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为进一步规范“营改增”后增值税会计处理，财政部于2016年7月8日发布《关于征求〈关于

增值税会计处理的规定（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但该规定将增值税简易计税办法纳入一般计税办法

核算体系中，存在不完善之处。财政部于2016年12月3日发布的《关于印发〈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的通

知》将增值税简易计税办法和一般计税办法作为两个独立的核算体系。本文对包括房地产行业在内的增

值税相关会计科目体系进行阐释，以期为“营改增”后增值税相关会计处理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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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改增”后房地产业增值税相关科目设置浅见

一、背景

自 2016年 5月 1日起，“营改增”试点在全国范

围内全面推开，为进一步规范增值税会计处理，促进

《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

［2016］36号）的贯彻实施，财政部于2016年7月8日
公布了《关于征求〈关于增值税会计处理的规定〉意

见的函》（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

对增值税明细科目及专栏的设置、增值税相关业务

的日常核算以及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列示等均做

出了说明。既沿袭了现行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

定，又根据新业务的实际需求补充、增设了新的会

计科目及专栏，为增值税会计处理的规范化指明了

方向。但是，《征求意见稿》忽视了“营改增”所涉及

的房地产业、建筑业、金融业和部分生活服务业之

间的行业差别，难以解决某一行业的特殊问题，对增

值税相关会计科目体系的构建仍存在不完善之处。

根据《增值税暂时行条例》、《营业税改征增值税

试点有关企业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2］13号）以

及财税［2016］36号文件等有关规定，《征求意见稿》

对增值税相关会计科目的设置如右表所示：

在该会计科目体系中，除“应交税费”一级科目

下增设“预缴增值税”、“待抵扣进项税额”、“待认证

进项税额”和“待转销项税额”等二级科目外，还专设

了“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简易计税）”科目，将

简易计税办法和一般计税办法都纳入增值税一般纳

税人会计科目体系中。2016年 12月 3日，财政部发

布《关于印发〈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的通知》（财税

［2016］22号），将增值税简易计税办法和一般计税

办法作为两个独立的核算体系，该做法与笔者想法

一致。

本文将结合“营改增”后房地产业相关的税收法

规、房地产企业会计实务及纳税申报三个方面，对包

括会计科目设置、具体业务处理在内的增值税会计

核算体系进行阐释。

一级科目

应交税费

二级科目

应交增值税

未交增值税

预缴增值税

待抵扣进项税额

待认证进项税额

待转销项税额

三级科目

进项税额

销项税额

进项税额转出

销项税额抵减

已交税金

减免税款

出口退税

简易计税

转出多交增值税

转出未交增值税

《征求意见稿》中增值税相关会计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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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营改增”后房地产业增值税相关会计科目

体系

（一）“营改增”后房地产业面临的增值税新问题

1. 房地产业新项目和老项目的划分问题。《房

地产开发企业销售自行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增值税征

收管理暂行办法》（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年第 18
号）中明确规定：“房地产老项目是指：（一）《建筑工

程施工许可证》注明的合同开工日期在 2016年 4月
30日前的房地产项目；（二）《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未注明合同开工日期或者未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

可证》但建筑工程承包合同注明的开工日期在2016
年4月30日前的建筑工程项目。”除此之外的项目为

房地产新项目。一般纳税人销售自行开发的房地产

老项目，可以选择适用简易计税办法按照5%的征收

率计税。房地产项目开发周期较长，对于正在开发的

老项目，因为前期的开发成本无法取得增值税专用

发票进行抵扣，绝大多数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只能选

择简易计税办法计算缴纳增值税。因此，房地产开发

企业就可能存在老项目采用简易计税办法而新项目

采用一般计税办法的情况。

2. 增值税预缴问题。由于房地产项目开发周期

较长，为了平衡税收，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年第

18号文件规定：一般纳税人采取预收款方式销售自

行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应在收到预收款时按照3%的

预征率预缴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应在取得预收款的

次月纳税申报期向主管国税机关预缴税款。

根据上述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增值税纳税

义务尚未发生之前就应当预先缴纳增值税，打破了

税法中纳税义务发生才申报缴纳增值税的规定，从

而出现了房地产开发企业预缴增值税的新问题，并

且采用简易计税办法的老项目和采用一般计税办法

的新项目均应预缴增值税。

在纳税申报环节，根据财税［2016］36号文件规

定，自行开发的房地产开发企业（一般纳税人）销售

自行开发的房地产项目需要按照 3%的预征率在项

目所在地预缴税款，预缴后在机构所在地申报纳税。

所以，跨地区经营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可能面临先在

项目所在地预缴税款，而后在机构所在地申报纳税

的问题。

上述问题必然会对“营改增”后房地产业增值税

相关会计科目的设置产生重大影响。

（二）房地产业增值税相关会计科目设置原则

结合“营改增”的相关税收政策、纳税申报实践

以及房地产企业自身的行业特点，本文认为，可以将

老项目简易计税办法和新项目一般计税办法作为两

个独立的核算体系，并以此重新构建房地产业增值

税相关会计科目体系。原因如下：

1. 房地产老项目不适用增值税一般计税办法。

根据《征求意见稿》规定，增值税一般纳税应在“应交

税费——应交增值税”科目下设置“进项税额”、“销

项税额”、“进项税额转出”、“已交税金”、“出口退税”、

“转出多交增值税”和“转出未交增值税”等专栏，月

度终了，企业应将当月应交未交增值税额从“应交税

费——应交增值税”科目转入“应交税费——未交增

值税”科目，进而构建一般纳税人增值税核算体系。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简易计税办法）通过“应

交税费——应交增值税”科目对增值税进行核算。

“营改增”后，房地产老项目采用简易计税办法

计算缴纳增值税，不需要考虑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

的问题，不适用增值税一般计税办法，完全可以参照

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核算方法，在一般纳税人增

值税核算体系之外单独对采用简易征收办法的老项

目设置会计科目。《征求意见稿》将增值税一般计税

办法和简易计税办法合并，通过增设“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简易计税）”科目将简易计税办法纳入

一般计税办法的核算体系中。

2. 老项目简易计税办法本质上是一种过渡政

策。房地产项目开发周期较长，已经开发的项目无法

取得前期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抵扣，对老项目采

用增值税一般计税办法显然是行不通的，只能采用

征收率为5%的增值税简易计税办法（原营业税税率

为 5%）。所以，从本质上来说，房地产老项目采用简

易计税办法是一种过渡政策，随着老项目的逐渐完

工交付，房地产企业（一般纳税人）的简易计税办法

将在几年后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最终全部采用增值

税一般计税办法。

3. 增值税简易计税办法和一般计税办法分开

更有利于纳税申报。“营改增”后，增值税纳税申报表

也进行了相应的修改。在现行的增值税纳税申报表

（一般纳税人适用）主表中，“税款计算”部分大致可

以分为两部分：从“销项税额”（第 11行）到“应纳税

额”（第19行）为增值税一般计税办法计算的应纳税

额；“简易计税办法计算的应纳税额”（第21行）为简

易计税办法计算的应纳税额。“应纳税额合计”（第

24行）为上述两项的合计数，即两种计税办法先分

别计算，后得到合计数。

因此，两种计税办法分别核算更有利于填列增

值税纳税申报表的相关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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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房地产业增值税相关会计科目设置

基于将房地产老项目简易计税和新项目一般计

税分为两个独立的核算体系来设置增值税相关会计

科目的原则，财税［2016］22号文件在《征求意见稿》

中会计科目体系的基础上，取消“应交税费——应交

增值税（简易计税）”科目，并增设“应交税费——简

易计税”科目，该科目用于核算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按

照简易计税办法计算的应缴纳的增值税税额。

另外，传统的增值税一般计税办法的核算体系

需在月末将“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科目的“进

项税额”、“销项税额”等多个三级明细科目的余额转

入“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科目，从而完成当月

增值税的结转。按照财税［2016］36号文件的规定，

房地产企业当月销售房地产项目应该在次月纳税申

报期内向项目所在地税务机关预缴增值税，然后向

机构所在地税务机关申报纳税。在次月实际预缴增

值税时，借记“应交税费——预缴增值税”科目，贷记

“银行存款”科目。根据《征求意见稿》对预缴增值税

的处理举例，“月末，企业应将‘预缴增值税’明细科

目余额转入‘未交增值税’明细科目，借记‘应交税费

——未交增值税’科目，贷记‘应交税费——预缴增

值税’科目”，显然与实际预缴增值税的时间不符。

三、典型业务举例

牡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牡丹公司”）为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在 2016年有A和B两个开发项

目，且项目所在地和公司注册地均不相同，其中A项

目备案为老项目，B项目备案为新项目。老项目适用

5%征收率的简易计税办法，新项目适用 11%征收率

的一般计税办法，增值税预征率为 3%。增值税纳税

义务于房屋交付时发生。

1. 2016年发生的相关业务如下：

2016年 11月，A项目预收房款 210000000元；B
项目预收房款 111000000元，当月已认证增值税进

项税额 5000000元。不考虑其他业务。2016年 12月
10日，牡丹公司向项目所在地预缴税款，12月 15日
向注册地申报纳税。

（1）预收房款时，借：预收账款——A 项目

210000000，预收账款——B项目 111000000；贷：银

行存款 321000000。
月末处理已认证的进项税额时，借：应交税费

——未交增值税 5000000；贷：应交税费——应交增

值税（转出多交增值税）5000000。
（2）12月10日预缴税款时，A项目应预缴税款：

210000000/（1+5%）×3%=6000000（元）。B项目应预

缴税款：111000000/（1+11%）×3%=3000000（元）。

借：应交税费——预缴增值税（A项目）6000000，应
交税费——预缴增值税（B项目）3000000；贷：银行

存款9000000。
同时，将预缴税款分别结转至“应交税费——简

易计税”和“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科目。借：应

交税费——简易征收 6000000；贷：应交税费——预

缴增值税（A项目）6000000。借：应交税费——未交

增值税3000000；贷：应交税费——预缴增值税（B项

目）3000000。
2. 2017年发生的相关业务如下：

2017年 6月，A项目和B项目已预售的房屋交

付使用，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截至 2017年 6月 30
日，A 项目已预收 420000000 元，B 项目已预收

222000000元，本月无预收账款和可抵扣进项税额。

不考虑其他业务。2017年 7月 10日牡丹公司向项目

所在地预缴税款，7月15日向注册地申报纳税。

（1）2017年 6月房屋交付，借：预收账款——A
项目 420000000；贷：主营业务收入 400000000，应交

税费——简易计税20000000。借：预收账款——B项

目222000000；贷：主营业务收入 200000000，应交税

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22000000。借：应交税

费——应交增值税（转出未交增值税）22000000；贷：

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22000000。
（2）7月15日，向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纳税

申报时，以“应交税费——简易计税”和“应交税费

——未交增值税”两个账户的贷方余额合计数缴纳

税款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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