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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全文

你的个税会扣除哪些专项附加

晨报导航

铁路部门开展候补购票服务试点

包括子女教育、
继续教育、
大病医疗、
房贷、
房租、
赡养老人6项；
元旦起施行
综合新华社、
第一财经报道
历经多轮广泛征求意见后，12 月 22
日，国务院正式对外发布《个人所得税专
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标志着我国个税
改革迈出综合征税的关键一步，
明年起纳
税人将获得更大减税。
《办法》指出，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
扣除，是指个人所得税法规定的子女教
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
或者住房租金、赡养老人等 6 项专项附
加扣除。
《办法》共有 9 章 32 条，明确了专
项附加扣除的原则和 6 项专项附加扣除
的扣除范围、扣除标准、扣除方式，以及
保障措施等内容。
《办法》将伴随新修订的个税法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今后纳税人计
算个税应纳税所得额，在 5000 元基本减
除费用扣除和“三险一金”等专项扣除
外，还可享受子女教育、继续
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
息或住房租金，以及赡养老
人等 6 项专项附加扣除。

日前，
备受关注的《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公布，
相较10月的征
求意见稿，
有了一些变化：
房租最高扣除额度提高300元，
有房贷又租房，
可二选一
扣除；
大病最高限额由6万元提高至8万元……
一时之间，
不少人心里都拨起了算盘。那么，
究竟如何分析这些变化，
又能省
下多少钱呢？一起来算算吧。

学历教育每月400元标准扣除
《办法》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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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接受本科及以下学历（学位）继
续教育，符合本办法规定扣除条件的，可
以选择由其父母扣除，也可以选择由本
人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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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当留存相关证书等资料备查。

《办法》规定，在一个纳税年度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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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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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办理年度汇算清缴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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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择由本人或者其配偶扣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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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定分摊优先于约定分摊

子女教育

继续教育

大病医疗

房贷房租

赡养老人

每人每月1000元标准扣除

继续教育

自付超过1.5万元的部分可扣除

赡养父母

子女教育
《办法》规定，纳税人的子女接受全
日制学历教育的相关支出，按照每个子
女每月 1000 元的标准定额扣除。学历教
育包括义务教育（小学、初中教育）、高中
阶段教育（普通高中、中等职业、技工教
育)、高等教育（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硕
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教育）。年满 3 岁
至小学入学前处于学前教育阶段的子
女，
也按每人每月 1000 元标准扣除。
父母可以选择由其中一方按扣除标
准的 100%扣除，也可以选择由双方分别
按扣除标准的 50%扣除，具体扣除方式
在一个纳税年度内不能变更。
纳税人子女在中国境外接受教育的，
纳税人应当留存境外学校录取通知书、
留
学签证等相关教育的证明资料备查。

大病医疗

《办法》规定，纳税人赡养一位及以上被赡
养人的赡养支出，
统一按照以下标准定额扣除：
（一）纳税人为独生子女的，
按照每月 2000 元的
标准定额扣除；
（二）纳税人为非独生子女的，
由
其与兄弟姐妹分摊每月 2000 元的扣除额度，
每
人分摊的额度不能超过每月 1000 元。可以由
赡养人均摊或者约定分摊，也可以由被赡养人
指定分摊。约定或者指定分摊的须签订书面分
摊协议，指定分摊优先于约定分摊。具体分摊
方式和额度在一个纳税年度内不能变更。被赡
养人是指年满 60 岁的父母，
以及子女均已去世
的年满60岁的祖父母、
外祖父母。

关注

哪些人最受益

房贷扣除
首套住房每月1000元标准扣除
《办法》规定，纳税人本人或者配偶单独或
者共同使用商业银行或者住房公积金个人住
房贷款为本人或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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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的标准定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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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扣除方式在一个纳税年度内不能变
更。夫妻双方婚前分别购买住房发生的首套
住房贷款，其贷款利息支出，婚后可以选择其
中一套购买的住房，由购买方按扣除标准的
100%扣除，也可以由夫妻双方对各自购买的住

房分别按扣除标准的 50%扣除，具体扣除方式
在一个纳税年度内不能变更。纳税人应当留
存住房贷款合同、贷款还款支出凭证备查。
需要注意的是，不同地方对首套房的界定
不同，
以各地房贷标准为准，
如果你房贷被认定
为首套房贷款，则可以进行个税专项扣除。由
于不同地方对首套房的界定不同，以各地房贷
标准为准，
如果房贷被认定为首套房贷款，
则可
以进行个税专项扣除。如何判断自己住房是否
执行的是首套房贷利率？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
学术委员汪蔚青告诉记者，
各地情况并不一致，
因此如果你的住房贷款合同（协议）没有写明的
话，
可以询问办理贷款的银行、
住房公积金。

房租扣除
长沙的扣除标准为每月1500元
《办法》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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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按照以
下标准定额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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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税人的配偶在纳税人的主要工作城市

有自有住房的，视同纳税人在主要工作城市有
自有住房。
夫妻双方主要工作城市相同的，只能由
一方扣除住房租金支出。住房租金支出由
签订租赁住房合同的承租人扣除。纳税人
及其配偶在一个纳税年度内不能同时分别
享受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专项附加扣
除。纳税人应当留存住房租赁合同、协议等
有关资料备查。

业委会换届前拿盈利发红包惹争议

在上述六项抵扣项目中，继续教育和大
病医疗不算常规抵扣项目，子女教育、住房贷
款利息、租房、赡养老人这四项属于常规抵扣
项目。对于在大城市租房，上有老、下有小的
独生子女来说，受益最多，每个月最多可抵扣
4500 元（不含继续教育抵扣），当然，这类群
体的负担也是最重的，新的个税法充分考虑
了不同人群的税负压力。另外，按税级和税
率来说，由于应纳税所得额超过 3.5 万元的税
级和税率不变，应纳税所得额在 5000 元至 3.5
万元之间的纳税人受益最多。

怎样申报个税
另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实施新个
人所得税法若干征管衔接问题的公告》，
居民个
人取得的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
所得，
特许权使用费所得时，
可由扣缴义务人预
扣预缴个税，年度预扣预缴税额与年度应纳税
额不一致的，
由居民个人于次年 3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综合所得年度汇算清
缴，税款多退少补。纳税人可通过远程办税
端、电子模板或纸质报表等方式，向扣缴义务
人或税务机关报送个人信息。比如在公司上
班，
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可自己填写，
其他的都交
给单位代扣代缴就可以了。自由职业者申报的
难度要大一点，
需要自己填写《个人所得税扣缴
申报表》。

解读

发放业主190多万
“年终福利”
，
称本就属于全体业主

业委会发钱
需2/3以上业主同意

本报长沙讯 听闻年底业委会发福利，12
月 21 日，家住长沙开福区金色比华利小区的
蒋女士高兴地领到了 970 元的
“红包”
。
12 月 22 日，该小区业委会主任彭引玲告
诉记者，只要凭业主身份证、房产证，就可以签
名领钱，全部是小区自管结余经费的返还，包
括公共收入和物业节余。自 12 月 20 日以来，
已经陆续有 500 余户业主领到了“红包”，最大
的“红包”
有 2000 余元。
蒋女士是长沙开福区金色比华利小区的
业主，在得知业委会发福利后，开开心心领到
了“红包”。
“只要证明自己是业主，拿着身份证
和房产证就可以了。”她表示，
“作为一名普通
业主，领到钱当然开心，我身边的其他业主也
都一样。”
记者了解到，金色比华利小区共有 22 栋，
1820 户居民。这次的“年终福利”总额 190 多
万，由业委会牵头发放，按照房屋面积大小，每
户最少领取 300 元，面积最大的 300 多平方米，
意味着最多可以领取 2000 多元。
“ 已经近 500
户业主领了，仅 21 号一天就有 400 户业主领
取。”彭引玲称，发“红包”的钱全部是小区自管
节余经费的返还，
包括公共收入和物业结余。
据了解，业委会建立了服务中心，聘请物
业人员，设立客服、保安、保洁、维修、绿化五个
部门，开启了小区的自行管理模式。小区物业
收入、公共收入分账运行，每个季度的收支都

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胡智慧介绍，按
法律规定，
这些经营性收益归全体业主所有，
可
用于共有部位设施设备的维修、
更新、
改造或者
补充物业专项维修基金，也可以根据业主大会
的决定，用于物业管理的其他需要。小区公共
收益是全体业主共有的,具体由谁支配需要召
开全体业主大会,由全体业主投票决定。但该
小区业委会没召开全体业主会议商讨此事，业
委会自己决定直接发钱，
肯定是不行的，
需要通
过业主大会表决，
2/3以上业主同意才可以。
利用物业共用部分获取的收益，归共同拥
有该物业的业主所有，主要用途是：1.主要补
充专项维修资金，即按规定将收益纳入维修资
金账户作为维修资金。2.按照业主大会的决
定用于业主委员会工作经费，除业主大会另有
约定外，业主大会做出与收益使用有关的决
定，应当经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过半数的
业主且占总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工作经
费的收支情况，应当定期在物业管理区域内公
告，接受业主监督。3.按照业主大会的决定用
于物业管理方面的其他需要，比如共有部位及
设施的维修、更新、改造支出，或者补贴物业管
理费收入不足部分，除业主大会另有约定外，
业主大会做出与收益使用有关的决定，应当经
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占
总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此类使用，应当实
行审价、审计。
记者周凌如

长沙开福
区金色比华利
小 区 ，业 主 凭
身 份 证 、房 产
证签名领钱。
受访者供图
会按时张榜公示。
“原来物业公司管理时，公共收益都在物
业公司手上，业委会手上一分钱都没有，找它
要也要不回。2016 年开始小区自管，这些收入
都在业主自己手上了，包括电子广告、摆摊设
点等，我们用一个专门的账户存起来。”彭引玲
称，小区的收入结余主要来自于服务收入与服
务支出之间的差额。而这届业委会任期是 5
年，在任期即将到期时，业委会就决定将这笔
钱返还给业主。但返还给业主时，也是需要每
个业主签字同意的。
“ 小区公共收益本来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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潇湘晨报大厦

属于全体业主的，主要是想让大家感觉到自管
跟物管到底有什么区别。
”
彭引玲坦言，业委会发放“红包”的行为也
引起了一部分业主的担忧，是否会影响下一任
业委会工作的开展。她解释，分给业主的是累
积节余下来的部分，而不是正常开支所需要的
部分，小区正常运转所需要的钱，都存放在另
外一个账户内，不会和节余部分混合。
“业主们
正常预缴的物业费、水电费等，大概有 200 余
万元，这笔钱是不能动的。
”
记者周凌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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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长沙讯 12 月 23 日，2019 年春运首日火
车票开售。潇湘晨报记者从中国铁路总公司获
悉，12 月 27 日起，铁路部门在铁路 12306 网站（含
手机客户端），选取 2019 年春运能力部分紧张方
向列车的长途区段，开展候补购票服务试点，以
进一步改善旅客购票体验。
据了解，进行候补购票服务试点的节前车次
为，北京、沪宁杭、广东地区始发，终到四川、重庆
地区的所有列车；节后车次为，四川、重庆地区始
发，终到北京、沪宁杭、广东地区的所有列车。候
补购票服务将不额外加收任何费用。
选择候补购票服务，每位用户可提交 1 个候
补订单，1 个订单中可添加发到站相同（可以是同
城的不同车站）的 2 个相邻的乘车日期，每个乘
车日期可添加 2 个不同“车次+席别”的组合需
求，每个候补订单可预订 3 张车票。
候补购票预付款按订单计算，每单预付款按
该单的不同组合需求中票款最高的额度计算（卧
铺按下铺票价计算）。用户购票成功结算票款
时，预付款若超出实际票款的，系统将自动退回
余额。候补购票服务不额外加收任何费用。
候补购票订单的提交、兑现时间与网站运营
时间一致，为每日的 6 时至 23 时。开车时间在 0
时至 5 时 59 分的，候补终止时间不晚于开车前两
天的 19 时；开车时间在 6 时至 23 时 59 分的，候补
终止时间不晚于开车前一天的 19时。 记者黎棠

顶着老板同款头像诈骗财务
本 报 长 沙 讯 骗 子 仿 冒 老 板 QQ、微 信 账
号，要求财务转账，年关将近，到了众多公司企业
年底财务付款结账的繁忙时期，这也给骗子们针
对公司的财务进行诈骗提供了可乘之机。近期，
此类案件发案率明显抬头，12 月 22 日，长沙市公
安局反电诈中心就通报几起类似案件。
11 月 20 日，长沙市公安局反电诈中心 96110
报警平台接到高新区一位公司财务孙女士的电
话，称有骗子在 QQ 上冒充其公司老板，以公司
签合同需要给别人转账保证金为由，要求孙女士
赶紧转笔款给他。
由于年底财务工作繁忙，与其联系的 QQ 头
像签名也与老板的一模一样，孙女士没多想就依
照要求，给对方分两次转账 90 余万元，直到最后
与老板电话联系后，孙女士方才意识到自己遭遇
诈骗并马上报警。
反电诈中心在接到警情后，成功拦截止付了
孙女士第二次转给嫌疑人的 40 余万元资金。
无独有偶，12 月 6 日，芙蓉区某销售公司财
务王女士报警称，有骗子先通过电话冒充其客户
与其联系骗取信任后，再通过仿冒其老板的 QQ
让其给客户转款，深信老板和客户正在进行交易
的王女士，立即按照要求给对方直接转账 32 万
余元，后与老板进行联系，王女士才发现自己遭
遇了诈骗并马上报警，反电诈中心接警后成功拦
截止付了该笔转款。
记者曹伟

车辆不年检还冲卡被查处
本报娄底讯 12 月 19 日晚，娄底交警支队直
属二大队二中队民警在大汉路东方医院地段开
展夜查行动，依法对一辆湘 K 牌照的小汽车进行
检查时，驾驶员突然加速，撞翻了路旁的锥筒冲
关逃跑。民警马上记住了车牌后，连夜展开调
查，查实该车车主为严某，第二天一大早民警到
他家中找到了他。
“确实也是存在侥幸心理，想着跑了就这么
过去了嘛。”经查，严某所驾驶的车辆没有年检，
也没有购买交强险，严某害怕被处罚，就抱着侥
幸心理冒险冲卡。
12 月 22 日，潇湘晨报记者从湖南交警总队
获悉，目前，交警部门责令严某将车辆立即补交
保险，进行年检，同时以妨碍执
行公务以及以危险驾驶方式危
害公共安全的行为移交辖区派
出所依法进行处理。
记者骆一歌 通讯员向涛 段卓君

12名基层最美志愿者获表彰
本报长沙讯 “累计调解纠纷 2000 多起，成
功调解 95%以上，2018 年排查安全隐患 68 起，召
开理事会 22 次，这些都是这一群年龄超过 60 岁
的志愿者完成的……”12 月 22 日下午，银盆岭街
道银桥社区日间照料中心易亚双的一席话让全
场响起热烈掌声，她口中的志愿者来自银盆岭街
道社会组织——家长里短帮帮团。当天，长沙市
岳麓区银盆岭街道举办“3+增 3 力，党心连民心”
基层社会治理优秀成果评选展示活动，钟子华等
12 名最美志愿者、绿色银盆等 7 个最佳社会组
织、沁园春业委会等 5 个优秀业委会、上海锦日
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等 6 家优秀物业公司、湖南博
深实业集团党支部等 3 个城市基层党建先进党
组织、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等 10 家区域共建优
秀单位获奖。
据悉，银盆岭街道落实岳麓区委提出的做好
党建引领、教育引导、服务下沉、依法治理、深度
融合“五篇文章”，创新社会治理 3+模式，今年组
织宣讲进小区，建立 7 个群众讲学所，开展群众
课堂 76 次；活动进小区，举办“幸福银盆”系列活
动 54 场次；评比进小区，对 26 小区业委会、38 家
物业公司开展综合考评。
记者夏盛 通讯员罗迎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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