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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延续实施全年一次性奖金等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公告

来源：国家税务总局

为扎实做好“六保”工作，进一步减轻纳税人负担，现将延续实施有关个人所得税优惠

政策公告如下：

全

国

篇

关于延续实施外籍个人津补贴等有关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公告

来源：国家税务总局

为进一步减轻纳税人负担，现将延续实施有关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公告如下：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363/c5171842/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363/c5171841/content.html

政策速递 | NEWS

https://app.mps.gov.cn/gdnps/pc/content.jsp?id=8291038

关于印发《公安机关办理犯罪记录查询工作规定》的通知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安局：

为规范公安机关办理犯罪记录查询工作，公安部制定了《公安机关办理犯罪记录查询工

作规定》，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363/c5171841/content.html
http://gjj.beijing.gov.cn/web/zwgk61/_300587/_300696/11028853/index.html
http://gjj.beijing.gov.cn/web/zwgk61/_300587/_300696/11028853/index.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363/c5171842/content.html
https://app.mps.gov.cn/gdnps/pc/content.jsp?id=8291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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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速递 | NEWS

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2112/3c3f10d770db4b9ea6bb70edb56
34e35.shtml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

来源：中国人大网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作如下修改: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的决定

来源：中国人大网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

作如下修改：

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2112/0f425fe175fb410e8b01f67c8aa
bba8f.shtml

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2112/0f425fe175fb410e8b01f67c8aabba8f.shtml
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2112/0f425fe175fb410e8b01f67c8aabba8f.shtml
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2112/3c3f10d770db4b9ea6bb70edb5634e35.shtml
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2112/3c3f10d770db4b9ea6bb70edb5634e3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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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北京市公共实训基地高技能人才培训经费补助办法（试行）》的通知

来源：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各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各职业技能公共实训基地，各有关企业：

根据《国务院关于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的意见》(国发〔2018〕11 号文件)和《关

于推动公共实训基地共建共享的指导意见》(发改就业〔2020〕1951 号文件)等有关文件精神,

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首都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京

办发﹝2018﹞31 号），持续发挥公共实训基地面向社会培养高技能人才的作用。现将《北京

市公共实训基地高技能人才培训经费补助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关于开展 2022 年上海市社会化职业技能评价有关事项的通知

来源：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各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各有关单位：

为提高劳动者的职业技能素质，促进更高质量更充分就业，激励引导技能人才成长成才，

根据国家及本市深化技能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要求，现将 2022 年本市面向社会开展职业技能

评价活动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https://rsj.sh.gov.cn/tjypx_17737/20211231/t0035_1404843.html

http://rsj.beijing.gov.cn/xxgk/zcwj/202112/t20211221_2566108.html

http://hrss.gd.gov.cn/zwgk/xxgkml/bmwj/gfxwj/content/post_3739382.html

关于印发《广东省工伤保险省内异地就医结算管理办法》的通知

来源：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各地级以上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现将《广东省工伤保险省内异地就医结算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政策速递 | NEWS

地

方

篇

https://rsj.sh.gov.cn/tjypx_17737/20211231/t0035_1404843.html
http://hrss.gd.gov.cn/zwgk/xxgkml/bmwj/gfxwj/content/post_3739382.html
http://rsj.beijing.gov.cn/xxgk/zcwj/202112/t20211221_25661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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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所得税 APP 还有这些功能！ 沪“企业员工就业参保登记”功能正式上线

来源：上海发布来源：中国税务报

实操指导 | GUIDE

个人所得税 APP，是国家税务总局推出的税

收管理、个人所得税申报系统手机应用。个人所

得税 APP 除了可以进行个人所得税汇算清缴、专

项附加扣除各项目申报、修改等操作外，还开发

了一些非常实用的功能，今天为您推荐八种常用

功能，快快收藏哦~

https://mp.weixin.qq.com/s/yhjWZOEm
H28JMd0bnl5r6w

https://mp.weixin.qq.com/s/yhjDNwV-k
Xnn-ysjAqypxw

市人社局介绍，近日，“一网通办”

“一窗通”、人社业务经办平台推出了一

体化“企业员工就业参保登记”办事功能，

企业招用员工时通过该功能，即可一并完

成就业登记和社保登记。可办理哪些手

续？办理条件又有哪些？详见↓

https://mp.weixin.qq.com/s/yhjDNwV-kXnn-ysjAqypxw
https://mp.weixin.qq.com/s/yhjDNwV-kXnn-ysjAqypxw
https://mp.weixin.qq.com/s/yhjWZOEmH28JMd0bnl5r6w
https://mp.weixin.qq.com/s/yhjWZOEmH28JMd0bnl5r6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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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为从个人所得税治理观念、制度设计、实施

效果等多个方面综合分析评估中国个人所得税年度汇

算工作成果，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课题组发布《中国个

人所得税年度汇算的国际比较研究》（以下简称《报

告》），以近两年全国汇算清缴数据为样本，选取美国、

加拿大等六个国家（地区）的个人所得税申报数据进行

比较研究，在国际视野中评估中国个人所得税年度汇算

的实际效果，并就进一步完善中国个人所得税年度汇算

制度提出了若干建议。《报告》认为，中国第二次个人

所得税综合所得年度汇算工作顺利完成。两次年度汇算

的成功实施，是中国个人所得税制改革，特别是自然人

税收征管改革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总体来看，税

务机关依托良好税制设计和快速便捷的信息化支撑，在

五个方面展现出一定的国际比较优势。

——中国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预缴制度的精准性较高

《报告》根据各国披露的申报数据，计算了近年来

各国年度汇算的不补不退率。中国 2019 年、2020 年

不补不退人数占参与汇算总人数分别为 42.96%、

35.20%，平均 39.08%，远高于澳大利亚近三年平均

不补不退率 7.26%和加拿大 2019 年不补不退率

9.55%，《报告》认为这说明了中国预扣预缴制度的精

准性，大量纳税人在办理年度汇算过程中发现自己预扣

预缴税额与年度汇算应纳税额完全一致，只需简单确认

便完成了申报，税收负担大为减轻。此外，退税率的调

查数据也佐证了这一观点。中国 2019-2020 平均年度

汇算退税率为 48.65%，低于美、日两国 10 个百分点，

高于中国台湾地区 6 个百分点，高于中国香港特别行政

区 15 个百分点。鉴于相关国家（地区）历史退税率呈

《中国个人所得税年度汇算的国际比较研究》发布

中国个税良好制度设计彰显五方面国际比较优势
► 来源：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

热点聚焦 | FOCUS

平稳态势，《报告》认为，在中国当前的个人所得税制

度下，个税年度汇算退税率在国际上属于合理水平，反

映出中国个人所得税预缴制度较为精准、高效，在保障

税收收入均衡入库的同时，将通过年度汇算办理退税的

人数控制在合理区间内。

——中国的退税机制设计彰显“以纳税人为中心”理念

现行的预扣预缴和汇算清缴制度有效避免了“先多

预缴、再多退税”的麻烦，尽可能使大多数纳税人在预

扣预缴环节就精准预缴税款、提前享受改革红利。2019

和 2020 两个年度人均退税额 581.61 元，远低于美国、

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和中国

台湾地区的人均退税额。

从税制设计角度看，一些国家为了提高税法遵从度，

使退税成为年度汇算的主流结算方式，这样固然是一种

有效的措施，但如果制度设计不合理、不精准，也可能

造成退税额过高的情况，大量占用纳税人资金，可能会

给纳税人带来“税负过重”的不良体验感。中国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在设计制度时充分推演、分

析，将退税额、退税率控制在合理范围内，有助于降低

纳税人税收负担，增强纳税人获得感。

——中国电子申报率在国际上处于较高水平

中国电子申报率在国际上处于较高水平，个税 APP

在年度汇算中的应用是“互联网＋”与税收管理相结合

的里程碑式进展。而根据美国公布的各年度“已完成电

子申报数量”，可计算出美国各年度的电子申报率，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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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近六年的个人所得税电子申报率呈逐渐递增态势，由

2015 年的 68.09%逐渐提升至 87.50%,并且 2020 年较

2019 年提高了近 15 个百分点（新冠肺炎疫情是一个

重要影响因素），六年平均电子申报率为 73.51%。

根据两次年度汇算数据显示，中国的电子申报率均

在 95%以上，高出美国 20 个以上百分点。从实践效果

看，税务机关对“个人所得税 APP”的宣传工作取得

了良好成效，大部分纳税人采用手机 APP 申报完成退、

补税，税务信息化在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中发挥了巨大

作用。

——中国申报表项目预填服务在国际上处于较高水平

《报告》分所得项目是否预填、预填率以及预填使

用率等三个子维度来考察各国的预填服务水平。数据显

示，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等国都采用预填服

务。美国在 8 大项所得项目中，预填了 6 项，预填率

75%；加拿大将所得分成了 5 大类 25 项，其中有 18

项实现了预填，预填率 72%；日本申报表上一共列示

10 大类 19 项收入，其中，综合所得 8 大类，有 2 大

类无预填，预填率 75%；澳大利亚将所得分为 10 项，

其中有 2 项无预填，预填率 80%。

中国 2019 年度汇算对综合所得下的工资薪金、特

许权使用费以及连续性劳务报酬进行了预填，预填率达

到了 62.5%，2020 年度四项综合所得全部实现预填，

预填率 100%。从预填使用率看，中国 2019、2020

年度汇算分别达到 94.35%、97.95%，说明预填项目

比较精准，纳税人普遍采用了税务机关提供的预填服

务。

——中国退税时间快于国际平均水平

美国电子申报退税时间是 24 小时-21 天、有些情况

下还超过 21 天，纸质申报为 6 周-8 周；加拿大电子申

报退税时间平均 2 周，提交纸质申报单退税时间 8 周，

居住在加拿大境外并提交非居民个人所得税申报表，则

最多需要 16 周的时间才能退税；澳大利亚退税时长为

电子申报 2 周，纸质申报 10 周。中国电子申报率已经

超过 95%，相应的退税时间一般在 3-14 天，平均为

11.84 天，快于上述国家平均水平。

总之，历经 2019、2020 两次年度汇算，中国个人

所得税年度汇算制度在实践中做到了第三方获取数据较

为充分、申报较为简易、电子申报率高和退税机制设计

合理等。

《报告》同时指出，虽然中国两次个人所得税年度

汇算实施效果超过预期，但对标“十四五”规划和中办、

国办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要

求看，也有一些需要努力的地方，比如，自然人税收管

理立法亟待完善；如何优化最高名义税负率和级距设置

从而促进纵向公平；如何进一步完善自然人“一人式”

信息归集等。这些问题需要逐步加以完善，从而实现纳

税服务和征管质效的新突破。

热点聚焦 | 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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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扫码中企企游

具体商品详情和购买须知详见订单页面

在这里搜索你的吃和远方

名佳薈（外滩店） | ¥666/4 人奢华午市套餐

2021 黑珍珠入围餐厅，人均高榜单。精致环境，网红打卡地！自带观
光露台，魔都夜景尽收眼底！创意菜品+精致点心，俘获味蕾！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东二路 8 号外滩金延大楼 7 楼

1 奢华午市套餐

上海外滩中南海滨酒店 |¥3988 起
/10 人

住外滩 C 位客房逛吃超享受，买年
夜饭套餐更送你 5 间城景房。为了
满足不同家庭的用餐需求，所以奉
上两款重磅菜单！A 版团圆宴及 B
版团圆宴（￥4988/10 人）。14 道
佳肴海鲜荟萃，道道好彩头！

地址：上海市虹口区黄浦路 53 号

2 双人浪漫午餐

上海闵行宝龙艾美酒店 | ¥3888/10
位

送重磅美食福利：年夜饭、西班牙双
人餐，小火锅自助晚餐...14 道硬菜海
陆珍鲜齐荟萃，龙趸鱼、烤猪手、扇
贝...道道好彩头，满足全家“挑剔胃”！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漕宝路 3199 号

4 虎年团圆宴

上海源居六然 · 外滩酒店|
￥298/2 位

隐于华尔道夫旁的精品酒店西餐，鲍
鱼、松露做前菜，严格把控食材，苹
果木烤 M3 菲力牛排领衔重磅菜单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四川中路 63 号

3 除夕年夜饭

企游天下 | T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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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企人力广州分部

天河区华穗路 406 号之二 908 室

邮编：51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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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20-3809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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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21-63191616

传真：021-64151122

中企人力北京分部

北京市朝阳区工人体育场北路三里屯 SOHO 写字楼 A 座 1805

邮编：100027

电话：010-65872600/8595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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