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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终奖到手 该缴多少税

单独按一个月工资计税

临近春节，不少员工拿到了期待已久的年终奖，这样一笔颇丰的收入会

扣多少税，成了热议话题。 有人发现，同样的收入，年终奖和平时工资收入的

扣税额度并不相同；还有人发现，自己税前年终奖比别人高，但拿到手的钱却

比别人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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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个人收入状况千差万

别，实际计算年终奖时，并不像

上边的公式那么简单，一个重要

因素是起征点，也就是个税扣除

额。 根据 2011 年 9 月 1 日起施

行的《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

条例，我国工资、薪金所得每月

减除费用为 3500 元，那么，年终

奖是否也有起征点呢？

当然有， 但这个起征点要根

据职工当月工资收入情况来定，

简单地说， 就是年终奖与当月工

资共享一个起征点， 工资收入高

于(或等于)税法规定的费用扣除

额时，年终奖不再进行扣除；工资

收入低于税法规定的费用扣除

额， 则差额部分就是年终奖的扣

除额。

举例来说， 小王今年 1 月工

资收入 3400 元 (扣除社保等费

用)， 当月又一次获得年终奖金

24100 元， 则其年终奖的应纳税

额为：(24100+3400-3500)×10%

-105=2295元。

也就是说， 小王因当月工资

不足 3500元，其差额部分 100 元

就可以作为年终奖的起征点。

也有起征点，但要看当月工资

相对来说， 年终奖的个税计

算要比平时的工资复杂一些，根

据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调

整个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等计

算征收个人所得税方法问题的通

知》， 纳税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

金，单独作为一个月工资、薪金所

得计算纳税， 由扣缴义务人发放

时代扣代缴。

对一般职工来说， 年终奖的

计税办法是： 先将雇员当月内取

得的全年一次性奖金，除以 12 个

月， 按其商数确定适用税率和速

算扣除数。

通俗一点说， 也就是把年终

奖总额除以 12，然后对照个人所

得税的七档税率表， 看属于哪一

档就使用哪个税率和速算扣除数

即可。 在不考虑费用扣除额的情

况下，其公式为：应纳税额 = 雇员

当月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适用

税率 -速算扣除数。

这样的计算方式， 相当于降

低了年终奖这种大额收入的适用

税率，同样的收入，年终奖的扣税

自然要比月工资少。举例来说，在

减去相应的费用扣除额后， 小张

月工资收入 24000 元， 而小李年

终奖收入 24000元，那么，小张需

要缴税 4995 元， 小李只需纳税

2295元。

需要注意的是，根据规定，在

一个纳税年度内， 对每一个纳税

人，该计税办法只允许采用一次，

也就是说， 年终奖这种优惠的计

税方式每年只能享受一次。

同样的收入 年终奖扣税比月工资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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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个税是按照超额累进税

率计算的， 按照上面的年终奖计

算方式，如果年终奖达到某个点，

确实会存在多发 1元而多缴税千

元的状况，比如，在不考虑费用扣

除额度的情况下， 小张的年终奖

为 18000 元， 小李的年终奖为

18001元。那么小张年终奖适用税

率为 3

%

，

纳税额为 540 元，小李

年终奖适用税率为 1

0%

，

纳税额

为 1695.1 元。 最终，小李比小张

多缴税 1155.1 元，实际年终奖收

入低于小张。

类似的临界点还有 54001

元、108001 元、420001 元、660001

元、960001元。 据《人民日报》

临界点很关键，多发 1元多缴税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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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加班工资怎么算？

核心

提示

据中新社电 2018年 1月， 中国手机市

场出货量继续下降，二、三线手机品牌厂商

面临更艰难生存状况。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11 日数据显示，

2018年 1 月， 国内手机市场出货量 3906.4

万部，同比下降 16.6

%

；

上市新机型 51 款，

同比下降 19.0

%

。

中国手机品牌出货量占比有所回升。 信

通院监测显示，2018年 1月， 国产品牌手机

出货量 3349.5 万部，同比下降 18.0

%

，

占同

期国内手机出货量的 85.7

%

。

这一占比比

2017 年 12 月的 83.

5%

略有提高，但比 2016

年 12月的 88.

8%

下降了 3个百分点。

据国际调研机构

GFK

发布的数据，

2017年，中国手机市场占有率超过 1

0%

的厂

商有五家：华为（包含荣耀）、

OPPO

、

VIVO

、

苹果、小米，市场占有率高达 78

%

。

据《央视财经》报道 近期，中国音数协

游戏工委(

GPC

)、伽马数据(

CNG

)、国际数

据公司(

IDC

)联合发布的《2017 年中国游戏

产业报告》显示，2017 年我国游戏市场实际

销售收入达到 2036.1 亿元 （折合美元 309

亿），同比增长 23.0

%

，

游戏产业自 2014 年

出现的收入增长率下滑的情况以缓解。

报告显示，移动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

达 1161.2 亿元，份额继续增加，占 57.0

%

；

客户端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 648.6 亿元，

份额减少，占 31.9

%

；

网页游戏市场实际销

售收入 156.0 亿元， 份额大幅减少，占

7.6

%

；

家庭游戏机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

13.7亿元，份额有所增加，占 0.7

%

。

游戏市场的火爆同样促进了整个产业

的发展。 报告显示，截至去年年末，我国上市

游戏企业数量达 185 家，其中 A 股上市游戏

企业 151 家，占 81.6

%

；

港股上市游戏企业

26 家，占 14.1

%

；

美股上市游戏企业 8 家，占

4.3

%

。

我国游戏产业

年收入破 2000亿大关

1月份中国手机市场

出货量同比降 16.6%

春节假期， 加班工资怎么

算？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表示，2 月 16 日到 18 日是

法定节假日， 在这三天里加班

的， 用人单位应该支付劳动者

300

%

的加班工资；在 2月 15日、

19 日、20 日和 21 日这四个调休

日加班的，单位要先安排劳动者

补休， 确实不能安排补休的，要

支付 200

%

的加班工资。 需要注

意的是，不管是 300

%

还是
200%

的加班工资，都是用人单位在支

付劳动者月工资之后，需要另外

支付的。

综合

本报讯 近日，2018 贵州省预拌混凝土

行业协会年会召开， 行业大咖与嘉宾共商加

快构建新时代贵州预拌混凝土行业自律机

制、绿色智造、协同发展新体系。

省经信委发布的《贵州省建材产业发展

报告》显示，在国家鼓励政策的推动下，全省

预拌混凝土行业发展态势逐渐向好。 据省预

拌混凝土协会不完全统计， 目前全省有合法

备案生产线 720 条， 总生产能力达到 20900

万立方米，从业人员约 11 万人，2017 年全行

业完成工业总产值 184.1 亿元， 预拌混凝土

产量 11717.48 万立方米， 同比增长 28.2

%

，

贵州省预拌混凝土产量占全国总比 4.51%，

全年固废综合利用 634.1万吨。

作为本次年会的亮点， 贵州省预拌混凝

土行业信息化管理平台宣布正式上线。

（本报记者 余珉琨）

贵州省预拌混凝土行业召开年会

春节临近，年味渐浓。此刻的

你是否正在为张罗年夜饭而忙

碌？ 春节年年过，味道总不同。 随

着新经济兴起， 年夜饭也多了不

少新“滋味” 。

几平方米的厨房里， 兄弟妯

娌话着家常做着拿手菜， 是很多

人对年的记忆。一度，越来越多的

人选择在外聚餐，不少“老字号”

的年夜饭一桌难求。

随着互联网和物流业的发

展，如今，回家吃年夜饭成为越来

越多人的选择。而这一次，跟着我

们回家的，不仅有现成的美味，还

有高品质的服务。

“我今年网购了一份 800 多

元的年夜饭套餐， 有 12 个菜，只

要解冻加热就能吃，非常方便。 ”

江苏姑娘邓佳琪说，“这样比去

酒店吃更实惠， 在家吃， 更有年

味。 ”

小年刚过， 北京十里堡盒马

鲜生人头攒动， 几千元不等的

“包桌回家年夜饭” 受到消费者

追捧。 阿里巴巴发布的《2018 年

中国年货消费报告》显示，半成

品年夜饭颇受消费者青睐， 年夜

饭礼盒在年货节期间成交人数增

幅达 217％。

除了更高品质的食材， 人们

还要更贴心的服务，“厨师到家”

模式成为很多人的选择。

“爱大厨” 等几款预约厨师

的软件上， 名厨档期基本约满。

“相比到饭店拥挤地吃饭， 厨师

上门更方便和安心。 ” 在青岛一

家科研机构工作的孙开明说。

数据显示，2018 年天猫年货

节中，腊肉、土鸡蛋、香肠等土特

产成为抢手年夜饭食材。 外卖软

件上特色餐饮的占比越来越多，

西安凉皮、常德米粉、开封烩面，

动动手指就来到你面前。

据新华社电

新经济兴起 年夜饭多了不少新“滋味”

预拌混凝土行业

发展态势向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