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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 和 之 声 
    2009 年度第 8 期（总第 44 期） 

 

上海瑞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工会团支部主办 2009 年 8 月 31 日  

【帮困助学献爱心】 

党支部工会横沙行 

新学年开始在即，在横沙乡工会接洽下，瑞和事务所党支部、工会一行六人，

于 8 月 28 日上午抵达横沙岛，把瑞和的一片帮困组学心意及时送到横沙中学。

献爱心、送温暖、扶贫帮困行动，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具体体现。对社会上的一些

贫困学生进行资助，开展扶贫、助学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性的事务所应尽的社会义

务，理应发扬广大。 

在横沙中学高中年级，事务所已资助了名叫黄瓅昊同学。这次，小黄同学顺

利地完成高中的学业，已考入上海理工大学—航空学院。本次会面，一方面小黄

同学告诉我们高考中榜的信息；另一方面，也对瑞和事务所三年来所给予的无私

援助表示感谢，特赠送事务所一面锦旗，锦旗上面写着“爱心化作及时雨，助学

为乐显真情”十个大字。 

为保持对社会助学的连续性，瑞和会计事务所党支部表示，继续与横沙中学

结对，请横沙中学领导推荐合适人选，再资助二名学习成绩优良、家庭经济条件

困难的学生，从高一年级到高三年级，每年每位学生资助 2000 元。 

对事务所扶贫助学活动的重视，横沙中学党支部书记和学校的校长以及横沙

乡主管教育的领导杨乡长都参加了会议，并对事务所的资助活动表示感谢。 

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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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和园地】 

好心情 

金秋时分，阳光高照，天空湛蓝，象被洗过一般。我们一行结伴而行的三户

人家，自行开车到浙江南北湖景点游览。去南北湖游览，是早在一个月多月前计

划好的事。趁国庆假日刚过去，抓着外出旅游的一个好时机，马上成行，心情就

象天气一样，别提有多高兴。在节假日旅游，一是人多，看的不是风景，到处是

热闹的人群；二是费钱，价格都翻番，消费不合算，我们不去凑这个热闹。三户

人家过去也搞过游览景点的活动，不过以前外出天数少，又不在外面过夜，这一

次时间稍长，住宿一个晚上，有种不一般的感觉。出门旅游讲究的是休闲放松，

也是现代人所倡导的，既可以观赏大自然的大好河山、人文景观，又可以达到互

相间疏导、增进感情交流，是花钱买不来的享受。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不愁吃、

不愁穿，还有一些家庭有了汽车，具备了自驾车旅游的条件。平民百姓全家开着

汽车外出旅游，这是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几十年前一件小事，被老婆提起，使

人有种冰火二重天的感觉。讲得是上班用的一辆自行车，车胎坏了，不能骑，想

换一个新胎，几元钱的事看作比天大，为几元钱的费用担忧。想想过去，哪能和

现在比！ 

三家人高高兴兴挤坐在一辆“帕萨特”新车里，脸上洋溢着兴奋、欢快的笑

容，有说不完的话，叙不完的情。原来准备两辆车，分别安排就座，但外出的人

员比原先计划少了二人，就减少一辆车。五个人坐一辆车，虽然挤了一点，但气

氛比开两部车还好，热闹不寂寞，又节省了一笔车辆费用。车途中，大家好不喜

欢，为这个主题谈论了一会，都感觉值。 

南北湖位于浙江省海盐县境内，属国家 4A级旅游景区。二个小时的车程，不

一会儿就到了。南北湖景点分为南湖和北湖，一大片湖水有鲍公堤将湖面分为

南、北两半。湖堤是用水泥铺成的路面，平整而清洁，整个景区就围绕湖边展开。

因为有二天游程，按照路线，我们先游北湖，第二天再游南湖。汽车沿着平静的

路面缓缓而行，宽广的湖面上不时有一、二艘小汽艇破水从远处穿行，激起一阵

波澜，不时还传来一声声笑语声。湖边种植了一长排柳树，修长的树枝叶象一个

个刚刚梳洗好长发的仙女，亭亭玉立，微风吹拂，轻声低语，倾诉着自然界的凡

事。开车驶过一片小山坡，山坡上密密匝匝地种满了橘树，农民把伸展在外的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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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用坚固的竹笆围起来。正是橘子成熟的时节，沉甸甸的果实压弯了手臂般粗的

树杆。黄澄澄的橘子和绿油油的树叶交相辉映，不远处红顶白墙的农舍，俨然是

一幅恬静的风景画。北湖中央的小岛白鹭洲，犹如浮在水中的睡莲，历来是文人

墨客品茗赏景、赏月吟诗的绝境佳处。岛内有水榭、长廊、花木扶疏、绿树成

荫。中央有一带状内湖，养有水禽和荷花，名为“月露池”。这湖中岛、岛

内湖，小巧别致，相映成趣。“临水而居”蝴蝶岛住落在南湖中，人们用一座

长长的木桥把鲍公堤和蝴蝶岛连起来，犹如一只手搀扶着一位美丽的贵妇人。

人站立在桥上，按下快门，绝对是一张好照片。蝴蝶岛的东南面建有听泉茶室，

中间由一条十多米长的九曲游廊相连，是供游人品茗休憩、游览赏景的佳处。听

泉茶室给人以质朴天然，清幽淡远的世外意境。漫步湖边，小岛上栽种的桂花树

散发出阵阵悠香，香味诱人，使人留连往返。为纪念改革开放，丰富蝴蝶岛文

化内涵，2008 年在馆内布置了“步鑫生改革精神陈列展”。通过故事的形

式，深入浅出地展现了步鑫生“一把剪刀剪开中国城镇企业改革序幕”的

人物事迹。 

南北湖上有一名人文化区，上面建有黄源先生和陈从周半身塑像，从艺

术馆里陈列的资料看来，二位名人都极有艺术细胞的人，特别是陈从周老

先生，曾任上海同济大学教授，被称为“创造园林艺术美的大师”，为抢救、

保护、修复风景名胜、文物古迹不遗余力。经他抢救、修复的著名园林、

古建筑多达数十处，南北湖便是其中一处。惊叹古人，怎么会如此巧妙，塑

造出这么好的休闲场所，让后人来作乐！ 

世界上的名胜古迹，都是大自然的造化，更有人世间的精心打扮、抢救

和竭力维护，我们在观赏大自然的瑰宝时，不应忘记人类创造辉煌文明的历史。 

支民兴 

 

【美文拔萃】 

红蚁吃蛇 

新西兰邦牙岛上有一种吃蛇的红蚁，这种蚁有毒液。可弱小的蚂蚁怎么能捕

到蛇并把它吃掉呢？一位教授解开了这个谜团—— 

  他在邦牙岛从林中待了数月，几乎走遍了每一个角落，可就是没发现红蚁捕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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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场，倒是看到许多红蚁正在吃已死亡的蛇。但细心的他却发现了三个奇怪的

现象：一是红蚁喜欢成群活动，常常数万只聚在一起，活动不分散，整体推进；

二是蚁群活动的地方常在沼泽岸边，这里青蛙很多；三是常有一些蛇突然钻进水

里，然后再钻出来。他认为这三个现象应该与红蚁捕蛇有关。一个偶然，他发现

一条蛇不小心从蚁群中穿过，然后便剧烈地翻摇两下钻入水中，细心的他发现蛇

入水以后，有许多只红蚁漂在水面上。联系那三个奇怪的现象，他豁然开朗，立

即找到了答案：蚁群集体行动，应该是在等蛇从它们身边游过。蚁群在沼泽边活

动，是因为这里青蛙多，蛇经常来这里觅食。当有蛇不小心从蚁群中间穿过时，

密密麻麻的蚁群中总有一些红蚁会爬到蛇身上，然后对蛇叮咬。蛇因为剧痛，要

摆脱这些红蚁，便钻入水中，可它已受到许多红蚁毒液的毒蚀。当受伤的蛇再次

不小心穿过蚁群时，同样还有许多红蚁再爬到它身上再毒蚀。反复几次，蛇全身

被红蚁毒得溃烂而亡，最后不知成了那个蚁群的口中之物。 

红蚁吃蛇给我们很多启示，要想做成功一件事必须懂得三个道理：一是合作

力量更大；二是找准规律很重要；三是要坚持不懈，持之以恒。 

摘自《大家文摘》 

 

【财税资讯】 

国家税务总局就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解答 

国家税务总局今日在其官方网站上刊登答问，回应最近部分媒体关注的取消

“双薪制”计税方法及交通、通讯补贴收入计征个人所得税等有关问题。 

    以下是答问全文： 

    一、关于取消“双薪制”计税方法有关问题 

    问：为什么取消“双薪制”计税方法？ 

    答：所谓“双薪”是指单位按照规定程序向个人多发放一个月工资,俗称“第

13 个月工资”,也称“年终加薪”，实际上就是单位对员工全年奖励的一种形式。

随着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单位对员工支付薪酬的名目不断增加，

为减轻个人税负，1996 年税务总局<备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在中国境内有住所

的个人取得奖金征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6]206 号已失效)和《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企业经营者试行年薪制后如何计征个人所得税的通知》(国税发[1996]10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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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失效)>曾明确年终加薪或全年一次性奖金单独作为一个月的收入计征个人所

得税，以收入全额直接按照适用税率计征税款(以下简称“双薪制”计税方法)。 

    2005 年<备注:国税发[2005]9 号 个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等计算征收个人

所得税方法>，我们对包括“双薪”在内的全年一次性奖金的计税办法进行了调

整，明确规定全年一次性奖金包括年终加薪、绩效考核兑现的年薪和绩效工资，

并以上述收入全额分摊至 12 个月的数额确定适用税率，再按规定方法计算应缴

税额(以下简称分摊计税方法)。应该说，这种分摊计税方法与原“双薪制”计税

方法相比，是一种更为优惠的计税方法。调整后的全年一次性奖金分摊计税的政

策实际上已经包括了年终加薪(双薪)。据我们了解，该政策调整后，企事业单位

一般都是将年终加薪(双薪)并入全年一次性奖金中统一计算应缴纳的个人所得

税。 

    举例说明如下： 

    1.假设王某月工资 4000 元，当月取得年终加薪 3000 元，没有全年奖金。(为

便于比较税负，不考虑当月工资的应纳税额。) 

    (1)2005 年以前，年终加薪按原“双薪制”计税方法计算： 

    王某应缴纳个人所得税为 325 元。公式如下:3000×15%-125=325(元)； 

    (2)2005 年以后，年终加薪应按照全年一次性奖金分摊计税方法计算： 

    王某应缴纳个人所得税为 150 元。计算过程如下:先以 3000 除以 12 的商数

(3000÷12＝250 元)查找适用税率，250 对应的税率为 5%，则应缴纳个人所得税

3000×5%=150(元)。 

    (3)对比两种计算方法，分摊计税方法比原“双薪制”计税方法少缴税款 175

元。 

    2.假设张某月工资 4000 元，当月取得年终加薪 3000 元、全年奖金 15000 元。

(为便于比较税负，不考虑当月工资的应纳税额。) 

    (1)2005 年以前，年终加薪应纳税额=3000×15%-125=325(元)，全年奖金应

纳税额=15000×20%-375=2625(元)，以上合计应纳税额为 2950 元。 

    (2)2005 年以后，可以将张某年终加薪和全年奖金合并按照全年一次性奖金

分摊计税方法计算，应缴纳个人所得税款 1775 元。计算过程:先以 18000 除以 12

的商数(18000÷12＝1500)查找适用税率，1500 对应的税率是 10%，则 1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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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5=1775(元)。 

    (3)对比 2005 年以前，张某少缴税款 1175 元。 

 

    问：取消“双薪制”计税方法后，网民认为增加了工薪阶层的负担，您怎么

看待这个问题？ 

    答：2005 年规定的将全年一次性奖金分摊至 12 个月确定适用税率的计税方

法，已经将年终加薪视为全年一次性奖金的一种形式来计算纳税，所以,此次取

消原“双薪制”计税方法，只是对过去的老政策进行清理，个人取得年终加薪仍

应按 2005 年出台的分摊计税方法计算纳税，并没有改变个人税收负担(详见前

例)。具体来讲，对于只有年终加薪(双薪)、没有全年一次性奖金的纳税人而言，

年终加薪(双薪)按照 2005 年全年一次性奖金的分摊计税方法国税发[2005]9 号 

个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等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方法执行；对于既有年终加薪

(双薪)又有全年一次性奖金的纳税人而言，应将两项收入合并，适用全年一次性

奖金的分摊计税方法，税负与 2005 年以来的负担相同，没有变化。据我们了解，

近来有一些高收入企业把年终加薪(双薪)与全年一次性奖金分别分摊计算扣缴

个人所得税，违反了 2005 年全年一次性奖金的政策规定。此次明确取消原“双

薪制”计税方法，是定期清理过时或者作废文件的要求，也是针对上述违反规定

的行为从规范税制、公平税负、调节高收入的角度考虑的，不会增加普通工薪收

入者的负担。 

 

    问：今年以来，税务总局出台了哪些针对高收入者的个人所得税政策和征管

规定？ 

    答：个人所得税承担着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职能。长期以来，税务总局始终

将高收入行业和高收入者作为个人所得税管理的重点。今年以来，我们先后出台

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股权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管理的通知》(国税函

[2009]285 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股票增值权所得和限制性股票所得

征收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5 号)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股权激

励有关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61 号)等文件。国税函[2009]285

号文件明确规定个人股东在进行股权交易时，应及时到税务机关办理纳税(扣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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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并规定了配套的管理、服务措施；财税[2009]5 号文件明确规定个人取得

股票增值权和限制性股票的所得属于个人因任职和受雇而取得的所得，按“工资、

薪金所得”项目征收个人所得税；国税函[2009]461 号文件则对股票增值权和限

制性股票计征个人所得税的具体计算方法和征管措施作了明确规定。上述三个文

件都是针对高收入者运用资本、管理等要素取得所得而加强个人所得税征管的规

定，我们将认真落实好这些文件。今后，我们还将进一步加大对高收入行业和高

收入者的征管力度，充分发挥个人所得税调节高收入的职能作用。 

 

    二、关于交通、通讯补贴收入计征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 

    问：近日，有媒体报道个人所得税政策有新的调整，特别是单位发放的交通

补贴、通讯补贴的个人所得税政策进行了调整，您对此有何评价？  

    答：我必须强调，对单位发放的交通补贴、通讯补贴的个人所得税政策并没

有做任何调整，各地税务机关仍应按现行税法规定执行。 

 

    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法中，对单位向个人发放的交通、通讯补贴一直规定是要

征收个人所得税的。这项规定已执行多年，并不是过去不征税，现在才规定要征

税，在这一点上有的媒体的报道是有误解的。 

 

众垚咨询部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