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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税正式废止 增值税立法呼之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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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中石油紧急向国家发改委汇报
200 亿天然气投资遭遇
“
肠梗塞”

A4 从重落地率到重规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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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增长背后：
万亿元减负成本账

A7

“
内斗”不止
一方是银行高管，一方是持股大股东，双方宿怨何来？ 如何破解当前困局？ 记者对
此进行了调查。

徽商银行回 A 搁浅：股东高管“
内斗”不止——
—B1

PPP 投资悄然
“
转向 ”

“
万元时代”

B2 百亿大单频发

今年以来，西安的土拍市场也异常活跃，中国指数研究院统计的数据显示，今年

上市银行融资冲刺“补血”

前 9 个月，西安土地出让金收入 317.7 亿元，同比增加 109%。

西安楼市迈入“万元时代” ——
—B9

B4 亿阳集团债务违约 众机构涉险
智斗“
双十一”
“双十一”历来就是电商平台的练兵场，今年除了一如既往的营销大战之外，无
疑更是比拼各家智能技术、智慧系统的演习场。

C1 移动支付“双雄”混战

巨头智斗“双十一”——
—C1

C13 丹东港 10 亿元债券违约背后

一个台湾人的
抗日之路（下） E1

D1“恶斗”王老吉元气大伤
加多宝联手中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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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税扩大税源同时更需注重公平
日前，财政部部长肖捷撰文《加

值税后，地方政府财政未来将以共享

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建立权责清晰、

点，核心矛盾点在于房产税到底应向谁

线二手房的集中抛售。 另外，对于不

税征税额逐年增长， 上海 2015 年、

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并在其中首
次提出按照
“
立法先行、充分授权、分
步推进”的原则，推进房地产税立法
和实施。对工商业房地产和个人住房
按照评估值征收房地产税，适当降低
建设、交易环节税费负担，逐步建立
完善的现代房地产税制度。
事实上，这已不是主管部门首次
提出房产税， 早在 2003 年时就提出
了物业税的概念，2011 年，上海和重
庆提出了对增量商品房征收房产税
的试点工作，2013 年国家提出加快

税为主，有必要开拓地方税源。
近年来随着一二线城市房价的
快速上涨，各地方政府卖地收入同样
水涨船高。 数据显示，2016 年全国土
地出让收入超过 3.75 万亿元，属历史
第三高， 约占地方财政收入的 43%，
地方财政对卖地收入的依赖作用十
分明显。 随着我国劳动人口增速的下
滑和人口红利逐渐减少，城镇化率增
长也将呈现放缓态势，同时，经过近
二十年住房市场化改革，城镇人均住
房面积已明显提高，2016 年已达 36.6

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
政关系。 在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
有力的预算制度得到建立后，预计地
方政府以往的
“投资饥渴症”有望被
有效抑制，但随之而来的就是急需开
拓新的地方税种以增加收入来源，以
此建立起良性的地方财政收支体系，
鼓励地方财政更好地为当地居民服
务并以此吸引当地常住人口增加，而
房产税正是最合适的地方税种。
从上述两个方面讲， 房产税的征
收更多的是体现在扩大地方政府税源

征税，大众普遍认为应该向拥有多套房
屋的居民征收，对于只有一套房屋居民
则应免税。近年来一二三线城市房价的
快速上涨客观上拉大了城乡之间、城市
高低收入群体之间的贫富差距，适时出
台针对高资产居民的包括房产税在内
的财产税政策是通过国民收入二次分
配调节贫富差距的重要手段。
但要实现对存量二套房征税并
不容易。 首先要全国不动产登记联
网，预计明年可以实现，其次则要明
确哪些房屋属于二套房， 当前我国

交房产税的居民也需建立类似不允
许过户或滞纳金等对应惩罚机制，
并且需和遗产税等其他财产税统筹
考虑。 正是由于存在上述问题，房产
税的征收成本同样较高， 有可能出
现征收一块钱房产税而需付出 6 毛
甚至更多成本的情况。
对于房产税出台是否可以抑制
房价的问题，长期来看，征收房产税
可以增加拥有多套住房居民的房屋
持有成本，对支持“房住不炒”有正
向推动作用。 但不能忽视的是，一方

2016 年房产税分别为 123.8 亿元、
171 亿元，但上海和重庆的房价还是
出现了快速上涨。 因而，从影响房价
的主导因素来看，短期而言，房产税
的作用显然不如货币政策收紧和楼
市加强调控显著。
综上， 从此次主管部门的表态来
看，房产税未来一定会适时推出，但房
产税的出台必须保证房地产开发与交
易环节总税负不增加， 还需与遗产税
等其他财产税统筹协调， 避免出现偷
税漏洞。 同时，房产税还需纳入楼市调

房产税立法工作。房产税之所以引人
注意，在于其不仅关系到每个有房家
庭的切身利益，而且被很多人赋予了
降低房价以缩小贫富差距的功能。
客观地讲，当前再次提出房产税
问题，主要原因在于两个方面，一方

平方米，房子供需总量矛盾已基本平
衡，更多的平衡体现在热点城市房屋
的分配不均上，有的家庭有两套甚至
以上房屋，有的家庭则无房。 未来在
“
房住不炒”概念不断深入人心下，更
多无房家庭可通过共有产权房和公

上。 但是，当前我国对房地产开发和交
易的各种税费十分繁杂， 既包括营业
税、城建税、印花税、契税、所得税，又
包括教育费附加等各种费， 总共多达
近 40 项，税费占房企销售收入比例更
是高于 40%， 因而征收房产税的重要

房产类型十分复杂， 商品房仅是其
中一种，还有房改房、军产房、央产
房、商住公寓、学校自建房等多种类
型， 如何统一这些房屋性质进而认
定二套房存在难点， 如何评估其价
值同样不易。 再次，不同城市房产税

面需政府加大发展租房市场的力
度， 否则很容易出现房主将房产税
成本转移至租房者身上的情况；另
一方面，从 2011 年重庆和上海近年
来房产税征收的实际情况看， 房产

控的长效机制中， 避免房主将成本转
移至租房者。 最为重要的是，需通过房
产税的制度设计调节近年来因资产价
格快速上涨而逐渐拉大的贫富差距，
而非仅是扩大地方税源那么简单。

面是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减速、楼市长
效机制的有效建立以及楼市调控政
策的延续，地方政府卖地收入未来将
逐步放缓；另一方面则是营业税改增

租房解决居住问题。 因而，多重因素
叠加将使地方政府土地一次性转让
获得的卖地收入逐渐减少。
另一方面，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

前提在于合理压缩既有税费种类，降
低建设、交易环节税费负担，保证房地
产开发和交易总税负不增加。
要实现这一目标存在几个方面难

征税比例必定不同， 如果一个居民
在两地甚至多地拥有商品房， 该如
何界定哪套为二套房， 如果所有房
屋均纳入征税范围则可能引起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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