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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客申报个税抵扣遭遇变相涨租
房产中介称如果申报，一年将多掏四五千元

□首席记者 程凌润

1月1日起，国家税务总局
制订的《个人所得税扣缴申报
管理办法(试行)》正式施行，住
房租金等6项支出可以抵扣个
税。然而，济南多位租客在申报
租金抵扣个税时遇到了变相涨
房租的问题，其中一名女租客嫣
楚(化名)甚至收到了房产中介
的短信提醒，如果申报租金抵
扣个税一年将多掏四五千元。

对此，房产中介公司相关
工作人员回应，由于他们与租
客签订的租房合同上约定的
是税前房租，租客申报个税抵
扣时所产生的交税问题由租
客承担，而他们给租客发送提
醒短信也是善意提醒。同时，
该工作人员称有些租客认为
享受不到太大的优惠，于是就
放弃申报个税抵扣。

申报租金抵扣个税

中介信息难要

“之前因为暖气的问题换
过房子，之前的房租是1500元
/月，现在的房租是1600元/
月，如果再加上其他杂七杂八的
费用，差不多是2000元/月。”2018
年10月底，嫣楚来到济南工作并
通过一家房产中介租赁了万豪
国际公寓一套房屋，她说她没想
到仅仅租房两个多月，新的个
税法就公布了，而她也可以享
受到“住房租金专项附加扣

除”的个税红包。
1月6日，嫣楚按照单位要

求统一下载了“个人所得税”
APP，并注册了个人账号，然
而她在填报住房租金专项附
加扣除的相关资料时遇到了
麻烦，因为她最初向房产中介
索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时并
没有要到。

据嫣楚介绍，她在申请租
金抵扣房租的时候，需要填写
房产中介的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或者房东的身份证及姓名。

“我是跟房产中介签的房屋租
赁合同，我就想要房产中介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但是他们
刚开始并没有给我。”嫣楚说，
她没有想到享受“个税红包”
会遇到麻烦。

享受个税红包一年

或交税四五千

“近期出现个别房租抵扣
个税索要业主信息和公司代
码的租客，因为目前房租是不
含税的，如果您因为填报个税
相关文件，需要填写公司相关
信息，出现交税问题都由填写
人承担。”据嫣楚介绍，她所遇
到的麻烦不仅是索要房产中
介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比较
难，还包括一条让她担心的短
信，上面备注了嫣楚一年所要
交税的价格大概是年房租的
14%，大约是四五千元。

生活日报记者注意到，房

产中介建议租客切勿盲目填
写房屋地址，如果同意自愿承
担可能出现的税费问题，他们
将会全力配合。不过，嫣楚称
她是在向相关部门投诉以后
才要到了房产中介的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合同上应该没有约定谁
来交税，所以这个税款不应该由
我来承担。”嫣楚认为这样不合
理，她称租赁合同上没有明确约
定的情况下她应该交税。

租客申报个税抵扣

遇房东要涨房租

采访过程中，生活日报记
者发现不少租客在申报个税
抵扣时遇到了麻烦，甚至有的
房产中介直接答复“如果想要
租金抵扣个税，就得涨房租”。
陈女士在济南某传媒公司工
作，1月9日上午，她通过一家
房产中介租赁了和平路上某
套公寓，她在申请租金抵扣个
税时就遇到了这样的麻烦事。

“你需要先跟房主说说
啊。”“那个你要报销(租金抵
扣个税)的话，房东可能会涨
价。”据陈女士介绍，她把想要
申报个税抵扣的事情告诉给
房产中介公司的经理以后，得
到了需要联系房东而且房租
可能涨价的答复。

无奈之下，陈女士也就没
有继续申请住房租金专项附加
扣除，从而没法获得个税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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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嫣楚等租客遭遇变相涨房租的事情，
生活日报记者于1月9日下午咨询了山东千舜
律师事务所律师甄恩阳，他认为在签订了房屋
租赁合同以后，房东或者房产中介不能单方面
提出涨房租，而应该与租客协商一致才行。同
时，甄恩阳称如果房屋租赁合同中未约定税费
由谁承担的话，应该由房东承担相关税费。

“正常情况下，房东出租房屋是有收益，而
租金收益也是要交税的。”甄恩阳称，新的个人
所得税法公布以后，不少租客在申报住房租金
专项附加扣除时遭遇了涨房租的问题，而这可
能是房东之前出租房租并没有交税，租客申报
个税抵扣时就会将房东的房租收益显示到税
务系统，这种情况下房东需要补缴相关税款，
甚至还会被罚款，因此才会房东提出涨房租的
事情。

对于“税前房租”的问题，甄恩阳称如果租
客与房东之间所签订的租房合同没有明确约
定税费由谁承担，那么房东应该承担相关的税
费，但是如果租客与房东之间签订的租房合同
约定了税费由租客承担的话，那么相关税费由
租客承担。

若租房合同未明确约定
相关税费由房东承担

新闻链接

个人租房市场存在监管漏洞或将逐步规范
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报道，中国税务学会理事、中
山大学财税教授杨卫华指出，
目前通过非中介途径的个人
租房市场的确存在监管漏洞，
房主不主动申报税款的现象
较为普遍，对个人出租房源查
收税款的难度也较大。短期来
看，抵扣政策可能对租房市场
造成一定影响，而从长期来
看，个人租房市场的逐步规范
是大势所趋。即使征所谓“租
房税”，也可能采取相应的“激
励措施”，而非“强制手段”：

“个人认为如果从长远来看，
(租户房租抵扣个税上报房东
信息)应该是一个好事。税法

对任何纳税人都是公平的，业
主把房子租出去取得的收入
是应当交税的，但是现在政府
掌握不了房主的租金(数额)，
当然不是说所有人都没有交，
(但是)好多人是没有交的，这
种情况可能还有一个问题，属
于‘法不及众’。”

杨卫华教授认为，“该扣
则扣，该交则交”，即租户的租
金该抵扣则抵扣，房东的房租
该交税则交税，二者并不矛
盾，也各自独立。目前之所以
两个问题被“混为一谈”，很大
程度上是由于目前的一二线
城市的租房市场依然处在卖
方市场的状态，房子供不应

求，手中有房的房主站在主导
位置，在这种情况下，已经产
生的或是潜在产生的税费才
会转嫁到租客身上。而在这样
的背景下，部分租客和房东私
下达成不申报的协议，租金抵
扣个税的“政策红包”或将一
定程度无法兑现。

上述财税专家还表示，从
规范房屋租赁的角度来讲，借
此次租金抵扣个税的申报对
整个租房市场做“摸底工作”
也是未来规范租房市场行为
的必要准备工作。财税专家还
呼吁有关方面尽快给出明确
解读，避免个税改革的良好初
衷被各类流言所影响。

租房合同所约定房租
是税前房租

“我们跟租客说清楚了，你要信息我提供，
但是税由租客承担。”1月9日上午，生活日报记
者来到嫣楚所说的房产中介公司办公室，该房
产中介说他们与租客所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
所约定的房租是税前房租，如果租客申报租房
抵扣个税的话，相关的费用是由租客来承担
的，而他们给租客发送短信提醒是善意提醒。

“我看到新闻报道了，预计租客一年要多
交四五千块钱，我们就编辑了一段文字来提醒
租客。”该房产中介的一名工作人员说，如果租
客咨询租金抵扣个税的相关问题，他们就会把
编辑好的文字发送给租客，而且也会提醒他们
1000块钱的减税标准每个月只会减税45元，但
是其承担的税费可能是每个月四五百块钱。

个税抵扣申报
或为房产税征收摸底

新个税法实施以来，有关房租抵扣的问题
成为广大租客关注的热点问题。1月9日，生活
日报记者咨询了济南某房产中介相关工作人
员，她说租客申报租金抵扣个税的时候会让税
务部门知道房东对外出租房屋的事情，以往房
东可能不会交税,但是如今他们需要交税了，
他们为了房租收益不会减少，于是就会要求涨
房租。

“房东想要涨房租，我们就得给租客涨房
租，这是一个连锁反应。”该工作人员介绍，房
东提出涨房租的要求以后，预计今年房租将会
上涨，这样反而让租客的租房成本增加了。

同时，该工作人员称个税抵扣申报也可能
是为房产税征收摸底，这样可以统计房东具体
有多少房产，从而为“房产税”铺路。

应该交的税却没交
就是逃税漏税

针对嫣楚等多位租客所遇到的问题，生活
日报记者拨打了12366纳税服务热线，工作人
员称租客在进行住房租金专项附加扣除申报时
可以选择通过填报房产中介的社会统一代码，也
可以选择填写房东的身份证号及姓名。“(房东)应
该交的税没有交就是逃税漏税，他应该向税务机
关交这部分税。”对于部分房东如今因租客申报
个税扣缴提出涨房租的问题，该工作人员称，他
们没法解答房东涨房租的问题，不过租客遇到
房东或者中介不提供相关信息或者涨房租的
事情，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进行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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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中介经理在朋友圈发布的通知。 首席记者 程凌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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