况。

国台办：

坚决反对台湾当局干扰
香港实施
“一国两制”
据新华社电 针对台湾有关方面日前对香港特区个别候任
议员资格问题说三道四，且有关候任议员还赴台与
“台独”势力
勾连活动，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 24 日应询表示，我们对此高度
关注。我们坚决反对台湾当局插手干扰香港实施
“一国两制”
、
破坏香港繁荣稳定的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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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回应被索马里海盗劫持的中国船员获救

不管多难，中国政府
都有决心接同胞回家

东方 IC

焦点一

年收入多少属于高收入者？

近期，国务院发布的《关于
激发重点群体活力带动城乡居
民增收的实施意见》明确，对技
能人才、新型职业农民、科技人
员等七类群体，推出差别化收
入分配激励政策。其中提出，
要进一步发挥税收调节收入分
配的作用，适当加大对高收入
者的税收调节力度。
这项政策提及的“高收入
者”，按什么标准来确定？有舆
论认为，年收入 12 万元以上的
属于高收入群体，将是个税改

焦点二

个税改革进行试点探索积累经
验。年收入 12 万元，并不涉及
高低收入人群划分界限。
那么，
年收入多少才属于高
收入者？长期跟踪个税改革的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孙
钢说，
在中低收入和高收入的划
分上，
国际上及我国均没有法律
确定的标准，
税法上也从没有确
定过高收入的标准。
“ 我国不同
人群和不同地区收入存在差距，
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只是
相对概念，
不是绝对概念。
”

获救船员（戴帽子者）抵达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准备搭乘航班回国。新华社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 24 日
在回应为何索马里海盗劫持
渔船事件经过 4 年半才得到
解决时说，确保人质安全是首
要考量，使得解救工作更加复
杂、艰难。
“解救人质从来都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陆慷在例行记
者会上说，
“但是不管多难，无
论需要多少耐心，中国政府都
有决心，尽最大可能，把我们
的同胞接回家。
”
陆慷说，
“以人为本、外交
为民”是中国政府的一贯宗
旨，中方一直将被劫持船员的
生命安全放在首位。中方也
向所有参与营救的机构和人
员致以诚挚的谢意。

个税改革将怎么改？

“当前公众对高收入者标
准的关注，背后原因在于个税
改革进展慢。”
孙钢说。
业内专家介绍，个税改革
总 的 原 则 是“ 增 低 、扩 中 、调
高”，即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
大中收入者比重，降低中等以
下收入者的税收负担，加大对
高收入者的税收力度。在降低
中低收入税负中，最主要的方
式并非提高个税起征点，而是
增加扣除项。

“3500 元的个税起征点，实
际上就是工薪所得基本扣除
额。”李万甫表示，个税改革下
一步重点或将是增加家庭扣除
项。当前经常出现一个人赚
钱，承担全家子女教育、房屋贷
款、老人赡养等家庭支出。因
此，今后将考虑将一部分教育、
房 贷、养 老 等 支 出 ，纳 入 扣 除
项，
使税制政策更加合理。
记者采访了解到，由财政
部等部门起草的个税改革方

案，在今年两会前就已提交国
务院。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
学院教授朱青说，个税修改要
经过法律程序：首先国务院要
拿出修改草案，然后提交全国
人大常委会审议。由于个税是
直接税，而且关系到千家万户，
所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很可能要
经过较长时间的讨论，还要在
网上征求意见，最后再经全国
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

个税改革还面临哪些难点？

不少受访专家指出，按综
合分类相结合方式实施个税改
革后，在调节二次分配、个税实
际征管等方面还存在三方面突
出难题：
——个税占比偏低难以发
挥调节作用。孙钢等专家表
示，目前个税占税收总比重过
低，在发挥调节收入、解决分配
不公方面的作用仍不突出。据
介绍，2015 年我国个税总额为
8616 亿元，占税收的比重只有

6.3%。
——大量现金交易难以纳
入监管，税收征管能力仍存漏
洞。李万甫表示，由于当前仍
然存在大量现金交易等情况，
因此个人收入和申报的精确确
认还难以做到。
——高收入群体征管仍存
漏洞。中山大学财税系教授林
江表示，社会上有把个税认为
是征收工资税的说法，主要是
工薪阶层采用企业代扣代缴和

税务部门核查的办法，但一些
企业高管等高收入群体却可以
把个人支出纳入企业成本，规
避个税缴纳。
专家表示，个税改革很难
一步到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
院院长刘尚希说，个税改革社
会敏感度高，改革关键要形成
社会最大公约数，坚持“开门立
法”，制订大多数人能接受的方
案，从而提高公众对税法的遵
从度。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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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中重点调节的人群，这意味
着年收入超过 12 万元以上群体
个税将增加。
记者采访了解到，
“ 年收入
超过 12 万元以上属于高收入
者”的说法，源于从 2006 年开
始实施的个税申报制度。根据
个人所得税申报相关规定，年
所得 12 万元以上的应自行办理
纳税申报。国家税务总局税收
科学研究所所长李万甫介绍，
当时选择年收入超过 12 万元的
群体进行纳税申报，是为后续

2012 年 3 月 ，阿 曼 籍 台
湾 渔 船“NAHAM3”遭 索 马
里海盗劫持，船上有 29 名船
员，其中 10 名大陆同胞、2 名
台湾同胞，还有来自菲律宾、
印度尼西亚、越南、柬埔寨的
17 名船员。其间，包括 1 名大
陆同胞、1 名台湾同胞在内的
3 名船员不幸身亡。
9 名遭索马里海盗劫持的
中国船员在安全获救后于 24
日自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乘机
启程回国，另有一人留在内罗
毕接受治疗。此前，这 10 名
遭劫持的中国船员在联合国
有关机构协助下抵达内罗毕，
其中包括 9 名大陆同胞、1 名
台湾同胞。 综合新华社消息

2016 年
“猎狐行动”
已有 634 名逃犯落网
调查显示超五成企业
认为负担较重
均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