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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語 

校園櫻花漸開，遊人紛至沓來，珞珈山的春天悄然而至。

《稅法解釋與判例評註》創刊以來，第一次在春天迎來收穫。呈

現給讀者的第八卷，一改以往春天播種、秋天收穫的慣例，其醞

釀於寒風蕭瑟的去年冬天，定稿於櫻花爛漫的春之今日。 

第八卷秉承第七卷的組稿模式和編輯風格，但與之不同的

是，第八卷收錄稿件的作者身分更加多元。既有稅局幹部，也有

稅局公職律師；不僅有稅會仲介機構合夥人，而且有律師事務所

合夥人；既有高校教師，又有青年學子。不同的身分，是否會帶

來不同的立場，碰撞出不一樣的思想火花？交由讀者評判。然

而，不管何種身分，秉持何種立場，進入「稅法解釋與判例評

註」場域，瞬間都能轉化為「合規」的作者，都能較好地接受叢

書一以貫之的「解釋」與「評註」的定位和風格。這也是叢書篩

選稿件的關鍵尺規。 

本卷共收錄13篇文章、14篇司法文書和1篇「微言大義」稿
件。其中，既有對稅案透射的稅理、法理與情理的微觀剖析，又

有對契稅、關稅等單行稅種所涉稅法規則的教義學解讀。不僅有

對稅務事先裁定、納稅信用動態調整、納稅義務發生時間等新議

題的知識探求，而且有對稅務行政覆議前置、偷稅的認定、虛開

增值稅專用發票的定性等老話題的認知創新。客觀上說，甚少為

學界所關注的新論題無疑更易吸引業界眼球，也更易為讀者所關

注。但與此同時，時常晃蕩於讀者眼界的老話題，依然可以「舊

貌換新顏」。本卷收錄的不少稿子都屬此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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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法定代表人的錢俊文，親歷白路公司申請退還契稅案的

始末，其對契稅要件、退稅要件與證明責任分配等論題獨具匠心

的見解，值得學界重視；其對「構建稅務審判專業化管理體制」

和「推進財稅法作為『領域法』的理論研究」的呼籲，值得學界

深思。同樣從一則契稅退稅案切入，李大慶選擇對稅案涵攝的納

稅義務溯及消滅這一制度進行教義學分析，卻匯出「稅收法定的

實質化」、「稅法變遷應當由保障國家稅收的國庫主義向兼顧納

稅人利益與國家利益的協調主義轉型」等核心結論。集結一起，

展現「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之學術魅力。與之類

似，周玉棟以一起房產拍賣過戶營業稅優惠政策適用爭議案件為

例，揭示納稅義務發生時間所仰賴的現行政策規定與稅法理論的

衝突，並主張借助債法理論來理解納稅義務發生時間，頗具啟

發，也展示了納稅義務發生時間這一長久不被重視的稅制要素的

學術價值。照樣是一起稅收優惠爭議案，王樺宇卻聚焦幕後的

「稅務事項事後備案的法律效力」，通過分析稅務事項備案的價

值指向與實質功能，提出「申報製作為稅收徵管的基本方式」等

觀點，具有寬廣的思考空間。 

郭志東以覆議前置為視點，深究稅務行政爭議中的司法角

色，寫作視點十分清新。「鼓勵而非遏制當事人對公權力的挑

戰」之論題，不僅是司法裁判中法院應當充分考慮的公共政策，

更是中國法治建設的現實需要。薛娟來自一線稅務稽查部門，對

偷稅的規範運行與實踐認定都有深刻的體悟，其選擇以主觀故意

的認定為視角，通過「主觀故意」這一關鍵鑰匙，努力構建以主

觀故意為要件的偷稅認定理論，並以此檢思和重構《稅收徵管法》

關於「偷稅」和「法律責任」規定，觀點或許存有爭議，但此種

研究和寫作思路值得推崇，也值得敬佩。與薛娟一樣，郭曉亮關

注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稅法定性已有數年，採用實證方法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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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意、善意取得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和如實代開增值稅專用發票

的稅法定性，提出「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理想定義是：明知會

便利受票方抵扣稅款以達到逃稅、騙取出口退稅或進一步對外虛

開的目的，仍然對外開具與實際業務內容不符的增值稅專用發

票。」不管是之於增值稅法理論完善，還是對於增值稅法實務開

展，都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周子韜、王敏志以176份涉稅案件
為對象，實證觀測近幾年稅務幹部怠忽職守犯罪的樣態、成因與

對策，填補了學界對此類犯罪精深研究的空白。 

曾遠以公眾參與稅種立法途徑之爭為寫作基點，透過對中國

大陸稅制調整與稅種立法公眾參與的經驗、特點與問題進行考

察，匯出「擴大公眾參與範圍和方式」、「推進稅制結構改革，

提高公眾參與度」、「優化與保障公眾參與信息質量」等核心論

點，與當下的稅收立法實況吻合，也為時下稅制立法模式創新與

變革提供了有力的理論依據和前行方向。閆晴提出納稅信用動態

調整制度，並探究其稅制困境與理想構造，之於納稅人徵信建

設，意義重大。黃家強聚焦稅務事先裁定的理論闡釋、實踐省思

和未來構造，既有益於讀者全面把握這一外來制度，也有益於未

來稅收徵管制度的更新再造。陳映川以銷售環境測試中轉讓定價

同期資料的使用為例，論述關稅徵納中銷售環境測試的證明責任

與標準，不僅豐富了轉讓定價同期資料的學術研究，也為類似的

稅企爭議解決提供了針對性指引。劉奇超等翻譯的《以法律確定

性為名？歐盟、中國大陸和臺灣地區的預歸類制度比較研究》論

文，為讀者展示了歐盟、中國大陸和臺灣地區的預歸類制度全

景，有助於學界對該問題的重視。 

本卷「微言大義」欄目，在第七卷多人聚焦一個議題、發表

觀點的基礎上力圖創新，從「多人發聲」改為知名稅法實務專家

趙國慶「個人獨唱」。稿件原始素材為其2016年8月1日至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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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7日於「財稅星空」公眾微信號刊登的系列文章。《稅法解
釋與判例評註》編輯部編輯時，以無損原文風格和趣旨為基準，

精心編輯、適當刪減篇幅，增強易讀性，並將相關內容附註，方

便讀者進一步援引和查閱，作為本期的「微言大義」欄目文章。

文章既有對OECD國際增值稅指引跨境勞務徵稅規則的詳細闡
釋，又有對中國大陸跨境勞務增值稅徵收規則完善方向與思路的

展示，還有對中國大陸增值稅乃至稅收立法可資參考的立法方法

的勾勒。希望本期「微言大義」的編輯，呈現給讀者的不只是有

高深的稅之理論，更有研究稅法的稅之方法，還有深入關注稅

法、參與稅法事業的稅之興趣。 

第八卷的順利組稿、編輯與出版仰賴於武漢大學葉金育、首

都經濟貿易大學賀燕、湖南稅務專科學校胡邵峰、上海財稅法研

究會吳瓊、西南政法大學王婷婷、重慶工商大學曾遠的精誠合

作。借此機會，誠邀認同叢書定位，有共同志趣、責任心和事業

心的高校老師、業務骨幹加入《稅法解釋與判例評註》編輯部，

為稅法「解釋」與判例「評註」事業添能加量。 

第八卷的出版，得益於鄧道偉律師、馮海波律師、曾祥東律

師、何群濤律師、雷剛律師、李偉律師、陳立天校友的資金支

持，由衷感謝他們對稅法研究的無私奉獻。感謝全體作者的知識

生產。感謝各位編輯的艱辛付出。感謝元照出版公司為本書付出

的辛勤勞動。武漢大學財稅與法律研究中心邵文聘、趙文華承擔

了書稿最初的文字編輯工作，一併致謝。 
                                             

熊 偉 
武漢大學財稅與法律研究中心 

2018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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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白路公司申請退還契稅案 
評析 

錢俊文* 

目 次 

一、 基本案情與裁判結果 
二、 雙方主張與法院判決：法

律規範的分析 
三、 爭議所在：契稅要件、退

稅要件與證明責任分配 

四、 問題本源：不動產權屬、

退稅要件與證明責任問題

認識的誤區 
五、 延展思考 

 

一、基本案情與裁判結果 

2006年4月28日，經常州市人民政府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

批准，同意常州市旅遊局屬下的常州江南春賓館有限公司（以下

簡稱江南春賓館）改制並轉讓其國有產權，包括該賓館通過行政

劃撥方式取得的常州市迎賓路39號國有土地使用權。2006年6月18
日，白路公司通過競拍取得江南春賓館國有產權，同日常州市旅

遊局向白路公司辦理了江南春賓館國有產權的移交手續。2006年8
月25日，白路公司與常州市國土資源局簽訂《國有土地使用權出

讓合同》，將常州市迎賓路39號面積為103,125平方米、用途為旅

遊業、使用年限為40年的國有土地使用權以98,523,563元出讓給白

                                                        
*  法學博士，江蘇省常州市地稅局局長。 

購書請至：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0344



2 稅法解釋與判例評註第八卷 

 

路公司。2006年11月6日，白路公司向常州市財政局申報繳納了該

宗土地《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所涉契稅3,940,942.52元。在

土地登記辦理過程中，常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因白路公司所涉借款

合同糾紛案件於2006年11月14日出具了查封迎賓路39號土地所有

權的民事裁定書及協助執行書要求常州市國土資源局終止了白路

公司的土地登記辦理。2009年10月26日，受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

指定管轄，鹽城市中級人民法院就白路公司所涉民事執行案件作

出民事裁定書，裁定將常州江南春賓館位於常州市迎賓路39號所

有權及土地使用權歸常州茂泰投資發展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茂泰

公司）所有。2009年11月26日，鹽城市中院就白路公司所涉民事

執行案件作出民事裁定書，裁定註銷常州江南春賓館位於常州市

迎賓路39號的土地使用權證、房屋所有權證及已設定的他項權。 
2014年12月，白路公司向常州地稅局寄送《退稅申請書》及

相關材料，要求常州地稅局退還其就常州市迎賓路39號國有土地

使用權2006年11月繳納的契稅3,940,942.52元，理由是白路公司沒

有取得迎賓路39號的土地使用權，不是契稅的納稅義務人。 
2015年4月14日，常州地稅局作出《關於江蘇白路投資發展集

團有限責任公司退稅申請的回復》（以下簡稱《回復》），認為

2006年11月6日白路公司依據其與常州市國土資源局簽訂《國有土

地使用權出讓合同》，向常州市財政局申報繳納契稅3,940,942.52
元符合《契稅暫行條例》（以下簡稱《契稅條例》）的相關規

定。之後，常州地稅局（2010年4月1日後契稅徵收職能從財政局

劃轉地稅局）沒有收到司法機關或仲構裁決白路公司與常州市國

土資源局《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無效的法律文件，也沒有

收到司法機關撤銷有關處置江南春賓館國有土地使用權的民事裁

定書、協助執行通知書等法律文件，因此白路公司申請退還契稅

的理由不能成立。 
白路公司不服常州地稅局的上述《回復》，於2015年5月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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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向省地稅局提起行政覆議申請，省地稅局於2015年7月24日作出

行政覆議決定維持常州地稅不予退稅的決定。2015年8月10日白路

公司就申請退還契稅問題向南京市鼓樓區人民法院對江蘇省地稅

局和常州地稅局提起行政訴訟。 

二、雙方主張與法院判決：法律規範的分析 
白路公司的觀點 

第一，該公司沒有取得迎賓路39號國有土地使用權，故不是

該宗土地權屬轉移的承受人。其理由有三： 
一是常州地稅局對迎賓路39號國有土地使用權兩次轉移過程

中納稅主體認定前後矛盾。白路公司在一審中認為，在2011年鹽

城中院拍賣並裁定迎賓路39號物權歸茂泰公司所有的交易過程

中，常州地稅局就該物權的變動向江南春賓館徵收了營業稅、土

地增值稅、印花稅等，但被告從未對該土地使用權拍賣轉讓時的

營業稅及附加、土地增值稅、印花稅的納稅義務人是江南春賓館

這一事實作任何說明。也就是說，如果迎賓路39號國有土地使用

權的承受人為白路公司，那麼在鹽城中院的拍賣過程中，作為轉

讓方納稅義務人就應該是白路公司而非江南春賓館；如果認定轉

讓方納稅人為江南春賓館，那麼白路公司顯然不是該宗土地的使

用權人。常州地稅對納稅義務人作出前後不一致的認定，屬於事

實認定不清。 
二是鹽城中院拍賣迎賓路39號國有土地使用權後的受益分配

不明。白路公司在二審認為，即使根據人民法院生效的法律文

書，也無法得出「常州市迎賓路39號國有土地使用權就是白路公

司的財產」這一結論。一審法院雖認可人民法院的生效法律文書

載明的被執行人既有白路公司，亦有江南春賓館，但沒有查清拍

賣常州市迎賓路39號國有土地使用權究竟清償的是上訴人白路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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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債還是江南春賓館的債。在沒有查清某項債務對應的債務人

的情況下，作出的所謂「並不當然得出該國有土地使用權不是白

路公司的財產」之判斷必然是模棱兩可的。 
三是簽訂土地出讓合同不等於國有土地使用權權屬的承受，

一審法院將基於合同享有的債權等同於物權屬於事實認定錯誤。

白路公司在二審中認為，國有土地使用權之物權的取得必須滿足

兩個條件，一是必須存在人民法院、仲裁委員會就國有土地使用

權判決、裁定、裁決至當事人名下的法律文書或者人民政府的徵

收決定；二是必須先行登記，否則不發生物權效力。至今沒有任

何一份判決、裁定、裁決將常州市迎賓路39號國有土地使用權歸

屬至白路公司名下；白路公司亦未就常州市迎賓路39號國有土地

使用權獲得過登記，不具備法定物權設立的條件，因此原審法院

有關認定白路公司為權屬承受人的認定錯誤。 
第二，白路公司認為契稅納稅義務人應該是轉移土地權屬的

承受人，對「轉移土地權屬」的認定應該依照物權法的規定，也

即物權權利人是契稅納稅義務人。白路公司認為，《契稅條例》

第1條規定了即契稅不是對出賣人徵稅，而是對承受人徵稅，是以

轉移的財產為徵稅對象。因此，契稅納稅義務人必然是物權權利

人，被告以規範納稅義務發生時間的法律判定原告的納稅義務的

合法性，屬於適用法律錯誤。常州地稅在不予退稅的決定中稱，

因白路公司與常州國土局簽訂的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並未解

除或確認無效，不符合退還契稅的條件，但國家稅務總局關於辦

理期房退房手續後應退還已徵契稅的批復、關於無效產杈轉移徵

收契稅的批復、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關於購房人辦理退房有關

契稅問題的通知均規定，已繳納契稅的納稅人，在實際未取得土

地使用權屬、未辦理權屬登記，或法院判決無效產權轉移的情況

下，其已納契稅應予退還。兩被告僅以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

未解除，未收到合同無效的法律文件為由片面認為原告的退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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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與上述文件列舉情況不同，屬於適用法律錯誤。 
第三，稅務機關應當承擔不予退稅的舉證責任。白路公司在

二審中提出，依據《行政訴訟法》第34條之規定，被稅務機關對

其作出的行政行為負有舉證責任。因此，常州地稅應當承擔不予

退稅的舉證責任，提供充分詳實的證據證明常州市迎賓路39號國

有土地使用權在白路公司名下。被上訴人未能提供證據證明常州

市迎賓路39號國有土地使用權在上訴人白路公司名下，則其向上

訴人徵收契稅於法無據。 

常州地稅局的觀點 

第一，白路公司是迎賓路39號國有土地使用權的實際承受

人，雖未辦理土地權屬變更登記，但並不影響其土地權屬的實際

歸屬。其理由有三： 
其一，常州中院針對原告提出的財產保全異議出具的通知書

中也明確認定了白路公司雖未辦理土地房屋過戶手續，但並不影

響其所有權的實際歸屬。因此，原告是否領取迎賓路39號的國有

土地使用證，不影響原告作為土地權屬轉移承受人應當履行繳納

契稅的法定義務。 
其二，鹽城中院拍賣迎賓路39號國有土地使用權所得收益部

分用於償還白路公司債務，說明白路公司是該宗土地使用權的實

際受益人。 
其三，在鹽城中院拍賣涉案地塊前，迎賓路39號的國有土地

使用權還登記在常州江南春賓館名下，並沒有轉移登記到白路公

司名下。常州地稅納稅局將納稅主體認定為「江南春賓館」。 
第二，繳納契稅並不以不動產權屬變更登記為前提，而是以

納稅人簽訂土地、房屋權屬轉移合同或取得其他具有土地、房屋

權屬轉移合同性質憑證為課稅要件，白路公司申請退還契稅於法

無據。其理由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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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根據《契稅條例》第8條、第9條規定，白路公司契稅

納 稅 義 務 的 發 生 時 間 是 「 簽 訂 土 地 、 房 屋 權 屬 轉 移 合 同 的 當

天」，而不是「土地、房屋權屬轉移登記的當天」，《國有土地

使用權出讓合同》是契稅的課稅基礎，《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合

同》簽訂當日，契稅的課稅要件就已經成就，即課稅要素納稅

人、納稅對象、計稅依據、稅種、稅率已經全部成立，納稅人就

應當繳納相應的契稅。上訴人只有證明本案所涉契稅的課稅基礎

不存在，才能說明稅務債務的消滅，對於已經繳納的稅收才能要

求退還。 
其二，本案中沒有出現法定的應當退還契稅的情形。上訴人

列舉的可以退稅三種情形：一是《國家稅務總局關於辦理期房退

房手續後應退還已徵契稅的批復》（國稅函[2002]622號）的核心

內容是「未能完成交易」應當退還契稅。但本案中白路公司自簽

訂拍賣合同已經全部履行完畢，不存在未能完成交易的情形。二

是《國家稅務總局關於無效產權轉移徵收契稅的批復》（國稅函

[2008]438號）的核心內容是「法院判決無效產權轉移行為或法院

撤銷房屋所有權證」應當退還契稅。本案中不存在法院判決無效

或撤銷產權轉移行為的情形。三是《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於

購房人辦理退房有關契稅問題的通知》（財稅[2011]32號）的核

心內容是「未辦理房屋權屬變更登記前退房的」應當退還契稅。

本案中也不存在白路公司在可能性變更登記前退還土地的情形。 
第三，白路公司應當就申請退稅提出充分的理由，承擔申請

退稅的證明責任。按照《稅收徵收管理法》規定，除稅務機關自

行發現徵稅錯誤應予退還外，符合退稅條件的納稅人可以申請稅

務機關退還已繳納的稅收，但應提交符合退稅條件的證據證明。

在本案中，白路公司如果認為土地出讓合同被撤銷或土地使用權

權屬轉移未完成而申請退稅，則應該提供足夠的證據證明合同已

被撤銷或土地使用權權屬未完成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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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審法院判決 

原審法院判決 

關於白路公司是否是常州市迎賓路39號國有土地權契稅的納

稅主體問題，原審法院認為，雙方當事人對《契稅條例》第1條規

定存有爭議。原審法院認為，契稅的性質是財產稅抑或是行為稅

只是理論上的劃分，適用法律仍應以法律法規的規定為依據。根

據《契稅條例》及相關規範性文件的解釋，契稅的納稅主體應為

轉移土地、房屋權屬的承受人，該承受人納稅義務發生於簽訂轉

移合同或取得轉移合同性質憑證的當天，退還已繳納契稅發生在

不能依據轉移合同或轉移合同性質憑證取得土地、房屋權屬之

時，且依據當事人的申請。具體理由如下： 
第一，退稅不同於減稅和免稅。減稅和免稅是應納稅而因法

定情形減少和免除徵稅，退稅是本不應徵稅而退還已繳納的稅。

《契稅條例》第1條的規定是對契稅納稅主體的規定，第8條規定

是根據契稅的特點對納稅發生時間的規定。以納稅發生時間解釋

納稅主體容易引起認識錯誤，也與規範性文件的本意相矛盾。國

稅函[2002]622號稱「對交易雙方已簽訂房屋買賣合同，但由於各

種原因最終未能完成交易的，如購房者已按規定繳納契稅，在辦

理 期 房 退 房 手 續 後 ， 對 其 已 納 契 稅 款 予 以 退 還 」 。 國 稅 函

[2008]438號稱「對經法院判決的無效產權轉移行為不徵收契稅。

法院判決撤銷房屋所有權證後，已納契稅款應予退還」。財稅

[2011]32號稱「對已繳納契稅的購房單位和個人，在未辦理房屋

權屬變更登記前退房的，退還已納契稅；在辦理房屋權屬變更登

記後退房的，不予退還已納契稅」。上述規範性文件對幾種已交

納契稅的具體情形是否應予退稅作出了解釋，上述文件解釋了繳

納契稅的基礎行為被解除或確認無效，納稅主體喪失了承受轉移

土地、房屋權屬的依據，其不應繳納契稅，這與《契稅條例》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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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的規定是相符的。如果認為《契稅條例》第8條是對契稅納稅主

體的規定，則退還其已繳納契稅與《契稅條例》第1條相矛盾。 
本案原告白路公司2006年8月通過競買方式取得包括常州市迎

賓路39號國有土地使用權在內的江南春賓館的資產，並與常州市

國土資源局簽訂了《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其依法繳納承

受該國有土地使用權的契稅符合法律規定。國稅函[2007]645號批

復稱「土地使用者轉讓、抵押或置換土地，無論其是否取得了該

土地的使用權屬證書，無論其在轉讓、抵押或置換土地過程中是

否與對方當事人辦理了土地使用權屬證書變更登記手續，只要土

地使用者享有占有、使用、收益或處分該土地的權利，且有合同

等證據表明其實質轉讓、抵押或置換了土地並取得了相應的經濟

利益，土地使用者及其對方當事人應當依照稅法規定繳納營業

稅、土地增值稅和契稅等相關稅收」，該規定符合《中華人民共

和國民法通則》關於財產權及財產權取得的規定。《物權法》第9
條、第28條規定了轉移土地、房屋權屬的承受人不以取得土地、

房屋權屬登記為必要要件，如果依法享有對土地、房屋的占有、

使用、收益、處分的權能，即可認定其為土地、房屋權屬的承受

人。依據人民法院生效法律文書載明的事實，白路公司未能辦理

國有土地使用權登記是因人民法院對其所涉民事糾紛採取訴訟保

全及執行措施所致，不影響其占有、使用和財產權的歸屬，不能

否定其為常州市迎賓路39號國有土地使用權承受人的身分。 
第二，除稅務機關自行發現徵稅錯誤應予退還外，符合退稅

條件的納稅人可以申請稅務機關退還已繳納的稅收，但應提交符

合退稅條件的證據證明。白路公司主張人民法院執行的常州市迎

賓路39號國有土地使用權係執行江南春賓館名下的財產，不是白

路公司名下的財產，其應提供證據予以證明。因人民法院的生效

法律文書載明的被執行人既有白路公司，亦有江南春賓館，相關

生效民事裁定書雖然直接裁定註銷江南春賓館名下的國有土地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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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權證，並將常州市迎賓路39號國有土地使用權直接裁定歸茂泰

公司所有，但並不當然得出該國有土地使用權不是白路公司的財

產。因此，白路公司申請退還契稅的理由不能成立。 

二審法院觀點 

對上訴人提出的對涉案地塊並非歸其所有的主張不予支持  
2006年6月8日，經常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常州市旅遊局將其

所持有的江南春賓館國有產權進行公開拍賣轉讓。白路公司以1.3
億元人民幣競標成功。2006年6月18日，由常州市旅遊局、白路公

司、常州產權交易所三方簽訂了《常州江南春賓館國有產權轉讓

合同》，交易雙方辦理了產權交割手續，並簽署了《產權移交

書》。2006年6月22日，白路公司支付了1.3億元的拍賣款。2006
年8月25日，常州市國土資源局與上訴人白路公司簽訂《國有土地

使用權出讓合同》，將江南春賓館所在的迎賓路39號國有土地使

用權出讓給白路公司，白路公司於2006年11月6日向常州市財政局

繳納契稅。後因白路公司涉借款合同糾紛，常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採取保全措施，凍結了白路公司申請的迎賓路39號國有土地使用

權證辦理程序，後該案經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裁定由鹽城市中級

人民法院執行，鹽城市中級人民法院在常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採取

保全措施基礎上將包括國有土地使用權在內的江南春賓館整體資

產進行了評估、拍賣，最終茂泰公司競得江南春賓館整體資產，

常 州 市 中 級 人 民 法 院 對 白 路 公 司 提 出 的 財 產 保 全 異 議 出 具 的

（2006）常民二初字第358號、第360號、第365號協助執行通知書

中，也明確認定了白路公司雖未辦理土地房屋過戶手續，但並不

影響其所有權的實際歸屬，且上述財產均已由白路公司實際占有

和使用。故對上訴人提出的對涉案地塊並非歸其所有的主張，二

審法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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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路公司是契稅交納的義務人 
根據《契稅條例》第8條的規定，「契稅的納稅義務發生時

間，為納稅人簽訂土地、房屋權屬轉移合同的當天，或者納稅人

取得其他具有土地、房屋權屬轉移合同性質憑證的當天」。本案

中，白路公司與常州市國土資源局於2006年8月25日簽訂《國有土

地使用權出讓合同》，此時，白路公司即成為契稅交納的義務

人，其理應交納相關契稅。 
不支持白路公司提出的應當退稅的主張 
二審法院認為，符合三種情形的應予退稅，包括前文所述

「未能完成交易」、「法院判決無效產權轉移行為或法院撤銷房

屋所有權證」、「未辦理房屋權屬變更登記前退房的」這三種退

稅情形，本案中白路公司亦不符合上述規定的情形。故對上訴人

白路公司提出的應當退稅的主張，二審法院不予採納。 

三、爭議所在：契稅要件、退稅要件與證明責任

分配 
契稅的構成要件的爭議 

白路公司認為，依照《契稅條例》第1條之規定，土地、房屋

權屬轉移的承受人為契稅納稅人，應當依照規定繳納契稅，而不

動產「權屬轉移」應與物權法作一致性理解，因此契稅的課稅對

象是物權行為，故認為契稅實為不動產取得稅。而稅務局則依據

《契稅條例》第8條、第11條之規定，認為繳納契稅並不以不動產

權屬變更登記為前提，而是以納稅人簽訂土地、房屋權屬轉移合

同或取得其他具有土地、房屋權屬轉移合同性質憑證為課稅要

件。由此認為契稅是對債權行為課稅，所以也有人將契稅稱之為

行為稅。 
從雙方各執一詞的立場看，到底是因為《契稅條例》本身的

購書請至：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0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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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在衝突還是稅法與物權法的不同規定所致？《契稅條例》一方

面明確不動產權屬轉移承受人為契稅納稅人，另一方面又規定納

稅義務的發生以簽訂不動產轉移合同為依據。在《物權法》上物

權的取得有兩個路徑：一是存在人民法院、仲裁委員會就不動產

判決、裁定、裁決至當事人名下的法律文書或者人民政府的徵收

決定；二是先行登記，否則不發生物權效力。也就是說，契稅是

針對不動產權屬轉移進行徵稅的，那麼僅僅依據不動產轉移合同

而沒有權屬變更登記或者裁判裁決等法律文書是不能徵收契稅

的。  
臺灣稅法學界對此問題的爭論由來已久。臺灣「最高行政法

院」1969年判字第371號判例認為，「不動產之買賣契稅，係就不

動產買賣之債權契約行為而徵稅，並不以完成不動產所有權取得

之物權行為為其要件。故買賣行為一經發生，即應投納契稅。至

於該買賣契約以後是否履行，既與契稅納稅義務不發生影響，自

亦不因其後買賣契約解除而可請求退稅。」並經1972年判字第408
號判例再次確立以債權行為為課稅對象。而臺灣「財政部」1981
年1月13日以台財稅第30238號釋函作出規定：「不動產移轉，

在尚未辦竣產權移轉登記前，解除契約或撤銷移轉，應一律免除

契稅，如有已納稅款，並准退還，請查照。」而後又在1981年11
月7日以台財稅第39429號釋函、1984年7月14日以台財稅第

55807號釋函重申這一規定。顯然，這三個文件與之前的「最高行

政法院」1969年判字第371號判例、1972年判字第408號判例的要

旨是相悖的。可見，臺灣稅法學界與實務界對契稅的性質與課稅

要件等也有不同的認識。  

退稅構成要件事實的認定爭議 

白路公司認為簽訂土地出讓合同不等於國有土地使用權權屬

的承受，將基於合同享有的債權等同於物權是事實認定錯誤。同

購書請至：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0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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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以財政局（2010年4月1日前為契稅徵收主體）和地稅局兩次受

理納稅申報過程中對納稅主體作出矛盾相悖的「認定」為由，認

為地稅局在土地權屬轉移的認定上事實不清，證據不足。而常州

地稅則從土地出讓合同的簽訂與履行以及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三

種退稅情形的構成要件事實上鎖定事實證據。爭議的焦點在於，

「未能完成交易」、「法院判決無效產權轉移行為或法院撤銷房

屋所有權證」、「未辦理房屋權屬變更登記前退房的」這三種退

稅情形是窮盡了所有的退稅類型還是僅僅列舉了典型的情形？是

否還有其他合同簽訂但未能履行的情形？對於徵收機關前後兩次

受理納稅申報過程中對納稅主體作出矛盾相悖的認定問題，地稅

局認為兩次交易行為是相互獨立的，鹽城中院拍賣交易過程中納

稅主體填寫錯誤，並不需要對土地出讓合同履行事實的認定。問

題是地稅局發現納稅主體填寫錯誤是否應該糾正？如何啟動糾錯

程序？ 

不予退稅決定的證明責任分配爭議 

白路公司訴稱稅務機關對其作出的不予退稅的決定負有舉證

責任，應當提供充分詳實的證據證明常州市迎賓路39號國有土地

使用權在白路公司名下。而地稅局則認為白路公司應當就申請退

稅的訴求提出充分的理由，承擔申請退稅的證明責任。爭議的焦

點在於，一方面從行政訴訟的角度，稅務機關應該對其作出的行

政行為承擔舉證責任，另一方面納稅人負有協力義務，尤其涉及

納稅人享受優惠或申請退稅等由納稅人啟動的程序中，稅務機關

與納稅人之間的證明責任如何分配，雙方的舉證責任基礎規則如

何劃分亟待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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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問題本源：不動產權屬、退稅要件與證明責

任問題認識的誤區 
不動產「轉移權屬」與契稅構成要件 

對不動產「轉移權屬」的不同理解可能直接關涉到契稅構成

要件是否得以滿足，也就是說，不動產「轉移權屬」是否已登記

為必要條件？未經登記是否會當然影響不動產物權變動原因契約

的效力？此乃中國大陸稅法理論與實務界近來討論的一個熱點問

題。對此，有必要從三個方面加以討論。 

體系解釋：什麼是契稅徵稅對象？ 

對契稅上所謂的不動產「轉移權屬」意涵的探究應放在契稅

法規體系、稅法體系乃至整個法律體系中，通過與其他法條的相

互關係來進行法律解釋。《契稅條例》第1條的規定是對契稅立法

旨意的規定，第8條是對納稅義務發生時間的規定，第11條規定納

稅人應當持契稅完稅憑證向不動產登記部門辦理權屬變更登記手

續，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先稅後證」。這三個條款結合起來理

解，包含三層意思，一是明確不動產權屬轉移的承受人為納稅義

務人；二是「權屬轉移」的標誌為簽訂不動產權屬轉移合同或取

得其他具有土地、房屋權屬轉移合同性質憑證；三是納稅義務發

生時間為簽訂合同的當天。即納稅人自簽訂不動產交易合同或取

得其他具有土地、房屋權屬轉移合同性質憑證的當天起10日內應

當向不動產所在地的地稅機關辦理納稅申報，並在有權部門核定

的期限內繳清稅款。1 

                                                        
1  某省地稅局在省政府的授權下，明確納稅申報後可以在不超過土地、房

屋權屬登記日期內繳納稅款。從授權立法的角度，這一規定值得討論。

《稅收徵收管理法》第31條規定，納稅人應當按照法律、法規規定或者

稅務機關依照法律、法規的規定確定的期限，繳納或者解繳稅款。也就

是說繳稅期限的確定權國務院可以授權財政部或國家稅務總局。《契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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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契稅條例》有關不動產「權屬轉移」的規定與《物

權法》的規定是否一致呢？《物權法》對不動產「權屬轉移」效

力的產生規定了兩種情形，即登記和生效的法律文書、徵收決

定。這裡涉及兩個問題，一是不動產登記是否會影響不動產物權

變動之原因契約的效力？二是不動產登記效力的產生是否等同於

不動產權利的形成？關於登記作為不動產物權變動原因契約的效

力問題，中國大陸法學界一直存有爭議，大致有兩種代表性觀

點：一種觀點認為登記是不動產物權變動之原因契約有效的前提

條件，此種觀點通常被稱為「登記有效條件說」；另一種觀點認

為「登記是對權利變動的確認，而不是權利變動的根據」，因此

主張登記不影響不動產物權變動之原因契約的效力。筆者認為，

不動產物權登記的主要作用在於使物權權屬關係得以透明，使第

三人擁有一種判斷物權種類、物權內容以及物權人的途徑，保證

第三人的信賴利益不致遭受損害。但在採物權變動公示成立要件

主義的情況下，不動產登記的效力有可能被誇張。主要表現為兩

個方面：一是認為「一切不動產之物權變動均須以登記為成立要

件」；二是認為「一切不動產物權之設定非經登記不能成立」。

物權登記作為物權變動的公示手段，本身不能創設（形成）權

利 ， 只 能 確 認 權 利 。 「 登 記 只 有 在 對 第 三 人 的 關 係 中 才 有 意

義。」2物權作為對物進行支配並排斥他人干涉的法律利益，只要

權利人對標的物的支配構成有效的物權法律關係，這些支配關係

                                                                                                                        
條例》第9條規定，納稅人應當在契稅徵收機關核定的期限內繳納稅

款，也即授權財政部或國家稅務總局核定繳稅期限。但財政部或國家稅

務總局是否可以再授權省政府，而省政府還可以再授權省稅務局確定繳

稅期限內？《立法法》第12條規定，被授權機關應當嚴格按照授權決定

行使被授予的權力。被授權機關不得將被授予的權力轉授給其他機關。 
2  [日]鈴木祿彌：《物權的變動與對抗》，渠濤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1999年版，第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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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應受到法律的保護。3因此，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的權能才

是財產權制度的核心。 
對此，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的行政解釋讓契稅「權屬轉

移」的意涵回歸到物權制度的核心內容，即對占有、使用、收益

和處分權能的把握。國稅函[2007]645號《關於未辦理土地使用權

證而轉讓土地有關稅收問題的請示》（川地稅發[2007]7號），有

如下批復：土地使用者轉讓、抵押或置換土地，無論其是否取得

了該土地的使用權屬證書，無論其在轉讓、抵押或置換土地過程

中是否與對方當事人辦理了土地使用權屬證書變更登記手續，只

要土地使用者享有占有、使用、收益或處分該土地的權利，且有

合同等證據表明其實質轉讓、抵押或置換了土地並取得了相應的

經濟利益，土地使用者及其對方當事人應當依照稅法規定繳納營

業稅、土地增值稅和契稅等相關稅收。《國家稅務總局關於辦理

期房退房手續後應退還已徵契稅的批復》（國稅函[2002]622號）

規定了「未能完成交易」應當退還契稅；《國家稅務總局關於無

效產權轉移徵收契稅的批復》（國稅函[2008]438號）規定了「法

院判決無效產權轉移行為或法院撤銷房屋所有權證」應當退還契

稅；《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於購房人辦理退房有關契稅問題

的通知》（財稅[2011]32號）規定了「未辦理房屋權屬變更登記

前退房的」應當退還契稅。這四個規範性文件連同「契稅條例」

及其「實施細則」等構成了完整的契稅規範體系，系統的確認了

契稅徵收以不動產轉移之原因契約的成立為構成要件，只有在不

動產轉移之原因契約被撤銷且未完成權屬登記的情況下，才能讓

先前的課稅要件事實消滅並形成退稅請求權。如果不動產轉移完

成了權屬登記，實際上也就意味著不動產轉移合同已經實現，即

                                                        
3  李鳳章：《不動產權利登記的效力及其限度》，載《甘肅政法學院學

報》200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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