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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就业职工申请租房补贴 难过房东关
有房东担心以后房子被征税，拒绝房屋租赁备案或开发票
□生活日报记者 郑希平

11月1日起，济南市
租赁住房补贴新政开始
实施，根据规定，符合要
求的新就业本科生租房
可享受每月 7 0 0元的补
贴，全日制硕士博士每月
分 别 可 享 受 1 0 0 0 元 和
1500元的补贴，其他外来
务工人员也有相应的租
房补贴。

记者了解到，新就业
无房职工申请条件，有户

籍、毕业时间、劳动关系、
社保缴纳及房产等条件
要求。

符合要求的申请者
所需材料，包括居住证、
户口簿及房租租赁合同、
全日制学历或学位证明，
还需提供房屋租赁备案
证或租赁发票 ( 任选其
一)。

不过，房屋租赁备案
证和租赁发票，成为一些
新就业职工申请租房补
贴的拦路虎。

房屋租赁备案不收费 也没强制性要求

如果开具发票，涉及要缴纳相
应的税费，如果房东不配合是无法
办理的。那房屋租赁备案证，能否绕
过房东取得？

4日上午，记者来到济南市历下
区房屋管理服务中心，该中心物业
科负责历下区房租租赁的备案工
作。物业科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随着
11月1日起补贴新政实施，咨询电话
一个接着一个，可以说简直被“打
爆”了。

“目前对于出租房屋的租赁备
案，没有强制性要求。”该工作人员
表示，房东和租客是房屋租赁备案
的主体，房产中介不承担房屋租赁
备案的硬性规定。也就是说，如果
想办理房屋租赁备案证，只能是租
户与房东协商沟通，沟通完成后，
按照之前的规定，需要双方带着相
关证件同时到场。

对于有些房东担心，一旦自己出

租的房屋被备案后，后续会面临被征
税的风险。该工作人员坦言，“不好
说。”他表示，房屋租赁征税是税务部
门的管辖范围，他们只是负责将出租
的房屋备案后录入系统，具体税务部
门是否依此征税，他们也不了解。

如何备案呢？记者了解到，根据
之前的规定，需要房东和租户一起
到场，房东要带着身份证、房产证，
租户带着租赁合同、中介制式租赁
合同或者双方手写的租赁合同，都
可以作为依据。“房屋租赁备案是不
收取任何费用的。”

有些申请住房补贴的市民反映，
房屋租赁备案证的申请材料比较多，
而且房东以种种理由不愿意配合，物
业科工作人员表示，因为没有强制规
定租赁备案，因此只能与房东协商。同
时，他表示，政府已经出台了申请房屋
租赁备案证相应的简易程序，具体需
要到住房保障科了解。

部门回应

租客办租赁登记 可走简易程序
房东不用出面也不用提供身份证、房产证

□生活日报记者 郑希平

济南市历下区房屋管理服务中
心住房保障科，是负责历下区租金
补贴工作的科室，该科室工作人员
表示，随着补贴新政11月1日实施，
咨询电话络绎不绝。

该科室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针
对租户办理租赁备案遇到的相关
问题，济南市下发了《关于对申请
租赁住房补贴保障家庭执行租赁
住房备案简易程序的通知》，通知
规定，租赁备案按以下程序办理：
租赁住房补贴申请家庭持申请人
身份证、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或协
议(租赁住房需办理产权登记或网
签备案)，到出租房屋所在地住建
部门办理租赁住房备案，现场填写
承诺书(承诺已征得出租房屋产权
人同意等)。

对于简易的租赁备案程序，该
工作人员说，简易程序减少了租客
办理租赁登记的障碍，不需要房东
再出面，也不需要房东提供身份证、
房产证等证件，这样减少了房东不
愿配合的抵触。同时，该工作人员表
示，根据规定，租户使用简易程序进

行房屋租赁备案，还是首先要征得
房东的同意，这是个人承诺书的一
项要求。

在住房保障科，记者看到了这
份名为《申请租赁住房补贴保障家
庭办理租赁备案承诺书》，其中第二
条写道，本人持租赁合同办理房屋
租赁备案手续，已提前征得该房屋
产权人暨出租人同意。

承诺书中还写道，本人按简易
程序办理租赁备案后，将积极配合
主管部门对租赁住房补贴资格的抽
查、确认工作。并且承诺，本人对以
上承诺事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隐
瞒事实，提供虚假信息等行为，引发
的后果均由本人承担。

如果房东就是不同意房子租赁
备案怎么办？住房保障科工作人员
表示，目前对于房屋租赁备案国家
没有强制性的要求，因此目前这种
情况，只能是租户自己和房东协商，
以让房东同意备案。

记者了解到，办下房屋租赁备
案证后，按相关规定，凑足所有需要
的材料手续后，将这些材料提交本
单位的相关人员，由用人单位组织
受理申报。

想申请租房补贴 房东不配合

“政策公布时，我很兴
奋并在朋友圈转发，还告
诉了很多刚就业租房的同
龄人。”在省城就业的本科
生徐莉，一直关注着济南
市刚颁布的租赁住房补贴
新政，按照这个政策，本科
毕业的她，每月能申领到
700元的租房补贴。

可当她准备申请时却
发现，因为需要房东提供
身份证、房产证等相关材
料，协助办理租赁备案或
租房发票，单单是房东这
一关，她就没过去。“我问
了房东，他说不了解这个
政策，也不愿配合办理。”

同样被房东拒绝配合
办理的，还有在历下区租
住的陈先生。陈先生告诉
记者，自己本科毕业两年
了，每月房租在2000元左
右。

“11月1日新政开始实
施后，我就联系了房东，希
望协助开具租房发票。”陈
先生告诉记者，为了征得
房东配合，他还明确说明，

开具发票的跑腿工作以及
产生的相应税负，都由陈
先生自己承担。

房东却拒绝了陈先生
协助开具发票的要求。记
者联系了陈先生的房东刘
女士，刘女士表示，房子签
约时并没要求发票，而且
这个是税前价格。

对陈先生提出自己可
承担相关税费，刘女士仍
表示不同意。陈先生分析，
可能房东担心，一旦自己
出租房屋进行了纳税，以
后税务部门会盯上她。

陈先生几个月前就签
订了半年的租房合同，而
且已交纳了各种费用，房
东不愿配合，他表示自己
也没别的办法。

“只能等房租到期
后，再寻找新房源，但前
提是新房东同意进行房
屋 租 赁 备 案 或 开 具 发
票。”陈先生说，他现在一
个月房租2 0 0 0多元，这
700元的租房补贴，能缓
解一些经济压力。

开发票要交税费 出租房应自行申报

为何房东不愿配合
租户开具租赁发票？开具
发票是否必须要房东提
供相应材料？带着这些问
题，4日上午记者来到国
家税务总局济南市市中
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在
负责房屋租赁开具发票
的资料审核窗口进行咨
询。

该窗口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开具租赁房屋的
发票，需要房东和租户带
着身份证、制式或手写租
赁合同以及房产证明材
料办理，如果是租户代
办，则需要带着房东的相
关证件。“房租费用开具
发票时，要依法征税，包
括 个 人 所 得 税 和 房 产
税。”

具体征税标准是多
少，该工作人员透露，如
果租金低于800元，只需
缴纳房产税，大约16元。
工作人员同时表示，如果
房租超过800元，则需要
缴纳个人所得税和房产
税。“比如2000元的房租，
总税金大约在156元，两
个税种平均下来大约是

租金的7%到8%之间。”
对于税费应该由谁

承担，该工作人员表示，
这没有具体规定，需要租
户和房东协商解决，现场
哪一方都可以交付，但最
后显示征收的是房东个
人所得税。同时该工作人
员介绍，目前对于住宅的
房租个人所得税的征收
没有强制性要求，只对商
品房的租金所得有强制
要求。

税务热线 1 2 3 6 6的
客 服 人 员 则 向 记 者 表
示，虽然没有强制性要
求，但按照个人所得税
的相关规定，住宅租赁
所得也应依法缴税，出
租方即房东应积极进行
个人申报。“信息网完善
后，如果发现个人税务
征收系统显示相关税费
没缴纳，会涉及滞纳金
及罚款。”

该客服告诉记者，如
果不主动申报房租个人
所得税，以后的风险需要
本人承担，建议出租房屋
的市民，对个人所得主动
自行申报。

申请租房补贴需填写个人承诺书。

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户口：本市户籍或持有合法
有效的《济南市居住证》
毕业时间：毕业时间至申请
之日，不超过5年。
劳动关系：在济南十区及各
功能区管委会代管区域依法
登记注册的各类企业、民办非
企业单位、社会团体稳定就业
(确定1年及以上期限的稳定
劳动关系)。
社保缴纳：连续缴纳养老保险
半年且处于在缴状态，补缴的
不计算连续。
房产：无房且租房居住。
其他：正享受经适房、公租房
或企业新引进人才租房和生
活补贴等政策的，不可申请。

新就业无房职工
如何申请租房补贴

补贴去哪里申请

到本公司(单位)的人力资源部门
或公司指定部门申请。

◎申请人及家庭成员(仅限配偶及

子女)身份证、济南市居住证(仅申请

人提供)、户口簿、婚姻状况相关材

料原件和复印件。

◎租赁住房合同。

◎房屋租赁备案证或者租赁发票

(任选其一)。

◎全日制学历或学位证书原件及

复印件。

申请需带什么材料

对职工收入有限制吗

不设收入限制。

新就业本科生：租房可享
受每月700元的补贴；

全日制硕士博士：每月分
别可享受1000元和1500元的
补贴；

其他外来务工人员：也有
相应的租房补贴。

补贴标准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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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租费用开具发票时，要依法征税。 记者 郑希平 摄


	S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