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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存权保障的房产税制改革：逻辑、价值及路径
——以上海市为例

【摘要】在房产税领域注重保障纳税人生存权有助于纳税人权利保护水平的提升与税收公平、税收

正义的实现。通过规范分析可知，生存权保障视阈下上海市房产税制存在立法位阶不高、生存保障立法

目的缺位、征税范围不合理、税负限制机制缺失、减免税范围偏小、风险保障机制缺失的问题。对此应提

升房产税的立法位阶，补充生存权保障的立法目的，调整房产税的征税范围，构建房产税的税负限制机

制，扩展房产税的税收减免范围并构建房产税的风险保障机制，提升上海市房产税制对纳税人生存权的

保障水平。

【关键词】生存权保障；房产税；立法；税制设计；税收优惠

【中图分类号】F8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18）07-0166-6

张 怡（教授），闫 晴

DOI：10．19641/j．cnki．42-1290/f．2018．07．030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坚持在发展中保

障和改善民生。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

平正义，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

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

展”。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多次强调“让人民对改革有

更多获得感”。在房价高涨、收入差距扩大、低收入群

体生存困难、社会保障机制尚需完善的社会背景下，

通过房产税保障生存权是实现“住有所居”构想的必

经道路。本文在阐释房产税与生存权的制度逻辑基

础上，通过分析房产税保障生存权的价值，揭示上海

市现行房产税制在保障生存权方面的缺陷，进而探

索改革路径。

一、生存权与房产税的制度逻辑

生存权是一切人权的起点（韩德培，1995），是人

权权利架构的基石。恰如霍布斯所言，由于人的本性

是自我保存，所以生存权是人的首要权利（霍布斯，

1985）。生存权强调“人不仅要活着，而且要有尊严地

活着”。日本学者大须贺明提出，狭义生存权保障“最

低限度生活，顾名思义，是指人在肉体上、精神上能

过像人那样的生活之意”（大须贺明，2001）。生存权

强调的是人作为人存在“为维持他人和家属的健康

和福利所需要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住房、

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世界人权宣言》）。在住

房领域，生存权具体化为居住权，指居住权人对他

人住房以及其他附有物享有占有、使用的权利（陈信

勇、蓝邓骏，2003）。在此方面，唐代诗人杜甫早已发

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感慨。

生存权的确立意味着国家及政府有义务保障公

民获得维持基本生活的必要物资。一般而言，公民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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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创造财富的能力，能够提供自己及家庭必要的生

活物资，并在自立的基础上获得进一步的发展。税收

是现代国家维持正常运转的基本财政手段。但基于

纳税人生存权的考量，相关部门的“课税之手”应在

有限范围内行使，税款征收后纳税人的“剩余财产”

可维持纳税人在物质及文化方面的最低生活水平。

是故，在税法领域，生存权的保障要求在课税时不得

压缩纳税人的生存空间。与“先王之法，不涸泽而渔，

不焚林而猎”具有异曲同工之处。在房产税领域，生

存权保障要求房产税的征收需在一定限度内进行，

即对房产税的征收不得降低纳税人应有的生活品

质，甚至迫使纳税人削减在食物、衣着、医疗、必要社

会服务等方面的基本支出。生存空间与课税空间的

历史状态与现有状态见图1、图2。

然而，现代社会中纳税人源于房产方面的经济

压力较大，房产税的征收存在侵及纳税人生存权的

风险。以年轻化家庭为例，一般多为父母代付首付，

自己偿还贷款。据统计数据，上海市三成市民月供占

收入五成以上，不得不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且我国房

地产开发企业开发一个房地产项目，一般要缴纳高

额的土地出让金与城镇土地使用税、企业所得税、契

税等十余种税费，购房者已被间接转嫁了沉重的税

费负担。房产税的开征将进一步增大购房者本已沉

重的税负压力，甚至迫使其缩减生存成本，即房产税

的“课税之手”可能伸向纳税人的生存空间，甚至进

一步激化利益相关主体间的矛盾。

生存权是一种靠国家的积极干预来实现人“像

人那样生存”的权利，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会长刘剑

文曾指出“即使推出房地产税，也要优先保障公众的

生存权”。由此，在构建房产税相关政策时应考虑缩

小房产税的税基，将房产税的纳税人限定于少数群

体，完善房产税的优惠机制，确保纳税人不因房产税

的征收而被迫缩小住房面积或缩减生存成本，避免

房产税的“课税之手”侵及纳税人生存权。

二、房产税保障生存权的三维价值

（一）房产税保障生存权有助于税收公平度的提升

设计房产税时，应注重保障纳税人生存权，确定

与纳税人赋税能力相符的税基与税负。由于赋税使

人牺牲了舒适与奢侈，政府当然有责任把税负尽可

能公平地分配给所有人（约翰·穆勒，1991）。对此，查

德 A.马斯格雷夫、佩吉 B. 马斯格雷夫理（2003）提
出“应使每个人支付他合理的份额”。换言之，税负的

分配需与其经济负担能力相符，不同财富占有状况

的纳税人承担不同份额的税负。

1. 房产税制设计中应注重保障纳税人生存权

可确定与纳税人能力相符的课税范围。西晋初期，儒

学思想家、文学家傅玄就提出了“量民力以役赋”的

思想（蔡昌，2016）。目前纳税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承

担着赡养、抚养、医疗、房贷、日常消费等多方面的支

出压力，生存压力相对较大。生存权保障理念要求

“课税之手”只能伸向纳税人扣除生存支出的剩余财

产。在房产税领域，生存权保障理念要求房产税不能

侵及纳税人的自住房，其征税范围应主要限于投资

性房产，避免低收入家庭因承担房产税税负而被迫

缩减在食品、服装、教育等方面的生存支出，提升税

收公平度与对纳税人生存权的保护力度。

2. 房产税制设计中注重保障纳税人生存权，确

定与纳税人能力相符的税负。《中国家庭财富调查报

告（2017）》显示，在全国家庭的人均财富中，房产净

值的占比为 65.99%。目前，我国个别拥有多套住房

的家庭存在残疾人或赡养责任过重的情况，房产租

金是其重要的收入来源。对此在房产税制度设计中

应关注残疾人、老年人等经济弱势群体，并给予一定

的税收优惠，以提升其经济能力与税负的契合度、公

平度。

（二）房产税保障生存权有助于纳税人权利保护

水平的提高

在房产税制设计中注重保障纳税人生存权有助

于保障纳税人的适足居住权与财产权。各国房产税

减免制度共同的理论基础是：不能因为房产税的征

收而剥夺或降低纳税人的“衣食住行”及“精神食粮”

等基本生活水准（冉富强，2015）。
1. 房产税制设计中注重保障纳税人生存权有

助于保障纳税人的适足居住权。住房使用权法律保

障的适当性、住房费用与收入的适当性、住房机会与

弱势群体的适当性是“适足居住权”的重要内容。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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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于 1991年 12月
12日通过的第4号意见，把“适足居住权”界定为：住

房使用权法律保障的适当性；住房设施与居住需求

的适度性；住房费用与收入的适当性；住房空间的安

全健康恰当性；住房机会与弱势群体的适当性；住房

地点的便利适当性；住房建筑的文化适当性。当前我

国房价较高，普通纳税人购置房产往往需要倾尽几

代人的财富积累，甚至还需节衣缩食偿还几十年的

住房贷款。在上海，如需购置一套80平米的公寓，按

照上海市居民平均年收入水平测算需要48.5年偿清

贷款。受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购置房产是成家的必

备条件，因而我国居民购房压力较大。房产税的开征

意味着产权人存在税负加重的风险，对于纳税人而

言往往需要缩减生活支出缴纳房产税。而在房产税

领域注重保障生存权可使生存压力较大的纳税人不

缴或少缴房产税，确保住房费用与收入的适当性，进

而保障纳税人的适足居住权。

2. 房产税制设计中注重保障纳税人生存权有

助于保障纳税人的财产权。纵然公民在享有财产权

的基础上应承担一定的社会义务，但社会义务的承

担需以基本生存财产的保护为前提。有效的财产权

必然反对课税过度，坚持税收法定主义。申言之，对

涉及纳税人基本生活需要的财产或收益应当免于征

税或者视情况从轻课税，对纳税人的基本生活开支

及家庭必要抚养开支等，都应该从应税所得中予以

扣除（刘剑文、熊伟，2006）。在购房压力较大的社会

背景下，房产税的征收可能造成纳税人被迫缩减食

品、服装、赡养等方面基本支出的不良后果。在房产

税领域保障生存权应提升房产税的法治化程度，将

个人乃至家庭的日常支出移出房产税课税范围并提

供必要的优惠政策，避免房产税的课征侵及纳税人

财产权的保护领域，进而提升对纳税人生存权的保

护力度。

（三）房产税保障生存权有助于税收正义的实现

在房产税制设计中注重保障纳税人生存权可

促进纳税人的自由发展并优化税收的再分配功能。

罗尔斯根据抽象的社会契约论方法，从“无知之

幕+互相冷淡”的原始状态出发，引申出两个正义

原则：平等自由原则；机会的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

社会和经济的平等必须满足两项条件：一是在机会

平等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二是应该适

用于社会中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John Rawls，
1999）。

1. 房产税制设计中注重保障纳税人生存权有

助于提升纳税人在经济活动中的自由度。个人发展

的实现要求一定限度的自由，包括但不限于免于国

家过度干预的自由。恰如柏林所言，“个人自然能力

的最低限度的发展也要求一定范围内的个人自由，

而且唯有个人能力的发展才能使追求利益、权利和

神圣的目标成为可能”（Isaiah Berlin，1969）。在房产

税领域保障纳税人生存权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纳税

人一定范围的自由度，为在经济弱势地位中的部分

纳税人争取了一定的平等发展权，通过物质资源获

取机会的给予进一步保障了纳税人的生存权。

2. 房产税制设计中注重保障纳税人生存权有

助于优化税收的再分配功能。课税需遵循“租税中立

性”法则与“最低生活费不课税”原则。在我国收入差

距较大的社会背景下，房产税的开征目的之一调节

财富分配，但不得侵入纳税人生存权的“禁区”。在房

产税领域，生存权保障理念要求完善立法以提升对

纳税人权利的保护力度，并通过具体税制及税收优

惠的设计减轻经济能力偏弱的纳税人的税收负担，

优化税收分配功能的同时提升对纳税人生存权的保

护力度。

三、基于生存权保障的上海市房产税制审视

（一）基于生存权保障的上海市房产税立法审视

1. 上海市房产税立法位阶偏低。上海市房产税

的法律依据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的《上海市开展

对部分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试点的暂行办法》，法律

位阶为地方政府规章。依据税权规范化的要求，狭义

法律规定才可保障房产税制的形式正当性。《立法

法》明确规定“税种的设立、税率的确定及具体的税

收征管制度只能制定法律”。上海市房产税的开征属

于税种的设立，依据《立法法》应在法律中予以明确

规定。而实践中以地方政府规章规定形式制定的上

海市房产税运行规则未达到应有标准。这直接导致

民众对上海市房产税开征的合法性存在质疑，削弱

了上海市房产税制的权威度，降低纳税人对上海市

房产税法律规则的遵从度，也削弱对纳税人生存权

的保护力度。

2. 上海市房产税生存权保障的立法目的缺位。

《上海市开展对部分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试点的暂

行办法》中规定，上海市房产税法的立法目的是“合

理调节居民收入分配，正确引导住房消费，有效配置

房地产资源”。即上海市房产税的主要目的在于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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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法收入再分配的职能。应注意的是，房产税财富调

节功能的发挥需以纳税人生存权保障为前提。但上

海市房产税立法文件的目标仅强调调节居民收入分

配，而忽视了纳税人生存权保障。生存权保障立法目

标的缺位直接导致在上海市房产税制设计中可能对

纳税人的生存性房产课以重税，纳税人易因房产税

的开征而缩减居住空间或在其他生存用品方面的支

出，进而造成对纳税人生存权的侵害。

（二）基于生存权保障的上海市房产税税制设计

审视

1. 上海市房产税征税范围不合理。上海市房产

税的征税范围为本市居民家庭在本市新购且属于该

居民家庭第二套及以上住房和非本市居民在本市新

购的住房。上海市依据家庭户籍而差别设置征税范

围给外地户籍家庭带来过重负担。一般情况下，外地

户籍家庭在沪的购房难度高于本地户籍家庭。在上

海房价高企的背景下，外地户籍家庭往往举几代之

财富积累交付购房首付款并节衣缩食供养房贷。在

此情况下，购置用于居住的第一套房产需缴纳房产

税直接增大了外地户籍家庭的生存支出与生存压

力。与此同时，囿于传统文化的影响，多数父母会为

子女准备婚前房产。且近年来上海市离婚率较高，据

中商情报网上文章《2016年中国离婚大数据分析：

北上广深离婚率最高》统计，上海市离婚率为 38%，

因此诸多父母选择将房产写在自己名下，依据上海

市房产税计征方式需缴纳房产税。这对于因经济限

制而重视房产的上海户籍家庭而言属于“难以承受

之重”，甚至为此缩减基本生活支出，导致纳税人的

生存权得不到应有的保障。

2. 上海市房产税税负限制机制缺位。上海市房

产税的法律文件中并未提及房产税的税负限制机

制。我国是以间接税为主、直接税为辅的税制结构，

纳税人在日常经济生活中无时无刻不承担着较大数

额的“隐形税负”。亦即，纳税人在缴纳房产税、个人

所得税等直接税之前已经缴纳一定数额的间接税。

在税制设计中应坚持一定比例的税负限制原则，否

则易形成“绞杀性租税”，削弱市场交易的活力并降

低纳税人的生活水平。基于税权的扩张性与纳税人

保障机制的有限性，上海市房产税法律文件中税负

限制机制缺失可能导致房产税征收显失公平，使得

低收入家庭承担的税负明显高于高收入家庭（就税

款占收入比重而言），纳税人则沦为“沉默的羔羊”，

其生存权面临被侵犯的危险。

（三）基于生存权保障的上海市房产税税收优惠

制度审视

1. 上海市房产税减免范围偏小。上海市房产税

的减免范围包括本市居民家庭成年子女因婚姻等需

要首次购买住房、持有居住证且在本市工作生活的

引进人才新购的家庭住房等。分析可知，上海市房产

税的优惠范围限于本市常住人口及高等级人才。但

存在无业成年人、残疾人、多名无收入老年人或儿童

的家庭亦存在因房产税的课征而陷入经济困境的风

险。而目前上海市未将其纳入税收减免范围。若其属

于房产税纳税人，房产税的课征将直接增加其家庭

支出，囿于经济能力的限制上述家庭可能被迫缩减

其在赡养老人、儿童教育、日常服装等方面的支出，

从而侵犯上述纳税人的生存权。

2. 上海市房产税风险保障机制缺失。上海市房

产税的法律文件中并未提及房产税的风险保障机

制。从自然风险角度来讲，房产税自然风险保障机制

的缺失导致因地震等自然灾害而引发的房屋损毁

后，房产税应继续缴纳。但在纳税人房屋损毁、生存

困难的情况下，房产税的继续课征可能成为“压死骆

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从社会风险角度来讲，实践中

因重大疾病、工作风险等因素导致纳税人出现经济

困难的现象比较常见。而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与

房产税风险保障机制的缺失导致上述家庭不得不举

债应对甚至出售房产，家庭居住权的保障岌岌可危。

上海市房产税风险保障机制的缺失导致纳税人在因

自然风险或社会风险而陷入经济困境的情况下得不

到房产税的减免支持而被迫降低生活质量或缩减生

活成本，纳税人的生存权未得到应有保障。

四、基于生存权保障的上海市房产税制改革

路径

（一）基于生存权保障的上海市房产税立法改革

路径

1. 提升房产税的立法位阶。房产税领域高位阶

立法及完善的立法体系有助于纳税人生存权的保

障。对于上海市房产税立法位阶不高的问题，应从制

定法律并完善体系两维度解决。①制定《房产税法》

并明确房产税的课税要素。制定《房地产税法》是我

国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中的任务之一，

符合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与十九大的会议精神。在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35个成员中，有32
个国家征收房产税，有关房产税的立法是明确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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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只有比利时、以色列、新西兰未征收房地产税。

因此，我国应加快立法进程，早日出台《房产税法》，

并在法律中明确规定房产税的税制要素，消除对上

海市房产税合法性的质疑，加大对纳税人生存权的

保护力度。②依据地方情况制定低位阶的法律文件

以构建完善的房产税立法体系。法律之内容不能巨

细靡遗，因而，上海市应在《房产税法》出台后，结合

上海市居民收入、家庭结构、居住要求、税负能力、社

会层次、征管水平等因素制定上海市房产税征收的

具体细则，明确上海市房产税的纳税人、课税范围、

税率、税负限制、优惠机制等，确保上海市不因房产

税的课征而侵及纳税人的生存空间，提升对纳税人

生存权的保护水平。

2. 补充房产税生存权保障的立法目的。立法目

的条款是整个法律文本价值目标的体现（刘风景，

2013），房产税的立法目的应兼顾调节收入分配与纳

税人生存权保障两个维度。对于上海市房产税立法

目的中生存权保障缺位的问题，应明确房产税的综

合目的。①强调房产税的分配调节功能。当前我国

财富差距较大，基尼系数屡屡突破 0.4的警戒线。房

产是居民财富的重要体现，以房产为征税依据的房

产税应以调节财富差距为历史使命。因而，房产税立

法中应继续坚持“合理调节居民收入分配，正确引导

住房消费”的立法目标，保障房产税收入调节功能的

发挥。②补充房产税生存权保障的立法目的。立法目

的是法律文件的精神指引，房产税立法文件中有关

纳税人生存权保障的立法目的缺失导致房产税课税

禁区不明。因此，我国应在房产税法律规范中补充

“保护纳税人生存权”的立法目标并在上海市房产税

法律文件中予以强调，为房产税税制设计不侵及纳

税人生存领域提供指引，为纳税人生存权提供应有

的保障。

（二）基于生存权保障的上海市房产税税制设计

改革路径

1. 调整上海市房产税的征税范围。提升房产税

征税范围与实践的契合度有助于提升对纳税人应有

权利的保护力度。对于上海市房产税征税范围不合

理的问题，应予以适当调整。①取消因户籍不同而造

成的房产税起征套数不同的规定。依户籍决定起征

套数不利于纳税人平等权的保障，亦降低了我国人

才流动积极性与经济发展活跃度。因此，上海市房产

税立法中应坚持税收公平原则，对不同户籍的纳税

人规定同样的房产税征税范围，在房产税领域避免

“同命不同价”的不公平现象，提升对外地来沪家庭

生存权的保护力度。②从家庭名下第三套房产开始

征收房产税。传统观念固化、家庭规模缩小、住房面

积增加及婚姻稳定性下降等因素共同决定了我国居

民的刚需住房一般为两套，对具有生存权性质的财

产权应给予税收减免（北野弘久，2001）。之所以将居

民的刚需住房定为两套而不是一套，也是参考了多

位学者的观点的，例如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原院长、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在 2016年
谈及房价问题时就表示，房产税不能照搬美国一平

（平方米）一征的模式，但同时也要避免发生离婚潮

这样的社会问题。如果仅对第一套房免征房产税则

可能引发离婚潮，因而需要再放宽，即从第三套开始

征。因此，我国应将房产税免税套数定为两套，从第

三套名下房屋开始征收房产税，避免税收侵及低收

入家庭的生存权。

2. 构建上海市房产税的税负限制机制。设置房

产税的税负限制机制可将国家的“课税之手”限定在

合理区域内，因此，我国房产税制中应包含税负限制

机制。①将房产税税负限制在居民收入的一定范围

内。在低收入者的房产税税负方面，法国规定低收入

者的房产税额不能超过其收入的 4%（刘剑文，

2014）。美国亦在房产税领域设置了房产税“断路器”

抵免政策：政府首先确定“财产税—收入”的合适比

例作为房产税的起征点，超过这个点纳税人就可享

受税收优惠（宋亦淼，2014）。我国可在房产税领域引

入“断路器”制度，一旦房产税占家庭收入比值到达

一个明确规定的“上限”就可享有一定的税收优惠，

凸显房产税的纳税人生存保障特征。②构建房产税

与个人所得税的联动机制。房产税与个人所得税是

纳税人承担的主要直接税负，在纳税人已承担较重

间接税负的前提下，应将纳税人承担的直接税负控

制在合理范围内。因此，上海市应将房产税与个人所

得税的整体税负控制在纳税人所得的一定范围内，

例如规定二者的总额不得超过纳税人收入的 30%，

避免纳税人因直接税负的承担而被迫缩减食品、药

品、服装等方面的支出，提升对纳税人生存权的保障

水平。

（三）基于生存权保障的上海市房产税税收优惠

改革路径

1. 扩展上海市房产税的税收减免范围。扩大房

产税的税收优惠适用范围可优化经济弱势群体的生

存状态。对于上海市房产税减免范围偏小的问题，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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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扩容。①扩展房产税减免的适用范围。美国规定

老人、残疾人房产税递延征收；俄罗斯规定战斗英

雄、残疾者、现役及退役军人、烈属、退休金领取者免

征房产税；斯洛伐克规定对老年人和伤残人士免征

房产税；格鲁吉亚规定年收入低于 4万格鲁吉亚拉

里的家庭免征房产税。上海市对于社会弱势群体并

未在房产税领域予以特殊优惠，直接导致其生存权

保障在经济上遭受威胁。因而，上海市应将存在三名

及以上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无业人员的家庭

予以房产税减免，避免因房产税的征收而恶化其社

会生存环境，进而保障其生存权。②构建通货膨胀时

期的房产税减免机制。近年来，我国通货膨胀率较

高，若纳税人收入增长率低于通货膨胀率则其经济

可税空间缩小。在个人所得税领域，美国、英国、加拿

大、法国等国家都已经实现了扣除额与CPI挂钩。以

加拿大为例，其给CPI规定了一个临界点，如果CPI
高于3%，则按高出的部分来调整税率的档次级距以

及扣除额（许建国，2016）。因而，上海市房产税法中

可规定，当通货膨胀率高于一定幅度后可适当减征

或免征房产税，提升纳税人应承担的房产税额与其

税收负担能力的契合度，避免房产税的征收侵及纳

税人的生存权。

2. 构建上海市房产税的风险保障机制。房产税

的动态保障机制可提升纳税人的风险抵抗能力。对

于上海市房产税动态保障机制缺失的问题，应予以

重视，并构建相应的保障机制。①构建上海市房产税

应对自然风险的保障机制。同为房产税试点城市，重

庆市规定了因不可抗力造成房屋损毁后的房产税减

免机制，较大程度上减轻了自然灾害后纳税人的生

存压力。因此，上海市应补充规定因自然灾害等因素

导致房屋损毁后，纳税人可持有关部门开具的证明

材料申请缓缴甚至减免房产税，增强因遭遇自然灾

害而导致房屋损毁的纳税人的风险应对能力，提升

对纳税人生存权的保障水平。②构建上海市房产税

应对社会风险的保障机制。现代社会风险频发，家庭

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常因遭遇重大疾病、车祸、工作变

动而陷入家庭经济危机。在房产税领域构建一定的

风险控制机制可保障上述纳税人在“经济低谷期”的

生存能力。因此，上海市应允许纳税人在因家庭成员

遭遇重大疾病、车祸、较长时期的失业、重大投资失

利等事件后持有关证明材料去税务机关申请房产税

减免，减轻上述家庭的税务负担，进而提升对纳税人

生存权的保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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