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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一篇题为《房东跟租客说，你要是申报租房抵扣个税，房子就不租给你了！》的文章在网上流传。文
章以租房者的口吻称，房东告诉他，“如果你去申报住房租金抵扣个税，房子就不租给你了，我宁愿退房租！”房
东还算了一笔账，如果租客拿他的信息去申报个税抵扣，税务部门就会通知房东去交税。最终，“租客省了100
元，房东却要多纳税500元。”

这两天，朋友圈里陆续出现了相关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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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
研究总监严跃进表示，后
续建议针对此类问题继续
观察，若是房东不愿意配
合租客抵扣税费，估计税
务部门还需要提供一些比
较简便的操作办法，即简
化流程。同时后续租赁市

场发展中机构类房源租赁
会增多，这个可以回避房
东不配合的尴尬。

易居研究院副院长杨
红旭建议，可考虑与正在
推进的房地产税立法进行
衔接，比如同样征收房地
产税，个人房东出租房屋

如果去备案和缴税的话，
可以酌情让他们少交一
点，要给予一些优惠措施，
鼓励这些房东愿意去租赁
合同备案，但这是一个很
慢的推进过程。

综合新京报、南方都
市报、都市快报、宗欣等

“你申请个税抵扣，
我就涨房租！”

申请住房租金个税专项扣除，不少房客遭遇尴尬——

示威者撞开法国政府大门
法国总统谴责针对政府的暴力行为

法国总统马克龙5日在社
交媒体推特上发文，谴责当天

“黄马甲”示威活动针对法国政
府的暴力行为。当天下午，示
威人群用一辆工程作业车冲撞
巴黎市内的法国政府部门大
门，法国政府发言人本杰明·格
里沃和一些助手被迫从办公室
撤离。

马克龙说，这些“极其暴
力”的行为攻击了法国的“卫
兵、代表和象征”，实施暴力行
为的人忘记了公民契约精神的
核心。马克龙说，正义将得到
伸张。他同时呼吁，每个人都
应恢复冷静，以开展讨论和对
话。

法国内政部长卡斯塔内当
天披露，全国当天共有约5万
人参与示威，人数比上一轮示
威有所增加，但远远少于第一
轮示威的28万余人。

示威者撞开政府大门
当地时间1月5日，“黄马

甲”运动进入第八周。法国巴
黎街头再次发生抗议示威活
动，参与者还一度与警察发生
冲突。

法国内政部长卡斯塔内披
露，当天法国全国共有约5万
人参与示威。人数虽远少于第
一轮示威时的28万余人，但较
上周的3万人却有所增加。巴

黎警察局消息称，法国警方当
日拘捕了103名参加巴黎“黄
马甲”抗议活动的人员，其中
101人遭到监禁。

据新华社报道，当天下午，
示威人群用一辆工程作业车冲
撞巴黎市内的法国政府部门大
门，法国政府发言人本杰明·格
里沃和一些助手被迫从办公室
撤离。法国总统马克龙5日在
社交媒体推特上发文，谴责当
天“黄马甲”示威活动针对法国
政府的暴力行为。

法国内政部长卡斯塔内5
日披露，法国全国当天共有约
5万人参与示威，人数比上一
轮示威有所增加，但远远少于

第一轮示威的28万余人。

马克龙谴责暴力行为
此前，法国总统马克龙刚

在发表2019年新年致辞时回
应了“黄马甲”运动，并坚定表
示“必须在2019年将改革继续
推进。”而面对5日的骚乱，马
克龙在其个人社交媒体上再次
谴责到，这是“对共和国的极端
暴力攻击”。马克龙表示，实施
暴力行为的人忘记了公民契约
精神的核心，正义将得到伸
张。他同时还呼吁，每个人都
应恢复冷静，以开展讨论和对
话。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

研究所所长崔洪建表示，“目前
看来，‘黄马甲’运动还将要持
续一段时间。运动本身越来越
展现出民众自发性的特点，尽
管声势浩大，但无法概括出明
确的政治诉求。”

崔洪建分析指出，“马克龙
及法国政府会继续进行一系列
调整来应对‘黄马甲’，甚至不
排除解散政府的可能，问题是
由于‘黄背心’运动并没有一个
明确的代表，法国政府即便希
望妥协却找不到对象来谈。‘黄
马甲’运动与马克龙接下来改
革的方向和措施无疑会相互作
用。”

综合新华社、澎湃新闻网

按照国家税务总局
发布实施的《个人所得税
专项附加扣除操作办法
（试行）》，纳税人在填报
个税专项附加扣除信息
中的住房租金信息时，必
须填写出租方（即房东）
的信息。房东是自然人
的，系统要求填写房东的
姓名和身份证号码。

不少租房者反映，他
们在向房东或中介索取
相关信息用于填报时，被
对方以各种理由拒绝，或
者要求涨租。

浙江杭州一位租房
者在朋友圈贴出了中介
管家发的通知，上面写
着：“目前的房租不含税，
如果填报公司相关信息
用于扣除，相关税费由租
客承担，相当于年租金的
20%。”

还有媒体报道，根据
新规，在北京租房的小张
可以税前扣除1500元，在
单位下发个税专项附加
扣除信息表后，想到每月
收入可以增加点钱，她便
准备填表。

按照信息表，要享受
住房租金专项附加扣除，

需要填报主要工作城市、
租赁住房坐落地址、出租
人姓名及身份证件类型
和号码，或者出租方单位
名称及纳税人识别号（社
会统一信用代码）、租赁
起止时间等信息。

但房东知道这个消
息后，却给小张泼了一盆
冷水。“如果你申报租金
扣除，税务局找我收税的
话，我会把钱加到房租
上，目前房租是不含税的
价格。”

小张的遭遇并非个
例。很多网友在社交媒
体上反映，自己向房东
索要其身份信息，但遭
到拒绝，房东以提交信
息后可能被征税为由，
规劝租客不要申报个税
租金扣除，甚至有房东
还表示如果进行扣除就
要租客退房。

一边是个税可能抵
扣几十块，另一边是房租
可能上涨几百块，权衡之
下，很多租客为了避免与
房东闹僵而被扫地出门，
被迫选择不再申报租金
支出扣除，无法享受到国
家发放的个税减税红包。

租客申报扣税，房东增加税负？

个人出租住房纳税有多高？
年租48000元，房东需缴税2880元

很多房主被网络文
章提到的高额计税数字
吓住了，更不愿意去配合
租客申报住房租金扣
除。“你享受的专项附加
扣除优惠还不如我缴的
税多”。实际上，房东实
际需缴的税款并没有网
传的那么多。

据了解，北京市出租
房屋所得要缴纳的税种
包括个人所得税、增值
税、印花税、房产税和城
建税等，合计约为16%，
但实际上，北京市出租房
屋的综合税率优惠大概
在5%，“这是为了降低租
客租房的费用。”长平经
济研究所执行所长王长
勇说。

记者查询多地政策
发现，以广州为例：

具体来看，个人出租
住宅房屋月租金收入（不
含增值税税额，下同）未
达 2000 元的，税费综合
征收率为4％；

月租金收入2000元
以上（含2000元），30000
元以下（含30000元）的，
税费综合征收率为6％；

月租金收入 30000
元以上，100000 元以下
（含 100000元）的，税费
综合征收率为7.9％；

月租金收入100000

元以上的，税费综合征收
率为8％。

我们以广州为例算
了一笔账：

三个小伙伴共同租
住了一套三居室，年租金
4.8 万元（月租金 4000
元）。如三位租客是扣除
三险一金后年收入10万
元的在广州工作者，减除
6万元的基本减除费用，
应纳税所得为4万，应纳
税1480元。若该个人只
享受住房租金这一项专
项附加扣除，那么一年有
1.8 万元可享受税前减
免，这样实际应纳税所得
为2.2 万元，应缴个人所
得税为660元，实际每人
减免纳税820元，每年可
减免2460元。而对于房
东来说，每年4.8 万元的
房租收入则需缴税2880
元。

租客年减税2460元
及房东年缴税2880元，理
想的状态下可以这样：房
东交的税可以加房租给
房客，但房客由于享受了
个税优惠，这部分钱给房
东，这样两方都交了税，
但是和以前相比没有增
加额外支出。这样，房东
也尽到了依法纳税的义
务。以上的情况最为“皆
大欢喜”。

房东补税“暂无明确口径”

近日，有媒体记者以
市民身份咨询北京12366
纳税服务平台。客服人
员介绍，填报申报资料以
租房合同为准，看房屋出
租方是个人还是单位。
若是和房东签的合同，房
东的姓名及纳税人识别
号（即其身份证号）是必
填项，填不了则无法享受

专项附加扣除中的住房
租金这一项。如果房东
担心因此要交税而拒不
提供信息，没有强制办
法，只能与房东协商。另
一名客服人员则建议根
据租房合同上的出租方
信息直接填写，“至于税
务会不会根据填写内容
让房东补税，这个我们没

有明确的口径。”
客服人员还强调，个

人出租住房，收取租金
后，应在次月 15 日内到
税务机关去交税。个人
应交税款而不交税款的
话，可能会有处罚，补交
税款可能会有滞纳金，具
体以税务机关现场办理
为准。

全国房屋租赁备案不足1%

房东担忧被“暴露”
对于“租客申报扣税、

房东增加税负”这个问题，
专家是如何理解的？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
张大伟认为，房东是怕租
赁行为被记录后，未来税
更高。“原来税务机关可能
不掌握房东的房租收入情
况，通过纳税申报后，房东
的房租收入就会被记录。
目前以北京为例，租赁行
为被备案的比例非常低，
不足一成，而如果看全国，
1%都不到。”房东担忧租
赁行为被记录后，未来会
涉及到房地产税等更多的
税费。这种情况下，不愿
意不配合租户登记也就成
为了必然。

“这种设置看似会增
加上游的税收负担，实际
上是完善国家的税收征管
系统。当上游纳税人开具
发票，完成他（她）的纳税
义务之后，下游的人才能
够实现他（她）的税额抵
扣。”国家税务总局科研所
特聘研究员杨默如表示。

中国城市房地产研
究院院长谢逸枫表示，住
房租金抵扣个税，的确很
有多房东因为担心税务
局追缴税费而通过涨房
租的形式来弥补，这相当
于把税费的损失转嫁到
租金里面，这样租客反而
会承担更多的生活与经
济压力。

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
学术委员、理事汪蔚青表
示，在申报租金扣除时，新
规只是要求留存房租合同
等备查，并没有要求提供
完税发票和付款记录，本
身政策已经考虑很周到，
释放了最大的制度善意，
就是为了方便租客能顺利
享受到租金扣除，但很多
房东借机威胁涨房租，对
于这种行为可以根据租赁
合同条款的约定来主张自
己的权利，也可以直接向
税务部门举报。“不过实际
生活中，如果租客向税务
部门举报，那也意味着和
房东撕破脸，房子也可能
没得租了。”

包森，原名赵宝森，又名赵寒，
1911年7月生于陕西省蒲城县。1932
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2月17
日，包森带领部队住在遵化县西北20里
的野虎山时，遭到日军田中大队和“伪满
洲队”的突然袭击，在指挥战斗中，包森
胸部中弹不幸牺牲，时年31岁。

1937年3月，包森被派往中国人
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七七事变后，
他从延安随八路军奔赴华北抗日前
线，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独立1师任
33大队总支部书记。1938年6月率
40多人在河北兴隆一带开辟抗日游
击区。任职期间，包森率部英勇作
战，历经大小战斗数十次，歼灭日、伪
军数百人，缴获枪支数百支。不久，
包森被任命为冀东军分区副司令员。

1939年4月，包森率部在遵化城
东北活捉日本天皇表弟宪兵大佐赤
本，一时震惊日本朝野。同年秋，包
森任八路军第13支队副司令员。

1940 年 2月，包森率部到达盘
山，全力开辟盘山抗日根据地。6月
下旬设伏白草洼，与日军激战14个小
时，全歼日军一个骑兵中队，首开冀
东整连全歼日军战斗的先河。同年
秋，冀东军分区13团正式组建，包森
任团长。经一年浴血奋战，盘山地区
建立了七个联合县政府，境内人口
200多万。

1941年春，包森率部参加反“治
安强化运动”。同年秋，冀东军分区
打击伪治安军的作战行动开始后，包
森多谋善断、英勇果敢，在他的指挥
下，部队打了一个又一个漂亮仗。其
中1942年1月燕山口内果河沿一役，
包森以七个连的兵力，毙俘敌伪中佐
以下官兵近千人，创造了以少胜多、
以弱胜强的奇迹。当时在冀东一带
包森的大名妇孺皆知，人们亲切地称
他“包队长”“包司令”“包团长”。而
敌人则把他视为克星，伪军们口角，
常以“出门打仗碰上老包”为咒。

1942年 2月 17日，包森带领部
队住在遵化县西北20里的野虎山时，
遭到日军田中大队和“伪满洲队”的
突然袭击，在指挥战斗中，包森胸部
中弹不幸牺牲，时年31岁。据新华社

抗日名将包森：
纵马冀东 剑吼长城

如何让租客顺利享受个税抵扣？

卓荣泰当选
民进党新一任党主席

新华社台北1月6日电 民进党6
日公布党主席补选结果，卓荣泰当选
新一任民进党党主席。

蔡英文去年11月24日晚间宣布
辞去民进党党主席职务，以示对该党
在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中的表现
负责。此次参与民进党党主席补选
的，除了卓荣泰，还有前民进党副秘
书长游盈隆。

民进党中央执行委员会9日将确
认、公告选举结果，并进行党主席交接。

中国科协党组成员、
书记处书记陈刚接受纪
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新华社北京1月6日电 中国科协
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陈刚涉嫌严重
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
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马来西亚最高元首
穆罕默德五世辞职

新华社吉隆坡1月6日电马来西
亚国家皇宫6日发表声明，宣布现任最
高元首穆罕默德五世辞职。

声明说，穆罕默德五世根据宪法
辞去马来西亚第15任国家元首职务，
6日生效。他已经正式通知由马来西
亚9个州的世袭苏丹或州统治者组成
的统治者会议。

声明说，担任国家元首期间，穆
罕默德五世一直努力履行职责。穆
罕默德五世感谢统治者会议选举他
为国家元首，对总理及其领导的政府
在管理国家方面所给予的合作致以
崇高敬意。

穆罕默德五世同时敦促马来西
亚民众继续团结一致，承担起对国家
的责任，让国家保持和平与和谐。

声明并没有提及穆罕默德五世
辞职的原因。去年年底，他曾因病休
养两个月，由副最高元首纳兹林·沙
阿代行最高元首职责。

穆罕默德五世现年49岁，是马来
西亚北部吉兰丹州苏丹，2016年12
月出任国家元首。

马来西亚实行君主立宪联邦
制。最高元首为国家元首、伊斯兰教
领袖兼武装部队统帅，由统治者会议
从马来西亚9个州的世袭苏丹或州统
治者中选举产生，任期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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