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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营改增”后不动产的会计核算

【摘要】财税［2016］36号文件将不动产纳入了“营改增”的范畴，对不动产相关业务的会计核算产生了重大影响。解读

财税［2016］36号文件和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3号文件，分析不动产增加、减少及让渡使用权等业务的会计核算，能

够为会计实务操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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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洪琳，杨 良（副教授），陈 雪

2016年 3月 23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了

《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

36号），将不动产纳入了“营改增”范畴。“营改增”后，企业增

加、减少不动产或者不动产使用权的让渡均属于增值税应税

行为，适用税率为11%。为便于征纳双方执行，国家税务总局

于2016年3月31日发布了《不动产进项税额分期抵扣暂行办

法》（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15号），对不动产的进项税

额分期抵扣问题进行了明确。本文假定会计主体为工业企

业，业务双方均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通过解读财税［2016］

36号文件，分析“营改增”对不动产增加、减少和让渡使用权

等方面的影响，以及“营改增”后不动产的会计核算方法。

一、“营改增”后增加不动产的会计核算

1. 外部取得不动产的会计核算。无论以何种方式取得的

不动产，只要能够取得符合抵扣条件的发票，其进项税额均

可抵扣，否则其进项税额应计入不动产成本。

（1）外部购入不动产。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15号

文件规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2016年 5月 1日后取得的不动

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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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不动产进

项税额实行分期抵扣，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年第 15号文

件第十一条规定，设置“应交税费——待抵扣进项税额”科目

核算待抵扣的进项税额。取得扣税凭证的当期，将全部进项

税额的 60%记入“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科

目，将全部进项税额的 40%记入“应交税费——待抵扣进项

税额”科目；待取得扣税凭证的当月起第13个月，将全部进项

税额的40%由“应交税费——待抵扣进项税额”科目转入“应

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科目。值得注意的是，对

于不同的不动产，纳税人应分别核算其待抵扣进项税额。

例1：2016年6月1日，甲企业购入一栋办公楼，取得的增

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价款为1000万元，增值税税额为110

万元，总价款1110万元用转账支票付讫。甲公司2016年6月1

日会计处理为（分录单位为万元，下同）：借：固定资产 1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66（110×60%），应交税

费——待抵扣进项税额（办公楼）44（110×40%）；贷：银行存

款 1110。甲公司 2017年 6月 1日会计处理为：借：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44；贷：应交税费——待抵扣进

项税额（办公楼）44。

接受捐赠、接受投资入股、接受债务人以资抵债等形式

取得不动产，与外部购入不动产的核算原则一致，此处不再

赘述。

（2）融资租入的不动产。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年

第15号文件第二条规定，融资租入不动产的进项税额不适用

分2年抵扣的规定，实行一次性抵扣。纳税人融资租入的不动

产，按增值税专用发票上的进项税额记入“应交税费——应

交增值税（进项税额）”科目。融资租入不动产发生的租赁费

支出，如果出租方按照租赁合同规定分次开具专用发票的，

承租方应根据专用发票金额分次确认进项税额，并于确认当

期进行抵扣。

例 2：甲公司融资租入一栋办公楼，资产公允价值 1000

万元，租赁费分四期每年末支付 300万元，合计支付 1200万

元，最低租赁付款额的现值为980万元，租赁期满后甲公司支

付 10万元取得办公楼的所有权。融资租入资产时，会计处理

为：借：固定资产——融资租入资产980［min（1000，980）］，未

确认融资费用 110.09（1090.09-980）；贷：长期应付款1090.09

［（1200+10）/（1+11%）］。第一年至第三年年末付款时，会计

处理为：借：长期应付款 270.27［300/（1+11%）］，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29.73（300-270.27）；贷：银行存

款 300。每月末确认融资费用（假设为 8000元）时，会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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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借：财务费用——利息支出 0.8；贷：未确认融资费用 0.8。

最后一年支付租金并同时支付购买价款时，会计处理为：借：

长期应付款 279.28［310/（1+11%）］，应交税费——应交增值

税（进项税额）30.72（310-279.28）；贷：银行存款310。

2. 自行建造不动产的会计核算。企业自行建造不动产包

括自营建造和出包建造两种方式。无论采用何种方式，所建

工程都应当按照实际发生的支出确定其工程成本，先通过

“在建工程”账户归集，待工程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按实际

成本结转到“固定资产”账户，建造期间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

票上的进项税额可以抵扣。采用出包方式建造不动产的，“在

建工程”账户是出包方与承包方工程款结算的账户，出包方

按照合同规定依据工程完工进度支付工程款，分次取得增值

税专用发票的，分次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

对于自营建造不动产，建造期间发生的直接材料、直接

人工、直接机械施工费等，先通过“在建工程”账户归集，这可

能涉及建造过程领用生产用原材料和自产产品时增值税的

核算问题，至今尚无明确规范。按照《增值税暂行条例》的规

定，将自产（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非应税项目属于增值税视

同销售行为。笔者认为，随着“营改增”的全面推行，营业税已

经退出历史舞台，这类“非应税项目”实际已不复存在。另外，

由于不动产已纳入“营改增”范围，自营建造不动产领用生产

用原材料和自产产品，其实质与企业生产产品过程领用原材

料无差异。“在建工程”账户中的金额应为不含税价。将自产

产品用于在建工程，不再计征增值税，无需记入“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科目；将外购原材料用于在建

工程，其购进环节的进项税额不再需要进项税额转出。可见，

将自产（委托加工）货物用于非应税项目，已不再符合增值税

视同销售业务的定义。

此外，根据财税［2016］36号文附件1《营业税改征增值税

试点实施办法》，非正常损失的不动产及在建工程，所耗用的

购进货物，其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例 3：2016年 6月 2日，甲企业领用一批本企业生产的水

泥用于自建办公楼，实际成本为8万元，税务部门确定的计税

价格为10万元。甲企业的会计处理为：借：在建工程8；贷：库

存商品 8。2016年 6月 10日，工程领用生产用A原材料一批，

实际成本为 100万元；购入该批A原材料支付的增值税税额

为 17万元；未对该批A原材料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甲企业的

会计处理为：借：在建工程100；贷：原材料——A原材料100。

二、“营改增”后减少不动产的会计核算

与不动产增加业务类似，企业不动产减少的途径也有很

多，主要有出售、投资转出、对外捐赠、债务重组转出、非货币

性资产交换转出等。其中，出售不动产的会计核算最具代表

性，本文以出售不动产为例分析“营改增”对不动产减少的影

响及相关会计核算法。

根据财税［2016］36号文附件 2《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

有关事项的规定》，一般纳税人出售不动产的增值税计税方

法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为简易计税方法。一般纳税人出

售其2016年4月30日前取得或自建不动产（简称“老项目”），

可选择按简易计税方法计税。纳税人先按 5%的征收率向不

动产所在地主管地税机关预缴税款后，向机构所在地主管国

税机关申报纳税。第二种方式为一般计税方法。一般纳税人

出售 2016年 5月 1日后取得或自建不动产（简称“新项目”），

适用一般计税方法。纳税人按 5%的征收率向不动产所在地

主管地税机关预缴税款后，按11%的税率计算应纳税额扣减

预缴税款后的差额，向机构所在地主管国税机关申报纳税。

一般纳税人出售老项目也可以按照一般计税方法计缴增值

税。“营改增”后，一般纳税人出售不动产的各种情况可总结

为表1。

计税
方法

一般计
税方法

简易计
税方法

项目类型

新项目
（或老项目）

老项目

不动产
性质

非自建

自建

非自建

自建

预缴税款

税务机关

不动产
所在地
主管地
税机关

计算依据

差额预缴

全额预缴

差额预缴

全额预缴

预征率

5%

纳税申报

税务机关

机构所
在地主
管国税
机关

应纳税额

差额缴税，抵减预缴税款

全额缴税，抵减预缴税款

不缴税

税率

11%

5%

表 1 一般纳税人出售不动产

由表 1可以看出，无论是简易计税方法还是一般计税方

法，一般纳税人出售不动产产生的增值税的纳税处理均分为

两个阶段，即预缴税款阶段和纳税申报阶段。

1. 预缴税款阶段。按照不动产的性质，预缴税款的方法

分为全额预缴和差额预缴。全额预缴是以转让不动产取得的

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作为预缴税款的计算依据，计算公式

为：预缴税款=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1+5%）×5%。该方法适

用于自建不动产的出售。差额预缴是以转让不动产取得的全

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扣除不动产购置原价或者取得不动产时

的作价后的余额作为预缴税款计算依据，计算公式为：预缴

税款=（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不动产购置原价或者取得不

动产时的作价）÷（1+5%）×5%。该方法适用于非自建不动产，

如直接购买、接受捐赠、接受投资入股以及抵债等各种形式

取得的不动产，但不包括房地产开发企业自行开发的房地产

项目。预缴的增值税税款可以在当期增值税应纳税额中抵

减，未抵减完的，结转下期继续抵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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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纳税申报阶段。简易计税方法和一般计税方法的纳税

申报阶段有所区别。一般纳税人出售自建不动产依一般计税

方法计缴增值税的，以转让不动产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

用作为应缴税款的计算依据，计算公式为：应缴税款=全部价

款和价外费用÷（1+11%）×11%-已预缴税款。一般纳税人出

售非自建不动产以转让不动产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

扣除不动产购置原价或者取得不动产时的作价后的余额为

计算依据，计算公式为：应缴税款=（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

不动产购置原价或者取得不动产时的作价）÷（1+11%）×

11%-已预缴税款。一般纳税人出售不动产以简易计税方法

计缴增值税的，在向国税局申报纳税时，由于税率与预征率

相等，无须缴纳税款。需要特别注意以下两点：一是纳税人以

预缴税款抵减应纳税额时，应以完税凭证作为合法有效凭

证；二是纳税人符合按差额计算销售额（或预缴税款）条件

时，从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中扣除取得不动产时的作价的，

需要取得合法有效凭证，否则不得扣除。

例 4：2016年 6月 15日，甲企业出售 2004年外购的办公

楼，取得价税合计1000万元。外购办公楼能够取得发票，价税

合计为 31.5万元。由于出售的是外购老项目，按差额计算销

售额（或预缴税款）。企业可以选择简易计税方法计税，其会

计处理为：借：银行存款 1000；贷：固定资产清理 953.88

（1000- 46.12），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 46.12［（1000-

31.5）/（1+5%）×5%］。企业也可以选择一般计税方法计税，其

会计处理为：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已交税金）46.12

［（1000-31.5）/（1+5%）×5%］；贷：银行存款46.12。借：银行存

款 1000；贷：固定资产清理 904.02（1000-95.98），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95.98［（1000-31.5）/（1+11%）×

11%］。

例 5：2016年 6月 25日，甲企业出售 2004年自行建造的

办公楼，取得价税合计1000万元。由于出售的是自建老项目，

按全额计算销售额（或预缴税款）。企业可以选择简易计税方

法计税，其会计处理为：借：银行存款 1000；贷：固定资产清

理 952.38（1000-47.62），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 47.62

［1000/（1+5%）×5%］。企业也可以选择一般计税方法计税，其

会计处理为：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已交税金）47.62

［1000/（1+5%）×5%］；贷：银行存款47.62。借：银行存款 1000；

贷：固定资产清理900.90（1000-99.10），应交税费——应交增

值税（销项税额）99.10［1000/（1+11%）×11%］。

三、“营改增”后转让不动产使用权的会计核算

企业在持有不动产期间，可以让渡该不动产的使用权，

其出租收入属于收入要素中的“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根据

财税［2016］36号文附件 2《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事项

的规定》第九条规定，企业出租不动产的计税方法也分成两

种。一种是简易计税方法，适用于出租 2016年 4月 30日前取

得的不动产（老项目）；另一种是一般计税方法，适用于出租

2016年5月1日后取得的不动产（新项目）。“营改增”后，一般

纳税人出租不动产的各种情况可总结为表2。

如表2所示，一般纳税人出租老项目，可以选择按简易计

税方法计税。如果不动产所在地与机构所在地相同，企业按

5%的征收率向机构所在地（不动产所在地）税务机关申报纳

税；如果不动产所在地与机构所在地不同，企业按5%的征收

率向不动产所在地税务机关预缴税款后，再按 5%的征收率

向机构所在地税务机关纳税申报。由于征收率一致，无须在

机构所在地缴纳税款。一般纳税人出租新项目，应采用一般

计税方法。如果不动产所在地与机构所在地相同，企业按

11%的税率向机构所在地（不动产所在地）税务机关申报纳

税；如果不动产所在地与机构所在地不同，企业按3%的预征

率向不动产所在地税务机关预缴税款后，再按11%的税率向

机构所在地税务机关申报纳税。由于税率与预征率不一致，

企业需要补缴税款。

例 6：2016年 6月 28日，甲企业出租 2004年外购的办公

楼，按月收取租金，每月租金价税合计10万元。企业可以选择

简易计税方法计税，其每月的会计处理为：借：银行存款 10；

贷：其他业务收入 9.52（10-0.48），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

0.48［10/（1+5%）×5%］。

企业也可以选择一般计税方法。如果不动产所在地与机

构所在地相同，其每月的会计处理为：借：银行存款 10；贷：

其他业务收入 9.01（10-0.99），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

项税额）0.99［10/（1+11%）×11%］。如果不动产所在地与机构

所在地不同，其每月的会计处理为：借：应交税费——应交增

值税（已交税金）0.29［10/（1+3%）×3%］；贷：银行存款 0.29。

借：银行存款10；贷：其他业务收入9.01（10-0.99），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0.99［10/（1+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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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税方法

项目类型

不动产所在
地与机构所
在地

征缴方式

一般计税方法

新项目（或老项目）

相同

按11%税率
向机构所在
地（不动产
所在地）申
报缴纳

不同

按3%预征
率向不动产
所在地预缴

按11%税率
向机构所在
地申报

简易计税方法

老项目

相同

按5%征收
率向机构所
在地（不动
产所在地）
申报缴纳

不同

按5%征收
率向不动产
所在地预缴

按5%征收
率向机构所
在地申报

表 2 一般纳税人出租不动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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