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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虽然我国于 2018年对个人所得税制度进行了重大调整，使其更加适合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但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尤其是中美竞争的激烈化和长期

化，个人所得税税率和级次设计的思路与条件已经不适应当前我国现实，既不利于提升

国际竞争力和推动创新驱动战略，也不利于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

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因此，本文通过对比国际上个人所得税的税率水平，提出

我国个人综合所得税的税率结构存在的问题，分析优化税率结构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并

提出优化个人综合所得税税率的建议，即降低最高边际税率、减并税率级次。

关键词：个人所得税 最高边际税率 级次

中图分类号：F81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544(2020)10-0049-09

〔收稿日期〕2020-09-04
〔作者简介〕陈龙，《财政研究》《财政科学》刊物编辑部负责人，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为财税理论与实践；刘杰，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税
收政策。

一、引言

近些年，我国逐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尤其

是 2018年对个人所得税制度进行了重大调整，初
步建成了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所得税制度。税率作

为税制的核心要素，关系到财政收入与纳税人的税

负，科学、合理的税率会使个人所得税更加公平、高

效。税率级次的划分与税收征纳成本密切相关，级

次过多，税率设计越复杂，征纳成本越高；过少则丧

失超额累进税率的意义。从现实来看，个人所得税

的税率结构与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不适应性日益

突出，亟需进一步优化、调整。

当前一些学者对个人所得税税率结构的优化

进行了研究。在边际税率方面，国内学者大多认为

最高一档过高，应适当调低。例如，李文（2017）对个
人所得税制累进情况及平均税率进行数据测算，得

出较宽松的税率级次导致个人所得税的名义平均

税率较低，应简化税率结构，降低边际税率；张京萍

（2017）分析了 OECD国家个人所得税改革的趋势：
降低对劳动所得的税率，提高资本所得的税率，提

高扣除限额等，提出应降低工资薪金的最高边际税

率，并增加一些减免项目；万莹（2014）在国际比较
的基础上，认为在个人所得税综合课税的前提下，

应该降低最高边际税率，增加最低税率。在税率级

次方面，一些学者提出了具体的税率设计建议。例

如，袁建国、胡明生、陶伟（2017）建议将我国的税率
级次从七级调为五级，分别为 10%，15%，25%，
30%，40%。杨斌（2016）建议周期性所得以家庭为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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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按照 10%到 45%的五级累进税率进行征收，非周
期所得按 10%税率征收。陈建东，许云芳，吴茵茵等
（2014）基于城镇就业者的收入分布函数，分析了我
国工资薪金所得税税率的问题主要有级次多，最高

边际税率过高，并构建了 2%，7%，15%，25%的四级
超额累进税率。杨武，刘振亚，李升（2014）以最优税
制为基础，加入高收入者的帕累托分步情况，分析

测算了工资薪金所得的最高边际税率为 34.68%，现
在 45%的税率较高，建议调到 35%-40%之间。
个人所得税税率结构的设计，依据税制环境和

税制目标。我国的发展环境发生巨大变化，个人所

得税税率结构的设计理念已不适合我国发展环境

变化的需要。本文立足于国内环境的变化，分析优

化个人所得税税率结构的紧迫性和可行性。尤其

是，中美竞争将处于长期化、激烈化、复杂化，并向

纵深发展，进一步提升税制的竞争力，是我们应对

这一变化的必然选择。同时，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

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

局，也必然需要进一步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度。所以，

科学、合理的对最高边际税率和税率级次设置的研

究具有重大意义。

二、个人所得税税率结构设计和改革理

念及我国的实践

长期以来，个人所得税税率结构主要是围绕发

挥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功能来设计和改革的。

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职能的发挥主要依靠个

人所得税的超额累进税。超额累进税把征税对象按

税额大小划分为若干等级，每个等级由低到高规定

相应的税率，在征税对象数额提高一个级距时，对

超过部分按照提高一级的税率征税，每个等级分别

按该等级的税率计税。在财政方面，超额累进税使

税收收入的增长快于经济的增长，具有更大的弹

性；在经济方面，超额累进税有利于自动地调节社

会总需求的规模，保持经济的相对稳定，被人们称

为“自动稳定器”；在分配方面，超额累进税使支付

能力大者多负税，支付能力小者少负税，有利于调

节收入分配，符合公平原则。

（一）个人所得税税率结构设计理念及改革实践

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开征始于收入来源多样化

之后的收入分配调节需要，并且围绕这一目的进行

数次改革。近些年，则是围绕费用扣除额、税率、征

收模式等方面进行改革，旨在降低居民税收负担，

促进税收的公平性。

为适应对外开放、收入来源多元化的需要，

1980年 9月 10日，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正式开征个人所

得税，但由于规定的免征额为 800元，远远高于当
时国内居民平均工资收入，因此，该法主要是加强

对外籍人员高收入的调节。

随着国民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国内高收入人员

不断涌现，需要对其进行调节。1993年 10月 31日，
八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

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的修正案，规定不

分内、外，所有中国居民和有来源于中国所得的非居

民，均应缴纳个人所得税，并将免征额定为 800元。
1999年，删去储蓄存款利息免征个人所得税项

目，开征《个人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税》。2002年，个人
所得税实行中央与地方按比例分享。

2005年 10月 27日，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
次会议通过决定，自 2006年 1月 1日起，把个人所
得税免征额从 800元调整至 1600元。2005年国内
职工的平均月工资为 1530元，略低于个税免征额。

2007年 12月 29日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
一次会议通过决定，个人所得税免征额自 2008年 3
月 1日起由 1600元提高到 2000元。2007年国内职
工平均月工资为 2078元，首次超出个税免征额。

2011年 6月 30日，十一届人大常委第二十一次
会议通过决议，自 2011年 9月 1日起，将个人所得
税免征额由 2000元调整为 3500元。同时，个人所得
税第 1级税率由 5%修改为 3%，9级超额累进税率
修改为 7级，取消 15%和 40%两档税率，扩大 3%和
10%两个低档税率和 45%最高档税率的适用范围。

2018年 10月，个人所得税进行了一次根本性
变革。将工资薪金所得的免征额提高到 5000元，并
增加专项附加扣除，同时将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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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稿酬所得和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合并为综合所

得，适用超额累进税率，并对税率级距进一步的优

化调整，扩大了 3%、10%、20%三档低税率级距，缩
小了 25%税率的级距，30%、35%、45%三档较高税
率级距保持不变。

（二）现行个人所得税的税制情况

2019年新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
法》，采取分类征收与综合征收相结合的税制模式，

共 9个税目，按收入的性质划分，如表 1。

表 1 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类别与构成

个人所得税收入类别 包含税目

劳动性收入

工资、薪金所得

劳务报酬所得

稿酬所得

特许权使用费所得

经营所得收入 经营所得

财产性收入

股息、利息、红利所得

财产转让所得

财产租赁所得

其他所得 其他所得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

个人所得税不同税目分别适用累进税率和

比例税率，本文研究的个人所得税税率指综合

所得的税率，为 3%至 45%的七级超额累进税
率，如表 2。

表 2 我国个人综合所得税税率表

级数 全年应纳税所得额 税率（%） 速算扣除数

1 不超过 36000元的部分 3 0

2 超过 36000元至 144000的部分 10 2520

3 超过 144000元至 300000元的部分 20 16920

4 超过 300000元至 420000元的部分 25 31920

5 超过 420000元至 660000元的部分 30 52920

6 超过 660000元至 960000元的部分 35 85920

7 超 960000的部分 45 181920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

三、现行个人所得税税率结构不适合我

国发展的需要

当下，我国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必须依靠

创新驱动发展，需要大力提升我国的创新能力。创

新的关键要素是人才，人才具有全球性和高流动

性，各国之间的人才竞争也愈演愈烈。而我国个人

所得税的边际税率过高，税率级次较多，不仅对收

入的调节作用有限，而且与其他国家相比税负较

重，不利于吸引人才，也不利于鼓励创新，与当下我

国发展的需求不相适应。

（一）过高的边际税率不利于人才的流入，不利

于我国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边际税率指在征税级距既定的条件下，纳税人

增加或减少一单位的征税对象所引起的征税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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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距的变动而最后适用的税率。当今和未来的国际

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谁拥有了人才，谁就能

够抢占科技制高点，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主动地位。

而人才流入与否在很大程度上与该国的税负有关，

过高的边际税率增加个人税负，不仅为国外人才的

流入设置了壁垒，而且容易导致国内人才的外流。

人才的流失，削弱了国家发展的动力，降低了国家

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

通过与我国主要竞争对手美国、主要的 OECD
国家及金砖国家的个人所得税税率级次和边际税

率进行对比（见表 3）可以看出，我国个人所得税最

高边际税率过高。

表 3所列的国家中，起始边际税率最高是 23%
（意大利），最低是 0.77%（瑞士）。中国目前起始税率
（3%）仅高于荷兰（2.3%）、墨西哥（1.92%）和瑞士
（0.77%），起始税率水平比较低。最高边际税率最高
是 52%（荷兰），最低是俄罗斯（13%），其中与中国同
等最高边际税率（45%）的有 6 个，分别是德国、英
国、澳大利亚、以色列、日本和希腊，其他国家的最

高边际税率大多低于中国。尤其是像法国、美国、

加拿大等高福利国家，个税最高边际税率都低于

我国。

表 3 部分国家个人所得税税率级次及边际税率

国别 税率级次 最高边际税率 起始边际税率

俄罗斯 1 13% 13%

丹麦 2 18.67% 3.67%

德国 2 45% 14%

瑞典 2 25% 20%

英国 3 45% 20%

印度 3 30% 10%

挪威 3 24.55% 12.55%

澳大利亚 4 45% 15%

巴西 4 27.5% 7.5%

法国 4 40% 11%

加拿大 4 29% 15%

韩国 4 35% 6%

荷兰 4 52% 2.30%

西班牙 4 27.13% 15.66%

意大利 5 43% 23%

以色列 6 45% 10%

日本 6 45% 5%

美国 7 37% 10%

希腊 8 45% 18%

墨西哥 8 30% 1.92%

瑞士 10 13.20% 0.77%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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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过高的边际税率增加了多收入来源者的

税负，不利于鼓励创新

除了上一因素不利于吸引国际一流人才，不利

于提升我国创新能力之外，过高的边际税率对我国

国内的创新能力也会产生一定的抑制。党和政府深

入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鼓励创新、不断提

升创新能力和效率。国家发展创新很大程度上依靠

知识分子、学者、行业专家、技术人才等创新创造

者，而他们关于创新活动所获得收入的形式主要是

劳务报酬、稿酬和特许权使用费。

新个税把此三项所得并入综合所得，适用七级

超额累进税率，这就意味着原本以劳务报酬所得为

主要收入的纳税人适用的最高边际税率从 40%提
高到 45%；原本以稿酬所得和特许权使用费所得为
主要收入的纳税人所适用的最高边际税率从 20%
提高到 45%，这无疑加重了创新创造者的税收负
担，不利于鼓励创新。

（三）过高的边际税率对收入的调节作用有限

1.高税率档次的适用人数少，且存在大量税务

筹划

根据我国年收入人口分布情况（见表 4）可以看
出，年收入在 60000元以内的占比达到 78.94%，也
就是说我国有近 78.94%的居民不需要缴纳个人所
得税，而个人所得税收入依靠剩余 21.06%的人。而
对于 21.06%的人口，年收入超过 480000 万的仅
占 0.2%，超过 720000 元的仅占 0.07%，超过
1020000 元的仅占 0.03%，也就是说，在扣除
60000 元后适用 30%税率的人数占总人口数
0.13%，适用 35%税率的人数约占总人口数0.04%，
适用 45%税率的人数约占总人口数 0.03%。高税
率的适用人数极少，这使得后三档税率形同虚设，

并不具备普遍的现实意义。

并且对于高收入者来说，面对高边际税率，他

们会有强烈的避税冲动，也更容易运用税务筹划的

手段逃避纳税义务，比如通过设立企业的形式从个

人所得税纳税人转变为企业所得税纳税人，适用较

低的税率。大量的税务筹划造成了税款的流失，不

利于维护税法的权威性。

表 4 我国不同等级收入的人口分布及适用税率

年收入 全年应纳税所得额 人口分布比例 适用税率

60000元以下 0 78.94% 0

60000-480000元 0-420000元 20.84% 3%/10%/20%/25%

480000-720000元 420000-660000元 0.13% 30%

720000-1020000元 660000-960000元 0.04% 35%

1020000元以上 960000元以上 0.03% 45%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与研究数据整理得到。

2.高边际税率调节高劳动收入，而非高收入
新个人所得税把基本减除费用标准提高到 6万/

年，基本实现了对高劳动收入者征收高税。但是，高

劳动收入者并算不上完全意义上的高收入者，因为

在社会收入层面，高收入人群的财产性收入远远高

于劳动性收入。据北大中国社科调查中心发布的报

告披露，中国的财产不平等程度正在迅速增加，顶

端 1%的家庭拥有全国 1/3以上的财产。

我国个人所得税对劳动性收入征收的最高边

际税率达到 45%，但对财产性收入仅征收 20%的税
率，且仅针对流量财产征税，还存在许多税收减免

政策，比如对个人转让上市公司股票所得免征个人

所得税；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

司的股票，持股期限超过 1年的，股息红利暂免征
收个人所得税等。显然，即使对劳动阶层征收 45%
的最高边际税率也不能较好地实现对真正高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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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调节作用。

同时，我国个人所得税几乎发展为劳动所得

税，图 1反映了 2009年到 2018年我国劳动所得
税、经营所得税、财产所得税占比的变化情况，可以

看出，个人所得税中劳动所得税占比在 70%左右，
远远大于经营所得税和财产所得税之和。因此，可

以说我国当下的个人所得税高边际税率只能调节

高劳动收入，对真正高收入者的调节作用有限。

（四）级次过多，征纳税成本增加

亚当·斯密提出最少征收费用原则，瓦格纳也

提出税务行政原则，都是主张税制设计应该力求节

省征纳税费用。对于超额累进税率，税率的级次和

级距会对征纳成本产生重要影响。税率级次，是在

实行累进税率时把应纳税所得划分为几个层次，不

同层次的所得适用不同的税率。税率级距，就是按

照不同级次征税时，级次与级次之间的界定距离。

级距跨度影响个税的累进程度，跨度大收入相邻的

人所承担的税负差距较小，而跨度小则相反。

我国的七级超额累进税率，税率级次过多，级

距设置也不够合理。从表 2可以看出，除美国、希
腊、墨西哥、瑞士等几个国家之外，多数国家的税率

级次在六级以下，我国邻国俄罗斯更是采取单一税

率。对比之下，我国个人综合所得采用七级超额累

进税率，级次偏多。同时，第二档和第三档税率分别

为 10%和 20%，每档依次增加 7个百分点和 10个
百分点，对应的级距跨度分别为 3000 元和 9000
元；第四、五、六档税率都比前一档增加 5 个百分
点，对应的级距跨度分别为 13000元、10000元和
20000元；从第六档税率到第七档税率，税率又跳跃
了 10个百分点。虽然新个税对级距进行了一定的

调节，但是调节幅度较小，且未对税率级次进行改

变，这不利于个人所得税的征收。一方面，七级的超

额累进税率，计税繁琐，给纳税人理解税法和缴纳

税款造成困难，使纳税工作复杂化，增加了纳税成

本。另一方面，级次越多，级距跨度越小，计税越复

杂，累进程度就越强，纳税人逃避税的动机越强。况

且我国后三级边际税率过高，即使在高福利国家也

比较少见，越强的避税的心理会使税务机关征收足

额税款的成本越高。征纳成本的提高，与税收效率

原则相悖。

四、优化我国个人所得税率结构的可行性

我国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过高、级次过

多，亟需进行优化，且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一方面，

降低最高边际税率会给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环境，有

利于提高财政政策效率、促进经济增长，不会影响

到财政可持续性；另一方面，降低最高边际税率、

减并级次是各国个税改革趋势，也为我国改革提

供启示。

（一）降低最高边际税率不会影响到财政的可

持续性

降低个人综合所得边际税率和级次，确实可能

图 1 2009年 -2018年我国各收入类别所得税占比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根据《税务年鉴》整理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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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程度上使即期的个人所得税收入下降，但是

对财政的持续性的影响仍然可以保持在可控的限

度内。

1.可产生“放水养鱼”和创新效应，给经济发展
创造有利的环境

一方面，降低最高边际税率可以提高税收的遵

从度，降低高收入人群逃避税的动机，增强居民纳

税意识，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另一方面，降低最高

边际税率有利于吸引和留住高端技术人才，不仅扩

大了税基而且有利于促进企业的转型升级，增强经

济发展动力，真正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增

强国家的创新力、竞争力和进一步的吸引力，形成

良性循环。降低最高边际税率有利于为经济的提振

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

2.经济增长带来的税收收入提升在一定程度上
抵消税率降低带来的税收收入减少

税收的乘数效应表明，税收与国民收入之间是

一种反向运动的关系，税率降低会带来国民收入的

成倍扩张。税率降低，居民的税负减少，一方面，居

民可支配收入增加，有利于刺激投资和消费，拉动

经济增长，进而带来税收收入的增加；另一方面，相

同的付出获得收益增加，有利于提高居民工作的积

极性，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从而创造更多的税源，

增加财政收入。

3.减少财政补贴，提升财政支持创新效率，降低
税率调整带来的收入冲击

近几年，为了吸引高端技术人才，各省出台了

一系列补贴政策。例如，北京对获得北京市“特聘专

家”称号的人才给予 100万奖励；上海实施“浦江人
才计划”，为人才提供最高 50万元政府资助资金，
对在浦东创业人员提供 15万元创业资金；成都对
符合标准并被批准纳入的引进人才，给予每人 100
万元的资助等。

对于政府的财政补贴，大多数可以获得个税减

免。比如广东对在大湾区工作的境外高端人才和紧

缺人才获得的政府给予的财政补贴，免征个人所得

税；福建给予每位海外人才 200万补助，视同省政
府奖金，免征个人所得税。

以上给予高端人才的财政补助和优惠政策所

达到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以降低个人所得

税边际税率达到。并且，降低个税税率对于人才

的吸引作用要高于财政补贴，尤其是对于海外高

端人才，他们主要关注的是税率，而不是财政补

贴。他们认为财政补贴不稳定，随意性较大，而税

率以税收制度进行规定，税制是一种相对连续和

稳定的政府政策。因此，降低税率的同时可以通

过缩减政府吸引人才的补贴来弥补财政收入的减

少，从而增加对人才的吸引力，提升财政支持创新

的效率。

（二）降低最高边际税率符合国际税制改革潮

流，有经验可循

经济全球化下，世界各国联系日益紧密，中国

的个税改革在结合本国国情的同时，也可以借鉴外

国的改革经验。近年来，面对经济的衰退，各国为了

吸引国际资本和优秀人才，为了运用个税调节收入

差距，实现社会公平，纷纷对个税进行改革。尽管改

革的目的、内容和政策上存在差异，但是几乎都呈

现了一个趋势，就是降低税率，减并级次。

1.英国的个税改革
英国是开征个人所得税最早的国家，1799年发

展至今，英国的个人所得税已成为世界上比较全

面、系统和成熟的税制。1977年-1988年，英国的个
人所得税税率为 11 个级次，最高边际税率达到
83%。之后，降低个人所得税的边际税率、减少税率
级次、提高起征点、拓宽级距是英国政府税制改革

一个重要目标。至 2012年，英国个税采用五级税
率，分别是 10%、20%、40%、45%和 50%。英国财政
部统计数据显示，50%的最高税率对财政收入增长
贡献很小，为减少较严重的富人避税现象，同时为

了更好地应对未来经济的不确定性，英国政府于

2013年 4月起将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从 50%
降低至 45%。2015年至 2016年度，英国又取消了个
人所得税税率起征税率，实行三级税率制度：基本

税率 20%、高税率 40%和附加税率 45%。直到现在，
虽然免征额不断提高、税率级距不断拓宽，级次和

税率未曾增加。英国现行个人所得税税率见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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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国的个税改革
税收是美国政府赖以生存的财政基础，其个人

所得税制也经历了从无到有、不断充实的发展过

程。美国是直接税（个人所得税为主）占比最高的国

家之一，并且美国的个人所得税不仅在税收总收入

中占据重要位置，在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缩小贫富

差距、维持社会公平等方面也积累了很多经验。

个人所得税在美国成为永久性税种后，经历了

多次税制改革，总体上降低了最高边际税率和级

次。美国个人所得税在 1917至 1986年间，个人所
得税的税率档次都在 13级以上，最多时达到 56

级，最高边际税率最高达到 94%。二十世纪八十年
代中后期，美国个人所得税税率档次减少，最高边

际税率逐渐降低。1987年美国个人所得税税率是五
档：11%、15%、28%、35%和 38.5%。目前，美国采取
七级超额累进税率，税率分别为 10%、12%、22%、
24%、32%、35%、37%，如表 6。美国个人所得税将个
人免征额、标准扣除额和税率级距等进行指数化处

理，以剔除通货膨胀对纳税人实际税负的影响，使

个人所得税充分发挥调节收入再分配、缩小贫富差

距、促进社会公平的作用。

表 5 英国个人所得税税率表

级数 综合应纳税所得额 税率

1 0-12500 0%

2 12501-50000 20%

3 50001-150000 40%

4 150000以上 45%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资料整理所得。

单位：英镑

表 6 美国个人所得税税率表

边际税率 单身申报应税所得 夫妻联合申报应税所得 已婚单独申报应税所得 户主申报应税所得

10% 0~9525 0~19050 0~9525 0~13600

12% 9526~38700 9526~38700 9526~38700 13601~51800

22% 38701~82500 77401~165000 38701~82500 51801~82500

24% 82501~157500 165001~315000 82501~157500 8250~157500

32% 157501~200000 315001~400000 157501~200000 1575~200000

35% 200001~500000 400001~600000 200001~300000 2000~500000

37% 500000以上 600000以上 300000以上 500000以上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资料整理所得。

单位：美元

五、优化我国个人所得税税率结构的建议

为提升国际竞争力和推动创新驱动战略，加快

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

进的新发展格局，我国亟需改革个人所得税税率结

构。基于此，本文提出优化我国个人所得税税率结

构的原则和建议。

（一）优化个人综合所得税率结构的原则

1.公平与效率相融合
个税的改革要坚持公平和效率相融合的原则，

既要促进公平，也要提高效率。促进公平就要考虑

到每一个纳税人的支付能力，使纳税人所缴纳的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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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尽可能与其支付能力相适应，尤其是支付能力较

低的低收入人群，应尽量减轻其税收负担，缩小与

富人的收入差距，调节收入分配。提高效率就要尽

量降低个税的征收对纳税人行为选择的影响，提高

个税的经济效率；同时税制的设计应该使个税的征

纳成本尽可能最小，体现行政效率。只有同时兼顾

公平与效率，才能在提高我国社会财富分配公平性

的同时促进经济健康高效的发展。

2.有利于创新
创新驱动离不开人才驱动，创新主体的最终落

脚点是个人。人才是一国进行创新的关键，是一国

创新活动的优势所在，也是一国竞争实力的体现。

个人所得税作用于个人的收入，是政府调节收入分

配的主要手段，对国家创新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个人所得税税率结构的设计要体现国家创新驱动

发展的政策，有利于我国人力资本的积累，为我国

创新发展提供人才生力军。

3.有利于提升税制竞争力
提升国家税制的竞争力是一国在国际竞争中

取得优势的重要手段，也是各国进行税制改革的重

要关注点。一国税制具有竞争力就意味着该国更有

利于吸引国际资源的流入，从而促进本国经济的发

展，扩张税基，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个税税率结构

的优化同样要以提升个税的国际竞争力为目的，要

有利于吸引国外人才和资金，促进本国的发展。

4.与企业所得税相衔接
个人所得税与企业所得税构成了我国的所得

税体系，完善个人所得税必须要对二者进行统筹考

虑，将二者合理衔接。优化税率结构要降低经济主

体避税的动机，防止因税制因素对经济主体的组织

形式产生影响，体现税收的中性原则。所以，个人所

得税税率，尤其是最高边际税率的设计应该与企业

所得税税率趋近，不应相差过大。

（二）优化个人综合所得税税率结构的建议

根据上述原则，提出优化我国个人综合所得税

税率结构的建议如下。

1.兼并个人综合所得税率的级次
税率级次过少，不能体现量能课税的原则，有

失公平；税率级次过多，计税繁琐，不能体现税收行

政效率的原则，有失效率；而且，税率级次的设计应

该尽可能做到税不虚设。在我国现行的个人综合所

得税率表中，第五级至第七级税率适用人数极少，

意义不大。结合外国部分国家税率级次设计的经

验，我国个人综合所得税率的设计要与我国居民收

入水平分布相适应，也要与我国居民收入来源结构

相适应，尽量做到“照顾低收入人群，拓宽中等收入

人群，调节高收入人群”。

因为高收入者的收入来源主要是财产性收入，

综合所得税高边际税率对其调节程度不大，反而成

为我国引入高端人才的障碍，所以考虑合并第四五

六层级，将后两个层级的应纳税所得额并入税率为

30%的级次征收。另外，考虑到现行个人所得税把劳
务报酬、稿酬和特许权使用费与工资薪金合并为综

合所得，使得作者等多来源收入者纳税时适用的税

率层级极易提升。而且我国现行第四层级的级距较

小，更加大了多来源收入者适用层级爬升的可能

性。所以考虑把第四层级与第三层级合并，降低多

收入来源者的税收负担。

因此，我国个人综合所得税税率级次应该从七

级缩减到四级，应纳税所得额的级距分别为 36000
以下、36000到 144000、14000到 420000、420000以
上。四级税率的设计在国际中处于中间水平，各级

距适用人数增多，能较好的体现量能课税原则，同

时，简化了税制，有助于体现税收行政效率的原则。

2.调整个人综合所得边际税率
个人综合所得税税率过低，不能体现其调节收

入分配的职能；税率设计过高，容易增强纳税者的

避税动机，不能提现税收的经济效率原则。所以，个

人综合所得边际税率，尤其是最高边际税率的设计

应该尽可能体现其调节作用，同时税率高低设计应

合理，避免额外负担的产生。

其一，降低最高边际税率。我国现行个人综合

所得的最高边际税率是 45%，不利于我国引入高端
技术人才，不符合我国鼓励创新的政策，且适用人

群数量少，避税动机强，调节收入职能有限，经济效

率低。可以考虑降低最高边际税率到 30%。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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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边际税率不能过高，因为适用后三级税率的人

群中大多数人适用 30%的税率，若最高边际税率高
于 30%，则会增加这部分人的税负，且 30%的税率
与企业所得税 25%的税率差距不大，经济主体出于
转换组织形式成本的考虑，以该手段逃避个人所得

税的动机不大。另一方面，若最高边际税率过低，不

能够体现累进税率的累进性，也不利于对高收入人

群进行调节。最高边际税率降低到 30%，在国际上
处于中间水平，体现我国个人所得税税负的合理

性，不会给纳税人税负过重的错觉，有利于引进外

来优秀人才，塑造良好国际形象。

其二，调整其他边际税率。为了便于纳税人理

解和记忆，提高税率的累进性，可以考虑取消 25%
一档的税率，因为 25%的税率与上下两档税率的差
距均别为五个百分点，累进程度不够，不能充分体

现对高收入者的调节力度。所以，我国可以考虑对

应四个层级设定 3%、10%、20%和 30%四级超额累
进税率，新设定的税率之间的分别相差 7个百分
点，10个百分点和 10和百分点，累进程度适中，能

够提高对不同收入者的调节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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