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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单个企业缴纳税款的变动来判断“营改增”的税收效应忽视了“营改增”完善产业链中增值税抵扣链条，及

其避免重复征收流转税的核心功能，难以反映“营改增”实际的减税效应。基于产业链视角的分析清楚地表明，“营改增”对

企业的不动产投资具有十分巨大的减税效应，而对于居民购买住房征收增值税则可能会导致税负加重。本文建议：为企业

建造不动产设置必要的“营改增”实施过渡期，以解决进项税额抵扣问题；对住宅销售制定增值税税收优惠政策，避免因税

负增加导致房价大幅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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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产业链视角看房地产业

“营改增”税收效应

一、“营改增”税收效应分析的误区

从现有文献和财政补贴政策来看，对“营改增”税收效应

分析的最大误区就是仅仅从单个企业应纳流转税额的变动

来评估“营改增”的税收效应。我国在房地产业实施“营改增”

是大势所趋，本文首先阐述“营改增”税收效应分析原则、分

析方法，进而在对房地产业实施“营改增”的税收效应进行案

例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对策建议。

二、“营改增”税收效应分析原则

（一）税收效应分析的负税人原则

从本质上来说，无论是增值税还是营业税都属于商品生

产流通环节的间接税，其税负是可以转嫁的。处于生产流通

环节的纳税义务人不是税收的实际负担人，而是在销售产品

或提供服务时将税收转嫁给了下游企业，后者再继续转嫁，

由最终消费者承担税负，即产品或服务的消费者是负税人。

因此，只有从负税人的角度来分析才能真正了解“营改增”的

税收效应。从宏观税收收入的角度来看，负税人税负增加对

应于国家税收收入增加，反之亦然。从微观产业链之间税收

负担分配的角度来看，负税人税负的增加或减少并不一定会

产生相同金额的消费价格增加或减少，消费价格的调节速度

取决于市场供求和行业竞争状况。但是，无论身处何种市场

环境，企业清楚地理解“营改增”的税收效应是制定正确市场

竞争策略的基础。然而，应该从哪些方面分析“营改增”对负

税人的税收效应呢？

（二）税收效应分析的相关性原则

在假设流转税可以转嫁的前提下，一方面，分析“营改

增”的税收效应不能仅局限于产业链上的某一个环节，应该

从全产业链的视角来分析；另一方面，全产业链中参与企业

众多，在分析模型中不可能把所有企业都包括进来。因此，就

“营改增”这一事件的影响来说，还应区分相关方（企业应交

流转税受“营改增”影响）和不相关方（企业应交流转税不受

“营改增”影响）。分析房地产业“营改增”的相关方，应首先了

解房地产业实施“营改增”的背景情况，如下图所示：

可以看到，不动产的生产投入中既有增值税应税项目，

如水泥、钢材等，也有增值税非应税项目。“营改增”之前，不

动产及其附属物为非增值税应税项目，生产投入中增值税应

税项目所包含的增值税税额到不动产环节就自动固化为建

造成本。房地产业实施“营改增”最直接的结果是使不动产由

增值税非应税项目变为增值税应税项目，实质的效果是打通

了房地产全产业链的增值税抵扣链条。

假设，房地产业“营改增”包括不动产销售和提供建筑劳

务，实施“营改增”后不动产销售的增值税税率为 11%，提供

建筑劳务的增值税税率为 6%。应纳流转税受到“营改增”影

房地产业实施“营改增”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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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的企业，即“营改增”的相关方，包括上游提供建筑劳务的

建筑企业、房地产开发企业、和下游将不动产用于生产经营

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企业。为房地产开发企业提供钢材、水

泥等增值税应税物品的一般纳税人，“营改增”严格来说对他

们就没有税负方面的财务影响。但是，为房地产开发企业提

供建筑业劳务的建筑企业的应交流转税就会受到“营改增”

的影响，因此他们是相关方。对不动产的使用者来说，如果是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营改增”对他们的应交流转税就会产生

影响，应纳入分析模型的相关方。而对于购买住宅的普通居

民，虽然他们是流转税的实际负税人，但是从应交流转税的

角度来看，他们就不是“营改增”的相关方。

把房地产的使用者纳入分析模型也意味着，应分别分析

使用者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和非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两种情

况下“营改增”的税收效应。

（三）税收效应分析的竞争性原则

“营改增”对产业链税负水平的影响结果（税负水平的增

加和下降）传导至负税人，负税人实际税负的增加或下降的

速度和程度取决于行业竞争状况和供求双方的地位。就房地

产业来说，可以考虑两个极端情况：①如果行业竞争状况激

烈而消费者又处于强势地位，可以预计“营改增”产生的税负

下降的效果会很快体现为房价的显著下降。②如果行业竞争

程度一般而消费者又处于弱势地位，那么可以肯定“营改增”

产生的税负上升的效果会很快体现为房价的显著上涨。因为

房地产开发企业想要获得合理的投资报酬率，只能通过税负

转嫁的方式来保证获得所要求的投资报酬率。这也提醒国家

决策部门充分考虑“营改增”可能造成的对住房价格上涨的

冲击，提前制定应对政策。

三、基于产业链视角的税收效应分析方法

从产业链的视角来分析，要求从成本费用端和销售收入

端两个方面来分析“营改增”的税收效应。在成本费用端，要

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对成本费用项目按照项目的税收性质进

行分类，目的是确定可以从成本费用项目中分离出来的增值

税进项税额。在销售收入端，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根据项目

类型和用户的纳税人身份确定房地产开发企业收取的销项

税额是否构成下游用户的成本费用。

（一）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营改增”税收效应

如果不动产的使用者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并且是为了

生产经营目的建造或购入不动产，“营改增”后这些企业购买

或建造的不动产将由增值税非应税项目变为应税项目，不动

产生产投入过程中或购买价格中包含的增值税将允许抵扣。

假设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从房地产开发企业购入不动产，“营

改增”的税收效应分析如下：

“营改增”后房地产企业增值税应纳税额=房地产企业销

项税额（X）-房地产企业进项税额（Y） （1）

对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1）式中的销项税额成为其进

项税额，假设其他条件不变，“营改增”后增值税应纳税额计

算公式如下：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营改增”后增值税应纳税额=“营改

增”前应纳增值税税额（A）-房地产企业销项税额（X） （2）

（1）式和（2）式相加可以得到“营改增”后房地产企业和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应纳税额计算公式：

“营改增”后，房地产企业和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合计应纳

增值税税额=“营改增”前一般纳税人应纳增值税税额（A）-

房地产企业进项税额（Y） （3）

“营改增”前，房地产企业和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合计应纳

税额=房地产企业营改增前应纳营业税税额（B）+一般纳税

人“营改增”前应纳增值税税额（A） （4）

（3）式减（4）式得到：

“营改增”的税收效应=-房地产企业进项税额（Y）-房地

产企业“营改增”前应纳营业税税额（B） （5）

（5）式清楚地表明，对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房地产业

“营改增”有两个方面的减税效应：一是“营改增”前包含在不

动产生产成本中的营业税税额会取消；二是“营改增”后房地

产开发企业开发房地产时支付的增值税将可以全额抵扣。对

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来说，房地产业“营改增”具有双重减税

效应。

从不动产由增值税非应税项目变为增值税应税项目这

个更广的角度来看，（3）式的分析结果不但适用于房地产开

发企业开发的办公和商业地产，同样也适用于所有增值税一

般纳税人的不动产投资项目。考虑到我国各类企业每年在不

动产方面进行的巨额投资，房地产业“营改增”的减税效应就

如同2009年把动产投资的增值税进项税额纳入可抵扣范围，

其巨大的减税效应是以前任何一个行业的改革试点都无法

相比的。这也提醒我国财政、税务部门认真测算房地产业“营

改增”的减税效应及其对我国财政收入的影响，制定恰当的

应对方案。

（二）非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营改增”税收效应

如果房地产的使用者不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如居民），

“营改增”的税收效应就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因为房地产使

用者支付的增值税不能抵扣，增值税实质上具有与营业税一

样的价内税的性质。在增值税税率确定的前提下，“营改增”

的税收效应取决于产业链中受影响企业（房地产开发企业、

建筑服务企业）在“营改增”后增加的可抵扣进项税额，进而

取决于房地产开发项目的成本费用构成状况。

（三）建立分析假设

根据税负转嫁原理，可以假设除房地产开发企业以外，

其他相关方在“营改增”前后的经济结果保持不变。按照这个

思路，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营改增”的税收效应：一是房地

产开发企业“营改增”后开发利润的变动额；二是“营改增”相

关方“营改增”前后应纳税额的变化总额。具体假设如下：

改革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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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销售价格假设。假设“营改增”前后房地产使用者支付

的经济成本保持不变。该假设意味着“营改增”对房地产开发

企业销售价格的影响会因为使用者纳税人身份的不同而不

同。假设“营改增”前房地产的销售价格为 10000元/平方米，

“营改增”后，保持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经济成本不变意味着

房地产开发企业的不含税销售价格依然可以维持在 10000

元/平方米；保持非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经济成本不变意味

着含税销售价格依然是10000元/平方米，但不含税销售价格

只有9009元/平方米，假设房地产业增值税税率为11%，销售

价格=10000-10000×［11% /（1+11%）］=9009（元）。

2. 成本费用假设。假设房地产开发上游企业经济收入保

持不变。对“营改增”非相关方来说，“营改增”前后包含增值

税的销售总价保持不变，“营改增”后价格中的增值税成为房

地产开发企业的进项税额，意味着开发成本的降低。假设“营

改增”前房地产开发企业购买的建筑材料的含税销售价格为

10万元，“营改增”后应该依然保持该价格。开发成本就由“营

改增”前的 10万元变为“营改增”后的 8.55万元，差额 1.45万

元变成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进项税额。对于“营改增”的相关方

——提供建筑劳务的建筑企业来说，保持经济收入不变意味

着“营改增”后的销售价格应该是“营改增”前不含营业税的

销售价格加计增值税销项税额。如果“营改增”前进行房地产

开发的劳务成本是 100万元（包含营业税 3万元），“营改增”

后的成本变为97万元。提供建筑劳务企业的经济收入保持不

变，但需要额外向房地产开发公司收取5.82万元（97×6%）的

增值税销项税额。

四、税收效应分析案例

（一）项目简介

假设某房地产开发公司正在开发一个住宅项目和一个

办公楼项目，住宅项目的购买者都是普通居民，办公楼项目

的购买者都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营改增”后购买办公楼价

格中包含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可以抵扣，“营改增”前后两个项

目的收入和成本构成相同，如表1所示。

（二）开发利润变动分析

根据前文确定的销售价格和成本费用假设，“营改增”后

住宅和办公楼项目开发利润变动情况如表2所示。

从表 2可以看到，在本文设定的成本构成情况下，“营改

增”使住宅开发利润减少 94.28万元，办公楼开发利润增加

896.72万元。由于产业链中其他企业的经济收入与成本比保

持不变，因此房地产开发企业开发利润的减少或增加就是

“营改增”对于房地产开发产业链的税收效应。这可以通过分

析“营改增”相关方应纳流转税税额的变动予以验证。

（三）应纳流转税额变动分析

1. 住宅项目。住宅项目“营改增”相关方包括提供建筑劳

务的建筑业企业和房地产开发企业，“营改增”前后相关方应

纳流转税税额的变化详见表3。

2. 办公楼项目。办公楼项目“营改增”相关方除了包括提

供建筑劳务的建筑业企业和房地产开发企业以外，还包括购

买办公楼的企业，“营改增”前后相关方应纳流转税税额的变

化详见表4。

比较表 2、表 3和表 4可以看到，房地产开发企业开发利

润的减少或增加对应于“营改增”相关方应交流转税税额的

增加或减少额，也等同于国家税收的增加或减少。对于住宅

项目，“营改增”减少了开发利润94.28万元，表现为相关方应

纳流转税税额增加 94.28万元。在本案例假设的成本构成情

况下，“营改增”增加了住宅开发产业链的税收负担。假设“营

项 目

收入

减：营业税（营业税金及附加）

减：成本费用

其中：土地等非增值税应税项目（50%）

物料及设备租赁（30%）

建筑劳务（20%）

开发利润

金 额

10000

500

8000

4000

2400

1600

1500

预计“营改增”
后增值税率

11%

-

-

17%

6%

表 1 房地产开发项目收入成本分析 单位：万元

项 目

收入

减：营业税（营业税金及附加）

减：成本费用

其中：土地等非增值税应税项目（50%）

物料及设备租赁（30%）

建筑劳务（20%）

开发利润

“营改增”后开发利润变动额

住宅项目

9009.00

-

7603.28

4000.00

2051.28

1552.00

1405.72

-94.28

办公楼项目

10000.00

-

7603.28

4000.00

2051.28

1552.00

2396.72

+896.72

相关方

建筑业
企业

房地产
开发企业

合计

税收项目

应交营业税

应交增值税

其中：销项税额

进项税额

应交营业税

应交增值税

其中：销项税额

进项税额

缴纳税款

“营改增”前

48.00

500.00

548.00

“营改增”后

93.12

93.12

549.16

991.00

441.84

642.28

“营改增”
前后差异

-48.00

93.12

-500.00

549.16

+94.28

表 2 “营改增”后房地产开发项目收入成本分析

单位：万元

注：物料及设备租赁、建筑劳务产生可抵扣进项税额 =
2051.28×17%+1552×6%=441.84（万元），计算方法下同。

表 3 “营改增”对住宅项目的税收效应分析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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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增”前房地产开发企业只获得最低合理报酬率，其必然会

向最终消费者转嫁所增加的税收负担，导致房价上涨。而对

于办公楼开发项目来说，“营改增”增加了开发利润896.72万

元，对应的相关方应纳流转税税额减少896.72万元，说明“营

改增”降低了办公楼开发产业链的税收负担。市场竞争将会

迫使开发商把税负下降的收益转移给下游企业，降低下游企

业不动产投资成本。

通过比较住宅项目和办公楼项目可以看到，住宅项目税

负增加的程度与办公楼项目税负下降的程度是非对称的。住

宅项目税负是增加或减少取决于房地产开发成本中可抵扣

项目的比重，但是办公楼项目的税负一定是下降的，这正是

“营改增”完善产业链中增值税抵扣链条所发挥的根本的税

收效应。

五、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1. 正确测算“营改增”的税收效应，重新审视已有的财政

补贴政策。参与“营改增”试点的单个企业应纳税额的变化无

法反映真实的“营改增”税收效应。“营改增”完善了增值税的

抵扣链条，因此在很多情况下“营改增”具有绝对的减税效

应，试点企业应纳增值税税额的增加不代表实际税负水平的

增加。就如本文分析的办公楼开发项目，“营改增”使房地产

开发企业应纳流转税税额增加，但实际上“营改增”却对整个

产业链产生了巨大的减税效应。企业完全有能力通过完善经

营合同等方式合理地分享“营改增”的减税效应，不可能出现

产业链中只有某个企业税负增加，或者某个企业独享减税效

应的情况。由此可以看到，以试点企业应纳税额的增加额为

标准进行补贴是缺乏依据的，应对现有的补贴政策进行全面

的梳理，取消不合理的补贴政策。

2. 尽快明确房地产业“营改增”的实施方案。房地产业

“营改增”方案中最重要的内容应该是增值税进项税额的抵

扣问题，该问题除了影响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开发成本以外，

还影响一般增值税纳税人不动产的投资成本。“营改增”不但

对企业自身生产经营所需要的不动产投资会产生影响，而且

对企业参与或者各地方政府自建的按企业化模式经营的城

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都具有巨大的减税效应（降低投资成

本）。可以设想，必然有一部分企业会等待房地产业“营改增”

政策的公布，待“营改增”实施方案明朗后才开始进行不动产

投资，房地产业“营改增”方案迟迟不公开实施必然会影响企

业的房地产、不动产投资进度。在目前国家鼓励企业投资的大

背景下，更应及早明确房地产业“营改增”的具体实施方案。

3. 关于房地产业“营改增”方案内容的具体建议。主要出

于两点考虑：一是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期限的划分；二是住

宅项目增值税的税收优惠。

设置“营改增”实施过渡期。由于房地产开发项目（包括

不动产投资项目）投入周期长，一旦实施“营改增”，营业收入

必然会按增值税税率征收增值税，企业将面临前期投入的开

发支出由于没有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而无法抵扣进项税额

的问题，这可能是房地产业实施“营改增”最棘手的问题。可

行的解决办法是，对房地产开发企业实施“营改增”设置一个

过渡期，过渡期内企业销售时按设定的税率收取销项税额，

根据测算的开发成本构成推算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进而计

算企业当期应交增值税税额。过渡期结束，企业即按照增值

税一般纳税人的标准程序计算缴纳应交增值税税额。对于房

地产开发企业以外的企业进行的不动产投资，一旦实施“营

改增”，其购入的材料、劳务等所包含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即应

该允许按照现有规定申报抵扣。

制定住宅销售增值税税收优惠政策。“营改增”极有可能

会增加住宅开发项目的税收负担，主要是因为房地产开发成

本中含有相当比例的土地成本。从目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

双方的地位来看，由于需求方仍处于弱势地位，可以肯定，房

地产开发企业可以轻易地转嫁所增加的税收负担，进一步导

致住房价格上涨。因此，国家应考虑出台对普通居民购买自

用住房的财政补贴政策，减缓“营改增”对房价上涨的压力。

因此考虑设置“营改增”实施过渡期，在过渡期内对房地产开

发企业应交增值税进行适当的减免。减免的基本原则是相比

“营改增”前的营业税税负可以有适度增加。过渡期结束后，

再根据我国房地产市场状况决定是否取消税收优惠，按照正

常税法规定征收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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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假设购买办公楼的企业“营改增”前的销项税额、进
项税额分别为X和Y。

相关方

建筑业
企业

房地产
开发企业

使用
企业

合 计

税收项目

应交营业税

应交增值税

其中：销项税额

进项税额

应交营业税

应交增值税

其中：销项税额

进项税额

应交增值税

其中：销项税

进项税

缴纳税款

“营改增”前

48.00

500.00

X-Y

X

Y

X-Y+548

“营改增”后

93.12

93.12

658.16

1100.00

441.84

X-Y-1100

X

Y+1100

X-Y-348.72

“营改增”
前后差异

-48.00

93.12

-500.00

658.16

-1100.00

-896.72

表 4“营改增”对办公楼项目的税收效应分析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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