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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琰泽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0 日电(记者韩洁、叶含
勇)10 月 20 日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会同有
关部门起草的《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
法(征求意见稿)》正式开始为期两周的全社会公
开征求意见。

在 10 月 1 日已率先享受到“起征点上调”减
税红利基础上，人们关心明年起用于子女教育、继
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住房租金、赡
养老人的支出，能多大程度获得减税。

记者采访权威专家，详解征求意见稿。

子女教育：每个子女接受学前教

育和学历教育支出每年定额扣除

1 . 2 万元

——— 征求意见稿规定：
纳税人的子女接受学前教育和学历教育的相

关支出，按照每个子女每年 1 . 2 万元(每月 1000
元)的标准定额扣除。其中，学前教育为年满 3 岁
至小学入学前；学历教育覆盖小学到博士研究生。

——— 专家解读：
据统计，目前我国公办幼儿园年均收费约

8000 元、民办幼儿园年均收费约 2000 元到 1 . 4
万元；高中年学费和住宿费 900 元到 3200 元；高
校本科年学费 4200 元到 1 . 9 万元；研究生年学
费 8000 元到 1 . 3 万元。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院长甘犁测
算，每年每位子女 1 . 2 万元的教育支出扣除标
准，可大体覆盖全国各地各阶段子女教育的平均
支出，相当于我国城镇就业人员人均月工资的 2
倍，并适度体现了一定的前瞻性。

据悉，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由子女的父母
等法定监护人扣除。父母双方可分别按每孩每月
500 元扣除，也可由一方按每孩每月 1000 元扣
除。

“考虑到学生流动性强，对不同区域、不同教
育阶段实行统一定额标准，有利于简化税制、降低
征纳成本、防范道德风险。”甘犁说，为扩大减税覆
盖面，子女接受民办教育和在境外接受教育的支
出实际也统一纳入扣除范围，对于二胎家庭，扣除
额也将翻倍。

继续教育：每人定额扣除 3600

元到 4800 元

——— 征求意见稿规定：
纳税人接受学历继续教育的支出，在学历教

育期间按照每年 4800 元(每月 400 元)定额扣除；

纳税人接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继续教育、专业技
术人员职业资格继续教育支出，在取得相关证书
的年度，按照每年 3600 元定额扣除。

——— 专家解读：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税学院教授许建国说，

学历继续教育与非学历继续教育分设定额，是因
为学历继续教育，尤其是在职研究生等费用标准
一般高于非学历继续教育。

绘画、艺术、体育运动等个人兴趣爱好培训能
否减税？记者了解到，继续教育概念比较宽泛，一
些未纳入职业目录的个人兴趣爱好培训，与职业
技能关联度不高，暂不纳入此次扣除范围。

据悉，为降低征管难度，非学历继续教育按照
证书定额扣除。

大病医疗：对个人自负医药费用

超过 1 . 5 万元的部分，按照每年 6 万

元的限额据实扣除

——— 征求意见稿规定：
纳税人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在社会医疗保险

管理信息系统记录的由个人负担超过 1 . 5 万元
的医药费用支出部分，为大病医疗支出，可以按照
每年 6 万元标准限额据实扣除。

——— 专家解读：
据悉，目前我国已基本建成了覆盖城乡的医

保体系，基本医保、大病保险等报销后，个人实际
负担比例和数额较低。将扣除限额定为 6 万元，能
够覆盖大部分大病医疗支出。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孙钢分析，按照
世界卫生组织定义，当家庭自负医药卫生支出超
出家庭总支出的 40% 时，则该家庭发生了灾难性
医药卫生支出。按此推算，我国的灾难性医药卫生
支出标准约为 1 . 6 万元。此外，我国城乡居民大
病保险支付的起付线主要集中在 5000 元至 2 万
元，统筹考虑不同纳税人群收入水平、风险承受能
力，允许 1 . 5 万元以上的医药费用扣除是合理
的。“将起扣标准确定为 1 . 5 万元，体现了国家对
大病患者家庭的关怀。”

首套房贷款利息：每年按 1 . 2 万

元标准定额扣除

——— 征求意见稿规定：
纳税人本人或配偶使用商业银行或住房公积

金个人住房贷款为本人或其配偶购买住房，发生
的首套住房贷款利息支出，在偿还贷款期间，可以
按照每年 12000 元标准定额扣除。经夫妻双方约

定，可以选择由其中一方扣除。

——— 专家解读：
甘犁认为，将扣除范围限定于首套房贷款

利息支出，是为了与“分城施策”的房地产调控
政策相衔接，兼顾调控效果，体现“房住不炒”的
中央精神，更好地保障基本居住需求。

此外，目前商业银行贷款月均利息约 1025
元到 1189 元，征求意见稿规定每月 1000 元的
扣除标准，与此较为接近。甘犁分析，从国际上
看，韩国、墨西哥、意大利等国房贷利息扣除限
额占人均月工资约 10% 到 15%，上述扣除标准
约占我国人均月工资 15%，处于较高水平。

记者了解到，采取定额扣除而不是限额内
据实扣除，主要考虑贷款利息支出每月变动，如
采取限额以内据实扣除，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
需每月调整扣除额，将大大增加征纳双方负担；
此外，住房贷款利息支出年度间不均衡，前期利
息支出超过扣除限额，后期低于扣除限额，如果
采取限额以内据实扣除，纳税人无法充分享受
扣除政策。

住房租金：无房者租房按每年

9600 元到 1.44 万元标准定额扣除

——— 征求意见稿规定：
纳税人本人及配偶在纳税人的主要工作城

市没有住房，而在主要工作城市租赁住房发生
的租金支出，可按以下标准定额扣除：

承租的住房位于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
列市以及国务院确定的其他城市，扣除标准为
每年 1 . 44 万元(每月 1200 元)；除上述城市外，
市辖区户籍人口超过 100 万的其他城市，扣除
标准为每年 1 . 2 万元(每月 1000 元)，市辖区户
籍人口小于 100 万的其他城市，扣除标准为每
年 9600 元(每月 800 元)。

——— 专家解读：
孙钢测算，上述扣除标准较大程度覆盖了全

国平均租金支出水平，同时兼顾了各地租金水平
的差异性。住房租金扣除标准总体上略高于房贷
利息扣除标准，体现了对租房群体的照顾。

记者了解到，采取定额扣除而不按租金发
票限额据实扣除，是考虑了目前租房市场的实
际情况，即大部分租赁行为并没有开具发票，如
果把发票作为前置条件，会增加纳税人负担，还
会推高租金价格。

此外，扣除方式为依据住房租赁合同扣除。
根据规定，纳税人及其配偶不得同时分别享受
住房贷款利息专项附加扣除和住房租金专项附
加扣除。

赡养老人：每年按 2 . 4 万元的

标准定额扣除

——— 征求意见稿规定：

纳税人赡养 60 岁(含)以上父母以及其他
法定赡养人的赡养支出，可按以下标准定额扣
除：

纳税人为独生子女的，按照每年 2 . 4 万元
(每月 2000 元)的标准定额扣除；纳税人为非独
生子女的，应当与其兄弟姐妹分摊每年 2 . 4 万
元的扣除额度。

——— 专家解读：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怡认为，将被赡

养老人规定为 60 岁(含)以上老年人，与老年人
权益保护法规定以及当前退休年龄一致，社会
易于接受。

值得关注的是，如果老人子女已经去世，其
孙子女、外孙子女实际承担对老人的赡养义务，
也可获得赡养老人扣除。

切实减负：月入 2 万元者可减

税超 7 成

今年 9 月 6 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针对个税
专项附加扣除政策提出，要按照“让广大群众得
到更多实惠”的要求制定具体范围和标准，确保
扣除后的应纳税收入起点明显高于 5000 元，进
一步减轻群众税收负担，增加居民实际收入、增
强消费能力。

记者以在北京工作的李某为例算了一笔
账，假设李某本人为独生子女，儿子正在上小
学，父母已满 60 岁，在北京没有购买住房、租房
居住，自己正在攻读在职研究生学历，可以享受
子女教育、继续教育、住房租金、赡养老人四项
专项附加扣除。

假设李某月工资为 2 万元，在不考虑“三险
一金”情况下，个税改革前按每月 3500 元基本
减除费用标准计算，每月应缴纳个税 3120 元；
今年 10 月 1 日以后取得工资，按每月 5000 元
基本减除费用标准和调整后的税率表计算，应
缴纳个税 1590 元，税负水平降低近 50%。

在此基础上，2019 年 1 月 1 日后取得工
资，享受专项附加扣除后，其中子女教育专项附
加扣除 1000 元，继续教育专项附加扣除 400
元，住房租金专项附加扣除 1200 元，赡养老人
专项附加扣除 2000 元，共计扣除 4600 元。

则李某每月应缴纳的税款降为 830 元，
比享受专项附加扣除前少缴纳税款 760 元，
税负水平降低 47 . 80% ；比按照 2018 年 10
月 1 日以前每月 3500 元基本减除费用标准计
算的税款少缴纳 2 2 9 0 元，税负水平降低
73 . 40% 。

专家指出，总体看，此次公布的办法较好地
兼顾了公平和效率，减负力度超出预期，税收征
管也力求简便易行，尽量避免让纳税人提供各
种证明。鉴于该政策涉及面广、实施情况复杂，
国家正在加快建立部门间信息共享机制，防范
虚假骗税逃税行为，确保征管风险可控。

子女教育、房贷利息、赡养老人等支出能减多少税
聚焦个人所得税 6 项专项附加扣除办法征求意见稿

新华社武汉 10 月 20 日电(记者皮曙初、胡
喆、李劲峰)“鲲能化羽垂天，抟风九万；龙可振鳞
横海，击水三千。”

20 日，中国自主研制的大型水陆两栖飞
机———“鲲龙”AG600 在湖北荆门漳河机场成功
实现水上首飞。

至此，中国大飞机终于迈出“上天入海”完整
步伐，建设航空强国轮廓愈发明晰。

乘风破浪：“鲲龙”击水需要迈过

几道坎？

高速滑行、腾空而起，轻缓入水、水花朵朵。在
大家的期待中，“鲲龙”AG600继成功完成陆上首飞
后，乘风破浪，在水上交出一份亮眼的首飞答卷。

“‘鲲龙’是目前世界上在研最大的水陆两栖飞
机。”AG600 飞机总设计师黄领才介绍，尽管去年
底“鲲龙”已在珠海顺利陆上首飞，但对于一架水
陆两栖大飞机而言，必须经历水上首飞起降考验，
才称得上水陆两栖。

世界上目前能研发水陆两栖大飞机的国家寥
寥，关键的水上起降都处于技术封锁。“鲲龙”水上
首飞至少面临三大难关：

——— 涉水关。岸上是飞机，水面是大船。机身、
翼展与波音 737 差不多，起飞重量达到 50 多吨的
大飞机，在水面时如何保证机体结构不漏水；相对
于 30 节左右船速，AG600 水面起飞速度达到
100 节，水面对船底结构产生巨大压力；水面风
力、波浪影响下，飞机状态是否稳定，操纵系统是
否正常，都是巨大考验。

——— 操作关。相较于陆上飞行，水上首飞使用
起落架滑跑起降不同，水上起降依靠船体在水面
滑水起降，除了水面环境影响以外，船体和飞机本
身的气水动特性都需要飞行员反复练习并准确掌
握。特别是离水和着水姿态的掌握，比陆上起降的
离地和接地难度大很多。

——— 适航关。作为一架民机，必须获得国家民
航主管部门颁发的适航证，才能开展飞行活动。
AG600 是国内首次开展水上特许飞行适航审查，

相关参考资料和工作经验相对匮乏。加上全机设
备国产化率高，不同标准之间适航审查难度高。

在前期密集试验基础上，“鲲龙”在荆门漳河
水库上进行 10 余架次的低、中、高速滑行。通过实
时监控验证飞机气水动操纵性、稳定性和水密性
能，飞机各系统工作正常、稳定，飞行机组由此熟
悉并掌握 AG600 飞机的水上滑行及起降特性。

同时，AG600 飞机研制团队开展大量针对性
试验和分析评估工作。评审 365 项试验及分析任
务后，民航局上海适航审定中心集中审查颁发水
上首飞特许飞行证。水上首飞试飞大纲、水上首飞
技术质量和放飞评审……一系列准备工作完成
后，AG600 已迈过所有门槛，静待水上首飞。

“报告，AG600 成功完成水上首飞任务！”首
飞机组简短、有力的汇报声音，让首飞现场再度成
为欢庆的海洋。

航空工业通飞珠海基地总经理、AG600 项目
副总指挥赵静波说，水上首飞特别顺利，监测数据
与理论计算情况基本一致，标志着“鲲龙”已完全
具备水上起降能力，真正成为“会‘游’的飞机”和
“会‘飞’的船”。

“AG600大型水陆两栖飞机这次验证了水上起
飞、空中飞行、水上降落能力，圆满完成了水上首飞
重大里程碑科目，在研制进程中又迈出了坚实的一
步。”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谭瑞松说。

救援灭火：大型水陆两栖飞机用

途几何？

汲水快，灭火面积大。船体部分有 4 个水密
箱，滑行中一次最多可汲水 12 吨，最快仅需 20

秒；抵达火场时可在距离树梢 30 米到 50 米高度
投水，单次投水救火可覆盖近 10 个篮球场大小面
积。

航程远、续航时间长。救援半径能达到 1500
公里，相当于从三亚到我国最南端的曾母暗沙的
距离。飞行速度是救捞船舶的十倍以上，彻底摆脱
直升机救援速度慢、腿短等弊病。

高抗浪、海陆用途广。船体还拥有高抗浪设
计，除在水面低空搜索外，还可在 2 米高海浪的复
杂气象条件下实施水面救援行动，水上应急救援
可以一次性救护 50 名遇险人员。偏远岛礁、高原
湖区，在物资运输等方面都能大显身手……

“鲲龙”丰富的功能用途，让它成为名副其实
的“多面手”。

“AG600 是我国为满足森林灭火和水上救援
的迫切需要，首次研制的大型特种用途民用飞
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罗荣怀
说，AG600 飞机是国家应急救援体系建设急需的
重大航空装备，对提升国产民机产品供给能力和
水平，有效促进我国应急救援航空装备体系建设
的跨越式发展，助推海洋强国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为实现和满足多方面的设计指标、功能需
求，AG600 从 2009 年立项以来，研制团队不断
攻坚克难，完成了百余项大型试验、三千余项设
备安全性试验，确认了数千个零组件制造符合性
项目、数万个制造符合性检查工序。

“按照‘水陆两栖、一机多型、系列发展’的设计
思路，从立项、设计、各大机体商联合制造，到适航
挂签、总装，AG600几乎每一步都是大型特种飞
机的尝试与突破。”黄领才说。

相比常规民航飞机主起落架起飞后收至机腹
或机翼，AG600 由于机体底部为船底外形，机翼
为上单翼，因此主起落架只能收在机身层面的整
流罩内，AG600 的起落架比常规飞机的起落架高
度要更高。

“作为国内最高的单支柱起落架，除结构强
度要求外，还会产生类似踩高跷问题，重心高就
容易不稳。”珠海通用航空研发制造基地设计师
程志航介绍，经过三维建模和运动仿真技术，项
目团队不断试验攻克难题，最终制造出国内最
高、最复杂的单支柱起落架。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元先
说，“鲲龙”成功水上首飞，标志着我国已经完全掌
握了大型水陆两栖飞机总体设计、气动结构、航电
系统的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下一步，AG600 将加
快研制步伐，尽快进入市场，满足国家应急救援体

系建设对大型航空装备的需求”。

未来可期：大飞机彰显中国航

空发展哪些新动向？

运 20 进行边界极限试验、C919 不断试飞
并力争尽早适航获批……此次随着 AG600 成
功水上首飞，中国的国产大飞机研发之路继续
行稳而致远。

一段时期以来，“中国制造”还是“中国组
装”？“心脏病”等航空发动机、航电系统、航空材
料领域的“卡脖子”问题和“缺芯痛”仍是中国航
空制造业无法回避的问题。

航空发动机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大响
曾坦言：与航空强国相比，航空发动机是我们
的“软肋”。中国飞机呼唤强劲的“中国心脏”，航
空发动机、航电系统、高端材料等航空“关键技
术”亟待强力突破。

“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此次
装配在 AG600 上的四台发动机，就是国产的
涡桨 6 发动机，中国的航空发动机也正在由“基
本可用”向“基本好用”迈进。

纵观世界，在水陆两栖飞机方面，目前日
本拥有先进的水陆两栖飞机 US-2；俄罗斯的
“别”系列水上飞机被大量用于军民领域；加拿
大研制的 CL-415 水陆两栖飞机可用于搜索、
巡逻和救援，配备给加拿大海岸警备队；美国
的洛克希德公司长期从事水上飞机的研发，并
提供了多种设计方案供海军选择。

国内最高、最复杂的单支柱起落架，创新
的船体结构、先进的气水动布局……面对诸多
棘手的技术难题，AG600 背后这支平均年龄
只有 35 岁的主要研制团队，始终以国家利益
作为追求，将青春激情浸润到每一个部件的设
计、研发和制造中，用实际行动书写着新时代
航空报国的奋斗答卷。

工信部部长苗圩表示，从 ARJ21 起步，到
现在 C919 和 AG600 等飞机研制，标志着我国
民用航空工业在新时代站上了新起点，取得了
新进步，预示着我国民用航空工业发展将会步
入快车道，“对国家整个制造业结构调整、转型
升级，都将是一个巨大带动”。

“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不
断推出新品、不断冲刺尖端——— 展望未来，人
们不仅能看到 AG600，还会看到越来越多、越
来越丰富的中国之翼翱翔九天。

开车 、滑行 、入水 ，起
飞 、通场 、降落 ，似鱼翔浅
底、似鹰击长空…… 20 日，
我国自主研制的大型水陆
两 栖 飞 机 — —— “鲲 龙 ”

AG600 成功实现水上首飞
起降，为我国大飞机家族再
添一名强有力的“重量级选
手”。“鲲龙”的成功研制填补
了我国大型水陆两栖飞机
研制的空白，对增强我国综
合国力，树立民族自信心和
自豪感具有重要意义。

曾几何时，由于蓝天之
上罕有自主创新的中国力
量，我们被嘲讽为“没有翅膀
的雄鹰”。大型水陆两栖灭火
救援飞机作为“会‘游’的飞
机、会‘飞’的船”，用途多但也
难点重重，世界上更是只有
极少数国家能够实现这一研
制目标。

如今，继我国自主研制
的大型运输机运 20 实现交
付列装 、C919 大型客机实
现首飞之后，我国大飞机三
兄弟之一的大型水陆两栖飞
机 AG600 也成功水上首飞，
标志着我国航空强国建设迈
出重要一步。

AG600 的成功研制，
是我国航空工业坚持自主创新取得的又一重
大科技成果，是在核心技术攻坚道路上的
“关键机”“争气机”，凝结了国内 20 个
省市、150 多家企事业单位、十余所高校数
以万计科研人员的智慧与心血，体现了集中
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坚持自主
创新，奋勇攻坚克难，中国人的创新精神得
以再次充分释放。

“鲲龙”击水，梦想起飞。在国产大飞机三
兄弟的支撑引领下，未来将有更多国产大飞
机面世，多机型、多用途的中国飞机谱系必将
更加完整，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又一生动注解。这需要中国航空工业再接再
厉、久久为功，继续弘扬航空报国精神，切实
贯彻新发展理念，奋力推动创新发展，竭力打
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制造品牌，让“中国
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为实现建设航空强
国目标而奋斗！

(记者胡喆、李劲峰)
新华社武汉 10 月 20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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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游”的飞机 会“飞”的船
国产大型水陆两栖飞机 AG600 水上首飞三大看点


	0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