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试析高校教职员工收入的个人所得税筹划

【摘要】针对高校普遍存在教职工收入被错扣个人所得税影响教职员工工作积极性的客观实际，本

文采用调研法、归纳总结法、比较分析法、案例分析法等，介绍了高校教职工各类应税收入的结构和发放

形式，分析了高校个人所得税筹划工作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重点研究了高校教职工取得各类收入

的个人所得税筹划要点及方法，以期指导高校财务积极开展个人所得税筹划，维护职工既得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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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职工的收入构成比较复杂，因其所承担

的工作任务不同，收入的类别和项目也各有差异。从

实际调查情况看，高校财务除了对年终奖发放方式

有所筹划，日常发放的各类收入不仅没有开展专项

纳税筹划，还普遍存在将这些收入混杂于工资扣缴

个人所得税（以下简称“个税”）的现象。财务人员的

简单操作虽然省心省力，但教职工的利益却被侵害，

造成教职工对财务人员心存不满甚至有抵触情绪，

既影响了组织内部团结，又干扰了教职工的工作积

极性。为此，针对高校教职工收入类别和性质，研究

个税纳税筹划的要点与方法，对完善纳税筹划学科

内容结构体系，提升高校财务人员的个税核算与筹

划水平，保护广大教育工作者的物质利益，具有十分

重要的学术理论意义和应用指导价值。

一、高校教职工收入的个税筹划现状

（一）高校教职工应税收入结构

目前高校教职员工可分为党政领导、机关部处

干部、教师、政治辅导员、实验人员、教务工作者和后

勤保障工人等七类，其中除机关部处领导干部和后

勤员工外，大部分教职工都在校内兼职负责学生班

主任工作，还需负责学生考试监考工作等。不同岗位

和职务角色决定其收入来源各不相同。从工薪表收

入结构看，除教师和科研人员多一项科技津贴、教师

课时费津贴外，其余项目都基本相同。高校教师没有

年终奖，但根据其教学工作量（授课学时）按照既定

标准计算发放的课时津贴，也称之为“超课时费”；对

非教师岗职员（包括党政、学生管理和后勤保障等部

门员工），则发放年终奖。

（二）高校教职工收入个税筹划现状及问题

1. 领导重视但缺乏纳税筹划能力。目前，全国

高校财务处领导对于教职工收入个税纳税筹划都比

较重视。每次遇有个税政策的重大变化，财务处领导

都要求负责工资发放的会计人员研究合理计税办

法，甚至请求税务专家为教职工收入扣缴个税事项

开展专门筹划。但高校没有纳税筹划专项经费预算，

多数情况下都是让专家学者或财务人员义务帮忙设

计筹划方案，付诸实施后就长期不变，不能因事制

宜、因时而动。同时，高校作为事业单位，管理人员编

制和经费控制严格，会计人员编制十分紧张，因此会

计上多采取一级核算。财务人员除了分工负责学费

收缴、事业经费、科研经费、工资等业务，基本不设置

专门的纳税筹划人员。负责工资的财务人员本应承

担起纳税筹划业务，但因其还要承担其他财会工作，

所以也很难有时间和精力开展纳税筹划。加之个税

筹划关系的是教职工个人利益，似与学校事业经费

和集体收入无关，很多学校也就吝惜纳税筹划投入。

2. 政策驾驭能力弱。高校正在执行的《高等学

校会计制度》中涉及的税收问题微乎其微，高校会计

深度把握税收政策的能力普遍较弱。日常工薪发放

仅凭个人专业判断扣税，年终绩效多执行《国家税务

总局关于调整个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等计算征收

个税方法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5］9号）规定，不

执行该规定则要将年终奖平均到以后月份发放并分

月计税，且一经选择始终按照专业习惯执行，有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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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人员甚至连年终奖按照国税发［2005］9号文件规

定办法计税存在的“盲区”或“年终奖无效区”都不清

楚，也不善于分析该政策的缺陷，造成多扣教职工个

税。此外，高校会计对教职员工取得的各种收入都计

入工资扣税，不能严格按照税法规定实行分项计税，

误将教职工源自校内的各种不同性质收入统统并进

工资计税。不能正常按照税收法规政策规定计税扣

税，是高校纳税筹划的大忌。比如教师每次十几元到

几十元不等的监考费、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的论文

或图书审阅费、校内科研或教研项目结题验收费等，

本应作为劳务报酬在每次活动终结即直接发放给老

师，但学校往往要拖欠一定时期再集中一次发放，而

多数高校财务却将之捆绑到发放当月的工薪中扣缴

个税，导致很多高校适用较高的工资薪金所得税率

的教授们都极不情愿领受监考等非岗位职责外的工

作任务。

二、高校教职工个税筹划的要点及方法

（一）日常发放工资薪金的个税筹划

1. 工资发放前收入扣税应做专项说明。“表内

工资”扣税，即按照工资表内所列项目归集并扣除免

税的社保金之后作为所得额计算应扣缴的工资薪金

所得税。对会计而言，该税项的计算得心应手。在表

内工资发放后所产生的个人收入项扣税，职工都能

明白和接受。但对于那些工资发放前发生的应税而

未税项目，在发放工资时合并计税却容易引起教职

工误解。比如 6月 4日发放某教师班主任津贴 500
元，8日发放其工薪6000元（不含社保基金），会计扣

缴个税额为 195元［（500+6000-3500）×10%-105］。
但职工按工资表应发额计税额为 145 元（2500×
10%-105），他怎么也想不明白财务为什么多扣 50
元个税，内心十分不满。为此，建议工资岗的会计在

对工资发放前已发生的应税项进行单独列示，在与

表内工资合并计算的应税所得额栏目中应分明细栏

目填写，至少应给教职工做特别说明。

2. 工资发放后发放收入需连续和分项扣税。在

工资发放之后，职工还会发生一些零星收入。对此，

会计上要注意两点：一是教职工新发生的收入项目

必与已发生计税项目合并计算应纳税所得额并依此

确定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额，用应纳税总额减除原

项目已纳税额后得出新收入应扣缴税额。二是认真

区分工资薪金所得与劳务报酬所得，依法分类征税，

避免侵害职工利益。凡属于教职工履行岗位职责获

得的报酬，均应归集到工资薪金所得范畴；凡教职工

执行与其岗位职责无关的任务所取得的报酬，应按

照劳务报酬等税目计征。如某教授月薪11500元，适

用个税税率达到 20%，月末发放监考费 400元。如作

为劳务报酬所得，则监考费400元不应扣税。但会计

按照“只要通过学校财务发放的校内收入均属于工

薪所得”的错误逻辑，则需要扣个税 80元［（11500+
400-3500）×20%-345-1255］，教师在岗位职责之外

付出心血为学校提供监考劳务获得的报酬却被扣掉

了 20%，教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受到很大打击。对此，

要求高校会计务必分清教职员工收入的所得范畴归

属，该征税的依法扣缴，不应征税的合理安排。

（二）补发薪酬的个税筹划

高校每年都有教师职称晋升、党政职务职级晋

升，也会发生某项补助、补贴、津贴甚至是基础工资

的普调等，随之就会发生各种工资性质收入的“补

发”活动。按照税法规定，个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为工资实际发放的当天。这就意味着个税主张应纳

税所得额的核算原则是“现计制”，虽然不合理，但会

计上必须遵从和执行。比如张老师 9月份被评为教

授，工资由原 7500元提高到 8500元，则需要对以前

8个月工资“补差”合计 8000元。若会计盲目按规定

计税，则需扣税 1800元｛（8500+8000-3500）×25%-
795-［（8500-3500）×20%-345］｝；若会计将之分摊

到以后 8个月平均补发，则应扣税总额为 1600元
（1000×20%×8），从而为教师合理节税200元。

（三）引进特殊人才补助的个税筹划

高校是培养人才的阵营，也是高级人才集聚地。

引入高职称、高学历人才充实教学科研一线人才队

伍，是全国各高校始终坚持不懈的办学战略。给予引

进人才的科研启动经费专用于科研支出，不涉及个

税问题。但给予引进人才的住房、交通工具等优惠待

遇，则需要扣缴个税。该项所得发生在人才引进环

节，并非教师工作贡献奖励，按照工资薪金所得计税

缺乏政策依据。依照相关规定，此项所得应按照其他

所得计税较为适宜。如果会计上完全按照人事政策

规定计税，则必然引起引进教师不满，甚至动摇其留

任信心，“待遇留人”就变成一句空话。

比如某大学引进一名博士后，为其免费提供一

套80万元的住房和20万元安家费，工作满三年后住

房可转为个人产权。会计上如果按照规定扣税20万
元［（20+80）×20%］，用待发的 20万元安家费抵交，

博士后可能会无法接受。如果会计上将安家费按个

人实际支付金额报账，或作为单位代其搬家、装潢和

购置生活用品的专项基金，则20万元安家费可完全

避免交税；住房通过协商作为各年的工作业绩“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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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工作满15年全部产权归属个人，则该副教授每

年获得房产奖励价值为 53333.33元（80÷15），可以

采用国税发［2005］第9号文件规定的办法计税：

每月并入工资核算的住房部分应纳税所得额

4444.44元（53333.33÷12），适用税率 10%，速算扣除

额 105，则：应扣缴个税金额为 78425元［（53333.33×
10%-105）×15］。

显然，经过筹划后，教师承担的个税降低了

121575元（200000-78425），实际缴税额仅相当于原

税额的 39.21%。可见，高校财务积极与人事部门沟

通并提供人才引进政策制定建议，灵活开展涉税业

务核算，与人才政策相互配合，能够有效支持学校的

人才引进工作。

（四）政策性补贴收入的个税筹划

教师享受供热取暖、交通、午餐、误餐、职工子女

入幼儿园补助等，均属于免征个税的政策性补贴、补

助。这些补贴补助分为明补和暗补两种方式。比如午

餐费，学校按照教师人头计算，将补助金拨付给食

堂，形成对教职工间接性的“暗补”，教职工需用个人

收入去食堂用餐。如果将教职工的工资表内工资项

相应减少一部分（相当于伙食费），代其缴付给食堂，

然后将免税的午餐费等直接发放即“明补”给教职

工，则会减少一定数额的工资薪金收入所得税。再

如，财政补贴发给教师9000元，依照规定，个人取得

按照省级人民政府规定标准发放的供热费补贴属于

免税收入。教师领取后再到财务处缴纳供热费

14000元（含 9000元政策补贴）。表面上看不出涉及

的个人所得税问题。但如果换个角度看，纳税问题就

出现了。如果学校将教职工的供热费直接纳入预算

支付给供应公司，然后按照职工家庭应享受补贴的

供热面积，核算出每个教职工家庭应付供热费，采用

核减教师讲课费标准、职工奖金和绩效奖励等办法，

扣回所付热费。这样，职工薪酬即可少扣缴个税。

（五）“超课时费”的个税筹划

1.“超课时费”个税扣缴方法的筹划。教师的“超

课时费”和教工的年终奖发放具有次数集中和发放

数额高等特点，根据国税发［2005］第9号文件规定，

不论职工年终奖、年终加薪、劳动分红分几次（月）发

放，也不论教职工在几个单位获取年终奖，采用该政

策规定的年终奖计税办法每人每年仅限一次。凡是

限制性使用规定，多数都是让纳税人获得实惠的政

策。针对该政策的纳税筹划要点有两个：一是让每个

教职工每年都用到一次该扣税政策；二是严格把握

该政策个税优惠盲区，准确运用节税临界点，超过节

税临界点则可将“超课时费”分月发放。由于个税实

行累进税率制，当应纳税所得额处于某个临界点，税

率就会拉开档次，于是就会出现除以12个月后的平

均所得额略高于临界点而一次性发放的全部奖金所

得额却都要适用更高档的税率，至少超过上一档税

率5%甚至10%；更严重的问题是只允许扣除与税率

对应档的一个速算扣除额，相当于另外11档速算扣

除额都被取消了。“超课时费”是集中一次发放计税

还是平均到以后各月工资薪金中发放，要科学判断。

例：一位年轻教师月薪3500元，财务处1月拟发

放其讲课费12000元，会计考虑到节税效果，计划分

到以后 12个月平均发放，该教师期望一次发放。会

计上该如何决定，需进行计算分析。

（1）分12个月发放，每月1000元，适用税率3%：

应扣缴个税额=12000/12×3%×12=360（元）

（2）按一次性发放奖金公式计税，奖金除以 12
的商数 1000，查得适用税率 3%，则：应扣个税额=
12000×3%=360（元）。

两种发放方式，个税相等。

修改一下题设条件，假如教师获得“超课时费”

24000元，月薪 3500元不变，确定适用税率 10%，速

算扣除额为105，则：

（1）分月发应税额=（24000/12×10%-105）×12=
1140（元）。

（2）按奖金公式按月发放对应的计税额=
24000/12=2000（元），适用税率 10%，应纳税额=
24000×10%-105=2295（元）。

显然，一次发放奖金比分月发放多缴税 1155
元。表明超课时费较高时，应均匀到各月发放才能取

得理想筹划效果。

2.“超课时费”的“节税点”筹划。按照常人逐利

心理，年终奖发放越多越好。但在现行个税体制环境

下，“跳跃式税率”和年终一次性奖金适用的速算扣

除额的“留 1弃 11”缺陷，导致个税计算存在诸多优

惠盲区。高校财务不应片面讲求奖金额的真实和公

正，而应该认真把握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盲区的节

税界点（包括 18000元、54000元、108000元、420000
元等），临界点上宁可少发一千也不多发一元，以免

出现奖金不如扣税多的负效应。具体年终一次性奖

金的盲区节税临界点归纳如表所示。

从表中可以看出，18000元临界点上，多发 1元
将多扣税 1155元；而 420000元临界点上，多发 1元
就要多扣税19250元之多。更需要注意的是，超过每

个节税点多发到一定数额，超发奖金将全部被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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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税扣掉，如表中的19283.33元与60187.5元等均是

节税界点，超发奖金与多扣税额完全相等。为此，纳

税筹划要求，高校财务记牢表中盲区临界点数值，并

在每年拟发放“超课时费”、绩效奖和第13各月工资

薪金等时，采取如下可行办法处理：一是直接“抹

零”，可将超过临界点的部分扣掉，用于建立资助贫

困大学生、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等公益基金。但

这种做法实施起来需要得到教职工的理解与支持，

财务工作人员需要多些耐心，以免引起不明真相教

职工的误解；二是将年终奖分解发放，即一部分均摊

到以后月份发放，另一部分一次发放；三是缩短发放

周期。如教师“超课时费”，可以选择分季度或分月发

放，最长周期也应每学期核算发放一次，确保减少累

进级次，降低适用税率档次，从而减轻教职工税负，

使其既得劳动收益得到最大限度保护。

（六）其他收入的个税筹划

除上述主要收入外，教师还常获得监考费、审稿

费、咨询费、评审费等收入。这些收入多数都是教师

利用个人业余时间承担学校工作任务所获取的，绝

非是专任教师岗位职责范围之内的工作报酬，因此

不受聘任合同规定约束，符合“劳务报酬”的法定要

件。在分类税制环境下，高校财务部门应自觉将之与

工资薪金收入区分开来，单独计税。一般情况下，该

类收入都不多，北方的普通高校发放标准普遍较低，

因此发放额更小。对此，财务不能只看教务处和劳资

科等相关部门提交和审批费用发放表的时间，也不

能仅考虑账户资金允许发放时间，重点是弄清楚劳

务费用数额高低和教职工当月工薪多少。如果教职

工的劳务费用较低，比如800元左右，则应该单独发

放，单次不超过800元无需扣税，超过标准的金额如

果不大也扣税不多，切忌混入工资计税；如劳务费用

较高，主张多分几个月发放，同样可取得不扣税或少

扣税的理想效果。建议财务领导提醒教务等相关部

门，监考等费用不要拖延到期末集中一次发放，财务

更不能拖欠教职工劳务费用，尽量做到按季或按月

汇总结算。如果评审费一次较高，财务应结合教师工

资薪金收入和不同等级收入适用的所得税率，将评

审费分解成两部分发放，先按劳务报酬发放 800元
（免税），余下的计入工资薪金收入。当然，如果老教

师的工资薪金所得适用税率超过 20%，则劳务费用

以全额按照劳务报酬发放并扣税为宜。

三、小结

高校教职员工校内收入具有多样、零星等特点，

除了表内工资薪金或日常发放工资薪金应正常计

税，学校象征性发放给部分教师的“超课时费”、监考

费、班主任津贴、学习资料费、评审费等，有时与其付

出的劳动价值不相匹配。高校财务部门应站在服务

角度，工资会计协同其他岗位财会人员，认真做好教

职工收入的个税筹划工作，在技术层面要正确区分

工资薪金所得与劳务报酬所得，应该分项计税的所

得税不能混合或综合计税，应该分月扣税的收入绝

不能集中一次扣税。同时，高校应重视税校关系维

护，避免封闭计税产生的技术性差错和被动接受检

查，自觉接受税务部门指导和信息指引。在必要情况

下，应选聘财税教师担任税务顾问，也可聘请纳税筹

划专家，代表教职工充分行使申辩权，努力降低纳税

筹划风险，确保教职工的个人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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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终奖

18000

18001

19283.33

54000

54001

60187.5

108000

108001

114600

420000

420001

447500

除以12
商数

1500

1500.08

1606.94

4500

4500.08

5015.63

9000

9000.08

9550

35000

35000.08

37291.67

税率

3%

10%

10%

10%

20%

20%

20%

25%

25%

25%

30%

30%

速扣
数

0

105

105

105

555

555

555

1005

1005

1005

2755

2755

应纳税额

540

1695.1

1823.33

5295

10245.2

11482.5

21045

25995.25

27645

103995

123245.3

131495

多发
奖金额

0

1

1283.33

0

1

6187.5

0

1

6600

0

1

27500

多扣
个税额

0

1155.1

1283.33

0

4950.2

6187.5

0

4950.25

6600

0

19250.3

27500

注：表中对年终奖纳税额的计算均以个人取得年终
奖当月的工薪高于或等于3500元为前提。

年终一次性奖金个税优惠政策
“盲区”节税临界点计算表 金额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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