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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快讯
多项个人所得税优惠衔接事项获明确

2018 年 12 月 27 日晚，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公布财税[2018]164
号文件（以下简称“164 号文”），对包括全年一次性奖金、上市公司
股权激励、外籍个人免税津补贴、领取企业年金、解除劳动关系一次性
补偿收入等在内的多项税收优惠新旧法衔接处理事项作出明确。本期快
讯将针对其中广受关注的若干事项进行重点解读。
全年一次性奖金


居民个人取得符合规定的全年一次性奖金，在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前，不并入当年综合所得，以全年一次性奖金收入除以 12 个月得到
的数额，按照按月换算后的综合所得税率表（以下简称月度税率
表），确定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单独计算纳税。



居民个人取得上述全年一次性奖金，也可以选择并入当年综合所得计
算纳税。



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居民个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应并入当
年综合所得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国税发[2005]9 号中关于原全年一次性奖金计税方法条款从 2019
年起废止。

德勤观察
根据上述规定，在 2019 年至 2021 年的过渡期间，居民个人可选择将
其取得的全年一次性奖金单独适用优惠算法计算纳税，或者并入当年综
合所得计算纳税。需注意这两种计税方法针对不同收入人群可能会产生
不同的影响。对于除奖金以外的年综合所得收入额大于其可以享受的年
度扣除额的居民个人，奖金单独计算纳税可能有助于降低个人税负；反
之，若除奖金以外的年综合所得收入额尚未超过各项扣除额，则把奖金

并入当年综合所得计税可能更有利于个人充分享受各项扣除额度而降低
个人税负。
同时，164 号文中的该项过渡政策仅适用于居民个人，对于非居民个人
取得的奖金，能否参照居民个人适用优惠算法，尚待政策的进一步明
确。
对于在过渡期间发放年终奖金的企业，建议复核其薪酬政策，并提前与
员工沟通上述新规的影响，从而帮助员工做出适当的选择，最大程度地
享受税改红利。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


居民个人取得股票期权、股票增值权、限制性股票、股权奖励等股权
激励（以下简称股权激励），符合相关条件原适用财税[2005]35 号
的优惠计税方法按“工资、薪金所得”征税的，在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不并入当年综合所得，全额单独适用综合所得税率表，计
算纳税。



居民个人一个纳税年度内取得两次以上（含两次）股权激励的，应合
并按上述规定计算纳税。



2022 年 1 月 1 日之后的股权激励政策另行明确。



财税[2005]35 号等文件中关于原股权激励计税方法条款从 2019 年
起废止。

德勤观察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是否得以延续，也一直是许多企
业十分关心的一项议题。在 164 号文下，居民个人取得的符合条件的股
权激励所得，仍区别于年度综合所得，全额单独适用综合所得税率表计
税，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原有优惠。另外，不同于全年一次性奖金过渡
政策三年以后取消的做法，164 号文提出 2022 年 1 月 1 日之后的股权
激励政策另行明确，这也意味着未来可能仍有股权激励的单独政策出
台。
与全年一次性奖金政策类似，164 号文有关股权激励的优惠政策只提及
居民个人。非居民个人能否参照居民个人适用上述优惠计税方法，尚需
关注后续政策规定。
需要注意的是，关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境内企业，现有文件中有关股
权激励计划资料报送的规定仍然有效，因此企业仍应及时向税务机关报
送相关资料，以避免因未及时履行相关程序而使员工无法顺利享受 164
号文中的优惠政策。

外籍个人免税津补贴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外籍个人符合居
民个人条件的，可以选择享受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也可以选择
按照相关规定，享受住房补贴、语言训练费、子女教育费等津补贴免
税优惠政策，但不得同时享受。外籍个人一经选择，在一个纳税年度
内不得变更。



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外籍个人不再享受住房补贴、语言训练
费、子女教育费津补贴免税优惠政策，应按规定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德勤观察
在现行税法下，外籍个人以非现金形式或实报实销形式取得的搬迁、住
房、伙食、洗衣补贴，探亲费、语言培训费及子女教育费等补贴，在合
理范围内的部分可免征个人所得税。该项免税政策是否会在新税法下得
以延续一直备受在华工作的外籍人士关注。
164 号文的上述规定基本平移自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中的
相关条款（注：该条款曾被写入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但并未出现在终
稿中）。至此，有关外籍个人免税补贴的衔接规定基本得以明确；在推
行国民待遇的同时，三年过渡期的设定体现了确保平稳过渡的理念。
鉴于以上变化，对于拥有大量外籍雇员的企业，建议尽早审视新规定对
其现行薪酬福利政策可能带来的影响，及时和外籍员工进行有效沟通，
并相应地制定和调整短期和中长期的规划安排。

个人领取企业年金、职业年金


个人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领取符合相关规定的企业年金、职业
年金，不并入综合所得，全额单独计算应纳税款。不同情况下所适用
的计算方法及税率表如下:
o 按月领取：适用月度税率表计算纳税；
o 按季领取：平均分摊计入各月，按每月领取额适用月度税率表
计算纳税；
o 按年领取：适用综合所得税率表计算纳税。



因出境定居而一次性领取的年金个人账户资金，或个人死亡后，其指
定的受益人或法定继承人一次性领取的年金个人账户余额 ，适用综
合所得税率表计算纳税。对个人除上述特殊原因外一次性领取年金个
人账户资金或余额的，适用月度税率表计算纳税。



财税[2013]103 号文件中关于个人领取年金的计税规定从 2019 年
起废止。

解除劳动关系、提前退休的一次性补偿收入


个人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取得一次性补偿收入（包括用人单位发
放的经济补偿金、生活补助费和其他补助费），在当地上年职工平均
工资３倍数额以内的部分，免征个人所得税；超过 3 倍数额的部分，
不并入当年综合所得，单独适用综合所得税率表，计算纳税。



个人办理提前退休手续而取得的一次性补贴收入，应按照办理提前退
休手续至法定离退休年龄之间实际年度数平均分摊，确定适用税率和
速算扣除数，单独适用综合所得税率表，计算纳税。



国税发[1999]178 号等系列文件中关于个人取得的一次性经济补偿
收入或补贴收入的计税规定从 2019 年起废止。

结语

164 号文件的发布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政策平稳过渡的持续性和可执行性
的考虑。针对纳税人普遍关心的全年一次性奖金、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等
部分现有税收优惠政策，国家设置了三年的合理过渡期限，在过渡期内
大体平移现行政策的基础上，根据新税法的实际情况对计税规定作了相
应的调整；同时就某些政策设定纳税人选择权利，使纳税人可以更灵活
有效地享受税改红利，再一次充分体现了国家减税降费的决心与力度。
值得注意的是，过渡期政策将在三年后取消，因此无论企业还是个人均
需未雨绸缪，早做规划。此外，164 号文件中的若干项规定仅适用于居
民个人，对于非居民个人的有关事项应如何处理，以及相关政策的后续
执行细节，都将有待进一步指引的发布，企业和个人也应对此继续保持
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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