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互联网时代，传统行业都面临着如何适应、如

何转型的现实问题，税源管理在互联网时代必须秉

承“信息管税”的理念，以风险管理为导向，消融时间

和空间对税源管理的限制，构建无时间、空间障碍的

税源管理新体系。

一、在税源管理中引入基础地理信息的必要性

和有效性

1. 引入基础地理信息是税源管理的内在要求。

税源管理中空间定位和空间分析所应用的基础地理

信息始终以文字和数据的形式存在，并在户籍管理

和土地使用税、房产税等单税种管理中得到大量使

用。在空间定位应用上，基础地理信息包括税务登记

中的纳税人“注册地址”和“生产经营地址”信息、定

额管理中的“地段”和“位置”信息、房产税和土地使

用税征收范围信息、土地使用税单位税额的地段信

息、房地产开发项目坐落信息；在空间分析应用方

面，基础地理信息包括土地使用税计税依据的“占地

面积”信息、土地价值计入房产原值征收房产税涉及

的土地价值和建筑面积及容积率信息、土地使用税

免税管理中的土地规划用途信息和土地利用现状信

息、土地增值税清算中非普通住宅商业用途房产和

配套设施信息、房地产开发管理中的建设规模信息。

所有这些信息都以数据形式抽象地存在于税务登记

表、房产土地登记申报表、资产负债表、房地产建筑

业项目登记表等纸质文书和征管系统中，这些信息

是税源管理不可或缺的基础信息，是税源管理有效

性、政策执行合法性的前提和保障。

2. 引入基础地理信息是破解征管难题的有效途

径之一。税源管理需要回答两个基本问题：在整体层

面上要回答税源规模与纳税人申报缴纳税额以及需

要督促纳税人申报的潜在税源，为领导决策提供参

考；在具体操作层面上要回答存在税收流失风险的

纳税人与可能流失的税收规模，为税源管理提供目

标对象。长期以来，税源底数不清、政策执行不准、管

理效能不高、管理效果不长一直是税源管理中的突

出问题，在土地使用税、房产税、耕地占用税等财产

行为税方面尤其明显。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有

三个：一是“看不见”。在土地上进行的开发、建设、生

产、经营产生的全部税源不能直观地展现在税务机

关面前，虽然税务机关进行税源管理的起点是税务

登记，但登记不全导致一部分税源游离在税务机关

的管控之外。二是“不知道”。没有权威的数据和方便

的工具，税务机关对每块土地的权属、用途、利用现

状、面积、规划、建筑规模、生产经营状况掌握得不

全、不准，对纳税人应纳税额的测算不甚准确。三是

“抓不住”。税源管理的三个要素是“证据事实、政策

依据、执法程序”，其中“证据事实”是保障税源不流

失、少流失的关键要素，证据的流失和失效是税源流

失的主要成因。破解这些难题，必须应用互联网思

维，将可视化的基础地理信息引入税源管理，使全部

税源“可视、可测、可追”。

3. 引入基础地理信息是提高征管效能的必由之

路。在传统的税源管理模式下，“入户、进场、看账、取

证”是主要的税源管理方式，税源管理人员“晴天一

基础地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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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土、雨天一脚泥，每天八小时、来去百公里，账本翻

几遍、小本记证据，反复来博弈、管理效能低”，“不去

现场不知道，去了现场不清楚”，时间和空间限制成

为提升税源管理效能的根本“瓶颈”。引入多年度影

像信息、“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地籍信息、行政区划

信息、地名地址信息等基础地理信息并进行可视化

处理，提供测距、测面积等简易操作工具，综合利用

三方涉税数据，辅助电话、邮件、微信、QQ等现代通

讯工具的应用，充分利用纳税评估手段，实现税源管

理从“下户”到“进所”、从“取证”到“举证”、从“以证

控税”到“以图控税”、从“以人控税”到“以地控税”的

全面转型，构建互联网思维指引下以税收遵从为主

要目标的现代化征管模式。

二、基础地理信息在税源管理中的应用方式和

支撑平台

基础地理信息的应用必须以可视化、多用户、简

便性为原则，满足税源管理定位和分析的需要。根据

基础地理信息应用环境的构成，可将其分为开放性

环境和封闭性环境两类。

1. 开放性环境下基础地理信息的应用。开放性

环境下基础地理信息的应用是指使用基础地理信息

的用户没有特定的限制，使用的支撑平台没有特定

要求，用户只要有使用意愿并具有使用信息的必备

条件就可以使用，这种使用主要体现的是互联网上

基础地理信息的使用。目前互联网提供的较为便捷

的基础地理信息使用平台主要有谷歌地图、百度地

图、高德地图、腾讯地图、搜狗地图、天地图等平面基

础地理信息平台，以及百度街景、腾讯街景等三维立

体化基础地理信息平台。从平台获取的基础地理信

息主要有单一年度影像信息、地名地址信息、路名路

网信息，平台提供查询、定位、测距、导航、分类兴趣

点检索等功能性工具。互联网平台提供的基础地理

信息能部分满足地税部门对税源管理的基础地理信

息需求，主要包括纳税人定位、地面建筑构筑信息。

用于地税税源管理的开放性平台的优点有：

①用户使用不受限制，无须使用口令登录；①基于互

联网平台，可以实现智能手机在移动互联网环境下

的使用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③不需要支付任何使

用费用，不需要特定对象提供技术支撑。

用于地税税源管理的开放性平台的缺点有：①没

有提供城镇地籍数据库，不能确定宗地属性信息；

②没有提供影像采集时间，不能提供作为事实证明

的时间点；③更新后不保存历史数据，不能实现跨时

间节点的信息比对；④没有提供精准的行政区划信

息，不能确定行政区划边界；⑤没有提供面积测量工

具，不能准确测量影像对应的实际占地面积；⑥没有

实现与地税税源管理信息的有机融合，从而不能实

现自动或人工对税源的分析比对；⑦不能提供基于

税源管理的个性化功能模块需求；⑧影像覆盖范围

不全，比例尺较小，存在分析盲区；⑨作为公开信息，

证据的权威性不足，更多的是作为线索来使用。

2. 封闭性环境下基础地理信息的应用。封闭性

环境下基础地理信息的应用是指在地税系统内部通

过专业机构在通用地理信息系统（简称GIS）平台

上，结合地税税源管理需要，有效地整合基础地理信

息和地税征管系统资源，对基础地理信息进行综合

分析和利用。这种环境下基础地理信息平台的用户

仅限于地税系统内部，不同层级的用户需要许可授

权，因系统封闭，一些在互联网上不能公开的涉密数

据可以经过拓密处理应用于地税税源管理，比如“第

二次全国土地调查”形成的城镇地籍数据和以后更

新的城镇地籍数据、大比例尺的正射影像图等。

用于封闭性环境的基础地理信息平台的优点

有：①数据全。将“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以下简称

“二调”）形成的城镇地籍数据、自 2011年开始的每

年度正射影像数据、县乡村三级行政区划数据、地名

地址数据、路网路名数据、税源管理数据进行叠加，

将税源管理需要的基础数据进行了全面融合。②覆

盖面宽。例如：河北省沧州市的影像覆盖全市 19个
县市区、167个乡镇街道、5872个行政村总计 1.34万
平方公里的全部税源管辖区域，没有视觉盲区，全市

地税系统分为市、县、分局、管理员四级，其管理、征

收、监控、稽查、税政、征管各个岗位均可以使用系统

开展分析。③识别准。通过城镇地籍数据与征管数据

的关联分析，借助精确的测距、测面、多边形选取等

GIS工具，从宏观上可以摸清土地使用税税源底数

和潜在税源规模，从微观上可以比较精确地识别土

地使用税、房产税、耕地占用税、契税等税种的涉税

风险点，为税源管理提供指引。④工作流顺。对基础

地理数据围绕税源管理进行分析利用，要整合层级

部门资源实现共享，更要保障工作过程留痕，使工作

成果固化，通过开发功能实现流程化的任务管理。⑤
管理效果长。通过定期更新城镇地籍数据、最新影像

数据，完善风险预警模块功能，实现对基础地理信息

使用的常态化和长效化。⑥证据效率高。因为所有数

据来源于国土部门，在证据证明方面，税务机关只需

要证明数据来源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对数据本身的

准确性不承担证明责任，因此大大提高了税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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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力。

用于封闭性环境的基础地理信息平台的缺点

有：①因为存在涉密数据，必须由具有涉密地理信息

加工资质的单位对系统进行开发和维护，对需求提

供方的选择面较小；②因为存在涉密数据，不能联通

互联网，对系统的使用只能在税务系统办公地点，不

能实现移动平台使用；③因为影像数据来源于国土

资源部和测绘部门的测绘成果，数据需要加工处理，

需要财政资金支持。

三、税源管理应用基础地理信息的成果案例

基础地理信息借助开放性环境或封闭性环境的

应用平台的分析利用分为两种形式：一是对“二调”

数据、影像数据等单要素地理信息数据与地税数据

进行关联分析利用，对土地使用税涉税风险进行分

析识别和管控；二是对“二调”数据、地名地址、行政

区划、多年度影像等多要素地理信息数据与税源登

记、纳税申报、税收政策等地税数据挖掘内在关联关

系和规律进行综合分析利用，对房产税、耕地占用税、

契税、土地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等全税种风

险进行分析识别和管控。在最近两年多的税收实践

中，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效果，下面选择一些典型性案

例进行剖析。

1.“二调”城镇地籍库数据应用案例。“二调”城

镇地籍库数据反映了调查时间上（2006 ~ 2009年某

一时间）被调查宗地的“土地使用者”、“土地用途”、

“土地容积率”、“实测面积”、“发证面积”、“土地坐

落”等属性信息，结合土地使用税单位税额标准，可

以确定宗地的年应纳土地使用税税额，并以图像的

形式直接展现在地图上。

将城镇地籍库中宗地属性的“土地使用者”字段

与地税征管系统中“纳税人名称”字段进行关联，对

城镇地籍库中属于同一纳税人的宗地按“块数”和

“应税面积”、“应纳税额”三个字段进行统计汇总；再

将统计汇总结果与征管系统纳税人土地登记表中的

“登记土地块数”、“登记面积”和“年应纳税额”进行

比对，分析纳税人是否存在漏申报地块、少申报面

积。“以人核地”是“以地控税”核查效率最高、最直接

的工作方法和内容。例如：从地控税系统中可以直观

看出，某石油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在城镇地籍数据库

中有应税宗地 12块，面积合计 117.27万平米，年应

纳土地使用税 412.46万元，而在征管系统中纳税人

登记应税土地面积 1块，应税面积 63.24万平米，年

应纳土地使用税 189.74万元，比对分析纳税人存在

少登记应税土地面积54.03万平米、少申报年应纳土

地使用税222.72万元的疑点。经过约谈纳税人，对相

关问题进行举证说明，剔除政策性免税宗地，纳税人

补缴相关涉税年度土地使用税 427.2万元、滞纳金

154.7万元。

对于从征管系统中找不到的纳税人宗地，可以

确定为漏管宗地，通过实地核查，确定负有土地使用

税纳税义务的纳税人，并采取管理措施对税款进行

追缴。“以地找人”是“以地控税”的核心理念和工作

方法。

通过查询可以获得漏管宗地清册，通过定位和

地名地址信息可以初步确定应承担纳税义务的纳税

人，经实地核查责成纳税人补办登记、补缴相应税

费。例如：在系统中查出河北省沧州市运河区全部宗

地列表，在列表中通过定位和影像确定某宗土地为

工业用地，土地使用者为某村委会，实测面积为

49337.62平米，单位税额 18元/平米，年应纳土地使

用税 88.8万元，在影像上显示的地名地址是“×××1
公司”和“×××2公司”。通过实地核查，确认两个企

业为漏征漏管户，与该村委会签订了土地租赁合同，

按照《关于集体土地城镇土地使用税有关政策的通

知》（财税［2006］56号）的规定：“在城镇土地使用税

征税范围内实际使用应税集体所有建设用地、但未

办理土地使用权流转手续的，由实际使用集体土地

的单位和个人按规定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两个纳

税人按规定缴纳了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印花税、营

业税、企业所得税等相应税费。

2. 多年度影像应用案例。“二调”城镇地籍数据

库存在区域局限性，没有覆盖全部土地，仅对设区市

主城区和各县县城的一部分土地进行了调查。以沧

州为例，主城区调查范围东起长芦大道、西至迎宾大

道、南起海河路、北至渤海路，面积5857.1万平米，黄

骅市调查范围为 2512.1万平米，其他县（市）基本上

也是这种情况。根据这种情况，借助面积测量工具对

多年度影像进行案头测量分析，是强化“二调”范围

外应税土地控管的重要手段。

“以地控税、以税节地”信息系统提供了面积测

量工具，基本上可以将其测量精度和现场GPS测量

获得的数据误差控制在1%之内，其测量结果完全可

以作为确定纳税人土地使用税计税依据的证据。例

如：某公司在中捷产业园区经过“二调”测绘的宗地

面积为 1313952.85平米，用面积测量工具在影像上

测量的面积为 1319598.91平米，面积差额为 5646.06
平米，差异率为 0.4%，在测绘允许的误差范围内。如

果在更加放大的影像上测量，误差率还会更小。

2017.02 财会月刊·75·□



税收管理员（税源监控人员）可以通过纳税人定

位的方式，从影像上对纳税人占用的土地面积进行

测量，与纳税人在征管系统中登记的土地面积、申报

缴纳的税款进行比对分析，查找涉税疑点；也可以通

过地图漫游的方法，对土地使用税开征区域以道路、

河流为边界，逐片区对应税土地进行面积测量，对土

地上标注的纳税人登记面积、已缴纳税额进行比对

分析，查找漏管户和登记户少申报的面积。

例1：纳税人定位测量比对。

通过“纳税人查询”模块模糊查询出“×××公司”

这个纳税人并进行定位，通过面积测量工具对纳税

人占用土地面积进行测量，得到的结果是 106国道

西侧占地约69396.98平米、东侧约37223.19平米，合

计约 106620.17 平米。而纳税人登记土地面积

50153.58平米，约少登记应税土地面积 56466.59平
米；纳税人测量面积年应纳土地使用税税额2013年
（含）以前为 42.65万元，2014年以后为 106.62万元。

通过与实际缴纳土地使用税税额进行比对，确认了

纳税人少申报土地使用税计税面积、少申报缴纳土

地使用税的事实。

例2：片区测量比对。

近年来随着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城市周边的商

砼行业占用集体土地经营的情况比较普遍，因为未

办理土地使用证，所以通过“土地招拍挂信息”的共

享无法获取占地信息，只有通过影像漫游巡查，以片

区为单位进行比对，查找漏管土地和少申报土地使

用税的纳税人。例如：利用系统多年影像图片直观获

取某商砼片区 2011 ~ 2015 年每年度占地情况。自

2013年开始占地面积明显增加。通过选取在此地块

上标注纳税人，得到三个纳税人合计登记土地面积

77966.00平米，与片区粗测面积 180760.52平米相差

约102794.52平米，2014年少申报土地使用税102.94
万元。经约谈，纳税人补充申报了相应税款。

3. 注记点应用案例。注记点反映了现实情况下

土地上承载的银行、学校、商铺、工厂等土地使用人

的情况。通过注记点可以判断土地是否应税，尤其为

机关团体用地、科教文卫用地、铁路用地、公园用地

等划拨土地是否应税提供证据。

例3：免税单位出租土地、房产。

在系统中显示，某铁路单位土地使用者的划拨

土地为免税土地，但图中该宗地上的注记点有几个

生产经营单位，可以确定此宗地不再属于免税范围。

按照《关于外单位使用铁道部所属单位的房地缴纳

土地使用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函发［1990］924号）的

规定：“凡铁道部所属单位的房产出租给铁路系统外

的单位使用的，其房屋占地应由出租方（即铁道部所

属单位）向土地所在地的税务机关缴纳土地使用税。

出租方为铁路系统内非独立核算单位的，则由其所

属相对独立的站、段、厂以及分局等单位负责缴纳”，

该宗土地应由某铁路单位缴纳出租房产的土地使用

税。但从图上可以看出该纳税人并未登记土地面积，

也未缴纳土地使用税，经核实该纳税人进行了补充

申报。

4. 行政区划应用案例。城镇土地使用税的开征

范围是城市、县城、建制镇和工矿区，所以明确行政

区划是确定土地是否应税的必要和重要环节。因税

务机关不能对纳税人使用土地的坐落位置进行准确

判断，尤其是乡镇交界、城乡交界存在着纳税人全部

或部分保有应税土地却未申报纳税的情况。

例4：坐落在乡镇交界的两公司用地。

有两公司坐落于某乡与某镇分界线上，占用某

乡土地面积约118310.99平米，属于不征收土地使用

税的范围；占用某镇土地面积约 140571平米，土地

使用税单位税额每平米 1.5元，年应纳土地使用税

21.08万元。其中一公司厂区坐落在某乡与某镇分界

线上，属于某乡用地面积约为47710.19平米，在不征

收土地使用税范围内；属于某镇用地面积约为

241315.42平米，土地使用税单位税额为每平米 1.5
元，年应纳土地使用税 36.19万元。根据 2011 ~ 2014
年影像结合纳税人耕地占用税、契税缴纳情况，可以

判断纳税人土地使用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 2012
年 9月，估算两个纳税人应纳土地使用税为 198万
元，因纳税人注册地址为某乡，始终未对应税土地进

行登记并申报缴纳土地使用税，经约谈，该纳税人补

缴了税款。

5. 综合要素的基础地理信息分析应用案例。单

一要素的基础地理信息对土地使用税的管控能收到

实实在在的效果。但是对各种要素的基础地理信息

的综合分析利用，可以还原和追溯到一定时期内围

绕土地的取得、开发、建设、置换、出租、转让、变性等

各种经营行为涉及税收的事实，从而对契税、耕地占

用税、营业税、土地增值税、印花税、企业所得税等全

税种实现有效的管控，形成“一张图、管全税”的税源

管理格局。

（1）房地产拆迁安置。将“二调”数据、多年影像

进行比对分析，还原房地产拆迁安置的事实，通过宗

地数据提供了被拆迁户的户数、每户面积和总面积，

固定房地产开发企业拆迁安置的证据。通过约谈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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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人，要求其提供拆迁方案、拆迁安置协议，可核实

实物安置被拆迁户户数、面积，落实拆迁补偿契税、

实物安置视同销售营业税、土地增值税等相关税收

政策。

例5：某住宅小区用地。

查询某住宅小区“二调”数据，证明项目开发过

程中存在拆迁行为，“二调”数据全部为分散的土地

使用税纳税人，涉及拆迁户 285 户，拆迁面积

146997.84平米。经约谈并调查纳税人提供的拆迁安

置方案，了解到拆迁安置涉及契税、回迁户视同销售

的营业税、土地增值税应承担的纳税义务履行情况，

由纳税人补缴相关税费4216.5万元。

这样的情况在房地产开发过程中比较普遍，利

用“二调”数据解决了拆迁安置涉税申报不实的问

题。通过“以地控税、以税节地”信息系统可以有效

解决因在房地产拆迁安置政策执行中纳税人提供相

关资料不全、无法获得充分证据而存在拆迁行为和

涉税金额的问题，避免这一重要税收不遵从行为的

发生。

（2）以租代售。机关团体用地基本上以划拨方式

取得，为改善办公条件往往采用借款建房，建成后以

部分自用部分销售的方式偿还借款。但因为划拨土

地不允许销售所建房产，不能办理房产证，便采用签

订长期租赁合同的方式来销售房产。

例6：某机关单位以租代售。

根据“二调”属性信息，某机关单位使用一宗划

拨土地，面积4646.73平米，用途是“机关团体”用地，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第

六条第二款规定，“由国家财政部门拨付事业经费的

单位自用的土地”应当免缴土地使用税。但是从影像

上分析，该单位所建大楼为 22层，每层正射投影像

面积约1161平米，总建筑面积约为25542平米，与宗

地数据中“容积率”0.43明显不符，说明此宗土地在

2009年后存在改建行为，经查询2011年影像印证了

这个推理。经约谈，纳税人承认在政府主导下开发了

商业写字楼一幢，除一部分自用外，其他房产与购房

户签订了40年长期租赁合同，收款使用财政部门收

据，未申报缴纳土地使用税、营业税、房产税、印花税

等相应税费。

（3）耕地占用税清理。耕地占用税的管理难点有

两个：一是政府未经收储使用耕地进行建设，修建公

园、道路等；二是违规占用耕地进行生产经营，建厂、

施工等。问题产生的原因一是发现不了，二是测量不

准，三是证据不固定。通过“以地控税、以税节地”系

统能基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例7：某公园建设用地。

从“二调”数据判定该宗土地为“旱地”，但从

2012年影像上可看出已被开发建设成公园，通过宗

地查询得知，公园及附近占地 303567.18平米，每平

米耕地占用税 25元，应纳耕地占用税 758.91万元，

应由某县人民政府缴纳，经县地税局与政府协调，此

笔税款得到追缴。

（4）土地增值税清算单位界定。土地增值税清算

单位的界定是清算业务开展中的重点和难点，清算

单位界定得准确与否直接影响了清算的质量和实际

税负。《关于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增值税清算管理有

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6］187号）规定：“土地增

值税以国家有关部门审批的房地产开发项目为单位

进行清算，对于分期开发的项目，以分期项目为单位

清算。开发项目中同时包含普通住宅和非普通住宅

的，应分别计算增值额”，但是在税收实践中项目是

否分期开发、是否有非普通住宅，尤其是对未经过有

关部门审批的项目，如何界定清算单位始终是个难

点，基础地理信息的应用为解决这个难题提供了一

个思路。

（5）围海造地政策的落实。围海造地是指用土

石、建筑垃圾、工程组件将陆地、岛屿及岛礁沿边缘

填埋成新的陆地，或在海滩和浅海上建造围堤阻隔

海水，并排干围区内积水使之成为陆地。大港口建设

期间，这种现象比较普遍。在实际操作中，纳税人应

先取得海洋局核发的海域权使用证并交纳海域使用

金，然后进行陆域吹填施工，待竣工验收后办理土地

使用权证。《关于海域使用权证换发国有土地使用权

证有关问题的复函》（国土资厅函［2005］455号）规

定：“填海项目中海域（不含滩涂）变为土地后，其土

地利用应当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按现行土地

管理法律法规规定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核发国

有土地使用权证。对土地用途不符合《划拨用地目

录》的，应办理土地有偿使用手续”。现实往往是国土

部门未办理土地有偿使用手续，没有收取土地出让

金，而只是以缴纳的海域使用金和填海造地发生的

实际成本抵顶土地出让价款。而且纳税人并未按规

定申报契税，形成税款流失。同时，对于围海造地土

地使用税，自竣工验收之日起7年内免征。

例如：通过影像分析，某发电厂 2003年完成围

海造田工程898519.54平米，发生海域权金和工程支

出 13250万元，应补缴契税 530万元，并自 2011年 7
月起申报缴纳土地使用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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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土地价值计入房产原值政策的落实。《关于

安置残疾人就业单位城镇土地使用税等政策的通

知》（财税［2010］121号）第三条规定：“对于按照房产

原值计税的房产，无论会计上如何核算，房产原值均

应包含地价，包括为取得土地使用权支付的价款、开

发土地发生的成本费用等。宗地容积率低于 0.5的，

按房产建筑面积的2倍计算土地面积并据此确定计

入房产原值的地价。”在此政策执行中，有两个基础

地理信息要素起到了关键作用，一是“宗地容积率”，

二是“建筑面积”，若这两个要素把握不准，政策执行

难免会出现偏差。虽然通过土地出让合同和土地证

能获取这两个数据，但对于未取得土地证、批少占

多、改建扩建或纳税人不提供土地证的情况则无法

获取这两个数据，通过“二调”数据和影像分析可高

效地解决这个问题。

例如：从地理信息影像上看出，某公司占用宗地

面积14067.56平米，约合21.12亩，为工业用地，按国

土部门地价标准最低为每亩10万元，推算土地价值

应为 211.2万元。该公司未取得土地证，宗地容积率

0.51，推算建筑面积为 7174.46 平米（14067.56 ×
0.51），按每平米建筑面积600元计算，房产原值应为

430.46万元，按照文件规定年应征收房产原值房产

税 5.39万元［（430.46+211.2）×0.7×1.2%］，而纳税人

仅申报了7140元左右，计税依据明显偏低，经约谈，

纳税人补缴了相应税款。同样，从地理信息影像图中

可看出该公司在2013年对仓库进行了扩建，建筑面

积增加，导致容积率发生改变，相应的房产原值计税

价值也应调整。

四、基础地理信息在税源管理应用中有待解决

的问题

1. 应用基础地理信息创新税源管理模式的理念

还有待完善。传统的税源管理模式下，基础地理信息

都是以数据、文字、图形等形式存在的，比如土地是

在资产负债表中“无形资产”中的一个数字，纳税人

生产经营地是在税务登记表中的一串字符，占地面

积和土地坐落是附在土地使用证后面的一张界址点

坐标图等，不形象、不直观。税务人员在应用基础地

理信息时仅就数论数，隐藏在基础地理信息背后的

税源信息没有被有效挖掘出来。通过可视化的图形

界面来直观展现税源的定位信息和变动信息的理念

还没有形成，用互联网思维、知识管理理念、数据管

理理念、风险管理理念来指导和指引税务管理还远

未做到。

2. 基础地理信息共享的时效性还需要提高。基

础地理信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土地的用途在

变化，有的耕地变成了建设用地，有的工业用地变成

了城镇住宅用地；土地上的建设一直在进行，有的小

区在建设，有的小区在交房；房产权属和利用方式在

变化，你买我卖，你租我用；工厂在扩建，工厂在停工

……这些变化时时刻刻带来税源的变化，从税源管

理需要的角度，对于税务机关而言，最科学的做法是

实时掌控基础地理信息的变化，获取最新土地权属

信息、实时影像信息、实时地名地址信息。但是在现

有技术条件下，满足这个需求还很难。现实情况是解

决好最新的城镇地籍数据库更新的问题，每年度更

新一次影像数据和地名地址数据，实现对税源阶段

性的监控分析。

3. 基础地理信息分析利用的信息化手段还需要

提高。基础地理信息的分析利用是基于GIS平台上

的图形、数据、文字的综合分析利用，涉及影像的比

对，比如不同年度影像变化区域和面积；涉及税源估

算模型，比如通过宗地上房屋建筑面积和价值来估

算房产税税源；涉及指标分析，比如单位面积不同类

型土地的税收贡献分析等。这些分析手段现在基本

上是利用手工凭经验来判定，下一步需要通过拓展

信息化的手段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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