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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很多员工发现，虽然没涨工资，
但 1、2月的税后工资比去年有所上升。这是因
为今年新个税法下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方式有所
改变。

今年开始，个人所得税由原来的按月代扣
代缴变为累计预扣法计算。这种计算方法的特
点是年度内个税扣除呈现前低后高趋势，随着
累计应纳税所得额的提高，会产生税率跳级。

因为新个税法对综合所得实行按年计税，
累计预扣法可以使每月预扣的税款最大趋同于
年终的汇算清缴税款，这样那些只领固定工资
的员工在年内就可以及时享受到低税率，无需
在年终办理汇算清缴退税了。

说白了，从一个纳税年度来看，前后两种计
算方式所缴纳的个税总额是一样的，但累计预
扣法让纳税人可以在最初的几个月优先享受较
低的预扣率。

日前，明治制果食品工业（上海）有限公司
的小李就向记者反映了他新收到的 1月工资比
上月多了280元的事。

原来，小李2018年12月缴纳了490元个税，
2019 年 1 月缴纳了 210 元个税。他今年的工资

没有变化，而且没有享受过个税六项专项附加
扣除，为什么会少交 280元呢？对此，小李特意
请教了公司财务经理郑瑛。

郑经理解释称，“在12月税务部门举办的个
税专场培训中，专门针对这个问题作了讲解。
因为今年 1 月 1 日起，新个人所得税法全面实
施，工资薪金的个人所得税由原来的按月代扣
代缴转变为累计预扣法计算，所以每月预扣的
个人所得税税额与之前相比存在差异。”

郑经理说，“像小李这样的情况，每个月扣
除三险一金近 3000 元和基本减除费用 5000 元
后，应纳税所得额大约是7000元。去年12月是
按月度税率表适用 10%的税率，再减去速算扣
除数 210 元计算个税，计算公式是 7000×10%-
210=490 元。今年 1 月是按照年度预扣率表适
用3%的预扣率，计算公式是7000×3%=210。所
以小李这个月的个税比上个月少交了280元。”

那么今年以后每个月小李都按 3%的预扣
率缴纳210元的个税吗？事实并非如此。

郑经理又继续解释道，按照个税新政的累
计预扣法，本期应预扣预缴税额=（累计预扣预
缴应纳税所得额×预扣率-速算扣除数）-累计

减免税额-累计已预扣预缴税额。以小李每月
固定 12000 元（已扣除个人承担的三险一金近
3000 元）工资为例，2019 年 1 月适用 3%的预扣
率，（12000-5000）×3%=210 元；2 月也是适用
3%的预扣率，同时减去 1 月已预扣预缴税额，

（12000×2-5000×2）×3%-210=210元，以此类
推直到5月。

小李 6 月累计预扣预缴应纳税所得额为
（12000×6-5000×6）=42000 元，跳级适用 10%
的预扣率，再减去速算扣除数2520元和1至5月
累计已预扣预缴税额计算个税，42000×10%-
2520-210×5=630元。7月也是适用10%的预扣
率和2520元的速算扣除数，再减去1至6月累计
已预扣预缴税额，（12000×7-5000×7）×10%-
2520-210×5-630=700元，以此类推直到12月。

这样算下来，小李全年一共需要缴纳 5880
元个税，假设分摊到每个月预扣个税为 490元，
与 2018 年 12 月扣缴的个税是一样的。但是与
个人所得税法实施前相比还是减少了655元，小
李 2018 年 9 月的个人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为

（12000-3500）=8500 元，适用 20%的税率和 555
元的速算扣除数，计算公式是8500×20%-555=

1145元。
记者从税务部门了解到，自 2018 年 10 月

起，个人所得税改革进入过渡期，工资薪金所得
的基本减除费用调整为 5000元，并适用新的个
人所得税税率表，将年度税率表按月换算，按照
月应纳税所得额适用不同的税率。而2019年1
月，工资薪金的个人所得税转变为累计预扣法
后，采用个人所得税预扣率表，按照一个纳税年
度的累计预扣预缴应纳税所得额适用不同的预
扣率。

需要注意的是，累计预扣法下，年初的累计
预扣预缴应纳税所得额较低，一般适用较低级
次的预扣率，随着累计额的增加，会出现跳级的
可能。如果一个纳税年度累计应纳税所得额不
超过3.6万元，预扣率都维持在3%一级，就不会
出现预扣率跳级。如果累计应纳税所得额超过
3.6万元且不超过14.4万元，预扣率会从3%跳到
10%一级。随着累计应纳税所得额的提高，最多
会产生 6 次跳级，每月预扣的个税会有所不
同。 据澎湃新闻

新个税法下 1月税后工资变多了？

节后前几个交易日的开门红带来融融暖
意，也折射出市场各方对新年资本市场改革发
展的期待与展望。

新一年，如何聚焦发展？记者从监管部门
了解到，中国资本市场将在开足马力持续改革
开放的基础上不断激发和释放市场活力。其
实，有心的市场参与者或许已从 2019开年以来
的市场动向窥见了这条发展主线。

在翘首盼望两个多月之后，中国资本市场
于 1 月底迎来了科创板和注册制试点改革方
案。方案根据科创企业的发展规律和特点，在
上市发行制度、交易制度、持续监管、退市制度
等基础制度方面都有创新和突破。

可以预见，作为中国资本市场改革的突破
口和发力点，科创板和注册制试点将在 2019年
引领资本市场持续改革，并在增量改革的基础
上积累经验。业内专家认为，这项改革核心在

于进一步激活资本市场服务科技创新的能力，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让资本市场
在服务实体经济过程中发挥更重要作用。

毕马威中国审计合伙人郭成专表示，科创
板拓宽了众多科技创新类企业的融资渠道，能
够使科创企业在更早阶段从公开市场获得融
资，促进企业的发展，进而带动科技创新。

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春节前为进一步释放
市场活力的“政策三连发”。1 月 31 日，证监会
连发重磅消息：一是对于QFII、RQFII整合有关
配套监管规定，扩大投资范围，放宽准入条件；
二是拟对证券公司风控指标实施逆周期调节，
鼓励证券公司进行权益类投资；三是拟取消融
资融券业务现行的130%强制平仓线，改为由证
券公司与客户自主约定最低维持担保比例。

“政策三连发”被多位市场人士解读为“红
包三连发”，意味着监管部门通过与市场充分沟

通，多种渠道鼓励引导资金入市。“这些规则的
修订将对包括交易活跃度、市场情绪和定价机
制等在内的市场各方面产生积极的影响。”中原
证券研究所所长王博说。

此前，银保监会也曾于1月28日宣布，鼓励
保险公司使用长久期账户资金，增持优质上市公
司股票和债券，拓宽专项产品投资范围，加大专
项产品落地力度。银保监会新闻发言人表示此
举目的在于“更好发挥保险公司机构投资者作
用，维护上市公司和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

与此同时，银保监会还强调要支持保险公司
开展价值投资、长期投资，研究推进保险公司长
期持有股票的资产负债管理监管评价机制。在
业界看来，这些都意味着保险资金将成为推动资
本市场向好的长期资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回眸 2018年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对外开
放毫无疑问是关键词之一。展望 2019年，资本

市场将如何迈上双向开放的新台阶？今年以来
的外资流向已经开始诉说全球投资者对中国资
本市场的信心。市场数据显示，1月沪深股通的
北向资金合计净流入 606.88 亿元，创互联互通
机制设立以来的单月净流入新高。

随之而来的还有A股在全球各大指数中“存
在感”的增强。2月底，MSCI将公告是否将中国
A股的纳入因子由原来的5%增加至20%的最终
咨询结果。富时罗素纳入A股和标普道琼斯纳
入部分A股的相关进程也会在年内陆续开启。

一年又一年，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探索从未
止步和停歇。尽管国内外经济发展中的不确定因
素仍存，市场自身需要破解的难题依旧重重，但随
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参与各方不断互动、市场活
力不断激发，我们有理由相信资本市场将向着“规
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持续迈进，也将在
中国经济中扮演更重要角色。 据新华社

资本市场今年如何聚焦发展？
持续改革开放 释放市场活力

春节后，资金面宽松，投资者手里的闲置资
金除了股市外最好的去处就是各大金融机构的
理财产品。目前，银行的理财产品收益普遍较
低，宝宝类理财产品的收益率一路走低不足
3%。在此背景下，互联网保险理财产品逐渐崛
起，养老保障管理产品受到投资者的青睐。

融360表示，“保险理财作为稳健类产品来
说，和银行理财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大多数是
定期产品，期限多在 1 年以内，风险不是很高，
收益率也都差不多。不过相对于银行理财来
说，保险理财有一个很大的优势，那就是第一次
购买无需在银行网点面签，目前在各大互联网
理财平台都可以很方便地买到。”

互联网保险理财
多为养老保障管理产品

“手里有点闲钱，股票不敢买，基金不会投，
只能全部放进余额宝，赚点稳当钱。但如今余
额宝的收益实在太低了，1万元每天的收益连1
块钱都没有，还不如放进银行做定期。但看见
支付宝、腾讯财付通里的一些保险理财产品又
特别心动，也很方便购买，虽然也标注了定期产
品、风险较低等，但这些产品安全不安全、能不
能买，我一直搞不明白，一直犹豫。”一位曾经的
余额宝忠实用户李阿姨表示。

就此，记者对互联网保险理财产品进行调
查发现，目前在几大主流互联网平台中，微信

——腾讯理财通、支付宝——财富、京东金融中
的定期、稳健理财以保险理财为主，其形式较为
简单，大部分为养老保障管理产品。

此前，互联网保险理财产品的投资主要可
以分为四大类，包括养老保障管理产品、投连
险、万能险、分红险，如今基本被养老保障管理
产品取代。其中，养老保障管理产品是根据中
国银保监会《养老保障管理业务管理办法》发行
的，是养老保险或养老金公司，向个人或机构发
售的理财产品，由于没有 200 人数上限、100 万
元起投门槛的限制，实质与公募基金类似，该类
产品没有保险保障功能，没有犹豫期，预计目前
个人养老保障产品存量规模达数百亿。

目前，市场上获准经营养老保障业务的机构
有8家养老保险公司和1家养老金管理公司，包括
太平养老、平安养老、国寿养老、长江养老、泰康养
老、安邦养老、新华养老、人保养老及建信养老金。

三大平台保险理财产品收益
超过宝宝类产品

从三大平台来看，腾讯理财通保险产品分
类中，包括平安养老、国寿养老、太平养老、泰康
养老、建信养老金5家险企旗下18只产品，大多
数为封闭期在 1个月-1年的产品，近七日年化
收益率在 3.88%-4.84%之间浮动；灵活申赎的
产品有 3 只，近七日年化率在 3.32%-4.03%之
间，远超银行、宝宝类产品，累计成交最高的产

品已超过6000万笔。
此外，还有4只净值型产品，年化净值增长

均在 5%以上，最高的产品为“泰康养老汇选悦
泰”，该产品近一年净值增长高达8.84%，风险标
签为中低风险，1千元起购，灵活申赎，目前已处
于售罄状态，累计成交 56 万笔，近六个月年化
净值增长为6.82%。

对此，腾讯理财通解释为，净值型产品，本
金与收益随实际投资运作浮动，长期持有收益
稳健，但短期有波动，可能出现亏损。根据监管
要求，像“7天，收益4.0%”这样的产品将会慢慢
消失，未来将会向“净值化”转变。“净值化”和

“七日年化”产品只是收益表现形式的差异，长
期持有同类型的产品，收益并不会有明显的差
异；但是如果是“快进快出”，净值化的产品可能
会有些日子因为净值波动造成亏损。所以，以
后产品逐渐净值化后，建议还是选择符合自己
风险承受能力的产品，中长期持有。

同样，支付宝——财富中定期理财分类里，
基本都是险企的养老保障产品独当一面，虽然
存在亏损风险，但目前来看，支付宝栏目下标注
的是优质资产、收益稳健、历史 100%兑付。这
些产品近七日年化收益率在 3.31%-4.84%之
间，并且定期理财产品目前基本属于全部售罄
状态，相当火热。同样，在京东金融当中，险企
的养老保障管理产品被归属在稳健理财一类，
且大部分来自该类型产品，近期日年化收益率
最高也是给至4.84%。 据《证券日报》

互联网保险理财收益率超宝宝
多为养老保障管理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