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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全文

中国个人所得税年度汇算的国际比较研究

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课题组

内容提要：2021 年 6 月 30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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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估中国个人所得税年度汇算的工作成果，需要从个人所

得税治理观念、制度设计、实施效果等多个方面进行综合分析。本

报告以中国汇算清缴数据为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总结中国

个人所得税年度汇算实践的成效和问题；同时，选取美国、加拿大

等六个国家（地区）的个人所得税申报数据,与中国相关数据进行比

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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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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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所得税作为直接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际上广受

关注，世界各国均不断致力于改革与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和征管

服务配套措施。尽管不同国家对个人所得税课税制度的设计各有

不同，但对于年度汇算制度设计、征收管理、纳税服务等诸多方

面，均有互为借鉴之处。本报告将中国已经实施的两次个人所得

税年度汇算情况与国际情况进行比较，旨在评估现有成效与不

足，为进一步完善年度汇算制度提供有益的建议与思路。

一、中国个人所得税年度汇算制度概述

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下简称《个

人所得税法》）颁布实施，此后30年历经7次修改后，自2019年1

月1日起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落地实施。随后，

相关配套文件和衔接性文件相继出台，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年度

汇算制度也初步建立起来。

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年度汇算的制度安排主要体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第一，明确需要办理综合所得年度汇算的情形。第一类是年

度已预缴税额大于年度应纳税额且申请退税的，包括：（1）年

度综合所得收入额不超过6万元但已预缴个人所得税;（2）年度

中间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适用的预扣率高于综合所得

年适用税率；（3）预缴税款时，未申报扣除或未足额扣除减除

费用、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或捐赠；

（4）未申报享受或未足额享受综合所得税收优惠等情形。第二

类是年度综合所得收入超过12万元且需要补税金额超过400元

的，包括：取得两处及以上综合所得，合并后适用税率提高导致

已预缴税额小于年度应纳税额等情形。

第二，做好豁免制度设计。明确无需办理年度汇算的情形有

三类：一是纳税人年度汇算需补税但年度综合所得收入不超过12

万元的；二是纳税人年度汇算需补税金额不超过400元的；三是纳

税人已预缴税额与年度应纳税额一致或者不申请年度汇算退税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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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明确年度汇算办理方式和办理渠道。纳税人可以自主

选择汇算方式，如自行办理、通过扣缴义务人代为办理、委托专

业机构或人士办理。在办理渠道上，可以优先通过网上税务局办

理，也可通过邮寄方式或到办税服务厅现场办理。

第四，规定办理年度汇算的时间。居民个人取得综合所得，

按年计算个人所得税，需要办理年度汇算的，应当在取得所得的

次年3月1日至6月30日内办理年度汇算。非居民个人取得工资、薪

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和特许权使用费所得，有扣缴

义务人的，由扣缴义务人按月或者按次代扣代缴税款，不办理年

度汇算。

二、个人所得税年度汇算纳税申报的国际比较

近年来，中国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大力营造稳定公平

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营商环境全球排名持续大幅提升，在

《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中位列第31位
①
，其中，税收环境的持续

优化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为分析中国年度汇算在国际比较中的综合表现，本报告从美

洲、亚洲、大洋洲三个区域中，选取美国
②
、加拿大

③
、日本

④
、澳

大利亚
⑤
、中国台湾地区

⑥
和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⑦
等作为代表，经

过数据汇总与比较，得出以下结论。

（一）中国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预缴制度的精准性较高

根据申报率、退税率和补税率等数据，结合国际上对申报数

据的披露口径，本文归纳出不补不退率、退税率等5个指标，其计

算公式如表1所示，部分计算结果见表2。

表 1 全国个人所得税年度汇算申报情况指标国际比较表

指标 单位 计算公式

1.退税率 % 退税率=申报退税人数/参加汇算申报总人数

①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官方网站：https://www.doingbusiness.org/en/ragnkings。

②美国申报数据整理自美国国家税务局 https://www.irs.gov/。

③加拿大申报数据整理自加拿大国家税务局 https://www.canada.ca/。

④日本申报数据整理自日本国税厅 https://www.nta.go.jp/。

⑤澳大利亚申报数据整理自澳大利亚税务局 https://www.ato.gov.au/。

⑥中国台湾地区申报数据整理自中国台湾税务局 https://www.etax.nat.gov.tw/etwmain/。

⑦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申报数据整理自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税务局 https://www.ird.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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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均退税额 元 人均退税额=实际退税金额/实际退税人数

3.补税率 % 补税率=申报补税人数/参加汇算申报总人数

4.豁免补税率 % 豁免补税率=豁免补税人数/申报补税总人数

5.不补不退率 %
不补不退率=申报不补不退人数/参加汇算申报总人数

=1-退税率-补税率

表 2 全国个人所得税年度汇算申报情况指标计算表

时间 退税率
人均

退税额

补税率

（含豁免补税）

豁免

补税率

不补

不退率

2019 45.21% 581.61

（两年平均）

11.83% 8.52% 42.96%

2020 52.09% 12.71% 9.41% 35.20%

注：中国的实际补税率2019年度为3.31%（ 11.83%-8.52%）；2020年度为3.30%

（12.71%-9.41%）。

中国年度汇算不补不退率远高于部分发达国家，说明了中国

个税预扣预缴制度的精准性。汇算期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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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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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各国（地区）个人所得税年度汇算平均退税率对比图

将各个国家（地区）各年的退税率数据取平均值，绘制各国

①由于美国、日本未公布补税人数及税额数据，此处仅与澳大利亚、加拿大的情况进行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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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个人所得税年度汇算平均退税率对比图如图1所示。澳大

利亚2015年-2018年的退税率分别为77.21%、76.01%、76.68%、

76.27%，四年平均退税率为76.54%；加拿大2019年的退税率为

63.84%；美国2017年-2020年的退税率分别为59.55%、58.93%、

58.30%、70.59%，四年平均退税率为61.84%；日本2015年-2018年

的退税率分别为57.96%、58.02%、58.39%、58.77%，四年平均退

税率为58.29%；中国2019年-2020年退税率分别为45.21%、

52.09%，两年平均退税率为48.65%；中国台湾地区2015年-2017年

平均退税率为42.34%，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2015年-2019年平均退

税率为3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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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退税率呈平稳态

势，我们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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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侧面反映出中国个人所得

税预扣预缴制度设计较为精准、高效，在保障预扣预缴阶段税款

充分入库的同时，将需要通过年度汇算退税的人数占比控制在合

理区间内。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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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两个年度平均退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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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国（地区）税务部门官方网站披露的数据显示（见图2），

美国2015年-2020年连续六年的人均退税额分别为2954美元、3044

美元、3186美元、3280美元、3261美元、2813美元，六年人均退

税额为3090美元，换算成人民币为20902元人民币；澳大利亚2015

年-2018年的人均退税额分别为2543澳元、2551澳元、2555澳元、

2554澳元，四年平均人均退税额为2551澳元，折合人民币12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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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加拿大的人均退税额为1848加币，折合人民币9873元；日本

2015年-2018年的人均退税额分别为86399日元、86546日元、

90231日元、89206日元，四年平均人均退税额为88096日元，折合

人民币5365元；中国台湾地区2015年-2017年的的人均退税额分别

为73437台币、75637台币、84460台币，三年平均人均退税额为

77845台币，折合人民币16409元；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2015年-

2019年的人均退税额分别为7642港币、7891港币、7321港币、

9144港币、8880港币，五年平均人均退税额为8176港币，折合人

民币7107元
①
。上述国家（地区）人均退税额均大幅高于中国。

图 2 各国（地区）个人所得税年度汇算平均退税额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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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思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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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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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税手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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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文中汇率折算按：100 美元=676.44 人民币元，100 澳元=491.49 人民币元，100 加币=534.25 人民币元，

100 日元=6.09 人民币元，100 台币=21.10 人民币元，100 港币=86.93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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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美国各年度的电子申报率，美国近六年的电子申报率情况如图

3所示，其个人所得税电子申报率成逐渐递增态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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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 美国个人所得税电子申报率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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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中国申报表项目预填服务在国际上处于较高水平

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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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3 各国个人所得税年度汇算预填服务对比表

国家 是否预填 预填率 预填使用率

美国 是 75% 数据未获取

加拿大 是 72% 数据未获取

日本 是 75% 数据未获取

澳大利亚 是 80% 数据未获取

中国
2019年度 是 62.5% 94.35%

2020年度 是 100% 97.95%

注：预填率=预填项目数/所得项目总数；

预填使用率=申报时使用税务机关预填数据的比率。

表3数据显示，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等国都采用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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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服务。美国
①
在8大项所得项目中，预填了6项，预填率75%；加

拿大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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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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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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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中国退税时间快于国际平均水平

美国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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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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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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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进一步完善中国个人所得税年度汇算制度的建议

中国两次个人所得税年度汇算实施效果超过预期，用世界银

行《营商环境报告》相关纳税指标来衡量，很多指标处在世界前

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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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很多需要努力的地方。针

对个人所得税年度汇算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借鉴国际上主流国

①https://www.irs.gov/site-index-search?search=W-2&field_pup_historical_1=1&field_pup_ historical=1。
②https://www.canada.ca/en/revenue-agency/services/forms-publications/tax-packages-years/general-income-
tax-benefit-package/5000-g/income-tax-benefit-guide-total-income.html#Line101EmploymentIncome。
③https://www.nta.go.jp/english/taxes/individual/incometax_2019.htm。

④https://www.ato.gov.au/Tax-professionals/Prepare-and-lodge/In-detail/Pre-filling-reports。
⑤https://www.irs.gov/refunds/tax-season-refund-frequently-asked-questions。
⑥https://www.canada.ca/en/revenue-agency/services/tax/individuals/topics/about-your-tax-return /refunds .
html。
⑦https://www.ato.gov.au/Individuals/Your-tax-return/Check-the-progress-of-your-tax-re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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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地区）的经验，我们提出如下进一步完善的建议：

（一）完善自然人税收管理立法

现行《税收征管法》中尚无明确的自然人税收管理条款。两

次年度汇算征管实践显示，原本公告要求在每年6月30日之前完成

上年度汇算清缴，但仍然有一部分纳税人由于种种原因推迟年度

汇算甚至未进行年度汇算；补缴税款时也存在少部分纳税人长期

欠税现象，缺乏强制执行的法律依据。目前，税务机关只能援引

《税收征管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纳税人未按照规定期限缴纳

税款的，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期限解缴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

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

的滞纳金。”对自然人年度汇算欠税自6月30日以后按每日万分之

五收取滞纳金。在欠税公示公告、行政处罚、阻止出境、强制执

行等法律适用方面，尚无明确的法律规定，缺乏刚性的处罚措

施，容易引发税收争议和执法风险。在个人所得税反避税管理方

面，当前特别纳税调整办法主要针对的主体是企业，《个人所得

税法》第八条虽然对个人反避税管理作出了一般性规定，但尚缺

乏具体操作办法。当前，正值《税收征管法》研究修订之际，建

议抓紧增加自然人税收管理的衔接规定。

（二）进一步优化税收制度和申报管理

在税制方面，中国个税税率表在应纳税所得额30万以上（收

入占比1%左右人群）
①
的档位级距设计较小，级差较窄，最高档位

即应纳税所得额96万以上对应的名义税负率45%偏高，建议适当调

高最高档位的下限值，适时调低最高名义税率，拉大应纳税所得

额30万至最高档位之间的级距，扩大同一级距的最高值和最低值

之间的级差，从而实现降低最高名义税率的同时均衡高收入者群

体之间的实际税负，改进纵向公平状况。

在申报表设计上，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对于纳税人的所

有收入不论是否纳入综合所得都在纳税申报表上进行了集成。未

① 根据 2019、2020 年度汇算数据显示，年应纳税所得额 30 万以上的占 2019 年度汇算总申报人数的

1.05%，占 2020 年度汇算总申报人数的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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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随着个人所得税改革的不断推进，可以在年度汇算报表上增

加未列入综合所得的分项所得的相关信息。

（三）加强年度汇算征管配套保障

一是加大对自然人信息的系统集成。未来，随着个人所得税

改革的不断推进，我们需要对个人的各项应税所得在整体上进行

收集汇总，目前，个人有关税收数据的收集还比较依赖于源泉扣

缴和自行申报，财产收入等信息缺乏第三方数据支撑，不利于构

建个人收入集成画像，也不利于进行精细化征管。建议以“金税

四期”建设为契机，进一步完善自然人“一人式”信息归集。

二是加大第三方信息的采集比对力度。在首次年度汇算中，

税务机关创新推出申报表项目预填服务，对于工资薪金所得、特

许权使用费收入和连续性劳务报酬，直接预填到纳税申报表中，

对非连续性劳务报酬和稿酬收入，纳税人可以通过将预扣预缴申

报记录导入申报表的方式实现预填。2020年度汇算，四项所得均

直接预填在申报表中，进一步方便了纳税人办税。对于申报表中

除收入以外的其他项目，如商业健康险和税延养老保险扣除项

目，免税收入项目下的生育津贴和离职补偿项目，建议在与第三

方加大信息采集比对力度基础上，尽快实现数据预填，使纳税人

办税更便捷。

总之，2018年开始实施的新个人所得税改革标志着我们在建

立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税制上迈出了重要一步，是国

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升的重要表现，充分发挥了税收在国家

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历经2019、2020两次年度汇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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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快，反映出的一些

问题也为我们指明了完善方向。个人所得税年度汇算实施后，纳

税人需要将纳入全年综合所得的各项收入汇总后向税务机关进行

纳税申报，不仅有利于增强纳税意识，提高纳税人的参与度，而

且体现了税收公平原则。税务部门以现代信息技术为依托，以创

新性宣传服务为保障，以大数据治理和运用为手段，打通诸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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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事项办理业务链条，建立不同政府部门间协同共治关系，实现

了社会综合治理和综合服务的深度融合。这充分体现了税务系统

近年来全面深化改革从夯基垒台、立柱架梁，到全面推进、积厚

成势，再到系统集成、协同高效，一路蹄疾步稳、勇毅笃行，在

新时代新起点上实现了纳税服务和征管质效的新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