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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土地增值税是营改增改革后人们探讨的重点内容,对于房地产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故而
为保证其能够正常的发挥作用,就需要对土地增值税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探讨,从而解决房地产发展中存
在的问题,避免产生泡沫现象。不过随着国地税征管体制的完善,对土地增值税带来的影响也会愈发明显,
其中存在的问题也日益凸显出来。所以本文就对国地税征管体制改革下,土地增值税问题加以分析,并给
出合理的解决措施,以期实现房地产业的良好把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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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nd value-added tax is the key content discussed by people after the reform of the change from
business tax to value-added tax,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real estate. Therefore, in
order to ensure its normal function, it is necessary to conduct in-depth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on land
value-added tax, so as to solve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and avoid bubbles. However,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the national tax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system, the impact on land value-added
tax will become more and more obvious, and the existing problem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Therefor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 of land value-added tax under the reform of national tax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system, and gives reasonable solutions in order to achieve good control of the real estat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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