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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两城市均明确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重庆对收入

节住房再分配的公平原则。

使用更清晰地界定在公租房建设上,体现了税收调
表1
试点城市

上海

重庆

适用范围

本市行政区域

主城九区

征收对象

本市居民家庭新购

非本市居民家庭在

新购及原有

新购高档

无户口、无工作、

第二套及以上的住房

本市新购的住房

独栋别墅

住房

无企业的第两套及以上住房

从价计征。
计税依据

参照应税住房的房地产市场价格确定的评估值,
评估值按规定周期进行重估。 试点初期,暂以应
税住房的市场交易价格作为计税依据。

均价确定

适用税率

上一年度新建商品住宅成交均价

目前是以房产交易价为征税基数,如果三年、五年以后可能
用评估的方法。
上两个年度主城新建商品住房建筑面积成交均价的算术平
均

适用税率暂定为 0. 6% 。 应税住房每平方米市场 3 倍以下收 0. 5%
交易价格低于本市上年度新建商品住房平均销售 3-4 倍收 1%
价格 2 倍( 含 2 倍) 的,税率暂减为 0. 4% 。

免税面积

从价计征。

人均住房面积小于 60 平方米部分。

4 倍以上收 1. 2%
以户计算。 存量独栋商品住宅免税面积为 180 平方米部
分,新购独栋别墅和高档住房免税面积为 100 平方米部分。

税额计算

应纳税额 = 新购住房应税面积 * 新购住房单价 *

缴纳方式

按年计征,缴清税费方可过户

按年计征,过户时一并收取当年税费

税收管理

保障性住房建设等方面

公租房建设

相应税率 * 70%

1. 2摇 沪渝两地房产税实施方案的合理性

应纳税额 = 应税建筑面积*建筑面积交易单价 * 相应税率

其次,税收减免政策更加合理。 对个人非营业

首先,根据国家宏观税负水平采取差别税率。

用房制定合适的起征点,以套数或者家庭人均面积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 采用的是固定

来计算起征点是当前房产税改革的一大特色,但比

的比例税率,对自用房产的地理位置与房屋价值等

较而言,用家庭人均面积来计算更能体现个人税负

内容不加区分,税率一律为 1. 2% ,这种单一的税率

的公平性,合理的保证了一般居民家庭的利益,对维

缺乏弹性,不能有效发挥房产税收的调节作用。 不

护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引导大众对房产的理性

同地区同一种类房地产的经济利益不同,其所具有

投资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的税负能力也有所差异。 因此,考虑到中国不同地

再次,税收征管严格。 按照税收征收管理办法,

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应该选择幅度比例税率。

个人住房房产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取得住房的

上海、重庆房产税征收均采取了幅度比例税率,这说

次月,换言之,自购买房后的第二个月开始起征。 如

明在未来的改革发展中各地应针对经济发展的不平

果纳税人不进行纳税申报,不缴或少缴其应纳税款,

衡性,结合房地产的地理位置、地方经济发展情况、

税务机关将对其所欠税款与滞纳金进行追缴,并处

消费者收入水平等条件,从而在幅度税率内调整出

以罚款。 经地税机关责令限期缴纳仍不申报纳税

与本地经济状况适应的税率,并根据市场的变化及

的,地税机关将依法采取提请媒体曝光、交易限制、

时作出调整,以增强税率弹性。

银行扣款等措施追缴税款,并按规定追究相应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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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责任。 此外,如果欠缴税款的纳税人需要出境,则
应在出境前向税务机关结清应纳税款、滞纳金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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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冶 ,只能制定法律。 因此,但凡
涉及税收制度的,只能通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

提供相应担保,否则,税务机关可以通过通知出境管

定法律。 目前地方开征个人住房房产税的依据,是

理机关从而阻止其出境。 显然沪渝两市房产税的征

1986 年国务院制定的《 房产税暂行条例》 。 在制定

收坚持了严格税收征管的原则。
1. 3摇 沪渝两地房产税改革存在的问题

《 房产税暂行条例》 时,中国尚处于计划经济时代,
法制尚不健全,因此全国人大授权国务院制定了大

第一、征税范围仍需扩大。 沪渝两地将征税范

量的税收法规。 随着中国“ 依法治国冶 战略的深入

围限制在多套住房或者高档住房,对存量房的征税

贯彻实施,特别是 2000 年《 立法法》 的出台,税收授

也仅限于高档住宅,不涉及居民的普通自住房,从预
期税收的规模和稳定性来看,该项税收的收入汲取
能力有限,更多的是通过改变市场预期发挥政策调

权立法就显得与法治精神相违背。 况且,《 房产税
暂行条例》 的税收征纳范围是针对经营性住房 淤 ,并

没有规定对个人所有非营业用的房产征收房产税。

控功能。 如果不扩大征税范围,这一税种将难以成

因此地方政府开征个人住房房产税显然于法无据,

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支柱。 只有将新购房和存量

违背了税收法定主义的基本原则。

房、高档住房和普通住房均纳入房产税征收范围才

2. 2摇 房产税改革涉嫌重复征税

可有效遏制购买多套房产的盲目行为,有效制止房
市投机行为,防止房价非理性上涨,最大化地发挥税
收杠杆作用。
第二、税率有待提高。 与国外的税率相比,沪渝
两地对高端住房房产税税率明显偏低。 如美国的房

中国房地产是住宅私有而土地国有,住宅所有

者仅对土地拥有 70 年的使用权,而并非大多数国家

那样的永久产权。 这就涉及到中国的土地出让金制
度,即政府可以一次性征收未来 70 年住宅用地的土
地出让金,这种制度使政府依靠土地出让在短时间

产税率大致为 0. 8 - 3% , 高档住房 甚 至 高 达 3% 。

内得到大量财政收入,但另一方面却超额透支了未

韩国的高端住宅税率为 5% -7% 、沪渝两地这样的

来发展的经济动力。 房产税是对存量房征收的财产

税率可以起到调配社会资源的作用,却很难对房地

税,属于保有环节的一种税。 虽然从名义上来说,土

产市场起到一个有效的调控作用。 在没有物业税作

地出让金属于租金,房产税属于税金,二者可以并行

为配套的情况下,目前的税率很难高过投机者对于

不悖,但仅仅只是名称上的差别,本质上并无区别。

房价涨幅的预期,也就很难有效控制炒房行为。

在现有条件下,征收房产税如不考虑已经一次性收

第三、实际操作难度大。 实施细则在税收征管
体制、不动产评估能力、房屋产权信息体系等诸多细
节存在漏洞。 例如,重庆市的试行方案指出,应税住

取了 70 年土地出让金问题,相当于重复征税。

2. 3摇 房产税改革税收要素设计不合理

居民住房商品化是个人住房消费的源头,而当

房发生权属转移的,原产权人应缴清房产税税款。

前过窄的房产税征收范围则是居民住房消费不合理

换言之,如果纳税人长期拖欠房产税,只要其不办理

的制度缺陷所在。 现行房产税规定将个人居住房屋

过户手续,税务机关便无计可施,而即便其以后进行

的产权所有人排除于房产税征收范围,加剧了房地

房产交易,应缴的房产税以及因拖欠产生的滞纳金

产投资投机行为进而导致房地产市场过度膨胀,影

均可转嫁给使用人,这给税收征管带来了严重阻碍。

响中国房地产税制的整体建设。 目前城镇土地使用

2摇 中国房产税改革面临的困境

税和耕地占用税的税率结构仍使用定额税率,过于
僵化的税率体系忽视了不同地域土地收益的巨大差

2. 1摇 房产税改革有悖税收法定原则

异,削弱了税收对土地利用和房地产市场的调节作

款之规定:“ 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税收、海关、金

余价值、租金收入或实际占用的土地面积,没有定期

摇 摇 依据中国 2000 年出台的《 立法法》 第 8 条第 8

用。 房产市场的相关税收依据分别为房产原值的折

淤摇 我国现行房产税的法律依据是 1986 年 9 月国务院公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 第五条规定:“ 下列房产免纳房产税:四、个人
所有非营业用的房产冶 ;财政部、税务总局制定的《 关于房产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解释和暂行规定》 第十三条:“ 根据房产税暂行条例规定,个人所
有的非营业用的房产免征房产税。 因此,对个人所有的居住用房,不分面积多少,均免征房产税。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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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估土地和房产价值的制度安排,计税依据滞后于

调控的需要。 在未来的房产税法中,应该将个人住

形势发展。

房房产税和经营性用房房产税分别设计成单个税

2. 4摇 房产税改革导致房产权属关系混乱

目,进而科学、合理地设计各课税要素,使之成为中

品住宅,在房产过户时按照房产价值的一定比例征

3. 2摇 建立房地产产权登记制度

上海和重庆两地的房产税征收对象都是针对商

收税费。 但是如若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个人住宅房产

国市场经济建设的有力调控工具。
面临产权困境房产税的征收应当慎之又慎,在

税则面临诸多房产产权关系上的障碍:第一,从个人

中国房屋产权关系混乱的情况之下,应当尽快屡清

住宅产权来看,中国的个人住宅产权属性划分复杂,

中国现有的房产产权体系,明确合作建房、集资建

除商品房以外,还存在很多有限产权住房,比如经济

房、小产权房等的产权性质,明确中国房产税的征纳

适用房、限价商品房、合作建房、集资建房等,在产权

对象应当免除限价商品房、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性住

关系理清之前贸然开征房产税,显然会带来一定的

房。 实现这一目标是一项颇有难度的系统工程,需

混乱。 第二,中国的土地二元制结构加剧了房产税

要法律、政策、房地产市场等的合力逐步推进。

推行的难度。 目前农村土地并未进入市场经济体

同时,完善的房产税制度必须以一套健全的房

系,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而这个“ 集体冶 的概念

地产产权登记制度为基础,只有建立全面且统一的

却界定模糊。 尤其是中国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进程中

住宅产权数据才可实现准确界定纳税人和征税对

大量衍生出来的小产权房,未来走向仍然不明朗,对

象,从而完全细致地掌握纳税人的房产持有状况,以

于房产税的制度设计是一个现实的挑战。 第三是异

最大限度地做到应征尽征、公平公正。 应借鉴美国

地置业问题。 一旦房产税在全国开征,对异地置业

做法,在各地政府建立财产资料卡片,并建立详细的

的界定问题将直接影响税负公平与否,而建立一套

财产信息管理制度。 卡片上详细注明的信息包括所

全面、准确的个人房屋产权数据是基础,也将成为决

在地、税号、财产类别、所有权的变更情况、估价的组

定房产税全面推广成败的关键问题,如处理不当,可

成及变化情况等,并充分利用计算机网络、相关软件

能会对人才和劳动力的正常流动造成负面影响。

建立科学高效的财产信息管理系统实现个人财产信

3摇 解决中国房产税改革问题的出路

息的多部门、多方面共享。

3. 1摇 中国房产税的立法模式选择

3. 3摇 明确中国房产税的税收要素

面对重复征税的法理难题,同样适用土地公有

房产税制度发达的国家都有一套完备的税法体

制的新加坡和香港地区物业税模式可为良好借鉴。

系,并且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房产税法都是地方政府

建议科学调整房产税税基,排除以物业价值为税基

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而制定,且对于房产

对土地和住宅统一征收物业税,而由政府在收取土

税征管流程与相配套措施都制定的非常严格详细,

地使用权出让金后固定期限对房产物业持有阶段征

为房产税的征管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借鉴国际

收房产税,例如可物业每年租金收入的最新估值为

经验可知,房产税税收征管的顺利实施,需要有一套

计税依据,避免土地在交易环节和保有环节重复征

完善的立法制度作为保障。

收税费,方可实现土地出让金和房产税的有序并行。

中国的《 房产税暂行条例》 的颁布背景是处于

在此基础上,合理确定中国房产税的税率。 基

计划经济时代,已无法适应当前市场经济和税制发

于房产税合理调节贫富差距的初衷,改革后的房产

展的需要。 根据《 立法法》 的规定和税收法定主义

税在税率的设计上应当充分考虑其抑制房产投机的

的基本原则,个人住房房产税的开征亟需一部完善

作用,并针对不同纳税人的不同条件,采取符合税收

的法律作为法理依据,而不能仅仅简单地修改《 房

公平原则的税率形式。 针对目前上海和重庆的房产

产税暂行条例》 。 关于其立法模式的选择,笔者认

税税率设置仍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为了达到抑

为,只有制定一部统一的房产税法,才能够实现房产

制房产投机和保护居民刚需的双重目的,建议实行

税征管系统的系统化,以便于克服当前税权高度集

累进制税率,并将税率的累进间隔拉大。 在保证人

中于中央、税费过多、税种繁杂且交叉重叠、以费代

均的免税正常居住面积的基础之上,随着个人拥有

税等诸多问题,也更有利于政府对房地产行业宏观

的住房面积的不断增加则需要缴纳更多的税款,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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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个人在房产投机中所获利润,以达到通过税收手

台,及时向民众公示房产税税收的使用方向和使用

段调整房地产市场的目的。

情况,以实现社会公众对税收的透明监督,达到取之

此外,科学合理的设计房产税的纳税对象。 目
前,沪渝两地房产税试点改革方案对存量房征税的
范围和数量有限,基本只涉及了新购住房,只有重庆

于民、用之于民之目的。
3. 5摇 有效配合保障房建设

房产税征收要配合保障房建设,方能形成政策

对以独栋住宅为主的存量高档住房进行征收。 试点

合力,实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有效促进社会公共。

将存量房排除征税范围绕开了既得利益,而且辅以

财政部 2012 年《 关于切实做好 2012 年保障性安居

房产证办理环节必须提交的完税证明,不仅确保了

工程财政资金安排等相关工作的通知》 中已明确在

试点的顺利推行,也提高了政策的可操作性。 但是,

保障性安居工程现有资金来源基础上,将增加的地

随着新购住房逐步便成为存量住房,如要实现房产

方政府债券收入、个人住房房产税试点地区取得的

税的可持续性,房产税势必需要对存量住房征收,并

房产税收入、部分国有资本收益和城市维护建设税

对高档住房和普通住房区别适用房屋税率,对具有

收入用于保障房安居工程建设,确保不留资金缺口。

社会保障性质的廉租房、公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税率

房产税征收后,重庆当前的做法是专款专用,全部用

进行适当减免。 但在征收时机上需要参考房产税试

于公租 房 建 设。 以 重 庆 为 例, 从 实 施 试 点 改 革 至

点的经验,根据个人住房信息系统建设情况以及税

2012 年底,重庆房产税应税住房 8 563 套,建筑面积

务征管部门方案设计进展,合理安排。
3. 4摇 建立健全房产税征管机制

210 万平方米,征收金额已达一亿元全部用于公租
房建设,政府通过对占有公共资源多的高收入者进

健全高效的税收征管机制是实现房产税良性运

行征税增加了高档住房购买者的持有成本,将税款

行目标的基础和保证。 而如何公平、公正地征税,避

全部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起到了调节收入分配的

免现实中普遍存在的 “ 异地置业冶 等问题, 如何 公

作用。 这一经验可以向全国推广,至少在最初几年,

开、透明地用税,均涉及到房产税征收管理机制的建

由于房产税筹资财政收入的潜力还未全部发挥,而

设问题。 唯有一套规范、有效的征管运行机制,才能

且各地保障房建设仍有很大压力,故此把房产税所

保证“ 房产税冶 真正做到“ 取之于富,用之于贫冶 。

房产税作为财产税的一种,不同于流转税等间

接税,其征收是以一定期限的持有为前提的。 而当

得用于建设保障房,在“ 一收一支冶 之间调节贫富差
距,形成政策合力,确保“ 居者有其屋冶 。

综上,房产税改革扩容虽是大势所趋,但却任重

前试点两地的征税实践则是把房产税等同于契税来

而道远。 房产税改革作为一项关系复杂的系统性工

征管,在房屋产权进行交易时,预征未来一年的房产

程,欲实现全国范围内的积极扩容,必须以税收法治

税款。 这一财产税比较流转税进行征管的方式显然

为基本理念,以稳步、慎进为指导原则,在明确房产

难以持续。 倘若缺乏办理产权证这一关卡,加之住

税的主要功能定位的基础之上,建立一套统一的房

房长期空置,所有者与使用者相分离,则难以保证对

产税法律制度,方能符合税收法定的严肃性和权威

房产特别是存量住房的应征尽征,这一税种就难以

性;也只有审慎选择符合中国实际的房产税要素设

达到其房屋保有税的实质价值。 因此,同个人所得

计,辅之以房产登记制度、税收征管机制的逐步完

税等直接税一样,对个人住房信息的全面掌握,对税

善,才能保障房产税在现实中的持续、动态、有效运

务征管方案的巧妙设计,征管方式从被动到主动的

行,进而为住宅市场的平稳健康运行提供全面、系

转变都是在房产税执行过程中需重点解决的问题。

统、长效的税收调控与法律保障机制。

一是要建立统一的房地产信息管理平台,以及
时掌握纳税人拥有房产的真实情况,合理规制房产
投机这异地置业等情况。 二是亟需建立具有公信力
的房产评估机构,并建立相应的申诉程序,以实现房
产评估的公平性、透明性。 同时严格房地产估价师
的从业资格审批制度,建立估价师的诚信档案,建立
高素质的估价师队伍。 三是要建立税收用途公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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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egal Dilemma and Solutions of the House Property Tax Reform:
A Study on the Pilot Cities of Shanghai and Chong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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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form of the house property tax accompanied by the housing macro-control has great signifi鄄

cance to the reform of the national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taxation system. This paper elaborates on the legal di鄄

lemma of our country's house property tax reform and puts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in a bid to ensure the
sound and sustainable operation of the house property tax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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