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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征收城镇住宅税虽然是大势所趋袁何时征

收却是一个老话题遥 [1]上海尧重庆住宅税试点开始于

2011 年袁但中国住宅税法至今是只听楼梯响袁不见

人下来袁不言而喻中国住宅税全面征收的时间节点

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遥 中国城镇住宅税长期议而不

决袁只能说明中国全面征收住宅税袁仍有一些重大

问题需要加以厘清遥
一尧增量土地财政难以为继是中国城镇住宅税

出台的基本原因

1998 年中国城镇住房制度全面改革以来袁城镇

地方政府迅速找到了一条发财致富的捷径要要要增

量土地财政遥 由于中国城镇土地是国有的袁而乡村

土地是集体所有的袁城镇地方政府可以充当城乡之

间的土地买卖中介袁当城乡土地价格存在必要的差

距时袁 充当城乡土地买卖中介就能产生经济利益袁
并且城乡土地买卖规模越大袁这种收益就越多遥 据

统计袁2003 年以来中国城镇地方政府确实获取了巨

额的城乡土地买卖中介收入遥 表 1 显示袁2003 年中

国城镇地方政府出让国有建设用地出让合同总价

格不过 0.524 万亿元袁 但 2007 年迅速攀升至 1.276
万亿元袁2011 年达到 3.14 万亿元袁2013 年更达到

4.2 万亿元遥相对于 2013 年全国公共财政收入 12.91
万亿元和地方本级财政收入 6.897 万亿元袁淤中国城

镇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规模不可谓不可观遥 如

果考虑到土地出让收入几乎全额归城镇地方政府支

配的现有政策袁 土地出让收入对城镇地方政府的重

要性又进一步提高了遥 尽管由于缺少精确的数据我

们不能说袁 土地出让收入就是土地买卖中介的净收

入袁 但层出不穷的农村征地暴力和屡禁不止的小产

权房昭示袁城乡土地价格差距不是一般的大袁城镇地

方政府净收入渊包含官员寻租冤应该占土地出让收入

相当高的比例遥另一方面袁即使城镇地方政府净收入

很少袁 巨额的土地出让总收入也是城镇地方政府自

己花出去的袁 因此增加的不仅仅是城镇地方政府的

可支配财力袁 更重要的是形成了固化的利益群体和

利益关系袁从而增强了城镇地方政府的支出刚性遥这
种支出刚性也许与地方分税制改革不彻底有关袁[2]却
要求城镇地方政府必须保持土地出让收入规模的可

持续性袁否则城镇地方政府的运行就会出现停滞遥
然而袁回过头来看袁中国城镇地方政府的这种增

量土地财政明显具有不可持续性遥一方面袁土地城镇

化以城镇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为前提遥 城镇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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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03要2014年中国城镇出让国有建设用地出让合同总价格

年份 出让合同总价格

渊万亿元冤
年份 出让合同总价格

渊万亿元冤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0.524
0.589
0.551
0.768
1.276
0.974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1.59
2.7
3.15
2.69
4.2
3.34

数据来源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历年中国国土资源公报遥
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意味着经济扩张袁只有经济扩张

呈现外延式袁需要增加土地投入时袁土地城镇化才

能实现遥 因此袁即使撇开城镇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

的极限和高低起伏不论袁也不能避免土地的城镇化

陷入低潮遥 2007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达到

阶段性高峰的 14.2%袁 然后开始逐年下降袁2015 年

已经低达 6.9%袁 并且短期还看不到探底回升的迹

象遥 于在这个过程中袁中国城镇土地的扩围显然会受

到限制袁继续维持甚至扩大土地出让收入的增幅并

不现实遥 另一方面袁土地城镇化离不开人口城镇化

的重要支撑遥 服务于生产的需要固然应该置于土地

城镇化目标的第一位袁服务于生活的需要同样是土

地城镇化不可缺少的重要目的袁因此土地城镇化也

需要人口的持续城镇化遥然而袁2014 年末袁全国就业

人员 77253 万人中袁 在城镇就业的已经达到 39310
万人袁比重高达 50.88%遥盂虽然相对于发达国家和一

些发展中国家袁中国的这一比重仍有很大的提高潜

力遥 但考虑到 27395 万的农民工总量和 16821 万的

外出农民工无法真正融入城市袁中国人口城镇化带

来的土地城镇化潜力其实已经非常有限遥 当中国城

镇经济无法接纳更多的外来人口城镇化袁中国城镇

土地的扩展自然受限袁中国城镇地方政府的增量土

地财政不可持续也就无法避免了遥 2007 年以来袁为
了刺激经济袁中国各级政府不遗余力袁采取各种措

施刺激城镇住房需求袁减少城镇住房库存袁从而为

土地城镇化规模和城镇化土地价格拓展空间袁这恰

恰是中国增量土地财政难以为继的最佳反映遥 尤为

典型的是袁辽宁沈阳居然推出了昙花一现的野零首

付冶政策袁这进一步凸显了中国地方政府增量土地

财政转型的必要遥 榆当然袁我们不能排除由于特殊的

政策原因袁中国城镇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在以

后某个时间点还会暴涨袁但这种暴涨在现有经济和

政治环境不变的前提下肯定不是中国城镇经济和

社会发展自然而然的体现和需求袁肯定是以中国国

民经济的总量和结构进一步扭曲为代价的袁因而不

能视为常态遥
二尧对土地出让收入的可替代性是中国城镇住

宅税出台的直接动力

当增量土地财政难以为继时袁 根据国际惯例袁
存量土地财政自然走向前台袁这就是城镇住宅税遥 [3]

然而袁住宅税何时出台袁则取决于住宅税对土地出

让收入的替代能力遥 换句话说袁住宅税对土地出让

收入的替代能力越强袁住宅税出台越容易袁住宅税

出台时间也越早袁反之亦然遥 联系中国实际袁我们会

令人困惑地发现袁与发达国家不同袁尽管增量土地

财政已经难以为继袁中国城镇住宅税距离替代土地

出让金还是很遥远遥 研究表明袁2012 年中国房产税

收入为 1372.49 亿元袁 加上城镇土地使用税收入

1541.72 亿元袁 两者合计占地方本级财政收入的比

重仅为 4.77%袁 这远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许多

国家的比例袁如美国为 80%袁加拿大为 84%袁英国为

93%袁澳大利亚为 99.6%袁从而与地方政府的主体税

种根本不搭界遥 即使考虑展开住宅税试点的上海和

重庆袁这一结论依然有效遥 [2]这大概也是中国城镇住

宅税迟迟难以正式出台的根本原因遥
理论上看袁一个国家存量土地财政难以替代增

量土地财政只有两种可能袁一种可能是增量土地财

政先天不足袁导致存量住宅规模还不够大袁体系还

不够完整袁 城镇住宅市场有待于进一步发展和发

育袁这是属于基本面的经济原因袁是客观的尧不能改

变的曰另一种可能是政府与居民不能达成住宅税共

识袁导致政府不能征收袁居民不愿交纳袁这是属于技

术面的政治原因袁是主观的尧可以改变的遥 中国城镇

住宅税难以有效替代土地出让收入袁可能两方面的

原因都有遥
中国现有的增量土地财政缺乏公平与效率袁被

称为劣质土地财政袁已经众所周知遥 [4]概括地说就

是袁借助城镇土地国有制和乡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

法规安排袁中国地方政府获得了双向的市场完全垄

断地位袁即作为完全垄断买方可以以垄断低价购买

寡头垄断卖方要乡村的集体土地袁然后又作为完全

垄断卖方以垄断高价出售给垄断竞争的房地产开

发商或完全竞争的房地产需求者遥 尽管政策规定城

镇征用农村土地似乎充满人文关怀袁但农村土地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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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建立在农用价值的基础上决定了任何一次征用

土地都是城镇对农村赤裸裸的经济掠夺遥 [5]而招拍

挂的土地出让市场机制无论怎样完善袁都不过是在

土地出让规模既定的前提下将完全垄断价格推得

尽可能高而已袁 甚至实际价格低于意愿价格时袁中
国地方政府宁可减少预定的土地出让数量袁也要确

保土地出让价格一路走高遥 这也就不难理解袁由于

住房用地供应计划屡屡不能如期完成袁而且和实际

供地规模差距太大袁2014 年国土资源部不得不暂停

发布实施 4 年之久的全国住房用地供应计划袁改由

地方自行公布各省的供地计划遥 虞当土地价格被垄

断推升时袁城镇住宅价格必然一路上涨遥 如果市场

购买力不变袁城镇住宅的发展规模肯定受限袁中国

就不可能发育出体系完整的城镇住宅市场遥 例如袁
2015 年末上海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 35.5 平

方米袁折合人均住房居住面积 18.1 平方米袁与人均

住房建筑面积低于 15 平方米即可申请经济适用房

的保障标准相比袁上海的住房市场显然远未达到充

分发展的水平袁基本停留在初步发展的阶段袁那么

中国城镇住宅市场的整体发展水平也就可想而知

了遥 愚希望通过对残缺不全的城镇住宅市场征税袁以
此替代还处于上升阶段的土地出让收入袁这在中国

显然是不现实的遥
居民与政府难以达成城镇住宅税共识估计是

劣质土地财政的另一个恶果遥 土地城镇化过程中袁
城镇化土地主体应该是边缘土地袁价格应该是边际

价格袁即使出于政策目的袁城镇化土地的价格也不

应该离边际价格太远袁这不仅是因为任何一个地方

政府都不可能有足够的财力弥补由此造成的效率

损失袁 更重要的是这会扭曲整个地区的资源配置袁
从而对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产生极为消极的影响遥
然而中国城镇土地的出让收入不仅基本由城镇消

费者来承担袁中国城镇生产者利用土地的政策优惠

成本甚至也部分转嫁给了城镇消费者遥 以 2014 年

为例袁第四季度末中国 105 个主要监测城市综合地

价尧商服地价尧住宅地价和工业地价分别为 3522 元/
平方米尧6552 元/平方米尧5277 元/平方米和 742 元/
平方米袁住宅地价与商服地价相差不大袁但等于工

业地价的 7 倍袁这一方面说明中国城镇住宅地价高

得不正常袁另一方面说明中国城镇工业地价低得不

正常遥再看土地供应结构袁当年住宅用地供应渊16.7%冤
相当于商服用地供应渊8.1%冤的 2 倍多袁由于土地出

让收入不正常地依赖住宅用地袁中国城镇住宅价格

实际上被严重泡沫化了遥 舆即不考虑市场价格泡沫袁
中国城镇住宅袁不分优质住宅和普通住宅袁都存在

着极为畸形的政策性价格泡沫遥 [4]当普通住宅被豪

宅化袁住宅价格与价值背离袁是否征收住宅税自然

也就失去了客观的判断标准袁居民不愿缴纳住宅税尧
政府推广住宅税寸步难行也就可想而知了遥

劣质土地财政扭曲了资源配置袁使中国城镇住

宅市场发展程度低袁体系不完整袁层次不分明袁规模

体量偏小袁中国城镇住宅税对土地出让收入的替代

能力因此也大大下降袁这从根本上抑制了中国城镇

住宅税的正式出台遥 要改变这种现状袁只能从改变

劣质土地财政袁从纠偏中国城镇住宅市场入手遥
三尧发展壮大城镇住宅市场是中国城镇住宅税

出台的经济基础

中国土地财政转型的核心是改变目前城镇普

通住宅消费的强制性特征袁更多地反映城镇住宅消

费的主动性尧自愿性遥 人类社会产生以来袁住宅虽然

也承担一定的生产职能袁但它主要还是人们不可或

缺的生活必需品遥 住宅的有无与好坏袁不仅在很大

程度上决定一个人劳动效率的高低袁甚至能决定一

个人最终愿不愿意提供劳动遥 近代工业革命及其技

术进步虽然总体上将住宅的生产职能分离出去袁将
一部分生活职能也分离出去袁但这并没有改变住宅

作为生活必需品的基本特征袁以此为基础袁优质住

宅甚至成为保值增值的重要手段遥 伴随着住宅重要

性的提升袁住宅已经成为许多个人及其家庭自主决

策的最主要对象遥 在这种情况下袁每个个人和家庭

对住宅都有最低限度的需要袁在基本需要得到满足

以后袁人们会进一步考虑享受尧投资等其它因素酌

情增加住宅的购买袁从而形成住宅需求的刚性和弹

性遥 换句话说袁在住宅需求的刚性范围内袁家庭和个

人会不惜损害劳动力的扩大再生产来满足自己基

本的居住需求袁 只有进入住宅需求的弹性空间内袁
住宅的需求与收入能力才会呈现明显的相关性遥 劣

质土地财政的要害在于袁 利用人们的住宅需求刚

性袁使人们在满足基本居住需求时就付出过高的代

价袁消费者的劳动力再生产因此陷入紊乱袁消费者

的基本居住需求不仅不能完全展现袁消费者的弹性

居住需求还在很大程度上消失袁从而既不利于体现

生产的最终目的袁也不利于生产发展本身遥 土地财

政转型必须体现住宅需求的自主特征袁改变基本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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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需求垄断高价的现状袁从而将人们的住宅需求弹

性尽可能体现出来袁实现中国城镇住宅市场均衡状

态的回归遥
在充分竞争的前提下袁中国城镇住宅市场均衡

状态的回归不仅指城乡土地市场的一体化袁还包括

城镇普通住宅和优质住宅价格形成的市场化遥 这是

因为中国城镇住宅价格的垄断首先是城乡土地转

换的垄断袁其次才是中国城镇土地供给的垄断遥 历

史上看袁特别是近现代以来袁城镇经济的发展首先

是城镇工商业的发展和人口在城镇的集中袁其次才

是乡村土地的城市化遥 换句话说袁城镇工商业发展

是主要因素袁人口在城镇的集中是次要因素袁但它

们都是主动因素袁 乡村土地的城市化则是被动因

素遥 尽管因为城镇土地的利用效率远远高于农村袁
乡村土地城市化的要价可以远远高于乡村土地农

用的市场价值袁但乡村土地以什么样的价格和规模

参与城镇经济活动必须完全服务于城镇经济活动

的需要袁否则乡村土地就会被排斥在城镇经济活动

之外袁最极端的形式就是城镇经济活动放缓或衰退

以阻止乡村土地城市化进程的正常进行遥 2007 年以

来中国国民经济活动逐步进入低谷袁可能反映的正

是这样一个事实袁中国劣质的增量土地财政不但没

有惠及野三农冶袁反而使得中国城镇经济的发展趋向

恶化遥 因此袁中国城乡土地的转换节奏必须适应中

国城镇经济发展和人口聚集的需要袁即不能用限制

城乡土地转换来限制人口的地理集中袁否则很可能

人口的地理集中没有限制住袁城镇经济的活力反而

被扼杀了遥 当然袁限制人口的地理集中如果只是限

制城乡土地转换的借口袁则中国的劣质增量土地财

政性质就更为恶劣了遥 在解决了城乡土地自由转换

的问题后袁解决城镇土地供给的垄断问题难度就小

多了遥 这是因为城镇经济越发展袁人口在城镇越集

中袁城乡土地市场价格差距越大袁城乡土地转换规

模越大袁即使不考虑其他因素袁地方政府垄断城镇

土地供给的储备成本也会越高袁从而使得地方政府

垄断城镇土地供给的积极性大大降低遥 需要注意的

是袁地方政府垄断城镇土地供给的理由往往是利用

政策优惠招商引资尧发展经济袁或者是补偿土地投

资成本袁或者是保护耕地尧节约土地利用袁实际上它

们都是站不住脚的遥 一是农用土地改为工商业用

地袁本身就是极大的政策优惠袁那些过度优惠的成

本应该由政府承担而不是由城镇消费者承担曰二是

土地投资会带来土地增值袁由此收回成本应该是没

有任何问题的袁因此土地投资的成本同样无需由城

镇消费者承担曰三是人口在城镇的集中本身意味着

农村土地滥用的减少袁农村生态得到恢复袁农村土

地承载人口的数量减少和能力提高袁因此限制城镇

土地供给能保护耕地尧节约土地利用遥 即使在人多

地少的日本袁城镇土地供给不足袁也被认为理由是

站不住脚的遥 [6]中国城镇地方政府需要做的应该是

限制城镇土地需求袁特别是城镇住宅用地和住宅的

需求袁以把城镇住宅用地价格特别是普通住宅用地

价格维持在生产价格的水平上袁而不是限制城镇土

地供给尧刺激城镇土地需求从而把城镇土地价格尽

可能推高袁后者恰恰是过去十多年来中国城镇政府

甚至中央政府一以贯之的宏观政策追求目标遥 当普

通住宅价格反映为稳定的生产价格时袁优质住宅价

格必然是反映享受和投资需求的市场弹性价格袁则
城镇消费者住宅需求的主动性和支付能力就会在

住宅市场上充分体现出来袁根据住宅的优劣征收住

宅税也就成为公平而可行的地方政府行为了遥 根据

这个标准可以断言袁未来数十年袁中国城镇住宅市

场还有一个大发展的过程袁以普通住宅为主体的增

量土地财政潜力还很大袁同时以老城旧区改造为主

要表现形式的存量土地财政也会蓬勃兴起袁中国城

镇住宅税替代土地出让收入的主导地位将可以是

一个平和的尧自然的过程遥
四尧劣质土地财政的既得利益阶层是中国土地

财政成功转型的最大阻力

充分挖掘增量土地财政潜力袁壮大中国城镇住

宅市场特别是普通住宅市场袁可以为中国城镇住宅

税的全面开征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袁却可能遭遇中

国社会既得利益阶层的强烈抵制袁原因在于劣质土

地财政制造了严重的政策性价格泡沫袁以发展壮大

中国城镇普通住宅市场为主要内容的土地财政转

型会刺破这种泡沫袁从而使得中国一大批城镇住宅

投资者与投机者的房产财富缩水或化为乌有遥
种种迹象表明袁中国城镇住宅的政策性价格泡

沫是非常坚硬的遥 一方面袁2003 年以来中国住宅市

场宏观调控的结果都是推动城镇普通住宅价格的

稳步上涨遥 在中国袁降低房价已经成为一个令人麻

木的口号遥 政府为了推动房价上涨袁有些手段是公

开的袁如增加住房消费的信贷杠杆尧减少住房购买

的限制性条件袁有些手段则是秘而不宣的袁如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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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供应尧打击房地产开发商的降价行为尧限制住

房销售许可证的发放袁最终的结果是每一轮住宅市

场宏观调控都实现了住房市场价格不同程度的上

涨遥另一方面袁伴随着日益严重的住房问题袁1998 年

以来的中国城镇住房保障制度一直没有落到实处遥
劣质土地财政本来就是与住房保障相冲突的袁然而

即便是有胜于无的保障性住房也是要么不建袁要么

建了以后或者因为交通不配套闲置袁或者因为租金

市场化闲置袁或者向非保障对象渊政府官员尧引进人

才尧大型国企冤倾斜袁真正针对经济困难人群的住房

保障充其量发挥着点缀作用遥 住房保障制度的缺失

有利于将住房困难人群强制驱赶到住宅市场上袁但
劣质土地财政依然在中国城镇住宅市场上造成了

前所未有的奇观袁一边是价格高高在上的商品住房

积压袁严重影响到政府土地的持续出售袁去库存不

再是企业行为袁 反而变成了中央政府的战略性任

务袁另一边是以农民工为代表的城镇移民越来越难

全面融入城市生活袁不得不成为候鸟式的长期流动

人口遥 面对越来越高的居住成本袁2015 年的上海也

出现了外来常住人口的负增长遥 余管中窥豹袁略见一

斑遥 在这种背景下袁中国国民经济活力出现整体上

的衰退也就不难理解了遥
从增量土地财政的运行过程看袁中国各级政府

渊从中央到地方袁特别是地方冤无疑是中国劣质土地

财政的最大既得利益者遥 这是因为城镇土地出让收

入袁无论是总收入还是净收入袁都是归地方政府支

配的袁 地方政府是城镇土地出让金最直接的受益

者遥 考虑到分税制的不彻底性袁地方政府的支出刚

性实际上是由中央政府造成的袁减少了中央政府的

预算赤字袁因此中央政府实际上也是劣质土地财政

的受益者袁否则难以理解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劣质

土地财政的理解和配合行为了遥 [2]乡村总体上而言

是劣质土地财政的受害者袁但很多乡村行政人员可

以利用乡村土地的集体所有权与城镇政府激烈博

弈袁从而获得大量租金袁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既

得利益者袁这可以从近期很多村官腐败案件得到查

处看出来遥 中国城镇的房地产开发商是中国劣质土

地财政的第二大受益者遥 中国城镇房地产领域出产

了一批又一批的亿万富翁袁这与房地产开发的经营

利润无关袁有关的只是城镇土地价格大幅度上涨的

无风险收益遥 在城镇土地垄断供给的政策支持下袁
尽管房地产开发商对城镇政府的土地供给支付了

天价袁但垄断竞争的买方市场足够弥补房地产开发

商的土地成本支出而有余遥 如果说完全竞争市场

上袁 房地产开发商需要面对市场价格波动的风险袁
中国城镇住宅市场上土地价格和住宅价格上涨只

要坐等政策发挥作用就可以了袁因而完全是没有风

险的袁有时候房地产开发商出于满足流动性的需要

将住宅降价出售甚至会遭到城镇政府的阻挠而不

可得遥 中国城镇房地产开发商只要不缺资金袁延期

开工袁分期销售袁甚至直接持有袁在过去十多年的时

间里屡见不鲜遥 中国城镇住宅投资者和投机者则是

中国劣质土地财政的第三大受益者袁但承担着巨大

的政策风险袁 因而对劣质土地财政转型最为敏感袁
反抗也最为激烈遥 中国城镇中低收入消费者由于住

房保障制度缺失被迫走进商品住宅市场袁他们的住

宅虽然也存在巨大的升值袁但这种升值的流动性很

差袁几乎一辈子无法变现袁因而不能成为住宅投资

者或投机者袁 相反他们也是劣质土地财政的受害

者遥 只有那些高收入的非工薪阶层袁购买的住宅超

出了基本居住需要渊既可能是住宅套数也可能是建

筑面积冤袁才属于住宅投资者与投机者遥 这些投资者

与投机者在变现前只要住宅价格下跌甚至住宅价

格不涨袁都有可能遭受损失袁因而是劣质土地财政

转型最坚决的反对力量遥 在土地财政转型的各种反

对力量中袁中国各级政府官员对于土地财政转型的

态度尤其值得重视袁 住宅投资与投机风险小收益

大袁他们也成为中国住宅市场投资与投机的重要组

成部分袁由于他们拥有内幕信息和寻租机会袁住宅

投资与投机收益幅度差不多也是最大的遥 其身份和

地位特殊袁对土地财政的顺利转型影响重大遥
五尧市场化是中国城镇土地财政成功转型的最

佳手段

在土地财政转型问题上袁中国地方政府目前已

经陷入进退两难的处境袁即增量土地财政难以为继

而存量土地财政难以替代遥 一方面袁去库存本来是

企业的事袁仅仅因为房地产企业去库存涉及到地方

政府增量土地财政的可持续性袁去库存成为中国各

级政府的战略性任务遥 另一方面袁以重庆和上海为

试点的住宅税征收袁由于覆盖面窄袁住宅税的开征

对于弥补土地出让金的减少效果好似杯水车薪遥 事

实上袁贾康尧李婕关于住宅税面积渊或套数冤豁免的

主张袁[2]无论政府是否接受袁都足以让住宅税胎死腹

中遥 因为不予豁免袁住宅税的出台会遭到普遍反对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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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给予豁免袁住宅税出台又毫无意义遥 由于存量

土地财政难以替代增量土地财政的根源就在劣质

土地财政袁因此只有改变劣质土地财政袁才能充分

挖掘增量土地财政的潜力袁才能进一步壮大中国城

镇住宅市场规模袁才能顺利实现存量土地财政对增

量土地财政的成功替代袁从而最终推动中国土地财

政的成功转型遥
垄断是劣质土地财政的前提袁从历次住宅市场

宏观调控效果看袁市场化已经成为中国城镇土地财

政成功转型的唯一也是最佳的手段与选择遥 渊1冤市
场化有利于城乡土地的自由转换遥 土地储备是地方

政府垄断土地供给的基本手段袁一旦城乡土地自由

转换袁地方政府土地储备也就失去意义袁没有土地

储备袁地价变动与政府利益在很大程度上也就脱钩

了袁从而有利于地方政府从劣质土地财政泥潭中脱

身遥 渊2冤市场化有利于房地产开发商成为土地开发

的主体袁承担地价变动风险袁从而加快房地产开发

周期袁增加住宅供给遥 城乡土地差价缩小将房地产

开发商直接推上土地开发的平台袁承担土地价格变

化的风险袁房地产开发商会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

力袁决定自己持有土地的时间袁这客观上会加快一

些经济实力薄弱房地产开发商的房地产开发步伐袁
从而增加城镇住宅的供给速度遥 渊3冤市场化有利于

完善地方政府规划尧管理尧监督土地开发的功能遥 土

地开发的规划尧管理尧监督都具有外部性特征袁不能

交给市场主体袁虽然我国政治体制还存在很大的缺

陷袁但政府履行土地开发的规划尧管理尧监督功能确

实仍然是最优的袁 土地开发本身和土地开发的规

划尧管理与监督分离袁实际上增加了土地违规非法

开发的成本袁有利于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遥 渊4冤市场

化有利于理顺中国城镇住宅价格关系袁完善中国城

镇住宅市场体系遥 当城镇土地转换依循经济需要和

生活需要时袁中国城镇住宅价格势必反映为均衡价

格袁特别是住宅的政策性价格泡沫逐渐破灭袁普通

住宅价格会向稳定的生产价格回归袁中国城镇住宅

市场将会呈现高低不同尧错落有致的完整体系遥 渊5冤
市场化最重要的作用可能是重塑了中国城镇住宅

市场的消费者群体袁增强了他们的市场力量袁从而

最终有利于破解中国城镇劣质土地财政的既得利

益联盟遥 市场化有利于他们更合理地安排住房消

费袁从而削弱城镇住宅投资者与投机者的市场垄断

势力遥 当市场化的过程接近完成时袁可以肯定中国

体系完整的城镇住宅市场规模也会达到最大袁中国

城镇增量土地财政向存量土地财政的转变将具备

最坚实的经济基础遥
中国城镇土地出让金源于乡村土地征收尧城镇

土地储备和城镇土地出让等几个核心环节袁 相应

地袁中国城镇住宅市场化的具体政策也可以从这几

个方面入手遥 核心内容则是将从事土地征收尧土地

储备和土地出让的政府机关与事业单位企业化袁同
时将外部性较少或外部经济可以内在化的土地投

资职能转移出去袁政府只保留规划尧管理和监督的

职能遥 地方政府即便介入城乡土地转换也只有原则

和政策袁而没有地理范围和方向的规定袁具体过程

和条件则由房地产开发企业与乡村直接协商遥 地方

政府一般通过调控房地产需求来限制房地产供给袁
真正做到政府调控需求尧市场引导企业遥 理论上袁乡
村土地变更为城镇土地运用于非农业生产袁有无限

供给的可能袁但政府可以通过财产税和消费税抑制

需求袁从而将包括住宅在内的城镇房地产需求控制

在城镇经济和社会所能承受的范围内遥 这样做的好

处袁 一是城乡土地市场的一体化得到有效保证袁二
是乡村土地的过度供应得以避免袁三是城镇普通住

宅的生产价格基本稳定袁四是城镇住宅价格差异反

映的是城镇消费者真实的购买力水平及其差异遥 伴

随着中国城镇房地产市场的均衡回归袁中国城镇住

宅财产税和消费税的逐步完善过程袁实际上也就是

中国城镇住宅税的系统推出和形成过程遥 受制于中

国国情袁中国城镇住宅税不可能像欧美和很多发展

中国家一样袁仅仅是一种财产税袁中国城镇住宅税

应该是一种财产税与消费税的有机结合遥 [7]

六尧中国城镇全面征收住宅税的前景展望

形式上袁 中国城镇住宅税征收试点已经五年袁
增量土地财政因为房地产开发商去库存困难重重

而难以为继袁中国城镇住宅税的全面征收似乎已经

条件具备遥 实际上袁劣质土地财政导致中国城镇住

宅市场价格扭曲袁规模过小袁中国城镇增量土地财

政走向存量土地财政还缺乏必要的经济基础遥 在住

宅税对土地出让金替代性明显不足的前提下袁中国

政府应该不会贸然推广住宅税袁也就是说袁至少在

目前袁中国城镇住宅税的全面征收可能性很小遥 中

国城镇首先需要比较长的一段时间进一步发展壮

大住宅市场袁推动劣质土地财政的转型袁这意味着

中国城镇经济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袁甚至可能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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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和政治体制的重大革新遥 从这个角度看袁
中国城镇全面征收住宅税还有点遥远遥 然而袁一旦

中国深化全面改革袁无论是消化现有的商品住宅库

存袁还是兴建新的普通住宅袁都是极短时间内可以

完成的事情遥 当规模庞大的中国农民工完全融入中

国城市生活袁甚至出于改善中国农村生态环境的需

要袁有一部分农民出于非经济原因也能顺利融入城

市生活袁则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也就大致完成了遥 此

时袁中国城镇存量土地财政替代增量土地财政袁无论

是客观条件还是主观环境都已具备袁中国城镇住宅

税替代土地出让金的过程将是极为平和与自然的遥
总体来看袁在客观经济规律面前袁中国城镇政

府的土地财政转型是不可避免的袁 也是无法抗拒

的袁但在转型方式和时间节点的选择上很可能是好

事多磨遥

注 释院
淤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网站统计数据叶2013 年财政

收支情况曳遥
于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统计数据 2007 年

和 2015 年叶全国年度统计公报曳遥
盂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网站数字人

社叶2014 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曳遥
榆 参见郭亦非院叶去库存沈阳样本院还原野短命冶的 8 小时零

首付新政曳袁http://finance.qq.com/a/20160309/025219.htm遥
虞 参见张大伟院叶国土资源部为何取消土地供应统一发布曳袁

http://news.xinhuanet.com/finance/2014-05/26/c_12654866
2.htm遥

愚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上海市统计局网站叶2014 年上

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曳遥
舆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网站数据叶2014 年中国

国土资源公报曳遥
余 参见何欣荣院叶2015 年上海市常住人口首现负增长曳袁http:

//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3/01/c_1118203962.htm遥

参考文献院
[1] 唐敏.征收房产税的时机[J].瞭望袁2010袁渊36冤院50-51.
[2] 贾康袁李婕.房地产税改革总体框架研究[J].经济研究参

考袁2014袁渊49冤院3-28.
[3] 王宏利.美国土地财政收入演进规律及启示[J].地方财政

研究袁2011袁渊5冤院74-80.
[4] 顾书桂. 论中国城镇住宅价格泡沫破灭的原则与政策[J].

宁夏社会科学袁2015袁渊2冤院58-62.
[5] 顾书桂.劣质土地财政是中国农地征收冲突的根源[J].现

代经济探讨袁2014袁渊3冤院38-42.
[6] [日]野口悠纪雄.土地经济学[M].汪斌袁译.北京院商务印书

馆袁1997.13.
[7] 顾书桂.中国城镇土地出让金与住宅税的比较研究[J].复

旦学报渊社会科学版冤袁2015袁渊4冤院124-131.

渊责任编辑院卢 君冤

Study on the Introduction Opportunity of Chinese Urban Housing Tax

GU Shu-gui
渊Institute of Applied Economy,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Shanghai 200020,China冤

Abstract: Although it is the basic reason that incremental land finance is difficult to continue, only the degree of substi鄄
tution referring to land transfer revenue is the direct power of the introduction of Chinese urban housing tax. Bad land fi鄄
nance limits the sufficient development of Chinese urban housing market and increases difficulties that urban government and
citizens agree on housing tax. To strengthen the economic foundation of housing tax introduction in Chinese urban, urban
housing market has to be expanded, land finance transformation must be realized. The basic choice of land finance transfor鄄
mation and housing tax collection in Chinese city is that the against from bad land finance gainers is eliminated by economic
method.

Key words: urban housing tax; land transfer revenue; bad land 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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