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策背景      

 

作为引导合理住房消费，有效配置房地产资源的一项税收政策，对个人住

房征收房产税（包括先行试点安排）的讨论由来已久。在 2011 年 1 月末，

房产税征收迈出实质性的一步：上海及重庆两地自 2011 年 1 月 28 日起开

始试点征收个人住房房产税。 

 

以下是两地试点办法的主要内容： 

 

 

 

 

 

 

 

 

中国快讯 
 

第六期  二零一一年二月 

 

上海及重庆开展对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试点 

 
 
为了进一步完善房产税制度，正确引导住房消费，上海和重庆自 2011 年 1 月 28 日起开展对部分个人住

房征收房产税试点。除了重庆对存量独栋商品住宅开征房产税外，此次试点主要针对新购住房。 

本期快讯讨论的法规: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上

海市开展对部分个人住房征收

房产税试点的暂行办法》的通

知，沪府发„2011‟3 号 

 《上海市地方税务局关于本市

个人住房房产税征收管理有关

事项的公告》 

 《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进行对

部分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改革

试点的暂行办法》和《重庆市

个人住房房产税征收管理实施

细则》 

 均于 2011 年 1 月 28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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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重庆 

试点地区 上海市行政区域 重庆市9个主城区 

征税对象  上海市居民家庭 

在本市新购且属于该居民家庭第二套及以上的住房

（包括二手存量住房和新建商品住房） 

 非上海市居民家庭 

在上海市新购的住房 

 个人拥有的独栋商品住宅（包括于2011

年1月28日之前购置的独栋商品住宅） 

 个人新购的高档住房 

 在重庆市同时无户籍、无企业、无工作的

个人新购的第二套及以上的普通住房 

征税基础  试点初期，暂以应税住房的市场交易价格作为计

税依据 

 未来将采用参照应税住房的房地产市场价格确

定的评估值 

 房产交易价 

 条件成熟时，将以房产评估值作为计税依

据 

税率 0.6% （某些情况为0.4%） 0.5% - 1.2% 

应纳税额 应纳税额=新购住房应征税的面积（建筑面积）×新

购住房单价（或核定的计税价格）×70%×税率 

应纳税额=（应税住房的建筑面积-免税面积）

×建筑面积交易单价×税率 

税收减免 上海市居民： 

- 新购第二套及以上住房后，合并计算的家庭全部

房建筑面积人均不超过 60 平方米的，新购的住房

暂免征收；人均超过 60 平方米的，对属新购住房

超出部分的面积征收 

- 在新购一套住房后的一年内出售该居民家庭原有

唯一住房的，其新购住房已征收房产税可予退还 

- 家庭中的子女成年后，因婚姻等需要而首次新购

唯一住房的，暂免征收 

非上海市居民： 

- 引进的高层次人才、重点产业紧缺急需人才，持

有上海市居住证并在本市工作生活的，新购唯一

住房的，暂免征收 

- 持有上海市居住证满 3 年并在本市工作生活的购

房人，新购唯一住房的，暂免征收 

家庭免税面积 

- 纳税人在2011年1月28日前拥有的独栋商

品住宅，免税面积为180平方米 

- 新购的独栋商品住宅、高档住房，免税面

积为100平方米 

一个家庭只能对一套应税住房扣除免税面

积。在重庆市同时无户籍、无企业、无工作

的个人的应税住房均不扣除免税面积 

 

生效日期 2011年1月28日 2011年1月28日 

征收管理 按年计征 按年计征 

 

毕马威观察 

 

上海和重庆本次房产税试点政策的目的在于遏制市场的过度投机，为本地住宅市场降温。尽管两地均对非本地

居民购买住房可能征收房产税，但两市的试点方案在房产税具体征收范围、计税基础等方面有所不同。 

 

上海地区试点的房产税仅对新购住房征收，尚未涉及在试点办法施行前已经购买多套住房的个人（尽管该政策

可能会间接对存量住房的销售产生影响）。此外，上海地区试点办法未区分高端住房与非高端住房，从而避免

试点办法对高端住宅市场售价产生非正常影响。相比之下，重庆地区的出台的房产税政策将高端住宅纳入征税

范围，并对于存量独栋商品住宅也予以征税。 

 

在免税面积方面，上海模式中，引入“人均免税面积”概念，而重庆模式中，是 “以家庭为单位的固定免税面

积”。 

 

中央政府官员已经表示房产税的征收可能未来在全国铺开。首次试点的上海模式和重庆模式，将为其他省市出

台个人住房房产税政策提供样本，并为其他省市考量房产税的开征对地方房地产市场，当地经济和财政收入的

影响提供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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