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污水处理BOT项目税收政策变动风险及应对措施

【摘要】2015年污水处理行业税收政策的变化会对项目经营方在特许期内的经营收益产生影响，进

而影响BOT模式的应用。通过对佛山市三水污水处理BOT项目的经营数据进行模拟，以净现值、内含报

酬率作为项目收益评价标准，分析税收政策变化对项目经营期收益的影响程度，并得出合理的征税政策

和税收优惠政策是控制项目收益水平的重要措施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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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节奏不断加快以及对

城市建设水平的要求不断提高，我国城市的公用基

础设施建设已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时

期，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使公共财政面临巨

大缺口，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模式成为

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方式。PPP模式的形式众多，其

中 BOT（Build-Operate-Transfer）在我国的应用范

围较广、发展较为成熟。BOT模式下，特许经营方在

特许期内要负责项目的设计、融资、建设、运营以及

日常维护等工作，并通过收取服务费的方式来回收

成本、偿还债务、赚取利润，在特许期结束后按照约

定将项目所有权移交给政府。

2015年6月，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

〈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增值税优惠目录〉的通

知》（财税［2015］78号）规定，自当年下半年开始，取

消原先污水处理、再生水等的免征增值税政策，分别

改为先征后返 70%和 50%，即需要实际缴纳 30%和

50%的增值税。污水处理行业免征增值税的传统被

打破，企业的税收负担将会加重，这对本来就利润薄

的污水处理行业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很多

受此影响的企业正以BOT模式运行污水处理厂，这

无疑会对社会资本方参与基础设施投资的热情产生

影响。因此，通过数据模拟估计税收政策变化对污水

处理项目经营收益的影响，为政府相关部门制定合

理的税收优惠政策提供决策依据。合理的收益能够

吸引社会资本方的积极参与，也有利于BOT模式的

推广应用。

一、BOT项目的税收政策研究与政策变动的

影响

（一）BOT项目税收政策的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对项目的涉税问题关注角度与国内研

究略有不同。Badawi和 Ibrahim（2003）认为，BOT作

为一种新兴的实体模式，需要制定单独的会计和审

计标准以及税收政策来对其进行管理。Paul（2004）
则聚焦于PPP项目中有关资本化折旧的抵税问题，

指出通过改变合同的关键部分和提供服务的方式可

以使项目的实际税负大大降低。Gallardo（2012）认为

税收效应会影响项目融资方式的选择。Zhang 等
（2012）建立了一个交通运输公私合营项目的决策模

型来研究税收和成本结构对投资可行性的影响，发

现政府承诺的时机和力度对项目的稳定性具有重要

影响，政府对于税率等关键变量承诺的越早，越有利

于项目的成功建设。

目前，我国并未单独建立针对BOT项目的税收

体系，BOT项目的税费征收是按照项目所处的行业

实施的。我国对此的研究大多是针对BOT项目涉及

行业的涉税科目及其享受的国家税收优惠政策的研

究。陈赋才（2013）分析了我国有关的税收法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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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T项目的会计处理、营业税的纳税处理以及企业

所得税的纳税处理的规定，重点剖析了施工企业的

会计和税务处理。卫晋芳（2014）则重点关注了路桥

施工企业在投资高速公路BOT、BT、TOT项目时应

关注的印花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等涉税问题及政

策。樊其国（2015）系统地梳理了包括BOT方式在内

的公私合作制在我国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

（二）污水处理项目税收政策变动的影响

2015年 7月 1日之前，污水处理BOT项目在我

国可以享受的税收优惠主要体现在增值税免征和所

得税“三免三减半”两方面。随着财税［2015］78号文

件的实施，污水处理收入需要缴纳增值税，但实施先

征后返70%的税收优惠。这意味着，在不对污水处理

费价格进行调整的情况下，污水处理厂每取得 100
元的污水处理费收入，就会产生17元的增值税销项

税额，若其对应的增值税进项税额为 3.6元，则应缴

纳增值税 13.4元；还应缴纳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地

方教育费附加以及水利基金，其税率分别为 7%、

3%、2%、1%，共计 1.74元；之后增值税应当返还 70%
即 9.38元（随主税计征的附加费并不随主税的返还

而返还），则实际缴纳增值税 4.02元。收到的增值税

税收返还款项属于政府补助，会计上计入营业外收

入，使得企业所得税增加1 元，而附加费会使企业所

得税少交0.44元，因此企业所得税净增加0.56元。上

述分析的计算过程如表1所示：

表1显示，项目公司每取得100元污水处理费收

入，缴纳的税费共计6.32元。可见，实施财税［2015］78
号文件使污水处理企业的税负增长了约六个百分

点，这对污水处理BOT项目的收益影响可见一斑。

如果考虑到整个特许经营期，累积的影响会更大。

二、税收政策对项目收益的影响

（一）经营方特许期内的收益评价

污水处理BOT项目的中标企业（经营方）在预

定的特许经营期内负责项目的建设与运营，政府部

门通过采购行为按照双方确定的污水处理价格和业

务量支付服务费。对BOT项目经营方特许期的收益

进行评价时最常用的方法是净现值（NPV）法，本文

通过计算项目的NPV，判断增值税税收政策变动对

项目价值的影响。不同税收政策下污水处理BOT项

目的NPV计算模型如下所示：

NPV= ∑
t =Tb+ 1

Tc CIt -COt - ITt

(1 + r)t
-∑

t = 0

Tb It
(1 + r)t

（1）

NP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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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中：Tb为项目建设期；Tc为项目特许经营期；

CIt为每年污水处理费收入；COt为每年为污水处理

而投入的原材料等的成本；VAt为每年实际缴纳的

增值税；ITt为每年缴纳的企业所得税；It为项目的建

设投资支出；r为根据融资成本确定的项目折现率。

模型（1）为财税［2015］78号文件实施之前项目

净现值，模型（2）为财税［2015］78号文件实施之后

项目净现值。由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

附加以及水利基金等附加费占污水处理费收入的比

重相对较小，因此本文为简化计算，暂不考虑附加费

及其他税费对项目收益的影响。

受项目经营期间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计算评

价指标时所使用的一些参数为不确定性变量，比如：

污水处理量会在一定范围内波动；受通货膨胀等因

素的影响，材料等运营成本会发生波动；公私部门会

对特许价格进行动态调整。当这些不确定性变量

在正常范围内波动时，通过Monte Carlo模拟可以

得出特许期内项目NPV的分布状况。本文进行税收

政策影响的测算时，主要使用NPV指标经过Monte
Carlo模拟后得到的均值来分析问题。

（二）案例背景和项目参数

佛山市三水污水处理BOT项目建设期为两年，

资金投入分别为第一年 6000万元，第二年 5500万
元；在第三年投入500万元的流动资金，于2006年正

式开始运营，特许经营期为25年。项目建成后，预计

污水处理量为 10万吨/日，项目的特许价格为 0.85
元/吨，预期的年运营收入为 3102.5万元，由佛山市

项 目

增值税销项税额

应缴纳增值税税额

四项附加费

增值税税收返还

实际缴纳的增值税

税收返还使企业所得税
增加金额

附加费使企业所得税减
少金额

企业所得税净增加金额

实际缴纳的税费合计

金额（元）

17（100×17%）

13.4（17-3.6）

1.74［13.4×（7%+3%+2%+1%）］

9.38（13.4×70%）

4.02（13.4-9.38）

1（4.02×25%）

0.44（1.74×25%）

0.56（1-0.44）

6.32（4.02+1.74+0.56）

表 1 增值税税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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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相关部门按处理量支付给项目公司。项目的运

营成本包括：年水费4.2万元、年电费415.48万元、年

药剂费 108万元、年污泥处置费 130万元；工资福利

费用为 68万元/年；每年设备的维修保养费一般按

照设备投资额的5%计提，金额为192.5万元；每年设

备大修费和管道维护费一般按设备投资额的 2%计

提，金额为77万元；每年按上述各项费用之和的5%
计提其他费用。借鉴边军等（2009）对污水处理项目

设备折旧年限归类统计的结果，计算三水污水处理

项目各类设备的价值，并估计项目的年折旧额。为简

化计算，本文采取直线法计提折旧，假设期末无残

值，设备提足折旧后立即进行更新重置，计算结果如

表2所示：

考虑到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对项目不确定性

参数的分布函数界定如表 3所示。项目的基准收益

率根据决策时点中国人民银行长期贷款利率 6.12%
上浮 10%后确定为 6.732%。将项目参数代入评价模

型，使用水晶球软件对参数进行 10000次迭代的蒙

特卡洛模拟，得出税收政策影响下项目各年度的累

积NPV的均值。

目前，我国污水处理企业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税

率为25%，税收优惠政策为“三免三减半”。在不考虑

增值税政策变化的情况下，通过参数模拟，得出项目

的静态投资回收期为 8.23年，动态投资回收期为

14.51年，特许期内的NPV均值为 3748.01万元，内

含报酬率（IRR）为 10.17%，如表 4中的情境 1所示。

这些指标反映出BOT模式下私人投资者愿意参与

污水处理项目的建设与经营期望实现的收益水平。

（三）增值税新政对项目收益的影响

财税［2015］78号文件规定，对污水处理费收入

征收17%的增值税，但先征后返70%。在不确定性参

数正常波动范围内，通过蒙特卡洛模拟得到项目各

年累积NPV均值，如表4情境2所示。

增值税税收政策变动将导致该项目的静态投资

回收期延长到8.62年，动态投资回收期延长到15.72
年；NPV下降为2851.85万元，IRR下降为9.40%。由

此可见，增值税政策的变化对污水处理BOT项目特

许期内的收益水平产生了较大影响，延长了私人投

资者回收投资的期限，税负的增加使经营方的绝对

额收益减少了近 900万元，这对吸引社会资本方参

与项目投资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四）税收优惠政策对项目收益的影响

在增值税新政实施后，污水处理项目主要的税

收负担来自于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两大税种。如果

没有这两项税负，该项目在特许期内的NPV将达到

6634.23万元，IRR达到 12.11%，如表 4情境 5所示。

对基础设施项目而言，无税环境下项目相对较高的

收益水平意味着存在一定的社会福利损失，有悖于

项目所具有的公益性特点。因此，采取征税的方式，

通过合理的税收政策将项目的收益水平控制在合理

的范围内是必要且可行的。

在征收企业所得税但无税收优惠的情况下，特

许期内项目的 NPV 降为 2374.27 万元，IRR 降为

8.84%，如表4情境3所示。在加征增值税且也没有税

收优惠的情况下，两税影响下该污水处理项目特许

期内经营方的NPV下降为-322.77万元，IRR只有

6.42%，如表4情境4所示，这一收益水平显然是经营

者无法接受的。可见，对于污水处理项目而言，每个

税种对项目收益的影响都较大，如果想让BOT模式

下项目具有财务可行性，政府相关部门必须采取给

予税收优惠、延长特许经营期或对特许价格进行调

整等手段来提高项目的收益水平。从情境2和情境4
的对比结果来看，政府部门提供的税收优惠政策大

大降低了污水处理项目经营方的税收负担，保证了

特许期内项目的财务可行性。

通过合理制定税收优惠措施，既能避免项目公

司获得超额收益，又可以保证项目的财务可行性，进

而吸引社会资本方更多地参与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

与经营，提高社会福利。

折旧年限
（年）

5
6
9
11
16

小计

占设备价值的
比例

1.9%
0.4%

26.2%
66.7%
4.8%
100%

设备价值
（万元）

73.15
15.40

1008.70
2567.95
184.80

3850.00

年折旧额
（万元）

14.63
2.57

112.08
233.45
11.55

374.28

参 数

单位特许价格（元/
吨）

预计日均处理量
（吨）

水电、药剂、污泥处
理成本（万元/年）

其他成本
（万元/年）

随机变量分布

正态分布（均值=0.85，标准差=
0.085）
正态分布（均值=100000，标准差=
10000）
均匀分布（最小值=637.95，最大值
=677.41）
均匀分布（最小值=375.64，最大值
=398.88）

表 2 三水污水处理厂设备折旧统计

表 3 项目参数的分布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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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税收政策变动风险的应对措施

根据前期研究成果中关于PPP项目风险公平分

担的原则，政策变动风险对经营方特许期内造成的

损失，应主要由政府部门进行补偿，通常会采取一定

的调价机制或延长项目的特许期。就本案例项目而

言，为了保证经营者在特许期内获得与税收政策变

动之前相同的收益水平，经过数值测算发现：如果采

取延长特许期的方式，从绝对收益指标NPV来看，

需要将项目特许期延长到 29年才能保证实现原预

期收益；从相对收益指标 IRR来看，需要将特许期

延长到 33年；如果采取调整特许价格的方式，在特

许期不变时需要将价格上调4%。

对于这两种风险应对措施，虽然由政府出面保

障了经营者的收益，但最终政策变动

的风险转嫁到了消费者身上，要么延

长了消费者使用公共产品或接受服务

的付费期限，要么提高了消费者使用

公共产品或接受服务的单位成本。比

较而言，调整特许价格的影响面较大，

容易引起消费者集体不满；而延长特

许期体现的是谁受益谁付费的原则，更

容易被消费者接受。

五、结论

财税［2015］78号文件规定的污水

处理业务增值税政策，对已实施的污

水处理BOT项目特许期内经营方的收

益水平产生了负面影响，为保障经营

方能实现预期的收益，可能会引发公

私部门之间的再谈判，可考虑采取延

长项目特许期的措施。

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对BOT项目

特许期内的收益水平均具有重大影

响，合理的征税是控制特许期内项目

收益水平的重要手段。税务部门应在

进行充分测算的基础上，本着共赢的

理念，合理制定税收优惠政策，使税收

政策成为调节公共项目收益的有效手

段。这有助于提高社会资本方在我国

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的投资积极

性和投资效率，最终提高社会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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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期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内含
报酬率

情境1
所得税政策

NPV
-6000.00

-11153.09
-11592.01
-9901.25
-8313.87
-6833.52
-5584.20
-4456.67
-3371.20
-2457.57
-1603.98
-1299.20
-583.16
-982.19
-330.11
288.08
865.25

1380.95
1827.94
2301.68
2467.40
2883.69
3257.83
3623.66
3427.77
3748.01

10.17%

情境2
加征增值税

NPV
-6000.00

-11153.09
-11592.01
-9988.83
-8483.66
-7080.02
-5893.77
-4825.49
-3795.29
-2926.26
-2114.35
-1848.52
-1169.08
-1602.38
-982.44
-394.43
154.55
643.89

1066.24
1516.84
1660.88
2056.84
2411.86
2759.83
2547.24
2851.85

9.40%

情境3
所得税无优惠

NPV
-6000.00

-11153.09
-11592.01
-10246.98
-8984.35
-7806.52
-6699.51
-5705.80
-4744.95
-3831.32
-2977.73
-2672.95
-1956.91
-2355.94
-1703.85
-1085.66
-508.50

7.21
454.19
927.94

1093.66
1509.94
1884.08
2249.92
2054.02
2374.27

8.84%

情境4
两税无优惠

NPV
-6000.00

-11153.09
-11592.01
-10465.74
-9408.61
-8422.57
-7495.76
-6671.31
-5868.38
-5103.42
-4388.77
-4213.83
-3619.78
-4133.05
-3588.11
-3070.51
-2587.29
-2159.48
-1794.61
-1398.00
-1304.56
-956.04
-645.62
-339.33
-590.87
-322.77

6.42%

情境5
无两税时

NPV
-6000.00

-11153.09
-11592.01
-9901.25
-8313.87
-6833.52
-5441.89
-4180.56
-2970.46
-1821.70
-748.61
-238.96
669.83
451.28

1272.68
2049.98
2775.54
3429.99
4006.42
4601.89
4881.71
5404.99
5879.91
6339.80
6231.71
6634.23

12.11%

表 4 特许期内项目累积NPV均值 金额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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