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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所得税制模式的现实困境及其改革
童

生

郑

馨

（中国地质大学管理学院，湖北武汉，４３００７４）

摘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我国个人所得税应该成为主体税制。但现实地看，我
国个人所得税运行效果不够理想，没有实现税制设计目标，对高收入者调节乏力，甚至是逆调节，征
管漏洞较大，税收流失严重。这就要求我们积极地对现行分类所得税制模式进行改革，向综合所得
税制模式转变，完善个人所得税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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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所得税三种税制模式的内涵及比较分析

但随着收入差距的拉大，这一模式无法实现按纳税

ｌ、三种税制模式的内涵

人综合税负能力课征，无法体现税负公平原则。综合

分类所得税制模式是对纳税人取得的所得按不

所得税制模式征税面广，税基大，有利于增加国家财

同性质来源分类，并对不同类型的所得按不同的税

政收入，且适用累进税率，能够较好体现纳税人综合

率进行课征。综合所得税制模式是将纳税人一定时

负担能力，从纵向和横向上对税负进行分配，理论上

期内各种不同来源的所得综合在一起形成所得总额

体现了税收公平。然而，这种模式对纳税人的纳税意

减除各种法定的宽免额和扣除额的净额，按一定的

识、会计核算制度及税务稽查等都有较高的要求。分

税率进行课征。分类综合所得制模式是先按纳税人

类综合所得税制模式是前两者模式的综合，它既保

不同的所得项目分别征税，然后再将纳税人一定时

留了分类所得税制模式下的对不同性质所得采用不

期内的各种所得来源进行汇总，并按累进税率综合

同税率，又考虑了纳税人的支付能力，即全部所得项

计算。在按综合计税时，可以加入各种宽免项目，以

目先各自征收，最终又合并申报，按累进税率综合课

实现个人所得税对收入水平的调节，有利于实现公

征。因此，这一模式具有比较优势。
二、分类所得税制模式的现实困境

平分配。

２、三种制模式的比较分析

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属于典型的分类所得税

分类所得税制模式可以广泛采用源泉法控制税
源，防止税收流出，并可对不同所得实行不同税率。

制模式，这种模式对调节收入分配、增加财政收入，
都有明显的效果。但是，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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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也面临着困境：

确或难以定性的问题，由此引发的税务争议案逐年

１、缺少公平性，易诱发偷、逃税款的行为

上升，每年积余上千余项，使征纳双方的经济效率降

相同收入额的纳税人会由于他们取得的收入类

低。分类所得税制模式比综合所得税制模式在管理

型不一样，或者由于其来源于同一类型的收入次数

上并不占多大优势。假如说实行分类所得税制模式

不同而承担不同税负，从而造成横向不公平。举例

是出于方便源泉扣缴、避免纳税人不主动履行纳税

说明：假如有甲、乙两个人的收入都是３２００元，但甲

义务的角度考虑的话，那么这种考虑实际上是不必

为工资收入，而乙为一次性劳务报酬。由现行的个

要的。因为源泉扣缴和纳税人自行申报是个人所得

人所得税法可知，甲应缴纳２３５元，乙应缴纳４８０

税制的两种基本方式，任何税制课税都必须运行。由

元，如果乙的收入中一半为工资，另一半劳务报酬，

于我国个人所得税采用分类所得税制模式，扣除方

则乙的税负为２１５元。若乙的劳务报酬收入分两次

面的非个人化和由此产生的应税收入“切割效应”大

取得且均高于８００元，则乙应缴纳３２０元；当其中一

大侵蚀了税基，使得个人所得税收人大大低于本应

次劳务报酬低于８００元，则虽然这次所得免于缴纳

征收的数额，应征未征税款增加。

个人所得税，但总体税负却高于３２０元。若乙的收入

３、容易产生避税现象

为４次取得且均不超过８００元，则可以合理避税。同

由于分类所得税制模式设计中的制度性漏洞较

样，可以直观说明，同收入的纳税人，由于其取得收

多，使纳税人可通过分解收人、转移类型等方式达到

入的类型不同，而采用不同的扣除额、税率、优惠政

多扣除、减少应税所得或降低税率或获得减免以达

策，甚至同一类型收入由于次数不同也会使这些因

到避税目的。例如纳税人可以采用故意减少当月实

素改变，而出现高收入者税负轻、低收入者税负重的

际所得，在月工资实际不变的条件下，对一次性所得

现象，从而导致纵向不公平。另外，由于不同类型

改变发放次数、时间或改一次性发放为多次发放以

（项目）所得的计征时间规定不同，分为月、次、年，不

避税。如果上述问题可以通过调整税率和应纳税计

能反映纳税人的支付能力，使课税具有随意性，有可

算方法而得以改进，那么考虑到劳务报酬、财产租赁

能出现支付能力相同而税负不同或支付能力低者税

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等实行按次课

负高于支付能力高者的不正常情况，使我国现行的

征，并有不同的扣除标准，则该模式产生的逃税漏洞

个人所得税不仅不能改变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反而

就会更多。另外，对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必须建立在净

使之进一步恶化。由于公平与效率在一定程度上存

所得基础上才有意义，因为只有净所得才体现纳税

在着相向作用，即由于现行个人所得税制模式的不

能力。但在现行的税制模式下，由于每个纳税人为取

公平性，使得人们从心理上对之进行抵制，造成部分

得相同的所得所支付成本和费用不一定相同，对不

税负高的纳税人为了减轻税负，而千方百计偷、逃税

同纳税人规定扣除相同的数额或比例是不合理的。

款，甚至不纳税。

同时，在税收征管上采用分项源泉扣缴，也易造成税

，

２、征管效率低下

负的扭曲，从而在客观上刺激了纳税人的避税行

我国现行的分类所得税制模式应税所得的确定

为。

涉及到按月、次或年度计算扣除额，又涉及到税率的
不同，这就要求既要严格区分所得性质，以便归类，

４、征管方式落后，不利于国民的纳积意识提高
和税法知识的普及

又要解决同类收入中“次”的确定，从而在税务实践

纳税意识直接反映公民对课税的接受程度，或

中，税务机关被迫消耗大量精力去认定个人收入的

主动纳税，或不知道纳税，或偷逃抵税。纳税意识是

各项应税所得项目。但仍存在着收入项目定性不准

决定纳税成本高低和税制运行效率至关重要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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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即便是发达大中城市的居民，了解个人所得税的

人所得税制在调节收入差距、积累国家财政收入等

也不多，进入纳税界限而不纳税的却相当普遍。由

方面的作用，应积极向综合所得税制模式转变。但

于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征收方式主要是分类分项

是，由于综合所得税制模式对征管要求较高，实施起

进行扣缴，如果税务部门不主动找上门来，纳税人及

来要求具备的条件是多方面的，所以，我国可以在短

扣缴义务人往往不会主动纳税，偷逃税的现象很普

期内采用分类综合所得税制模式加以过渡，以加收

遍。同时，税法规定以源泉扣缴为主，在没有进行源

附加税的形式缓解分类所得税制模式所造成的不公

泉扣缴的情况下，才会自行申报，且对不申报者无法

平现象。这种操作方法不仅符合我国过渡期所得发

进行有效的法律约束，在整个社会纳税意识淡薄的

放制度，而且还可以为综合所得税制模式的实施积

情况下，自行申报者少而又少。这样，许多纳税人无

累经验，作好辅垫。

机会自行计算和缴纳税款，也就不会积极主动地学

２．进行所得发放制度改革

习税法，进而遵守税法，从而由广大纳税人营造的纳

为了避免工资外收入、劳务报酬、“灰色收入”及

税环境将不利于税务工作的开展和税法精神的实

“黑色收入”等因来源分散、不固定、隐蔽性强等特点

现。

而造成税务机关难以稽查和征收，应进行工资制度
５、对经济的变化缺乏弹性

改革，逐步使个人所得中“暗补”的各种“待遇”转为

个人所得税在发达国家被认为具有“自动稳定

显性收入。如福利分房和专车制度，代之以住房补贴

器”功能，其税收负担会随着经济周期而进行自动调

和车补；各单位的工资和其他收入都通过银行发放，

整，有利于平抑经济周期的过大波动。由于我国个

这就便于税收的源泉扣缴；尽快建立个人财产登记

人所得税的制度设计使得税负难以根据实际的通货

制，并完善储蓄存款实名制。这一举措虽已实行，但

膨胀来进行相应的税收指数化调整（税收指数化是

还不完善。不但要实现银行联网，还要在银税微机联

指税制中的一些项目随物价变化而进行指数化调

网基础上实行储蓄存款实名制。这将有利于克服和

整，以实现自动消除通货膨胀对实际应纳税额的影

解决税源的不透明、不公平、不规范的问题，以便税

响），而指数化调整无非是对宽免额、扣除额、税率级

务机关对个人的所得情况作充分掌握。

距等进行调整，以保证个人所得税税负不会因为通

３．减少减免范围，扩大税基

货膨胀而产生不公平。我国经济发展曾经出现过高

西方发达国家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个人所得

通货膨胀，今后也很难避免，为减少通货膨胀对经济

税改革的一个基本趋势就是扩大税基，把原先一些

的影响，合理征税，我国也应该进行指数化调整。但

减免的项目纳入征税范围，这样就可以避免税源流

由于在分类税制模式下，对不同所得项目采用的是

失，减少征收漏洞。根据我国国情可予以保留的减免

不同征税标准，不同的纳税人有不同的所得来源，这

项目为：失业救济金或其他救济金、抚恤金、保险赔

样即使对所有扣除项目进行指数化调整也不可能消

款；法律规定的予以免税的各国使领馆外交代表、领

除因收入结构的差异而产生的税负不均状态。

事馆员和其他人员所得；按国际惯例，中国政府参加

三、分类所得税制模式改革的设想

国际公约签订的各种协定中的免税所得；经国务院、

１．由分类所得税制向综合所得税制模式转变

财政部批准的免税所得。此外，还应该改变分类列举

由于目前我国个人收入多元化和收入差距拉大

所得征税的办法，将一切所得都纳入征税范围，并将

的情况，税收负担不公平越来越受到关注。同时，分

各种来源所得汇总，经宽免与扣除后，得出应税所得

类所得税模式本身存在的一些缺陷，已无法适应我

额，再按照超额累进税率综合计税。

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为了更好地发挥个
一５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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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在征税工作中大力推进个人自行申报制

围。此外，还要不断健全和完善个人所得税法规，减

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确定和

少其可能出现的漏洞，增强其公平性，制定违反个人

发展，人们收入渠道的多元化和形式的多样性已成

所得税法的处罚措施和惩处法规，提高税务部门自

为不可否认的事实。目前，我国居民收入能够显性

身的执法素质。

化的主要是工资薪金收入，而某些人的有些收入却
是隐性的，再加上公民的纳税观念淡薄，这给税收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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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ｃｏｍｅ ｔａｘ
ｃａｒｒｙ ｏｕｔ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ｎ

ａｒｅ

ｅｖｅｎ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ｓ

ｔｈｅｍ ｉｎ

ａｎ

ｏｐｐｏｓｉｔ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Ｔｈｅ

ｆｕｌｌ ｏｆ ｌｏｏｐｈｏｌｅｓ．Ｓｏ ｔｈａｔ ｉｔ ｈａｓ ｓｕｆｆｅｒｅｄ ｇｒｅａｔ ｌｏｓｓ．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 ｉｎｃｏｍｅ

ｔａｘ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ｏ ａｃｃｏｍｐｌｉｓｈ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ｉｎ—

ｃｏｍｅ ｔａｘ 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 ｔｏ ｐｅｒｆｅｃｔ ｉｎｃｏｍｅ ｔａｘ．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Ｉｎｃｏｍｅ ｔａｘ，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 ｉｎｃｏｍｅ ｔａｘ，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ｉｎｃｏｍｅ
ｐａｙｉｎｇ

ｔａｘ

一５２—

ｔａｘ，ｔａｘ

ａｖｏｉｄａｎｃｅ，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ｏ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