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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视角下个人所得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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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基于 2020年 OECD税制改革报告，分析了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新
冠肺炎疫情对经济运行造成严重干扰的背景下，世界各国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最新趋势。

从 2020年 OECD国家个人所得税改革看，尽管其改革措施仍主要体现在税率变化和税
基调整等方面，但其改革内容更为具体，改革方式更有针对性，改革模式更具创新性，对

完善中国个人所得税制改革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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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根据 OECD统计，社会保障缴款是对工薪所得进行的课征，在本质上等同于税收，具有专款专用性。

个人所得税改革一直是世界各国政府实现各

项政策目标的重要工具，这些目标包括：增加税收

收入、刺激经济增长和增强税制的再分配功能。改

革措施包括提高或降低税率、拓宽或缩小税基。然

而，这些政策选择通常会在公平与效率之间进行

权衡。比如，提高高收入阶层税率的政策在一定程

度上会增强个人所得税的累进性和公平性，但也

可能会抑制人们工作、储蓄和投资的经济动机，影

响效率。2020年，大多数国家个人所得税改革的
基本方向仍是继续降低个人所得的税负。多数国

家选择降低税率和缩小税基相结合的改革模式，

目的在于维护社会公平，保障中低收入者和有抚

养孩子家庭的利益，同时，针对老年人、残疾人和

自营职业者（self-employed）等都采取了有针对性
的减税措施。

一、个人所得税在税制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个人所得税在 OECD 国家税制体系中一直占
据重要地位。根据 OECD收入统计报告，个人所得
税占税收总额的比重平均保持在 24%左右，其中，
丹麦、澳大利亚和美国，个人所得税占税收总额的

比重超过 40%，稳居主体税种的地位。然而，自 20
世纪 90年代以来，随着以减税为核心的个税改革
以及各国保障制度的加强，社会保障缴款淤（social
security contribution）占比逐步超过个人所得税，在
斯洛伐克共和国、捷克共和国、斯洛文尼亚和立陶

宛等国，社会保障缴款成为国家税制体系中的主体

税种，约占总税收的 40%以上。2018年，OECD国家
的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缴款占税收总额的比重

分别为 23.9%和 27%，二者合计占 OECD国家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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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额的一半以上。

从个人所得税的构成看，多数国家的个人所得

税主要体现为对劳动所得、资本所得和其他所得的

课税。近年来，个人所得税中对劳动所得的平均税

负持续稳步下降。许多学者通常用税收楔子①（tax
wedge）来衡量由于税负加重对经济的扭曲程度，税
收楔子越大，说明税收负担带来的扭曲程度越高。

2009年到 2013 年，OECD国家单身劳动者的平均
税收楔子从 35.6%上升为 36.6%，提高了一个百分
点，这反映了金融危机后各国财政刺激政策的结

果。此后，OECD国家的平均税收楔子缓慢下降，到
2018年，OECD国家平均税收楔子为 36%。对资本
所得的课税更注重效率，以达到鼓励投资和增强税

制竞争力的目的。

二、个人所得税改革最新趋势

从总体上看，2020年 OECD国家个人所得税改
革仍主要体现在税率变化、税基调整和对资本所得

课税等方面，但改革内容更为具体，改革方式更有

针对性，改革模式更具创新性。

（一）个人所得税税率稳中有降

根据 OECD税制改革报告，2020年个人所得税
税率总体仍呈下降趋势，但也有少数国家提高了个

税税率（见表 1），同时，税率改革中不仅包括最高边
际税率的调整，还包括对非最高边际税率的调整，

比如，起始税率和不同纳税级次的税率。总体看，近

年来对税率改革的次数比前几年减少。

1.调整最高边际税率
从最高边际税率改革看，有 3个国家降低了税

率，2个国家提高了税率。其中，希腊、荷兰和瑞典降
低了最高边际税率。在希腊，属于高税率级次的经

营性所得、就业所得和农业所得，超过 40001 欧元
的部分，个税税率从 2020年小幅降至 44%（原税率
为 45%）。荷兰把个税改革作为 2020年度税收改革
方案的一部分，于 2020年引入两档税率，以取代原
税制中的三档税率。同时，最高边际税率从 2019年
的 51.75%降为 2020年的 49.5%。瑞典于 2020年取

消了最高税率，该税率是指对超过 70.3万瑞典克朗
的高收入者征收的 5%附加税。相比而言，为了增
加收入和提高税收的累进性，有些国家提高了个人

所得税的税率。智利和土耳其于 2020 年都引入
40%的最高边际税率。其中，智利的最高边际税率由
35%提高至 40%。土耳其保留了 35%的税率，但对
年所得超过 50万土耳其元的人，适用 40%税率。此
外，波兰引入了团结税（solidarity levy），纳税人为年
收入总额超过 100万波兰元的人，按超过部分的
4%征收。

2.调整非最高税率
为了加强对中低收入者减税的力度，除了调整

最高边际税率，许多国家对非最高税率也进行了改

革，特别是对适用于中低收入者的税率进行调整，

从而降低中低收入者的税负。总体看，税率下调的

国家多于上调的国家。2020年有 9个国家下调了个
税非最高税率，5个国家上调了税率。
首先，有少数国家提高了中低者收入适用的税

率。2020年，立陶宛将个税的第二级税率由 27%上
调到 32%，该项改革是继 2019年将个人所得税由
单一税改为累进税后的进一步改革。荷兰将最低级

次的税率由 2019 年的 36.65%提高到 2020 年的
37.1%。冰岛建议，2021年将适用中等收入阶层的税
率从 22.7%提高到 23.5%。希腊取消了一系列原定
于 2020年初实施的减税方案，包括将最低税率由
22%降至 20%的减税措施。在意大利，对于收入在
6.5万欧元到 10万欧元之间的个体经营者和企业
家，20%的替代性低税率已经被废除。该制度原定于
2020年生效，使其有别于普通的累进税率。
其次，为了降低中低收入者的税负，有些国家

降低了非最高税率。在冰岛，2019年至 2021年是个
税改革的第二阶段，为了减轻中低收入家庭的税收

负担，对某些非最高税率进行了改革。其中，2020年
个税最低税率从 22.5%下降到 20.6%；中等收入者
税率为 22.75%；最高收入阶层税率保持不变。此外，
2021 年适用最低收入阶层的税率将进一步降至
17%。在希腊，2020年通过对个人所得税税率结构
进调整。引入了适用于年应纳税所得 10000 欧元淤通常用劳动所得纳税总额占劳动总成本的比重来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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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澳大利亚的“低所得税收抵扣”（low income tax offset），是指从应纳
税额中直接冲减，相当于税收抵免。

9%的最低税率，对于超过 10000欧元以上者，税率
降低 1个百分点。因此，改革后希腊个人所得税税
率结构为：0-10000欧元，税率 9%；10001-20000欧
元，税率 22%；20001 -30000 欧元，税率 28%；
30001-30000欧元，税率 36%；40000欧元以上，税
率 44%。在法国，为了促进公平，从 2020年起，最低
税率从 14%降至 11%。同样，在波兰，从 2019年 10
月起，个税最低税率从 18%降至 17%。在斯洛文尼

亚，个税的第二级和第三级税率各下调 1个百分
点，分别降至 2020年的 26%和 33%。德国提议从
2021年起，对大多数纳税人废除占所得税 5.5%的
团结税，降低某些高收入人群的税负。在斯洛伐克

共和国，对于年收入在 10万欧元以下的个体经营
者，个人所得税税率从 21%降低到 15%。在丹麦，从
2020年和 2021年开始，个税最低至 12.11%。在澳
大利亚，立法建议将 32.5%的边际税率降低至 30%。

表 1 个人所得税税率改革情况

税率提高的国家 税率降低的国家

2019 2020及以后 2019 2020及以后

最高税率 西班牙、立陶宛、挪威 智利、土耳其 荷兰、挪威 希腊、（荷兰）、瑞典

非最高税率 丹麦、西班牙、立陶宛
（冰岛）、意大利、立陶宛、

（荷兰）、希腊

澳大利亚、爱尔兰、

荷兰、挪威、波兰

澳大利亚、丹麦、法国、（德国）、希

腊、冰岛、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

生效时间

注：括号中的国家只宣布了改革措施。

资料来源：OECD（2020），Tax Policy Reforms 2020：OECD and Selected Partner Economies，OECD Publishing，Paris，https：//doi.

org/10.1787/7af51916-en.

（二）个人所得税税基缩小

税基通常指应纳税所得额，是个人所得税的计

税基础和依据。它一般是纳税人在取得总所得的基

础上，通过扣减基本豁免额、各项专项扣除以及抵

免额等方式取得。税基改革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它

可以通过提高或降低不同纳税群体的基本豁免额、

专项扣除额等措施，实现政府对某些特定群体的调

节目标。2020年在对税基进行改革的国家中，OECD
国家中有 33个国家缩小了税基，只有 3个国家扩
大了税基（详见表 2）。

1.调整个税豁免额、税收抵免和纳税级次
豁免额（tax allowance）也称免税额（exemption），

是在确定应纳税所得时的基本费用扣除，具有生计

扣除性质。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增加豁免额

会直接缩小税基，降低中低收入者税负。相比而言，

税收抵免额（tax credits）则是在应纳税额中直接扣
减，直接冲减纳税义务。因此，对于低收入者，特别

是有孩子的家庭、老年人、残疾人等，抵免额的调整

效果更直接，针对性更强。

2020年个税改革的主要目标是支持低收入者
和家庭，因此，多数国家都提高了税收豁免额和抵

免额，从而带来了缩小税基的减税效果。澳大利亚

自 2019年中期以来就开始了个人所得税的一系列
改革，其主要目标是使个人所得税更低、更公平、更

简化。为了使低收入人群享受更多税收优惠，政府

出台了一项新的中低收入税收抵扣政策（low and
middle-income tax offset），计划在 2018年-2022年
期间提供最高达 1080澳元的税收减免。从 2022年
起，一项新的“低所得税收抵扣①（low income tax
offset）”将取代现行的“低收入税收抵扣”和“中低收
入税收抵扣”制度。抵扣额将从现在的 445澳元提
高到 700澳元。此外，到 2022年，适用 19%纳税级
次上限的所得额将从 37000 澳元提高到 45000 澳
元。澳大利亚还通过立法规定，从 2024-2025年财
政年度起，提高最高边际税率的适用门槛，从 18万
澳元提高到 20万澳元。
此外，有 5个国家提高了基本豁免扣除。在德

国，2020 年基本豁免扣除提高到 9408 欧元（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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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为 9168欧元，2018年为 9000欧元）。在立陶宛，
为了减轻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2020年月基本扣除
额提高到 350欧元，2021继续提高至 400欧元。同
样，2020 年斯洛文尼亚将年度基本税收豁免额从
3303欧元提高到 3500欧元。斯洛文尼亚还对年应
纳税所得额低于 13317欧元的居民提供附加税收
豁免，对于学生兼职取得的所得收入，提高税收豁

免扣除。在芬兰，对于劳动所得的基本豁免从 2019
年的 17600欧元，提高到 2020年的 18100欧元。在
斯洛伐克共和国，对雇员（和自营职业者）的基本豁

免额从最低生活标准的 19.2 倍提高到 2020 年的
21倍（210欧元）。
同样，荷兰政府规定，从 2020年开始，一般税

收抵免将在 2019年的基础上，在未来两年内逐步
增加，总额达 80欧元。在意大利，2020年继续增加
税收抵免，以降低劳动所得的税负，鼓励消费。相

反，由于通货膨胀指数化调整和最低税率下降等因

素，冰岛将个人所得税抵免额降到每年 655，538冰
岛克朗，从而扩大了个税的税基。

除此以外，也有些国家对纳税级次进行了调

整。2020年，斯洛文尼亚将适用最高所得级次的门
槛（税率为 50%）提高到 72000欧元。在爱尔兰，对
于全民社会税（USC）第二税级的收入上限（税率为
2%），从 2019年的 19874欧元提高到 2020年 2月
的 20484欧元。在芬兰，累进所得税（即团结税）临
时规定的最高级次将一直持续到 2023年底。

2.针对儿童及其他受抚养人的税基改革
希腊、德国和加拿大采取了一系列旨在支持家

庭和儿童的个税税基改革措施。在希腊，从 2020年
1月开始，在继续实施儿童税收抵免的同时，对已婚
有抚养义务的纳税人，其就业、养老金和农业收入，

在计算个人所得税时，可增加税收抵免，但对高收

者的税收抵免适当调低。在德国，自 2020年 1月
起，增加了某些家庭的福利。比如，对于有抚养孩子

的父母，其免税额从 2019 年的 7620欧元增加到
2020年的 7812欧元。此外，自 2019年中期开始，儿
童福利每月增至 204欧元（取决于儿童数量）。加拿
大将在 2019 年和 2020年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支持
家庭和儿童。比如，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2020年底
将推出一项新的儿童福利计划，与现行的儿童税收

福利相结合。在安大略省，将推出一项新的儿童抚

育税收抵免政策，该政策根据家庭收入情况提供，

是一种可返还的税收抵免，最高可抵免 75%的符合
条件的儿童养育费用。

有些国家增加了对儿童和其受抚养人的税收

表 2 个人所得税税基改革情况

税基扩大的国家 税基缩小的国家

生效时间 2019 2020及以后 2019 2020及以后

个人免税、抵免、纳税级

次
冰岛

澳大利亚、比利时、德国、丹麦、芬

兰、英国、冰岛、立陶宛、荷兰、瑞

典、南非

澳大利亚、德国、芬兰、爱尔兰、

意大利、立陶宛、荷兰、斯洛伐

克、斯洛文尼亚

针对低收入者、勤劳所

得及在职抵免

丹麦、西班牙、芬兰、爱尔兰、荷

兰、瑞典
爱尔兰、意大利、芬兰、荷兰

子女及其他受抚养人 澳大利亚、德国、爱尔兰
加拿大、德国、希腊、立陶宛、葡

萄牙、斯洛伐克、爱尔兰、日本

老人和残疾人
澳大利亚、芬兰、法国、匈牙利、拉

脱维亚、荷兰、瑞典
芬兰、希腊、立陶宛、瑞典

自营和非法人企业 英国、荷兰 荷兰 英国、丹麦、印度、意大利 斯洛伐克

杂费扣除及抵免 挪威、瑞典 芬兰、意大利、荷兰 波兰、挪威、瑞典、美国

资料来源：OECD（2020），Tax Policy Reforms 2020：OECD and Selected Partner Economies，OECD Publishing，Paris，https：//doi.

org/10.1787/7af51916-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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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和抵免。从 2020年起，葡萄牙对有幼儿的家庭
增加税收抵免至 300欧元，对拥有两名或两名以上
三岁以下幼儿的家庭再增加 150欧元的附加税收
抵免。在立陶宛，儿童津贴也从 50欧元增加到 60
欧元，对于孩子较多家庭，从 70欧元增加到 100欧
元。斯洛伐克共和国对 6岁以下儿童的税收抵免从
2019年中期开始提高到 45.44欧元。在日本，对有
抚养子女的单亲家庭 35万日元的税收扣除措施进
行了修订。目前，无论父母的婚姻状况或性别，只要

有抚养子女都可享受税收扣除。此外，对于没有子

女的寡妇和鳏夫，如果其应纳税所得额低于 500万
日元，其税收扣除仍为 27万日元。在爱尔兰，如果
有配偶（或伴侣）在家中需要照顾，可享受家庭护理

税收抵免，该项抵免从 2018年的 1200欧元和 2019
年的 1500欧元增加到 2020年的 1600欧元。

3.勤劳所得税收抵免和在职福利改革
为了改善劳动力市场和减少贫困，荷兰、爱尔

兰、芬兰和意大利对勤劳所得税收抵免及其他在职

福利进行了改革。在荷兰，为了支持就业，从 2020
年开始，由收入决定的勤劳所得税收抵免最高限额

将在三年内逐步提高，总共提高 285欧元（2019年
增加了 150欧元）。近年来，爱尔兰对自雇职业者的
勤劳所得税收抵免持续提高，2020年该项税收抵免
从 2019的 1350欧元，增加到 1500欧元。芬兰的市
政税，对于勤劳所得的扣除从 2019年的 1630欧元
和 2018 年的 1540 欧元提高到 2020 年的 1770 欧
元。意大利从 2020年 7月起，对年收入低于 28000
欧元的雇员，每月的税收抵免从 80欧元提高到 100
欧元（该措施仅适用于有纳税义务的雇员）。此外，

从 2020年 7月开始，意大利对个人所得税所得超
过 28000欧元的雇员，实行 600欧元的临时不可返
还税收抵免，对收入较高者，税收抵免额逐渐降低，

享受税收抵免的最高收入额为 40000欧元。这项税
收抵免将在 2020年 12月逐步取消。

4.针对老人、残疾人及某些特殊群体的税基
改革

为了完善与人口老龄化相关税收优惠政策，一

些国家出台了支持低收入退休人员的个人所得税

改革。瑞典为了减轻老年人的税收负担，从 2020年
起，提高了 65岁以上老年人个人所得税的基本豁
免额。芬兰于 2020年提高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养
老金所得的税收扣除，以减轻低收入老年纳税人的

税收负担。

此外，有两个国家实施了支持残疾人的个人所

得税改革措施。在希腊，从 2020年起免征某些残疾
人的团结税。在立陶宛，从 2020年起，根据残疾人
的具体情况，对残疾人的每月基本税收豁免额提高

到 600欧元至 645欧元之间。
有些国家的改革涉及就业、技能和年轻人。为

了支持就业，葡萄牙政府规定，从 2020年起，对于
收入低于 25000欧元的某些年轻人，其就业所得的
个人所得税可获得部分减免。这一减免适用于完成

教育后的前三年，减免额占应纳税所得额的比例逐

步降低（第一年 30%，第二年 20%，第三年 10%）。波
兰自 2019年 8月起，对于 26岁以下纳税人，如果
其就业所得低于 85528波兰元，可获得免税。在加
拿大魁北克省，为了鼓励有经验劳动者留在劳动

力市场，政府出台了一项延长职业生涯的税收抵

免政策。

在爱沙尼亚，为了支持就业，从 2020年起，雇
员在家和工作之间的公共交通费用补贴不作为附

加福利征税。土耳其 2020年扩大了雇主提供免税
交通福利的范围。在斯洛伐克共和国，超过最低员

工工资日常津贴（如差旅费）的免税额，从 2019 最
低工资的 1.3倍，提高到 2020年的 1.65倍。

5.对自雇职业者实施的税基改革
一般而言，自营职业者及非法人企业（比如，个

人独资和合伙企业）取得的经营所得均需缴纳个人

所得税。各国对自雇职业者个税税基的改革分两种

情况，一是支持自营职业者发展，缩小税基；二是加

强对自雇职业者的管理，增加税收收入，扩大税基。

比如，斯洛伐克共和国为了支持自营职业的发展，

将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缴款中用于住宿和交通

费用的月免税额在 2020年和 2021年逐步提高。此
外，根据《所得税法》，斯洛伐克共和国将在 2021年
引入一类新的纳税人（小微纳税人），即从商业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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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活动中获得的收入未达到增值税登记起点的个

人。这些纳税人将有权享受包括动产税收折旧等税

收优惠。

相反，也有国家为了增加收入，扩大了自营职

业者个税的税基。比如，荷兰对自营职业者的豁免

额将从 2020年的 7280欧元逐年削减，直到 2028
年达到 5000欧元。同时，为了简化税制，将从 2021
年起取消对教育费用的扣除，以补贴取而代之。这

项改革有望增加个人所得税收入。芬兰为了增加税

收收入，在 2020年减少家庭支出的税收抵免。意大
利从 2020年起，对某些个人支出（如自住房屋的支
出和抵押贷款利息）19%的税收抵免规定上限，为应
纳税所得额 12万欧元。
（三）对资本所得课税的改革受到局限

资本所得通常与劳动所得相对而言，世界各国

在对资本所得课税改革中，在考虑公平的同时，更

注重效率。因此，为了实现鼓励储蓄和增加收入的

目的，对家庭资本课税改革的幅度并不是很大。主

要改革措施包括降低税率和提高对租金所得课税，

同时，对金融所得实行税收减免，以支持小额储户。

OECD成员国中有三个国家降低了个人资本所
得税率（见表 3）。葡萄牙对长期住房租赁所得的税

率从 2020年 1月开始大幅降低，从 28%降至 10%。
意大利从 2020年 1月起，将符合某些条件的租金
所得税率降至 10%（原来为 15%）。在希腊，为了支
持投资，从 2020年起，对已分配股息所得的税率从
10%降至 5%。
相比而言，有些国家提高了个人资本所得的税

率。斯洛文尼亚普遍提高了资本利得课税的税率，

但根据持有期不同，税率提高的幅度有差异，持有

期越长，税率越低。其中，对持有期不足五年的资本

利得，税率从 25%提高到 27.5%；持有期 5-10年的
资本利得税率提高到 20%；持有期 10-15年的资本
利得税率提高到 15%；15-20年的资本利得税率提
高到 10%（对于持有期超过 20年的，资本得利免
税）。斯洛文尼亚租赁所得的税率从 25%提高到
27.5%。智利将已经提高至 40%的个人所得税最高
税率（原来为 35%）的适用范围扩大到所有类型的
普通所得，包括股息所得和资本利得。此外，在部分

归属制度下，公司分配给高收入者的股息所得，实

际税率为 44.45%。另外，对于关联方股东（有家族联
系）不按比例取得的股息（与股东的股权参与不相

符），这些股息没有正当经营或商业理由，仅仅为了

降低个税税负，对此，将适用 40%的固定税率。
表 3 个人资本所得税率改革情况

税率提高 税率下降

生效时间 2019 2020及以后 2019 2020及以后

股息或利息所得 /股权或债权投资 立陶宛 智利 希腊

资本利得 挪威、波兰 斯洛文尼亚

租赁所得 斯洛文尼亚 意大利、葡萄牙

养老金或储蓄账户

资料来源：OECD（2020），Tax Policy Reforms 2020：OECD and Selected Partner Economies，OECD Publishing，Paris，https：//doi.

org/10.1787/7af51916-en.

在税率改革的同时，许多国家也对税基进行了

改革。其中，某些国家采取了缩小税基改革措施。比

如，阿根廷从 2020年起，取消了对某些金融性所
得，包括定期存款、政府证券和公司债券利息的课

税。匈牙利为了鼓励家庭购买债券，对国债的利息

所得免税。日本对于一般国民保险储蓄和其他类型

国民保险储蓄账户提供的免税优惠，将继续延长 5
年。瑞典在 2020年新制度中规定，对于在利息支付
时预扣预缴的息票税（the coupon tax），在某些情况
下可以递延缴纳。

此外，有两个国家采取了扩大个人资本所得税

税基的措施。在智利，对在资本市场出售股票或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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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的资本利得税免税措施，规定了一年期限制。在

芬兰，抵押贷款利息扣除限制于 2020年从 25%降
至 15%，然后进一步降低，到 2023年达到零。

三、评析与思考

纵观全球经济形势，人口老龄化持续加剧，高

失业率短期内难以缓解，各国财政赤字及政府债务

居高不下，这对各国财政支出都带来了巨大压力。

与此同时，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使世界
各国经济均受到不同程度的重创，多国政府陆续出

台了一系列应对疫情的各类税收优惠政策，力图减

轻企业及个人税负，助力复生产、保就业、稳增长。

此外，全球化及国际资本流动性又加剧了世界范围

内的税收竞争，这对税率又造成了下行压力。如何

应对各种挑战，在追求社会公平与提高经济效率

之间寻找最佳平衡点，将是全球个人所得税改革

面临的重要课题。从总体看，全球个人所得税改革

为中国个人所得税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极有价值

的参考。

（一）个税改革目标保持不变，税率与税基改革

并行

基于个人所得税在多数国家税制体系中的重

要地位，个税改革始终是发达国家税制改革的核心

内容。从世界各国个人所得税改革措施看，公平与

效率的权衡一直是个税改革追求的主要目标，这种

趋势将继续引领世界各国个人所得税改革。从 2020
年 OECD国家个人所得税改革看，尽管其改革措施

仍主要体现在税率变化和税基调整等方面，但其改

革内容更为具体，改革方式更有针对性，改革模式

更具创新性。

首先，世界各国不仅致力于个人所得税最高边

际税率的改革，更注重非最高边际税率的调整。最

高边际税率主要是针对高收入阶层，提高边际税

率，意味着适度提高高收入纳税阶层的税负，增强

个人所得税的累进程度，完善个税的再分配功能。

相反，降低最高边际税率，将减轻高收入纳税阶层

的税负，增加其税后所得，提高高收入纳税阶层的

劳动参与度，增加投资。相比而言，非最高边际税率

主要是针对纳税阶层中的中低收入者，直接影响中

低阶层纳税人的税负。从 2020年 OECD国家税率
调整看，无论是最高边际税率，还是非最高边际税

率，税率下降的国家均多于税率提高的国家，因此，

个人所得税税率总体呈下降趋势。

其次，多数国家在改革税率的同时，都伴随着

税基的调整。税基调整包括扩大税基和缩小税基，

其中，扩大税基意味着降低豁免扣除和严格扣除标

准，在一定程度上可弥补由于边际税率降低带来收

入损失；而缩小税基，包括提高基本豁免额和提高

对某些特殊纳税群体（有孩子的纳税人、老年人和

残疾人等）的扣除标准，则会直接降低中低收入阶

层的纳税人及特殊群体纳税人的税负，具有较强的

表 4 个人资本所得税基改革情况

税基扩大 税基缩小

生效时间 2019 2020及以后 2019 2020及以后

股息或利息所得 /股权或债权投资 芬兰 比利时 阿根廷、匈牙利、瑞典

资本利得 智利 希腊

租赁所得 意大利、荷兰 爱尔兰

养老金或储蓄账户 丹麦、挪威 日本

资料来源：OECD（2020），Tax Policy Reforms 2020：OECD and Selected Partner Economies，OECD Publishing，Paris，https：//doi.

org/10.1787/7af51916-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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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性。与 21世纪初期“低税率、宽税基”式的改革
模式不同，2020年个人所得税改革中，实施缩小税
基的国家更多，体现了各国更加注重中低收入及某

些特殊群体的改革取向。

（二）个税改革方式不断创新，针对特殊群体措

施增加

根据 2020年 OECD税制改革报告，多数国家
在采取税率和税基并行改革模式的基础上，其改革

方式更为创新，对特殊纳税群体的针对性更强。

在改革方式上，多数 OECD国家普遍实行了直
接使特殊群体受益的税收抵免方式。税收理论认

为，税收抵免与税收扣除不同，它是直接冲抵纳税

人应纳税额的一种税收优惠，在实施过程中，当税

收抵免额超过应纳税额时，纳税人可获得一定的税

收返还，即返还性税收抵免（refundable tax credit），
相当于一种负所得税制度。实践中，多数国家的个

人所得税抵免主要有两种：一是针对低收入劳动者

的勤劳所得税收抵免（Earned income tax credit），二
是旨在减轻有儿童家庭税负的儿童税收抵免（Child
tax credit）。二者均属于返还性税收抵免，从而保障
低收入劳动者和有孩子的家庭能从个税改革中直

接受益。这种税收抵免政策的实施，为我国个人所

得税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也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借鉴。

（三）疫情增大财政压力，个人所得税或面临增

税改革

从理论上讲，疫情给财政带来的压力是双重

的，一方面，疫情导致企业停工、减产，某些劳动者

失业，使税收收入大幅减少；另一方面，各国政府纷

纷采取减税及增加支出并取的措施，以最大限度地

降低疫情给人们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带来的不利

影响。显然，这种政策的实施结果在一定时期内将

使财政赤字持续提高，财政状况日益恶化。因此，在

社会经济发展前景仍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下，如何

加强财政调整，稳定税收收入将未来税制改革面临

的巨大挑战。

首先，由于个人所得税是多数发达国家的主体

税种，各国或将面临增税改革的可能性。当然，这种

增税与减税改革的大背景并不矛盾，它仅仅是针对

某些高净值收入阶层的调整。根据 OECD数据库分
析，收入不平等是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主要问题，

1995年至 2011年，OECD收入最高 1%人群实际工
资收入增长了 45%，高于 OECD国家实际工资中位
数平均增长率的三倍。因此，多数国家或将考虑适

度增加最高收入阶层的税负，一方面保障个人所得

税收入的增加，另一方面增强个税调节收入分配的

功能。

其次，加强个人所得税改革中的国际合作，有

助于加强个税税源管理，增加税收收入。在全球化

的背景下，生产要素的流动性日益加强，特别是资

本的流动性更高于劳动力的流动性，因此，多数国

家在对资本所得的个税改革中，在考虑公平的同

时，更注重效率，资本所得的税率通常低于劳动所

得。然而，如果各国通过税收合作方式，制定统一的

资本所得课税规则，同时，加强税收信息交换，则将

有效地防范高净值收入人群的避税行为，保障个人

所得税税源和收入的稳定。

总之，从长期看，以减税促进经济增长的个人

所得税改革路径仍将延续，注重公平、兼顾效率也

是世界各国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如何

通过个人所得税的改革为纳税人提供一个起点公

平和规则公平的环境，使低收入者、有孩子的家庭、

老年人及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在个税改革中受益，

使个人所得税成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稳定

的重要政策工具，将是世界各国不断追求和探讨

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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