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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税的政府层级归属
作为地方税的理论依据与美国经验启示
张

平

［摘要］本文从财税体系和政府治理的视角阐述房地产税作为地方税的理论缘由，说明房地产税作为
地方税有着合理的理论支撑，同时亦是被实践所证明的最终选择。理论上，财政分级制和公共
选择理论构成了房地产税作为地方税的理论基础；实践上，房地产税的税基不可移动决定了房
地产税是受益税的最优选择，而受益税特征进而决定了房地产税是地方税。经济社会发展的
复杂性提高使得纳税人和受益者的匹配只有基层政府才更有效率，高层级政府逐步放弃房地
产税而转移到其他税种是其必然选择。地区间异质性的提高进一步印证了不同地区需要差异
化的税负以及相应的公共服务支出设计。本文最后以美国为例，从房地产税在美国政府层级
间演变的历史以及美国财税体制变迁的实践出发，阐述为什么房地产税在美国历史上曾有相
当长的时间是州政府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又如何从州税逐步下沉到最终几乎完全由地方政府
征收和使用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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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逐步展开，中国开征房
地产税已成为大势所趋。近年来，学术界和政策界对

的理论缘由，说明房地产税作为地方税有着合理的理
论支撑，同时亦是被实践所证实的最终选择。

房地产税的改革均有诸多论述和讨论。对于是否应该

一、财政分级制与公共选择

开征房地产税依然存在着支持和反对两种截然不同的

财政联邦主义理论（ｆｉｓｃａｌ 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ｍ，财政分级

观点。同时，房地产税在立法、设计、开征和使用等多

制）¨儿引日儿４－表明对于政府的三个不同功能——经济稳

个环节和维度也都存在或多或少的争论。而对于房地

定、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应该由不同层级的政府来承

产税在政府层级中如何划分的问题，房地产税应作为

担。建构各级政府的收支体系，需要同时考虑效率与

地方税供基层政府征收和使用，似乎已经获得一定的

公平，实现满足公民需求的同时提高政府治理能力。

共识。但是，对于为什么房地产税适合用作地方本文

这里我们考虑支出责任划分和收入划分两个方面。对

指基层政府税，其理论和实践的依据是什么，仍未见深

支出责任，从公共服务提供的角度看，需要充分考虑效

刻的讨论与分析。那么，为什么房地产税应该作为基

率的同日寸，以服务民生为方向，回应公民需要、对公民

层政府的税源而不是像所得税和增值税等其他税种一

负责、与公民共同决策。对收入划分，应当是有效率

样作为中央与省或省与基层政府的共享税？房地产税

的，并且不应对税收政策和管理产生歪曲效应。收入

作为地方税在财政、税收和政府治理等角度的理论依

划分应保证地方政府有充足的收入，以完成其支出责

据是什么？现有多数发达国家的房地产税征收实践以

任。”’由于存在不同的居民偏好分布，而地方政府掌握

及历史变迁能否在这一问题上提供实践支撑？本文以

着更多信息，由地方政府来提供相应的公共产品和服

财税体系和政府治理的视角阐述房地产税作为地方税

务也就更加高效。伴随着区域间异质性和复杂性的日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合作治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与国家责任研究”（编号：１５ｚＤＡ０３１）；北大一林肯研究中
心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度研究基金项目“中国房地产税改革的区域差异比较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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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之石
益增加，房地产税地方化（分权化）为地方政府提供了

政收支相连的治理体系；从而降低税收的政治成本和

充足的收入划分，从而满足其支出责任。地方政府可

管理成本，减少对经济行为的扭曲，提高经济效率。

以更好地匹配满足与本地人口需求相一致的公共物品
和服务的组合，最终提高政府效率。

受益税是对某些税种的征收和使用安排特征的概
括：将纳税人与公共服务支出的受益者相匹配，使纳税

一方面，从地方政府层面来看，居民在不同社区间

人能切实感受到赋税带来的收益。例如，燃油税也是

的迁徙就是由需求所带来的行为选择。是否迁徙揭示

一种受益税，其收入往往会使用在高速公路的修缮保

了消费者和选民对公共物品的需求，这类似于在市场

养上。那么，为什么房地产税会被用作受益税而不是

中通过对购买商品的意愿测试出消费者的偏好。就像

其他主要税种，例如所得税或销售税？房地产税的税

Ｔｉｅｂｏｕｔ【６１总结的一样：“消费者在具有空间结构的经济

基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房产的不可移动。由于房产

中揭示自己的喜好是不可避免的，空间上的流动性使

不可移动，相对于其他税种来说，房地产税的税基稳定

得对公共品的消费能够类似于在私人市场上的购物选

且易识别，对纳税人和受益者的定位相对容易。因此

择。”然而，居民偏好的异质性也产生了很多对于在

可以较好地匹配缴纳的税收和获得的益处，真正体现

Ｔｉｅｂｏｕｔ模型中公共物品供给的问题。…¨儿圳另一方面，

受益税的特征。而对所得税和销售税来说，由于其税

从公共选择的视角来看，Ｓｊｏｑｕｉｓｔ‘１叫发现跟支出的情况

基的流动性很大，纳税人与公共服务受益者的匹配极

类似，税收的组成亦会对中间选民模型的效用作出反

其困难。一个人完全可能居住在Ａ地，却在Ｂ地工作

应。因此，房地产税的地方化且作为其主要收入来源

获得收入（所得税），在Ｃ地购物（销售税）；那么该居

的定位可以被看作是适应日益发展的差异性偏好的公

民享受的公共服务以及其子女在Ａ地入学的学校质量

共需求。而房地产税作为“受益税”的观点…儿”１也指

均与其缴纳的税收无关。为了减少税收对经济行为的

出，缴纳房地产税的成本亦接近于从公共项目上获得

扭曲，所得税和销售税往往由更高层级的政府来征收。

的利益。根据这一观点，无论是区域间还是区域内的

因此，房产的不可移动特性决定了房地产税最终被选

异质性都需要房地产税地方化来提高效率和满足不同

择成为最主要的受益税税种。

偏好。因此，财政分级制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一起，为

房地产税作为受益税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房地产税

房地产税作为地方税与地区间异质性的匹配提供了理

是地方税。地方政府的信息优势使得其匹配纳税人与

论基础。而房地产税本身的特征以及地区间异质性的

受益人的能力远远强于高层级政府。同时，由于公共

加强则为房地产税成为地方税提供了充分的实践

服务辐射的地区性或区域性，房地产税需要在一定的

土壤。

区域内征收和使用以达到受益税的作用。美国的房地

此外，地方政府的财政自主权确实具有其合理性。

产税在政府层级间变迁过程也表明，地方政府相较于

在拥有自主收入来源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可以对居民

州政府能以更低的政治成本使用房地产税。旧副由于征

或选民的需要负责，¨列可以在不同的支出决策中提供

收房地产税的同时能给当地带来更好的学校和道路等

有效的公共服务，¨４…副还可以在有限的地理区域内匹

公共服务，纳税人直接享受了房地产税所带来的好处。

配到支出受益者。¨叫Ⅲ１ ＣｏｎｎｏｌＪｙ，Ｂ瑚１厕和Ｂｅ∥副还发

即使是对这些公共服务并没有直接需求的纳税人，更

现通过地方政府自身筹集的财政收入比重与地方自主

好的服务也可以使他们的房产升值，从而使得纳税人

权和地方负责任的程度密切相关。由于这些原因，学

愿意缴纳房地产税。因此，更高层级的政府（例如美国

者认为美国式的财政分级制仍然需要被保持，包括具

的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偏好不使用房地产税，而地方政

有财政自主权的地方政府。而在较低的有效税率的前

府偏好使用房地产税的事实表明，地方政府拥有使用

提下，房地产税似乎是大幅提高财政收入的最好

房地产税的一些独特好处。由于地方政府利用房地产

工具。㈣

税的这些有利因素，在可预见的未来，房地产税或将一

二、房地产税的受益税特征

直是地方政府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另外，不同居民对

房地产税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受益税（ｂｅｎｅｆｉｔ ｔａｘ），

受益税的支付意愿不同以及支付能力的巨大差异也需

即房地产税一般用于当地的基本公共服务，居民缴纳

要房地产税有针对性地对税基定义、税率确定和税负

房地产税的同时也可以享受这些公共服务。即使居民

豁免等方面采取差异化策略㈣１。这一点只有在房地产

不享受相应的公共服务（如教育等），这些公共服务也

税作为地方税的基础上才能有所保证。

会被资本化到房产价值中。因此，房地产税的最终受

三、地区间异质性和偏好多样性

益者仍是房产拥有者。…Ⅲ¨２２１∞１也有学者认为房地产

学者们倾向于运用财政分级制理论和地方自治权

税是将房产看成资本的资本税心４儿刮或是将房产看成

的重要性来解释房地产税的地方化，认为地方依赖房

消费品的消费税。旧刮拉列实际上，尽管这些观点在税负

地产税是由于对公众需求的回应和公民参与的激

评价上存在一定的不一致，但没有改变房地产税作为

励。¨川¨纠ｗａｌｌｉｓ¨副将１９世纪早期美国房地产税在州一

受益税用于基本公共服务的事实。房地产税作为受益

级政府的减少归因于资产收入的上升；将２０世纪州一

税可以成为财权与事权匹配的天然工具，形成地方财

级房地产税的消失归因于州政府控制房地产税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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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在更大的地理实体中实现房地产税与公共支出受

方面有着潜在影响，这有待以后进一步研究。

益人之间的匹配。除了由于州政府引入其他收入来源

四、房地产税在美国政府层级间的演变

（主要是销售税和所得税）的影响外，我们认为，房地产

在２０世纪之前，房地产税不仅主导着政府的税收

税的地方化也和更加复杂的经济结构导致的各地日益

体系并且是整个美国以及其他许多国家收入的主要来

增加的地区间异质性有着重要的联系，这使得州政府

源。Ⅲ儿刮进入２０世纪，随着经济结构变得更加复杂，人

更加难以满足房地产税的不同纳税人的差异偏好。正

们普遍认识到现有的税收体系已经不能对复杂经济体

如ＢｉｒｔｌⅢ１所认为的，“只要在偏好和成本上有变化，就

公平地征税；由此引入的所得税和销售税使得房地产

存在通过开展公共部门行动，顺应分散趋势而提高效

税的在美国整体层面上的重要性被削弱。Ⅲ３房地产税

率的可能性。”Ｏａｔｅｓ¨纠认为从纯经济的角度来看，地方

占国家总收入的比重亦在逐步下降：该比例在１９０２年

政府旨在对应不同的偏好和成本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

和１９１３年分别为４２％和４４％，此后逐渐下降到了１９３６

水平来提高整个公共部门的效率水平。因此，日益增

年的３０％，１９４０年的２５％以及１９５０年的１１％。如图１

加的地区间异质性不断要求地方政府拥有自己的收入

所示，在经济大萧条期间，伴随着房地产税征收率的下

来源，而房地产税是自有收入来源中最重要的一种。

降和自住房产豁免政策（ｈｏｍｅｓｔｅａｄ ｅｘｅｍｐｔｉｏｎｓ）的引入，

异质性和多样化也就意味着对地方化的需求，要针对

房地产税占国家总收入的百分比显著下降。然而，与

不同的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公共服务，这一点只有具有

此同时，房地产税在地方政府中则一直保持着相当重

信息优势的地方政府才能做到，也只有地方政府才具

要的位置。当房地产税占州政府税收收入的比重迅速

有效率优势。

下降至２％以下时，房地产税占地方政府税收收入的比

在地方对税收和支出的自主权和地区间的异质性

重始终维持在７０％以上，一直是地方政府最重要的收

互相影响的过程中，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会被用于支

入来源。Ｃｏｎｎｏｌｌｙ，Ｂ１１ｌｎ棚和ＢｅＵＨ刈概括得出，房地产

持和控制地方政府。其功能和目的包括促进国家标准

税是支持地方政府提供服务的最有效的收入来源，并

的建立，在州／省和地方政府之间更加平等，鼓励提供

且没有其他更好的替代税种能够保证地方政府的自

某些额外的服务，＂叫以及覆盖税收和支出上的纵向外

主权。

部性等。¨“一方面，地方自主权和异质性的结合会产生

结合图１我们可以发现，在不同的政府层级之间，

和扩大跨区域之间的不平等；另一方面，政府间的财政

房地产税经历了一个地方化的过程，即房地产税的征

补贴则会倾向于减小跨区域间不平等，从而减少跨区

收和分配逐渐由州政府下沉到地方政府。懈１自２０世纪

政策结果间的异质性。复杂的经济结构带来了日益增

６０年代起，在大多数州，超过９０％的房地产税收入都已

加的跨区间异质性，地方财政的自主权力亦随着房地

经流入到地方政府。实际上，从美国建国后至一战以

产税的地方化趋势同步上升。同时，更多的地方财政

前，房地产税在这１００多年里并不是地方政府的重要收

自主权会强化地方权力，从而进一步扩大区域之间的

入，而是一直由州政府征收管理。尽管在这过程中有

异质性。ｐ驯因此，跨区域间的异质性和地区财政权力会

所反复，但房地产税一直是州政府最重要的收入来源，

得到相互强化。地方税收（财政自主权）将导致地方财

其持续的时间之久丝毫不亚于我们所熟知的房地产税

政差异（区域间的异质性）；区域间的异质性有利于富

作为地方税的时间。那么，美国的房地产税是如何由

裕地区保持其财政竞争力。针对这种互相强化的趋

州税转变为地方税，发生这一转变的原因又是什么？

势，出于缩小财政差异目的的转移支付可以一定程度

当我们都认为房地产税应该作为地方税时，房地产税

上减少地区间不平等，从而降低区域间的异质性。

长时间作为州税的历史说明了什么，是否同样具备相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经济在更加复杂的经

应的合理性？

济形势和生产要素的伴随下高速增长。随着房地产税
的地方化，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期普遍对房地产税进行

一。，‘一‘、‘一‘～一、． ｋ．，．¨

限制的背景下，地方政府纳入并实施了销售税和地方
所得税的征收来扩大和多样化收入来源。’３引理论表明
在异质的地区，对收入和支出均有地方自主权的财政
分级制在经济上是有效率的；㈤儿４¨ｍ１而从历史的角度
来说，区域问的异质性和地方财政自主权本身可能导
致税收收入和公共支出方面更大的差异。地区间异质
性和地方财政权力彼此强化，最终使得我们得以看到
今天美国地方财政以房地产税为主要自筹收入的景

图１

美国房地产税在不同层级政府税收收入中的演变（１９０２一加∞）

象。随着以销售税为主的其他税种的引入，房地产税

Ｗ枷ｉｓ…㈨将美国公共财政的历史简要地分为三

在地方税收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可能会进一步减少。㈣ｏ

个阶段，房地产税的发展与演变和这三个阶段联系紧

这些收入成分的改变可能也会对地方财政管理的不同

密。在每一个阶段中，某一种财政收入比在其他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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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得相对更为重要，某一级的政府也比在其他时期扮

段的财政制度。这一阶段为所得税财政时期，联邦政

演了相对更积极主动地推动经济发展的角色。

府的角色较为积极主动。１９３３年后，联邦政府推出了

１７９０至１８４２年为第一阶段，此时所有层级政府的

一系列针对解决经济萧条问题的政府项目；第二次世

规模都比较小。这一阶段为资产财政时期，州政府相

界大战则带来了联邦政府的又一次扩张。所得税扣缴

对较为活跃。州政府由于承担了在金融和基础设施方

和个人免税额的下降使个人所得税在１９４０年至１９４４

面的投资责任，其政府规模在此阶段增长迅速。在

年问迅速增加了２０倍，这成为了美国现代财政系统的

１８００至１８４０年间，州政府收支的增长速度比联邦政府

基础。而房地产税在第三阶段的演变则从１９００年就已

快得多，其收支规模在１８３０年代经州政府对运河及银

经开始。对州政府的限制也在１９００年后发生了改

行进行巨大投入后达到了顶峰。ｂ¨ｐ引因此，尽管房地

变：Ⅲ。‘‘一致性规定”（ｔｈｅ ｕｎｉｆｏ珊ｉｔｙ ｐｍｖｉｓｉｏｎ）与“普遍

产税在１９世纪初是州政府单一的最大的收入来源，到

性规定”（ｔｈｅ

１９世纪３０年代末，它们的重要性急剧下降，尤其是在

取消后，宪法层面对于房地产税的限制减轻了。州政

东部州。这主要源于１８００年代初期开始，在良好的财

府的新收入来源于汽车牌照税费、燃油税、以及后来的

政状况和额外的其他收入来源支持下，即便支出在增

消费税与所得税，这使得州政府能够再一次取消房地

加，所有东部州均削减或取消了房地产税。而在１８１２

产税。因此，与１８００到１８４０年间类似，在１９００到１９４０

年的战争期间，州政府因为需要直接承担对抗英国的

年之间，房地产税在州政府收入中的份额稳步下降。

负担，大部分州的政府支出都有所上升，对房地产税的

所不同的是这次的下降并未伴随后来的回升，而是促

征收同样有一定上升。在此次战争后，房地产税的征

成了房地产税逐步由州政府的重要收入完全下沉至地

收额又持续下降。如表ｌ所示，从１８３５至１８４１年，在

方政府。尽管州财政的规模正在扩大，但房地产税在

大西洋沿岸地区的东部州，房地产税只占州收入的

州政府中却正逐渐消失。与此同时，在１９００至１９４２年

２％；而西部州由于其他收人来源较少，房地产税仍占

间，地方政府大约７０％的收入来源于房地产税。由此，

州收入的３４％。ｐ副ｍ１

房地产税正式成为地方税，美国财政收支与政府间财

表１

美国不同阶段房地产税占州政府收入比例（５５】［５６ｊ
年份

１８３５—１９４ｌ

１８４２一１８４８

１９０２

美国东海岸

Ｏ．０２

Ｏ．１７

０。５５

西部和南部

Ｏ．３４

０．４５

Ｏ．７０

所有州

Ｏ．１６

Ｏ．３０

Ｏ．５７

区域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ｉｔｙ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条款在州宪法中被

政关系的格局在１９４０年代之后基本形成，保持运行至
现在。在这段时间，地方政府持续课征房地产税；房地
产税作为地方税一直延续至今，最终是地方政府发现
“房地产税是获得财政收入最有效的方式”。¨ｕ
五、结论

１８４２至１９００年代初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为房地

梳理房地产税在美国政府层级间的变迁历史以及

产税财政时期，地方政府的重要性迅速提升。在此阶

相关文献，我们发现当认为房地产税是理所当然的地

段的初期，州政府的投资繁荣在１８３９年因强烈的经济

方税时，房地产税在美国历史上曾有相当长的时间是

萧条戛然而止。同时，州政府的政治与宪法也出现了

州政府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房地产税在美国有着一个

多种形式的变革，”５７。＂副”引许多其他收入来源被切断。

从州税逐步下沉最终几乎完全由地方政府征收和使用

例如，禁止投资于私人企业使州政府失去了股息收入

的过程。这一变化过程说明房地产税作为地方税，作

这一来源；禁止特殊执照发放则使其失去了出售公司

为地方政府最主要的收人来源，有着重要的理论基础，

执照的收入。总的来说，州政府发现通过资本获得收

同时也是在发展过程中经过实践所检验的最终选择。

入变得非常困难。因此，州政府对房地产税的依赖迅

财政分级制和公共选择理论构成了房地产税作为

速回升。到１８４４年，东部州政府的房地产税占总收入

地方税的理论基础。财政分级制说明不同政府层级需

的比例由２％上升至１７％；西部州则由３４％上升至

要有自己的收入划分和支出责任，地方政府的信息优

４５％（表１）。但州宪法对房地产税“一致性”（对所有

势决定了其应为公共服务提供的主体，而房地产税的

应税财产一致评估）和“普遍性”（对所有动产和不动产

税基不可移动的特征决定了它是地方政府财源的最优

普遍征税）的规定使得更加难以解决协调匹配纳税人

选择。公共选择理论则强调居民偏好异质性的重要

和受益者的问题，因为州政府必须对所有财产以相同

性，房地产税作为受益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是地

税率征税。州宪法的修改对地方政府的影响还不是特

方税。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复杂性的提高，纳税人和受

别明显，但清楚的是，在１８４０年代之后，地方政府接管

益者的匹配只有基层政府才更有效率，高层级政府逐

的政府行为所占比例不断增加。相对于州政府的投

步放弃房地产税而转移到其他税种是一种必然选择。

入，地方政府对基础设施，尤其是铁路、供水和污水处

地区间异质性的提高进一步印证了不同地区需要差异

理、公用事业的投入呈现出明显增长。至１９０２年，地方

化的税负以及相应不同的公共服务支出设计。

政府的债务已是州政府的八倍；地方政府的收入也几
乎是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收入总和。
大萧条与罗斯福新政被认为是开启了美国第三阶
１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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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完善财税体系，理顺政府间财政关系以及提升
地方政府治理水平等角度来看，中国推进房地产税改
革是大势所趋。房地产税在中国应归属于哪一层级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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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几个层级？归属于不同的层级又将如何影响房地产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ｅｎｙ

税政策的可行性以及在居民中的可接受度？这些都是

ｍ“玎ｉｃ咖口Ｚ劬抛ｍ脱ｍ尻ｍ，黜：豇ｓｎ筘流＾ｂ加ｒ矿ｅ

以后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同时，房地产税在其他国

￡伽ｅｆｆ执眺，以耽Ｚｌ础Ｅ．仇ｔ∞，Ｃ口砌矗咖：

家的演变历史及其成因还值得进一步研究，这将对我
们深刻理解房地产税这一税种以及房地产税在不同政

府层级和政府问财政关系中的定位具有重要意义。国

ｔａ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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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ｕｒｄｅｎ粕ｄ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锄ｏｎｇ

ｐｅｒ ｆｉｎａⅡｙ

ｃ１撕６ｅｓ

ｃｏｎ矗ｍ

ｍａｋｅｓ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ｍｍｅｎｔｓ

ｔｈａｔ ｄｉｆ亿ｒｅｎｔ ｌｏｃａｌｉｔｉｅｓ ｎｅｅｄ ｔｏ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ｍｖｉｓｉｏｎ．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Ｓ．

ａｓ

ａｎ

ｉｎ ｓｅｎｒｉｃｅ ｐｍｖｉ—

ｄｉｆｋｒｅｎｔｉａｔｅ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ｇｎｓ ｏｆ

ｔａ】【

ｅｘａｍｐｌｅ，ｆ如ｍ ｔｌｌ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ｅｖ０１ｕ－

ｄｉｆ绝ｒｅｎｔ ｇｏＶｅｍｍ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ｉｓｃａｌ ａｎｄ ｔａ）【ａｔｉｏ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ｔｈｉｓ ｐａ－

ｗｈｙ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ｔａ】【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ｉｍｅ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ｈｏｗ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ｔａｘ ｇｒａｄｕａＵｙ ｓｉｎｋｓ ｔｏ ｂｅ

ａ

ｒｅｖｅｎｕ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ｌｏｃａｌ

０ｆ ｓｔａｔｅ ｇｏｖｅｍ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ｔａｘ

ａ

ｌｏｎｇ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ａｎｄ ｕｓｅｄ ｂｙ ｌｏｃａｌ

９０ｖｅｍｍｅｎ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Ａｕｔｈｏｒ］ｚｈａｎｇ

ｔａ）【，ａｄｍｉＩｌ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１ｅｖｅｌ，ｌｏｃａｌ ｔａ】【，ｆｉｓ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Ｐｉｎｇ ｉｓ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ａｔ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ｍ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ｌｌ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Ａ６ｆａｉｒｓ，Ｆｕｄ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ｈａＪｌｇｈａｉ ２００１４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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