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务
期数 P263/2017 – 2017 年 7 月 28 日

税务评论
建筑、金融等行业营改增事项
再获明确
2017 年 7 月 11 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颁布财税[2017]58 号文件1（简称
“58 号文”），对建筑、金融等行业性营改增事项，以及营改增后的合并纳
税、农村土地流转等予以明确。除与金融机构贴现、转贴现相关的规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以外，58 号文的其他规定自 2017 年 7 月 1 日起执行。
建筑业
1. 适用简易计税方法的建筑工程
58 号文明确，建筑工程总承包单位为房屋建筑的地基与基础、主体结构提供工
程服务，建设单位自行采购全部或部分钢材、混凝土、砌体材料、预制构件的，
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
根据此前的规定，上述 58 号文所述情形系以“甲供工程”方式提供的建筑服务
（即建筑工程的全部或部分设备、材料、动力由工程发包方自行采购）；因此，
若该总承包单位具备一般纳税人资格，可以自行选择适用一般或简易计税方法。
但从 2017 年 7 月 1 日起，上述总承包单位将不再具有选择权，而一律适用简
易计税方法。
需要注意的是，58 号文的上述规定具有严格的限定条件，不适用于以下情形：
•
•
•

1

非房屋建筑工程的建筑服务，例如以道路、桥梁、隧道、水坝等建造物为
对象提供的建筑服务；
建设单位仅采购钢材、混凝土、砌体材料、预制构件以外的其他材料物
件；
建筑企业从总承包单位处承接分包工程。

全文参见：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696204/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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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预收款的纳税义务
根据此前的规定，纳税人提供建筑服务采取预收款方式的，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为收到预收款的当天。58 号文废除了这一规定。

间接税服务
亚太区领导人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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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上述废除并不意味着纳税人收到预收款时即无需缴纳增值税——58 号文
同时规定，纳税人提供建筑服务取得预收款，应在收到预收款时，以取得的预收
款扣除支付的分包款后的余额，按 2%或 3%的预征率预缴增值税 ：

预缴税额*
预缴地点

一般计税方法：

（预收款-支付的分包款）/（1+11%）*2%

简易计税方法：

（预收款-支付的分包款）/（1+3%）*3%

跨县（市、区）提供建筑服务：

建筑服务发生地

非跨县（市、区）提供建筑服务:

机构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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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号文仅明确了预征率的使用和基数的计算，具体计算公式暂参考《纳税人跨县（市、区）
提供建筑服务增值税征收管理暂行办法》（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 年第 17 号）的相关规定。

对于适用一般计税方法的建筑服务纳税人而言，在此前的规定下，其收到预收款
时即需要按 11%的税率计缴增值税销项税；尤其在工程开工之前，纳税人可供
抵扣的进项税额可能较为有限，因此较易给此类建筑企业带来一定的资金压力。
58 号文执行之后，上述纳税人在收到预收款时可能仅需按较低的预征率预缴增
值税额，因此其资金压力有望得到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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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跨区域提供建筑服务的企业，58 号文有关增值税预缴的规定与之前相比尚
无变化。但对于非跨区域提供建筑服务的企业，58 号文有关增值税预缴的规定
系新增要求，相关企业应关注这一调整所引发的申报义务变化。

张少玲

值得注意的是，58 号文在废除了将收到预收款当天作为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的规
定后，并未提及应如何确定预收款模式下提供建筑服务的纳税义务时间。若按照
确定纳税义务时间的一般规则，结合建筑行业实践情况，我们认为预收款模式下
建筑服务的纳税义务时间很可能应按以下规则进行确定：

华西区

i)
ii)

已经发生建筑服务并与业主或发包方进行工程进度结算、签订进度结算
书的当天*；
若纳税人早于 i)所述时间开具增值税发票，则为开具发票的当天（“开
票即征税”）。

*进行工程进度结算时通常也会进行将预收款从“预收账款”科目结转至“工程结算”科目的会
计处理

上述情形 ii)中，建筑企业的纳税义务与增值税发票的开具时间存在关联。若适
用一般计税方法的建筑企业在开票时尚未发生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例如在工程
开工之前），则按 11%税率计缴增值税仍可能会给企业带来资金占用的问题。
因此，面临上述问题的企业应考虑合理安排其采购和资金计划，以缓解不利影
响。
此外，考虑到在现行征管规定中，已经存在对开票即征税的例外性处理规则（即
纳税人收取款项并开具增值税发票，但因尚未发生销售应税项目情形而无需当即
征税；例如销售自行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取得预收款的情形）；如果建筑企业取得
预收款后，按预收款金额开具发票亦可适用上述例外性规则，则资金占用问题可
得到解决。有关企业应密切关注税务部门是否会在后续征管政策的制定上引入上
述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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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业

全球金融服务行业
税务与法律全国领导人

贴现、转贴现业务
58 号文规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金融机构2开展贴现、转贴现业务，以
其实际持有票据期间取得的利息收入作为贷款服务销售额计算缴纳增值税。现行
金融机构之间开展的转贴现业务免税处理将同时废止。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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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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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过渡性规则，2018 年 1 月 1 日前贴现机构已就贴现利息收入全额缴纳增值
税的票据，转贴现机构转贴现利息收入继续免征增值税。
58 号文的上述规定将对票据贴现业务的增值税处理产生重大影响。在现行规定
和实践中，金融机构通常在办理贴现业务时（即“直贴”）一次性就全部贴现利
息收入全额缴纳增值税，同时开具相应的增值税发票；后续的转贴现业务，则免
征增值税。因此，现行处理中直贴金融机构的税负相对较重。然而，58 号文的
执行将使贴现利息的增值税由直贴和转贴金融机构根据各自取得的利息分别缴
纳，有利于实现票据业务的税收公平。另一方面，由于根据之前的规定直贴金融
机构通常在票据贴现日就贴现息全额缴纳增值税，因此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直贴金
融机构转让票据资产的意愿，降低了票据资产的流动性。所以，预期 58 号文的
执行还将有助于激发直贴金融机构开展转贴现交易的意愿，从而增加票源，稳定
票据市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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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围绕票据贴现和转贴现有关的增值税处理，仍有一些问题有待明确，这些
问题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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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金融机构间开展的与贴现/转贴现较为类似的业务（例如保理、福费廷等）
是否可比照 58 号文的规定进行增值税处理？
金融机构在开展转贴现业务时，发生的票据转让盈亏是否需要按照“金融
商品转让”税目计缴增值税？
金融机构在开展贴现业务时，对方往往会要求金融机构当即就全部贴现利
息收入开具全额增值税发票作为会计处理凭证。但根据 58 号文的规定，金
融机构仅以其实际持有票据期间取得的利息收入计缴增值税。两者之间应
如何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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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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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件：joculver@deloitte.com.hk

根据此前的规定，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纳税人，经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批准可
以视为一个纳税人合并纳税。58 号文废止了上述有关合并纳税的规定，这似乎
意味着 7 月 1 日起增值税纳税人将无法申请此项待遇。需要留意的是，总机构
和分支机构的汇总纳税政策并不受此影响；即经有权机关批准，总分机构可由总
机构汇总向总机构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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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是指：（1）银行：包括人民银行、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2）信用合作社；（3）证券公司；（4）金融租赁公司、证券基金管理
公司、财务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证券投资基金；（5）保险公司；（6）其他经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批准成立且经营金融保险业
务的机构等。

农村土地流转
58 号文规定，纳税人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入股等方式将承包地流转给农业生产者用于农业生产，免征增值税。
在营改增之前，根据《关于农业土地出租征税问题的批复》（国税函[1998]82 号）的规定，农村、农场将土地承包（出
租）给个人或公司用于农业生产，收取的固定承包金（租金），可免征营业税。因此，58 号文的规定可以视为上述优惠政
策在营改增后的延伸，体现了国家扶持农业发展的政策理念。

德勤观察及建议
58 号文的发布对建筑、金融等行业的部分增值税政策进行了调整和澄清，一定程度上回应了行业的诉求。有关企业应及时
了解新政，评估其影响以实施合理的商业安排。与此同时，虽然营改增试点改革已于 2016 年 5 月 1 日推开至全行业范
围，但目前仍有诸多政策问题有待明确，预期未来财税部门会出台更多具体指引，广大纳税人应持续关注法规与实践动
向。
德勤团队会继续跟进营改增的有关进展，给您提供及时的更新并分享我们的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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