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提供者最优报酬的实务分析—从税负视角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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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产生活中，人们可以采用多种方式提供劳动来获取劳动报酬，常见的有三种
形式：一是劳动提供者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双方成立劳动关系；二是劳动提供
者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务合同，双方成立劳务关系；三是设立一个个体工商户，以设立
者自身的劳动力进行生产经营或服务活动，或者雇佣其他的劳动供者、其他个体工商
户，甚至于企业或公司。从劳动提供者自身收益最大化的角度以及税务负担角度考
虑，这三种提供劳动的形式是不同的，实际到手的税后报酬也有所不同。换句话说，
相同税前工资的前提下，作为劳动提供者，选择以上哪种方式，才能使自己到手的工
资或者劳动报酬最大化呢？下面，笔者以北京市的劳动提供者为例，在税前工资一定
的前提下（例如，每月税前劳动报酬为 20,000 元），分别就以上三种情形分析税后
劳动报酬孰高孰低。
第一种情形，即劳动提供者（员工）与用人单位订立劳动合同，成立了劳动合同
关系，员工和用人单位都需要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费用，即“五险一金”。其中员工
还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一般情形下由用人单位适用以下税率和计算公式并代扣代
缴：

级数

全月应纳税所得额

税率(%)

速算扣除数

1

不超过 1,500 元

3

0

10

105

2

超过 1,500 元至 4,500 元
的部分

1

个人
税税

3

4

5

6

7

超过 4,500 元至 9,000 元
的部分
超过 9,000 元至 35,000
元的部分
超过 35,000 元至 55,000
元的部分
超过 55,000 元至 80,000
元的部分
超过 80,000 元的部分

20

555

25

1,005

30

2,755

35

5,505

45

13,505

所得
率表

工资个人所得税的计算公式为：
应纳税所得额 = 工资收入金额 － 各项社会保险费 － 起征点1(3500 元)2
应纳税额 = 应纳税所得额 x 税率 － 速算扣除数

此外社保费用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以北京市为例，个人需缴纳养老保险 8%，
医疗保险 2%外加 3 元，失业保险 0.2%，住房公积金 12%，合计 22.2%，外加 3
元）。具体来说：员工个人需缴纳个人所得税 2009.25 元，养老保险 1600 元，医疗
保险 403 元，失业保险 40 元，住房公积金 2400 元，合计 6452.25 元。这样，税前
两万元的工资，扣除个人所得税和社保费用之后仅仅剩余 13547.75 元!考虑到个人缴
纳的养老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在某种条件下可以取出或者在购房时使用，可以不将其计

1“起征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中“减除费用”的通俗化表达，为方便非财务专业读者理解，此

处以“起征点”代替“减除费用”
，下文亦同。
2如果计算的是外籍人士（包括港、澳、台）
，则个税起征点应设为

4800 元，本文不再另行进行分析。

2

入税费，如此一来，税后工资将变为 17547.75 元（即，增加了 4000 元），但是如
果取出的时间较晚，由于通货膨胀的原因，使得此增加部分的实际购买力或许会降
低，这部分本文就不进一步分析了。
对用人单位来说，税费压力更大：20,000 元税前工资，企业需缴纳的社保，包括
养老保险 20%，医疗保险 10%,失业保险 1%,工伤保险 0.3%和生育保险 0.8%，住房
公积金 12%，合计 44.1%。由此可知，企业缴纳的社保金额约为 8820 元。也就是
说，员工税前月工资为 20000 元时，企业需要支出 28820 元。
第二种情形，即劳动提供者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务合同，双方成立劳务关系，此
时，用人单位无需承担“五险一金”，而劳动提供者只需缴纳个人所得税。计算方法
如下：劳务报酬所得，适用比例税率，税率为百分之二十。劳务报酬所得每次收入不
超过四千元的，减除费用八百元；四千元以上的，减除百分之二十的费用，其余额为
应纳税所得额。应纳税所得额超过二万元至五万元的部分，依照税法规定计算应纳税
额后再按照应纳税额加征五成；超过五万元的部分，加征十成。上述表述可以简化为
如下公式：
4000 元以下

（收入—800）×20%

4000-20000 元（含 20000 ） 收入×（1-20%）×20%
20000-50000 元（含 50000） 收入×（1-20%）×30%-2000
50000 元以上

收入×（1-20%）×40% -7000

仍然以 20000 元的税前劳动报酬为例，需缴纳 3200 元个人所得税，税后剩余 16800
元。
第三种情形，即设立一个个体工商户，以其自身的劳动力进行生产经营或服务活
动,或者雇佣其他劳动提供者或者其他个体工商户、企业或公司进行生产或服务。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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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实质上是把个体工商户作为劳动提供者，通过自身劳动或者雇佣他人（包括自然
人、个体工商户、法人或其他组织等）为第三方提供劳动或服务。与前两种情形相
比，个体工商户有其特殊性：第一，个体工商户虽然是自然人或者家庭申请设立的，
但却以个体工商户而不是自然人或其家庭成员为纳税主体。第二，在纳税方式上，个
体工商户实行定期定额征收或者查账征收，具体来说，对生产经营规模小又确无建账
能力的个体工商户，税务机关对其实行定期定额征收；对账证健全、核算准确的个体
工商户，税务部门对其实行查账征收。3
个体工商户在提供劳动或服务的过程中，税前要扣除成本、费用及损失，包括：
个体户从事生产经营所发生的各项直接支出和分配计入成本的间接费用以及销售费
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损失是指个体户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各项营业外支
出。个体工商户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为 42000 元/年（3500 元/月）4，税率表以及计
算方法如下：
个体工商户个人所得税税率表
级数

全年应纳税所得额

税率(%)

速算扣除数

1

不超过 15000 元的

5

0

2

超过 15000 元至 30,000 元的部分

10

750

3

超过 30,000 元至 60,000 元的部分

20

3750

4

超过 60,000 元至 100,000 元的部分

30

9750

5

超过 100,000 元的部分

35

14750

个体工商户的计算个税方法：
应纳税所得额＝收入总额—成本、费用及损失—起征点
3详见国家税务总局令第

16 号《个体工商户税收定期定额征收管理办法》第三条、国家税务总局令第 17 号《个体

工商户建账管理暂行办法》第三条、第四条。本文以查账征收作为讨论基础。
4《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九条第三款规定，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应纳的税款，按年计算，分

月预缴，由纳税义务人在次月十五日内预缴，年度终了后三个月内汇算清缴，多退少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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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纳税额=应纳税所得额×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
个体工商户每月收入 20000 元5，产生成本、费用及损失合计为 5500 元(其中包
含每月 500 元的商业用房租赁费），那么该个体工商户全年应纳税所得额为：
（20000-3500-5500）×12=132000 元。所以，适用第 5 级税率，全年应纳税额=
应纳税所得额×适用税率=13200×35%-14750=31450 元，平均每月纳税额为
2620.8 元。所以，每月净收入为 11879.2 元，每月毛收入（含成本、费用、损失）
为 17379.2 元。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当税前工资 20000 元时，税费数额：个体工商户（2620.8
元）< 劳务关系（3200 元）< 劳动关系（6452.25 元）；税后报酬：个体工商户
（17379.20 元，含成本、费用和损失）>劳务关系（16800 元）> 劳动关系
（13547.75 元）。上述结论用表格归纳如下：
类别

劳动关系

劳务关系

个体工商户

税费数额

6452.25 元

3200 元

2620.80 元

税后报酬(毛)

13547.75 元

16800 元

17379.20 元

税费比较

个体工商户(2620.80 元)<劳务关系(3200 元)<劳动关系(6452.25 元)

税后毛报酬比较

个体工商户(17379.2 元)>劳务关系(16800 元)>劳动关系(13547.75 元)

综上所述，劳动提供者视其各自的情况可以选择不同的法律关系，从而选择对
其自身最有利的提供劳动的方式。本文从税负的角度，就常见的三种劳动提供方式，
分析比较了实际税后报酬，以供劳动提供者借鉴与参考，希望对人力资源的供给侧改
革能有所助益。
5 因为北京市个体工商户的增值税起征点是 20000 元，实务中如果收入低于 20000 即可不用缴纳增值税。本文为方
便计算仍按 2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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