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务
期数 P236/2016 – 2016 年 4 月 2 日

税务评论
中国税务
作者：

营改增系列之建筑业篇

北京
宫滨 合伙人
电话：+86 10 8520 7527
电子邮件：charlesgong@deloitte.com.cn
姜保宇 经理
电话：+86 10 8512 4140
电子邮件：richjiang@deloitte.com.cn

2016 年 3 月 24 日， 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在其网站发布《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
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 号）(以下简称 36 号文)，宣布自 2016 年 5 月 1
日起，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将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等全部纳税
人纳入试点范围。至此，原来适用营业税的所有行业将全部进入“增值税时代”。继前
三期税务评论分别讨论此次营改增全面实施对房地产业、金融服务业、生活服务业的
影响之后，本期评论将就建筑业的试点规定及其行业影响进行解析，并提出应对建
议。

如欲垂询更多信息，请联络：

36 号文有关建筑业营改增的政策要点

间接税服务

从 2016 年 5 月 1 日开始，建筑业将被纳入增值税征税范围，原建筑业营业税税率为
3%，营改增后增值税适用税率为 11%，这一税率适用于建筑业一般纳税人，而小规
模纳税人适用简易计税方法按 3%征收率计缴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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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服务范围界定
建筑服务，是指各类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建造、修缮、装饰，线路、管
道、设备、设施等的安装以及其他工程作业的业务活动。具体包括：
•

工程服务 - 新建、改建各种建筑物、构筑物的工程作业，包括与建筑物相连
的各种设备或者支柱、操作平台的安装或者装设工程作业，以及各种窑炉和
金属结构工程作业。

•

安装服务 - 生产设备、动力设备、起重设备、运输设备、传动设备、医疗实
验设备以及其他各种设备、设施的装配、安置工程作业，包括与被安装设备
相连的工作台、梯子、栏杆的装设工程作业，以及被安装设备的绝缘、防
腐、保温、油漆等工程作业。固定电话、有线电视、宽带、水、电、燃气、
暖气等经营者向用户收取的安装费、初装费、开户费、扩容费以及类似收
费，按照安装服务缴纳增值税。

•

修缮服务 - 对建筑物、构筑物进行修补、加固、养护、改善，使之恢复原来
的使用价值或者延长其使用期限的工程作业。

•

装饰服务 - 对建筑物、构筑物进行修饰装修，使之美观或者具有特定用途的
工程作业。

•

其他建筑服务 -上列工程作业之外的各种工程作业服务，如钻井（打井）、拆
除建筑物或者构筑物、平整土地、园林绿化、疏浚（不包括航道疏浚）、建
筑物平移、搭脚手架、爆破、矿山穿孔、表面附着物（包括岩层、土层、沙
层等）剥离和清理等工程作业。

电子邮件：jchow@deloitte.com.cn
华东区
上海
高立群 合伙人
电话：+86 21 6141 1053
电子邮件：ligao@deloitte.com.cn
华南区
广州
张少玲 合伙人
电话：+86 20 2831 1212
电子邮件：jazhang@deloitte.com.cn
华西区
重庆
汤卫东 合伙人
电话：+86 23 8823 1208
电子邮件：ftang@deloitte.com.cn

简易计税方法的适用
根据 36 号文的规定，建筑业纳税人适用简易计税方法的，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扣除支付的分包款后的余额为销
售额。
除了提供建筑服务的小规模纳税人适用简易计税方法以外， 36 号文还明确在以下情形下，一般纳税人提供建筑服务也可
以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按 3%征收率计税。这一规定的推出应该是考虑到在这些情形下，建筑企业可抵扣的进项税可
能较少（例如在下述甲供工程中，建筑企业的主要成本为人工支出，很难取得足够的进项税额），因此以较低的增值税征
收率加以弥补，减轻建筑企业负担。
•

以清包工方式提供建筑服务 – 即施工方不采购建筑工程所需的材料或只采购辅助材料，并收取人工费、管理费或
者其他费用的建筑服务。

•

为甲供工程提供建筑服务 – 甲供工程，是指全部或部分设备、材料、动力由工程发包方自行采购的建筑工程。

•

为建筑工程老项目提供建筑服务 – 建筑工程老项目，是指：
§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注明的合同开工日期在 2016 年 4 月 30 日前的建筑工程项目；
§ 未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的，建筑工程承包合同注明的开工日期在 2016 年 4 月 30 日前的建筑工
程项目。

需要注意的是，若建筑企业一般纳税人选择按简易计税方法计税，则其将无法抵扣进项税。另外，在建筑企业一般纳税人
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时，该纳税人是否可以自行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抑或需要由主管税务机关代为开具增值税专用发
票，36 号文尚未具体提及，这一事项有待进一步明确。
跨县（市）提供建筑服务
建筑行业流动性较大，经常出现跨县（市）提供建筑服务的情形。在此前的营业税体系下，纳税人提供建筑业劳务应当向
劳务发生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营改增后，纳税人跨县（市）提供建筑服务的，应在建筑服务发生地预缴税款，然后
再向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进行纳税申报。具体规定概括如下表：
建筑服务发生地（预缴税款）
预缴基础

预征率/征收率

机构所在地（纳税申报）
销售额

税率/征收率

一般纳税人
（一般计税方法）

全部价款和价外
费用扣除支付的
分包款后的余额

2%

全部价款和价外费
用

11%

一般纳税人
（简易计税方法）*

全部价款和价外
费用扣除支付的
分包款后的余额

3%

全部价款和价外费
用扣除支付的分包
款后的余额

3%

小规模纳税人

全部价款和价外
费用扣除支付的
分包款后的余额

3%

全部价款和价外费
用扣除支付的分包
款后的余额

3%

*适用于特定情形下（如建筑工程老项目）一般纳税人选择以简易计税方法计算缴纳增值税
行业影响观察
建筑业和房地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备受社会各界关注。作为房地产业的上游，建筑业的增值税税率
确定，发票开具，税款缴纳，合同签署等事项将对整个行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未来或将面临利润压力
营改增后，建筑企业所适用的流转税由价内税调整为价外税。从税率上看，11%的增值税税率较 3%的营业税税率有较大
上升；如果建筑企业无法通过价格调整方式将增加的增值税负转移至下游（即假设价格保持不变），那么剔除 11%增值税
销项税后的营业收入将大幅低于营改增之前扣除营业税金后的净营业收入。而在成本端，对于建筑业成本中占比较大的人
工、材料费等支出，实践中通常由于各种原因难以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以抵扣进项，从而无法充分缓解因流转税税率上
升带来的税负增加。因此，对于目前已经处于整体微利状态的建筑行业而言，至少从短期来看，营改增后其利润可能会面
临进一步的压力。

与此同时，营改增后建筑企业购置的原材料、固定资产等资产项目在会计确认时须将进项税额从原价中扣除，因此其资产
账面价值会较营改增前变小，由此或将导致企业资产结构发生变化。
成本与税务管理面临新挑战
营改增后，每项成本或费用支出是否能够取得进项税抵扣及其具体的抵扣金额，将会对建筑企业的整体成本产生影响。因
此，建筑企业在投标工作中需要对未来项目施工过程能够取得的进项税额进行预测，才能够对工程成本作出比较准确的测
算，这将使得未来建筑企业的投标工作变得更为复杂。而且，基于建筑行业的现状，这一预测往往具有一定的现实难度。
另一方面，营改增也对企业的税务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相比较营业税而言，增值税的会计核算和税务管理工作一般更
为细致和复杂，尤其是发票管理的风险比较大，如果发生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情形，情节严重时可能导致对单位判处罚
金，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能还需承担刑事责任。因此，建立一套增值税管理规范和增值税操作指
引，通过系统化的手段对相关风险进行积极防控对于建筑企业而言有其必要性。
应对策略建议
立即着手进行现状梳理
企业应尽早梳理涉税业务流程，确定营改增后的涉税风险区域，完成供应商信息的收集、分类和整理，合理选择计税方
法，并以此为基础制定应对方案；厘清自身的经营模式和收入类型，以及企业的成本构成情况（包括材料设备成本、融资
成本、设计成本、人员成本、主要税金、其他成本等），分析各项成本所占权重和各自的票据取得情况。
加强对供应商的筛选和管理
营改增后建筑企业对采购成本管理的关注点不应该仅仅是价格的高低，更应该重点关注供应商的增值税纳税人状态，在评
估选择供应商时应该考虑供应商是一般纳税人还是小规模纳税人，以此为基础综合考虑成本负担。
加强合同管理
在营改增之后，由于税种的变化，在签订新的合同时，不应该再采用原来以营业税等价内税为基准的合同版本。考虑到增
值税是价外税，如果合同的相关涉税条款约定不明，难免会产生纠纷。因此，建筑企业应对合同版本作出必要的梳理和调
整；具体工作时，应注意区分企业在采购和销售合同中的不同利益诉求，合理确定相应的招标采购流程、设置价款支付条
件。
开展营改增专项培训
在营业税体制下，建筑企业从业人员对于增值税的了解较少，因此对相关人员开展增值税培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建筑
企业需根据具体业务，对财务人员、业务人员及管理层进行营改增相关培训，动态更新建筑业营改增政策的最新进展。从
实践来看，单次培训有时很难达成上述预定目标，因此企业必要时可以考虑采用多轮重复和层层深入的方式予以推进。
各层级和业务人员培训的重点可参考如下 •

财务人员：增值税基本法规介绍、增值税会计核算要求、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确认原则、增值税的申报和缴
纳、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管理、进项税额的抵扣规定、增值税管理过程中应注意的事项。

•

业务人员：标准或常规合同涉税条款的制定、供应商及客户进行价格确认和协商、营改增对商务合同条款的影
响、商务合同谈判应注意的事项、谈判价格的组成、 供应商提价应对策略和采购发票取得以及抵扣应注意的问
题。

•

管理层：有效的税务管理、最新政策动向、营改增可能造成的财务影响等。

优化税务岗位设置
营改增后，建筑企业应根据新的增值税管理要求，进行合理的税务岗位设置，做好增值税纳税申报及缴纳的准备工作。
及时编制增值税管理手册，确保合规操作
增值税管理手册的主要内容应该涵盖增值税重要风险点及控制措施，主要包括收入时点确认、价外费用处理、视同销售、
进项税抵扣范围、进项税额的转出、增值税抵扣凭证的认证等；增值税日常工作管理重点应主要包括供应商的管理、客户
信息的管理等；除此之外还应该涉及增值税财务核算、纳税申报的调整和管理，以及增值税发票的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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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全球 500 强企业，就有 4 家是德勤客户。

关于德勤大中华
作为其中一所具领导地位的专业服务事务所，我们在大中华设有 23 个办事处分布于北京、香港、上海、台北、成都、重庆、大连、广州、杭州、哈
尔滨、合肥、新竹、济南、高雄、澳门、南京、深圳、苏州、台中、台南、天津、武汉和厦门。我们拥有近 13,500 名员工，按照当地适用法规以协
作方式服务客户。

关于德勤中国
德勤品牌随着在 1917 年设立上海办事处而首次进入中国。目前德勤中国的事务所网络，在德勤全球网络的支持下，为中国的本地、跨国及高增长企
业客户提供全面的审计、税务、企业管理咨询及财务咨询服务。在中国，我们拥有丰富的经验，一直为中国的会计准则、税务制度与本地专业会计
师的发展贡献所长。

本通信中所含内容乃一般性信息，任何德勤有限公司、其成员所或它们的关联机构（统称为 “德勤网络”）并不因此构成提供任何专业建议或服务。
任何德勤网络内的机构均不对任何方因使用本通信而导致的任何损失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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