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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人民银行针对人民币存贷款计结息出台了新规定袁加大了对人民币存款计结息的改革力度遥本文通过举

例对这一改革给利益相关者带来的影响进行了阐述遥

【关键词】 人民币存款 计结息 利益相关者

近年来袁 我国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针对人民币存贷款

计结息出台了多项规定袁 其中以中国人民银行员怨怨源年源月员日

出台实行的叶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曳尧员怨怨苑年员员月员缘日出台实

行的叶人民币单位存款管理办法曳和圆园园缘年怨月圆员日出台实行

的叶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存贷款计结息问题的通知曳为

直接规定遥 这标志着人民币存贷款计结息走上了改革之路遥

新办法对旧办法的改革主要集中在存款的计结息上袁对贷款

的计结息变革不大袁为使广大利益相关者深入了解新办法及

更好地认识自身利益的变化袁笔者拟就新旧办法中存款的计

结息问题进行比较遥

一、个人活期储蓄存款计结息

按旧办法院活期储蓄存款每年结息一次袁按结息日挂牌

活期利率计息袁远月猿园日为结息日袁结息后的利息并入本金起

息袁元以下尾数不计息曰未到结息日清户时袁按清户日挂牌公

布的利率计息到清户前一日遥 同时袁在旧办法实行时期袁银行

均是按多年的惯例袁计算个人活期存款利息时使用积数查算

表法袁计息期是按月猿园天尧年猿远园天计算遥 另外袁按照国家税务

局规定袁储户员怨怨怨年员员月员日渊含员员月员日冤以后在银行的储蓄

存款孳生的利息袁要交纳圆园豫的利息税袁并由银行在向储户计

付利息的同时按计付利息总额的圆园豫代扣代缴利息税遥

按新办法院个人活期存款按季结息袁按结息日挂牌活期

利率计息袁每季末月的圆园日为结息日袁未到结息日清户时袁

按清户日挂牌公布的利率计息到清户前一日遥 另外袁新办法

中对个人活期存款的计息改用积数计息法袁计息期按实际天

数即年猿远缘天或猿远远天计算袁 而且利息个人所得税扣缴仍然是

有效的遥

例员院假定某储户圆园园缘年怨月圆员日在银行开立活期储蓄存

款账户并存入人民币员 园园园元袁圆园园缘年员圆月员日存入缘 园园园元袁

圆园园远年猿月缘日支取猿 园园园元袁圆园园远年远月愿日存入员 园园园元袁圆园园远

年怨月员日存入员 园园园元遥 假设该期间利率及其变动情况是院

圆园园缘年怨月圆员日银行挂牌公布的利率为园援苑圆豫袁圆园园缘年员园月圆园

日调整为园援愿豫袁圆园园远年员月圆源日调整为园援愿缘豫袁圆园园远年缘月愿日

调整为园援苑缘豫遥则该储户的该笔存款在圆园园缘年怨月圆员日到圆园园远

年怨月圆员日的一年时间中分别按旧办法和新办法计算得到的

利息见右上表遥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袁新办法将对个人活期存款的计结息

由原来的一年一次改为一年四次袁也就是由原来的一年一次

复利改为一年四次复利袁并且由原来的一年按猿远园天计付利息

改为一年按猿远缘天或猿远远天计付利息袁 相应的计息利率也随之

由原来的一年使用一个利率 渊即每年远月猿园日的活期存款利

率冤改为一年使用四个利率渊即每年猿月圆园日尧远月圆园日尧怨月圆园

日尧员圆月圆园日的活期存款利率冤遥这样袁储户在新办法下实际得

到的同期利息要比原来的多遥

二、单位活期存款计结息

按旧办法院单位活期存款按季结息袁每季末月的圆园日为结

息日袁按结息日挂牌公告的活期存款利率计息袁遇利率调整

不分段计息遥 同时袁在旧办法实行时期袁银行按多年的惯例袁

计算单位活期存款利息时使用的方法是积数计息法袁计息期

按实际天数即年猿远缘天或猿远远天计算遥这样袁银行按旧办法对单

位活期存款的利息计付与新办法下银行对个人储蓄活期存

款的利息计付基本相同袁只是对单位活期存款的利息计付不

存在扣除所得税的问题遥

按新办法院单位活期存款按日计息袁按季结息袁计息期间

遇利率调整分段计息袁每季末月的圆园日为结息日遥 另外袁新办

法规定使用积数计息法计算利息袁计息期按实际天数即年猿远缘

天或猿远远天计算遥

人民币存款计结息办法之新旧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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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新 办 法

淤圆园园缘年员圆月圆员日可得到利息院

渊员 园园园伊苑员垣远 园园园伊圆园冤伊园援愿豫衣

猿远园伊渊员原圆园豫冤越猿援源渊元冤

于圆园园远年猿月圆员日可得到利息院

渊远 园园猿援源 伊苑源 垣猿 园园猿援源 伊员远冤 伊

园援愿缘豫衣猿远园伊渊员原圆园豫冤越怨援猿渊元冤

盂圆园园远年远月圆员日可得到利息院

渊猿 园员圆援苑 伊苑怨 垣源 园员圆援苑 伊员猿冤 伊

园援苑缘豫衣猿远园伊渊员原圆园豫冤越源援愿源渊元冤

榆圆园园远年怨月圆员日可得到利息院

渊源 园员苑援缘源 伊苑圆垣缘 园员苑援缘源 伊圆园冤伊

园援苑缘豫衣猿远园伊渊员原圆园豫冤越远援源怨渊元冤

该储户这一年中共得到利息

圆源援园猿元

按 旧 办 法

圆园园远年苑月员日可得到利息院

渊员 园园园 伊圆愿园垣缘 园园园伊 圆员园原

猿 园园园 伊员员远 垣员 园园园 伊圆猿冤 伊

园援苑缘豫 衣猿远园 伊渊员 原圆园豫 冤 越

员远援苑缘渊元冤

圆园园远年苑月员日至怨月圆员日的

利息只能在下一年度结息

日或者中途清户日才能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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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圆院假定例员中的某储户为某单位袁其他情况相同袁则该

单位该笔存款在圆园园缘年怨月圆员日到圆园园远年怨月圆员日的一年时间

中分别按旧办法和新办法计算得到的利息见下表遥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袁新办法与旧办法相比袁只是将计息

利率由原来的每季末月圆园日的活期存款利率改为每天适用

的活期存款利率袁 也就是由原来的计息期间遇利率调整不

分段计息改为计息期间遇利率调整分段计息袁而企业在新办

法下得到的利息与在旧办法下得到的利息则会因此而有

所不同遥

三、个人与单位活期存款计结息

按旧办法院将利息税的因素排除袁个人活期存款的计结

息与单位活期存款的计结息差别很大袁对个人实行一年计结

息一次袁且按年猿远园天计息曰对单位实行一年计结息四次袁且按

年猿远缘天或猿远远天计息遥

按新办法院个人和单位活期存款的计结息差别很小袁都

是一年计结息四次袁只是个人活期存款的计息使用结息日利

率袁计息期间遇利率调整不分段计息曰而单位活期存款的计

息使用每日利率袁计息期间遇利率调整分段计息遥

四、定期整存整取存款计结息

按旧办法院单位定期存款的期限分为三个月尧半年尧一年

三类曰起存金额为员万元袁多存不限曰单位定期存款在存期内

按存款存入日挂牌公告的定期存款利率计付利息袁遇利率调

整不分段计息曰 单位定期存款可以全部或部分提前支取袁但

只能提前支取一次遥 全部提前支取的袁按支取日挂牌公告的

活期存款利率计息曰部分提前支取的袁提前支取的部分按支

取日挂牌公告的活期存款利率计息袁其余部分如不低于起存

金额则由金融机构按原存期开具新的证实书袁按原存款开户

日挂牌公告的同档次定期存款利率计息袁不足起存金额则予

以清户曰单位定期存款到期不取袁逾期部分按支取日挂牌公

告的活期存款利率计付利息遥 同时袁在旧办法实行期间袁银行

按多年的惯例计算单位定期存款利息时使用逐笔计息法袁定

期部分按对年猿远园天尧对月猿园天计算袁逾期或提前支取时零头

天数有的按日历天数计算尧有的按先对月后对日渊对月按猿园

天尧对日按日历天数冤的方法计算遥

同时袁 定期储蓄存款按存入日挂牌公告的利率计息袁利

随本清袁遇利率调整不分段计息遥 而且在旧办法实行时期袁银

行按多年的惯例计算个人定期储蓄存款利息时使用逐笔计

息法袁定期部分按对年猿远园天尧对月猿园天计算袁逾期或提前支取

时的零头天数按月猿园天计算遥

按新办法院以现行的居民储蓄整存整取定期存款的期限

档次和利率水平为标准袁统一个人尧单位存款的定期存款期

限档次曰无论单位还是个人整存整取定期存款计息均采用逐

笔计息法袁而且定期存款定期部分可按整年渊月冤计算袁也可

按实际天数计算袁逾期或提前支取时零头天数均按实际天数

计算遥 同时袁对储蓄整存整取定期存款代扣代缴利息税袁而对

单位定期存款没有此规定遥

例猿院假定某客户圆园园远年圆月圆愿日存入定期整存整取远个月

期的存款员园 园园园元袁存入日定期远个月期存款利率为员援愿怨豫袁到

期日为圆园园远年愿月圆愿日袁 该客户于圆园园远年员员月员日支取存款本

息袁当日活期存款利率为园援苑圆豫遥 则当该客户分别为单位和个

人的情况下该笔存款在支取日按旧办法和新办法计算得到

的利息情况如下表遥

新办法与旧办法相比袁定期整存整取存款计结息的变化

不大袁新办法只是对单位尧个人定期整存整取存款的期限档

次进行了统一袁对定期整存整取存款的逐笔计息法的计息期

计算做了更加详细的规定遥

从个人与单位定期整存整取存款计结息的新旧差别来

看院旧办法中袁个人定期整存整取存款的期限档次比单位定

期整存整取存款的期限档次多袁对于逾期或提前支取时的零

头天数袁单位的多按日历天数或先对月后对日渊对月按猿园天尧

对日按日历天数冤的方法计算袁个人的多按每月猿园天计算曰新

办法中袁将利息税的因素排除袁则单位与个人定期整存整取

存款的计结息实现了完全一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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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新办法

支取日可得到的

扣税后的利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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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员圆垣员园 园园园伊远缘伊

园援苑圆豫衣猿远园冤伊渊员原

圆园豫冤越愿远渊元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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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援愿怨豫衣猿远园垣员园园园园

伊远缘伊园援苑圆豫衣猿远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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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客户为单位该客户为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