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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
房地产行业
国税总局明确土地增值税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事宜
近日，国家税务总局（简称“国税总局”）颁布了《关于房地产开发企业注销前有关企
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0 年第 29 号，简称“公告”），
对土地增值税的所得税前扣除事宜作了明确。该公告自 201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根据土地增值税的征管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取得房产销售款（包括预售款）
时，通常即须按该款项的一定比例（即土地增值税预征率）预缴土地增值税；待其
所属的房地产项目全部竣工、完成销售时（或符合其他条件，如销售产品达到可售
建筑面积85%的），房地产开发企业须另行确定房地产开发成本、费用等有关扣除
项目，以计算整个项目最终应缴纳的土地增值税金额，并结合之前的预缴记录进行
多退少补（即土地增值税清算）。
由于涉及预缴和清算两个环节，因此土地增值税的所得税扣除时点一直存有争议。
在目前大多数地区的纳税实践中，税务机关一般仅允许在预缴年度扣除预缴的土地
增值税金，清算环节补缴的土地增值税一律在清算当年的企业所得税前扣除。但另
一种观点认为，清算环节缴纳的土地增值税与以前年度实现的销售收入相关，一律
在清算当年扣除有一定的不合理性。尤其在实践中，清算环节需要补缴的土地增值
税金额往往较大，但此时已经接近项目尾声，房地产开发企业可能没有足够的项目
收入，如果再按上述税务处理则很可能导致大量的土地增值税金计入企业亏损且在
实质上无法得到弥补。因此，后一种观点主张应将补缴的土地增值税合理的分摊至
以前年度，对以前年度的应纳税所得进行追溯调整。
此次颁布的公告允许符合一定条件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在注销当年将土地增值税总额
合理分摊至各项目年度，并对项目年度的应纳税所得进行追溯调整，相应申请退
税。另一方面，这一公告的发布似乎也意味着不符合条件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只能将
清算环节缴纳的土地增值税计入清算年度的支出。
公告主要内容
•

适用范围

根据公告，已进行土地增值税清算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向税务机关申请办理注销
税务登记时，如注销当年汇算清缴出现亏损，可按照公告规定将土地增值税分摊至
项目开发各年度，进行追溯调整并相应申请退税。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调整以及退税只能在房地产开发企业申请注销税务登记时才能
够办理；因此，在完成土地增值税清算的当年，企业还无法马上对以前年度进行调
整。

而且，上述政策的适用对象必须是在注销当年汇算清缴出现亏损的房地产开发企业。但是根据公告规定，即使该企业在
注销当年汇算清缴出现亏损，如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仍然不能适用公告中规定的税务处理：
1) 土地增值税清算当年未出现亏损；
2) 土地增值税清算当年出现亏损，但在注销之前年度已按税法规定弥补完毕的。
一般认为，在上述任一条件下，企业的土地增值税支出已经在所得税前得到弥补，故无须再进行追溯调整。
然而，上述规定似乎并未顾及企业年度间存在税率差异的情况。不少房地产开发企业在2008年之前适用33%的企业所得
税税率，2008年起则适用2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如果这类企业的土地增值税清算在2008年以后进行，即使其土地增值
税支出已在所得税前全额弥补，是否适用追溯调整仍然可能导致企业的整体税负产生差异。若企业不符合公告的适用条
件，可能会由于税率差异遭受一定的损失。
•

追溯调整及退税的计算

公告规定，企业整个项目缴纳的土地增值税总额，应按照以下公式，在项目开发各年度进行分摊，重新计算项目开发各
年度的应纳税所得：
各年度应分摊的土地增值税=土地增值税总额*项目年度销售收入/整个项目销售收入总额
由于增值额小于20%的普通标准住宅销售收入免征土地增值税，因此公告明确这部分收入不记入上述公式中的“项目年度
销售收入”和“整个项目销售收入总额”。
项目开发各年度应分摊的土地增值税减去该年度已经税前扣除的土地增值税后，余额可在该年补充扣除，并据此计算应
退税款；当年度已缴纳的企业所得税税款不足退税的，应作为亏损向以后年度结转，并调整以后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
虽然该公告没有指出这一部分亏损的可弥补期限，但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这部分亏损应在五年内进行弥补。另
外，公告明确企业的累计退税额不得超过其在项目开发各年度累计实际缴纳的企业所得税。
•

申请退税的主要资料

公告指出，企业在申请退税时，应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供书面材料证明应退企业所得税款的计算过程，包括企业整个项目
缴纳的土地增值税总额、整个项目销售收入总额、项目年度销售收入、各年度应分摊的土地增值税和已经税前扣除的土
地增值税、各年度的适用税率等。
评述
公告的发布明确了在一定条件下，房地产开发企业可将清算环节确定的项目土地增值税总额分摊至项目年度进行追溯调
整的事项，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实务中不少房地产开发企业因土地增值税清算导致大量土地增值税支出形成亏损而得不到
弥补的难题，因此有望对土地增值税的清算工作产生间接的推动作用。
但在公告的具体执行过程中，可能还会产生不少有待明确的问题。例如，从事跨省、市房地产开发的企业，经常会在项
目所在地设立分公司负责当地项目的具体开发工作，在该项目结束后，分公司也会相应注销。这类企业在办理项目分公
司注销时，是否有可能当即适用公告的规定，对该项目的土地增值税进行追溯分摊？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密切关注各地主
管税务部门的征管动向，必要时主动与税务机关进行确认，以避免税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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