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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上海和重庆的房产税试点，因为税基过于狭窄，六年过去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效果。受制于依靠住宅用地的

劣质土地财政，中国城镇住宅市场被扭曲，投资与投机特征明显。中国城镇住房价格不反映城镇消费者的支付能力和财

富状况，不能构成房产税征收依据。房产税会降低城镇住房投资与投机收益，从而直接影响城镇住房供求，影响城镇政府

的土地抵押融资能力和商业银行的土地抵押贷款权益。中国城镇政府需要转变职能，土地财政需要转型，城镇住房价格

需要回归，房产税才能得到有效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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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国发[1986]90号），房产税早在1986年10月1日就在城镇与工

矿区开始征收了，从这个角度说，房产税在中国并非新生事物。不过，根据《条例》第五条规定，个人所有非

营业用的房产免纳房产税。因此，2011年1月28日，上海、重庆对部分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的改革试点，不

过是恢复对个人所有非营业用的房产征税的一种尝试，如果要说新，充其量也就新在这个地方。然而到目

前为止，中国对个人所有非营业用房产的征税依然局限于重庆、上海的试点，很难覆盖全国，似乎对个人所

有非营业用房产征税与对经营性房产征税有很大不同。本文拟从税基角度探讨中国个人所有非营业用房

产征税的两难处境。

一、上海、重庆试点房产税的税基局限性

税基指课税基础，也称计税依据、计税标准，是对征税对象的一种度量，它包括价值量和实物量两类。

评估价格、交易价格等是房产税基的价值标准，建筑面积、住房套数等是房产税基的实物依据。税基制约着

税率的具体形式和使用标准，不过在税率不变的前提下，税基越大，应纳税额越多，反之则反是。根据税基

的定义，上海、重庆的房产税试点在税基上明显存在极大的局限性。

根据《上海市开展对部分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试点的暂行办法》，上海房产税的“征收对象是指本暂行

办法施行之日起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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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新购的二手存量住

房和新建商品住房）和非本市居民家庭在本市新购的住房”，这意味着上海房产税是一种增量住房房产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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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量房产税决定了上海房产税的税基只具有质的代表性，不具有量的代表性。（1）上海的人均居住建筑面积

很低，二手存量住房进入市场交易的规模非常有限。2015年，上海市民人均居住建筑面积24.16平方米[1]，相

当于 2003年全国平均水平[2]，如此低水平的人均居住条件必然极大地限制着上海二手存量住房的交易规

模。（2）作为增量房产的新建商品住房占上海市居住房屋总量比重并不高。2011年，上海市居住房屋55077
万平方米，仅比2010年的52639万平方米增长4.63%[3]，有限的新增居住房屋再次限制了上海市二手存量住

房交易规模。（3）如果考虑到住房投资，上海市二手存量住房交易规模就更小了。据调查，上海市居民家庭

人均居住建筑面积内部差异很大，2015年最高人均建筑面积（129平米）是最低人均建筑面积（2.5平米）的

51.6倍[1]。如此悬殊的居住条件进一步压缩了上海市二手存量住房的交易规模。然而，即便是税基在量上

的代表性已经不足，上海市房产税试点依然通过技术手段进一步削减税基规模。一是直接对计税依据打折

扣。例如上海市试点规定，“房产税暂按应税住房市场交易价格的70%计算缴纳”，如果考虑到房价上涨，折

扣幅度将更大。一是规定税收减免。根据《上海市开展对部分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试点的暂行办法》第六

条，上海市房产税试点减免有以下六种情形：（1）本市居民合并计算的家庭全部住房面积人均不超过 60平
米，新购住房暂免征收房产税；（2）本市居民一年内出售原有唯一住房而新购一套住房的免征房产税，已征

的退还；（3）本市居民子女成年后新购唯一住房的免征房产税；（4）引进人才新购唯一住房的免征房产税；

（5）持有居住证满3年的非居民常住人口新购唯一住房的免征房产税，未满3年的先征后返；（6）政府决定的

其他情形。如果联系上海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人均居住建筑面积远远低于免税面积，考虑到一套住房可以

规避房产税的面积和价格限制，上海市房产税试点的税基规模实际上已经可以忽略不计。税基规模小了，

税收金额当然也小。据相关部门估算，上海市个人所有非营业用房产3年累计征税6亿元[4]，对照动辄上万

亿元的本级财政收入，明显不成比例。表1显示，2011年上海市房产税试点后，当年及以后年份的房产（包括

经营性房产）税收总额增长率并没有特别的增加，房产税占上海市税收收入的比重甚至没有达到房产税试

点前2005—2006年的水平。2016年的数据急剧上升，与其说是房产税试点带来的，不如说是上海市房价暴

涨导致的。从这个角度说，上海市房产税试点对上海经济的影响完全是象征性或心理性的。

表1 上海市房产税试点前后上海房产税总规模

年份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房产税总额（亿元）

34.1043
42.6773
42.8292
52.2231
62.8950
62.3008
73.6625
92.5594
93.0531
99.9503
123.8128
170.9549

房产税增长率（%）

/
25.14
0.36

21.93
20.44
-0.94
18.24
25.65
0.53
7.41

23.87
38.08

税收总规模（亿元）

3523.4416
4141.8454
6470.5330
6557.5384
6675.1724
8003.4253
9595.0067

10409.0013
10922.0119
12083.9512
13989.5054
14666.6151

房产税占上海市税收收入比重（%）

0.97
1.03
0.66
0.80
0.94
0.78
0.77
0.89
0.85
0.83
0.89
1.17

资料来源：上海统计年鉴2015
重庆市房产税试点情形与上海市类似。根据《重庆市个人住房房产税征收管理实施细则》第三章第四

条规定，“个人住房房产税的征收对象为个人拥有的独栋商品住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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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以上的普通住房”，重庆市房产税试点总体上依然是增量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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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因为重庆市的存量独栋商品住宅试点前仅3457套[5]，不足主城区商品住宅总量的1%[6]。与上海相比，重

庆市的房产税试点税基更为狭窄。（1）上海市民人均免税面积为60平米，重庆高达100平米和180平米；（2）
重庆市民新购的普通住房不纳入征税范围，上海不分普通、高档，只要新购且超出免税面积就要交税；（3）重
庆无户籍、无企业、无工作的“三无”个人新购的第一套普通住房不纳入征税范围（2017年开始纳入[7]），上海

在排除引进人才和 3年居住年限后还是纳入的。由于税基更为狭窄，重庆市的房产税征收额更加微不足

道。2011年，重庆市个人所有非营业用房产税征收额1亿元，仅占本级财政收入的0.03%，2012年略有增加，

达到了1.4亿元，[8]占本级财政收入的比重依然可以忽略不计。问题的关键在于，既然成效不明显，上海、重

庆坚持房产税试点的价值究竟在哪里？摸索经验之说显然不能解释，沪渝试点长达6年，不要说推广全国，

即便是沪渝房产税试点由增量扩展到存量本身，也依然遥遥无期。

二、土地财政依赖是上海、重庆房产税试点的基本原因

土地财政依赖虽然是中国城镇高房价迟来的真相[9]，但是毕竟已经成为中国城镇房地产研究的主流[10~11]，

当然其间也不可避免夹杂着土地财政收入统计口径的细枝末节争论[12]。根据收入方式的不同，土地财政分

为两种，一种是增量土地财政，一种是存量土地财政。增量土地财政的典型表现形式是土地出让金，存量土

地财政的典型表现形式是房产税。在中国城镇，获得土地出让金就必须出让土地使用权，就必须增加城镇

土地的供应，就必须有持续的工商业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因为只有工商业在城镇的集中才会有人口在城

镇的集中。因此，即使工商业用地不能像居住用地那样给城镇政府带来巨额的土地出让金，城镇政府依然

不遗余力地招商引资。然而，伴随着中国城镇经济的长足发展，工商业和人口的城镇化浪潮逐渐出现衰竭

的迹象。（1）不管未来走势是L型还是V型，2007年以来国民经济增长速度逐渐下滑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高达14.2%，随后开始一路走低，尽管其间由于2008
年的宏观调控有所反复，但总的下降趋势一直保持到2015年的6.9%，且至今不见反弹。经济走弱意味着工

商业和人口在城镇的集聚动能下降，中国城镇的外延扩张将逐渐让位于内涵提升。（2）城镇经济的发展不能

有效地接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形成了规模庞大的中国农民工现象。农民工是中国国情的产物。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全国年度统计公报，2010年以来进城农民工的绝对数量虽然仍有增加，但增长

率每况愈下（见表2）。来源日渐枯竭的农民工预示着中国城镇的外延扩张更为艰难。（3）以高库存为代表的

城镇政府卖地难已经越来越严重了。表3显示，2004年以来，作为土地出让金主要来源的国有建设用地中，

招拍挂土地出让无论是面积还是金额都已经过了巅峰期，城镇住宅地价的上涨幅度也越来越小，这与其说

中国城镇化的土地需求在下降，不如说中国城镇化的土地购买力在下降。以贵阳为代表[13]，中国城镇政府普

遍出现了以卖房难为体现的卖地难。（3）以去库存为核心内容的中央政府房地产宏观调控不但越来越不得

人心，而且成效也越来越差。2003年，针对城镇住宅市场价格的飙升，中央政府首次进行宏观调控，然而结

果是住宅市场价格以更大的幅度报复性上涨。自那以后，中央政府的每次住宅市场宏观调控几乎都是住房

价格上涨的代名词。中国住宅市场宏观调控目标与结果的一次次背离只能证明，中国住宅市场以涨价去库

存为核心内容的宏观调控是不得人心的。事实上，以2015—2016年最新一轮去库存政策导致的城镇房价暴

涨为例，城镇去库存效果最明显的是库存并不严重的沿海和东部一二线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相反，库存严重

的内陆和中西部三四线城市并没有达到去库存的核心目标[14]。（4）整个社会对城镇高房价的忍耐已经到了极

限。依靠房价上涨去库存效果不彰，却带来了更严重的城镇住房问题，即城镇住房困难夹心层规模迅速扩

大，以至于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措施不得不再次出台以中断正在上涨的房地产市场价格[15]，给人一种政策失

控、出尔反尔的感觉。在这种情况下，增量土地财政已经走到了尽头，增量土地财政向存量土地财政转变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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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大势所趋，中国城镇必须恢复开征个人拥有非营业用的房产税。

表2 2010—2015年末中国农民工规模与增长率

年末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农民工规模（万人）

24223
25278
26261
26894
27395
27747

年度增长率（%）

5.4
4.4
3.9
2.4
1.9
1.3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

表3 中国城镇历年国有建设用地招拍挂土地出让面积、金额和住宅地价

年份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国有建设用地招拍挂

土地出让面积（万公顷）

5.21
5.72
6.65
11.53
13.36

17.5（大约数）

25.73
30.47

29.5（大约数）

33.88
25.15
20.44

国有建设用地招拍挂

土地出让金额（亿元）

0.33
0.39
0.55

1.00（大约数）

0.92（大约数）

1.5（大约数）

2.6
3.02

2.5（大约数）

4.04
3.18
2.86

四季度末全国105个主要监测

城市住宅地价（元/平方米）

/
/
/
/
/
/

4244
4518
4620
5033
5277
5484

住宅地价同

比增长（%）

/
/
/
/
/
/
11
6.6
2.3
8.95
4.8
3.9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

三、劣质土地财政决定了城镇房产税试点的税基狭窄

中国城镇土地财政，一方面要由土地出让金过渡到房产税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沪渝房产税试点又受

制于税基狭窄，导致沪渝房产税试点成效不彰，难以推广，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城镇土地财政的内在缺

陷。中国城镇土地实行国有制，在每一个经济效应集聚的区域内，地方政府都是土地所有权的唯一行使人，

这固然有利于城镇土地出让金的最大化，但也使得城镇住宅市场变为供给单方面垄断市场，价格高、规模小

成为中国城镇住宅市场的典型特征。当前政府努力维持城镇住宅市场的价格，等于变相地否认中国城镇住

宅价格泡沫的严重存在[16]。然而，我们只要稍微具备经济学常识，就不难发现，即便是近代工业的劳动效率

也是高于传统农业的，因此只要农村农民流向有就业机会的现代城市，就不存在所谓能不能融入城市的问

题。我们不能否认当代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城市贫民和贫民窟的存在，但那是因为这些国家和城市没有

足够的就业机会，造成这些贫民无业可就。中国规模庞大的农民工，一方面在城镇是有工作的，另一方面他

们又缺乏在城市安家的经济条件，其中以高昂房价为代表的政府公共服务的缺乏最为突出。在这种情况

下，我们否认中国城镇房价的严重泡沫，显然不是实事求是的。至于政府供地计划屡屡不能完成，为避免住

宅用地招拍挂流标选择内定中标的潜规则，中国城镇房价收入比远高于合理水平，在欧美有效的住房保障

制度却在中国滋生了规模庞大的住房困难夹心层（上夹心层和下夹心层）等等至少都能佐证中国城镇住宅

市场的垄断特征。当城镇住宅市场的总规模严重偏小时，房产税的税基当然怎么也不可能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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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城镇住宅的垄断价格严重扰乱了城镇住宅市场秩序，使得城镇房产税的征收

失去了客观的标准。（1）普通住宅的价格本来是劳动力价格的基本组成部分，不属于剩余，但在出现溢价之

后，房产税征收将出现两难困境。如果不征收，这种溢价一旦变现，就是实实在在的收益，从而违背了受益

原则；如果征收，这种溢价不过是纸上财富，可能的收益，普通消费者本身是没有这笔支出的，从而又违背了

支付能力原则。（2）普通住宅的刚需特征迫使普通消费者通过融资满足自己的居住需求，鉴于融资的本质是

提早消费，未来是要通过消费者的劳动力价值变现偿还的，因此普通消费者购买普通住宅所背负的债务是

真实存在的，普通住宅价格缩水意味着普通消费者劳动力价值的实现出现损失，这反过来要求普通住宅的

价格上涨必须刚性。（3）城镇政府与乡村集体的博弈使得农村土地征用价格也出现溢价。虽然相对城镇政

府而言，乡村集体的市场力量弱小，但在城镇政府经营土地暴利的诱惑下，乡村集体会联合起来与城镇政府

博弈，从而推高农村土地征用价格。当农村土地征用价格提高时，城镇住宅价格的上涨动力会更为强劲。

（4）普通住宅的价格不断上涨会推动优质住宅价格也不断上涨。在规范的城镇住宅市场上，普通住宅和优

质住宅的价格差异主要是普通住宅用地和优质住宅用地的级差地租差异。当普通住宅用地包括垄断地租

在内的绝对地租上涨从而推动普通住宅价格上涨时，它也会以同样的幅度推动优质住宅价格上涨，但级差

地租差异导致的普通住宅与优质住宅之间的价格差异是不变的。（5）整体不断上涨的住宅价格使住宅投资

与投机成为中国城镇住宅市场的主流。如果说集聚效应形成的级差地租推动城镇优质住宅价格上涨只会

引发城镇优质住宅投资行为的话，政府垄断形成的绝对地租推动城镇普通住宅价格上涨则会掀起城镇普通

住宅投机狂潮，因为它扭曲了中国的资本市场，使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成为资本洼地，成为无风险高收益的最

佳场所。（6）房产税有效征收将使中国城镇住宅投资者和投机者利益受损，从而使城镇住宅市场价格出现断

崖式的下跌。房产税征收影响的主要不是城镇消费者，而是城镇房地产投资者和投机者。房产税征收会削

弱房地产的收益能力，迫使这些投资者和投机者抛盘，当城镇住房价格整体下跌时，固然会影响城镇普通消

费者的纸上财富，但更会实质性地影响通过住房和土地抵押融资的城镇政府和商业银行。因为相对于土地

价格泡沫破灭带来的债权损失，不要说没有资本金的城镇政府，就是财大气粗的商业银行和房地产开发商

的资本金也难以弥补。这种远景显然不是热望房产税巨额收益的城镇政府期望的。城镇政府希望的房产

税征收都是以房地产价格稳定为前提的。也正因为如此，尽管房产税试点征收似有实无，上海市依然宣布

房产税试点取得了成功[17]。

四、土地生产要素化是房产税试点成功的前提

也许房产税对土地出让金的替代程度可以讨论，但房产税对土地出让金根本不能替代显然说明中国房

产税试点出了问题，毕竟房产税的征收理论上符合支付能力原则和受益原则，实践上也有先例可循[18]。客观

地说，城镇政府从土地出让金为主过渡到房产税为主是符合土地财政发展的内在规律的。（1）城镇的地理扩

张是经济工业化和人口城镇化的必要条件。近代以来，特别是解决产业发展动力源泉以后，工业化不是在

原有城镇的基础上进行，就是产生新的城镇，与此同时也将大量的劳动力吸引到城镇，从而迫使城镇首先以

地理扩张满足经济工业化和人口城镇化的需要。（2）政府的公共财政职能决定了政府参与城镇经济活动及

其收入分配的必要性，土地也不例外。阶级社会以来，政府财政的国家职能与公共职能就是既对立又统一

的，差别不过是谁占主导地位的问题。市场经济时代，政府的公共财政职能大为增强，对经济活动及其收入

分配的参与也大大增加，政府参与土地经济及其收益分配不过是其中一个很小的部分而已。（3）政府获取土

地出让金是政府在土地经济活动中行使土地所有权的结果。市场经济分配的基本原则是按生产要素分配，

谁拥有生产要素，谁就有权参与生产结果的分配。土地是生产的基本要素，当土地归国家所有时，政府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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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获取土地的收益——地租。当然，在土地私有的国家，政府是不能获得土地出让金的。（4）当政府以管

理者身份参与经济活动时，既可以对经济活动的过程征税，也可以对经济活动的结果征税。如果说房产税

是政府对土地经济活动结果的征税，耕地占用税、城市建设维护费等则是政府对土地经济活动过程的征

税。（5）当城乡经济、区域经济达到平衡时，城镇的地理扩张将让位于品质提升，此时政府对土地经济活动的

结果征税将占据主导地位，无论城镇土地是国有还是私有。因此，中国城镇政府开征包括个人所有非营业

用房的房产税，逻辑上是没有问题的。

中国城镇政府征收房产税的问题在于，是应收尽收还是想征收多少房产税就征收多少房产税。现有研

究已经表明，中国城镇政府的土地财政依赖与分税制没有必然的关联[19]，甚至也不是地方财政缺钱的结果，

中国城镇政府的土地财政依赖与中国城镇政府的投资冲动有关[20]。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本来是一个审

慎的行为，冲动投资显然是非效率的，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苏联70年的兴亡史也告诉我们，政府完全主导

的投资能取得成功，但这种成功是暂时的，是有条件的，其最终的失败则是必然的。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不仅仅是要发展非国有制经济，更是要将国有经济包括政府投资置于市场的监督下，以尽可能提高其

运行效率。中国城镇政府的冲动投资虽然是低效率的非市场行为，但也反映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换句

话说，只要政治体制改革到位，至少能在很大程度上杜绝毫无效率的投资冲动，从而可以摆脱目前严重的土

地财政依赖。从这个意义上讲，遵循房地产业的发展规律，房产税该征则征，应收尽收，不仅是中国土地财

政从土地出让金向房产税过渡的需要，也是中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城镇政府转型的需要，因此不能将

土地出让金的规模作为城镇政府征收房产税的决定依据。过去，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已经让中国城镇土地财

政畸形发展，土地出让金规模过大，社会公众的基本居住权益遭到严重损害，如果在过渡到房产税后继续这

种恶劣现象，中国社会的稳定将遭受严重威胁。原因很简单，一个国家，既能通过推高房价实现土地出让金

收入最大化，又能保障老百姓的基本居住权益，这种皆大欢喜的结局无论如何也是违背经济学基本常识

的。从这个角度说，中国城镇成功征收房产税好事多磨，反而是有益的。中国城镇政府成功试点房产税，必

须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促进房地产业的有效竞争，矫正失衡的中国城镇房地产市场特别是住宅市场，

当前的关键是如果不能改变城镇土地完全垄断的国有制，也要采取必要的措施保证土地的供求数量维持一

个均衡的价格水平，实现城镇土地的生产要素化。

五、城镇土地制度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

完全竞争模型效率最高是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常识，打破垄断促进竞争是各国政府提高经济效率的基本

政策。对照完全竞争模型，中国城镇住宅市场垄断最严重的无疑是城镇政府对投入品——城镇土地供给的

垄断，这种垄断力量甚至延伸到制成品——住房的供给。打破城镇政府对土地的垄断供给，理论上有两种

方法，一是直接增加供给来源和供给主体，如乡村集体土地与城镇国有土地同权入市，通过竞争性供给将供

给数量和供给价格稳定在均衡水平上，一是规定竞争性价格为供给价格，通过刚性化居住需求迫使城镇政

府将竞争性供给数量规定为实际供给数量。

受制于城镇土地国有制的法律规定，以及现有城镇住房的产权衍生于城镇政府，允许乡村集体与城镇

政府竞争土地供给，往往是长远但更为根本的措施。1998年城镇住房体制全面改革以来，中国城镇住房价

格就一直是农民市民化和城镇住房问题得到较好解决的拦路虎，城镇住房价格始终以垄断高价为基本特

征。这意味着城镇住房问题不仅仅是供给侧的经济问题，更是供给侧的政治问题，亟须政治体制改革加以

配合，因此短时间内乡村集体还无法与城镇政府竞争供给土地。然而，与个人相比较，乡村集体不仅具有力

量优势，还具有体制优势，乡村集体比独立自然人更容易获得政策允许供给土地。从这个角度看，虽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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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乡村集体终将是中国城镇住房回归竞争性价格的基本力量。

短期内比较可行的是，规定竞争性价格为城镇政府的土地供给价格，迫使城镇政府增加土地供给量。

所谓竞争性价格，就是农用的乡村集体土地转变为工商业用的城镇国有土地的价格。为了解决土地投资和

住房建设的问题，城镇政府可以制定规划和标准，资金筹集和项目招标等执行问题则交给土地使用者，政府

仅仅起协调和监督执行作用。通过这种途径形成的土地价格，由于不含垄断因素，就是典型的竞争性价

格。城镇政府以这种竞争性价格为基础，向刚性居住需求的城镇消费者供给土地和住房，自然也就从根本

上消除了城镇政府垄断土地价格的制度基础，这对于消解当前中国城镇住房的政策性价格泡沫将起到釜底

抽薪的作用。客观地说，作为行政主导的市场经济，中国城镇政府的权力虽然大，但毕竟来自于中央政府的

授权，中央政府既有能力也有义务矫正偏离正确轨道的地方政府劣质土地财政行为。当政策性价格泡沫消

除以后，城镇政府不再受劣质土地财政利益的制约，土地制度的改革将事半功倍。

城镇土地生产要素化，无论是采用哪一种方法，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推动政府职能转变都是不可

缺少的内容。无数的实践已经证明，市场机制是优化经济资源配置的基础，政府无法取代市场，只能对市场

发挥补充、服务作用。城镇土地国有制本身没有错，但简单化为城镇政府经营管理国有土地，就会形成城镇

高度垄断的土地市场，特别是住房市场，最终严重阻碍城镇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市场经

济中，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政府也是一个经济主体，具有经济人的一切属性，依托住宅用地的劣质土地

财政经年不衰已经清楚地表明政府包括城镇地方政府自身转型的艰巨性。我们应该充分发展和发挥社会

主义民主，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原动力，加强对各级政府的监督和制约，促使各级政府忠实地履

行市场经济的服务功能、补充功能，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机制发展生产力的作用。

六、政策与结论

房产税取代土地出让金，既是中国城镇土地财政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城镇财税改革的大方向。

上海和重庆的房产税试点开始于2011年，至今停留于形式，没有实际效果，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城镇扭曲的住

宅市场。受劣质土地财政的影响，中国城镇住房市场是典型的投资和投机市场，城镇住房价格不是城镇消

费者支付能力和财富的体现，不能作为房产税征收的客观依据；另一方面，房产税的征收只会影响城镇住宅

投资和投机的收益，导致城镇住宅价格整体下滑，连带影响城镇政府的土地抵押融资能力和商业银行的土

地抵押贷款权益，这是中国城镇房产税试点多年后仍难以推行的基本原因。有效推进中国城镇房产税，必

须实现城镇土地财政的转型，必须矫正城镇扭曲的住宅市场，必须推进中国城镇政府的职能转变，否则城镇

房产税会因为对土地出让金的替代能力有限更加难以推广。受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影响，中国城镇的劣质

土地财政猖獗十多年，对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产生了难以估计的消极影响，现在已经到了正本清源的时候

了，劣质土地财政必须给良性的房产税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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