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得税、住民税
所得税：个人在出售，出租不动产时所应该缴纳的国税。
住民税：出租，出售不动产时向地方振奋缴纳的市町村地方税。
1，土地，建筑物让渡时产生的课税
1-1，让渡所得
土地建筑物让渡时，从让渡金额中扣除掉取得费（※1），让渡费（※2）的特别扣除额，在余
额基础上课缴所得税，住民税。根据让渡的资产的拥有期（※3）
，课税名称与课税税率有变
化。超过 5 年的，称为【课税长期让渡所得】，不足 5 年为【课税让渡所得】。
※1, 取得费：售出的土地建筑物，在此前购入时的本体费用，购入手续费，以及后续的改良
费，设备费等支出的总额。建筑物的取得费，扣除掉拥有期间的折旧费之后进行计算。如果
土地建筑物的取得费用不明，或实际的取得费小于让渡金额的 5%时，用让渡金额的 5%进行计
算（概算取得费）
※2，让渡费用，土地建筑物出售时需要支出的费用，如中介手续费，登记费用，测量费用，
印花税，土地出让时向地上建筑物所有人支付的退租费，拆除建筑物费等等手续费用。
※3，拥有期间的判断基准：取得日：原则上是让渡资产的交付日（自建房则为建成日）。也
有按照合同效力发生日计算的。继承，赠与情况下，以取得日为基准。让渡特例的情况如下
表：
承接旧资产的拥有时期

非承接旧资产的拥有时期

·固定资产的交换

·居住用财产的买换

·代替资产

·特定事业用资产的买换

·特定的交换分合的特例

·等价交换的立体买换

让渡日：原则上为资产的交付日，也可以指定为合同发生效力日。
长期让渡所得
·税率
所得税

住民税

合计

15%

5%

20%

计算例：
课税长期让渡所得金额为 8000 万日元的情况下：
8000 万×20%=1600 万 （日元）

所得税、住民税的合计金额。

特例：
a，拥有期间超过 10 年以上的居住用财产，让渡时的减轻税率特例：
课税长期让渡所得金额

所得税

住民税

合计

6000 万以下的部分

10%

4%

14%

6000 万超过的部分

15%

5%

20%

计算例：买卖房款中扣除掉取得费，让渡费之后的长期让渡所得金额假设为 1 亿日元，居住
用财产的让渡所得的相关特别扣除为 3000 万的场合：
1亿

—3000 万

=7000 万

（长期让渡所得金额）

（特别扣除）

（课税长期让渡所得金额）

7000 万所适用的相关减轻税率：
（6000 万×14%）+{（7000 万—6000 万）×20%}=1040 万 （日元）
，实际应缴税额。
短期让渡所得
·税率：
所得税

住民税

合计

30%

9%

39%

计算例：
假设课税短期让渡所得金额为 6000 万日元的情况下：
6000 万×39%=2340 万 （日元，所得税、住民税的合计金额）
※在满足一定条件时，所得税 30%→15%，住民税 9%→5%。
1-2，让渡所得中的特别扣除额
以下情况下，课税标准为让渡所得金额中减掉扣除额的部分。
a，征用交换（扣除额：5000 万）
要件：
·售出的为土地建筑物等固定资产
·当年度为公共事业而出售的资产的全部，取得征用等附随代替资产时的课税，未
适用特例。
·购买申请提出后 6 个月之内土地建筑物售出
·最初从公共事业的实施者处得到受理申请的人（包括其赠与人或继承人）的其让
渡。
b，居住用财产的让渡：
（3000 万）
·售出自家用房，或其用地，或借地权的情形。从前居住的房屋，用地，未居住日
开始第三年的 12 月 31 日前出售
·出售时的前 1 年，以及再前 1 年，未适用此特例，或购换，交换自用房屋，或未
适用由于让渡损失所扣减的损益计算等特例。
·出售的房屋，土地，未适用收用的场合的特别扣除等其他特例。
·灾害造成损失时，在其土地上未居住开始日开始第 3 年的 12 月 31 日前出售。
·从拆除房屋到让渡合同成立时，其用地未作为出租停车场等商用。
·买卖双方为非夫妇，父母子女等亲属关系。（包括特殊关系的个人，法人）
以上要件，同样适用居住用财产的让渡场合。

其他要件还包括：
·前 1 年，再前 1 年，没有适用下列特例：
【居住用财产的 3000 万特别扣除特例】，
【特点居住用财产的购换特例】
，【居住用财产购换时的让渡损失，连续扣除】，【特点居住用
财产的让渡损失，联系扣除】
。
不适用：
·被认定只为接受本特例而居住的情况
·被认定为新建其他居住用房屋时暂时用于居住的房屋或其他临时居住目的的情况
·别墅等用于娱乐，保养的用房。
c，特点土地区划整理事业等的情形（扣除额 2000 万）
d，特定住宅地造成事业等的情形（扣除额 1500 万）
e，合理化保有农地的情形（扣除额 800 万）
1-3，特定居住用财产的购换特例
1-3-1，概要
特定的自有住房（居住用财产）
，在 2017 年 12 月以前出售，购换另一套自有房产时，在
满足一定要件时，让渡产生的收益的课税部分，可延缓缴纳（并非不用课税）。
例如：1000 万购入的自用房，以 5000 万卖出，再用 7000 万来买另 1 套自用房，通常情况下，
卖出时 4000 万的让渡收益应该成为被课税的对象，但如果适用特例，卖出当年的课税不进行，
在买入新的自用房以后，对新房将来让渡时所产生的让渡收益，一并计算。

（上述内容为了说明方便，折旧等内容没有考虑在内）
说明：此种情形，如果上述新购入的 7000 万自用房，将来以 8000 万卖出，实际上产生的 1000
万收益（实际让渡收益）
，加上此前 4000 万的让渡收益，实际要课税的内容为 1000 万+4000
万=5000 万。
如果新购换的房屋的价格小于此前售出的房屋的价格时，差额视为所得收入。
计算如下：
让渡所得=收入所得—必要经费支出
其中，收入所得=（售房款—新房价）
，必要经费支出=（新房的取得费+让渡费）×（所得收
入÷售房款）

例如：旧房售出时金额为 1 亿，新购房屋价格为 7000 万，出售时的取得费为 1000 万，手续
费等为 500 万。
故可得出课税基准的让渡所得：
（1 亿—7000 万）—（1000 万+500 万）×（1 亿—7000 万）÷1 亿=2550 万
固定资产的交换

使用条件

自有资产

对方拥有资产

资产形态

固定资产（非用于出售）

同左

取得时期

1 年以上所有，非为交换所取得

同左

仅限同种资产的交换
交换内容

土地→

土地

建筑→

建筑

机械装备→

机械装备

用途

交换前同种用途

价格限制

双方价格差距不到 20%

让渡金额

差价为 0 时，视为没有让渡行为。
差价非为 0 时，
差额—（让渡资产的取得费+让渡费用）×{差额÷（差额—资产取得时的价格）}

其他特例：
A，特定事业用资产的购换特例
B，中高层耐火建筑建设用的购换特例
C，大规模住宅用地事业的土地交换条例
D，由继承，赠与，取得的财产的让渡过程中产生的让渡所得特例
2，住房贷款的扣除
2-1，概要
个人在利用住房贷款时，对于新建自用房，取得或增改建（以下简称“取得等”），在 2019 年
6 月 30 日之前满足一定条件，住宅贷款的年末合计余额为基础，对此后各年份的所得税额进
行相关扣除。
2-2，适用条件
个人新建，或购入建成后未使用过的住宅，须满足下列条件（亲属赠与等不适用）
A，新建，或取得日起 6 个月内居住，适用的每年年末 12 月 31 日止持续居住（注 1：居住者
死亡或因灾害房屋无法居住时，至其发生的时间为止持续居住，注 2：拥有 2 处以上住房时仅
限于主要居住的 1 处）
B，接受本特别扣除的当年合计所得金额小于 3000 万日元。

C，新建，或取得的住宅面积大于 50 ㎡，使用面积的 1/2 以上为自己的专属居住区域。（此情
形的使用面积的判断基准如下：a，登记面积；b，公寓情形，楼梯，走廊等共用面积不计算
在使用面积内，以登记薄上的专有使用面积为判断基准；c，店铺，事务所并用的住宅，店铺
与事务所等部分包含在内计算；d，夫妇，父母子女等共同拥有的情形，以全部所有人拥有的
共同面积为基准，但类似公寓等划分单元的部分，以其各自的专有使用面积为基准；
）
D，10 年以上按揭返还的方法所产生的欠款或债务（含该住宅的土地部分的借款）。此处所提
之欠款或债务是指，银行等金融机构，独立行政法人住宅金融支援机构，任职公司等组织的
借款或独立行政法人都市再生机构，地方住宅供给公社，建筑业者的债务。但是，任职公司
处的借入金，无利息或利息小于 1%的情况下，非为特别扣除对象。此外，亲友等处的借入金，
亦非特别扣除对象。
E，居住用的当年，与其前后各 2 年的 5 年内，居住用财产让渡时，不适用长期让渡所得的课
税特例。
※F，二手住宅要耐火建筑物 25 年，超过时要审查是否符合耐震安全基准。增改建时面积符
合上述标准，费用超过 100 万，等。
住宅贷款特别扣除的扣除期间与扣除额的计算方法

居住时间

扣除期间

各年的扣除额计算
（扣除限度额）
1～10 年余额
年末×1%

2014 年 4 月 1 日～
2019 年 6 月 30 日

10 年

止

（40 万）
注：上述的扣除限度额为取得住宅为特定取得时的
额度，其他情况的扣除限度额为 20 万。

※特定取得是指，取得住宅的价款或费用
计算例：
2016 年 5 月银行贷款 5000 万买入新建的一户建（土地 3000 万，建筑物 2000 万）
，当年开始
居住，年末欠款余额 4900 万。
（2016 年所得税扣除额）
4900 万×1.0%=49 万＞40 万 2016 年所得税扣除额=40 万
3，所得税以及住民税的税额：
3-1，税额（速算表）
税额=课税所得金额×税率—速算扣除额
例：年收所得课税金额 700 万： 700 万×23%-63.6 万=97.4 万
3-2 个人住民税的税额：
税额=（所得金额—所得扣除）×10%（特别区民税 6%，都民税 4%）
注：所得扣除包括配偶者扣除，基础扣除，生命保险扣除，社会保险扣除等等

个人住民税课税

1，个人的扣除额的差的合计

所得金额在 200

2，个人住民税的课税所得金额

万日元以上的人

1 和 2 比较，最小的那个额的 5%

个人住民税课税

个人的扣除额的差的合计—（个人住民税

所得金额在 201

的课税所得金额-200 万）×5%

万日元以下的人

但未满 2500 日元的以 2500 日元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