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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所得税改革要点

个税改革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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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新税法设立了6项专项附加扣除

l 《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即
将出台）对扣除范围、标准和实施步骤作出
具体规定

l 注：本年度扣除不完的，不得结转以后年度
扣除

个税改革亮点---新增：六项专项附加扣除

个税改革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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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个人---综合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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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个人—综合所得扣除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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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项专项附加扣除—政策与实务解析     
办法出台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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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项专项附加扣除—政策与实务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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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个人人所所得得税税六六项项
专专项项附附加加扣扣除除政政策策与与实实务务详详解解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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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子女每个月1000元子女教育

谁能扣

子女接受学前教育和全日制学历教育的纳税人

Ø 学前教育：年满3岁至小学入学前教育（只看年龄，无论是否入园  ）

Ø 全日制学历教育：学历教育包括：（要实际发生  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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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法规定：1-3岁是婴幼儿抚养阶段，所以不属于教育阶段

（一）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政策与实务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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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子女每个月1000元子女教育

扣多少

每个子女每月1000元

Ø 选择一：父母分别扣50%

Ø 选择二：一方扣除100%

怎么扣

定额扣除

注意

每个子女每月1000元

Ø 具体扣除方式在一个纳税年度内不能

变更。

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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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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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扣除起止时间

Ø学前教育阶段：看年龄

     年满3岁当月——小学入学前一月

Ø全日制学历教育：

     子女接受全日制学历教育入学当月——全日制学历教育结束当月

含：寒暑假

       因病或其他非主观原因休学但学籍保留的休学期间

       暂停     VS     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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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务常见问题分析

Ø 监护人不是父母可否扣除？

答：若是法定监护人，可以扣除

Ø 寒暑假、因病修学期间可否扣除？

答：寒暑假、因病休学但学籍保留的休学期间可以扣除

Ø 境外教育、民办教育可否扣除？

答：可以扣除

Ø 父母离异，孩子归母亲，实际由父亲出钱抚养，谁来扣？

答：双方约定，按规定扣

Ø 每个子女的教育，可否分别选择父母扣除比例（50%或100%）？
答：不同子女可以分别选择。
Ø 适龄年龄但未上小学，可否扣除？
答：不可以，未接受规定的全日制教育。
Ø 满3岁，但一直未上幼儿园，可否扣除？
答：可以，只要满3周岁，无论是否入园，均可扣除，从满3岁当月至入学前1个月

Ø 适龄年龄但未上小学，可否扣除？
答：不可以，未接受规定的全日制教育。

Ø 高考复读期间，可否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答：根据最新2019.1.9总局个税在线访谈答复：对于未进入下一阶段学习的复读情形，可以由父母
按子女教育进行扣除。（暂停）

Ø 小升初、初升高、高升本、本升研、研升博升学阶段，可否扣除？
答：可以，属于全日制正常升学阶段。（“终止全日制学历教育时间”项不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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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400元/年3600继续教育

谁能扣

Ø 在中国境内接受学历（学

位）继续教育的纳税人；

Ø 接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继

续教育、专业技术人员职

业资格继续教育的纳税人。

扣多少

Ø 学历（学位）继续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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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Ø 技能人员、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在取得

相关证书的当年，按照3600元定额扣除。

（二）继续教育--专项附加扣除政策与实务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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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400元/年3600继续教育

怎么扣

定额扣除

注意

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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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子女教育扣，也可以选择由本人按继续教育扣除。

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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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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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扣除 本人扣除

个人接受本科（含）以下学历（学位）继续教育
(二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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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
教育

技能人员、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详见：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布的《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人社部发【2017】68号）（
2017.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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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扣除起止时间

Ø学历（学位）继续教育

     中国境内接受学历（学位）继续教育：

     入学当月——教育结束当月
含：寒暑假

       因病或其他非主观原因休学但学籍保留的休学期间

     注：同一学历（学位）继续教育扣除期限<=48个月

Ø技能人员职业资格、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继续教育：

     取得证书的当年

     注：专扣政策从2019年1月1日开始实施，该证书应当

为2019年后取得（发证日期）

对技能人员职业资格和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继续教育，

采取凭证书信息定额扣除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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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务常见问题分析

Ø 继续教育 –学历（学位）教育  与子女教育—全日制学历教育  的   区别与

联系？

答：区别：扣除主体、定额不同、继续教育不含境外、有年限

       联系：特殊情形下，可转换，只可选其一

Ø 境外继续教育可否扣除？

答：不可以。注：区别与子女教育

Ø 大女儿在职读研究生，二女儿在职读电大本科，如何扣除？

答：大女儿——自己按继续教育扣（<=48个月）

       二女儿——可选择：父母按子女教育扣  或  自己按继续教育扣

Ø 2019年取得微软工程师、CFA，如何扣除？

答：按现行规定，职业资格类，查看人社部【2017】68号，不属于不得扣

Ø  自学考试能否扣除？如何扣？

答：只要报名后，考籍录到教育部门的系统里就可以开始享受，继续教育

每月400元的扣除，扣除期限最长不不得超过48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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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80000元限额大病医疗

谁能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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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多少

每年80000元限额

      大病医疗--专项附加扣除政策与实务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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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0元 95000元

8万元以内
据实扣除

0元

【解析：8万限额扣除】

如何分别计算扣除额

扣多少

每年80000元限额

个人负担（指医保目录范围内的自付部分）

 商业保险？A某19.5万医药费（医保范围内），医保报销10万，商业保险6.5万，A某负担3万，如何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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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80000元限额大病医疗

怎么扣

符合规定限额内据实扣除

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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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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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Ø 纳税人应当留存：
    医药服务收费及医保报销相关票
据原件（或者复印件）等资料备
查。

Ø 医疗保障部门应当向患者提供在
医疗保障信息系统记录的本人年
度医药费用信息查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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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人发生的医药费
用支出可以选择由本
人或其配偶一方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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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税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发生的医
药费用支出，按规定分别计算扣除额。

？如何选择，如何分别计算扣除额

怎么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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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扣除起止时间

Ø医疗保障信息系统记录的医药费用实际支出的当年

    注：大病医疗 ：按年扣

                               汇算时扣

以结算单上的结算时间----确定所属年

     

Ø医疗保障信息系统记录的医药费用实际支出的当年

    注：大病医疗 ：按年扣（注意按年获取费用单据）

                               汇算时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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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务常见问题分析

Ø如何界定大病？
   答：无病情大小界定，只界定医药费用额度，超过1.5万部分，限额8万
Ø 本人大病医疗未达扣除限额，本人、配偶、未成年子女大病医疗能否合并
计算扣除？

    答：不可合并，分别计算
Ø 成年子女但仍在上学未参加工作，无所得，其大病医疗能否选择由父母一
方扣除？

    答：按现行规定，不可扣
Ø 夫妻双方工资情况相当，其未成年子女的大病医疗支出能否选择由父母双
方各扣50%

    答：只可选择一方，不可分摊
Ø 2018年12.1入院，12.20出院并结算，2018年发生医药费扣除医保自付（
医保目录内）9万元，能否扣除？

    答：2019年及以后的大病医疗，方可扣，2020年汇算时扣，该情况不可扣

43.在私立医院就诊是否可以享受大病医疗扣除？
答：对于纳入医疗保障结算系统的私立医院，只要纳税人看病的支出在医保
系统可以体现和归集，则纳税人发生的与基本医保相关的支出，可以按照
规定享受大病医疗扣除。

Ø 王先生2019年发生医药费12万元，医保报销3万后，商业保险报销5万，自
己负担7万，如何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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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1000元住房贷款利息

谁能扣

纳税人本人或者配偶（主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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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期限最长不超过240个月。
夫妻双方约定：选择其中一方扣除  （家庭观）

 特殊：夫、妻各50%

扣多少

每月1000元

住房贷款利息--专项附加扣除政策与实务解析     

第十四条
本办法所称首套住房贷款是指购买住房享受首套
住房贷款利率的住房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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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务常见问题分析

【一房多主—住房贷款利息问题】

Ø 父母给儿子在老家的省会，用贷款买了一套房子供结儿子婚时用，房本写的是父母和儿子共有，可以享受

住房贷款利息扣除吗？如何扣除？

     答：买房时的贷款，如符合《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则可以享受住房贷款利息扣除。

           扣除方式是：经夫妻双方约定，住房贷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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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Ø 父母和子女共同购房，房屋产权证明、贷款合同均登记为父母和子女，住房贷款利息专项附加扣除如何享

受？

答：父母和子女共同购买一套房子，不能既由父母扣除，又由子女扣除，应该由主贷款人扣除。

       如主贷款人为子女的，由子女享受贷款利息专项附加扣除；主贷款人为父母中一方的，由父母任一方享

受贷款利息扣除。

Ø 贷款30年，已还16年，剩余14年，准备提前4年还贷？还可以享受住房贷款扣除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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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1000元住房贷款利息

怎么扣
定额扣除1000元 /月

注意

Ø 具体扣除方式在一个纳税年度内不能变更。

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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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Ø 纳税人应当留存住房贷款合同、贷款还款支出凭证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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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扣除起止时间

Ø贷款合同约定开始还款当月——贷款全部归还或贷

款合同终止当月

Ø扣除期限最长<=240个月

【例】首套房贷30年：

           先选择享受首套房贷利息16年

           后选择享受住房租金4年，

     问：剩余房贷利息可扣除期限余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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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务常见问题分析

Ø 1999年4月买首套住房，享受首套房贷利率，贷款20年，2019年3月到期，如

何享受扣除？

     答：2019年1-3月，每月1000元。

Ø 同时发生首套房贷利息和住房租金支出，如何扣除？

     答：二选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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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不得同时分别享受）

Ø 首套房的贷款还清后，贷款购买第二套房屋时，银行仍旧按照首套房贷款利

率发放贷款，首套房没有享受过扣除，第二套房屋是否可以享受住房贷款利

息扣除？

     答：根据《暂行办法》相关规定，如纳税人此前未享受过住房贷款利息扣除，

那么其按照首套住房贷款利率贷款购买的第二套住房，可以享受住房贷款利

息扣除。---认贷不认房！！！

Ø 单身能否享受首套房贷扣除？

     答：可以享受。（关注脱单后  50%，50%）     

某纳税人首套房贷30年，（个税 扣除期限<=240个月），若前16年选择按房贷

扣，之后4年有符合要求的住房租金支出，且选择按租金扣4年，之后能否把

剩余未按房贷扣除限额余的4年，继续选择按房贷扣。                                             

Ø 贷款30年，已还16年，剩余14年，准备提前4年还贷？还可以享受住房贷款

扣除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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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800-1500元住房租金

谁能扣

在主要工作城市没有自有住房而发生的住房租金支出的纳税人

扣多少

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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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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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住房租金--专项附加扣除政策与实务解析     

智力援西—新疆



每月800-1500元住房租金

谁能扣

在主要工作城市没有自有住房而发生的住房租金支出的纳税人

扣多少

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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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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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住房租金--专项附加扣除政策与实务解析     

第十八条 
      本办法所称主要工作城市是指纳税人任职受雇的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 
市、地级市（地区、州、盟）全部行政区域范围；纳税人无任职受雇单位的，为受理其综
合所得 汇算清缴的税务机关所在城市。 
关键词：任职受雇地、实际工作地、汇算清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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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元

分级： 1100元
               800元

住房租金

怎么扣

Ø 住房租金支出由签订租赁住

房合同的承租人扣除。

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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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哪一方？）

注意

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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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Ø 第二十一条　纳税人应当留存住房

租赁合同、协议等有关资料备查。
智力援西—新疆



享受扣除起止时间

Ø租赁合同（协议）约定的：

    房屋租赁期开始当月——租赁期结束当月

Ø提前终止合同（协议）

    实际租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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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务常见问题分析

Ø 合租房能否享受住房租金扣除？如何享受？
     答：只要符合规定，承租人可以享受？
Ø  纳税人任职受雇单位在上海市，但外聘实际工作地点在广州市，上海和广州均
无自有住房。如何扣除？

     答：按照实际工作地点：广州的住房租金扣除标准1500元进行扣除。 
Ø 在北京符合规定的住房租金，实际租金为500元，如何扣除？
     答：定额扣，扣1500元
Ø 出租人未缴纳个人所得税，承租方可否享受住房租金扣除？
     答：不影响，只要符合专扣规定，即可扣
Ø 住房租金专项附加扣除中的主要工作城市是如何定义的？
答：主要工作城市是指纳税人任职受雇的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地级
市（地区、州、盟）全部行政区域范围。无任职受雇单位的，为综合所得汇算
清缴地的税务机关所在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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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2000元赡养老人

谁能扣
赡养一位及以上年满60岁的父母，
以及子女均已去世的年满60岁的祖父母、外祖父母的纳税人

扣多少

Ø 按照每月2000元的标准定额扣除
独生  子女     ？

Ø 与兄弟姐妹分摊每月2000元扣除额度，每人每月不超过1000元。

非独生子女

（六）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政策与实务解析     

扣除主体：按婚姻法规定，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继子女和孙子女，为赡养人
为什么不管岳父母，因为按婚姻法规定，女婿、儿媳是辅助赡养，不是法定赡养，所以按相关法律
予以规定，而且其自身也有自己的父母
协调配合：是需要多部门信息支持，公安民政等部门都可以提供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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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2000元赡养老人

怎么扣

定额

扣除

（非独生）

注意

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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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Ø 具体分摊方式和额度在一个纳税

年度内不能变更。

① 赡养人均摊

② 约定分摊

③ 由被赡养人指定分摊

每人<1000元 智力援西—新疆



享受扣除起止时间

Ø被赡养人年满60周岁当月——赡养义务终止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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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务常见问题分析

Ø 独生子女，父母离异后再婚，如何享受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
答：在新组建的两个家庭中，如果纳税人对其亲生父母、继父母中的任何一人是
唯一法定赡养人，则纳税人可以按照独生子女标准享受每月2000元赡养老人专
项附加扣除。

      除上述情形外，不能按照独生子女享受扣除。在填写专项附加扣除信息表时，
纳税人需注明与被赡养人的关系。

Ø 父亲刚满60岁，母亲未满60岁，如何扣？
     答：可享受，按规定扣。
Ø 同时有亲生父母，还有养父母？如何扣除？能否叠加？
     答：无论几个老人，只能按规定定额扣
Ø 兄弟姊妹共3人，全部由老大出钱赡养老人，能否全额扣？父母能否指定老大
全额扣？

     答：非独生子女，分摊、均摊、指定摊，均每人<=1000元
Ø 男方是孤儿，爱人已去世，孩子尚未成年，岳父岳母帮带孩子，岳父岳母由男
方（女婿）养老，能否扣除？

     答：按现行规定，不得扣

由于纳税人的叔叔伯伯无子女，纳税人实际承担对叔叔伯伯的赡养义务，是否可
以扣除赡养老人支出？

答：不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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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Ø 有兄弟姐妹，但其余均已故，现只一人赡养父母，可否按独生子女2000元标准
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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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六项专项附加扣除注意事项

Ø 专项附加扣除未享受扣除部分，跨年不得结转

Ø 注意一个纳税年度内不得变更的事项：

Ø 大病医疗：只能汇算扣

Ø 无工资薪金所得，预扣预缴时不得扣专项附加扣除，待汇算时

扣

Ø 两处以上工资

             ——同一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只能选择其中一处扣

             ——不同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可选择不同扣缴地扣

Ø 注意：可叠加、不可叠加情形

      【例】
       继续教育：同年——既在职参加继续教育学习，也考证——可
叠加

                         同年——多个同一类别一起学或考（双学位/考双证）
—不可叠加

       住房贷款利息   VS    住房租金：同期不得同时分别享受——不
可叠加

       大病医疗：符合规定，自己、配偶、未成年子女可本人一起扣，
但需分别计算---横向、分别计算叠加

       不同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只要符合规定，可同时享受---可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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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个人人所所得得税税
专专项项附附加加扣扣除除办办理理操操作作指指引引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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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缴单位
发工资时扣

自行办理
汇算时扣

次年3月1日至6月30日内，依法
向汇算清缴地税务机关办理综合
所得汇算清缴时申报扣除

在一个纳税年度内提供给扣缴单位
在以后的月份发放工资时扣除。

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办理操作指引     

专项附加扣除办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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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四项（5选1）专项附加扣除——发工资按月预扣预缴时扣除
p 子女教育
p 继续教育
p 住房贷款利息   或   住房租金
p 赡养老人

   
u大病医疗——只能在汇算时按年扣

u首次享受：纳税人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信息表》给任职受
雇单位，单位在每个月发放工资时，为纳税人办理专项附加扣除。

专项附加扣除办理---单位发放工资按月预扣预缴时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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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有以下情形之一，可选择在次年3月1日至6月30日内，

自行向汇缴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汇算清缴申报时扣除：

①不愿意将相关专项附加扣除信息报送给任职受雇单位的；

②没有工资、薪金所得，但有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

费所得的；

 ③有大病医疗支出项目的（只能汇算时扣）；

 ④纳税年度内未足额享受专项附加扣除的其他情形。

专项附加扣除办理---自行申报办理汇算时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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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一个纳税年度内，

         未及时将扣除信息报送任职受雇单位，以致在单位预

扣预缴工资、薪金所得税未享受扣除或未足额享受扣除的，

补扣规定：——当年：剩余月份内向单位申请补充扣除，       

            或 ——次年：3月1日至6月30日内，向汇缴地主

                       管税务机关进行汇算清缴申报时办理扣除。

专项附加扣除办理---补扣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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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附加扣除办理途径

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办理操作指引 

智力援西—新疆



纸质表格 电子表格

专项附加扣除办理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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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办税端

2019年1月1日正式发布远程办税端：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手机APP“个人所得税”& 各省电子局网站。

专项附加扣除办理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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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办税端——APP端 以子女教育为例

专项附加扣除办理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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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表格—首页

专项附加扣除---填写信息表 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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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附加扣除---填写信息表 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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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教育

专项附加扣除---填写信息表 示范

教育终止次月：不再享受子女教育扣除
如果您的子女当前受教育阶段即将毕业，
但还会继续接受全日制学历教育，则无需
填写，否则无法正常享受扣除政策。 

同一年度：
不同孩子可分别选择

填表时，孩子未
满3岁，可提前
填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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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教育

专项附加扣除---填写信息表 示范

不得超过48个月

非考试年度
为：发证日期对应年度扣除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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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贷款利息

专项附加扣除---填写信息表 示范

u首次还款日期：确定享受的起时
u享受住房贷款利息扣除期限<=240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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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租金

专项附加扣除---填写信息表 示范

u标准：1500/1100/800

u确定具体租赁期间
u不同住房租金，起止不得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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赡养老人

专项附加扣除---填写信息表 示范

共同赡养
人姓名

u不按老人人数按倍叠加

智力援西—新疆



赡养老人

专项附加扣除---填写信息表 示范

共同赡养人
姓名 320102197909017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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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感谢谢聆聆听听！！

        批批评评指指教教

郭   磊
注册税务师

  国家税务总局税务干部进修学院  副教授
TEL:13363902780

Email:yzsy_gl@163.com

陕西省税务干部学校

智力援西项目—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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