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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手 房 交
易究竟涉及哪
些税收，纳税人
依法应享受哪
些 税 收 优 惠
……？ 地 税 周
刊本期以“一问
一答”方式为您
解读二手房交
易有关税收政
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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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税公告
（2015年第六期）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五条及《国家税务总局欠税公告
办法》的规定，对经税务机关限期缴纳，逾期仍未缴纳税款的纳税人，予以公告追缴。
下列纳税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日内，到主管地方税务机关缴纳税款、滞纳金或
提供纳税担保，逾期不缴纳的，将记入纳税不诚信名单，并依法阻止其法定代表人出
境，采取冻结、扣缴存款，扣押、查封、依法拍卖或变卖财产等税收保全或强制措施，或
者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缴税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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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税服务台

二手房交易有关税收政策问题解答

以上文图均由省地税局提供

繁忙时段请您
申报错峰办税

本报讯（记者陈怡 通讯员邢斌）4月和5
月，是地税办税事项集中的高峰期，除正常纳
税申报和财务报表报送外，还叠加了企业所得
税季度预缴和年度汇算清缴、房产税和城镇土
地使用税上半年申报等。其间将产生数百万
户次的办税工作量。届时，省地税局各办税服
务厅的人流量可能大幅增加，部分办税厅甚至
可能出现比较严重的排队拥挤现象。为了您
能够方便快捷办理涉税事项，我们提醒您在繁
忙时段错峰办税，请予以理解配合：

一、每月申报期结束前3个工作日为办
税服务厅业务受理高峰期，同时也是网上申
报和电话咨询繁忙期，为了提高办税效率，建
议您错锋办理相关业务，避开网络繁忙时间，
错 时 拨 打 12366- 2 热 线 电 话 及 400 －
8888－363纳税人端税务软件支持电话；

二、建议您尽可能采用网上或自助方式
办理涉税业务；

三、省地税局大部分涉税业务均已实现
“同城通办”（同一市县范围内），纳税人可以就
近选择人流量较小的办税厅办理涉税业务；

四、省地税局门户网站（“我要咨询”、“局
领导信箱”、“纳税服务投诉”等）、咨询电话
12366-2、微信公众平台（“海南地税”微信公
众 号）、海 南 地 税 税 企 QQ（账 号 ：
1457751426）、纳税人端税务软件支持电话
400-8888-363将全程为您提供纳税咨询；

五、省地税局在各办税厅设置导税岗和值
班科长岗，为您提供办税指引和疏导人流量。

六、海口地区纳税人可以使用手机下载
“海口市地税局手机互联网办税预约服务平
台”，进行办税大厅排队情况查询、办税预约、
发票快捷查询等涉税事项的办理及查询。

省地税局
2015年第2期在线访谈主题

“建筑安装业税收
热点问题”

本报讯（记者陈怡）4月 17日上午10：
00-11：00，海南国际旅游岛先行试验区地方
税务局局长陈洁做客海南地税在线访谈栏
目，以“建筑安装业税收热点问题”为主题与
广大纳税人进行在线交流，并就有关税收政
策问题答疑。

欢迎广大纳税人登录海南省地方税务
局网站“公众参与/在线访谈”栏目（www.
tax.hainan.gov.cn）踊跃提问，积极参与。

一、二手房交易环节要缴纳哪些税？
答：二手房交易环节涉及转让方的税

收有：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营业税
及附加（包括：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
加、地方教育费附加）、土地增值税、印花
税；涉及受让方的税收有：契税、印花税。

二、二手房交易有哪些税收优惠政策？
答：（一）自2008年11月1日起，对个人

销售住房暂免征收土地增值税和印花税；
（二）自2010年10月1日起，对个人

购买普通住房，且该住房属于家庭（成员范
围包括购房人、配偶以及未成年子女）唯一
住房的，减半征收契税。对个人购买90平
方米及以下普通住房的，且该住房属于家
庭唯一住房的，减按1%税率征收契税。

（三）自2015年3月31日起，个人将
购买不足2年的住房对外销售的，全额征
收营业税；个人将购买2年以上（含2年）
的非普通住房对外销售的，按照其销售
收入减去购买房屋的价款后的差额征收
营业税；个人将购买2年以上（含2年）的
普通住房对外销售的，免征营业税。

（四）个人转让自用5年以上，并且是
家庭唯一生活用房，取得的所得免征个
人所得税。

1、“自用5年以上”，是指个人购房至
转让房屋的时间达5年以上。

（1）个人购房日期的确定。个人按
照国家房改政策购买的公有住房，以其
购房合同的生效时间、房款收据开具日
期或房屋产权证上注明的时间，依照孰
先原则确定；个人购买的其他住房，以其
房屋产权证注明日期或契税完税凭证注
明日期，按照孰先原则确定。

（2）个人转让房屋的日期，以销售发
票上注明的时间为准。

2、“家庭唯一生活用房”是指在同一
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纳税人（有配
偶的为夫妻双方）仅拥有一套住房。

注：目前我省执行普通住房的标准
是：同时具备住宅小区容积率1.0以上、
单套建筑面积144平方米以下（含144平
方米）二个条件。

三、对于“个人销售住房暂免征收土
地增值税和印花税”的税收优惠政策中，
其所指“住房”如何认定？

答：（一）个人销售或购买住房（不包
括个人自建住房），凡房产（总）证中登记
的房产性质属于住宅种类（包括别墅、高
级公寓），均应认定为“住房”。房产性质

登记不明确或属于混合用途的，不予认
定为“住房”。

个人销售或购买自建住房，凡土地
使用权证用地类型登记为住宅用地或商
住两用且房产证登记的房产性质为住宅
种类的，均应认定为“住房”。对土地用
途、房产性质登记不一致或房产性质登
记为混合用途的，不予认定为“住房”。

（二）实行土地使用权证与房产证两
证合一登记的地区，其住房的认定以土
地房屋权证中登记的土地用途为准，即
土地用途登记为住宅用地的，认定为“住
房”；土地用途登记为商住用地或城镇混
合住宅用地且房屋类型登记为住宅种类
的，认定为“住房”。土地用途登记为其
他类型用地的，不予认定为“住房”。

四、在二手房转让中，计算土地增值
税扣除项目金额时，如何理解按购房发
票金额每年加计5%？

答：纳税人在转让二手房时，凡不能
取得重置成本评估价格，但能提供购房
发票的，经主管税务机关确认，除允许扣
除的转让税金和购房时所缴纳的契税
外，其他扣除项目金额可按发票所载金
额并从购买年度起至转让年度止每年加
计5%计算。“每年”是指按购房发票所载
日期起至售房发票开具之日止，每满12
个月计一年；超过一年，未满12个月但超
过6个月的，可以视同为一年。

五、个人购买住房的时间如何确定？
答：个人购买住房以取得房屋产权

证或契税完税证明上注明的时间为其购
买住房的时间。房屋产权证和契税完税
证明所注明的时间不一致的，按照“孰
先”原则确定购买住房的时间。即房屋
产权证上注明的时间早于契税完税证明
上注明的时间的，以房屋产权证的时间
为购买住房的时间；契税完税证明上注
明的时间早于房屋产权证上注明的时间
的，以契税完税证明上注明的时间为购
买住房的时间。

六、对通过法院裁决（判决）或行政
确权方式取得但无法提供发票的房产，
再次转让时，能否按法院裁定（判决）书
或房地产项目转让税收专用证明确定的
金额确认购置成本？

答：自2014年12月12日起，对通过
法院裁决（判决）或行政确权方式取得但
无法提供发票的房产，再次转让时，可按

法院裁定（判决）书或房地产项目转让税
收专用证明确定的金额确认购置成本，
比照财税〔2006〕21号文第二条第一款
的规定计算土地增值税扣除项目金额。

七、个人转让房产如何征收个人所
得税？

答：个人转让房产，以其转让收入额
减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
纳税所得额，按照“财产转让所得”项目
缴纳个人所得税。

八、个人转让住房计征个人所得税
时，如何确定房产转让收入额？

答：对住房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
税时，以实际成交价格为转让收入。纳
税人申报的住房成交价格明显低于市场
价格且无正当理由的，征收机关依法有
权根据有关信息核定其转让收入，但必
须保证各税种计税价格一致。

九、个人转让住房计征个人所得税
时，如何确定转让房产的财产原值？

答：财产原值应根据个人所转让房
产的不同类型区别确定：

（一）商品房及非住房：购置该房屋时
实际支付的房价款及交纳的相关税费；

（二）自建住房：实际发生的建造费
用及建造和取得产权时实际交纳的相关
税费。

（三）经济适用房（含集资合作建房、
安居工程住房）：原购房人实际支付的房
价款及相关税费，以及按规定交纳的土
地出让金。

（四）已购公有住房：原购公有住房
标准面积按当地经济适用房价格计算的
房价款，加上原购公有住房超标准面积
实际支付的房价款以及按规定向财政部
门（或原产权单位）交纳的所得收益及相
关税费。

（五）城镇拆迁安置住房：根据拆迁安
置方式的不同，其原值按以下方式确定：

1、房屋拆迁取得货币补偿后购置房
屋的，为购置该房屋实际支付的房价款
及交纳的相关税费；

2、房屋拆迁采取产权调换方式的，
所调换房屋原值为《房屋拆迁补偿安置
协议》注明的价款及交纳的相关税费；

3、房屋拆迁采取产权调换方式，被
拆迁人除取得所调换房屋，又取得部分
货币补偿的，所调换房屋原值为《房屋拆
迁补偿安置协议》注明的价款和交纳的

相关税费，减去货币补偿后的余额；
4、房屋拆迁采取产权调换方式，被

拆迁人取得所调换房屋，又支付部分货
币的，所调换房屋原值为《房屋拆迁补偿
安置协议》注明的价款，加上所支付的货
币及交纳的相关税费。

十、个人转让住房计征个人所得税
时，可以扣除的税金有哪些？

答：转让住房过程中缴纳的税金是
指：纳税人在转让住房时实际缴纳的营
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土
地增值税、印花税等税金。

十一、个人转让住房计征个人所得
税时，可以扣除的合理费用有哪些？

答：合理费用是指：纳税人按照规定
实际支付的住房装修费用、住房贷款利
息、手续费、公证费等费用。

（一）支付的住房装修费用的扣除要求。
纳税人能提供实际支付装修费用的

税务统一发票，并且发票上所列付款人姓
名与转让房屋产权人一致的，经税务机关
审核，其转让的住房在转让前实际发生的
装修费用，可在以下规定比例内扣除：

1、已购公有住房、经济适用房：最高
扣除限额为房屋原值的15%；

2、商品房及其他住房：最高扣除限
额为房屋原值的10%。

纳税人原购房为装修房，即合同注
明房价款中含有装修费（铺装了地板，装
配了洁具、厨具等）的，不得再重复扣除
装修费用。

（二）支付的住房贷款利息的扣除要求。
纳税人出售以按揭贷款方式购置的

住房的，其向贷款银行实际支付的住房
贷款利息，凭贷款银行出具的有效证明
据实扣除。

（三）手续费、公证费等费用的扣除
要求。

纳税人按照有关规定实际支付的手
续费、公证费等，凭有关部门出具的有效
证明据实扣除。

十二、扣除所转让房产的财产原值、税
金和其他合理费用，需要提供哪些材料？

答：对转让住房收入计算个人所得
税应纳税所得额时，纳税人可凭原购房
合同、发票等有效凭证，经税务机关审核
后，允许从其转让收入中减除房屋原值、
转让住房过程中缴纳的税金及有关合理
费用。

十三、住房转让人未提供完整、准确的
房屋原值凭证的，如何征收个人所得税？

答：纳税人未提供完整、准确的房屋
原值凭证，不能正确计算房屋原值和应
纳税额的，按住房转让收入的2%核定征
收个人所得税。

十四、无偿转让房产的是否征收个
人所得税？

答：（一）以下情形的房屋产权无偿
赠与，对当事双方（包括转让人和受让
人）不征收个人所得税：

1、房屋产权所有人将房屋产权无偿
赠与配偶、父母、子女、祖父母、外祖父
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兄弟姐妹；

2、房屋产权所有人将房屋产权无偿
赠与对其承担直接抚养或者赡养义务的
抚养人或者赡养人；

3、房屋产权所有人死亡，依法取得
房屋产权的法定继承人、遗嘱继承人或
者受遗赠人。

（二）除上述规定情形以外，房屋产
权所有人将房屋产权无偿赠与他人的，
受赠人（即受让方）因无偿受赠房屋取得
的受赠所得，按照“经国务院财政部门确
定征税的其他所得”项目缴纳个人所得
税，税率为20%；赠与人（即转让人）不征
收个人所得税。

十五、个人无偿转让房产应提交哪
些资料？

答：赠与双方办理免税手续时，应向
税务机关提交以下资料：

（一）《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房地
产交易个人无偿赠与不动产税收管理有
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6]144号）第
一条规定的相关证明材料；

（二）赠与双方当事人的有效身份证件；
（三）属于本通知第一条第（一）项规

定情形的，还须提供公证机构出具的赠与
人和受赠人亲属关系的公证书（原件）。

（四）属于本通知第一条第（二）项规
定情形的，还须提供公证机构出具的抚
养关系或者赡养关系公证书（原件），或
者乡镇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出具的抚养关
系或者赡养关系证明。

税务机关应当认真审核赠与双方提
供的上述资料，资料齐全并且填写正确
的，在提交的《个人无偿赠与不动产登记
表》上签字盖章后复印留存，原件退还提
交人，同时办理个人所得税不征税手续。

十六、如何确定受赠人（即受让方）
受赠房产的个人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

答：对受赠人无偿受赠房屋计征个人
所得税时，其应纳税所得额为房地产赠与
合同上标明的赠与房屋价值减除赠与过
程中受赠人支付的相关税费后的余额。

赠与合同标明的房屋价值明显低于
市场价格或房地产赠与合同未标明赠与
房屋价值的，税务机关可依据受赠房屋
的市场评估价格或采取其他合理方式确
定受赠人的应纳税所得额。

十七、受赠人（即受让方）转让受赠
房产的如何计征个人所得税？

答：受赠人转让受赠房屋的，以其转
让受赠房屋的收入减除原捐赠人取得该
房屋的实际购置成本以及赠与和转让过
程中受赠人支付的相关税费后的余额，
为受赠人的应纳税所得额，按照“财产转
让所得”项目依法计征个人所得税。受
赠人转让受赠房屋价格明显偏低且无正
当理由的，税务机关可以依据该房屋的
市场评估价格或其他合理方式确定的价
格核定其转让收入。

（陈怡 邢斌）

4 
海南省地

方税务局 

琼海嘉积

琼盛汽车

修理厂 

460024197805095624 
个体工

商户 

琼海市嘉积

镇双拥路

（原水磨厂

内）  

李燕虹 460024197805095624  
       

12,420  
是 

5 
儋州市地

方税务局 

小黄牛酒

家 
460003197210234232D1 

个体工

商户 

儋州市王五

镇振兴街 
张祖奇 460003197210234232  

       

11,948  
否 

6 
儋州市地

方税务局 

儋州排浦

金海湾酒

家 

460029197512054812D1 
个体工

商户 

儋州市排浦

镇文豪街 
李鹏 460029197512054812  

        

8,697  
否 

7 
海南省地

方税务局 

琼海嘉积

金益群门

窗商行  

460002197911080532F1 
个体工

商户 

琼海市嘉积

镇富海路

148号  

符海宁 460002197911080532  
        

5,720  
是 

8 
儋州市地

方税务局 

儋州双联

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

司 

460003693197677 企业 
儋州市白马

井 
贾兆生 32010619660910325X 

        

5,500  
否 

9 
琼海市地

方税务局 

琼海嘉积

安捷汽车

美容服务

会所  

460002L5623874X 
个体工

商户 

琼海市嘉积

镇金海西七

横街17号  

王林琳 460002198904100368  
        

2,254  
否 

10 
琼海市地

方税务局 

琼海嘉积

莱茵布艺

店 

440923197512163733 
个体工

商户 

琼海市嘉积

镇金海路

178号 

李燕 440923197512163733  
        

2,137  
否 

 

序

号 
公告单位 纳税人名称 税务登记号码 

纳税人

类型 
经营地址 

法定代表人或业主 

 欠缴税款

金额  

是否走逃、失踪

的纳税户以及

其他经税务机

关查无下落的

纳税人 

姓名 身份证号码 

1 
三亚市地

方税务局 

海南盛京房

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460200284006809 企业 

三亚市河东

区商品街大

道67号二楼 

李伟 211421196506260012  
      

177,345  
否 

2 
儋州市地

方税务局 

海南瑞昌实

业有限公司 
460003552787243 企业 

儋州市那大

镇中心大街 
俞开章 460100195409021813 

       

79,530  
否 

3 
儋州市地

方税务局 

海南吾福投

资有限公司

儋州白马井

分公司 

460003594934221 企业 

儋州白马井

镇英丰村委

会禾雷老村 

赵天保 520102197309154211 
       

16,934  
否 

 

敬请参加纳税人满意度
及纳税服务需求问卷调查

尊敬的纳税人：
您好！为进一步落实“便民办税春风

行动”，更好地服务好纳税人，海南省地方
税务局决定从4月1日至4月30日，通过
海南省地方税务局门户网站开展纳税人满
意度及纳税服务需求问卷调查，欢迎您登
录海南省地方税务局门户网站“公告栏”或

“公众参与-网上调查”栏目参与该项调
查，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海南省地方税务局
2015年4月17日

省地税局工作人员热情地为纳税人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