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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率还没定，满2年免缴税或继续

房地产投资增速

时隔两年首现回升

据报道，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
的今年１到２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
投资和销售情况显示，时隔两年，
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首次回升。

今年前两个月，商品房销售面
积11235万平方米，同比增长28 . 2%，
增速比去年全年提高21 . 7个百分
点；销售额增长43 . 6%，提高29 . 2个
百分点。对此，中原地产市场研究
部总监张大伟认为，商品房销售明
显加快，首先是由于去年信贷等政
策持续调整，使得商品房销售市场
持续回升，至今年春节期间，部分
需求结束观望入市，一线城市市场
升温明显，部分二线热点城市销售
翻番。

张大伟提到，“特别是一二线
城市，我们看到的主要的政策方向
都是针对包括已经拥有一套，再买
一套的改善型需求政策的放宽，特
别是对二套房信贷方面的放宽对
市场影响的确较大，这部分人群购
买力比较强，在信贷杠杆有所降低
之后，他们的这种改善型需求得到
集中释放。”

销售面积大幅增长的同时，房
地产开发投资也在迅速增长。今年
前两个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9052亿元，同比增长3 . 0%，增速比去
年全年提高2个百分点。张大伟分
析，这说明在销售回暖的刺激下，
房地产开发企业投资信心有所恢
复。包括一些新开工的数据在2015

年持续下调之下，出现正增长，恢
复了新开工，投资数据自然会乐观
一些。 据央广网

本报3月13日讯（记者 刘
帅 喻雯 周国芳） 13日，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在大
会堂部长通道被媒体问道，

“如何确保营改增5月1日如期
落地？”王军回答，营改增将首
次涉及自然人缴纳增值税征
管，比如个人二手房交易。

链家地产济南分公司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营改增的
本意是优化税制结构，减轻企
业税负，避免重复征税，总体
来看是好事。

“关于自然人缴纳增值税
征管，还要看具体的税率如
何，以及如何计算进项税额。”
该负责人告诉记者。

也有不少网民对二手房
交 易 中 缴 纳 增 值 税 产 生 疑
惑，“不是刚刚过2年免征营
业税吗？”对此，该负责人认
为，去库存已经列为今年的
经济任务，“估计2年免征营
业税的政策会持续，只不过
可能由免征营业税变为免征
增值税，但还要看未来的具
体规定。”

“二手房征增值税，如果
税负是降低，可能有利于去
库存。”而针对二手房征增值
税打击炒房的网民观点，该
负责人认为，炒房主要跟升
值空间有关系，跟营改增关
系不大。

他还认为，在“营改增”的
过程中，都会有过渡性政策。

“针对房地产业来说，可能让
已有的房产继续缴纳营业税；
或者政府提供可抵扣的虚拟
进项税等等。”

搜房网房天下二手房电商
集团济南分公司大区总监张洪
庆说，“营改增本身是帮助企业
减税，新房、房企也会减少税
负，房价可能不会过高，这样其
实也利于房企去库存。”

钱钱不不多多还还想想投投资资，，众众筹筹去去炒炒房房
花1000元就能买房子，风险和监管谁来担？

熟人之间“凑份子”

媒体报道，广州（楼盘）的
黄小姐近期正准备和朋友合资
买一套房。因为在广州和南宁
已分别有一套房，按照广州正
在执行的限购政策，黄小姐已
不具备再购房的资质，但抱着
房价看涨的心态，她决定采取
众筹这个方式“曲线”投资。

按照黄小姐的计划，她和
朋友将签订一份合约，以朋友
的名义购房，在合约上注明各
自出资的比例，未来大家商议
决定出售房屋后，再按出资比
例提取利润，倘若投资房产失
败，也各自依据比例承担损
失。

报道称，如果说黄小姐与
朋友的这种联合炒房顶多算是
熟人之间的“凑份子”，那么以
不同方式出现的众筹炒楼平
台，以及这些平台所标榜的“低
门槛”“高收益”“高回报”，正在
吸引更多人士借助这种杠杆手
段投入炒房行列。

深圳（楼盘）二手房众筹平
台“拼房网”声称，起投价1000
元。据这个去年10月上线的网
站资料显示，目前这一平台已
完成九套房产的众筹。

《羊城晚报》报道称，广州一
个众筹炒楼的微信平台上，招募
的炒房客投资金额从100万元
起，他们的运作方式是：由运作
团队专门负责炒楼事宜，房屋产
权资料由投资方保管持有，炒楼
运作团队不经手资金和产权，炒
楼盈利按合作方案分成。

这些众筹炒楼平台的出现，
为资金不足又有心投资的人士
提供渠道，催生出更多的投资炒
房客，而刚需购房人士显然并非
消费主流。

多出现在上海、深圳

广州中原地产投资总经理
黄韬受访时表示，“众筹买房”更
多是金融产品的衍生，对于参与
其中的人来说，买房只是过程，
理财才是真正目的，不过，这种
炒楼方式也要看不同地区，在广

州等楼市较理性的城市，众筹炒
楼的市场并不大，而在上海（楼
盘）、深圳等房价上涨较快的城
市，众筹炒楼的现象更多。

报道称，在“去库存”成为今
年中国楼市主旋律的背景下，众
筹买房这种模式，为一些业内人
士看好。有媒体引述方维众筹系
统负责人称，关于房地产的利好
政策不断，中央提出将房地产去
库存作为2016年重点工作，预计
房地产市场将迎来春天，“房地
产众筹”作为一种新兴的购房方
式也将随之继续被炒热。

黄韬也表示，众筹这种模
式可以盘活资金，使资金的流
动性加强，这一方向无疑是正
确的，但他也表示，众筹资金炒
楼也会面临不少风险，一是楼
市价格并非只涨不跌，二是中
间的风险与监管由谁来承担，
包括衡量平台运作是否合理、
会否出现假融资等，这些都需
要参与者谨慎评估，而政府也
应加强宏观把控，理性加以引
导。

据参考消息、羊城晚报

增增值值税税不不适适合合

直直接接减减免免

“个人二手房交易实施营
改增，可以使税收更公平、税
负更加优化。”财税专家、山东
财经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潘明星说。根据国家营改增政
策精神，营业税优惠将延续。

“营业税进行直接减免，简便
易行。但增值税运行采取的是
环环征税、道道抵扣的征收方
式，不适合进行直接减免。所
以，以往我国在进行增值税减
免时，多采用‘即征即退’‘先
征后返’等方式。营改增后，营
业税优惠将以何种方式体现，
还需要等待具体的实施方
案。” 本报记者 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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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民王先生有一

套未满2年的住宅，以80
万的价格转手卖出，他需

要缴纳成交价格5 . 6%
的营业税，也就是4 . 48
万元。

改缴增值税后，假设

增值税税率定为10%，该

住房买入价为30万，增

值税=销项税额-进项税

额，需要缴纳5万元的增

值税（80×10%-30×10%）；

若该住房买入价为60万

元，则只需缴纳2万元（80

×10%-6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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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韩笑

近期，到房产交易大厅过户的市民突然增加。（资料片） 本报记者 王媛 摄

有媒体报道，中
国众筹行业迎来快
速发展期，房产众筹
项目也悄然兴起，由
于门槛相对较低，越
来越多的人开始加
入众筹买房的队伍。
不 过 ，业 内 人 士 提
醒，众筹炒楼面临不
少 风 险 ，需 谨 慎 参
与，政府也应理性加
以引导。

投资期一年

最高收益77%

以深圳一家互联网金融平台为例，其推出的房产众筹项目，投资者的收益主要来源于房价溢价收入。
这家平台上的项目是1000元起投，投资期限一般为一年，投资收益则来源于一年后房价的升值部分。

具体操作为，发起者将房产在平台上发出具体房产项目，投资者以1000元为单位投资，到期后按市
场价将房产卖出或由发起人回购，溢价部分为投资人所得收益。如果房价下跌，投资人也要按照份额承
担投资损失。

据客服介绍，该平台会组织团队进行现场考察并且评估，虽然不保证投资人收益，但是目前的几个项目
收益都超过了30%，最高的甚至超过了70%。记者在该平台上看到，其宣称的一个项目收益率高达77%。

记者查阅该平台资料发现，其前期的多个众筹项目，单个项目的募资额从数十万到一两百万元不
等。 据每日经济新闻

（3）踩踏事故的主要致伤因
素包括挤压、撞击、碾挫等，患者
可能有单一伤害，更多的是多种
致伤因素集于一身。

（4）最初倒地受伤的患者，
因得不到及时救护，被人群反复
踩踏，伤势进一步加重，同时又
造成人群中更多的人绊倒受伤，
造成踩踏事件特有的恶性循环。

踩踏事件现场

有啥特点

发现身边有安全隐患

拨打12350举报

本报记者 朱洪蕾 漫画 金红
主办：山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相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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