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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 经

年终奖到手，缴了多少税？

为何税前比别人高
到手钱却比别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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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人民日报

同样的收入，年终奖扣税比月工资少
年终奖的个税计算要比平时的工资复杂一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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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起征点，但要看当月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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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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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终奖怎么算个税？
采用计算公式
缴纳个税=应纳税所得额×对应税率-速算扣除数
(对应税率是年终奖÷12（个月）之后的数额所对应
的税率;速算扣除数也是年终奖÷12（个月）后的数
额对应的)

年终奖
临界点

两万人靠炸油条
每年挣近 9 个亿

提起邓城镇，很多人会感到陌生。这个位于河
南省商水县西北部的小镇，总面积 72 平方公里，因三
国时魏国大将邓艾在此屯兵，故名邓城。
邓城镇如今有一个更响亮的称呼——
“中原油
条之乡”。据河南都市频道去年报道，邓城镇有 6 万
多人，其中 2 万人靠祖传炸油条手艺，外出经营早餐
摊，
每年能带回来近九个亿的收入！
记者注意到，近日，邓城镇组织了一年一度的炸
油条大赛，
这些致富能手，
在油锅前一决高低……
据一位在山西经营早餐店的参赛选手介绍，炸
油条搭配卖稀饭、胡辣汤、包子，一天毛收入 500 元左
右，
一年能挣一辆小轿车。
“油条致富带头人”范卫东感慨满怀：
“我放学就
出去跟人家学炸油条，学了三年，自己出去创业，走
南闯北走了好多地方，挣到了钱，在家里盖了房子，
在市里买了房子，自己又买了一辆车，还有几十万元
的存款。
”
邓城镇有 6 万多人，2017 年贫困人口 4500 多
人，通过合作帮扶和巧媳妇工程脱贫 1262 人，其中从
事油条产业脱贫成效显著。为鼓励这一产业持续发
展，邓城镇通过开展技术培训、资金帮扶，鼓励更多
的贫困户学习炸油条技术，
实现技术脱贫。
每经

1.8 万 5.4 万 10.8 万
42 万 66 万 96 万
(这几个点会出现年
终奖多发一元甚至 1 分
钱，税后收入反而减少
的 情 况 ，所 以 很 多 人
“宁可少千元，不要
超一元”
)

由于个税是按照超额累进税率计算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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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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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东便利店
“杀入”海口
记者走访：加盟店不到 10 家，生意一般
本报讯 自马云、刘强东去年相继提
出“新零售”和“无界零售”以来，阿里巴巴
和京东齐齐开始布局线下零售店。记者
近日在街头发现，几家京东便利店已悄然
营业，
开始在海口试水。
近日，记者走访海口市红城湖路和海
秀东路的两家京东便利店发现，其店面装
潢统一使用深红色，店内外京东的 LOGO
很是抢眼。店员称，京东便利店采用的是
加盟模式，加盟商需向京东缴纳 2 万元
“质保金”
，
货源由京东配送。
海秀东路京东便利店的店主告诉记
者，目前店铺的生意一般，商品价格跟其
他零售店差不多，不过进货比较方便，通
过京东掌柜宝 APP 下单就可以进货，京东
物流很快会将货源配送到位。顾客可以
在便利店直接购买，由京东配送。此外，
“还可以通过美团等平台下单，由美团外
卖提供配送。”红城湖路京东便利店店员
说，不过开业几个月以来，
“进店和通过网
上购买的人不是很多。
”
据了解，目前海口加盟的京东便利店
不到 10 家，
去年 9 月份起相继开业。

富士康要来 A 股了
市值冲击 5000 亿

拟在上交所上市，
招股书已报送
9 日，证监会网站披露了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
有限公司的招股书（申报稿），拟在上交所上市。如
果不出意外，这家世界上最大的代工巨头，即将在今
年登陆 A 股。不过，富士康的利润率不到 5%，富士
康股份截至 2017 年底的总资产高达 1485.96 亿元，
总负债达 1204.41 亿元，负债率高达 81.05%。按照
30 倍市盈率计算，富士康登陆 A 股后，市值有望冲击
5000 亿元，成为科技股的新龙头。
2 月 1 日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报送
IPO 招股说明书申报稿，2 月 9 日证监会便发布反馈
意见，
超级巨无霸富士康的上市计划正在加速。
富 士 康 股 份 注 册 资 本 达 到 177.26 亿 元 ，拥 有
26.9 万员工。其中，生产制造 20 万人，占比 75.57%；
研 发/工 程 4 万 人 ，占 比 14.90% ；销 售/行 政/管 理
25662 人，占比 9.54%。
此次富士康股份 IPO 主承销商为中金公司，募集
资金超过 270 亿元，主要投向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
平台构建、通信网络及云服务。
钱晚

临界点很关键，多发 1 元多缴税千元

位于海秀东路的一家京东便利店

河南这个镇的人靠外出经
营早餐摊发家致富

两市个股普涨，
“中小创”
涨逾 3％
相较京东便利店，阿里巴巴零售通推
出的天猫小店同样是加盟模式，进货渠道
是通过零售通平台进行采购。记者采访
阿里巴巴零售通获悉，加盟天猫小店需缴
纳 1 万元的保证金，另外每个月最低保底
进货额需要达到 1 万元。目前海南区域
尚未开通天猫小店业务。
面对互联网巨头纷纷布局线下店的
趋势，对本土零售商而言无疑将带来极大
的冲击。
成立于 2014 年的海南易买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是海南起步较早的零售电商平
台。记者发现其线上电商只有零星的购
买数据。相比之下，易买线下的一些实体
店顾客络绎不绝。据易买商城官网显示，
目前易买已有众多实体店，采取自营与加
盟双管齐下，
正在高速扩展中。
易买称，
“ 将结合实体店，利用 O2O
与 B2C 打造全新的电子商务模式，把传
统的零售与服务，在互联网上进行专业
化推广与营销。未来，易买线下实体店、
提货点、合作商家将遍布全岛”
。
记者 刘兵 文/图

大消费概念站上风口
昨日是春节长假前的第 3 个交易日，两市呈现个
股普涨态势，尤其是中小市值个股出现了强劲反弹。
两市有交易的 3127 只股票中，收跌的个股不到 200
只。
“中小创”
强势上涨逾3％，
表现好于大盘股。
沪深两市股指早盘走势分化，上证指数开盘微
跌，深成指，创业板指高开。盘中上证指数在家电、
白酒等白马板块走强下，快速走强，随后在银行，保
险，券商等金融板块持续走弱下，冲高回落，临近午
盘，
再度走强。
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报 3154.13 点，涨幅 0.78%；
深证成指报 10291.88 点，涨幅 2.91%；创业板指报
1648.07 点，
涨幅 3.49%。
盘面上看，题材板块全线翻红，无一下跌，园林，
高送转，锂电池，国产芯片，通讯，家电，白酒，电子，
软件，材料等板块涨幅居前。银行，保险，券商，煤
炭，
钢铁等权重板块午后拉升走强。
昨日，大消费类个股表现非常出色，电子元器
件、家电等领涨。分析人士表示，随着佳节临近，作
为每年“必炒”的一大主题，
“ 节日效应”一般会提前
反映在股价上；叠加年报发布之际，
“大消费”概念再
度站上
“风口”
。
钟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