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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赵世全

本报讯 !二号楼三单元
!"

层东

户"我订住# $ %三号楼三单元四楼西

户"我来签合同& $眼下"虽已进入隆

冬"但在法姬娜欧洲城售楼中心内仍

旧是人来人往"人们忙着看房'挑房'

选房'订房"一派繁忙景象& 法姬娜欧

洲城销售形势喜人&

法姬娜欧洲城是由西班牙法姬

娜集团河南省法姬娜置业有限公司

在商水投资打造的一座集欧版住

宅 '风情商业 '五星级酒店 '优质幼

儿园及观光休闲娱乐于一体的大型

综合性功能社区" 总占地
566

余亩"

总建筑面积
5#

万平方米& 项目一经

面世"即以其卓越的质量 '时尚的设

计'经典的户型'优美的环境和优质

的服务"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一期几

百套住房
0

个小时内就销售
789

"引

起社会各界赞叹& 时至年终岁尾"为

了感恩客户 " 法姬娜欧洲城特推出

了一期小高层尾盘和多层花园洋房

最高可达
"69

的优惠活动"再次激发

了购房者的热情 & 在市开发区某机

关上班的王小姐说(!我看法姬娜欧

洲城此次推出的小高层尾盘很不

错"不是那种大家挑剩下的房源 "而

是珍藏房源 "南北通透 "动静分区 "

干湿分离"效果很好& 我在开发区上

班" 住在市内还没有住在法姬娜欧

洲城距离近"干脆就在这买了 "价格

真便宜) $而从商水赶来买房的李老

先生说 ( !自己辛辛苦苦上班几十

年"现在退休了"就想找一个清清静

静的地方住 & 法姬娜欧洲城这个地

方不错 "环境好 "交通便利 "又是多

层花园洋房"正赶上搞活动 "一套买

下来可省了不少钱哩) $

据销售部的彭经理讲"法姬娜欧

洲城一期小高层现在已经所剩无

几" 多层洋房能够充分满足大家的

需要 "由于业务繁忙 "人手不够 "近

期" 她还准备再招聘几名销售人员

当帮手呢&

房产相关税收面临重大变革 交易税将简化持有税将推开

目前" 我国二手房交易过程中

的税收占房款总额的将近
!69

" 在

实际操作中" 房产交易环节税费都

由买方承担" 相当于把房价提高了

!69

& 而拥有房产" 无论面积多大"

除试点城市外" 却都不用交税&

虽然目前还不清楚简化合并的

税种有哪些" 各种税率又将发生怎

样变化" 但是" 从这一减一增的税

收变化来看" 减轻交易成本" 提高

拥有成本的改革方向却已经明确&

谢旭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明确

表示" 要对房地产交易环节征收的

有关税种进行简并" 同时研究逐步

在全国推开房产税& 中央财经大学

税务学院副院长刘桓表示" 此番表

态" 说明有关部门已注意到当前房

地产交易环节征收的税种过多' 征

收重叠的问题& 而这意味着未来我

国房产交易环节税负有可能下降&

谢旭人( 这个房产交易当中的

税种确实很多" 比如说像咱们说的

土增税' 企业所得税' 营业税" 还

有什么土地使用税等等太多吧" 那

么有些税种税源是重叠的" 这个对

于它整个交易成本提高还是会产生

很大影响&

买房子是中国人的人生大事 "

但是买房子究竟要缴纳多少种税费

呢 * 很多人并不清楚 & 简单说来 "

在新房买卖的时候" 开发商前期要

缴纳营业税' 所得税' 城建税' 土

地增值税' 土地使用税等" 而消费

者在办理房产证明时" 需要缴纳契

税' 印花税等&

某售楼处工作人员( 就是后期"

您将来办房产证的时候" 交给房管

局的一个契税和维修基金" 契税就

是按照您的房屋面积和个人几套房

来计算&

记者( 我是二套房&

售楼处(

09

的契税&

某中介李经理告诉记者" 在买

卖二手房时" 涉及的税种则包括卖

房者要交个人所得税和营业税' 教

育附加费等" 买房人要缴契税' 印

花税等&

经理( 契税" 分第一套和第二

套" 如果是第一套"

:6

平方米以下

的是
!9

"

:6

平方米到
!50

平方米是

!189

"

!50

平方米以上是
09

&

记者( 第二套呢*

李经理(

09

&

在二手房买卖中" 个人所得税

和营业税虽说应该由卖方缴纳" 但

在实际交易中" 不少卖房者都要求

由买房者承担这一部分& 在北京中

原地产市场研究部总监张大伟看

来" 累加之后" 各种税费能达到房

款的
!69

" 对买房者来说" 这绝对

不是一个小数&

张大伟( 再加上其他一些中介

费或者买房人还有一些贷款等等 "

整体成本可能会超过
!"9

" 这个成

本在北上广城市" 两百多万的房子

会有二三十万的税" 这个肯定会影

响市场交易" 影响买房人的负担了&

"

相关链接

一套房征收
!"

多种税! 交易环

节税费改革在即

房地产相关税费对全国税收总

收入的贡献颇大" 但该方面税费名

目繁多" 甚至有人认为这是给解读

高房价提供了另外一个视角" 引起

社会热议&

近日 " 财政部部长谢旭人称 "

下一步税收制度改革的重点将包括

对房地产交易环节征收的有关税种

进行简并" 并研究逐步在全国推开

房产税等& 专家分析称" 财政部此

番表态意味着未来我国房产交易环

节税负有可能下降&

财政部" 将简并房产交易税种

将打开房产税推行空间

专家表示" 存量房中首先被征

收应是多套房持有者 & 今年以来 "

关于房产税试点范围扩大消息不断

传出" 临近年底" 财政部和相关研

究机构学者传递出的信息尤显明确&

近日" 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在接受媒

体访问时称" 下步税收制度改革重

点将包括对房地产交易环节征收有

关税种进行简并" 并研究逐步在全

国推开房产税等& 业内人士及专家

表示" 简并房产交易税种将为房产

税推行留更多空间&

房产税推广激发各界猜想 势在

必行但不可急于求成

近期" 围绕房产税的讨论愈发

激烈 & 社科院日前发布报告建议

%人均住房超
56

平方米部分征房产

税$ 引发热议"

!"

月
0

日" 财政部

部长谢旭人再次提及研究逐步推开

房产税的问题&

房产交易税种与我们平时所说

的房产税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简而

言之" 房产交易税种" 是房屋在买

卖过程中产生的税费 " 而房产税

是在房屋持有期间缴纳的税费 &

简化合并房产交易税种与在全国

推开房产税两者之间究竟是何种

关系呢*

在著名经济学家曼昆的 +经济

学原理 , 中曾经明白无误地指出 "

在卖方市场中" 即便政府想让卖方

交税" 也会以为物以稀为贵而最终

由买方承担&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再

次印证了这个大道理" 刘桓更是直

指" 在交易环节的各种税费变相助

推了房价高涨&

刘桓( 因为我个人理解交易环

节实际上它是在增加买房人的和卖

房人的税收负担" 它的直接目的并

不是目前我们所说的推高房价" 但

事实上它对推高房价有一定的作用"

比如说我这个房屋一买一卖的话 "

只要是
8

年以内的要交
89

的营业

税 " 房子从
!66

就 变 成
!68

了 "

因此这也是推高房价的因素之一 &

张大伟更为乐观& 他认为" 如

果国家有关部门今后对房地产交易

环节征收的有关税种进行简并" 将

让楼市交易更加活跃&

张大伟( 转变之前" 税费完全

是在交易环节" 而没有在持有环节"

就使得在之前这么多年" 持有环节

成本很低" 接近为零" 交易环节有

比较多的税费的集中" 使得这些税

限制了房产交易下的流转" 可能抑

制再流转的想法&

简化合并房产交易税种涉及面

之广不言而喻" 恐怕还得一步步来"

将贯穿整个十二五& 与此同时" 房

产税推广的声音却越来越强烈" 从

十八大到现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

官方正式表态就有
0

次" 要在全国

推行房产税& 张大伟直言" 简并房

地产交易环节税种将为房产税推行

留出更多空间&

张大伟( 只有可能是在实行房

产税的时候" 才会出现减免环节税"

因为缴税总额的话不会减少" 甚至

可能会增加" 另外一个就是如果房

产税全面铺开的话" 在现有的交易

环节中的一些税的确是没有存在的

法理基础了&

5

日晚上 " +新闻纵横 , 也就

房产税收的话题通过新闻纵横官方

微博与听众进行了互动交流" 多数

听众对于推开房产持有阶段税收表

示支持&

草根医生" 房产税确实该! 我

们小区几乎都是空房"

南京月嫂" 房产税对房价肯定

会有影响! 影响的多少取决于房子

能不能回归居住的属性! 再不能把

它当做牟利的工具#

红山枫叶红
#"$%

" 一套免收 !

改善房少收! 三套加收! 再多套加

几倍收! 让炒者吐 来&

若竹紫虚" 首先要明确征收房

产税的目的是什么# 我觉得房产税

应该和奢侈税结合在一起# 这可能

有助于遏制投机者! 同时也有助于

房企将重点转向普通老百姓! 而不

是造几百平方米的房子# 这样才能

体现税收的公平性#

推开房产税能够让房产持有者

的成本增加 " 让人们不愿再屯房 &

但是也有听众表示单纯税收手段并

不能完全解决房价过高的问题&

吉林的老李" 对房价不会有影

响# 抑制炒房才能控制房价#

逛街的大熊" 降低房产税率可

以减轻购房人的经济支出! 但能否

对降低房价起作用! 单纯用房产税

不太有效# #中广$

据 中 国 之
声 $新闻纵横%

报道!十八大闭
幕不到一个月!

各种房地产消
息逐渐升温&今
后中国房地产
市场将会有哪
些变化'

!"

月
5

日!财政部明确
表示!将对对房
地产交易环节
征收的有关税
种进行简并!并
研究逐步在全
国推开房产税&

住建部发文
促进城市园林绿化发展

住建部近日发布 +关于促进

城市园林绿化事业健康发展的指

导意见 , " 其中提出 " 到
"6"6

年" 全国设市城市要对照 +城市

园林绿化评价标准, 完成等级评

定工作" 达到国家
!

级标准" 其

中已获得命名的国家园林城市要

达到国家
"

级标准&

+指导意见 , 指出 " 城市园

林绿化作为城市居民提供公共

服务的社会公益事业和民生工

程 " 承担着生态环保 ' 休闲游

憩 ' 景观营造 ' 文化传承 ' 科

普教育' 防灾避险等多种功能"

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

目标 ' 促进两型社会建设的重

要载体&

+指导意见 , 提出 " 当前园

林绿化工作的主要任务是 " 在

积极拓展城市绿量的基础上 "

进一步均衡绿地分布 " 加强城

市中心区 ' 老城区的园林绿化

建设和改造提升 - 紧密结合城

市居民日常游憩' 出行等需求"

加快公园绿地 ' 居住区绿地 '

道路绿化和绿道建设 - 继续推

广节约型园林绿化 - 不断完善

绿地系统综合功能 - 以保护城

市规划区内水系' 山体' 湿地'

林地等自然生态资源为依托 "

统筹城乡绿化发展&

+指导意见 , 明确 " 各省级

住房城乡建设 .园林绿化/ 主管

部门要对本地区的问题查找和整

改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并在
"6!"

年
!"

月底前报告检查情况和整

改方案&

%上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