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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產稅試點年內或增京深穗

專家之見

【本報記者張靖唯北京十日電】目前中國樓市調
控出現部分反彈，房價上漲壓力猶存。隨着房地產新
一輪調控政策即將出台的預期日益發酵，眾多專家和
房企把關注點聚焦在房產稅上。有消息指出，房產稅
試點年內有望擴容，影響力度加大。中國社科院城市
發展與環境研究所副研究員李恩平對大公報記者表示
，房產稅試點最可能擴容的城市應該集中在房價較高
的超大城市，比如：北京、深圳、廣州，因這些城市
的投資投機的佔比較大。

方向清晰 需更深探索
財政部財科所所長賈康出席 2012 博鰲房地產時

表示，稅制改革大方向已經趨於清晰，最高決策層重
要會議和管理部門的重要改革文件中，都有清晰的表
述，要適時擴大房產稅試點範圍。雖然社會各界對於
房產稅徵收存在不同意見，但並不影響大方向的形成。

他表示，房產稅整個制度的建設過程一定要經過
長時間的探索，要在兩地試點的基礎上總結各自的特
點，客觀認識得失，並更開明地聽取各方面訴求和意
見。

據上海證券報報道，有住建部人士透露，年內擴
容房產稅試點將是大概率事件，試點將在部分省會城
市展開，內容可能較目前的上海、重慶版本有所不同

，但市場影響力度可能加大。
另外，國家稅務總局近日組織來自全國 30 多個

省市的 71 名稅務系統工作人員在中國人民大學學習
房產稅批量評估技術。一個系統的人員參加一項業務
培訓本是件很正常的事，然而這次培訓學習卻被解讀
出更深遠的意味。許多業內專家認為，此舉表明在房
產稅推進層面，國家已經開始研究具體操作技術。

牽扯制定者個人利益
今年年初，中國住建部部長姜偉新提出在 2012

年 6 月底前，全國 40 個重點城市將與住建部聯網，
其中包括 4 個直轄市，26 個省會城市，以及 10 個其
他重點城市。全國個人住房信息系統的推進，被視作
樓市調控和房產稅開徵的基礎工作。這不僅意味着房
產稅擴圍有了強大的技術支持，也為實現對樓市調控
多了一件 「利器」，有助於擠壓投機投資性需求。信
息聯網一旦實現，將會使個人名下的產權登記情況更
加清晰，再加上銀行、稅務以及公安系統的個人信息
，將成為房地產調控的重要依據。

目前實行的限購政策只能限制在本區域內的多套
房情況，對於投資投機客來說仍可在多個不同城市炒
房，使他們鑽了政策的空子。然而，房產稅 「牽一髮
動全局」的敏感性是導致一再被延遲的重要原因。

李恩平分析認為，房產稅的出台對於國家的住房
市場的可持續發展是必然選擇，至今仍未出台的原因
是多方面的，主要因為與政策制定者的個人利益相關
。大多數的國家官員是多套普通住房的持有者，政府
部門在政策上不能達成一致。

針對房產稅擴容
的消息呼之欲出，中
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
環境研究所副研究員

李恩平 10 日接受大公報採訪時表示，假如房產稅擴
容，那麼上海和重慶的模式再推廣的意義不大。 「應
當針對面向每個城市整體存量住房市場，以普通商品
住宅為主體的房產稅政策才是有效的」。

李恩平認為，2011 年上海和重慶已開始試點徵

收房產稅。然而，兩座城市的效果並不理想，房價該
漲價的還是在繼續漲。像上海實行房產稅只針對新購
買的普通住房徵收房產稅，並未涉及到存量住房，可
見對市場的影響力極為有限；重慶的情況雖然針對存
量市場，卻是非常小的部分，只包括了別墅和公寓，
所以兩者都屬於 「隔靴搔癢」，沒有起到實際作用。

房產稅是現有房地產稅種中最有可能被祭出的調
控利器，為增加房屋持有者投資和投機的成本，迫使
不合理的需求撤場，遏制樓市泡沫的形成和擴大。

按照現行的房產稅暫行條例，個人所有的非營業
房產可免繳房產稅，但條例並沒有明確規定營業房產
的範圍，不少個人房屋雖然用於經營，也並沒有按期
繳納房產稅。

根據 1986 年出台的房產稅暫行條例，房產稅依
照房產原值一次減除10%至30%後的餘值計算繳納，
稅率為 1.2%，沒有房產原值作依據的，由房產所在
地稅務機關參考同類房產核定；房產出租的，以房產
租金收入為房產稅的計稅依據，稅率為12%。

也就是說，如果將第三套房定性為經營性住房，
即使不出台新政，三套以上住房也將進入到稅收調控
的範圍，每年按上述標準繳納房產稅。這毫無疑問會
給擁有多套住房的人帶來壓力。

【本報北京十日電】

渝滬模式隔靴搔癢
本報記者 張靖唯

【本報訊】據中新網統計，今年中國內地已有 18
個省市調整了最低工資標準。其中，月最低工資標準最
高的是深圳，為 1500 元；小時最低工資標準最高的是
北京，為14元。

統計顯示，在調整後的這 18 個省市中，月最低工
資標準最高的是深圳（1500 元），其次是上海（1450
元）和新疆（1340元），而江西僅為870元，排名墊底
。小時最低工資標準位前三位的分別是北京（14 元）
、新疆（13.4 元）和深圳（13.3 元），而廣西（8.5 元
）墊底。

今年上半年較去年調整最低工資標準的省份數量有
所減少。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日前公布的數據顯示
，今年上半年，全國有 16 個省份調整了最低工資標準
。而2011年上半年全國則有18個省份調整了最低工資
標準。

今年下半年，福建和海南先後調整了最低工資標準
。其中，海南在調整之前月最低工資僅為830元，小時
最低工資僅為7.5元，在全國排名墊底。而調整之後，
海南月最低工資為1050元，小時最低工資為9.2元，排
名大幅上升。

據悉，我國《最低工資規定》明確，各地區的最低
工資標準至少每兩年要調整一次。而國務院 6 月 11 日
發布的《國家人權行動計劃（2012-2015年）》也提出
，建立工資正常增長機制，穩步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最
低工資標準年均增長13%以上。

深綠色生豬養殖技術輸澳
【本報記者黃仰鵬、王一梅深圳十日電】深圳中寶生物

科技 10 日與澳洲 Millennium 控股公司在深圳簽署生豬養殖
技術合作項目，雙方將成立合資公司並在澳洲開展綠色生豬
養殖示範基地。除了出口綠色防疫和養殖技術，中寶還於此
間宣布開拓內地生豬養殖市場的計劃。中寶董事長傅啟源透
露，計劃用四年時間形成自養、可控綠色生豬400萬頭以上
的養殖規模，佔據深圳市場一半份額。

根據合作協議，深圳中寶將向澳洲公司輸出天然草木獸
藥、飼料添加劑的產品、技術和生豬養殖標準。據了解，中
寶公司自主研發的生豬養殖標準，對防治豬藍耳病、豬流感
等畜禽頑症有特殊功效，並能確保無藥物殘留、無重金屬殘
留和無抗生素殘留。

近年來，內地生豬養殖濫用抗生素、激素的現象令人觸
目驚心，有關 「瘦肉精」的曝光更令市民 「望肉生畏」。深
圳中寶董事長傅啟源表示，經過多年的研發，中寶在今年總
結制定出目前國內首部生豬健康環保養殖的全程標準，並與
中科院電子研究所合作開發出生豬養殖全程電子監控系統和
豬肉安全追溯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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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省市調整最低工資
深圳最高 江西墊底

【本報記者毛麗娟深圳十日電】因受土地資源約
束、在中心區固定資產投資增長乏力的背景下，深圳
近期積極啟動一大批位於新區的重大項目開工。10
日，深圳大鵬新區十大項目集體開工建設，總投資額
達107億元，分布在現代服務業、新興產業、社會民
生和城市更新領域，以促進深圳大鵬新區加快建成現
代化、國際化、生態型先進濱海城區。

其中，高端酒店服務業項目達 5 個，總投資 43
億元，總建築面積約 29.3 萬平方米。該批酒店項目
的建設，旨在為年初深圳市政府制定的 「大鵬新區建
成世界級濱海旅遊度假區」規劃實施奠定基礎；民生
項目為葵涌環城西路項目，建成後將充實大鵬新區主

幹道保有量；新興產業項目則是中國農科院生物育種
創新研究院項目，總投資達 10.5 億元；此外，大鵬
新區當天還啟動多個工業區及村落的城市更新項目，
提升該區域的居住水平與城區形象。

深圳市發改委副主任李干明受訪表示，上述項目
帶動力強，有助完善酒店、交通、住宅等配套，提升
大鵬新區的區域形象，同時在當前經濟增速仍未完全
穩定的形勢下，有助深圳保持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維持
在10%以上。

今年以來，深圳明顯加快了二線關外各區的建設
。3月，坪山新區20個重大項目集中開工；7月，又
在光明新區集中開工 30 個重大項目，總投資額達
200.9億元。據悉，全年深圳將安排重大建設項目309
個，總投資 6987 億元，以完成年初制定的 「固定投
資增長目標保12%爭15%」的目標。

▲深圳大鵬新區百億啟動固定資產投資項目
毛麗娟攝

日前，在深圳龍華、寶安、龍崗多個地區出現政
府修建工程停滯，成為 「半拉子」工程， 「包括民治
大道、和平路、龍崗平湖平吉大道多條市政道路斷頭
爛尾，資金缺口超3億元人民幣」。

多條大道因資金 「斷頭」
其中，4公里長的民治大道在過去兩年時間裡因

為施工進度慢，雨天擁堵幾近癱瘓，成為周邊居民的
投訴熱點。市交委曾就此向公眾致歉，並解釋因拆遷
困難而致。今年2月，修建工程未能如期完成，面對
新一輪的集中投訴，民治街道辦方面道破真相是缺錢
，紅線範圍內的一億多元拆遷補償款遲遲未到位，影
響修建進度。深圳市交委亦證實，去年下半年該工程
遇到了資金不足的情況。

基建遇上缺錢而停滯，民治大道不是特例。隔壁
龍華的和平路也有同樣的問題，道路拓寬後，配套的

人行道施工成了 「半拉子」工程，此前寶安區政府前
期預撥的 3500 萬元已全部補償完，目前仍有近 3000
萬元的資金缺口。此外，未能如期完工的龍崗平湖平
吉大道，平湖街道辦方面的解釋也是因為拆遷資金不
到位所致。目前，深圳市已有88條斷頭路。

另有消息指，深圳今年建設近 20 萬套的保障房
亦面臨建房資金缺口壓力。

很明顯，這些基礎工程停滯 「斷炊」的原因深圳
的錢袋子吃緊。今年 1 至 6 月，深圳市財政收入
769.89億元，增速7.7%，這一幅度遠遜於往年深圳超
2位數的增長。深圳市的財政收入面臨多重變數，但
公共財政總收入計劃仍給出了1709億元的數字。

樓市不旺 債務加霜
有官方人士稱，深圳財政收入增速放緩，其中一

個重要原因是國家對房地產調控，導致今年深圳土地

出讓計劃收入大幅度下降。今年上半年，深圳土地出
讓金減少69.5%。據悉，深圳今年上半年市場成交不
理想，開發商拿地的數量和頻率更出現大幅度下降。

同時，深圳還面臨債務隱憂，深圳 2009 年發行
的首批債券今年已到期，需要償還本息，這令深圳今
年全年的債務支出佔本級預算收入13%。深圳政府今
年計劃償還國債本付息支出116.5億元，包括政府統
貸銀行貸款本息60億元，回補2010年及前年度政府
統貸項目資金缺口30.5億元等。

深圳大學國際金融研究所所長國世平表示，深圳
地方債務的風險較高，政府在財政緊張的情況下很可
能推遲還債。從長遠來看，還是需要建立新的收入來
源，才能根本解決地方政府的財政難題。

提前徵稅 緩解壓力
今年8月1日起，深圳與其他省市試點營業稅改

徵增值稅，深圳將出現一定規模的減稅，這一項改革
加大深圳完成全年財政收入目標壓力。

深圳今年面臨空前的財政壓力，迫使該市多個區
政府提前向企業徵收所得稅，這一稅項此前多是在年
底徵收。同時，深圳政府亦開始通過加強非稅收入的
徵收，開闢財源。

賣地收入減少 地方債又到期

深錢袋空虛市政工程斷炊

深圳近來陸續出現大型城市基礎建設工程因缺錢停滯，這在一直以財力充沛著稱的
深圳市較為罕見。有專家分析稱，受累經濟放緩，深圳今年上半年財政收入增速明顯減
慢，而政府預算開支增幅維持較快增長，令政府錢袋子出現空虛，或牽連公共工程出現
停工潮。

【本報記者唐剛強深圳十日電】

▲李恩平分析認為，房產稅的出台對於國家的住
房市場可持續發展是必然選擇 網絡圖片

深大鵬新區十大項目開工深大鵬新區十大項目開工

▲民治大道依然是 「民怕大道」 ▲和平路配套的人行道施工成了「半拉子」工程 ▲深圳阪瀾大道修了快3年，卻成了 「斷頭路」

【本報記者方俊明珠海十日電】橫琴開發三年來首個產
業聚集平台 「橫琴金融產業服務基地」一期9日竣工移交，
北京師範大學─香港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UIC）成為首
批入駐機構之一。副校長徐是雄10 日受訪時表示，UIC將
發揮作為首家香港與內地合辦大學的優勢，在橫琴成立 「產
學研金融培訓中心」，為橫琴開發、珠海乃至廣東的產業轉
型升級服務。

徐是雄指出，橫琴 「產學研金融培訓中心」由 UIC 工
商管理學部統籌負責，旨在培訓金融方面的高級人才，並希
望協助珠海從香港引進金融方面的企業、人才到橫琴投資、
開發，目前還正與橫琴新區管委會洽談進一步合作事宜。他
稱，期待通過各專業在橫琴發展，為 UIC 學生在橫琴的各
個方面提供更多的實習機會。

位於十字門中央商務區的 「橫琴金融產業服務基地」，
是橫琴新區首個建成的產業項目，總建築面積達5萬平方米
，一期由11棟現代化建築組成。除了UIC產學研金融培訓
中心外，中國銀行、中國工商銀行、華潤銀行、中國移動、
深圳鏵融股權投資基金管理公司等10家機構成為基地首批
入駐企業，預計今年底將正式開展金融服務、高端人才交流
和培訓等。

香港高校入駐橫琴
設產學研金融培訓中心

▲金融產業服務基地是橫琴新區首個建成的產業項目
方俊明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