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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税个税APPAPP缘何成为缘何成为照妖镜照妖镜？

1 月 1 日，新个人所得税法全面实施，这是一场惠及百姓民生的重大改革，涉及千家万户的利益。最近，各大主流应用市场下载排行
榜中，“个人所得税”APP 无疑是最火的。这款 APP 的专项附加扣除信息填报功能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正式上线使用。然而，近段时间申
报过程中的“怪事”层出不穷，这不仅困扰着用户，也考验着行业监管。

1 月 9 日，国家税务总局开展在
线访谈活动，对近期纳税人关注度
较高的个人所得税热点问题逐一回
应，帮助纳税人吃透“专扣”政策，领
足减税红包。

员工通过“个人所得税”APP 填报
专项附加扣除信息后还需要再报给单
位吗？据国家税务总局电子税务管理
中心副主任陈梦林介绍，通过“个人所
得税”APP 成功填报的专项附加扣除
信息，若填报时指定由某扣缴单位申
报的，该扣缴单位可在员工提交的第
三天后通过扣缴客户端的“下载更新”
功能下载到员工所填报的信息，无需
再向该扣缴单位另行填报。

当前，“个人所得税”APP 的个人
信息中有以下栏目：一是用户基础信
息。这是系统自动带出，使用居民身
份证外的其他证照号码注册，需要填
写出生年月和性别。二是户籍所在

地/现居住地址，需选择省市地区，
乡/镇/街道为选填项，手动填写详细
地 址（如 街 道 、小 区 、楼 栋 、单 元 室
等）。 三 是 学 历 和 民 族 ，这 是 选 填
项，但建议完整填写。四是“其他”，
电子邮箱和境外任职受雇国家默认
无，可根据实际情况选填。五是税收
优惠信息，分为残疾、烈属、孤老三
种情形，根据实际情况勾选，对于残
疾、烈属需要填报相关证号并上传证
件的电子图片资料，其中残疾证号为
必录，烈属的证号为非必录。

根据税法及相关规定，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扣缴义务人向居民个人

支付工资薪金所得时，按照累计预扣
法预扣预缴个人所得税。那么究竟
什么是累计预扣法呢？国家税务总
局所得税司副司长张峰介绍，简单来
说就是将纳税人在本单位年初以来
的全部工薪收入，减去年初以来的全
部可以扣除项目金额，如减除费用
（也就是大家说的“起征点”）、“三险
一金”、专项附加扣除等，减出来的
余额对照相应预扣率表（与综合所得
年度税率表相同）计算年初以来应预
缴的全部税款，再减去之前月份已经
预缴的税款，就能计算出本月应该预
缴的税款。

近日，长沙市某公司职员蒋先
生下载安装了由国家税务总局开发
的“个人所得税”APP 发现，“任职受
雇信息”里显示有两家雇主。

蒋先生发布微信朋友圈：“下载
个税 APP，居然发现自己任职两家
公司，这个‘宏德物业’到底是什
么单位?”很快，有朋友给他发来一
条新闻，他遭遇的问题并非个例。

成都市民龙先生也遇上了同样
的事：为了早点享受个税税收优惠，
他第一时间在手机上下载了“个人
所得税”APP，并通过人脸识别方式
对个人信息进行了认证。

不过，在通过认证后，龙先生却
发现，在 APP 所显示的“任职受雇信
息”中，他竟然也被两个公司同时雇
用！除了自己目前所就职的单位
（成都一家医药企业）外，龙先生还
发现了另一家自己闻所未闻的企业
的信息——“四川 XXX 嘉商贸有限
公司”。信息显示，龙先生“任职受
雇”日期为 2018年 10月 1日。

对此，洛阳市税务局稽查局注
册税务师、注册会计师、公职律师张
亮认为，“问题如果不解决，纳税人
肯定会受影响。”

“2019 年新的个税法实施以后，
公民身份证号将作为个人唯一的税
务登记证号，届时，税务部门会把公
民的各种所得合并到一起来计算纳
税金额，这种情况下，纳税人肯定要
多缴税。”张亮如此解释道。

那么，既然是从没有打过交道
的企业，又为什么会出现“任职受雇
信息”？甚至还有具体的“入职日
期”？

税务部门给出了这样的回应：
之所以会出现龙先生在这家企业的
雇用信息，有可能是这家企业通过
这种方式虚列工资，虚增企业成本，
意图偷税。

这些企业所逃的，究竟是什么
税？为什么要通过这种方式逃税？

相关专家表示，根据我国现行
税法，大部分企业需要缴纳税率为
25%的企业所得税。不过，法律法
规同时也明确，企业一部分合理的

支出可以被免于征税。而对于企业
来说，最大块的支出，就是员工的工
资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
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四条就对此明
确规定：“企业发生的合理的工资薪
金支出，准予扣除。”

也就是说，企业的工资支出不
用缴纳企业所得税。这样一来，一
部分企业就意图钻法律法规的空
子，通过增加“隐形员工”的方式逃
税。因为只要员工的数量有了增
加，工资支出的总额就可以跟着增
加，这样一来，准予免征企业所得税
的额度就更大了，纳税额自然也就
减少了。而这往往只需要制作一份
虚假的员工花名册就可以实现。

此外，虚列员工可以方便逃缴
个人所得税。由于工资薪金适用超
额累进税率。当企业雇员的工资薪
金收入额较大时，将适用较高的税
率。因此，一部分企业在扣缴个税
时，可能会将每个人的收入拆分到

“隐形员工”的头上，以适用较低的
税率。

有人会问，这些被不法企业盗
用的个人信息，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呢？

根据相关报道，除了常见的网
上个人信息非法买卖途径外，一些
人 竟 然 向 自 己 的 亲 戚、朋
友、学生、下属下手，
盗取他们的个
人信息，来用作
自己“逃税”的

工具。
前不久在上海，公安机关就破

获了这样一起案件：一名家长查到
自己正在读书的女儿已“入职”于一
家公司。民警调查后发现，位于浙
江的一家人力资源公司有重大嫌
疑。而据该公司负责人冯某交代，
学生信息都是上海的张某提供。随
后，民警立即对张某实施了抓捕。

张某交代，妻子曾在某学校从
事教务工作，电脑里存有大量的学
生信息资料。张某为图私利，竟将
596 名学生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直
接复制转发给了冯某，伪造他们“入
职”劳务公司的假象，直接申报了发
票。目前，张某、冯某已被当地公安
部门刑事拘留。

事实上，此前这类通过各种手
段盗用他人信息，以为自己逃税提
供方便的案例屡见不鲜。不过，普
通人只有在生活中遇到了意想不到
的情况，才会发现这一事实。比如
明明长期无业却在人社部门的系统
内显示有稳定就业，工资不到个税

“起征点”却被要求补缴个税等。
而在“个人所得税”这款 APP 出

现之后，由于其信息与企业在“自然
人税收管理系统扣缴客户端”上所
申报的信息进行了对接，这样的不

法行为则被完全
暴露在光天化日
之下。

对于 24岁的“北漂一族”小王来
说，个税中的子女教育、继续教育、
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和赡养老
人专项附加扣除，都与她无关。唯
一能享受的只有住房租金抵扣个
税，但这唯一的一项她的申报过程
也不顺利。

当小王以申报“个人所得税”资
料向房东询问身份证号码时，被房
东拒绝了。“你申报就是把我的个人
信息上报给税务部门，如果他来收
我税怎么办？”房东还给小王算了一
笔账：目前 5000元的租金，如果按照
5%—10%的综合征收率，他可能要
为此多交好几百元税。“你抵扣不了
几个钱，但要交税到底谁来承担？
如果你申报租金扣除，税务局找我
收税的话，我会把钱加到房租上，目
前房租是不含税的价格。”因不能预
计后期风险，房东建议小王先观察，
暂时不要申报这个项目，起码不能
用他的房屋和租金去申报。

小王也算了一笔账，按照住房
租金专项扣除标准，她每月只能省
几十上百元。若因此与房东闹僵，
可能面临房东毁约、涨房租等不必
要的麻烦，那时候付出的成本可能
会高很多。再三考虑后，小王决定
听从房东的建议先不申报了。

与小王有相同遭遇的租客并不与小王有相同遭遇的租客并不
少少。。权衡之下权衡之下，，很多租客为了避免很多租客为了避免
与房东闹僵而被扫地出门与房东闹僵而被扫地出门，，被迫选被迫选

择不再申报租金支出扣除，无法享
受到国家发放的个税减税红包。

不过，也有少数租客得到房东
的配合，或因出租方是房地产公司
而直接填写单位名称，免于这些苦
恼。

位于北京西城区的链家房地产
经纪有限公司一名工作人员介绍，
目前，个人房屋出租房东一般都没
交税，通过中介公司出租也只是向
公安机关备了案，和交税是两码
事。因此，租客申报房租抵扣个税
后，房东若要交税，将来房租更不好
办。“他租给你的时候，没有说税费
的问题。加上税费，就不是这个价
了”。

该工作人员进一步说明，如果
是和公司而非房东个人签的合同，
则没这么复杂。他以自如为例，房
东将房屋委托给自如后拿到的是
净得价，盈利的是自如，因此自如
有义务（交 税）。根据自如官方微
信公众号“自如客”6 日发布的通
知，自如租客在“个人所得税”APP
上出租方类型一栏选填“组织”，并
填入相应的出租单位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即北京自如生活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

位于北京东城区的我爱我家一
名工作人员则表示，政策刚出台，其
实大家都不太懂，“房东和租客大多
在观望”。

“（房屋）租赁行为应该是要交

税的，很多业主担心会被追交。因
为这个税额比较高，其中涉及房产
税、营业税、个税、出租税等。正常
来算，得占房租的 20%左右。到底
未来要不要补交（税），现在都不明
确。”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
严跃进分析，如果房东或机构因此
需要交纳税费，那么不排除会转嫁
成本，可能会涨租。

中国税务学会理事、中山大学
财税教授杨卫华认为，短期内可能
会存在税负转嫁的情况，但前提是
处于卖方市场，房子供不应求。而
保障性住房如果得到保障，这个问
题就能解决。

杨卫华指出，如果给予低收入
者保障性住房，不用交税，就不存在
增加税负的问题。而高收入者租用
市场上的其他房屋，可以通过收税
进行调节。这种情况下，上述矛盾
就不存在了。

至于有人认为政府想借住房租
金专项附加扣除整理房屋租赁市
场，杨卫华分析，可能有这个考虑。
他指出，从长远发展来看，（按规定
交税）应该是一件好事。本来应该
交税却没有交，会导致法律得不到
有效的贯彻，也会导致税收负担不
公平。“税法对任何纳税人都是公平
的。如果说真正是每一个人的租金
都上报了，然后免税的这部分给他
扣除了，我个人认为这是法治推进
的一个重要的表现。”

新个税法本月开始实施，纳税
人在享受每月 5000元基本减除费用
的基础上，还可享受 6 项专项附加
扣除政策带来的减税利好。

不少市民发现，由于缺乏相关
知识，申报专项附加扣除只靠自己

“搞不定”。“这段时间单位的财务人
员一直在催促我们申报专项附加扣
除，但填报这些信息对我们来说太
麻烦了，只能一遍遍去问财务人
员。”武汉一家文化传播公司的创意
总监张晓瑞说。

嗅觉灵敏的税务服务机构发现
了其中的商机，纷纷针对专项附加
扣除申报推出相关服务。

查询苹果与安卓的应用商店可
以发现，个税申报“神器”集中上线，
有的称会计人员只需让客户用微信
扫一扫小程序，即可测算个税、自动
提交专项附加扣除信息、自动生成
个人所得税扣缴申报表等等。

线上报税“神器”众多，线下的
代理机构也不少。据福州一家企业
的负责人表示，他们本来的业务就
是为企业提供财税服务，最近发现
个税专项附加扣除申报的市场需求

较大，就准备推出相关代办业务。
不过，由于新个税法刚开始实施，多
数人都是自己在申报专项附加扣
除，线下市场还未爆发，因此，这些
线下代办服务还在筹备中，预计本
月中旬推出。

福州代理记账协会的相关人士
介绍，个税改革对涉税服务行业的
职业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自
然人提供涉税专业服务的时代已经
到来。该人士称，大量不正确的填
报会增加税务机关和纳税人的成
本，这就给专业的税收服务中介组
织提供了新的市场机遇。

为了进入这个市场，很多商家
推出的个税申报 APP 都可免费下
载、注册、使用。相比之下，一些比
较专业的财税软件企业版，最低收
费一年也要 300多元。

福州税务代理公司即将推出的
服务收费也不贵，有的企业表示，打
算推出几十元的“尝鲜价”，因为税
务服务的范围很广，如果企业通过
这些服务积累资源，以后就可提供
更为专业的财税服务，获得更大的
市场和更高的利润。

然而需要提醒的是，下载使用
个税申报相关 APP 要谨慎，谨防个
人信息被恶意软件窃取。1 月 9 日，
多个安全软件发出安全提醒称，近
期发现多个打着“个税”幌子诱导用
户下载的恶意软件。而 360 监测更
是表示，发现部分与个人所得税有
关的恶意 APP，携带 62 例伪装木马
病毒，均来自于某些第三方应用市
场和恶意网站。

在苹果应用商店中搜索“个人所
得税”可以发现，除了“正版”软件，
还出现了“个人所得税计算 2019”

“51 个税管家”“上海个税查询”“个
税管家”“个税在线”等多个名称相
似的个税软件，这其中不乏有一些是
公司针对纳税人要求制作出的提供
更个性化服务的软件，也有些粗糙之
作以蹭热点的软件，但还有一些纯属
恶意软件，窃取市民的私人信息。

对此，国家税务总局提醒，一定
要通过国家税务总局和各省税务局
官网，和主要手机应用市场下载税务
总局发布的“个人所得税”APP。要
警惕来历不明的二维码链接，如发现
可疑程序，应及时向税务机关反映。

个人信息遭盗用 莫名多打一份工A

吃透用好政策 领足减税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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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新气象，1 月 1 日，新个税法平稳落地，全
民尽享个税大红包。

个税起征点提高、六大专项附加扣除等规则的
实施，减轻了纳税人的负担，也鼓足了老百姓的钱
袋子。据测算，按照新的政策，将有超过 1 亿人无
需再缴纳个税，国家个税税收一年大致要减少 3200
亿元，力度不可谓小。

但此次个税改革的最大亮点莫过于专项附加
扣除。现实中，很多劳动者面临专项附加扣除中的
一项或多项，有些人，在享受专项附加扣除之后，几
乎不用缴纳个税了。可以说，个税专项附加扣除，
是中国实施个税制度以来，最大的税收创新，也是
最具民生关切的制度设计。六项扣除全部围绕百
姓当前最关注的切身利益进行，也充分体现了国家
以人民为中心的态度，让普通民众看到了政府给民

众减负的决心。国家把老百姓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放在了第一位，这让广大民众看到了希望，增强了
信心。

任何一项新政在执行过程中都会遇到不同的
问题，但瑕不掩瑜，此次个税新政犹如一份惠民“大
礼包”，以“真金白银”的方式充分满足了人民群众
的获得感。另外，提高个税起征点及专项附加扣除
所带来的减负效果，足以让市场和民众形成正向反
馈，提振市场主体的市场竞争力，激活消费领域的
新动能。

就此而言，新个税法改革
可以说是国富向民富的转移，
有助于进一步激活市场供给
侧和消费端，从而实现政府、
市场、社会和民生的多赢。

有力度更有“温度”
□ 陆民敏

“你敢申报，我就涨价”
申报房租减免遭房东“抵制”B

申报找“帮手”恶意软件纷纷上架C

■ 相关新闻

本文综合每日经济新闻本文综合每日经济新闻、、经济日报经济日报、、潇湘晨报潇湘晨报、、南国早报南国早报、、山东商报山东商报
等相关报道等相关报道。。

2018年 8月 17日夜间，受强
台风“温比亚”影响，多艘非运
输船舶沉没于巢湖航道 27—29
号航标之间。此前，我局已连续
多次发布沉船所有人确认公告，
但至今无人确认。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
例》第六章节第四十二条：“内
河通航水域内可能影响航行安
全的沉没物、搁浅物，其所有人
和经营人，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设置标志，向海事管理机构报
告，并在海事管理机构限定的时

间内打捞清除；没有所有人或者
经营人的，由海事管理机构打捞
清除或者采取其他相应措施，保
障通航安全。”之要求，再次请
沉船所有人在本公告发出七天
之内与海事部门联系，确认沉船
产权，并自行打捞。逾期未联
系，未打捞的沉船，海事部门将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
安全管理条例》对沉船及其他障
碍物进行清除打捞。

合肥市地方海事局
2019年 1月 10日

公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