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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拨备放宽一箭双雕：表外回表 & 不良曝光

两会专刊

新时代振兴路
A2 法治“快车”

本期热词

张天任：绿色发展需要法治先行税制配套

大湾区提速

C8

A4 西南交大左大杰：

A2~A27

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发展将以参与全球竞争，提升大湾区的全球竞争力为目标，因此

以交叉持股模式力推铁总改革

区域产业发展会有更为高远的目标。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速 区域产业发展将迈向新台阶——
—A9

应对老龄化

B4 特色发展难见起色
中煤保险扭亏存变数

今年两会，袁亚非关注养老问题，提出：要加快建立长期护理险制度，缓解我国长
期照护压力，多措并举推动养老产业快速发展。

顶层设计应对老龄化——
—A12

B6 虚拟货币骗局频发
全球性监管风雨欲来？

阿里健康：用“
新零售”改造医药电商

“
品牌向上”

C7

在新一轮发展周期中，自主品牌正面临着很多机会点，例如新能源汽车领域等，需要
智能互联、自动驾驶等新的技术方向上寻求更多突破。

C1 成都美丽宜居公园城市建设提速

中国汽车打响“品牌向上”攻坚战——
—A16

C3 天广中茂资本局

集成电路迎爆发

C6 富贵鸟债券多次临停

造产业。 资本的集中和政策的扶持，都会将集成电路投资推高到一个此前从未有过的水

天风证券的研究报告指出，作为国之重器的集成电路产业，是大国崛起的核心制
平高度。

主业下滑明显

集成电路迎爆发期 产业规模高达数千亿元——
—A20

社评

个税改革理所当然，也应循序渐进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
报告中提出， 今年我国将提高个人
所得税起征点，增加子女教育、大病
医疗等专项费用扣除，合理减负，鼓
励人民群众通过劳动增加收入、迈
向富裕。
个税改革是近年来人们关注的
焦点，它确实给不少人造成实在的痛
感。 此次两会上总理对个税改革作出
的承诺，呼应了人们的关切，给很多人
带来切实的利益改善的希望。 个税起
征点的调整是非常必要的。 2011 年，
我国将个税起征点调整为 3500 元，
至今已有七年。 官方统计数字显示，
2011 年 ~2017 年通货膨胀率分别是：
5.4% 、2.6% 、3.2% 、1.5% 、1.4% 、3.02% 、
1.6%。 看起来，这七年之中物价比较稳
定，没有出现较高的通货膨胀现象，但
实际上由于存在统计口径等问题，这
些统计数据与人们的感觉之间还是
有差距的。即使从官方统计数字看，这

相比， 已经大为下降。 这实际上意味
着，2011 年以来， 虽然名义上个税的
起征点是 3500 元， 实际上随着物价
上涨， 货币贬值， 起征点已经大为下
降，也就是说，纳税人的税负在不知不
觉中被加大了。
实际上， 从 1986 年开始征收个
税以来，个税起征点的提高，远远比不
上物价上涨的步伐。 起初个税起征点
是 800 元，到今天 3500 元，30 来年提
高不到 5 倍； 而今日物价与当初相
比，30 来年上涨不止 40 倍。 也就是
说，即使我国多次调高了个税的起征
点，但实际上起征点的提高远远没有
跑赢物价上涨的速度。 如果个税起征
点不能指数化， 不能与通货膨胀挂
钩，那么，过一段时期对个税起征点进
行调整，以适应变化了的购买力，应该
是题中应有之义。 这是个税起征点必
须提高的关键原因所在。
提高个税起征点还有一个过硬

金所得税。 工薪所得税成为个税的
主体，个税沦为了工薪税。 形成这种
局面的原因在于，从税法上说，资本
所得享受各种各样的减免优惠，无
法为个税作出贡献， 而从征管实际
来说，个体经营所得等由于征管困难
要么存在大量的逃税现象，要么实行
定额管理。 所以，源泉扣税的工薪收
入，成为个税最稳定可靠的税基，能
做到颗粒归仓，应收尽收。 这对于工
薪阶层来说是不公平的。 所以，提高
工薪所得的起征点， 也一定程度上
可以补偿工薪阶层在所得税方面作
出的牺牲。
本次
“
两会”上提出的个税改革，
包含了几个方面的内容，提高起征点
是其中之一，另外还有增加专项扣除
费用等。 如果仅仅是提高起征点，改
革并不难，只要人大修法，对起征点
重新调整就可以了。 现在的难点是，
增加扣除必然涉及到人们一直强调

加教育子女费用的扣除，应以夫妻合
并计征比较科学合理。 如果仍然是现
行的个人为基础的计征，那么，丈夫
税前扣除还是妻子税前扣除，结果是
不一样的。 因为个税是累进制，收入
越高，扣除带来的节税越多，如果夫
妻双方收入差距较大，那么从谁的税
前扣除，结果是大不一样的。 因此，合
理的就是夫妻合并计征。 如果不实行
夫妻合并计征，那么，可想而知必然
是在高收入的一方扣除。 如果增加
涉及家庭支出如赡养老人、 住房和
医疗等等支出的扣除，那么，就不仅
仅是夫妻合并计征的问题， 必然应
该将现行的分类征收改为分类与综
合相结合的征收。 这无论对于个税
的征管还是遵从， 都带来巨大的挑
战。 最基本的一个问题，家庭如何界
定？ 怎样的情况下，老人可以成为家
庭成员，什么情况下不算？ 同理，什么
情况下子女也算家庭成员， 怎样情

7 年物价仍然是上涨的， 通货膨胀仍
然是存在的。但是，个税并没有随着物
价指数自动调整，或者说，个税并没有
与通货膨胀挂钩。随着时间推移，如今
同等数量的货币的购买力与 2011 年

的理由。 我国个人所得税， 分为 10
大类以及不能明确分类的所谓其他
所得，但实际上，说到个税，人们想
到的首先就是工薪所得， 而此次拟
议中的提高起征点， 也特指工资薪

的夫妻合并计征和以家庭为主计征
的问题，而这又涉及由分类征收向分
类与综合征收的改革。 这一点比较困
难， 还需要进行大量而细致的工作，
在现有条件下， 一年内无法完成，增

况下又不算？ 这些都会非常复杂。 而
家庭收入与支出的监管， 也是非常
复杂的。 传统的源泉扣除显然已经
不适应征管需要了， 采取申报制是
必然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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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李克强总理在两会的要求，
此次个税改革将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
点，增加子女教育专项费用扣除，可以
预计，起征点的提高没有难度，只要
人大常委会修法，可以很快实行。 增
加子女教育等专项费用扣除，如果无
法按照家庭综合计征，那么，只能仍
然按照现行的分类征收，以源泉扣税
的方法解决。 而人们一直强烈呼吁的
以家庭综合征收的改革，显然无法一
步到位。 这就是说，虽然个税的改革
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却只能小步渐
进，成熟一步走一步。
提高起征点，增加扣除费用的个
税改革，对于收入已经达到征收起点
的工薪阶层来说， 自然是一件好事，
但是也应该清醒地看到，这种改革的
效果是累退的而不是累进的。 征税和
减税，恰如一对镜像，征税有多累进，
减税就有多累退，减税的累退程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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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收的累进程度是完全一致的。 累进
的个税让高收入者承担更高的边际
税率，意在调节收入分配；而累退的
减税则为高收入者节约更多的税款，
给高收入者带来更多实惠。 起征点提
高的每一元钱中，未达到起征点的人
享受不到一分钱的减税， 以 3%的税
率纳税的那些中低收入者只能享受
3 分钱的减税， 而最高以 45%税率纳
税的那群富人，则能得到 0.45 元的好
处。 所以，尽管个税提高起征点和增
加扣除费用都是国家让利，纳税人得
实惠，但仍然应该明白谁得到更多实
惠，谁没有得到实惠。 如果从公平合
理，对等平衡的角度讲，对已经跨入
缴纳个税门槛的中等收入以上的人
实行个税减免的同时，对低收入群体
还应通过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障增加
补贴，则更符合发展的红利被全民共
享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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