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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征房产税 细节很重要

证券时报记者 黄小鹏

这些年房产税话题被炒烂了，但

在征税动机、70年产权与征税依据、房

产税与税制完善等大问题上仍未取得

共识。如此局面既因为此税涉及太多人

利益，“口袋决定脑袋” ，也因为理论界

研究的肤浅。 从近期新闻看，房产税推

出只是时间问题，既如此，不如先搁置

基本问题，关注一下细节，因为细节问

题可能最终决定着房产税的成败。

首先看征税权分配。 大多数国家

房产税是地方税，中国也应如此，中央

层面的首要工作是通过立法确定指导

性原则，如征收对象、征收方式等，而

税率的决定权应交给地方， 因为各地

市场状况不同， 财政收支情况差异极

大。具体到地方哪级？美国房产税是在

市、县和学区三个层面进行分割的，有

些地方分配给学区的比例超过一半，

考虑到中国国情， 房产税以市为单位

统一征收和使用较为合适。

再看征收对象。 对商品房征税没

有疑问，其实，房改房和保障房只要产

权完整、能够自主交易，也应该是征税

对象。保障房制度本身有巨大漏洞，已

经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逆向不公， 通过

追溯调整矫正不公不现实， 房产税则

能起到一定的平衡作用。从远期看，农

村住房如果获得了较多的公共服务并

且市价较高，也应纳入征收对象。

有人提议通过房产税将“小产权房”

合法化，这混淆了基本概念。 房产税对应

的是公共服务，而“小产权房” 问题的本

质是级差地租私有还是国有， 因此合法

化的途径是补缴地价， 与房产税完全是

两码事。 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卡住了，“大

产权房” 交税而“小产权房” 不纳税，是

很不公平的。

再看征收方式。 房产税在其他国家

都是普征， 中国房产税开征时大概率有

一个起征点，因此征收方式这个“细节”

非常重要。目前的意见有两种：一种建议

按套数征，一种建议按人均面积征。这两

种方式都有很大问题： 按套数征收虽然

简便一些，但极可能引发大规模“假离

婚” 或无必要的户口分立；按人均面积

征似乎更合理一些， 但纳税负担与房产

价值之间不能很好对应（普征情况下不

存在这一问题），例如甲乙两套住房，甲

面积较大但地处偏远、公共服务较差，乙

相反，面积小但公共服务好，结果可能是

甲市价比乙低但征税额反而较乙高。

笔者认为， 按人均评估价征收最为

合理。 家庭人均住房价值精确体现财产

多寡，也对应着获得公共服务的多少，所

以这种计征方式能最好体现财产税的本

义。在这种方式下，不是规定人均免税面

积，而是规定人均免税额，如规定人均免

征额为 100 万元， 某三口之家住房总评

估价值 500 万元， 则只对 300 万以上部

分征税。 这种征收方式可以实现最大程

度的公平，在不动产统一登记完成后，借

助完善的信息系统，征收成本也很低。这

种方式还有一个好处， 即地方出于多收

税动机， 有动力改善低房价地区的公共

服务，有助于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至于是按固定税率还是累进税率征

收，也应由地方决定：需要强化对房价调

节功能的地方， 可设置较低起征税率并

实行累进征收；更强调税源作用的地方，

则可实行较高的起征税率并按单一标准

征收。

时报观察

In Our Eyes

国务院：放宽社会领域投资管理

进一步加大网络提速降费力度，降低创业创新成本促进产业升级

据新华社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2

月

22

日主

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题听取一

年来脱贫攻坚情况汇报，要求扎实做

好今年脱贫重点工作； 听取

H7N9

疫

情防控情况汇报，切实保障群众健康

安全；部署放宽社会领域投资管理，更

好激活力补短板惠民生；要求进一步

加大网络提速降费力度，降低创业创

新成本促进产业升级；通过《中华人民

共和国标准化法（修订草案）》。

会议认为，按照以推进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为主线的要求，扩大社会领

域对民间投资开放，有利于补短板、扩

就业、增强群众获得感。 会议确定，一

是进一步放宽准入，制定引导社会力

量通过多种方式建设运营医疗、养老、

教育、文化、体育设施的方案，对社会

需求大、群众呼声高的领域要尽快有

突破。 对社会领域民办服务机构实行

并联审批，不得互为前置。 二是鼓励

设立社会资本为主、市场化运作的投

资基金，扩大股权、债券等投融资渠

道，支持开展知识产权、收益权等质押

融资。三是加大土地、税费等扶持。旧

厂房、仓库改造为文化、健身场所的，

可在五年内享受按原用途和类型使用

土地的政策。 闲置校园校舍优先用于

社会领域。 落实社会领域民办服务机

构水电气热收费和税收优惠政策。 四

是强化市场监管， 出台促进医疗、养

老、旅游等融合发展措施。

会议指出， 近年来有关部门和企

业持续推出网络提速降费举措， 对推

动经济升级、 促进创业就业、 拉动消

费、便利和丰富群众生活，发挥了积极

作用。 会议要求有关方面进一步顺应

社会期盼，继续深挖潜力，抓紧再出台

一批提速降费新措施， 加大电信基础

设施投入，提高网络服务能力和质量。

会议指出， 今年我国

H7N9

疫情

与往年相比来得较早，病例数增加。下

一步， 一要公开透明及时发布疫情权

威信息，防止引起恐慌，指导家禽从业

人员和公众做好防护。 二要做好病例

救治，最大限度减少重症和死亡病例。

充实救治力量，保证药物供应，将相关

治疗费用纳入医保。 三要强化疫情监测

预警，加强活禽调运和养殖场监管，严格

执行活禽市场休市、消毒、检疫等制度，

发现病例或检出病源的地市县要尽快关

闭活禽市场，按规定采取扑杀等措施。严

厉查处违规运输、经营、屠宰等行为。 四

要推行“规模养殖、集中屠宰、冷链运输、

冰鲜上市”新模式，促进家禽产业升级。

会议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

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

大常委会审议。会议强调，质量立国要强

化标准引领，在完善工业品标准的同时，

要着力在服务标准制修订上下更大功

夫， 鼓励企业通过标准创新促进行业标

准提升， 推动产业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

升级。

根据美国有关方面22日发布的损害终裁，中国赢得了卡客车轮胎的“双反” 案，这是中国轮胎行业对美取得的首次胜诉，意味着中国未来输美的卡客车轮胎

不再被征收反倾销和反补贴税。 业内人士表示，这一胜诉案件最直接的效果是保住了我国的轮胎出口市场，也为企业日后遭遇“双反” 调查进行抗辩积累了经验。

据了解，从2000年起，美国对华发起“双反” 调查193起，我国无损害结案的有35起。 周靖宇/制图

我国轮胎业首次对美胜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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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莎股份果真“不只是吸引”

举牌背后谁在大浪淘“莎”

中国创业地图：

近七成创业公司扎堆京沪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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