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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套房出租”投资遭网友质疑——

“今年房屋出租的情况还不错啊！”2月16日，家住长
沙识字岭的李妮（化名）告诉今日女报/凤网记者，她用来
出租的三套小户型都租了出去。李妮自己与家人住在识字
岭，却购买了三套房子出租，被人称为“包租婆”，光租金
收入，一个月就有4500元。

2007年，李妮先是在长沙解放西路的BOBO国际购买了
一套65平方米的小户型，一番简单装修后，用来出租。当时
租金1200元/月，现在租金1800元/月。同年，李妮在位于长
沙市雨花亭的楼盘中江国际花城购买了一套46平方米的小户
型，同样用来出租，现在月租金1500元。2008年，李妮又在
长沙市芙蓉路浦沅附近的楼盘巧克力空间购买了一间49平方
米的小户型，还是用来出租，现在月租金1200元。“当时购
买这些房子，也是听人说小户型出租能赚钱，经过一番思考
就买了！”李妮说，现在看来，当初的投资决策是对的。

今日女报/凤网记者 唐天喜

春节过后，城里
的租房市场都会呈现
一股火热现象，今年
也不例外。可是，近
日，有网友在网上算
了一笔账，得出一个
结论：房屋出租的回
本周期太长，“30岁
买楼，临退休还回不
了本”，引起很多网
友的共鸣和点赞。而
长沙近日更是出台政
策，普通租房缴税额
将由原来的6%减少至
5%，似乎要帮衬出租
户似的。房屋出租，
这个一度被非常看好
的投资方向，是不是
已经时过境迁了？既
然，房屋出租的投资
回报周期拉长，那么
到 底 还 适 不 适 合 投
资？

在春节后房屋出租市场火热的
同时，有网友提醒：如果10年前一
名30岁的投资者有眼光，买房出租
当“包租公”、“包租婆”的话，那
么40岁出头就已经可以回本；不过，
在房 价 连年攀升的今天，即使租
金价格也在水涨船高，30岁买楼出
租，以目前的租金水平计算，即使无
间断地出租，到60岁退休了也难回
本！

就在此时，湖南省财政厅和湖
南省地方税务局却出台个人房屋出
租有关税收计征方法，把2万元作为
分界点，个人出租住房取得的月租
金收入在2万元以下的，按5%的综
合征收率计征；月租金收入在2万
元(含)以上的，按7.65%的综合征收
率计征。长沙市地税局财产和行为
税处相关负责人表示，该税率调整
后，高租金的商铺缴税额将增加，
而普 通租 房缴 税 额 将 减 少，由原
来的6%减少至5%，意味着月租金
2000元的房屋每月将少缴税20元。

这两大消息一对照，更让一些
投资者生出疑问：“现在还适合购
买新房来进行出租投资吗？最快多
久能收回成本？”

对此，我爱我家副总经理胡景
晖提醒投资者：“房产本身是一种保
值性较强、变现能力较差的长期稳
定型投资产品，不适合短期投资。”

长沙新环境地产经纪公司副总
经理明宾则算了一笔账：长沙五一

广场周边的房价在1万元左右，假设
购买一套50平方米的新房子，总价
为50万元，当前此地月租金为1500
元，粗略一算，要收回成本约为27
年；如果是贷款买房，则成本更高，
收回投资的期限也更长。如果是购
买同样位置的二手小户型，房价会略
有所下降，收回成本的时限则要少
得多。比如，五一广场附近的小户型
楼盘五一新干线，在安居客网站上，
50平方米的一室一厅，目前挂牌售价
42.8万元，而在58同城网上，五一新干
线此类小户型租金为1500元/月，粗略
一算，收回成本也需要23年。

如此看来，在长沙进行房屋出
租投资，成本回收期虽然没有30年，
但也不短了。不过，明宾认为：“长沙
房价上涨速度很快，而长沙的房租价
格上涨速度没有跟上，导致现在购
房用来纯粹出租赚钱回本的周期延
长了。但是房子本身无疑是保值的，
甚至是增值的，投资者没必要限定
自己一定只出租，不出售，一旦出售
成功，投资者除了赚取出售的钱，同
时还赚取了前期出租的钱。因此，虽
然房屋出租回本的周期变长了，但也
不用过于悲观失望。”

胡景晖认为：“对于投资房产
来说，10至15年收回成本是比较理
想的，20年还可以，25年甚至30年
就要掂量掂量了。”投资回收期过
长，有很多不确定性，意味着风险
加大。

跟李妮一样开心的，还有家住长沙市马王堆街道的陈
女士。她告诉今日女报/凤网记者，她家有四套安置房出
租，过年前在某网站挂了一个多月都没租出去，但年后一
上班，自己留的手机号码就被打爆了，房屋租出去后，还
有人打电话来咨询。原来，春节过后，随着学生开学，员
工上班，长沙的房租市场开始变得火热。

变得火热的其实还有长沙房屋出租的价格。“这几
年，长沙房屋租金确实是呈现上涨的趋势。今年春节后也
上涨了一些。”2月18日，长沙新环境地产经纪公司副总
经理明宾在接受今日女报/凤网记者采访时表示，春节后的
房租涨幅虽然不大，但房租历年来上涨的趋势没变，整体
来看是年增长约5%。比如，长沙市芙蓉路浦沅附近的楼盘
巧克力空间，其49平方米的小户型，在2009年的租金约为
1000元，现在月租金大多在1200元左右。又比如长沙市解
放西路的楼盘BOBO国际，一套65平方米的小户型，其2007
年的月租金约1200元，现在月租金1800元。

出租的投资回报周期在拉长？三套小户型出租月赚4500元

长沙房屋租金年涨5%

30年回本，谁会当这种“包租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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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决了中国 4 亿人的贫血问
题后，张廷璧教授12年前又盯上了
减肥，终于在 2012年底成功研发最
新一代减肥产品——“红魔减肥晶”，
并破解了肥胖的终极秘密！

人们知道，脂代谢紊乱、过多
的脂类物质存储在腰、腹、大腿等
部位的脂肪细胞里，是造成肥胖的
原因。多年深入研究后张教授则发
现了更大的奥秘：脂肪细胞里的脂肪
其实又分为“游离脂肪”和“板结脂
肪”——三酸甘油脂，俗称“脂肪球”。

常规的减肥手段，不但存在失
水、厌食、没精神、拉肚子、恶心
等副作用，需要节食、运动，费时费
力，而且顶多只能减掉“游离脂肪”，
对顽固的脂肪球根本无能为力！科学
减肥，必须像“红魔减肥晶”一样
能去除脂肪球。

我要减肥，马上！
【让所有想减肥的人无法抗拒的】——“红魔”减肥三大魔力   >>

 张廷璧教授介绍，“红魔

减肥晶”不但能加速游离脂肪

的燃烧及代谢，更独具吸附、

分解、排出顽固脂肪——“脂

肪球”的功能，一举清剿脂肪

囤积的大本营！科技上的突破

成就了“红魔”三大魔力：

1、减肥速度更快。同步

分 解、燃烧游离脂肪和顽固

的脂肪球，别的产品只能干一

件事的时间，“红魔”可以干

两件事，当然速度更快。

2、减后更稳定、不反弹。

脂肪球就好比是顽固脂肪居

住的房子，“红魔”把房子都

给彻底拆了，脂肪没有了它赖

以生存的环境，当然不会再次

堆积。

3、安全、综合效果更全面。

纯天然，没有任何副作用；而

且科学实验发现，“红魔”不

但将脂肪分 解转化为能量的

能力是左旋肉碱的 9 倍，而且

还能将部分脂肪球转化为胶

原蛋白，去皱美白、增强皮肤

弹性和光泽，降三高、通调肠

胃、延缓衰老的作用也很明显。

【让所有想减肥的人向往的效果】——7 天减 10 斤！不反弹！  >>
“红魔减肥晶”由红桃 K

集团生产，质量信誉有保障；

网络上粉丝们好评如潮；经

全 国 1200 万“ 红 粉” 验 证，

减肥效果更是又快又好又不

反弹：

一般 3 天开始减重，1 周

减 重 10 斤左 右，1 个月平均

减重 15.7 斤，单纯性肥胖者

1 个月减掉 20—30 也不在话

下；不跑 肚、 不反 弹、 不用

强制节食和运动；减重后皮

肤不会起褶皱，反而更加紧

致、 弹性；美白去皱、 淡化

色斑效果显著；降三高、改

善肠胃功能和延缓衰老的作

用常给服用者带来意外惊喜。

【给所有想减肥的人吃下的定心丸】——张廷璧教授亲口承诺    >>
1、“红魔”绝不含违禁成

分，如检测出一例，赔 偿 10

万元；

2、不请明星代言，把有限

的精力和费用都用到生产上；

3、红桃 K 生血剂当年成

为补血第一品牌靠的是效果，

“红魔减肥晶”的效果我也敢

跟全世界所有产品打擂台。只

要消费者按照“红魔减肥中心”

的指导正确服用 1 周以上，效

果不理想，无条件退货退款； 

4、绝不跟那些假冒伪劣

的地摊产品比低价，我们追求

的是“性价比全国最优”。

自打生完孩子以后，身材一直恢
复得不好，老公有时候干脆喊我“胖
子”，又解释说其实他不在乎体重，
哼！红魔减肥晶不但帮我减了将近40
斤，色斑也淡了，内分泌都跟着变好
了，关键是老公又叫我“小宝贝”了！

看着一个多月前和现在的照片，
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可我实实在在
不到两个月减了30 多斤，而且皮肤
还更加紧致有弹性了！红魔是我用过
效果最好的！

特惠公告
红桃 K 集团特别设立“红魔

·全国直销中心”，每日前 50 名
订购者还将获得意外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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