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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不动产用途改变涉及进项税额抵扣的问题，财税［2016］36号文件等“营改增”方面的文件对其操作方法和要

求进行了规定。本文通过设置专门会计科目，探讨不动产用途改变形成的不得抵扣（或可抵扣）进项税额对该固定资产后

续期间折旧损益影响的会计处理方法，以期为会计实务工作者处理该类业务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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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改增”后不动产用途改变

会计处理之政策解读

一、“营改增”对不动产用途改变业务的政策规定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

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规定：2016年 5月 1日起，

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建筑业、房

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等全部营业税纳税人，由缴纳营

业税改为缴纳增值税。该文件附件 2（《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

点有关事项的规定》）对不动产增值税进项税额（不含财税

［2016］36号文件规定的除外情形，下同）的规定主要包括三

个方面：①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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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进项税额自取得之日起分 2年从销项税

额中抵扣（分期抵扣），第一年抵扣比例为 60%，第二年抵扣

比例为 40%；②已抵扣进项税额的不动产，发生不得从销项

税额中抵扣情形的（包括非正常损失，改变用途，专用于简易

计税方法计税项目、免征增值税项目、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

费等），应从当期进项税额中扣减其不得抵扣进项税额；③取

得时不得抵扣且未抵扣进项税额的不动产，其用途改变为允

许抵扣进项税额的应税项目时，可在改变用途下月抵扣该不

动产相应的进项税额。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不动产进项税额分期抵扣暂

行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15号，以下简

称“15号公告”）规定：取得符合可抵扣进项税额条件的不动

产，后改为不得抵扣进项税额用途项目，应在用途改变当期

按如下公式确定其不得抵扣进项税额，即不得抵扣进项税额

=（已抵扣进项税额+待抵扣进项税额）×不动产净值率，其

中，不动产净值率=（不动产净值÷不动产原值）×100%。对不

得抵扣进项税额小于或等于该不动产已抵扣进项税额的，将

该不得抵扣进项税额从当期进项税额中扣减；不得抵扣进项

税额大于其已抵扣进项税额的，首先将该不动产已抵扣的进

项税额从当期进项税额中扣减，不得抵扣进项税额与已抵扣

进项税额的差额则从其待抵扣进项税额中扣减。对取得的不

得抵扣且未抵扣进项税额的不动产，改变为允许抵扣进项税

额用途，应按“增值税扣税凭证注明或计算的进项税额×不动

产净值率”计算其允许抵扣的进项税额，从用途改变次月起

按不动产分期抵扣进项税额规定进行抵扣。财税［2016］36号

文件规定，上述两种计算方法中不动产净值、原值均指纳税

人根据财务会计制度确定的金额。

二、不动产用途改变业务的会计处理

（一）不动产用途改变业务固定资产原值会计处理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4号——固定资产》（CAS 4）规

定，“固定资产”科目用于核算固定资产的原值，除发生“固定

资产更新改造等后续支出”外，不得调整其原值。不动产固定

资产用途发生改变，其已抵扣进项税额转为不得抵扣或不能

抵扣且未抵扣进项税额转为可抵扣，显然，该类业务不属于

固定资产会计准则中需调整原始价值的情形。因此，笔者以

为，不动产用途发生改变时，在会计处理上，原值不作调整，

仅需通过固定资产明细科目调整予以反映即可，其分录为：

借：固定资产——××（新部门、新用途等）（按原值计量）；贷：

固定资产——××（原部门、原用途等）（按原值计量）。

（二）不动产用途改变业务增值税会计处理

不动产用途改变导致与其相关的进项税额不得抵扣或

允许抵扣时，15号公告要求企业建立不动产台账对其进行

记录与管理。由于台账不属于会计核算中的账簿系统，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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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为加强管理、更加详细地了解某方面的信息而设置的一

种辅助账簿。不动产用途改变涉及进项税额不得抵扣或允许

抵扣事项。由于不动产及其进项税额涉及金额一般都较大，

对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影响大。因此，笔者以为，对该类

业务仅通过相关台账进行记录是不够的，还应设置专门科目

对本类业务涉及的进项税额进行核算，为财务报表使用者提

供更全面的会计信息。

1. 不动产用途改变业务增值税业务分析。笔者以为，根

据 15号公告，不动产用途改变业务，涉及的不得抵扣进项税

额或可抵扣进项税额将影响企业后续期间与该固定资产折

旧相关的损益计算。具体分析如下：对取得包含可抵扣进项

税额不动产时，其账面原值中不含可抵扣进项税额，之后用

途改变，成为不得抵扣进项税额项目，根据15号公告，此时需

按相关公式确定其不得抵扣进项税额。此时，如果等价重置

与其用途和功能相同的不动产，由于该不动产不得抵扣进项

税额，重置该不动产原始价值中应包含该不得抵扣进项税

额，在折旧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很明显，后续期间原不动产固

定资产折旧额小于重置不动产固定资产折旧额，该笔不得抵

扣进项税额使后续期间与其固定资产相关的折旧损益增加。

同理，当取得的不动产属于不得抵扣进项税额用途时，其原

值中包含不得抵扣进项税额，在用途改变为可抵扣进项税额

项目时，该笔可抵扣进项税额会使后续期间与其固定资产相

关的折旧费用减少。

2. 不动产用途改变业务增值税会计处理方法。如前文所

述，不动产用途改变不属于CAS 4中规定的需调整其账面原

值的业务，那么如何核算不动产因用途改变，其不得抵扣或

可抵扣进项税额对后续期间该不动产折旧的影响呢？笔者以

为，可以借鉴“递延收益”科目设置及核算方法，对该类业务

进行会计处理。

（1）已抵扣进项税额不动产用途改变为不能抵扣进项税

额项目。对该类不动产用途改变业务，根据15号公告，在用途

改变当期，按相关计算公式确定其不得抵扣进项税额，至于

该不得抵扣进项税额对不动产后续期间折旧费用的（增加）

影响，笔者以为可设置“递延费用”科目用以归集和分摊。该

科目属于资产类科目，借方用于核算不动产用途改变当期，

其不得抵扣进项税额对该固定资产后续期间折旧费用的（增

加）影响总额。

根据 15号公告，在用途改变当期，对不得抵扣进项税额

小于或等于已抵扣进项税额的，以其不得抵扣进项税额扣减

该不动产已抵扣进项税额，对该部分不得抵扣进项税额，应

将其归集记入“递延费用”科目借方，其会计分录为：借：递延

费用；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对不得

抵扣进项税额大于已抵扣进项税额的，该笔不得抵扣进项税

额首先扣减已抵扣进项税额，超过已抵扣进项税额的差额部

分，则扣减该不动产待抵扣进项税额，这类情况同样需将全

部不得抵扣进项税额归集到“递延费用”科目借方，其会计分

录为：借：递延费用；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转出）、——待抵扣进项税额。

在后续期间，不动产固定资产分期计提折旧时，将其用

途改变当期归集的“递延费用”（借方），采用与固定资产折旧

相同的方法分期进行摊销，用以调整各期折旧额，此时，通过

“递延费用”科目贷方核算，其会计分录为：借：管理费用等；

贷：递延费用。该科目期末余额在借方，表示不动产因用途改

变，尚未摊销的不得抵扣进项税额对该固定资产折旧的增加

调整额。

（2）不得抵扣且未抵扣进项税额不动产用途改变为可抵

扣进项税额项目。15号公告规定，在本类情形下应按相关公

式计算与该不动产相关的可抵扣进项税额，从改变用途次月

开始按规定分期抵扣（当月抵扣进项税额为其可抵扣额的

60%，以此起算第 13个月再抵扣剩余的 40%）。不动产用途发

生改变，其可抵扣进项税额对后续期间固定资产折旧损益的

（减少）影响，笔者以为可以通过“递延收益”科目进行归集和

摊销。该科目属于负债类科目，不动产用途改变，符合可抵扣

进项税额条件的次月，根据计算确定的可抵扣进项税额归集

计入本科目贷方，其会计分录为：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

税（进项税额）、——待抵扣进项税额；贷：递延收益。

后续期间（包含改变用途下期），计提该固定资产折旧

时，分期摊销“递延收益”，调整各期折旧额，其会计分录为：

借：递延收益；贷：生产成本等。该科目期末余额在贷方，表示

不动产因用途改变，尚未摊销的可抵扣进项税额对该固定资

产折旧的减少调整额。

（三）不动产用途改变业务所得税会计处理

1. 递延收益、递延费用所得税会计处理。本文提出“递延

收益”科目，是基于“营改增”文件规定不动产用途改变，使其

进项税由不得抵扣转为可抵扣进项税额，用以核算该可抵扣

进项税额对不动产后续期间折旧的（减少）调整。其性质为负

债，不属于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收入，在后续摊销期间，用以

抵减各期计提固定资产折旧成本，根据“负债计税基础=账面

价值-以后期间应纳税所得额允许扣除金额”计算递延收益

的计税基础。

目前，税法并未对本文讨论的“递延收益未来期间调减

不动产固定资产各期折旧损益”是否允许扣除进行规定，根

据“税法没有明确规定时遵循财会处理”原则，应以财务会计

规定为依据，即该“递延收益”以后期间应纳税所得额允许扣

除金额为零，其计税基础等于账面价值。同样，本文“递延费

用”科目属于资产类科目，目前我国会计准则中没有该科目，

税法亦无对于此类递延费用业务的规定。因此，笔者分析后

认为，参照“递延收益”科目，“递延费用”计税基础同样等于

其账面价值。可见，本文不动产用途改变使其进项税额不得

抵扣或允许抵扣，属于“营改增”新业务，由于目前企业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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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法尚未对此类业务作出规定，只能暂按财务会计制度进行

处理，因此，本文引入的“递延收益”、“递延费用”均不存在递

延所得税差异问题。

2. 不动产固定资产所得税会计处理。《企业所得税法》规

定：“除固定资产发生改扩建应根据改扩建业务重新确定的

成本作为其新的计税基础外，……初始取得固定资产时，一

般以历史成本或公允价值加上相关税费作为其计税基础。”

因此，本文不动产用途改变并不调整该不动产的计税基础。

可见，根据本文会计处理设计，用途改变导致其进项税额调

整，并不影响该不动产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和计税基础的确

定，仍以初始取得该固定资产时的账面原值和计税基础为基

准，确定后续各期的账面价值和计税基础，以此确定各期的

递延所得税和进行所得税会计处理。

三、案例解析

某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企业（非房地产开发企业），2016年

6月购置一栋五层精装酒店，用于对外提供租住服务，取得增

值税专用发票，并已通过认证，购置价款为5000万元、增值税

为 550万元，不考虑其他税费，当月即投入使用。预计该酒店

折旧年限20年，不考虑残值，采取平均年限法折旧。经营1年

后（2017年 6月），因酒店业绩欠佳，企业股东会决议将该酒

店改为公司管理层、科研专家及杰出员工等个人奖励住房，

但产权不发生转移。假设所得税法规定的折旧年限、折旧方

法、净残值与企业会计一致。

1. 不动产取得当期会计处理。本例中，取得该经营用不

动产的时间为全面“营改增”后，根据相关规定，该不动产的

进项税额可以抵扣，且应分期抵扣，即取得当月（2016年 6

月）抵扣进项税额330万元（550×60%），以此起算，第13个月

（2017 年 6 月）再抵扣剩余可抵扣进项税额 220 万元（550×

40%）。初始取得该固定资产的原始价值，以不含税价款5000

万元入账；对其分期抵扣进项税额，当期可抵扣部分记入“应

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明细科目，待抵扣部分

则记入“应交税费——待抵扣进项税额”明细科目。

综上，取得该不动产固定资产时，其会计分录为：借：固

定资产——酒店50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330、——待抵扣进项税额220；贷：银行存款5550。可见，该不

动产固定资产原值为 5000万元，在后续期间，均应以此原值

为基准计提折旧。

2. 不动产用途改变当期增值税会计处理。2017年 6月，

该不动产由经营用途改为个人奖励住房，属“营改增”文件规

定的不得抵扣进项税额情况，根据 15号公告的规定，在其用

途改变当期，按相关公式确定其不得抵扣进项税额，即为

522.5万元［（5000-5000÷20）÷5000×550］，对该笔不得抵扣

进项税额，首先扣减初始取得不动产时已抵扣的进项税额

330万元，剩余部分192.5万元（522.5-330），则从其待抵扣进

项税额220万元（550×60%）中扣减，由此，剩余待抵扣进项税

额为 27.5万元（220-192.5）。根据本文上述的科目设置与核

算方法，该不动产用途改变当期，其会计分录为：①借：固定

资产——特定职工公寓 5000；贷：固定资产——酒店

5000。②借：递延费用 522.5；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进项税额转出）330、——待抵扣进项税额192.5。

截至 2017年 6月，该不动产用途改变当期，该固定资产

累计计提折旧为 250万元（5000÷20），账面价值为 4750万元

（5000-250）。在后续期间，根据该固定资产在新用途下的使

用方式、使用情况及预期经济利益实现方式等，重新预计其

折旧年限、净残值等，选择相应折旧方法计提折旧，但是其折

旧基数仍然是以其账面价值（原值-累计折旧）为基准确定，

并未因为其用途改变而变化。

3. 不动产用途改变后续期间会计处理。假设该不动产固

定资产后续折旧年限、净残值均未发生变化，以2017年7 ~ 12

月（半年）为例，该期间计提折旧共125万元（5000÷20÷2），根

据配比原则，“递延费用”应同步摊销，以调整该期间固定资

产折旧损益，其金额为13.75万元（522.5÷19÷2）（从该不动产

用途改变起算，其剩余折旧期为19年），上述业务的会计分录

为：①借：管理费用 125；贷：累计折旧 125。②借：管理费用

13.75；贷：递延费用13.75。

4. 不动产用途改变当期所得税会计处理。如前文所

述，不动产用途改变，其不得抵扣（或可抵扣）进项税额并不

影响固定资产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本例中，该固定资产仍

按初始取得原值及累计折旧额确定账面价值，同理，亦以取

得不动产时计税基础减去累计折旧额确定其计税基础。本

例假设两者在折旧年限、折旧方法和净残值方面一致，因

此，在改变用途当期，其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相等，均为

4750万元（5000-250），不存在递延所得税。同样，对于“递

延费用”，因所得税法尚未对此进行规定，暂按会计制度确

定计税基础，因此在不动产用途改变当期，“递延费用”的账

面价值与其计税基础相同，均为 522.5万元，不存在递延所

得税。

需要说明的是，2017年 7月该不动产用途改变，由于该

业务涉及的不得抵扣进项税额较大，将对该固定资产后续期

间折旧损益产生影响，因此，应在 2017年资产负债表附注中

对该事项进项披露，并说明其会计处理方法及对后续期间折

旧损益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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