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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征点”确定为每月
5000元：综合多项因素 今后
将适时调整

对纳税人而言，缴纳个税最期盼每月能
多些减税。各方意见中，有不少声音希望在
一审稿基础上，“起征点”还能再提高点。

和一审稿草案相比，决定草案显示，综合
所得基本减除费用标准，即通常说的“起征
点”仍拟按每年6万元（每月5000元）计算。

每月5000元标准从何而来？如何看
待此次“起征点”上调？

据介绍，个税基本减除费用标准主要
依据城镇居民的人均基本消费支出水平、
劳动力负担系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三大要素测算。5000 元涵盖了
2018年基本消费支出，还考虑了一定的前
瞻性。

财政部部长刘昆在对个税法修正案草
案一审稿作说明时曾指出，每年6万元的
标准综合考虑了人民群众消费支出水平增
长等各方面因素，并体现了一定前瞻性。

专家表示，一方面要看到此次个税法
大修拟将“起征点”上调至每年6万元充分
考虑了居民消费支出水平的变化；另一方
面应从此次个税改革的历史性意义角度理
性看待“起征点”问题。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税收研究
室主任张斌说，此次税法修正的减税措施
包含三方面：一是基本减除费用标准从每
月3500元提至5000元，这一扣除标准不
是越高越好，从减税效应来看，标准越高则
适用较高税率的高收入群体减税额越大；

二是低税率适用的税率级距扩大，减税效
应更有针对性；三是首次增加专项附加扣
除。

“此次修法迈出我国个税转向综合征
税的重要一步，给工薪阶层减负的关键要
素不再只是‘起征点’。”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财政系主任刘怡也表示，根据草案，“起征
点”提高的同时，引入教育、医疗、住房等方
面的专项附加扣除，并扩大适用低税率范
围。几项措施综合施策，给普通工薪阶层
带来的减负力度远超单纯上调“起征点”。

记者以月入1万元测算，扣除3500元
的基本减除费用，再按2000元左右扣除

“三险一金”专项扣除和法律规定的其他扣
除费用，在不考虑专项附加扣除情况下，现
有税制下每月需缴纳345元个税；

改革后，基本减除费用标准提至每月
5000元，“三险一金”专项扣除继续保留的
同时，低档税率级距拉大，纳税人只需缴纳
90元，降幅超过70％。如果加上增加的专
项附加扣除项目，扣除额实际高于每月
5000元，减负力度会更大。

此外，个税“起征点”是动态调整的，此
次不调不意味着后续不动。根据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起征点”问题还
会结合逐步扩大综合征税范围、完善费用
扣除、优化税率结构等改革进程统筹考虑。

赡养老人支出可抵税：
专项附加扣除细则抓紧制定中

专项附加扣除，这个看似专业的术语
和每个人息息相关，也是个税法第七次大
修的一个亮点。

根据草案一审稿，今后计算个税，在扣
除基本减除费用标准和“三险一金”等专项
扣除外，还可以享受子女教育支出、继续教
育支出、大病医疗支出、住房贷款利息和住
房租金等专项附加扣除。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决定草案将社会
关注度较高的赡养老人支出，扩充入专项
附加扣除范围。为更好维护法律权威，还
明确专项附加扣除“具体范围、标准和实施
步骤由国务院确定，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综合多方
意见后表示，允许赡养老人支出税前扣除，
旨在弘扬尊老孝老的传统美德，充分考虑
我国人口老龄化日渐加快，工薪阶层独生
子女家庭居多、赡养老人负担较重等实际
情况。

全国老龄办数据显示，到2017年底，
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41亿，占总人
口比重17.3％。预计到2050年前后，这一
比例将达34.9％。

据了解，为更好发挥个税调节收入分
配作用，很多国家在征收个税时都引入类
似的扣除。

此次个税法大修无疑是我国第一次在
个税中引入专项附加扣除概念，相比政策
本身，6项专项附加扣除政策具体如何落
地更受关注。

记者了解到，目前相关部门正抓紧完
善细化政策，初步考虑在标准制定上要适
当考虑地区差异因素，但公平起见，将主要
采取限额或定额扣除办法，而非据实扣除，
并在政策设计上尽量考虑今后个体报税的
便利化，尽量减少单一收入来源的纳税人

自主申报。

45％最高税率维持不变：
减税向中低收入倾斜

13万多条意见中，有不少关注修改后
的个税税率，其中45％的最高税率是否下
调也成为意见焦点之一。有声音认为最高
税率偏高，不利于高端人才引进，甚至反而
强化了高收入人群的避税动机，典型方式
就是“钱在企业，少拿工资”。

此次决定草案沿用了草案一审稿的内
容，维持3％到45％的新税率级距不变。

“累进税率表中最高边际税率决定着
对纳税人高收入段的调节力度，这个税率
越高，越有利于社会的收入分配公平。”中
国人民大学财金学院教授朱青说，考虑到
近些年来一直较高的基尼系数，决定草案
维持45％的最高边际税率不变，体现了国
家借助个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决心。

历经此次修法，个税的部分税率级距
进一步优化调整，决定草案拟扩大3％、
10％、20％三档低税率的级距，缩小25％
税率的级距，30％、35％、45％三档较高税
率级距不变。

辽宁大学法学院院长杨松说，税率级
距调整后，绝大多数按月领工资的纳税人，
实际税负都会下降。收入越少的减税幅度
越大；收入较多的减税幅度较小，但实际减
的钱并不少。对部分高收入人群，工薪所
得往往不是其主要收入来源，关键要采取
一些行之有效的征管措施，维持一定的税
收调节力度，进而促进经济包容性增长。

（据新华社北京8月27日电）

新税法呼之欲出
百姓收入影响几何

——聚焦修改个税法决定草案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韩洁 郁琼源 梁晓飞

2018重庆石柱太阳湖
铁人三项赛开赛

8 月 27 日上午，2018 年重庆·石柱太阳湖铁人三项赛鸣枪开
赛。来自重庆、河北、四川、上海、山东、天津、辽宁等省市的近200名
运动员参与角逐。

本次比赛由重庆市体育局、中共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委、县政府
主办。经过激烈的角逐，来自重庆长寿铁人三项俱乐部的参赛选手
佘如壮等7名选手分别获得各自组别的冠军。

记者 卢越 黄琪奥 摄影报道

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27 日
电 （记者 郁琼源）《中华人民
共和国车辆购置税法（草案）》
27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
议，维持10％税率不变。

2000年10月，国务院公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辆购置税暂
行条例》，规定自2001年1月1
日起，对购置汽车、摩托车等车
辆的单位和个人征收车辆购置

税。车辆购置税实行从价计征，
税率为10％。

按照落实税收法定的要求，
财政部部长刘昆27日在十三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上作
说明时指出，从实际情况看，车辆
购置税税制要素基本合理，运行
比较平稳，可按照税制平移思路，
保持现行税制框架和税负水平总
体不变，将暂行条例上升为法律。

车辆购置税法草案
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10％税率不变

历经今年6月初审和为期一个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后，全

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草案提请27日召开

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审议。

6.7万多人参与、提交意见超过13万条——个税法自1980年

出台以来的第七次大修牵动全社会关注。针对群众关切，草案二

审相比一审有何看点？释放出怎样的改革信号？

民法典各分编草案27日下午初次
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
审议，其中包括六编，即物权编、合同编、
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侵权责
任编，共1034条。强调保护人格权、完
善婚姻制度、加强对建筑物业主权利的
保护……草案对我国现行民法通则、物
权法、婚姻法等民事法律规范进行全面
系统编订纂修，打造新时代保护人民民
事权利的“权利法典”。

看点一

设立人格权编
此次提交审议的民法典各分编草

案，一大亮点就是单独设立了人格权编。
“人格权是民事主体对其特定的人

格利益享有的权利，关系到每个人的人
格尊严，是民事主体最基本、最重要的权
利。”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
任沈春耀说，保护人格权、维护人格尊
严，是我国法治建设的首要任务，近年来
加强人格权保护的呼声和期待较多。

为何要在民法典中单独设立人格权
编？沈春耀表示，为了贯彻党的十九大
和十九届二中全会关于“保护人民人身
权、财产权、人格权”的精神，落实宪法关
于“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要求，
综合考虑各方面意见，总结我国现有人
格权法律规范的实践经验，在民法典中
增加人格权编是较为妥当、可取的。

看点二

保护业主权利
物业擅自改变小区公共部分用途，

利用外墙、电梯张贴广告却不知营利去
向何方……

对此，民法典物权编草案加强对建
筑物业主权利的保护。其中规定，改变
共有部分的用途或者利用共有部分从事
经营活动，应当由业主共同决定。草案
同时明确，共有部分产生的收益属于业
主共有。

此外，民法典合同编草案规定，业主
共有部分的经营与收益情况等事项应当
以合理形式向业主公开或者向业主大
会、业主委员会报告。

“电梯、绿地等小区公共设施属于业
主所有，相关的广告收益也理应属于业
主。草案的规定，在于解决实践中物业
公司侵害业主权利的问题。”中国社科院
法学所民法室主任谢鸿飞说。

看点三

规定一个月离婚冷静期
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

者，纵使两情相悦也不允许结婚吗？
“现行婚姻法规定，患有医学上认为

不应当结婚的疾病者禁止结婚。这一规
定在实践中很难操作，且在对方知情的
情况下，是否患有疾病并不必然会影响
当事人的结婚意愿。”沈春耀说。

为了尊重当事人的婚姻自主权，民
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对此作出修改，规
定一方患有严重疾病的，应当在结婚登
记前如实告知另一方；不如实告知的，另
一方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或者人民法院
请求撤销该婚姻。撤销婚姻的请求，应
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
一年内提出。

此外，针对轻率离婚现象，草案规定
了一个月的离婚冷静期。草案提出：自
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
一个月内，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可以
向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申请。

看点四

就法定救助义务作出规定
根据人格权编草案，自然人的生命

权、身体权、健康权受到侵害或者处于其
他危难情形的，负有法定救助义务的机
构和人员应当依法及时施救。

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
孟强认为，按照法律规定，警察、医师等人
员负有这种及时施救的义务，这一规定
强化了对自然人基本人身权利的保护，
体现了民法典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

看点五

保护隐私权
——自然人享有隐私权。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

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
隐私权。

——隐私是具有私密性的私人空
间、私人活动和私人信息等。

……
针对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存

在的突出问题，人格权编草案在现行法
律规定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对隐私权和个
人信息的保护，并为即将制定的个人信
息保护法留下衔接空间。

“草案首次对隐私权作出了明确的
界定，用单独一章对保护隐私权和个人
信息进行了详细的规定，有效回应了现
实需求。”孟强说。

看点六

针对性骚扰作出规定
针对社会各界反映强烈的性骚扰问

题，人格权编草案作出了明确规定。
草案规定，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

行动或者利用从属关系等方式对他人实
施性骚扰的，受害人可以依法请求行为
人承担民事责任。用人单位应当在工作
场所采取合理的预防、投诉、处置等措
施，预防和制止性骚扰行为。

谢鸿飞表示，这意味着用人单位如
果没有建立预防、制止性骚扰的机制，就
要对受害人承担责任，“从而促使用人单
位履行义务，减少和遏制性骚扰行为的
发生”。

看点七

维护死者权益
人格权编草案明确规定，民事主体

的人格权受法律保护。那么，死者的名
誉、荣誉等受到侵害，如何维权？

草案对此规定，死者的姓名、肖像、
名誉、荣誉等受到侵害的，其配偶、子女、
父母可以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
死者没有配偶、子女和父母的，其他近亲
属可以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

看点八

明确“无偿搭乘”事故赔偿责任
下班后好心免费搭载顺路的同事一

程，却不料发生事故导致同事受伤。这
种情况下驾驶人是否需要赔偿的问题，
引发社会各界争议。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对此作出明
确规定：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
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
责任的，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其赔偿责任，
但是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
的除外。

“一方面保护受害人，另一方面又考
虑到驾驶人对受害人的施惠因素，较好
地协调两者的利益。”谢鸿飞说，这也有
利于维护助人为乐的良好社会风尚。

（参与采写：曹雪盟）
（据新华社北京8月27日电）

婚姻、隐私、住房、出行……

民法典各分编草案如何更好保护你我权利
新华社记者 罗沙 丁小溪

本报讯 （见习记者 宗华
月）8月27日，重庆日报记者从
市文化委获悉，在8月20日至
25日举行的第46届保加利亚
布尔加斯国际民俗节中，重庆市
民族歌舞团为来自世界各地的
游客奉献了具有浓郁巴渝风情
的精彩表演。

据了解，布尔加斯国际民俗
节创办已有53年，此次国际民
俗节共吸引了包括中国、塞尔维
亚、保加利亚等11个国家的艺
术团参与其中，重庆市民族歌舞
团先后在布尔加斯市的夏季剧
院、海滨花园、市政厅广场、“青
年”体育馆等地进行演出。

重庆市民族歌舞团
参加布尔加斯国际民俗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