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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教育
新增技工教育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怡注意到，与
先前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暂行办法在学
历教育具体囊括的高中阶段教育栏下，追加
列入了“技工教育”一项。

“这样一来，从小学、初中，到普通高中、
中等职业、技工教育，再到大专、本科、硕士研
究生、博士研究生，学历教育的各个阶段和类
型都覆盖到了。”她说，“这传递出，无论接受
什么样的教育，国家都一视同仁来对待。”

暂行办法规定，年满3岁至小学入学前
处于学前教育阶段的子女，也可按每人每月
1000元的扣除标准执行。

继续教育
同一学历扣除期限不超4年

给自己职业发展充充电，明年起学知识
的同时，还能减税。

不过，减税优惠并非“无限期”。办法规
定，同一学历（学位）继续教育的扣除期限不
能超过48个月。专家认为，这既能满足大
部分的继续教育需要，也能一定程度上避免
被钻空子。

大病医疗

家属生病纳入考虑
家人患病，尤其是大病，总让人揪心又

忧心。

与征求意见稿相比，最受关注的是扣除
方式的变化。纳税人发生的医药费用支出
可以选择由本人或者其配偶一方扣除；未成
年子女发生的医药费用支出，可以选择由父
母一方扣除。

“这一点非常暖心，也非常有必要。”刘
怡说，如果纳税人得了大病，通常收入水平
会下降，可能达不到扣税标准，享受不到相
关扣除政策。允许配偶扣除，可以有效减轻
纳税人所在家庭的负担。

首套房贷
明确了“首套住房贷款”定义

房贷较重，个税来减。值得关注的是，暂
行办法明确了“首套住房贷款”定义，即购买
住房享受首套住房贷款利率的住房贷款。经
夫妻双方约定，可以选择由其中一方扣除，具
体扣除方式在一个纳税年度内不变。

夫妻双方婚前分别购买住房发生的首
套房贷要如何扣除？暂行办法明确：其贷款
利息支出，婚后可以选择其中一套购买的住
房，由购买方按照扣除标准的100%扣除，也
可以由夫妻双方对各自购买的住房分别按
照扣除标准的50%扣除。

住房租金
大城市扣除标准
较征求意见稿上调

房贷可抵，房租亦可。
细心的人会发现，大城市的扣除标准较

征求意见稿有了上调。对于已婚人士来
说，租金最终可否扣除取决于自己“另一
半”的情况。根据暂行办法，配偶在纳税人
的主要工作城市有自有住房的，视同纳税
人在主要工作城市有自有住房。夫妻双方
主要工作城市相同的，只能由一方扣除住
房租金支出。

此外，纳税人及其配偶在一个纳税年度
内不能同时分别享受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
租金专项附加扣除。

赡养老人
独生子女按每月

2000元标准定额扣除
根据暂行办法，纳税人赡养一位及以上

被赡养人的赡养支出，独生子女可按每月
2000元的标准定额扣除；非独生子女可由其
与兄弟姐妹分摊每月2000的扣除额度，每
人分摊的额度不能超过每月1000元。

需要注意的是，被赡养人是指年满60
岁的父母以及子女均已去世的年满60岁的
祖父母、外祖父母。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2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修改的主要内容包括：加大对符合居民个人
标准的境外人士税收优惠力度，以更好吸引境外
人才；为支持鼓励自主创业，对个体工商户等经营
主体在计算经营所得时给予家庭生计必要支出减

除；明确个人缴付符合国家规定的企业年金、职业
年金，购买符合国家规定的商业健康保险、税收递
延型商业养老保险的支出，以及国务院规定的其
他项目可以依法扣除；优化与专项附加扣除政策
相关的纳税服务等。

修订后的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自2019年
1月1日起与新个人所得税法同步施行。

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
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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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教育：
每月1000元定额扣除

暂行办法规定，纳税人子女接
受全日制学历教育的相关支出，按
照每个子女每月1000元的标准定
额扣除。

继续教育：
每月400元或
当年3600元定额扣除

根据暂行办法规定，纳税人在
中国境内接受学历（学位）继续教育
的支出，在学历（学位）继续教育期
间按照每月400元定额扣除。

对非学历继续教育而言，纳税
人在取得相关证书的当年，可按
3600元定额扣除。

大病医疗：
限额增至8万元

暂行办法规定，在一个纳税年
度内，与基本医保相关的医药费用，
扣除医保报销后个人负担累计超过
15000元的部分，由纳税人在办理
年度汇算清缴时，在80000元限额
内据实扣除。此前的征求意见稿
中，限额为60000元。

首套房贷：
每月1000元定额扣除

暂行办法规定，本人或者配偶
单独或者共同使用商业银行或者住

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为本人或者
其配偶购买中国境内住房，发生的
首套住房贷款利息支出，在实际发
生贷款利息的年度，按照每月1000
元的标准定额扣除，扣除期限最长
可达20年。

住房租金：
每月定额分三档
扣除800元到1500元不等

根据暂行办法，纳税人在主要
工作城市没有自有住房而发生的住
房租金支出，可以按照以下标准定
额扣除：

——直辖市、省会（首府）城市、
计划单列市以及国务院确定的其他
城市，扣除标准为每月1500元；

——除第一项所列城市以外，
市辖区户籍人口超过100万的城
市，扣除标准为每月1100元；

——市辖区户籍人口不超过
100 万的城市，扣除标准为每月
800元。

赡养老人：
每月2000元标准定额扣除

根据暂行办法，纳税人赡养一位
及以上被赡养人的赡养支出，独生子
女可按每月2000元的标准定额扣
除；非独生子女可由其与兄弟姐妹分
摊每月2000的扣除额度，每人分摊
的额度不能超过每月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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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多轮广泛征求意见后，12月
22日，国务院正式对外发布《个人所得
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标志着我
国个税改革迈出综合征税的关键一步，
明年起纳税人将获得更大减税。

暂行办法将伴随新修订的个税法
于2019年1月1日起施行。今后纳税
人计算个税应纳税所得额，在5000元
基本减除费用扣除和“三险一金”等专
项扣除外，还可享受子女教育、继续教
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住房租
金，以及赡养老人等6项专项附加扣除。

记者对比发现，与不久前公开征
求意见版本相比，专项附加扣除范围、
标准等部分做了调整，旨在更好回应

民意。
子女教育方面，明确纳税人的子女

在年满3岁后接受学前教育阶段和从小
学到博士研究生的全日制学历教育阶
段的相关支出，按每个子女每月1000
元标准定额扣除，其中高中阶段教育包
含技工教育。

继续教育方面，纳税人接受学历
（学位）继续教育的支出，在规定期间可
按每月400元定额扣除，但同一学历继
续教育的扣除期限不能超过48个月；接
受技能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
继续教育的支出，在取得相关证书的当
年按3600元定额扣除；

大病医疗方面，纳税人在一个纳税

年度内，与基本医保相关的医药费用扣
除医保报销后的个人负担，累计超过1.5
万元部分，由纳税人在办理年度汇算清
缴时，在8万元限额内据实扣除；

住房贷款利息方面，纳税人本人或
配偶发生的首套住房贷款利息支出，可
按每月1000元标准定额扣除；

住房租金方面，符合条件的住房租
金根据城市的不同，按每月1500元、
1100元和800元标准定额扣除；

赡养老人方面，纳税人赡养年满60
岁父母的支出，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扣
除，其中，独生子女按每人每月2000元
标准扣除，非独生子女与其兄弟姐妹分
摊每月2000元的扣除额度。

按照新规，假设李某在北京工作、
为独生子女、有一个孩子正在上小学、
父母已满60岁、在北京租房居住、正在
攻读在职研究生学历，可以享受四项专
项附加扣除。假设李某月工资2万元，
在不考虑“三险一金”情况下，今年10月
1日个税改革前按每月3500元基本减
除费用标准计算，每月应缴纳个税
3120元；10月1日以后取得工资，按每
月5000元基本减除费用标准和调整后

的税率表计算，应缴纳个税1590元，税
负水平降低近50%。

在 此 基 础 上 ，
2019年1月1

日后取得工资，李某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后，其中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1000
元，继续教育专项附加扣除400元，住房
租金专项附加扣除1500元，赡养老人专
项附加扣除2000元，共计扣除4900元。

如此计算，李某每月应缴纳的税款
降为800元，比今年10月1日后的1590
元个税又减少790元，税负下降49.7%；
比今年10月1日个税改革前应缴纳的
3120元个税少缴2320元，税负水平降低
74.4%。由此推算，李某月工资为1万元
及以下，那么2019年1月1日后取得工
资，享受专项附加扣除后，李某应
缴纳个税几乎为零。

个税专项附加扣除政策出炉
大病医疗限额增至8万元

继10月1日率先释放“起征点上调”减税红利后，备受关注的《个人所得税专
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22日正式亮相，标志着我国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税改革
迈出关键一步，释放出更加惠民的积极信号。

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者住房租金、赡养老人——
关系亿万百姓的6项个税专项附加扣除政策究竟怎么扣？扣多少？纳税人能减
多少税？记者采访部分权威专家详细解读。

标志着我国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
个税改革迈出关键一步

从12月27日起，铁路部门在铁路12306
网站（含手机客户端），选取2019年春运部分
紧张方向列车的长途区段，开展候补购票服务
试点。简单来说，比如你想买北京至成都的动
车票，但网上已没票，你就可以申请候补购
票。一旦出现退票、新增车票等情况时，系统
可以为“已经申请候补购票的旅客”自动购票。

记者注意到，进行候补购票服务试点的节
前车次为：北京、沪宁杭、广东地区始发，终到
四川、重庆地区的所有列车；节后车次为：四
川、重庆地区始发，终到北京、沪宁杭、广东地
区的所有列车。

•候补购票究竟怎么操作？
候补购票服务是指旅客通过12306网站

或手机客户端购票，如遇所需车次、席别无票
时，可按日期、车次、席别提交购票需求，并在预
付票款后，售票系统自动安排网上排队候补。

当对应的车次、席别因退票、改签等业务
产生可供发售的车票时，系统自动兑现车票，
并将购票结果通知旅客。

•每人可候补购票多少张？
具体来说，每位用户可提交1个候补订

单，1个订单中可添加发到站相同（可以是同
城不同车站）的2个相邻的乘车日期，每个乘
车日期可添加2个不同“车次+席别”的组合需

求，每个候补订单可预订3张车票。
候补购票预付款按订单计算，每单预付款

按该单的不同组合需求中票款最高的额度计
算（卧铺按下铺票价计算）。在用户购票成功
时，预付款若超出实际票款的，系统将自动退
回余额。候补购票服务不额外加收任何费用。

•候补购票的提交、兑现时间？
据悉，候补购票订单的提交、兑现时间与

网站运营时间一致，为每日的早6点至晚11
点。开车时间在凌晨零点至清晨5点59分
的，候补终止时间不晚于开车前两天的晚7
点；开车时间在清晨6点至晚11点59分的，候
补终止时间不晚于开车前一天的晚7点。

在上述时间范围内，旅客可在提交候补订
单时自主设定终止兑现时间，也可在提交候补
订单后随时主动终止兑现。旅客主动终止或系
统自动终止候补的，系统自动全额退还预付款。

•需进行人证一致性核验
12306网站的所有注册用户均可自愿申请

试点列车的候补购票服务。为确保用户的真实
性，在12306网站注册的用户须在网上通过刷
脸认证的方式，进行人证一致性核验后，方可获
得该项服务。目前已通过人证一致性核验的用
户，及通过核验的铁路畅行常旅客用户，无需再
办理核验。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智

今起可买2019年春运首日火车票
抢不到票咋办？

12月27日起可候补购票
首先在川渝地区试点

专家
解读

元旦在即，春
节还会远吗？还
在上班的你，是否
已按捺不住激动
的心情？不过回
家过年，记得提前
买火车票哦！

记者从中国
铁路总公司了解
到，2019 年铁路
春运从1月21日
起至3月1日止，
共 40 天，节前 15
天，节后25天。

划重点！从
今日（23 日）起，
大家可以通过网
络预购春运首日
（明年1月21日）
的火车票了，手慢
无！

在2019年铁路春运运力安
排方面，将有三大新的变化。

一是多条铁路新线首次投
入春运，如今年已开通的广深港
高铁、江湛铁路、昆楚大铁路、
哈佳铁路等线路，即将开通的杭
昌高铁杭州至黄山段、京哈高铁
承德至沈阳段、新民至通辽高
铁、哈尔滨至牡丹江高铁、济南
至青岛高铁、青岛至盐城铁路、
南平至龙岩铁路、怀化至衡阳铁
路、铜仁至玉屏铁路、成都至雅
安铁路 10 条新线，将首次投入
春运。

二是新增多列动车组投入
春运，2019 年春运的动车组总
量将达到3285标准组（每
个标准组 8 辆），其
中 新 增 动 车

组299组，17辆超长版时速350公
里复兴号动车组将首次亮相京沪
高铁，时速160公里动力集中
复兴号动车组将首次在快
速铁路运行；

三是进一步优化
枢纽内客运车站分
工，使2019年铁
路春运运力提
高 5.3% ，缓
解大站压
力。

候补购票即将上线！

买不到票可预付票款系统自动安排排队候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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