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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歪果仁”
五花八门的个税制度
◎晏子
《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自今年 1 月正式亮相，包括子女教育、继续教
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者住房租金、赡养老人 6 项专项附加扣除政策开始实施。
新一轮个税抵扣新政应对策略迅速占领了朋友圈，大多数吃瓜群众还未完全弄通新税法
的精神，就开始接受朋友圈“抓紧结婚，抓紧生娃，送去上学，有钱别买房，够住就可以，孝
敬父母，多去学习”等个税抵扣细则的“洗礼”。
我们不妨来梳理一下世界各地有趣的税种和个税制度：不管是号称“打败拿破仑的
税”的英国个税，或是为弥补城乡差距、鼓励救济家乡父老的日本“故乡税”，抑或是“生育
友好型”的德国个税，以及包括各种个税抵消优惠的澳大利亚个税，甚至是令人闻风丧胆
的美国个税，
“ 歪果仁”个税制度都既有严格的个税申报和扣缴体系，也不乏五花八门的税
收抵扣和减免福利。

英国：
为打败拿破仑建立了世界上第一部个人所得税法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缴纳个人所得
税的国家。1799 年，英国为了筹集与拿
破仑作战时的军费，
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
个人所得税法。因此，
英国的个人所得税
被称为
“打败拿破仑的税”
，
此外又被称作
“罗宾汉税”
,寓意“劫富济贫”。这起源于
很早之前，一个叫作罗宾汉的人，他就像
中国的活佛“济公”，四处流浪，劫富济
贫。税收的本质就是调节社会收入分配、
保障社会公平、改善民生，所以英国人后
来就把个税叫作
“罗宾汉税”
。
虽然是世界上的第一部个人所得税
法，但是它却非常详尽，有 124 条、127
页。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施行家庭联
合申报的个税制度，
以
“家庭”
作为个税的
征税单位。早在 1799 年的英国，政府就
已经开始执行夫妻联合报税，
把子女抚养
费作为专项扣除。因此，英国的个税制
度，
也由于充分体现了按照个人实际经济
能力征税的现代化征税原则，
迅速被其他
国家学习，
风靡全球。
英国个人所得税是按年度通过“收
入直接扣缴”和“自行申报”两种方式缴
纳。收入直接扣缴是指由雇主在发放
工资、薪金时，直接从给纳税人发放的
工 资 、薪 金 所 得 中 预 先 扣 缴 个 人 所 得
税。自行申报指以填写纳税申请表的
方式自行纳税，收入来源广的高收入者
或非雇佣独立劳动者在申报表上填写
全部收入来源、费用以及税收减免额，
由税务局计算应纳税额。两种缴纳方
式 并 行 ，能 够 很 好 地 覆 盖 各 种 收 入 人
群，体现税收公平。
其中,税收减免不需考虑其支出的方
式或者收入的来源，直接从总收入中扣
除。除了纳税人最基本的收入减免之外，
还会考虑到纳税人的家庭负担、
婚姻状况
以及身体健康程度等情况，
减免项目种类
包括个人免税、已婚免税、盲人免税等。
针对不同纳税人的实际情况进行减免，
能

够使纳税人优先取得用于家庭生计的那
部分收入，
保障家庭生计。
近几年，英国推出了不少合法减税
的政策，如“薪金交换养老金计划”和“奖
金交换养老金计划”，鼓励员工将一部分
税前收入或奖金放入自己的养老金中，
而这部分收入和奖金免收个人所得税，
这既保证了员工每月净收入额度不变，
养老金还增加了。为了鼓励生育，还推

Tax

想必不少人都看过传奇越狱神片
《肖申克的救赎》，电影中金融精英、波特
兰银行的副总裁安迪通过帮助警卫长避
税，不仅摇身一变成为监狱的“首席财务
官”，更通过自己的“避税”技能成功越
狱，改变命运。影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
“知识改变命运”
（金融知识是安迪飞越
监狱的金钥匙），更从一个侧面刻画了美
国税制的分类繁多和报税的复杂。美国
税法是世界上最复杂的税法，加上美国
国会每年都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改，
因此报税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一个令
人头疼的技术活。
美国是目前个人所得税制度较为健
全、先进的国家之一，实行联邦与各州独
立立法、
各司其职，
联邦、
州和地方政府三
级分管征税的税收体制。美国个人所得
税的申报很复杂，
除了工资、
奖金外，
纳税
人家庭的银行利息、
股票收益甚至孩子奖
学金收入等都要报税，
亏损也要报税。不
报、谎报、虚报甚至误报都有可能被重
罚。而且，除了要报联邦税外，还要同时
报本州的地方税。与个人和家庭有关的
税，
基本上是
“钱一进一出口袋，
你就需要
交税”，美国人戏称“花钱要交税、赚钱要
交税、存钱要交税、没花完的钱也要交
税”
。美国个人所得税在征收程序上实行
先缴纳、
再申报、
后退税的形式。
不过，
电影《肖申克的救赎》有太多夸
张的艺术成分，在美国，报税虽然非常复
杂，
但是避税也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美
国有一句著名的谚语：
“这个世界只有死
亡与缴税是永恒的。”这句话的潜台词即
是：一个人无法逃避的除了死亡就是税

收，
由此可见税务系统有多么让人闻风丧
胆了。
美国国内税务局（IRS）是美国最大的
官僚机关，
掌握着美国人的社会安全号和
银行账号，
IRS 稽查被称作税务警察，
他们
不仅拥有大于警察甚至法官的权力（可以
依法查阅纳税人在世界各地的全部资产
记录；
冻结资产、
收缴财产、
封闭私宅；
拍卖
资产以补充税款漏洞，
还可以在不通过法
院审判的情况下将嫌疑人关进监狱），甚
至还配备了不逊于专业警察的武器装备。
IRS 最早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美国著名
的南北战争，
不同于英国为了打仗而创立
个人所得税，
美国是为了支付战争的费用
而创立个税制度。不过，
这一个税制度却
没有一开始就得到民众的拥护。很多农
场主不愿意缴税，甚至暴力抗税。为了
“武装讨税”，林肯总统调动了军队，至此
IRS 有了自己的武装组织，不仅一应俱全
地配备从轻武器到重武器，还拥有监狱、
法庭，以及直接冻结财产的权力。可以
说，美国国内税务局比 FBI（联邦调查局）
和 CIA（中央情报局）还要威风凛凛。
值得一提的是，
美国个税制度实行税
收优惠和减免。对个人所得税改革一直
秉承“低税率，宽税基”的准则，通过对满
足一定条件的个人或家庭（一般为低收入
个人或家庭）实行个人所得税抵免制度，
允许部分收入免税，或者减免部分税额，
从而增加低收入个人或家庭的税后收
入。同时重视家庭中儿童数量的差异，
同
样收入的两对夫妇，
有儿童和没有儿童所
需缴纳的税收相差很大。家里需要供养
的孩子越多，
所获退税也就越多。

德国：
“生育友好型”
的个税制度

出了“儿童福利券”，员工每月可以在税
前工资中，拿出不超过 243 英镑来购买
此券 ，用 于 购 买 指 定 供 应 商 的 儿 童 护
理 用 品 ，而 这 部 分 购 买 儿 童 用 品 的 钱
是免税的。

日本：
振兴家乡返福利 “故乡税”
让大家爱上缴税
作为东亚福利体制较为完善的国家，
日本不仅国民健康保险、长期护理制度、
贫困救济行之有年，
在财税制度上也独辟
蹊径。日本的税赋，分为中央税和地方
税。中央税是国家征收的一般所得税，
地
方税是居住地的地方政府征收的个人
税。这就意味着，居住在日本的居民，不
仅需要缴纳国税，
还需要缴纳地方税。日
本针对企业和个人征收五种税，
包括两种
国税——法人税、个人所得税；三种地方
税——都道府县民税、事业税、市町村民
税。此外，日本还针对消费和财产的所
有、
转移等征收消费税、
遗产税、
赠与税等
其他约 19 种税目。
长期以来，人口多、财源广的大都
会，如东京，往往税收丰厚；而小城市和
农村由于人才流失，往往税收不足，发展
后继无力，城乡差距也越来越大。为了
弥补日益扩大的城乡差距，2006 年，福井
县知事西川一城提出，城乡差距越来越
大的日本，需要设计出一种制度，让资源
和资本实现向小城市和农村回流。2008
年，日本国会通过修改地方税法，开始实
施一种新增的税制——“故乡税”，旨在
鼓励在大都市打拼的异乡人不忘故乡，
缴纳“故乡税”，救济家乡父老，充作地方
政府的财源。
有意思的是，虽然名为“故乡税”，其
实故乡税并非一定要缴纳给自己的故乡，
纳税人也可以依法自由挑选捐税对象。
民众可以选择全国开征故乡税的市、町、
村的任意一个行政自治体进行纳税，
它是
一种没有强制要求、类似捐款的“寄附金
税制”。在一些地方，纳税人甚至可以自
由选择税金的使用途径。在日本居住的
外国人也可以缴纳
“故乡税”
。
更让人欣喜的是，深受“恩返”文化
影响的日本，收受故乡税的地方政府，会
依 法 回 赠 纳 税 人 当 地 的 特 产 ，以 示 感
谢。各地政府为了吸引纳税人，往往脑
洞大开、铆尽全力推出独一无二的赠品，
纳税人捐 50%，地方政府硬是回礼 50%。

美国：
世界上最复杂的税法和最令人闻风丧胆的报税系统

来自各地的特产也是琳琅满目，无所不
包，除了和牛、鱼肉虾蟹、青菜水果和米
面等农渔产品（大多从日本各地的农家
直接邮寄，避开了市场流通环节，保障了
最大程度的新鲜可口），还有温泉票、旅
馆票、高尔夫票，甚至还为家有外出打工
者的高龄父母提供免费的家政支援、雪
天除雪、清明上坟扫墓等个性化的服务，
有的地方政府甚至将苹果电脑 MacBook
Pro 作为回馈品。
“故乡税”
的实施非常成功，
回赠品的
制造不仅大大拉动了农林牧副渔业和工
艺品的生产销售，
还为许多地区招揽了大
量的外地游客，
间接地创造了大量的就业
机会，促进了消费，地方经济也因此蓬勃
发展。如，奈良县的天理市规定，只要故
乡税的纳税额度达到 5 万日元以上，就可
以选择参加在天理市举行的古坟考古学
之旅。生产鲷鱼的佐贺县的玄海町规定，
只要纳税超过 5000 日元，纳税人就可以
获得一只市价大约 1300 日元的生鲷鱼。
“故乡税”的实施甚至催生了一门新的行
业——
“故乡税”代办。代办“故乡税”的
平台和生意人，
每年都会印发详细的赠品
目录和申请网页，
每年
“故乡税”
的申请和
赠品目录页往往会成为热门话题。
不过，
“ 故乡税”的实施也并非一帆
风顺，由于“故乡税”的大部分纳税人其
实是居住在大都市的，因此“故乡税”所
抵扣的住民税和所得税，往往会直接影
响到都会的财政收入，也因此受到了大
都市的抵制。毕竟享受着大都会的优质
公共服务，却把税款捐纳给了地方，一定
程度上反而加剧了小城市和乡村的利益
博弈。以至于日本总务大臣怕地方政府
把“故乡税”的理念带偏，一再强调各个
地方政府多多“自重”，最后硬是给“故乡
税”抵消义务税设定了一个上限。然而，
不可忽视的是，
“ 故乡税”一直健康有序
地实施着，帮助地方复兴的同时，还让国
民可以不受地域限制地为自己想要帮助
的地方贡献一份力量。

建立于 1891 年的德国个人所得税
制度，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征收制
度，对个人劳动所得采用累进税率制。
个人所得税在征收程序上实行先行缴纳
(代扣和自缴) 再申报，最后退税的形式，
夫妻可以联合申报纳税。征收的范围包
括：从事农业和林业的收入、从事工商
业的收入、从事自由职业的收入、受雇
工作所得、投资所得、租金收入以及其
他收入。
德国个税制度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
征就是“生育友好”。为了鼓励结婚和生
育，在德国，孩子的到来会在很大程度上
改变父母的个人所得税缴纳情况。生养
子女的行为可以获得国家多项个人所得
税减免优惠，大致可以分为四大类项目：
专项扣除项目、特别支出扣除项目、津贴
补贴免税项目和非常费用扣除项目。
比如专项扣除项目中的儿童免税额/
儿童金，两项叠加的话，2018 年每个孩
子可以为父母双方带来总计 7428 欧元的
免税额，
单身母亲或单身父亲可以一人享

有全额的儿童免税额。特别支出扣除项
目中的
“儿童看护费用扣除”
规定，
儿童看
护费用的 2 /3 可以作为特别支出享受
税前扣除的优惠，
每个儿童每年最高限额
为 4000 欧元。这笔特别支出具体可包
括儿童入托费和儿童保姆费等。如果儿
童的看护工作是由近亲属进行的，
只要能
够提供支付凭证，
且近亲属不与儿童居住
在一起，
那么这笔看护费用也可以享受税
前扣除的优惠。甚至儿童上私立学校的
学费也可以享受税收优惠（支付的学费中
有 30% 可以作为特别支出在税前列支，
最高限额为每个孩子每年 5000 欧元）。
非常费用扣除项目更是体贴入微，
最
人性化的莫过于，
如果父母因工作需要搬
家，孩子转学后跟不上新学校的教学进
度，
进行课后补习的费用都是可以申请税
前扣除的；因孩子被确诊为有学习障碍
(例如难语症、多动症等) 而产生的课外
补习费用、
与怀孕生产有关的个人承担费
用、
因儿童生病而产生的家庭额外支出都
可以享受税收减免。

澳大利亚：
个税抵消优惠涵盖家庭生活方方面面
作为经合组织的重要成员国和重要
的英联邦国家，
澳大利亚的个人所得税制
最大的特点就是沿袭了英国的综合课征
制，所得税的应税项目包括: 基本工资、
专项收入、租金收入、利息以及股息收入
等各个方面。澳大利亚的法律规定，
凡是
在澳大利亚拥有住所的个人或在澳大利
亚停留居住 183 天以上的个人被认定
为居民，
应就其来源于世界范围的收入向
澳大利亚政府缴纳个人所得税。澳大利
亚的个税征收制度中有丰富而细致的费
用扣减和税金抵消政策，
涉及个人生活和
家庭生活的许多层面。和日本、
德国等国
家一样，施行家庭联合申报的个税制度，
以
“家庭”
作为个税的征税单位。
澳大利亚税务机关为每一个纳税人
都设置了一个“税务档案号”。银行和税
局之间实行联网制，
要根据存款人的税号
进行评税和课征，
而且个人领取失业保障
金、养老保险金、医疗保险金时都要出示
该税号。澳大利亚实行银行存款实名制，
这使得纳税人的相关资料时时处于税务
机关的严密监控之中，
纳税人偷税漏税的
可能性极小。
澳大利亚对个税的征收采取自行核
算和税务稽查相结合的形式，
首先倡导全
民通过网络填报或者邮寄申请表的形式
报税，
然后再采用重点审计的税务稽查方
法，
即在每一个纳税年度中选择 1%-2%的
纳税人进行审计，
再在这些人中选择 11%

的纳税人。而那些容易偷税漏税的行业
的纳税人往往会成为重点审计的对象。
澳大利亚税款抵消方面的优惠政策
非常关注纳税人的家庭情况，
如有关家庭
赡养的税金抵扣规定，
如果纳税人有赡养
家人的负担，可以申请相应的税金抵扣：
供养配偶最高可抵消 2286 澳元的税款，
赡养无收入来源的父母最高可抵消 1676
澳元的税款，
其中具体的抵扣金额还将随
具体的社会经济状况每年进行调整。教
育费用也能享受个税抵消，如:帮仍在读
书的子女购买电脑，50%的费用可以申请
税金退回。
此外，
与自己工作相关的自学费用与
进修费用也可以享受个税抵消。比如从
事会计工作的纳税人，
考注册会计师的课
本、考试费、年费等都可以抵税。如果再
去上会计相关的夜校，那么相关的路费、
餐饮费、
课程及课本费用也都可抵税。甚
至购买一个新的笔记本电脑，
如果可以证
明其中 30%的使用时间是用于学习会计
软件及相关知识，
那么 30%的成本(譬如上
网费等)就可以抵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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