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地及建筑物税要点汇编 

1. 税收 

有关 2020 年土地及建筑物的应税计算方法汇总 

《土地及建筑税法案》已于 2020 年 1 月 1 日正式实施，该法案对每种类型土地的应纳税额以

及计税方法作出明确规定。 

长期以来一直在讨论推行“土地税” ，直至 2019 年 3 月 12 日，宪报官网宣布《土地房及建筑物

税法案》（第2562号）将取代地方维修税、房屋税和土地税，并于2020年1月1日正式实施，

下述为该法案的要素汇总： 

土地税纳税义务人： 

 地主/建筑物业主 

 公寓业主 

 资产所有者或政府的营利性资产（土地和建筑物） 

每种类型土地的应纳税额 

新土地税的征税税率 分为 4 种类型 

根据使用的性质分为：农业土地、住宅土地、其他（商业或工业用地）、丢荒土地，通过

评估其价值，对应累进税率，如下： 

1. 农业土地最高税率上限为 0.15％ 

用于耕种、耕作、园艺、动物养殖、水产养殖的土地以及公告中规定的其他业务。因

此，农业用地必须按照农业与合作社部的规定种植。例如：种植香蕉树须不少于每莱

200 棵树，若种植数量少于规定，将征收空置的土地税。近期将公布相关操作指南。 

法定税率： 

评估价值（泰铢） 税率 注释 
0-7500 万 0.01％ 每价值一百万泰铢应纳税 100 泰铢 

7500 万-1 亿 0.03％ 每价值一百万泰铢应纳税 300 泰铢 

1 亿-5 亿 0.05％ 每价值一百万泰铢应纳税 500 泰铢 

5 亿-10 亿 0.07％ 每价值一百万泰铢应纳税 700 泰铢 

10 亿以上 0.10％ 每价值一百万泰铢应纳税 1000 泰铢 
 

*自法案实施起免征从事农业自然人 3 年的土地税； 

*自第 4 年起，免征其土地价值的前 5 千万泰铢/地方政府区域  

 

 



 
因此，扣除免税额后，得出自然人的农业土地税率，如下： 

2020 年-2022 年税率： 

经营农业自然人无须缴纳土地税； 

2023 年起税率： 

- 经营农业自然人就其土地价值不超 5 千万泰铢部分予以免征； 

- 若土地价值超过 5 千万泰铢，征收超额税款，最高不超过 0.15％； 

这意味着若是自然人所有的农业用地价值不超过 5 千万泰铢，则无须纳税，但若是法人仍

须纳税， 无免征额。. 

2. 住宅土地最高税率上限为 0.3% 

财政部于 2019 年 12 月 25 日颁布最新的住宅土地定义，如下： 

1. 所有者的土地或建筑物拥有供人居住的特征，例如：所有者的土地或建筑 用于自

住或给亲戚住或出租给他人居住，按住宅土地税率纳税。 

2. 包括住宅土地上的建筑物在建或整改期间，例如：在建房屋或在装潢的公寓等。 

3. 不包括酒店法规定的酒店 以及土地分配法或共管建筑物法规定的经营者未售的正

在开发或已建设完成的土地或建筑物。 

自然人为土地及建筑物 的所有者且姓名已登记在房屋户口簿上的情况（房屋+土地）： 

法定税率： 

评估价值（泰铢） 税率 注释 
低于 2500 万 0.03％ 每价值一百万泰铢应纳税 300 泰铢 

2500 万-5000 万 0.05％ 每价值一百万泰铢应纳税 500 泰铢 

5000 万以上 0.10％ 每价值一百万泰铢应纳税 1000 泰铢 
 

*在 2020 年至 2021 年，若是同为房屋及土地的所有者（房主自住）且在该纳税年度 1

月 1日已将姓名登记在户口簿上，就其土地及建筑物不超 5千万泰铢部分予以免征。意

味着若是屋主所有的房屋于连同土地价值不超过 5 千万泰株，则无需纳税。 

因此，扣除免税额后，应纳税额如下： 

2020 年-2021 年税率 

评估价值（泰铢） 税率 注释 
低于 5000 万 0 无需纳税 
5000 万-7500 万 0.03％ 每价值一百万泰铢应纳税 300 泰铢 

7500 万-1 亿 0.05％ 每价值一百万泰铢应纳税 500 泰铢 

1 亿以上 0.10% 每价值一百万泰铢应纳税 1000 泰铢 
 



 
自然人仅为房屋所有者（无土地）且将名字登记在户口簿的情况下： 

法定税率 

评估价值（泰铢） 税率 注释 
低于 4000 万 0.02％ 每价值一百万泰铢应纳税 200 泰铢 

4000 万-6500 万 0.03％ 每价值一百万泰铢应纳税 300 泰铢 

6500 万-9000 万 0.05％ 每价值一百万泰铢应纳税 500 泰铢 

9000 万以上 0.10% 每价值一百万泰铢应纳税 1000 泰铢 
 

*在 2020 年至 2021 年，若是仅为一套房屋的所有者（租赁土地上房屋自住）且在该纳

税年度 1 月 1 日已将姓名登记在户口簿上，就其土地及建筑物不超 1 千万泰铢部分予以

免征。意味着若是租赁土地上所有的房屋价值不超过 1 千万泰株且已登记姓名在户口

簿上，则无需纳税。 
 

因此，扣除免税额后，应纳税额如下： 

2020 年-2021 年税率 

评估价值（泰铢） 税率 注释 
低于 1000 万 0 无需纳税 
1000 万-5000 万 0.02％ 每价值一百万泰铢应纳税 200 泰铢 

5000 万-7500 万 0.03％ 每价值一百万泰铢应纳税 300 泰铢 

7500 万-1 亿 0.05% 每价值一百万泰铢应纳税 500 泰铢 

1 亿以上 0.1% 每价值一百万泰铢应纳税 1000 泰铢 
 

有其他房屋的情况，例如第二套房屋起： 

2020-2021 年税率 

评估价值（泰铢） 税率 注释 
低于 5000 万 0.02% 每价值一百万泰铢应纳税 200 泰铢 

5000 万-7500 万 0.03％ 每价值一百万泰铢应纳税 300 泰铢 

7500 万-1 亿 0.05％ 每价值一百万泰铢应纳税 500 泰铢 

1 亿以上 0.1% 每价值一百万泰铢应纳税 1000 泰铢 
 

3.其他类（商业或工业用地）最高税率上限为 1.2% 

指其他不是用于农业和住宅的土地 ，例如商业用地，比如酒店、商店、饭店、便利店、

工厂。 
 
 



 
2020-2021 年税率 

评估价值（泰铢） 税率 注释 
低于 5000 万 0.3% 每价值一百万泰铢应纳税 3000 泰铢 
5000 万-2 亿 0.4％ 每价值一百万泰铢应纳税 4000 泰铢 

2 亿-10 亿 0.5％ 每价值一百万泰铢应纳税 5000 泰铢 

10 亿-50 亿 0.6% 每价值一百万泰铢应纳税 6000 泰铢 

50 亿以上 0.7% 每价值一百万泰铢应纳税 7000 泰铢 
 

对于出租房屋、出租公寓以用于住宅 ，财政部将就住宅税率征税，有待财政部进一步

明确细节。 

4. 丢荒土地最高税率为 1.2％ , 但若连续丢荒 3年，税率将提高到 3％。 

指土地或建筑物未达到预期性能或被弃置放荒。 

评估价值（泰铢） 税率 注释 
0-5,000 万 0.3％ 每价值一百万泰铢应纳税 3,000 泰铢 

5,000 万-2 亿 0.4％ 每价值一百万泰铢应纳税 4,000 泰铢 

2 亿-10 亿 0.5％ 每价值一百万泰铢应纳税 5,000 泰铢 

10 亿-50 亿 0.6％ 每价值一百万泰铢应纳税 6,000 泰铢 

50 亿以上 0.7％ 每价值一百万泰铢应纳税 7,000 泰铢 
 

 若连续丢荒 3 年，第 4 年起将加收 0.3％的税，若是没有加以利用每 3 年将加收一次

0.3％的税，最高税率不超过  3%。 

 因此，上述累进税率将在前两年(2020-2021) 强制执行，后续年度再审批按最高税率征

收。 

  



 
什么土地类型可以获得减免 

 内阁于 2019 年 12 月 3 日批准减免土地和建筑物税的法令，为了减轻某些情况下的土

地税负担。 

下述类型减免 50%的应纳税额 

- -土地和建筑物所有者是自然人，通过继承获得的住宅用地并已登记姓名在户口簿上以

及在 2019 年 3 月 13 日之内注册与财产有关的权利和法律行为。 
- -发电厂所在的土地及其他用于发电效益的土地和建筑物。 

下述类型减免 90%的应纳税额 

- 金融机构、根据特殊法设立的专门金融机构、公众金融机构公司进行资产管理不超过

5 年的持有待售房地产的土地及建筑物。 
- 用于住宅或工业区开发中的土地或建筑物, 自土地分配许可之日起不超过 3 年。 
- 用于住宅小区开发中土地或建筑物，自施工许可之日起不超过 3 年。 
- 用于工业区开发中土地或建筑物，自施工许可之日起不超过 3年。 

- 私立学校及高等教育机构业务中使用的土地或建筑物。 
- 根据法律获得许可的游乐园、动物园、运动场等为公众提供服务场地的土地或建筑

物。 
 

如何计算土地税 

每种类型的土地税根据财政部评估的资产价值来计算，每 4 年根据评估周期进行调整价值。 

区分计算应纳税额的方法如下： 

无建筑物的土地 

税负=土地价值*税率 

土地价值=土地成本评估价（每 1 平方 wa）*土地面积 

**1 平方 wa = 4 平方米** 

含建筑物土地 

税负=(土地价值+建筑物价值)* 税率 

建筑物价值=(建筑物评估价（每 1 平方米）*建筑面积) -折旧 

公寓 

 税负 =公寓价值*税率 

公寓价值=公寓成本评估价（每 1 平方米）*公寓面积（每 1 平方米） 



 
（注释：财政部将规定土地成本评估价、  建筑物成本评估价、 公寓成本评估价和折旧率） 

 

每种土地的税率汇总表如下： 

1. 农业用地 

所有者为自然人的情况： 

- - 2020-2022 年免征农业用地的土地税，无须缴纳。 

- - 2023 年起免征土地价值前 5000 万泰铢/地方政府地区的土地税 ，之后根据累进税率或

最高税率征收，最高不超过 0.15%  

所有者为法人应负正常税率如下： 

 

 

 

 

 

 

 

 

 

2020-2022 年的土地税率 
法人的农业用地 

资产价值 税率 应付税款(每年) 

不超 7,500 万泰铢 0.01% (每 1 百万 100 泰铢) 不超 7,500 泰铢 

7500 万-1 亿泰铢 0.03%(每 1 百万 300 泰铢) 不超过 30,000 泰铢 

1-5 亿泰铢 0.05%(每 1 百万 500 泰铢) 不超过 250,000 泰铢 

5- 10 亿泰铢 0.07%(每 1 百万 700 泰铢) 不超过 700,000 泰铢 

10 亿以上 0.1%(每 1 百万 1,000 泰铢) 1 百万泰铢以上 

**农业用地的所有者为自然人在 2020-2022 年无须纳税。 



 
2. 住宅  

 

若资产价值不超过  5,000 万泰铢则无须纳税，但若超过就差额部分计税，比如： 

- B 所有房屋及土地价值 7,500 万泰铢并在户口簿中列示名字，其中 5,000 万泰铢予以免

税， 剩余的 2,500 万泰铢按 0.03％的税率计税，等于应缴 7,500 泰铢的税款。 

 

若房屋在租赁的土地上或建在其他人的土地上，就其前 1,000 万予以免税，差额计税如下： 

- 若房屋在租赁的土地上，价值等于 1,000 万泰铢且将姓名登记在户口簿中，无须纳

税。 
- 若房屋在租赁的土地上，价值 3000 万泰铢且将姓名登记在户口簿中。那么前 1,000 万

泰铢予以免税，剩余的 2,000 万泰铢将按 0.02％的税率计税，等于应缴 4,000 泰铢的税

款。 

2020-2022 年的土地税率 
主房屋及土地所有者且在户口簿有列示姓名 

资产价值 税率 应付税款(每 1 年) 

不超 5,000 万泰铢 免税 - 

5,000-75,00 万泰铢 0.03%(每 1 百万 300 泰铢) 不超 22,500 泰铢 

7,500 万-1 亿泰铢 0.05%(每 1 百万 500 泰铢) 不超 50,000 泰铢 

1 亿以上 0.1%(每 1 百万 1,000 泰铢) 100,000泰铢以上 

2020-2022 年的土地税率 
主房屋且在户口簿有列示姓名， 但非土地所有者 

资产价值 税率 应付税款(每年) 

不超 1,000 万泰铢 免税 - 

1,000-5,000 万泰铢 0.02%(每 1 百万 200 泰铢) 不超 10,000 泰铢 

5,000-7,500 万泰铢 0.03%(每 1 百万 300 泰铢) 不超 22,500 泰铢 

7,500 万-1 亿泰铢 0.05%(每 1 百万 500 泰铢) 不超 50,000 泰铢 

1 亿以上 0.1%(每 1 百万 1,000 泰铢) 100,000泰铢以上 



 

 

若有第二套房屋起,视为其他房屋，适用上述表格的税率，没有免税区间,  若拥有第 2,3,4,5 套

房，价值 1,000 万泰铢，须按 0.02％的税率计税，等于应缴 2,000 泰铢的税款。 

3. 其他（商业  、工业） 

2020-2021 年土地税率 
商业或其他用途的土地 

资产价值 税率 应付税款（每年） 
不超过 5,000 万泰铢 0.3%（每一百万 3,000 泰铢） 不超 150,000 泰铢 

5,000 万至 2 亿泰铢 0.4%（每一百万 4,000 泰铢） 不超 800,000 泰铢 

2-10 亿泰铢 0.5%（每一百万 5,000 泰铢） 不超 500 万泰铢 

10-50 亿泰铢 0.6%（每一百万 6,000 泰铢） 不超 3,000 万泰铢 

50 亿泰铢以上 0.7%（每一百万 7,000 泰铢） 3,500 万泰铢以上 
 

4.  丢荒土地 

2020-2021 年 土地税率 
荒地 

资产价值 税率 应付税率（每年） 
不超过 5,000 万泰铢 0.3%（每一百万 3,000 泰铢） 不超 150,000 泰铢 
5,000 万至 2 亿泰铢 0.4%（每一百万 4,000 泰铢） 不超 800,000 泰铢 

2-10 亿泰铢 0.5%（每一百万 5,000 泰铢） 不超 500 万泰铢 
10-50 亿泰铢 0.6%（每一百万 6,000 泰铢） 不超 3,000 万泰铢 

50 亿泰铢以上 0.7%（每一百万 7,000 泰铢） 3,500 万泰铢以上 
*若连续丢荒三年，则第 4 年起将加收 0.3％的税，每三年加收 0.3％的税，最高不超过 3％。 

 

2020-2022 年的土地税率 
若有第二套房屋起 

资产价值 税率 应付税款(每年) 

不超 5,000 万泰铢 0.02%(每 1 百万 200 泰铢) 不超过 10,000 泰铢 

5,000-7,500 万泰铢 0.03%(每 1 百万 300 泰铢) 不超过 22,500 泰铢 

7,500 万-1 亿泰铢 0.05%(每 1 百万 500 泰铢) 不超过 50,000 泰铢 

1 亿泰铢以上 0.1%(每 1 百万 1,000 泰铢) 从 100,000泰铢以上 



 
在征收新土地和建筑物税的前三年，为了减轻税负，若纳税人应付税额比以前支付房屋和土地

税高或地方维修税高，纳税人可根据本法案生效前一年的税额缴纳税款， 剩下部分支付比例

如下 

- 第一年，支付剩余税额的 25％ 
- 第二年，支付剩余税额的 50％ 
- 第三年，支付剩余税额的 75％ 

 
 
 
 
 
 

 

 

 

 

 

  



 
多用途的土地，如何计算税金？ 

         若自己所有的土地，并将这块土地用作住宅、农业和出租，则须根据用途划分计税区域，

共分为 3 类缴纳土地税，分别是：农业，住宅和商业。同样，划分下层区域用于贸易的可用于

住宅的商业建筑物的所有者。若下层按商业用地税率计税，其他区域则按住宅用地计税。 

什么时候纳税？ 

 签发土地/房屋所有权通知的地方政府组织/地区办公室。 

 纳税人必须在每年的 4月内缴纳税款。 

 若税额 3,000泰铢以上，则可分 3期等额付款，即分别在 4月，5月和 6月缴纳。 

备注：2020年是开始征收土地税的第一年，内政部宣布延长土地征税期限，从原来的 2020年 4

月延期至 2020年 8月，由于另外 8项补充法律尚未颁布。 

因此，只在 2020年，按以下期间执行： 

2020年 6 月 

 签发土地/房屋所有权通知的地方政府组织/地区办公室，通知纳税人已有的房地产是什

么类型的土地。 
 如果我们要修改信息，例如更改房地产的类型，可在收到通知函后的 15 天内提出修

改。 

 之后，当地政府组织/地区办公室将再次到该地区实测， 并寄出评估函。 

 若评估结果与纳税人提交的资料不一致，可以再次上诉。 

 若第二次上诉不能在 2020 年 8 月出结果，则需要先纳税，待得到上述结果并结果与纳

税人报告一致，将获得退款。 

 但若上诉没有通过 且发现虚假报告，将面临刑事处罚 2 年徒刑和最高 40,000泰铢的罚

款。 

2020 年 8 月 

         土地所有者必须在 2020 年 8 月内完税，可分三期支付土地税，即在 8 月，9 月和 10 月支

付。 



 
在哪里缴纳土地税？ 

核查所有的土地所归属的地区，在当地政府机构缴纳，如下： 

 各府市政厅 

 各府县政府 

 曼谷地区区政府 

 芭堤雅市政厅 

 法律规定的其他地方政府组织 

若不按时完税？ 

     若未按时完税，根据法律规定将处以下述的罚金和滞纳金： 

 若未按时完税须支付应缴税额 40％的罚金，若在收到通知函前缴纳，须支付应缴

税额 10％的罚金。 

 若未按时完税并在收到通知函后在规定时间内缴纳，须支付应缴税额 20％的罚

金。 

 若未按时完税，须支付每月 1％的滞纳金，每超过 1 天应计为 1个月，但罚金不计

入滞纳金的计算中。 

免税资产无需缴纳土地税 

             免征土地税的资产，如下： 

1. 公共区域 

2. 非盈利性的王室资产 

3. 非盈利性的政府资产 

4. 联合国办事处或其他国际组织 

5. 领事馆或外国使领馆 

6. 泰国红十字会的财产 

7. 非盈利性的宗教资产 

8. 用作公共墓地或公共火葬场的资产 

9. 从事公共事业的基金会或组织 

10. 用于公共利益的私有资产 



 
11. 公寓的公共区域或公有村落的公共资产 

12. 工业区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