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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is the basic industr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an
important material basis for the people’s life, providing sufficient momentum for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T TO VAT” has solved the problem of repeated tax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which has reduced the tax burden of enterprises to a certain extent, but
the effect is not obvious.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and the tax
burden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before and after the “BT TO VAT”, this paper furth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T TO VAT” o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and proposes a
series of new idea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such as: strengthen the
management of the deduction of input tax; cultivate tax personnel, do a good job in tax planning;
strengthen internal management and standardize the way of business management, rationally reduce corporate tax burden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onstruction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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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筑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产业以及人民生活的重要物质基础，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动力。
文章引用: 吕国庆. “营改增”对建筑业的税负影响研究[J]. 国际会计前沿, 2019, 8(2): 6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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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改增”政策的实施解决了建筑业重复征税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企业税负，但效果不明显。本
文立足于建筑业发展现状以及“营改增”前后建筑业的税负情况，进一步分析了“营改增”政策的实施对
建筑业的影响，并提出了加强进项税额抵扣环节的管理；培养税务人才，做好税收筹划；加强企业内部管
理，规范企业经营方式等促进建筑业发展的新思路，以合理降低企业税负，推动建筑业企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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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营改增”实施进程
“营改增”税制改革过程大体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营改增”税制改革举措提出及方案设计阶
段；第二阶段为改革试点阶段；第三阶段为改革试点范围推广阶段；第四阶段为全行业“营改增”阶段。

1.1. 改革措施提出及方案设计阶段(2012 年之前)
2010 年 10 月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上首次提出“要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相应调减营业税等税收”，
并将其纳入“十二五”规划，该举措为“营改增”指明了发展改革的方向。2011 年 11 月 16 日出台的《营
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对“营改增”试点范围、税率、纳税人类型等相关事宜做出了相对明确的规
定，为“营改增”试点的推行奠定了基础。

1.2. 改革试点推行阶段(2012 年 1 月~7 月)
2012 年 1 月 1 日，在上海交通运输业(包括陆路、水路、管道运输)、和鉴证咨询业、文化创意、有
形动产租赁等部分现代服务业再开展“营改增”试点，这标志着“营改增”税制改革正式推行。此后，
财政部和国家税务局出台四项减税政策对改革前期出现的政策规范不明确、企业实际税负增加等问题进
行了进一步的明确和规范。

1.3. 改革试点范围推广阶段(2012 年 8 月~2016 年 4 月)
2012 年 8 月，决定扩大现代服务业“营改增”范围，增加了广播影视作品的制作、播放、发行等业
务，并将试点范围扩大至北京、江苏等 8 省(市)。2013 年 8 月 1 日，“营改增”试点扩大到全国范围内
的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2014 年 1 月 1 日，将交通运输业的铁路运输和邮政服务业纳入试点范
围；2014 年 6 月 1 日电信业也被纳入“营改增”范围。

1.4. 全行业“营改增”阶段(2016 年 5 月至今)
自 2016 年 5 月 1 日起，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被纳入“营改增”试点范围，标志
着“营改增”试点全面推开。

2. 我国建筑业发展现状及税负分析
2.1. 我国建筑业发展现状
建筑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产业以及人民生活的重要物质基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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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器”。笔者通过整理近十年来我国的 GDP、建筑业的总产值以及建筑业总产值在我国 GDP 的占比，
对建筑业发展概况作了简要分析，如下图 1 所示：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Figure 1. Changes in total output value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in the past 10 years
图 1. 近 10 年建筑业总产值变化

从上图可以看出，自 2008 年到 2017 年，我国 GDP 从 319,515.5 亿元增加到 827,121.7 亿元，增幅约
1.59 倍；建筑业总产值从 62,036.81 亿元增长到 213,943.56 亿元，增幅约 2.45 倍；而建筑业总产值占比
也不断增加。此外，我国建筑行业的发展总体健康、稳定、持续，近几年虽然增速有所减慢，但仍保持
了平稳的发展，这体现了建筑业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展示了建筑业作为我国支柱产业的经济支
撑作用。

2.2. 我国建筑业税负情况
建筑业作为我国的重要性支柱产业，其纳税情况对我国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笔者通过整理近 10 年
建筑业的利税情况简要分析了建筑业税负情况，如下图 21 所示：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Figure 2. Profit and tax situation of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in the past 10 years
图 2. 近 10 年建筑企业利税情况

从上图可以发现，近 10 年建筑业利润和税负基本持平，利润稳定上升且逐步超过税负，但建筑业作
1

由于中国统计年鉴 2013 年数据缺失，因此未整理 2013 年建筑业利税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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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这样的利润表现并不出众，据统计，全面实行“营改增”政策后，到 2016 年 11
月 30 日为止，建筑业税负总额减少 65 亿元，税负下降 3.75%。但是由于存在环境限制、增值税专用发
票取得困难导致的税负抵扣难以全面等固有限制，因此具体到企业项目的时候，其税负并不一定总是降
低的，反而存在企业税负上升的情况。
综合“营改增”前后建筑业的税负状况分析，虽然政策实施前后税负有所降低，但效果并不明显，
原因可概括为以下两点：
一是建筑业“营改增”前按 3%税率征收营业税，
“营改增”后主要施工业务按 10%税率征收增值税。
虽然相关进项税额可以抵扣，但税率的提升使其税负降低没那么显著。二是“营改增”后，根据增值税
计征原理，可采用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部分进项税额，但在实践中，建筑业的行业现状使得其实际工作
中很难取得抵扣进项税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因此税负降低并不明显。

3. “营改增”对建筑业的税负影响分析
3.1. “营改增”对建筑业税负影响的理论分析
本文拟通过研究建筑业企业流转税的税负平衡点，为建筑业企业纳税筹划提供一定参考，由于小规
模纳税人与一般纳税人适用税率不同，因此分开计算其税负平衡点。
3.1.1. 流转税税负分析
1) 小规模纳税人
“营改增”前建筑业企业按照含税营业收入额的 3%征收营业税；“营改增”后建筑业小规模纳税人
适用的征收率为 3%，而增值税属于价外税，因此其实际税率为 3%/(1 + 3%) = 2.91%，对比“营改增”前
后税负情况可知，对于小规模纳税人来说，“营改增”后企业实际税负有所降低。
2) 一般纳税人
简易计税方式下，建筑业企业一般纳税人的税率与小规模纳税人相同，因此仅计算一般纳税方式下
的税负平衡点。
一般计税方式下，建筑业企业的营业税税率为 3%，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 10%，城市维护建设税税率
为 7%，教育费附加为 3%，地方教育附加为 2%。假设企业某年的营业收入为 I，可抵扣的营业成本为 C，
税负为 T，且企业的收入与成本均含税，“营改增”前后的税负情况如下：
“营改增”前：
T I *3% * (1 + 7% + 3% + 2% )
=

“营改增”后： T =  I (1 + 10% ) − C (1 + 10% )  *10% * (1 + 7% + 3% + 2% )
令 T =  I (1 + 10% ) − C (1 + 10% )  *10% * (1 + 7% + 3% + 2% ) =T = I *3% * (1 + 7% + 3% + 2% ) ，由此可得

“营改增”
前后的税负平衡点为 C = 67%I。
若企业的收入与成本均不含税，
同理可得税负平衡点为 C = 70%I。
综上所述，小规模纳税人的税负在“营改增”之后降低了 0.09%；一般计税方式下，企业的税负情
况取决于营业收入与可抵扣营业成本之间的关系，若企业可抵扣营业成本大于营业收入的 67%，“营改
增”后建筑企业税负下降，反之税负则上升。
3.1.2. 企业所得税税负分析
1) 小规模纳税人
企业所得税以企业营业收入减去成本、费用、损失以及其它准予扣除的支出后的金额为应纳税所得
额，由于“营改增”后小规模纳税人税负有所下降，因此准予扣除的金额也随之降低，企业应纳税所得
额上升，企业所得税税负也相应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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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般纳税人
简易计税方式下一般纳税人适用的流转税税率与小规模纳税人相同，因此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金额
也相同，税负变动情况也相同。
一般计税方式下，企业适用的流转税税率同上，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25%，企业营业收入为 I，营业成
本为 C，可抵扣的营业成本为 c，税负为 T，且企业的收入与成本均含税，“营改增”前后的税负情况如下：
“营改增”前： 应纳税所得额 = 收入 − 成本 − 税金 = I − C − I *3% * (1 + 12% )

应纳税所得额 =  I − C − I *3% * (1 + 12% )  * 25%
“营改增”后： 准予所得税前扣除的营业成本 =
C − c (1 + 10% ) *10%

应纳税所得额 = 收入 − 成本 − 税金 = I (1 + 10% ) − C − c (1 + 10% ) *10%  −  I (1 + 10% ) − c (1 + 10% )  *10% * (1 + 12% )

应纳税所得额 =

{I

(1 + 10% ) − C − c (1 + 10% ) *10%  −  I (1 + 10% ) − c (1 + 10% ) *10% * (1 + 12% )} * 25%

令“营改增”前后企业所得税税负相等，可得税负平衡点为 c = 82.57%。
综上所述，小规模纳税人在“营改增”后业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税负有所上升；一般纳税人的税负则
取决于营业收入与可抵扣成本之间的关系，若企业可抵扣成本大于营业收入的 82.57%，则“营改增”后
税负上升，反之税负则下降。
3.1.3. 企业总税负分析
以上已经分析了“营改增”前后建筑企业流转税与企业所得税的税负变动情况，通过分析可知，流
转税与企业所得税的税负变动方向相反，若需分析建筑企业税负总体变动情况，则需分析流转税与企业
所得税各自对企业总体税负的影响程度。下面举例说明：假设企业流转税在“营改增”后提高了 100 元，
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金额增加 100 元，企业应纳税所得额降低 100 元，应纳所得税额降低 25 元，可见企
业总体税负上升。由此可得，流转税对企业总体税负的影响程度更大，企业总体税负的变动情况与企业
流转税税负变动情况一致。

3.2. “营改增”对建筑业税负的有利影响
3.2.1. 解决建筑施工企业重复征税问题
由于建筑业是资本密集的行业，施工前企业所购置的机器设备等物资全额征收营业税，而企业只要
发生营业行为就会根据具体的流转环节分别纳税，且不得进行抵扣，即使相关营业税税率不高，由于产
生了重复征税问题，建筑企业的税收负担也相对较重；“营改增”政策实施后，增值税完善的抵扣链条
和其税收中性的特点使得建筑施工企业在购料时产生的进项税额不计入产品成本，而是以企业流转环节
产生的增值额为依据纳税，而且在纳税义务形成并且确认收入时可进行进项税额的抵扣，避免了重复征
税的现象，充分发挥了其促进税收公平的作用[1]。
3.2.2. 完善增值税抵扣链条，发挥税收中性效果
我国增值税采用购进扣税法，以购入商品或劳务过程中所取得的销售方所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为
依据抵扣进项税额，完善的抵扣链条使得中间环节成本降低，最终税负降低。若对建筑业征收营业税，
则会造成增值税中性的特征无法施展，使得建筑施工企业在购买原材料设备时所产生的进项税额无法在
下一环节扣除，而是以全部款项进行缴纳营业税，从而中断全行业的增值税链条。
3.2.3. 推进建筑业产业结构升级
对建筑业征收营业税，其进项税额无法抵扣，使得建筑企业更倾向于选择低价、小规模的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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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于建筑业上游供应产业的规模化和专业化，扭曲了建筑企业的生产决策。此外，营业税体制下的建
筑业在出口时无法享受退税优惠，从而阻碍了我国建筑业向国际方向的发展。“营改增”政策的实施，
完善了增值税抵扣链条，激活了建筑产业上下游的联动活力，推动了建筑业上下游行业的专业化经营，
促进了建筑业上游供应商的体系化、规范化经营，提高了建筑业的市场竞争力。

3.3. “营改增”对建筑业税负的不利影响
3.3.1. 动产租赁业务增加企业税负
目前大部分建筑业均通过机器设备租赁的方式进行企业生产，若通过购买的方式必定会恶化企业
的现金流，给企业带来沉重的资金负担，随着“营改增”政策的全面推行，我国有形动产租赁服务按
照 16%的税率征收增值税，此外，外部机械租赁公司往往比较杂乱，且部分公司无法取得增值税专用
发票，进项税额也就无法获得抵扣，再加之增值税税负转嫁的特点，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建筑业
的税收负担[2]。
3.3.2. 建筑劳务费增加企业税负
一般情况下，施工企业中建筑工程人工劳务费占工程总造价的 20%~30%，而工人主要来自于：建筑
劳务公司、劳务派遣公司以及零散农民工。
第一，建筑劳务公司提供的专业建筑劳务所获取的劳务报酬按照建筑业的税率标准 10%计缴增值税，
虽然可抵扣进项税，但实际可抵扣的进项税额并不多，且建筑劳务公司作为微利行业，有着充分的动机
选择成为小规模纳税人，或者通过提升人工价格的方式将税收负担转嫁给下游的建筑施工企业[3]。
第二，劳务派遣公司虽然可以开具 6%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但是 6%的进项抵扣率与 10%的销项税
率相比，建筑企业仍要负担 4%的税收成本，造成建筑业税负的增加。
第三，如果选择零散农民工提供劳务，所发生的人工费用无法取得增值税发票，进项税额也就无
法抵扣，从而加重了建筑施工企业的税负。
由此可知，建筑企业应尽量选择从正规建筑劳务公司取得施工所需的劳动力，这样能抵扣部分进项
税额，减轻企业税负；另一方面，由于增值税具有税负转嫁的特点，因此建筑劳务公司会通过提高劳务
人员价格的方式将税负转嫁给建筑企业，从而使得通过进项税额的抵扣也难以降低建筑企业的税负。

4. 建筑企业对“营改增”的应对措施
4.1. 加强进项税额抵扣环节的管理
随着“营改增”的实施，为了获取可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建筑业企业可以选择具有一般纳税人
资格的供应商，以抵扣进项税额，降低税负。根据增值税计征原理，可抵扣的进项税额的多少直接决定
了最终需要负担的增值税的多少；而增值税进项发票具有独特的管理核算办法，因此建筑业企业为了适
应“营改增”的税制变革，需要加强公司的管理，在财务上加强要求，对增值税进项抵扣凭证做到妥善
的收集和保管，加强进项发票的管理核算。

4.2. 培养税务人才，做好税收筹划
“营改增”的全面实施，老一套的营业税财务纳税办法已经不适用，且改革后的增值税纳税办法更
加复杂且严格，“营改增”对建筑业企业具有深刻的影响，可以说涉及到企业管理的方方面面，特别是
在法律、财务管理、会计核算等一系列重要方面，因此建筑业企业急需培养相应的税务人才，积极组织
企业财务人员、管理层人员等学习“营改增”相关专业知识，以适应“营改增”的行业变革，远离涉税
风险，迎合“营改增”的行业新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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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加强企业内部管理，规范企业经营方式
“营改增”需要建筑企业提高企业的管理要求，需要对公司的组织机构、公司的子(分)公司的设立进
行调整，还要对企业的发展战略以及大规格的投资融资项目进行规划改变[4]。例如建筑企业传统投标中
标办法的纳税工作，分公司要以分包合同获取的收入为基准，向分公司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集团公司在申报纳税时，可将取得的全部收入扣除分包支出向集团公司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由此可看出“营改增”的实施，主管机构更容易对建筑企业的经营项目进行监督，所以建筑企业应该避
免传统经营常出现的行业弊病，如非法转包、分包，挂靠以及联营项目，规避法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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