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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改增”后运费的会计核算及应注意的问题

【摘要】“营改增”之后，交通运输业由营业税的征税范围改为增值税的征税范围，这不仅影响到交通运输业本身，还

会影响其他行业企业对运费的核算。“营改增”之后，企业经营过程中采购环节、销售环节所涉及的运费、代垫运费会计核

算也发生了变化，需要注意会计科目选用、进项税额转出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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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财税［2013］

106号）的规定，自2014年1月1日起，交通运输业全行业、全

国范围内实行“营改增”。“营改增”之前，交通运输业属于营

业税的征税范围，税法规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可根据运输

发票上列明的“运费+建设基金”的合计金额按 7%扣除率计

算抵扣进项税。对于不能抵扣的部分，不同的会计核算主体

根据具体的业务活动进行核算。“营改增”之后，交通运输业

改征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适用 11%的税率，小规模纳税人适

用3%的征收率。基于此，与企业相关的各项运费该如何进行

会计核算？哪些相关细节需要注意？本文针对这些问题，结合

案例分析进行总结。

一、“营改增”后采购环节运费的会计核算

按相关规定，企业采购成本指从采购到入库前所发生的

全部支出，包括买价、相关税费、运输费、装卸费、保险费等，

但不包括按规定可以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我国增值税进

项税额实行的是凭票抵扣，一般纳税人能抵扣的进项税额必

须有符合税法规定且经税务机关认证相符的票据。“营改增”

后，企业在采购环节支付运费所取得的运费发票，存在以下

几种情况：第一，从交通运输业一般纳税人企业取得增值税

专用发票，可按11%抵扣进项税额；第二，从交通运输业小规

模纳税人企业取得税务机关代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可按

3%抵扣进项税额；第三，从交通运输业小规模纳税人企业取

得的增值税普通发票，不能抵扣进项税额。“营改增”后，由于

不同的运费票据所能抵扣的进项税额不同，企业对于同样金

额的运费，在进行会计处理时也会不同。下面举例说明（假定

本文中所涉及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全部通过税务机关的认证，

且认证相符）：

例 1：A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入一批原材料，取

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材料价款100000元，增值税进项

税额为 17000元；同时支付运费 1110元，货款与运费已通过

银行存款支付，材料已入库。分析如下：

第一种情况，运输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A公司取

得运输公司开具的交通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则相关的会

计分录为：

借：原材料 101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17110

贷：银行存款 118110

第二种情况，运输公司为小规模纳税人，A公司取得运

输公司通过税务机关代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则此业务中A

公司能抵扣的全部进项税额为 17032.33 元［17000+1110÷

（1+3%）×3%］，相关的会计分录为：

借：原材料 101077.67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17032.33

贷：银行存款 118110

第三种情况，运输公司为小规模纳税人，A公司取得运

输公司开具的增值税普通发票，运费不能抵扣进项税额，应

全部计入采购成本，则此业务中，A公司能抵扣的进项税额

为17000元，相关的会计分录为：

借：原材料 10111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17000

贷：银行存款 118110

综上所述，“营改增”后，企业采购环节支付运费取得不

同的运输发票，会对会计核算时存货的入账价值与进项税额

产生影响，但对整个业务在会计核算时涉及的会计科目不会

有影响。

二、“营改增”后销售环节运费的会计核算

企业销售环节运费的会计核算可以分两种情况来分析：

一是企业在销售环节承担支付给运输公司的运费，二是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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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销售环节向购买方提供运输服务而收取的运费。

（一）销售环节支付运费的会计核算

按购销合同约定，如果企业在销售货物的同时承担运

费，由于这个运费是因销售而产生的，按规定应计入销售费

用，但“营改增”之后，如果企业取得了运输公司开具的增值

税专用发票，可以抵扣相应的进项税额，不能抵扣的部分计

入销售费用。

例2：B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适用税率17%，销售一

批商品，成本为60000元，向购买方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

注明价款 100000元，增值税销项税额为 17000元；同时请运

输公司送货，支付运费 1110元，货款与运费已通过银行存款

收、付，货物已发出。分析如下：

第一种情况，运输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B公司取得

运输公司开具的交通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则销售方相关

的会计分录为：

借：银行存款 117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10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7000

借：主营业务成本 60000

贷：库存商品 60000

借：销售费用 1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110

贷：银行存款 1110

第二种情况，运输公司为小规模纳税人，B公司取得运输

公司通过税务机关代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则B公司运费能

够抵扣的进项税额为 32.33元［1110÷（1+3%）×3%］，由于确

认收入与结转成本的会计处理同上述第一种情况，此处不重

复，支付运费的会计分录为：

借：销售费用 1077.67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32.33

贷：银行存款 1110

第三种情况，运输公司为小规模纳税人，B公司取得运输

公司开具的增值税普通发票，B公司运费不能抵扣进项税额，

应全部计入销售费用，则B公司支付运费的会计分录为：

借：销售费用 1110

贷：银行存款 1110

综上所述，“营改增”后，企业销售环节支付运费取得不

同的运输发票，不会对会计核算时收入的确认与销项税额产

生影响，但运费会计核算涉及的会计科目及相关的进项税额

会略有不同。

（二）销售环节收取运费的会计核算

“营改增”之前，如果企业在销售货物的同时提供运输劳

务并收取运费，属混合销售行为，取得的货款和运费一并按

货物的适用税率征收增值税。而“营改增”之后，交通运输业

改征增值税，企业在销售货物同时提供运输劳务而收取的运

费属于兼营不同税率或征收率的增值税征税范畴，应当分别

核算。

例 3：C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适用税率 17%。销售

一批商品，成本为60000元，向购买方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上注明价款 100000元，增值税销项税额为 17000元；同时用

自己的运输车辆给采购方送货上门，收取运费 1110元，货款

与运费已通过银行存款收取，货物已发出。分析如下：

C公司的主营业务是销售货物，适用17%的税率，运费作

为其他业务收入，适用 11%的税率，销项税额为 17110 元

［17000+1110÷（1+11%）×11%］，相关的会计分录为（结转成

本分录略）：

借：银行存款 118110

贷：主营业务收入 100000

其他业务收入 1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7110

不难看出，“营改增”后，销售环节收取运费在会计核算

时涉及的会计科目与“营改增”之前并没有区别，但由于运费

适用的税率不再是销售货物的税率，收入确认的金额和销项

税额与“营改增”之前存在差异。

三、“营改增”后代垫运费的会计核算

企业购销行为中出现代垫运费是常见的现象。按我国

《增值税暂行条例》的规定，同时符合两个条件的代垫运费不

属于价外费用，不并入销售额，不计算销项税额。条件一：承

运部门的运输发票开具给购买方；条件二：纳税人将该项发

票转交给购买方的。代垫运费的会计核算在销售方与采购方

分别有不同的处理，下面分别就“营改增”后各方对运费的会

计核算加以阐述。

（一）代垫运费业务中销售方的会计核算

在购销业务中，销售方在销售货物的同时，替购买方代

垫的运费，会在未来收取货款时一并收回运费，这笔运费应

与未收的货款一并记入“应收账款”科目核算，且如果收到运

输公司开具给购买方的运输发票，则应转交给购买方，如果

运输公司是一般纳税人，“营改增”后，视其开具的票据不同，

相应的可抵扣的进项税额由购买方进行抵扣。

例 4：D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适用税率 17%。销售

一批商品，成本为60000元，向购买方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上注明价款100000元，增值税销项税额为17000元；同时，代

购买方垫付运费1110元，货款与运费已通过银行存款收、付，

货物已发出，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已随货转交给购买方。

分析如下：

D公司代垫的运费作为往来款进行核算，相关的会计分

录为（结转成本分录略）：

借：应收账款 118110

贷：主营业务收入 10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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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存款 1110

（二）代垫运费业务中采购方的会计核算

例4中，对于购买方而言，相关的会计核算与一般企业采

购环节支付运费的会计核算相似，略有不同的是由于代垫运

费业务中货款一般暂时未付，贷方科目应为“应付账款”等，

而且“应付账款”科目金额为未付的货款与运费的合计金额，

例4中购买方的相关会计分录为：

借：原材料 101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17110

贷：应付账款 118110

（三）运输公司的会计核算

例 4中，对于运输公司而言，在“营改增”后，作为增值税

一般纳税人，其会计分录为：

借：银行存款 1110

贷：主营业务收入 1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10

综上所述，对于代垫运费，销售方作为往来款项进行核

算，购买方所承担的运费按其票据的合规性与否，能抵扣的

进项税额记入“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科目，

不能抵扣的部分计入所采购货物的成本。而运输公司则按不

含税金额确认收入和增值税销项税额。

四、相关核算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会计科目选用问题

在会计科目的选用方面，不能随意。如代垫运费业务中

销售方在进行核算其代垫运费时，很多企业会通过“其他应

收款”科目进行核算，虽然按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其他应收

款”科目核算的内容包括“其他各种应收、暂付的款项”，但是

在销售货物且代垫运费的业务中，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

务的角度看，通过“应收账款”科目核算都是更合理的选择。

从理论上看，“应收账款”科目核算企业因销售商品、提供劳

务等应向对方收取的款项，包括应收的价款、代垫的包装费、

运杂费等；从实务的角度看，如果应收的货款记入“应收账

款”科目，而代垫的运费记入“其他应收款”科目，会导致企业

对同一家往来客户开设两个不同的往来核算科目，极易导致

会计账目不清晰，未来在收款环节漏收款项，故应将代垫运

费通过“应收账款”科目进行核算，而不是通过“其他应收款”

科目核算。

（二）折扣业务涉及的运费

如果在业务中涉及折扣，首先要区别是现金折扣还是销

售折扣。如果是现金折扣，企业会计准则规定采用总价法进

行会计核算，但如果涉及向第三方运输公司支付运费的情

况，在折扣政策中一定要明确所涉及的运费是不打折的，以

免引起购销双方的歧义；如果是商业折扣，按税法规定，相关

的折扣额与销售额需要开在同一张发票上，否则无论会计上

如何核算，计算增值税时均不得扣减折扣额。

（三）进项税额转出问题

如果所购进的货物发生损毁或改变用途，按规定需要做

进项税额转出处理，其所包含的运费的进项税额也需要按比

例转出，通过“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科

目核算。

例 5：E企业因管理不善，造成一批存货原材料变质，损

失存货的账面成本为 1000元，已抵扣过进项税额 170元，管

理层要求责任人赔偿100元。

存货清查发现变质时，相关会计分录为：

借：待处理财产损溢——待处理流动资产损溢 1170

贷：原材料 1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 170

报批准后，相关会计分录为：

借：管理费用 1070

其他应收款等 100

贷：待处理财产损溢——待处理流动资产损溢 1170

分析：由于增值税有链条税的性质，环环相扣，存货变

质，自然不能销售也收不到销售款，更不会收到增值税销项

税额，但企业在采购环节已经抵扣过增值税进项税额，如果

此时不转出来，则会形成抵扣过进项税额而无对应的销项税

额，增值税链条就断了，相当于这部分税款是由国家承担而

不是由最终的消费者承担了，而这不符合我国增值税的基本

原理。因此，对应的进项税额需要转出来。但如果损失是因为

自然灾害所导致的，则不是企业管理问题，国家会考虑给予

一定的政策支持，对应的增值税进项税额无需转出。而管理

不善属于企业自身可控问题，国家没有理由给予扶持，其相

应的增值税进项税额需要做转出处理。

（四）价税分离的问题

由于营业税是价内税，而增值税是价外税，“营改增”

后，相关的运费在会计核算时，要进行价税分离，将含税的

运费换算成不含税的运费进行会计核算，税款记入“应交税

费”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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