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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税的出台，对中国房地产市
场影响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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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税的推出，可以说是中国房地产税制改革的一项重
大举措，是确保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之
一。降低房地产开发、建设、交易等环节的流转税，增加
房地产持有环节的财产税，是中央此次房地产税制改革的
核心方向。从开发建设角度来看，未来或将适当地降低开
发建设及交易环节中的一些间接税费，比如土增税、行政
事业性收费等，从而有利于平衡开发商和投资者的相关税
负压力。从业主的角度来看，计税基础调整为物业评估值
后，或将增加业主的税负压力，尤其是那些房价高速增长
的城市，对于抑制投资性需求，稳定房地产市场具有积极
的作用。

背景信息
12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召开定调了 2018 年全国经济工
作的主要方向，其中关于房地产市场，明确了要加快住房
制度改革和长效机制的建设，而作为长效机制建设之一的
房地产税制改革已提上议事日程。
2017 年 12 月 20 日财政部部长肖捷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
《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文章，明确提出：
•

要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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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立法先行”的原则，房地产税的正式出台必须有立法
基础作为保障，该项税收立法工作预计将于 2018 年列入
立法计划，但具体出台时间暂无明确的时间表。考虑到中
国房地产市场发展的不均衡性，各个区域和城市可能会给
予“充分授权”，具体开征税率或将依据每个地方的不同由
地方政府自由裁量。最后，房地产税的落地会很可能先从

经济发展较快的一、二线城市开始征收，“分步推进”逐步
向三四线城市延伸。

房产税与房地产税的区别
目前税制下，对于房地产持有环节所征收的是房产税，即
以房屋原值一次扣除 10%-30%后的余值或租金收入为计
税依据，向产权所有人征收的一种财产税。应税物业类型
主要是经营性物业，住宅物业除上海、重庆两个房产税试
点城市外(主要针对超过一定价格及人均居住面积的中高
端住宅进行征收)，其余都是暂免征收房产税。
而即将开征的房地产税的征收对象将是房地合一的概念，
即除了房屋之外还包括土地，其计税基础为物业市场评估
价值。

不同用途物业房产税计税依据：
物业类型

计征方式

适用税率

自用物业

从价计征

房产原值一次扣除 10%30%的余值的 1.2%

出租物业

从租计征

房屋租金收入的 12%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
*10%-30%的扣除比例具体幅度，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

房地产税的开征对房地产市场的影
响
从业主的角度来看，未来随着房地产税的开征，住宅物业
也将全部纳入征收范畴。与按房产账面原值的计征方式相
比，税基调整为物业评估值后，若税率不作太大调整，税
负压力会随着物业的增值而明显增长，尤其是在那些房价
高速增长的城市，对于那些持有多套住宅物业的投资客来
说，将受到一定影响。迫于高企的持有成本压力，投资客
或将减少手中持有的物业套数，有利于增加住房销售市场
的供应量，平衡供需矛盾，从而对房价的快速增长起到一
定的抑制作用，有利于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发展。
从开发建设角度来看，未来或将会适当地降低开发建设及
交易环节中的一些间接税费，例如土增税、行政事业性收
费等，从而有利于平衡开发商和投资者的相关税负压力。

从政府决策部门的角度来看，由于房地产税征收对象包含
了房屋和土地的统一体，若继续采用土地出让金制度，会
存在重复征收的问题，所以未来随着房地产税的出台，相
关税制改革将也同步推进。
从行业发展的角度来看，房地产税的开征有力于优化资源
配置，能有效盘活闲置存量物业，从而有利于整个行业的
健康发展。另外，由于未来房地产税的计税基础是以评估
值来计征，所以会给房地产估价行业带来众多的业务发展
机会。

国外房（地）产税对标案例
国家
（地
区）

税种

征税目标
物业

计税基础

适用税率

计税方式

美国

房地产
税

住宅、农
场、商业
等几乎所
有不动产

物业评估
价值（市
场价值乘
以调整
率）

固定税
率：0%4%（各地
方不同）

物业评估
价值 * 税
率

英国

市政税

住宅

物业价值

根据物业
价值所处
的等级段
来征收税
费（各地
区不同）

物业价值
被分为八
个等级，
每个等级
缴纳等额
税费

新加
坡

房产税

住宅、商
业、工业
等几乎所
有不动产

物业年价
值（年租
金收入）

住宅：自
住 0%16%；非
自住 10%20%

物业年价
值 * 税率

从国外对标案例来看，房（地）产税的征收范围除英国外
（仅住宅），都涵盖了几乎所有的物业类型，计税方式可
分为从价和从租计征两种方式。为了平衡社会不同阶层的
利益及税负压力，很多国家或地区都施行了累进制税率，
并对出租物业和空置物业实施了差异化的税率标准。例如
英国的市政税，房屋价值越高，所承担的税额也越高，并
在一些地方对空置两年以上的房屋加收 50%的市政税。
此外，对于一些特殊群体或组织，不少国家或地区也会给
予一定的税费减免。例如在美国，退伍军人和非盈利组织
可享受房地产税的减免，另外，为了吸引优质企业或产业
落户，一些地方政府也会给予一定的税收减免优惠。
国外的这些实操案例，对于中国房地产税的开征具有积极
的指导意义。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有保有
压，平衡不同区域发展的不均衡性，应该是我们决策层需
要考虑的方向。

非住宅：
10%
香港

房产税

所有物业
（包括私
宅和公
屋）

可征税价
值（年租
金收入）

2017-2018
年度税率
为 5%

可征税价
值 * 税率

数据来源：高力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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