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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视角

个税房租专项扣除，对

于在城市打拼需租房的纳

税人确实是一项减负福利。

在广州， 有不少房东担心：

租客所填的房东信息会否

成为有关部门向房东征税

的线索。于是，有房东表示，

如果租客申报住房租金抵

扣个税， 要么房子不给租

了，要么房东的“租金税”由

租客承担， 或者直接涨房

租。 有租客算了一下账，发

现减税可能抵不过涨房租，

因此不打算申请抵扣。

《个人所得税法》 在去

年进行了变革性修订， 一

方面， 起征点提高到

5000

元； 另一方面 ， 设置了子

女教育、 继续教育 、 大病

医疗 、 住房贷款利息 、 住

房租金和赡养老人等六项

专项附加扣除 。 前者已于

去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后

者则于今年

1

月

1

日起开

始自主申报。 这对工薪阶

层来讲， 个税实际交纳额

将大幅降低 。 不过 ， “税

收红包” 中的住房租金专

项附加扣除申报 ， 却在住

房租赁市场中激起了涟漪。

不只广州 ， 翻看很多

一二线城市的媒体报道以

及社交媒体上的反映 ， 几

乎都存在相同的 “市井逻

辑 ”。 归根到底 ， 一方面 ，

民间的住房租赁市场尚处

在灰色地带 ， 租赁双方即

使签订了租赁合同 ， 也不

会在有关部门备案 ， 房东

的出租收益并不缴纳相关

税费；另一方面，由于摸排

底数和征收成本较高，且名

义税率计算复杂，很多地方

并未就此出台专项政策。即

使在广州， 从

2016

年起对

个人出租房产按综合征收

率进行计征 ， 但如新闻所

述， 仍有不少的房屋租赁

游离于税收之外。

现在，借由房租抵扣个

税的利好政策，租客有了主

动申报的积极性，但很多房

东却有了诸多担心。这应该

是租赁双方的正常反映，而

且，房东的担心越多，或者

给租客设置的条框越多，越

说明房屋租赁的个人对个

人交易越普遍。 至此，租赁

双方在房租抵扣个税方面，

形成了矛盾关系。这既非个

税专项附加扣除政策所希

望看到的，也并非该政策能

够解决的。 因为，个税专项

附加扣除政策指向是单一

的，即让个税构成更加合理

并且降低个税负担，而租赁

双方的矛盾则是新政策落

地过程中揭示出来的市场

问题。

据媒体调查，无论房东

抑或租客 ， 多有这样的认

识： 随着税收的规范化，个

人出租房产缴纳税费是迟

早的事。 从概念上而言，这

可以是两个事物，一个是为

了降低个税负担的个税专

项附加扣除；一个是规范个

人房产出租的税费缴纳。基

于此，有必要通过相关纾解

通道，打消房东与租客的顾

虑，让房租抵扣个税的优惠

政策先行便捷地落地，而其

所附带揭示出的问题，则另

行综合考量。

我赞成财税法学家施

正文的意见， 对于出租房

产，“短期可以提供免税优

惠政策。 但从长远来看，应

该对我国财产税制进行改

革，改变目前繁琐且落后的

税制，建立起完善的房地产

税。 ”总的来说，眼下，应先

让个税专项附加扣除的善

政尽早惠及工薪阶层。

◎

燕农 大学教师

为了更好地落实个人

所得税抵扣政策，住房租金

抵扣的流程不妨简化一些。

比如， 一个人非北京户籍，

在北京上班，交社保，同时

又没有在北京买房， 那么，

他必然在北京租房，住在河

北，或者跑到河北去租房的

可能性非常小，那么不妨直

接认定他具有抵扣资格。前

不久， 原定于 2019 年 1 月

1 日移交税务部门的养老

保险征收职能管理，基于种

种实际考虑，暂缓移交。 顺

着这种政策思路，简化个人

所得税抵扣项的申报流程

与手续，是可行且合理的。

———钱江晚报 ：《房租

抵扣申请流程不妨简化一

些》

苹果出现问题，其主因

是战略失误与技术创新能

力不足。这同样也是美国的

问题。 对华盛顿来说，让美

国重新伟大的动力不是来

自于口号，而在于能否能继

续激发出自身的竞争活

力。

将技术竞争诬称为剽

窃，只允许别人跟着美国品

牌走， 不允许别人超越，这

本身就是对全球技术进步

的蔑视，更是对苹果发展模

式的否定。在竞争加速的全

球化时代，如果白宫用这种

方式来判断其他国家的发

展，那它注定会落入惶惶不

安之中。

———环球时报 ：《苹果

竞争乏力，美高官岂能喷中

国》

全面推行全程音像记

录， 填补了相关领域的空

白。 考虑到以往有些案例

中，执法记录仪到了关键时

刻就“失灵”，监控在紧要关

头“精准坏掉”，显然还有必

要预防音像记录“在不该坏

的时候坏了”。 意见中也提

到“记录保存”，防范“意外

丢失”，要让记录资料“做到

可实时调阅”， 这也是有的

放矢。 今后再出现“记录丢

失”之类的情况，显然应严

肃追究相关行政主体责任。

———新京报 ：《全过程

记录：让每次执法都经得起

监督》

◎

木木 辑

让“房租抵扣个税”先落地再研究“房租税”

白

话广州

鸡手鸭脚

“俾我来搞啦， 睇你鸡手

鸭脚咁”， 喺超市度一对老人

家整理紧刚买来嘅嘢，个婆婆

就同个老爷爷话。 广州人中意

用“鸡手鸭脚”形容人笨手笨

脚，唔够麻利，点解呢？

原来，鸭脚长着蹼，连住

几个脚趾，虽然识游水，但行

路就唔够灵活；而鸡嘅脚冇呢

个缺点，不过就唔识游水。 所

以，鸡同鸭嘅脚，都俾人认为

系“笨”嘅象征。 鸡喺广州人

嘅心目中，唔单只系一味好餸

嘅材料，而且仲系好多俗语嘅

素材。 鸡虽然笨手笨脚，但有

样嘢就好灵活，而且又快又唔

会中断，就系佢个把嘴。“鸡啄

唔断”， 就用来形容有啲人讲

起话一轮嘴，唔想停。 你谂一

下，平时鸡啄米嘅样，系咪持

续不断？

同鸡有关嘅仲有几句俗

话，亦好形象咁讲明咗一啲做

人嘅道理，或者讽刺社会上某

啲可笑嘅人或事添。 譬如，“鸡

春咁密都菢得出仔”， 话俾大

家知，唔好以为自己做嘅嘢冇

人知道，就算点密实，都会有

泄漏嘅可能。“鸡髀打人牙铰

软”， 鸡髀从来都系一只鸡最

好食嘅部分， 用佢来打人，实

定有去冇还。 呢句话意思就

话，攞咗人哋嘅着数，通常会

影响公正嘅判断。 而“鸡蛋摸

过轻四两”， 就生动咁讽刺咗

嗰啲贪得无厌嘅人， 俾佢摸

过，鸡蛋都要蚀抵，你话得唔

得人惊？

可见， 鸡唔单只美味，仲

系白话中嘅杰出“主角”添。

◎

闻歌 媒体人

市

民论坛

别误读“立法禁啃老”

新的 《河北省老年人权益

保障条例》 于

2018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这部《条例》引人关

注之处在于其明确规定了 “已

成年且有独立生活能力的赡养

人要求老年人给予经济资助

的，老年人有权拒绝”，此规定

被诸多媒体解读为 “立法禁止

啃老”。河北省人大常委会法工

委相关负责人日前回应， 这一

说法并不准确 （《法制日报》

1

月

6

日）。

河北并非首个立法关注

“啃老”行为的省份。 早在

2011

年，《江苏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

例》 就明确规定，“有独立生活

能力的成年子女要求老年人经

济资助的，老年人有权拒绝。 ”

此后吉林、浙江、山东等地也出

台过类似的规定。对此，媒体多

以“某省立法禁止啃老”为题加

以报道。 而这又往往会引发争

议：“啃老”作为家庭事务、道德

问题，法律可以强行禁止吗？

“啃老”现象的发生原因是

深层次的，其中既有家庭教育、

社会教育导致一些年轻人缺乏

自立自强意识，也包括就业难、

收入低、 房价高带来的被动性

“老养小”因素。在质疑者看来，

“啃老” 很大程度上属于家事，

不宜通过立法加以干涉。 事实

上，所谓“立法禁止啃老”的说

法纯属误读。

纵观各地的相关规定，尽

管具体文字表述有所不同，但

有两点核心是相通的：其一，规

定针对的子女是“成年”、“有独

立生活能力”，二者必须同时具

备。现实中一些子女虽已成年，

但一时找不到工作， 或是因为

生理缺陷无法正常就业， 这类

群体并不在法律适用范围之

内。 其二，规定明确的是“老年

人有权拒绝”， 而非强制一刀

切， 这充分体现了法律的谦抑

性。 法律可以赋予老年人 “说

不”的权利，但不能越俎代庖地

替老人对 “啃老” 子女下逐客

令。

老年人有权拒绝被“啃老”

并非立法的突破，而是在宪法、

婚姻法等相关法律基础上的细

化， 进一步强化了老年人财产

性权益保护。对于父母来说，拒

绝被“啃老”看似无情却有情，

因为可以让成年子女正确看待

和父母的关系， 懂得自立自强

承担责任， 这恰恰是对子女最

大的爱。

对于年轻人来说，针对“啃

老”进行立法，也是有力提醒。

时下有个词叫做 “中国巨婴”，

指一些群体虽然生理年龄已是

成人，但心理年龄仍似婴儿，心

安理得地拒绝长大。 部分大学

毕业生 “不就业” 或者 “懒就

业”， 每天窝在家里只知道吃

饭、睡觉、打游戏，还要从父母

微薄的退休金中索取钱财。 这

一社会问题不仅容易引发家庭

矛盾， 也会影响社会的健康发

展。 法律明确老年人有权拒绝

被“啃老”，不啻于猛击一掌、大

喝一声， 让广大成年子女重新

审视自己的行为， 摆脱对于父

母的依赖，真正学会长大。

所以，老人“有权拒绝 ”虽

然不具有强制性， 但极具导向

意义，同时在涉及法律诉讼时，

还可成为老人“说不”的有力支

持。

◎

张淳艺 公务员

珠

江

瞭

望

热

点观察

世界之窗浏览器因

为能够屏蔽视频广告，引

来了用户的追捧，但也招

致瞩目的诉讼 ———腾讯

视频认为浏览器屏蔽行

为违反 《反不正当竞争

法》，损害其广告收益、付

费会员利益，将世界之窗

浏览器告上了法庭 。 日

前， 这场官司尘埃落定 ，

浏览器开发运营者世界

星辉公司，被判赔偿腾讯

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支

出

189

万余元 （《人民法院

报》

1

月

6

日）。

类似的纠纷此前 并

不少见 ，比如 ，优酷起诉

遨游浏览器，爱奇艺起诉

桔子浏览器，均是因为后

者存在直接或变相去除

前者广告的功能。 对于依

靠广告来获取收益的视

频网站来说 ，这类 “去广

告神器 ”的存在 ，对其利

益构成了极大损害。

从法律上看 ，正如此

次世界之窗浏览器败诉

一案中，法院方面所阐释

的 ：视频网站经营方 “并

没有义务在用户不支付

任何费用的情况下免费

提供视频，其采用广告方

式回收成本属于正当经

营活动。 ”而依据《互联网

广告管理暂行办法》第十

六条 ：“互联网广告活动

中不得有下列行为：提供

或者利用应用程序、硬件

等对他人正当经营的广告

采取拦截、过滤、覆盖、快

进等限制措施。 ”

由此可见 ，任何一款

“去广告神器”都处于违法

地带，输掉官司是必然结

果。 不过， 胜诉的原告能

否笑到最后？ 对于频频发

生的“屏蔽广告”现象，恐

怕也应当进行反思。

要知道，各式各样的

“去广告神器”， 近年来从

未“离场”。 其关键原因在

于，对于数量最大、未付费

的普通用户，国内视频网

站的广告策略并不友好 ，

比如，广告时长动辄

30

秒、

60

秒、

90

秒，甚至更长。 而

且不少广告内容难言精

良，有的几乎是粗制滥造，

缺乏观赏性。 如果不对此

进行改变， 那么在巨大需

求的推动下 ，“去广告神

器”难免还会“借尸还魂”。

视频网站来说， 应当

以友好、 灵活的广告策略

对待普通用户，比如，广告

播放

5

秒或

10

秒后，允许用

户选择继续看或不看的权

利。 世界最大的视频网站

之一

YouTube

， 有个特色

就是广告在

5

秒之后可以

选择跳过。当然，背后的运

行机制或许比较复杂，但

它至少说明， 视频网站要

想健康发展， 尊重普通用

户体验同样重要。

◎

张瑜 编辑

浏览器“屏蔽广告”败诉，赢家亦需反思

人常说， 喝酒伤肝 、

伤胃 ，其实 ，喝多了酒最

容易伤的是脑子。 你看，

“男子在广州办生日会后

主动替酒驾朋友顶包，交

警发现其也喝了酒且无

驾 照 ” （《新 快 报 》

1

月

6

日）。 要不是因为喝酒喝

糊涂了，此人怎么会忘记

自己没有驾照？ 又怎么会

不知道酒驾是违法行为？

所以 ， 面对法律 ，人

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 。

像“广东去年查处涉赌案

件

3.5

万余起逮捕

1.3

万

余人”（南方网

1

月

6

日 ）

新闻中的这些人，在即将

来的春节里，恐怕很难与

家人团聚了。 好好的日子

不过，非得犯糊涂，把自己

整到“里边”去，真不知道

有啥意思！

干坏事， 终归是逃脱

不掉惩罚的。 要么受到信

用惩戒 ， 要么会被人孤

立， 要么就是进监牢。 比

如， “深圳一中介公司设

局骗取房产过户抵押， 多

名房主房财两空” （《羊

城晚报 》

1

月

6

日 ）， 老

板和员工通过骗术谋取

不义之财， 最终也没办法

过上富裕生活， 等待他们

的将是监狱生活。 在法网

越织越严密的当今时代 ，

想要通过欺诈手段致富 ，

已显得越来越天真和荒谬

了。

再比如，“高校女教师

欲走‘捷径’找人代发论文

被骗

6.5

万元， 广州天河

警方跨省抓获

3

名嫌疑

人 ” （《广 州 日 报 》

1

月

5

日）。 骗子落网了，妄图走

“捷径”的那位大学教师也

为自身的不诚信行为，承

担了经济与精神方面的

损失。 警方说得好，代写

代发论文本就不合法，发

论文唯有慎重对待 ，用心

撰写，否则不但给骗子钻

了空子，且论文造假一旦

被查出，多年辛苦也将付

诸东流。

当然， 论文作为评级

的一项证明， 近年来也屡

遭诟病， 中央也多次发文

要求给论文减负， 或者让

论文与科研无关的岗位脱

钩。 但在实践中， 有关精

神尚未得到全面落实。 治

理 “奇葩证明 ” 也是如

此。 值得一提的是， “广

东省共取消逾千余证明事

项 ， 目前仅保留

37

项 ”

（南方网

1

月

5

日）， 这为

进一步消除 “奇葩证明 ”

的生存空间， 提供了政策

依据， 对公众及有关单位

来说， 也不失为一种有力

的提醒。

◎

王川 教师

干坏事除了受罚还有啥意思？

点

击广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