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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个税APP上成了有钱人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4 月 12
日，杨峥打开个税 APP，打算看一下自
己能不能退税。这才发现，应缴税款里
显示，自己竟然在 2 家公司上班，除了
供职公司外，自己还被登记为一家压根
没听说过的公司的职工。此外，还有两
家闻所未闻的公司，“假装”每个月给
他发钱。

除此以外，他还需要多缴 3600 多
元 的 税 款 ，杨 峥 震 惊 了 ，“ 怎 么 会 这
样？”

4月 10日，备受关注的手机个人所
得税 APP 综合所得年度汇算功能正式
开通。北京市纳税人开通自然人电子
税务局手机个人所得税APP、网页端等
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年度汇算远程办
税渠道。

随着个税APP的开通，“晒退税”成
了一股热潮，不少纳税人在朋友圈里晒
出了退税获得的“意外惊喜”。有人

“意外”收获了一杯咖啡钱，有人却需
要补缴千余元税款，这是为啥？

杨峥的遭遇并不是个案，不少纳税
人在 APP 上注册填报时，却遭遇了“被
收入”和“被就业”的问题。虽然他们
压根没从这些公司里取得过薪酬。

“万万没有想到，常听说的身份被
盗用的情况居然发生在自己身上了。”
杨峥向记者表示，“这可真的是跟我没
有‘半毛钱’的关系，而且我也不认识
这些公司啊，这对我有影响吗？我该怎
么办？”

个税 APP，为什么有些人需要补
缴、有些人则可退税？若是像杨峥一
样，权益遭到侵害，纳税人应该如何维
权？部分公司盗用纳税人身份信息避
税，这种公司怎么追责？

个税不是让单位代缴了吗？
为什么还要汇算？

作为纳税人，不是每个月的个人所
得税都由公司代扣代缴了吗？为什么
我们需要进行汇算？“综合所得年度汇
算”究竟是什么？

根据《2019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
得 年 度 汇 算 办 税 指 引》( 下 称“《指
引》”)，所谓年度汇算，就是居民个人将
一个纳税年度内取得的工资薪金、劳务
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四项所得
(以下称“综合所得”)合并后按年计算
全年最终应纳的个人所得税，再减除纳
税年度已预缴的税款后，计算应退或者
应补税额，向税务机关办理申报并进行
税款结算的行为。

简单来说，就是在以月或季度缴纳
的已纳税款 (预缴税)基础上进行年度
清缴：查遗补漏、汇总收支、按年算账、
多退少补。

综合所得年度汇算，是此次个税改
革的重要内容之一。

2019 年 1 月 1 日，新修改的个人所
得税法全面实施。该次个人所得税改

革，除了提高“起征点”、调整税率表和
增加专项附加扣除外，还首次建立了综
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

对应综合税制，还有一个详细的公
式算法计算退税或补税：

2019 年度汇算应退或应补税额=
[(综合所得收入额-60000 元-“三险一
金”等专项扣除-子女教育等专项附加
扣除-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公益慈善
事业捐赠)×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
2019年已预缴税额。

那么，谁需要办理汇算清缴？哪些
人不需要办理？通过什么方式办理(是
自己办、单位办，还是请人办)？其实，
这些都可以在《指引》中找到答案。

根据《指引》，简单来说，就是：2019
年度已预缴税额大于年度应纳税额且
申请退税的；2019 年度综合所得收入
超过 12 万元且需要补税金额超过 400
元的。

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综合所得汇
算清缴是一个全新的规定，体现了“补
税依法，退税自愿”的原则，纳税人需
要了解相关的规定，提升税收意识，才
能够正确判断自己是否需要办理汇算
清缴，如果需要办理，那要在规定的时
间进行及时准确的申报和补退税。

上海旭灿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上
海律桥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法定代
表人菅峰向记者介绍，这是首次进行个
人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建议纳税人高度
关注，无论年终汇算清缴最终计算出来
的结果是补税、退税，还是不补不退，
都需要办理汇算清缴。

“而且，个税APP上线后，每个人都
可以自己登录进去，看到自己有没有存
在‘被收入’‘被就业’‘被员工’或者

‘被劳务’的情况。”菅峰说。
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度综合所得

的年度汇算期为 2020年 3月 1日至 6月
30日，为期 4个月。

依照《税收征收管理法》规定，未按
照规定办理纳税申报，造成少缴税款会
被追缴税款、滞纳金，还可能被处以 0.5
倍至 5倍税款的罚款。

同在一家公司
为什么他退税，我补缴？

王艳与贾敏同在一家公司，公司对
其个人所得税都会统一进行申报。于
是在个税 APP 上，二人都选择了“使用
已申报数据填写”这个选项。但是，最
终结果来看，王艳需要补缴 2780元，贾
敏却可以退税 45元，这是为什么呢？

“按照税法的规定，如果仅是在一
个单位领工资，年终并不需要汇算清
缴，因为平时该扣的都扣掉了。但是如
果在多个地方领工资、或者劳务费的情

况下，就需要汇算清缴。”菅峰向记者
分析，“假如在多个地方都有薪酬，每
个地方都扣了专项附加(注，即三险一
金)扣除，那么汇总起来，使用的综合
税率会偏高，这就需要补税。如果超
过了 400 块钱，就一定要向主管税务
机关申请补税。如果正好相反，要退
税，比如公司给你发工资时并没有进
行专项附加扣除，比如子女教育、大
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等并没有考虑
进去，当你扣除之后，发现自己多交
了税，这时就可以向主管税务机关去
申请退税。”

总体而言，导致实际应缴与预缴税
产生差异从而需要“多退少补”的具体
原因有很多。

根据《指引》，有 7种情形可以获得
退税，包括：2019 年度综合所得年收入
额不足 6万元，但平时预缴过个人所得
税的；2019 年度有符合条件的专项附
加扣除，但预缴税款时没有申报扣除的
等等。

此外，还有 4 种常见情形，导致年
度汇算时需要或可能需要补税，其中主
要有两类情况：一是在两个以上单位任
职受雇并领取工资薪金，预缴税款时重
复扣除了基本减除费用 (5000 元/月)。
二是除工资薪金外，纳税人还有劳务报
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各项综
合所得的收入加总后，导致适用综合所
得年税率高于预扣率等。

“被就业”“被收入”了该怎么办？

那么，像杨峥一样的纳税人，在登
录了个税 APP 后发现自己“被就业”

“被收入”了，该怎么办？
“自从 APP 上线之后，很多纳税人

可以查到自己被人盗用身份证信息进
行所得税申报的情况。”菅峰向记者介
绍，事实上，这种情况比较普遍，许多

劳务派遣公司，都会用这种办法利用他
人身份证，申报收入，冒领工资。实际
上这些公司也不会为“虚构员工”缴纳
个税，比如很多公司都会虚构工资，对
达不到纳税个税标准 (5000 元)的人员
零申报。

“在金税三期 (即我国税收管理信
息系统工程的总称)之前，许多公司会
利用这种手段套现出来。但是金税三
期之后，许多自然人都可以查到自己的
就业、劳务费的情况。如果一旦发现自
己身份信息被盗用，就要使用举报的功
能，通过 APP 进行申诉。”菅峰表示，以
前发生过很多起“被雇佣、被劳务”甚
至“被股东、被法人”的情况。在现实
中，还有许多人遇到了自己的身份信息
被盗用来注册公司，并且冒领增值税发
票，给他人虚开发票的情况。结果后续
公安找上门来，但纳税人根本不知道这
个公司的所作所为。

根据《指引》，纳税人通过网络方式
办理年度汇算时，如果发现有单位冒用
其身份申报了收入，可以在办理年度汇
算时自行删除被冒用的整条预扣预缴
记录。删除后，该项收入不纳入年度汇
算。税务机关将对其申诉情况进行核
实，并及时反馈核实情况。

且不说“被股东、被法人”，单就“被
雇佣、被劳务”而言，会侵害纳税人的
合法权益。因为这样会提高纳税人的
税前收入，虽然他并未从那家单位取得
工资薪金。

菅峰分析称，假如纳税人出现了
“被就业”的情况，而真正领工资的地
方只有一个，其他两家都是按照每个
月低于个税起征点 (5000 元)进行零申
报，每个月这些收入分别是不用缴纳
个税的，但是在年终进行个人所得税
汇算的过程中，你就会发现，这些公
司都对你发工资，要进行合并纳税，
税前收入提高了，适用的税率档次也
提高了，而在你的专项扣除也没有变
化的情况下，纳税人就需要多缴税，
甚至补缴税款。

“在这样的情况下，实际上APP上
会有一个申诉功能。可以通过这种渠
道进行申诉。如果不进行申诉或者举
报，那就必须要补税，这就损害了自
己的合法权益。”他表示，“纳税人维
权的最主要途径，一定是要利用手机
APP 申诉的功能，举报违法的公司和
企业。”

“现在许多企业想通过收购他人身
份证信息去冒领工资等，这个途径在金
税三期前面就堵住了。”菅峰说。

他进一步分析称，如果像杨峥一
样，纳税人的合法权益遭到侵害，从法
律角度来看，维权有几个层面：首先，
如果“被劳务”，就要通过手机 APP 设
计的申诉功能，反映给当地税务机关，
主管税务机关就会把该公司纳入征信，
降低该企业的纳税信用等级。

其二，如果被发现该企业大量利用
他人身份信息申报，甚至是更多的人通
过手机 APP 反映同一家公司存在这种
情况，该企业就会产生税务风险。当地
税务稽查局就会对该企业进行稽查。
对纳税人偷税行为进行补税和罚款的
同时，还应加收滞纳金。

依照 《税收征收管理法》 第六十
四条的规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编
造虚假计税依据的，由税务机关责令
限期改正，并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纳税人不进行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
缴应纳税款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
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
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
倍以下的罚款。

据新华网报道

个税不是让单位代缴了吗
为何还要汇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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