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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因解除劳动合同

取得经济补偿金纳税问题思考

一、政策解读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与用人单位解除劳

动关系取得的一次性补偿收入征免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

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国有企业职工因解除劳动合同取得一

次性补偿收入征免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个人因与用人单

位解除劳动关系而取得的一次性补偿收入（包括用人单位发

放的经济补偿金、生活补助费和其他补助费用），其收入在当

地上年职工平均工资 3倍数额以内的部分，免征个人所得税；

超过 3倍数额部分的一次性补偿收入，可视为一次取得数月

的工资、薪金收入，允许在一定期限内平均计算。方法为：以超

过 3倍数额部分的一次性补偿收入，除以个人在企业的工作

年限数（超过 12年的按 12年计算），以其商数作为个人的月

工资、薪金收入，按照税法的规定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按照

上述方法计算的个人一次性经济补偿收入应纳的个人所得税

税款，由支付单位在支付时一次性代扣，并于次月 7日内缴入

国库。个人按国家和地方政府规定比例实际缴纳的住房公积

金、医疗保险金、基本养老保险金、失业保险金（以下简称“四

金”）在计税时应予以扣除。

按照上述两个文件的规定，个人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

同取得的一次性补偿收入，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时首先扣除

的是按国家和地方政府规定比例实际缴纳的四金，然后再扣

除当地上年职工平均工资的 3倍，余下的部分除以个人在企

业的工作年限数（最长不超过 12年）。其商数作为月工资、薪

金收入，再按税法的规定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即以个人月工

资、薪金收入减去免征额，再乘以适用的税率。

假定个人取得的一次性补偿收入为 Y, 当地上年职工平

均工资为 X，个人在企业的工作年限为 N（N臆12），个人按国

家和地方政府规定比例实际缴纳的四金为 Z，则其应纳个人

所得税的计算公式为：

{［（Y-Z-3X）衣N-2 000］伊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伊N

例 1：王某与其工作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时，取得的一次性

补偿收入为 90 000元，王某在该单位已工作 20年，当地上年

职工平均工资为 10 000元，王某取得的一次性补偿金按规定缴

纳四金 2 500元。则王某取得的一次性补偿收入应纳个人所得

税为：

{［（90 000-2 500-10 000伊3）衣12-2 000］伊15%-125}伊

12=3 525（元）

二、税收政策存在的问题

从通知中可以看出，个人因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而

取得的一次性补偿收入，需要纳税的是扣除实际缴纳的四金

后超过当地上年职工平均工资 3倍数额的部分，作为数月工

资、薪金收入计算纳税。至于当地上年职工平均工资数额则由

各个地方税务机关按照本地实际情况规定。问题在于，对于工

资、薪金收入，税法规定的是按工资、薪金收入减去免征额（目

前我国规定的是每月 2 000元）后的余额计算征收所得税，计

税的部分是工资、薪金收入超过 2 000元部分。个人取得的一

次性补偿收入按规定扣除四金和当地职工上年平均工资的 3

倍后，再除以职工在该企业的工作年限（最长按 12年计算），

其商数若大于 2 000元，则可以按此规定计算缴纳个人所得

税；若商数小于2 000元，则不需要纳税。

例 2：王某与其工作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时，取得的一次性

补偿收入为 50 000 元，王某在该单位工作 20 年，当地上年

职工平均工资为 10 000元，王某取得的一次性补偿金按规定

缴纳四金2 500元。则王某取得的一次性补偿收入按照规定

扣除四金和当地上年职工平均工资 3倍后的余额 17 500元

（50 000-2 500-30 000），可视为一次取得数月工资、薪金所得

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因王某在该企业工作超过 12年，按一

次取得 12个月的工资、薪金所得计算，其月工资、薪金收入为

1 458元（17 500衣12）。按照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月工资、薪

金收入在 2 000元以下的不用缴纳个人所得税。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一方面，按政策规定，个人取得的

一次性补偿收入扣除四金和当地上年职工平均工资的 3倍后

的部分需要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另一方面，若上述余额除以

在企业工作年限后的商数小于 2 000元，则不需要缴纳个人

所得税。对此，个人所得税法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从各地的

实际情况来看，地方税务部门也没有对此有专门的解释。

三、完善建议

关于个人因解除劳动合同取得的经济补偿金是否征收个

人所得税的问题，国家税务总局在 1999年和 2001年分别颁

布了《关于个人因解除劳动合同取得经济补偿金征收个人所

得税问题的通知》和《关于个人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取得

的一次性补偿收入征免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这两个通知

明确了个人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取得一次性经济补偿

收入应征收个人所得税，但规定了一定的免征额。但是我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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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待售固定资产会计核算浅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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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固定资产同时满足下列三个条件时，应当划分为持有

待售固定资产：一是企业已经就处置该非流动资产作出决议；

二是企业已经与受让方签订了不可撤销的转让协议；三是该

项转让将在一年内完成。由于固定资产的使用性质已经发生

改变，因此对其的管理不能等同于一般固定资产，包括会计处

理。下面从固定资产划分为持有待售固定资产、持有待售固定

资产不再符合确认条件发生转回两个方面探讨其会计处理。

一、固定资产划分为持有待售固定资产

对于持有待售的固定资产，《企业会计准则第 4号———固

定资产》第二十二条规定：企业持有待售的固定资产，应当对

其预计净残值进行调整。目的是使该项固定资产的预计净残

值能够反映其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金额，但不得超过

符合持有待售条件时该项固定资产的原账面价值，原账面价

值高于预计净残值的差额应作为资产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

益。持有待售的固定资产不计提折旧，按照账面价值与公允价

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孰低进行计量。

例 1：甲公司有旧办公楼一栋，由于新办公楼投入使用，

旧办公楼已闲置，董事会作出决议，准备将其转让。2010年 3

月 10日，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不可撤销合同，合同约定：2010

年 12月 31日甲公司将该办公楼转让给乙公司，转让价格为

110万元。旧办公楼于 2001年 9月 20日投入使用，入账价值

200万元，预计使用年限 20年，预计净残值为 20万元，采用

年限平均法计提折旧。2010年 12月 31日，甲公司与乙公司

办理了转让手续，收到转让款 110万元存入银行。

由于董事会已作出决议准备转让该旧办公楼，并与乙公

司签订了不可撤销合同，转让时间不超过 1年，根据持有待售

固定资产认定条件，旧办公楼应划归为持有待售固定资产。甲

公司会计处理如下：

现，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会出现与通知规定相冲突的地方，如前

所述，会出现缴税与不缴税的冲突。

经济补偿金是社会保障性质的，而征收个人所得税的目

的主要在于调节个人收入水平，维护社会公平。获得经济补偿

金的一般是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被动离职而需要帮助的

人，在此情况下，对其征收个人所得税有违立法的初衷。有些

情况下劳动者获得经济补偿金是由于公司结束经营等其他原

因而非劳动者自身缺少竞争能力，这些人中可能有一些收入

很高的劳动者，对其征收个人所得税则可以起到调节个人收

入、维护社会公平的作用。

《劳动合同法》对经济补偿金的发放作了明确，该法第 47

条规定：劳动者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所在直辖市、设区的市上

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 3倍的，其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标准按职

工月平均工资 3倍的数额支付，向其支付经济补偿金的年限

最高不超过 12年。因此在《劳动合同法》实施后，经济补偿金

的社会保障性质就更加明显。我们建议，对于个人因解除劳动

合同取得的在《劳动合同法》规定范围内的经济补偿金，可以

不用征收个人所得税，超过部分可按下列两种办法处理：

1. 单独作为数月（个人在企业的工作年限数，超过 12年

的按 12年计算）工资、薪金所得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税法规

定的单独作为一个月工资、薪金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不需要

扣除免征部分，直接以工资、薪金收入作为应税所得，按照适

用的税率和速算扣除数计算纳税。对于例 1中的情况，王某取

得的一次性补偿收入，扣除四金和当地上年职工平均工资 3

倍后的余额 57 500元（90 000-2 500-30 000）应纳个人所得

税为：（57 500衣12伊15%-125）伊12=7 125（元）。对于例 2中的

情况，王某取得的一次性补偿收入，扣除四金和当地职工上

年平均工资 3倍后的余额 17 500元（50 000-2 500-30 000），

应纳个人所得税为：（17 500衣12伊10%-25）伊12=1 450（元）。

2. 参照年底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年底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时，将全年奖

金平摊到每月，确定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计算时不需要扣

除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对于例 1中的情况，王某取得的一次

性补偿收入，扣除四金和当地上年职工平均工资 3倍后的余

额 57 500元，按年底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计算，应纳个人所

得税为：57 500伊15%-125=8 500（元）。对于例 2中的情况，王

某取得的一次性补偿收入，扣除四金和当地职工上年平均工

资 3倍后的余额 17 500元，按年底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计

算，应纳个人所得税为：17 500伊10%-25=1 725（元）。

通过以上比较可以看出，不管是将个人取得的补偿金收

入中需要课税的数额单独作为一个月工资、薪金所得处理，还

是参照年底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所得处理，均符合税法的规

定，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不过从补偿金的社会保障性质出

发，运用第一种办法即将补偿金收入中按照税法规定需要课

税的部分单独作为一次取得数月工资、薪金所得计算缴纳个

人所得税，更符合纳税人的利益。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