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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改增”对银行业税负的影响及应对

【摘要】随着“营改增”的全面推开，银行业自2016年5月1日起被纳入试点范围，“营改增”对银行业税负产生重要影

响。在解读银行业“营改增”相关政策规定的基础上，考虑企业所得税，分析“营改增”前后银行业的税负变化和无差别平衡

抵扣率，并测算出银行业的服务或商品提供商增值税税负平均水平，从实际操作角度提出针对性的建议，能够帮助银行业

获得实实在在的减税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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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敏霞

2016年3月23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全

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

经国务院批准，自2016年5月1日起，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

业、生活服务业等全部营业税纳税人，纳入“营改增”试点范

围，由缴纳营业税改为缴纳增值税。本文针对银行业自身的

行业特点，结合“营改增”相关政策，对“营改增”前后银行业

的税负进行分析，并从实际操作角度有针对性地提出建议，

以帮助银行业获得实实在在的减税红利。

一、重要政策规定与解析

财税［2016］36号文件共有四个附件，分别为《营业税改

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事项

的规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的规定》和《跨境

应税行为适用增值税零税率和免税政策的规定》。本文根据

上述文件的内容，将涉及银行业的主要内容整理出来，并进

行解释，作为税负分析的基础。

（一）征税范围及销售额的确定

银行提供的应税金融服务，具体包括贷款服务、直接收

费金融服务、金融商品转让。

1. 贷款服务。贷款，是指将资金贷与他人使用而取得利

息收入的业务活动。贷款服务收入包括金融商品持有期间

（含到期）利息（保本收益、报酬、资金占用费、补偿金等）收

入、信用卡透支利息收入、买入返售金融商品利息收入、融资

融券收取的利息收入，以及融资性售后回租、押汇、罚息、票

据贴现、转贷等业务取得的利息及利息性质的收入。

政策分析：对银行来说，贷款服务是主营业务，以该业务

产生的全部利息及利息性质的收入为销售额计算增值税销

项税额。同时，要注意两个特殊规定：一是发放贷款自结息日

起90天内发生的应收未收利息按规定缴纳增值税，自结息日

起90天后发生的应收未收利息暂不缴纳增值税，待实际收到

利息时按规定缴纳增值税；二是一般纳税人接受贷款服务而

支付的与该笔贷款直接相关的投融资顾问费、手续费、咨询

费等，其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可见，对银行来

说，贷款服务收入作为主要收入来源，是按收入全额缴纳增

值税的，难以通过流转实现税负转嫁。

2. 直接收费金融服务。直接收费金融服务，是指为货币

资金融通及其他金融业务提供相关服务并且收取费用的业

务活动。具体服务包括提供货币兑换、账户管理、电子银行、

信用卡、信用证、财务担保、资产管理、信托管理、基金管理、

金融交易场所（平台）管理、资金结算、资金清算、金融支付等

服务。

政策分析：该业务以收取的手续费、管理费、服务费、开

户费、结算费等为销售额计算增值税销项税额。但是，一般纳

税人接受贷款服务向银行支付的与该笔贷款直接相关的投

融资顾问费、手续费、咨询费等，其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

中抵扣。

3. 金融商品转让。金融商品转让，是指转让外汇、有价证

券、非货物期货和其他金融商品所有权的业务活动。其他金

融商品转让包括基金、信托、理财产品等各类资产管理产品

和各种金融衍生品的转让。

政策分析：该业务以卖出价扣除买入价后的余额为销售

额计算增值税销项税额。转让金融商品出现的正负差，按盈

亏相抵后的余额（销售额）计算销项税额。若相抵后出现负

差，可结转至下一纳税期，与下一纳税期转让金融商品的销

售额相抵，但年末仍出现负差的，不得转入下一个会计年度。

金融商品的买入价，可以选择按照加权平均法或者移动加权

平均法进行核算，一旦选择，36个月内不得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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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银行转让金融商品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这

就意味着交易方不得将该业务产生的进项税额从销项税额

中抵扣。对于银行来说，金融商品转让产生的净收益是按全

额征税的，难以通过流转实现税负转嫁。

（二）计税方法及税率

银行业增值税的计税方法包括一般计税方法和简易计

税方法。一般纳税人适用税率为6%；小规模纳税人提供金融

服务，以及待定金融机构中的一般纳税人提供的可选择简易

计税方法的金融服务，征收率为3%。

政策分析：根据年应税销售额超过 500万元（含）的纳税

人认定为一般纳税人的规定，若某银行年利息收入达到 500

万元，按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 4.35%计算，贷款本金只需达

11495万元即可认定为一般纳税人。因此，几乎所有的银行可

认定为一般纳税人，增值税计税方法为一般计税方法。

（三）举例分析

假设某银行取得贷款利息收入1060万元（含税）、直接收

费服务收入 53万元（含税）、同业往来收入 212万元（含税），

转让A金融商品取得收入20.3万元（成本14万元），转让B金

融商品当期取得收入9万元（成本10万元）。本期符合条件的

进项税额抵扣凭证上注明的税额为 50万元（其中：新建办公

楼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进项税额为 20万元；通行费进项税

额为0.2万元；用于集体福利的进项税额为0.3万元）。

当期应税收入=［1060+53+（20.3-14+9-10）］/（1+6%）=

1055（万元）

当期免税收入=212/（1+6%）=200（万元）

当期销项税额=1055×6%=63.3（万元）

当期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0.3+（50-20×40%-0.3）×

200/（1055+200）=6.95（万元）

当期允许抵扣的进项税额=50-20×40%-6.95=35.05（万

元）

当期应交增值税=63.3-35.05=28.25（万元）

“营改增”后，用于免征增值税项目及集体福利项目涉及

的增值税进项税额不得抵扣，所以案例中进项税额6.95万元

不得抵扣；2016 年5 月1 日后取得并在会计制度上按固定资

产核算的不动产或者2016 年5 月1 日后取得的不动产在建

工程，其进项税额应自取得之日起分 2 年从销项税额中抵

扣，第一年抵扣比例为 60%，第二年抵扣比例为 40%，所以案

例中新建办公楼进项税额 20万元，允许本年抵扣进项税额

12万元，剩余8万元需留至下一年抵扣。

“营改增”前，该银行应交营业税为55.92万元，大于上述

计算所得的应交增值税税额，从本案例看，“营改增”后，该银

行的税负减少了，主要原因是进项税额起到抵减作用。

二、“营改增”前后银行业的税负及税负无差别平衡分析

“营改增”前，银行缴纳营业税，适用税率 5%，营业税是

价内税，价税不分离，按含税营业收入全额征税。

应交营业税=含税收入×5%

“营改增”后，根据上文分析，银行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适用税率 6%，而增值税是价外税，价税分离，计税基础是不

含税收入。增值税为差额征税，销项税额与允许抵扣的进项

税额两者的差额为正数时，应缴纳增值税，两者差额为负数

时，未抵扣部分进项税额可在规定期限内进行抵扣。

销项税额=不含税收入×6%=含税收入÷（1+6%）×6%

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进项税额

由于银行业的行业特殊性，银行在“营改增”之前签订的

贷款合同仍有效，且当时并没有约定收入是否包含增值税，

所以本文将收入分为包含增值税和不包含增值税两种情况

进行税负分析。

（一）企业所得税前税负分析

假设某银行收入为 10000万元，表 1为该银行“营改增”

前后的税负分析（企业所得税前）。

从表 1可知，“营改增”前营业税为 500万元。“营改增”

后，如果收入为含税收入，增值税税额为566.04万元，税金增

加了 66.04万元，实际税负为 5.6604%，税负增长了 0.6604%；

如果收入为不含税收入，增值税税额为600万元，税金增加了

100万元，实际税负为6%，税负增长了1%。可见，在不考虑企

业所得税的前提下，若“营改增”后进项税额抵扣率未能达到

0.6604%（收入为含税收入）或 1%（收入为不含税收入），银行

业税负将增长。

同时，从表 1得知，在未考虑企业所得税的前提下，收入

是否包含增值税税额对税负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收入为含

税收入的税负比收入为不含税收入的税负低0.3396%。

但是，上面的分析结果是否就可以证明银行倾向于不在

合同中约定收入是否含税呢？这值得进一步分析。

（二）企业所得税后税负分析

若银行收入仍为 10000万元，表 2为考虑企业所得税后

的“营改增”前后税负分析。

项 目

收入金额（万元）

营业税税率（%）

应交营业税（万元）

增值税税率（%）

应交增值税（销项税
额）（万元）

应交增值税（销项税
额）实际税率（%）

“营改增”前后税额差
额（万元）

“营改增”前后税负变
化（%）

收入为含税
收入（1）

10000

5%

500.00

6%

566.04

5.6604%

66.04

0.6604%

收入为不含
税收入（2）

10000

5%

500.00

6%

600.00

6.0000%

100.00

1.0000%

差额
（1）-（2）

0

0

0

0

-33.96

-0.3396%

-33.96

-0.3396%

表 1 “营改增”前后税负分析（企业所得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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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改增”前，营业税允许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银行收

入为 10000万元时，需要缴纳营业税 500万元和企业所得税

2375万元，税金共 2875万元，税后利润 7125万元，综合税负

28.75%。

“营改增”后，增值税不得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当银行

收入 10000万元为含税收入时，需缴纳增值税 566.04万元和

企业所得税 2358.49万元，税金共 2924.53万元，税后利润为

7075.47万元，综合税负29.25%，较“营改增”前增长了0.5%。

“营改增”后，增值税不得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当银行

收入 10000万元为不含税收入时，需缴纳增值税 600万元和

企业所得税2500万元，税金共3100万元，税后利润为7500万

元，综合税负 31%，较“营改增”前增长了 2.25%，较收入为含

税收入的税负增长了1.75%。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在考虑企业所得税的前提下，不管

收入是否含税，“营改增”后银行业税负（不考虑进项税额）均

增长了。虽然在未考虑企业所得税的前提下，收入为含税收

入的税负比收入为不含税收入的税负要低0.3396%，但是，在

考虑企业所得税后，收入为不含税收入的综合税负最高，税

后利润也是最高的，比收入为含税收入的高6%，比“营改增”

前高5.26%。

（三）税负无差别平衡分析

假设银行收入为A，“营改增”后进项税额占收入的比率

（抵扣率）为y，营业税税率为5%，增值税税率为6%，企业所得

税税率为25%。

“营改增”前：综合税负=［（A×5%）+（A－A×5%）×25%］÷

A

“营改增”后，A为含税收入时：综合税负=［A÷（1+6%）×

6%-A×y+ A÷（1+6%）×25%］÷A

“营改增”后，A为不含税收入时：综合税负=［A×6%-A

×y+A×25%］÷A

假设“营改增”前后银行综合税负一致，分两种情况建立

以下等式：

等式1：［（A×5%）+（A-A×5%）×25%］÷A=［A÷（1+6%）×

6%-A×y+A÷（1+6%）×25%］÷A

解得：y=0.5%

等式 2：［（A×5%）+（A-A×5%）×25%］÷A=［A×6%-A×

y+A×25%］÷A

解得：y=2.25%

根据以上的计算结果可知，当收入为含税收入时，“营改

增”前后银行业税负无差别平衡抵扣率为 0.5%；当收入为不

含税收入时，“营改增”前后银行业税负无差别平衡抵扣率为

2.25%。当抵扣率高于无差别平衡抵扣率时，银行切实获得减

税红利，且随着抵扣率的增大而增加。

同时结合中国银监会《商业银行风险监管核心指标（试

行）》中商业银行成本收入比不应高于45%的要求，可以通过

以下公式测算出银行的服务或商品提供商增值税税率平均

水平：

y=收入×成本收入比×平均增值税率÷收入

可得：平均增值税税率=y÷成本收入比

当收入为含税收入且成本收入比为45%时，平均增值税

税率为1.11%；当收入为不含税收入且成本收入比为45%时，

平均增值税税率为5%。由表3可知，成本收入比越小，平均增

值税税率就越大，且增幅会越来越大。

三、总结和建议

（一）总结

通过对银行业“营改增”相关政策的解读，比较分析“营

改增”前后税负变化以及计算税负无差别平衡抵扣率，可以

得到以下结论：

1. 对银行来说，贷款服务收入及金融商品转让产生的净

成本收入比

45%

44%

43%

42%

41%

40%

39%

38%

37%

36%

35%

34%

33%

32%

31%

30%

收入为含税收入时

1.11%

1.14%

1.16%

1.19%

1.22%

1.25%

1.28%

1.32%

1.35%

1.39%

1.43%

1.47%

1.52%

1.56%

1.61%

1.67%

-

0.03%

0.02%

0.03%

0.03%

0.03%

0.03%

0.04%

0.03%

0.04%

0.04%

0.04%

0.05%

0.04%

0.05%

0.06%

收入为不含税收入时

5.00%

5.11%

5.23%

5.36%

5.49%

5.63%

5.77%

5.92%

6.08%

6.25%

6.43%

6.62%

6.82%

7.03%

7.26%

7.50%

-

0.11%

0.12%

0.13%

0.13%

0.14%

0.14%

0.15%

0.16%

0.17%

0.18%

0.19%

0.20%

0.21%

0.23%

0.24%

项 目

收入金额（万元）

营业税税额（万元）

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万元）

税前利润（万元）

所得税税率（%）

所得税额（万元）

税后利润（万元）

综合税负（%）

“营改增”
前

10000

500

0

9500

25%

2375

7125

28.75%

“营改增”后

收入为
含税收入

10000

0

566.04

9433.96

25%

2358.49

7075.47

29.25%

收入为不
含税收入

10000

0

600.00

10000

25%

2500

7500

31.00%

表 2 “营改增”前后税负分析（企业所得税后）

注：10000÷（1+6%）=9433.96（万元）

表 3 平均增值税率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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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作为其主要收入来源，是按收入全额征增值税的，难以

通过流转实现税负转嫁。

2. 当不考虑企业所得税时，若“营改增”后进项税额抵扣

率未能达到0.6604%（收入为含税收入）或1%（收入为不含税

收入），则银行业的税负将增长。同时，收入为含税收入时的

税负比收入为不含税收入时的税负低0.3396%。

3. 当考虑企业所得税时，不管收入是否含税，“营改增”

以后银行业的综合税负（不考虑进项税额）增长了。虽然收入

为不含税收入时的综合税负最高，但其税后利润也是最高

的，比收入为含税收入时的高6%，比“营改增”前高5.26%。

4. 当收入为含税收入时，“营改增”前后税负无差别平衡

抵扣率为 0.5%；当收入为不含税收入时，“营改增”前后税负

无差别平衡抵扣率为 2.25%。当抵扣率高于无差别平衡抵扣

率时，银行可以切实获得减税红利，且随着抵扣率的增大而

增加。

5. 结合中国银监会监管要求，当收入为含税收入时，银

行的服务或商品提供商平均增值税税率最低为 1.11%；当收

入为不含税收入时，银行的服务或商品提供商平均增值税税

率最低为5%。成本收入比越小，银行的服务或商品提供商平

均增值税税率就越大，且增幅会越来越大。

（二）建议

“营改增”后部分银行可能出现税负上升，若要享受“营

改增”减税红利，必须积极进行税务筹划以达到合理避税的

目的。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 修订合同条款，明确向客户收取的款项不包含增值

税，锁定收益金额并转嫁税负。例如，现有的贷款合同均未约

定收入是否包含增值税，根据上述分析客户向银行购买贷款

服务而产生的进项税额不得抵扣，银行也难以以已签订的合

同向客户收取该笔贷款业务的增值税税款，根据贷款业务的

性质，这种状态将持续1 ~ 3年。因此，“营改增”后银行应更换

合同，对新发生业务约定收入为不含增值税收入。

2. 关注行业价格动向，适时调整价格政策。银行虽然可

以通过合同条款约定增值税由客户承担，但由于增值税为价

外税，且会随着价格的提高而增加，这样可能会让客户觉得

成本增加而放弃贷款，所以银行可根据市场竞争情况及客户

需求情况和接受程度，适时调整价格政策。

例如，2015年 5月 1日，某银行为A客户发放贷款，年利

率为4.35%，到期日为2016年4月30日。2016年5月1日该银

行为A客户续贷，并通过合同约定收取利息为不含税收入，A

客户需另外支付增值税税款。如果年利率与“营改增”前保持

一致，增值税税额占本金比率为 0.27%（4.35%×6%），客户成

本为 4.62%，比“营改增”前成本增加了 0.27%；如果年利率上

浮10%，为4.79%时，增值税税额占本金比率为0.29%（4.79%×

6%），客户成本为5.08%，比“营改增”前成本增加了0.73%，成

本增幅为17%，成本增幅大于利率上浮幅度。此时，银行可根

据自身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及业务目的，综合考虑客户与自身

议价能力，决定利率上浮幅度。

3. 梳理银行自身的商品或服务提供商，区分是一般纳税

人还是小规模纳税人。银行的成本费用支出主要包含用工成

本、固定资产购置、网点租金及管理费、水电费、押运费、保安

费、清洁费、电讯费、邮递费、业务宣传费、差旅费及业务招待

费等。除人员工资外，其他支出均应取得增值税抵扣凭证。所

以，在价格相同的情况下，应向一般纳税人购买商品或服务，

并要求其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但是，当小规模纳税人供应

商提供的价格优势大于进项税抵扣效益时，可选择小规模纳

税人作为供应商。例如，银行需采购保险柜一组，一般纳税人

供应商报价5000元，增值税850元，能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小

规模纳税人报价4800元（含税），这种情况应选择向小规模纳

税人购买。此外，差旅费（除住宿费）、业务招待费与涉及集体

福利项目的支出即使取得抵扣凭证也不允许抵扣进项税额。

例如，购置员工饭堂厨具等物品，由于本项目进项税额不得

抵扣，所以应选择价税合计金额较低的供应商。

同时，为防范供应商将实质为高税率的服务人为地分拆

成高税率及低税率的服务，在总服务报价不变的情况下，导

致可抵扣的进项税额降低，成本费用增加，银行应考虑在合

同中约定清楚服务内容、开具发票项目及税率，防止对方开

具低税率发票。这里需要特别关注新设网点建设项目，因为

会涉及装修工程、固定资产购置、物料购置、监控及安防等适

用不同税率的事项。

4. 分析银行自身的费用成本结构，对不能进行进项税抵

扣的业务，可以考虑通过外包给其他企业来取得增值税专用

发票，从而获得进项税额抵扣效益。银行是经营资金和风险

的企业，用工成本是重要支出之一，但是该项支出一般无法

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用工性质包括正式员工与非正式员

工，“营改增”后，银行可以重新梳理用工需求，对非核心岗位

员工采取外包制，因为外包公司可以根据收取的金额全额

（包含工资及福利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另外，单位用车、

保安、押运、保洁、绿化、凭证装订、银企对账、邮递等同样也

可以通过外包方式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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