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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房不看晴天看雨天
雨天能看到房子潜在问题
有经验的人都知道买房不看晴
天看雨天。阴雨天看房，可以发现房
子的很多潜在问题。

1.看车位及周边

看小区是否设置上坡、下坡的坡
型停车场出入口，以避免雨水渗漏；
观察车库进出坡道两头有没有设置
排水道和集水坑；每个集水坑至少要
有一个抽水泵；负责任的物管能让地
下车库在遇到暴雨时正常排水，再不
济也能及时通知业主将车移出。

3、看通风及空气新鲜度

闷热的盛夏暴雨来临，如果室内
通风状况不佳，势必会让人感到湿热
难当。
室内通风顺畅，不仅能够起到排
湿的作用，还能够带走室内浊气，保
持室内空气新鲜度，因此，选择室内

通风状况较好的房屋，其居住舒适程
度显然会大大提高。
哪种类型的房屋通风状况较好
呢?一般情况下，南北通透、楼间距合
理的房子，即便没有自然风吹进，也
会因为空气对流而产生气流。当然，
室内通风状况还跟整个小区建筑布
局有着不小关系，如果小区布局并未
考虑空气流动，使得气流无法自由穿
行，其空气流动性是比较差的，自然
也会影响到室内空气的流动。

4、重点看房屋是否存在漏水现
象

一般的住宅不会出现漏水等严
重质量问题，除非是房龄超过 30 年
甚至更长的二手房。因此，购房者主
要是查验房屋是否存在渗水情况。
据介绍，对于新装修的房屋，查

验过程要更加仔细认真一些。对部
分装修已经超过一定年限的二手房
来说，查验起来比较简单一些，因为
这类房屋如果存在渗水问题，很容易
显露出来，如发现存在霉斑、水泽、油
漆部分霉变和脱落等现象，基本都与
渗水有关。但新装修的房屋，有些问
题可能会被掩盖，比如以油漆来遮盖
渗水的痕迹等等。
查看是否存在渗水问题，主要查
看窗户、外立面、天花板、阳台等位
置，每个地方又有独特的查验方法，
比如窗户，就主要查看四个角，因为
这四个角往往会因为密封不严而导
致出现渗水现象。

维修基金收取比例由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
部门确定。

6、土地出让金

指各级政府土地出让主管部门
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给单位或个
人，按规定向单位或个人收取的土地
转让价款。
土地有偿使用费是指国务院或
省级人民政府在批准农用地转用、征
用土地时，向取得出让等有偿使用方
式的新增建设用地的县、市人民政府
收取的平均土地纯收益。

7、土地增值税

1、印花税

对房屋买卖双方要缴纳印花税，
印花税要贴在房屋买卖契约正本上，
按照房屋买卖成交价的 0.3‰交纳。
转让土地使用权、销售不动产的单位
和个人，为营业税的纳税义务人，应
纳税额为转让土地使用权、销售不动
产及其他附着物营业额的 5%。

2、城市维护建设税

它以纳税人实际缴纳的增值税、
营业税税额为计税依据，与增值税、
营业税同时交纳。纳税人所在地在
市区的，税率为营业税税额的 7%；纳
税 人 所 在 地 在 县 城、镇 的 ，税 率 为
5%；纳税人所在地不在市区、县城、
镇的，税率为 1%。教育费附加这是
国家为发展教育事业、筹集教育经费
而征收的一种附加费，依营业税额为
计费依据，税率为 3%。

3、房产税

房产税是对坐落在城市、县城、
建制镇和工矿区范围内的房产征收
的一种税收。房产税实行的是比例
税率：
（1）以房产余值为计税依据的，
税率为 1.2%。
（2）以租金收入为计税依据的，

现在就要开始物色适合的房子，为近期结婚而开始捣鼓起
来了。是否值得购买，怎么方便怎么买，一堆问题都要考虑进
去。我们的这个群体年龄大多在 25 岁-30 岁之间，而这正好与
买房最集中人群年龄相吻合。以下四点要素值得我参考：

已经在社会上工作 6 年左右，公司单位在靠近体育馆的地
方，我一直期望离公司就近的地方购一处房，一来处于经济环
绕的金融区，被越来越多的购房者首先考虑到，但是也是一直
被较高的房价所困惑着，到底买的值得不!像我这部分人往往
以事业为重，又非常渴望有自己独立的空间，所以购房特点就
是自己怎么方便怎么买房。

房屋买卖需要缴纳哪些税费

买房不仅仅只要交了房款就完
事了哦，买房还要交各种税，缴纳税
费这类东西还是比较麻烦的，今天小
编和大家一起分享买房子要交哪些
税费。

购房具体计划你准备好了吗
地段：

2.看小区整体排水情况

小区排水不畅，虽然不会直接影
响到居住，但是对整个小区的品质则
有着不小的影响。试想，一遇到大
雨，小区内因为雨水无法及时排出而
一片汪洋，小区品质显然难以让人感
到满意。
可以在雨天走访一下小区及周
边，查看下水设施是否完好，以及道
路是否有严重的积水。尤其是购买
一些老小区一楼房屋的购房者尤其
要仔细。另外，如有可能还需看看附
近马路是否一下雨就积水，这会影响
到日后通行。

19

税率为 12%。计算公式：
①房产税应纳税额=房产评估
值 × 70% × 1.2% 或 房 产 原 值 × 70% ×
1.2%
②房产税应纳税额=租金收入×
12%
办理了房屋买卖过户手续后，由
买卖双方向房地产管理部门交纳手
续费，征收的标准是按照国家房屋买
卖成交价或最低保护价的 1%，由买
卖双方各缴纳一半。

4、房屋所有权登记费

对住房收取的，从现行按房屋价
值量定率计收、按房屋建筑面积定率
或定额计收、按套定额计收等，统一
规范为按套收取，每套收费标准为
80 元。住房以外其他房屋所有权登
记费，统一规范为按宗定额收取，具
体收费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价
格、财政部门核定。

5、证书工本费

每件收费 4 元；共有权执照及他
项权利执照，每件收费 2 元。印花
税，
每件 5 元。
房屋共用设施设备维修基金维
修基金商品住房在销售时，购房者与
售房单位应当签订有关维修基金缴
交定。购房者应当按购房款 2%-3%
的比例向售房单位缴交维修基金。
售房单位代为收取的维修基金属全
体业主共同所有，不计入住宅销售收
入。

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地上建筑
物及其附着物并取得收入的单位和
个人，都要缴纳土地增值税，土地增
值税实行四级超额累进税率。
应纳税额=增值额×适用税率增
值额=转让收入-扣除项目金额
转让收入包括货币收入、实物收
入和其它收入。

8、土地收益金

土地收益金按房地产交易建筑
面积计收。在房地产买卖中，从超过
房产评估价格以外的收益中收取，超
过房产评估价格一倍以内的按不超
过 20%收取；二倍以内的按不超过
30%收取；三倍以内的按不超过 40%
收取；三倍以上的按 50%以上收取。
对出租的房屋，参照上述比例从超过
限额标准租金以外的收益中收取、具
体收取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物
价部门会同建设部门确定。

9、土地税费

作。

征用土地管理费的收取分
(一)全包征地方式
(二)实行半包方式
(三)实行单包方式征地
(四)只办理征地手续不负责征地工

10、土地证书

工 本 费 普 通 证 书 ，个 人 每 证 5
元，单位每证 10 元；国家特制证书，
单位和个人均为每证 20 元；对“三
资”企业颁发土地证书的工本费收费
标准为每证 20 元。土地权属调查
费、地籍测绘费城镇居住房用地面积
在 100 平方米以下每宗地收 13 元，每
超过 50 平方米以内加收 5 元，最高不
超过 30 元。农村居民生活用地面积
在 200 平方米以下每宗地收 5 元，200
平方米以上每宗地收 10 元。

交通：
几年前我就考了驾照，后来就开车上下班，但碰到了许多
实际的问题。所以建议购房者主要考察房屋周围交通网络是
否发达、交通设施是否完善、交通能力与其他居住地的比较
等。如果交通不方便，上班的时候堵得一塌糊涂，就等着老板
扣你的奖金吧，那将来可就有罪受了。在南阳市新区买套房无
论是搭乘公交还是自己开车都是一步到位的，早上还能多省 1
个小时，
来回折腾的时间也就节省下来了。

教育：
我打算过两年就和女朋友结婚了，买房是件大事，我正想
看准了就下手拿下了，有许多增值的因素也必须考虑进去。希
望附近有个良好的教育氛围，最好就是“学区房”，以后孩子就
能顺利进入就近学校，一体化的教育环境，也省去了日后为孩
子的教育问题犯愁的顾虑，也可谓为长远打算，为房子保值加
大了筹码。

环境：
选择地段首先要考虑自己生活工作的便利性，必须在自己
生活、工作最适合的一个半径范围内。另一个方面地段的选择
包括周围的配套，比如交通、人文、教育以及基础设施等，这些
都构成对地段好坏判断的因素。

助首次购房者轻松买房
1、第一次买房为了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很多人会给出很多回答。但归根结底,就是
两方面,第一是为了生活,第二是为了工作。
配套和交通,才是一个房子是否满足你需要的核心,对于年
轻人尤其不利交通和配套差的地方,往往在远离城区的郊区,所
以出于实用主义需要,买在主城区,是绝对正确的。

2、有车能解决问题吗？
建议采取
“买在偏僻郊区再买个车”
的买房解决方案。
买在主城区或者比较成熟的区域,虽然房价稍微高一点,但
长期以来的交通便利,你会觉得多花点钱是值得的。

3、升值潜力重要吗?
一个人买房,随着自身家庭结构、经济条件、各方面需求的
变化,一般到十年八年的就有换房打算,而一般情况下换房都是
“卖旧房换新房”。
如果你之前买的房子升了值,不但可以换房,还能赚一笔,
如果没怎么涨,你还必须自己添钱或贷款,好的情况下,房价短
时间升值的收获,比你工作十多年来赚得多,减少自身贷款和买
房痛苦,何乐而不为?

4、住在什么板块重要吗?

在“富人区”
,很多人买房也选择在这里,觉得住在高端板块
总能让自己脸上贴金,但是笔者认为住在什么“板块”并不要完
全出于“面子”的因素,要看这里环境如何、生活是否方便,配套
是否符合自己的生活习惯和消费能力,自己的亲戚朋友是否在
这里,这离上班地方近不近?一句话,合适就是最好的。

5、离工作地点近真有那么重要吗？
很多年轻人买房,很多时候都选择离公司近的地方,殊不
知,随着市场化的推进,现在年轻人跳槽或晋升的情况很普遍,
换工作、换地方实为正常,房子又不可能跟着你一起走,所以,买
房只要交通方便,大致知道自己愿意在一座城市的哪个区域就
业就行了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