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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一个小故事遥 前不久袁某地财
政部门负责人在内部会议上报告全年
财政工作后袁向在座的主政领导提出了
一个两难问题院2018年未能完成全年财
政收入目标袁2019年任务更重袁 既要完
成上级下达的财政增收目标袁又要完成
减税降费目标袁怎么办钥

房东的焦虑袁潜藏着答案遥

抵 税
房租抵扣个税这事儿并不复杂遥
2019年 1月 1日起袁租客们喜迎房

租抵扣个税新政袁一派喜大普奔的祥和
气象遥 新的个税抵扣办法规定袁纳税人
可按照一定的标准额实现相应扣除袁具
体的标准如下院

直辖市尧省会渊首府冤城市尧计划单
列市以及国务院确定的其他城市袁扣除
标准为每月 1500元曰 除第一项所列城
市以外袁市辖区户籍人口超过 100万的
城市袁扣除标准为每月 1100元曰市辖区
户籍人口不超过 100万的城市袁扣除标
准为每月 800元遥

如此新政袁自然备受欢迎袁广大租
客们纷纷下载个税抵扣 APP袁填报抵扣
信息袁为每月节省下来的几十元尧上百
元偷着乐遥

然而袁 北京一位每月房租 5000元
的朋友却说袁 他放弃了房租抵扣这一
项遥 为何放着眼前的肉不吃钥

汝之蜜糖袁彼之砒霜遥 有房东声称袁
一旦租客拿房租申报个税抵扣袁要么涨
房租袁要么解除合同退房遥

多年来袁我国绝大部分房东从未收
了房租去报税要要要这并不意味着房租
所得不需要缴税遥 实际上袁若要老老实
实地足额交税袁这笔钱还真不少遥

房屋租赁收入要交多少税呢钥 在近
日刷屏的一篇文章中袁有房东算了一笔
账院野你拿我的信息去申报个税抵扣袁过
不了几天税务部门就会通知我去开发
票袁单房产税一项就需要交纳 360元(全
额租金 3000元乘 12%)袁 这还没算增值
税和附加税等浴 你申请住房租金专项附
加扣除能省 100 元袁 我至少要垫进去
500元遥 冶

果真如此钥 依据叶中华人民共和国
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曳袁 个人出租不

动产所得属于财产租赁所得袁固定税率
为 20%曰自 2001年 1月 1日起袁对个人
出租房屋的所得袁暂减按 10%的税率征
收个人所得税曰 房产税方面袁2005年国
务院颁行的叶房产税暂行条例曳袁依照房
产租金收入计算缴纳的袁房产税税率为
12%遥

个税和房产税相互独立遥 除此之
外袁还涉及增值税尧城市维护建设税尧教
育附加尧地方教育附加尧城镇土地使用
税等等遥 名义上看袁房东们要承担的名
义税负颇高遥 若真照此执行袁房东们的
信息进了税务系统之后袁房租收入交税
无所遁形遥

但现实形势如何钥在现有阶段袁各地
对房租收税大抵采用简易综合税率的办
法袁且多在 5%左右袁有的地方低至 3%袁
3000元/月的房租袁交 90元的税就够了遥

信 息
既然当前要交的税并不多袁也没说

一定要交袁 房东们为何还是如此不安钥
真正让他们辗转反侧的是个人信
息要要要房租可抵扣个税袁租客必然积极
申报袁就必然会上传房东信息遥

细看规定袁纳税人享受住房租金专
项附加扣除袁 应当填报主要工作城市尧
租赁住房坐落地址尧 租赁起止时间尧出
租人姓名尧身份证件类型和号码或者出
租方单位名称及纳税识别号渊社会统一
信用代码冤等等遥

做好野信息冶工作是向个人征税的
基础遥 从 2014 年开始新一轮财税体
制改革以来袁我国就着手构建以高收
入者为重点的自然人税收管理体系袁
加快税收信息系统建设袁各征管数据
向税务系统集中袁目标之一是征管系
统与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互联
互通遥

毫无疑问袁这是一项浩大而艰难的
工程遥 自然人纳税人数量多尧管理难袁自
古至今袁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的财产信息
公开袁也没有多少人愿意主动交税遥

有从事税务筹划的人士分析袁客观
上讲袁这次的个税抵扣细则可大量搜集
信息遥 据了解袁部分系统的公务员已开
始下载个税 APP填报相关信息遥 有人
说袁 这比官员申报财产信息还要细尧还

要全遥
对此袁国家税务总局科研所特聘研

究员杨默如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袁这种
设置类似于营改增后销项税额与进项
税额之间的关系袁当上游纳税人开具发
票袁完成他/她的纳税义务之后袁下游的
人才能够实现他/她的税额抵扣遥如此一
来袁下游企业的依法抵扣将增加上游企
业实际税负袁 但能够形成一个勾稽尧监
督与控制的关系袁从而完善国家税收征
管系统遥

的确袁营改增后袁上下游企业之间
相互监督袁野环环征税袁层层抵扣冶的增
值税链条逐步建立遥 有小企业主说院野没
有任何避税的空间遥 你想少开税票袁下
游企业抵扣税额就少了袁 他们不干啊遥
如果要做高自己的支出来少交税袁就意
味着做高上游企业的收入袁他们也不干
啊遥 冶

按杨默如的说法袁房租抵扣个税与
此类似遥 以往袁税务机关要想获得房东
出租房屋的信息可说是高射炮打蚊子袁
可现在把广大的租客们发动起来袁人人
成为自发的征管员袁事情就好办了遥

直接税
以前袁 房租这样小水坑一般的税

源袁各地税务瞧不上袁征管也懒得费劲遥
国税总局 2005年下发的 叶关于加

强出租房屋税收征管的通知曳说得很清
楚院 出租房屋特别是私房出租点多面
广尧隐蔽性强袁征管难度大袁税务机关又
缺乏有效的信息来源渠道和控管手段袁
出租房屋的税收征管基础工作比较薄
弱袁漏征漏管情况比较普遍遥

意思大致是说袁不是不想收才让房
东们偷税漏税袁而是不好收尧征收成本
太高遥 你想啊袁要去找房东收点税袁税收
征管员也许得跑上好几趟才能找到人袁
光是征管员的工资就划不来袁更何况还
得看人脸色遥 野损人冶又野不利己冶袁何必
呢遥

今后袁局面或大为改观遥 上述从事
税务筹划的人士说袁有了大量的房屋租
赁数据后袁在大数据+AI时代袁以往不好
收税的问题都不再是问题遥 网上流传袁
已经有地方从社区网格中心发出了叶个
人房屋租赁纳税通知曳袁 逾期不办就要

处罚遥
除了征管难袁税务机关长期对房租

收入这样的税源忽略不计的另一层原
因是缺少征收直接税的习惯遥 我国历来
采用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袁面向个人
的直接税比例不高遥

如此的税制结构给企业带来沉重
负担袁不利于经济的转型升级袁也不利
于发挥税收调节财富分配的作用遥 2014
年 6月袁 中共中央政治局审定通过的
叶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曳提出袁要
优化税制结构袁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遥

最新的个税改革措施也清晰地表
明袁要减轻低收入者的税负袁强化对高
收入者的税收征管遥

作为财产性收入之一袁如果全面强
征管袁房租征税这块蛋糕有多大呢钥 据
一份叶2018年轻人租房大数据报告曳袁预
计到 2023年袁 国内房屋租赁总面积将
达 83.82亿平方米袁 租赁人口将达 2.48
亿遥 粗粗估算一下袁金额貌似很惊人遥

悄悄收房租袁躺着数钱的日子野小
舟从此逝冶了钥 国税系统相关人士称袁目
前并没有对房租收入明确征税的计划袁
国税总局也没有确定开征与否的权限遥

现在不征袁 不代表以后都不征曰现
在少征袁也不意味着今后不高征遥 房东
们更担忧的是袁租客申报了信息袁自己
却没有交税袁一旦税务局哪天来查税怎
么办钥 到那时候袁除了补缴税款袁是不是
还会有罚款袁会不会有滞纳金钥

毕竟袁2018年就发生过企业被追缴
十年社保的事情袁弄得不少企业人心惶
惶袁还有企业主为此果断注销企业遥

当然袁追缴社保如此简单粗暴的做
法已经被叫停遥 房租交税应该也不会太
贸然推进遥 即便大规模铺开袁也会有相
应的缓冲办法和过渡期遥

焦虑其实也不止于房东遥 可以预测
的是袁随着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继续推
进袁要维持宏观税务稳定袁一面大规模
减税降费尧减轻企业负担尧提升经济活
力的同时袁另一面就必然要优化税制结
构尧完善直接税征管体系尧提升直接税
比例要要要人们将越来越多地面对直接
税带来的税负痛感遥

改革或有阵痛遥 但新一轮财税体制
改革是一场关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变革袁是着眼长远的制度
创新遥

阴李永华
这几天袁房东集体抵制房

租抵扣个税的消息刷了屏袁向
来野躺着收钱冶的房东们突然
陷入集体焦虑遥 一夜之间袁世
道变了钥

忐忑的租客
焦虑的房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