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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规定的看法

【摘要】《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规定，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取得销售款项凭据的

当天，提供建筑服务采取预收款方式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收到预收款当天。这一规定不仅给企业带

来了经营管理上的不便，还在一定时期内加大了企业的税收负担。因此，建议有关部门根据不同行业特

点修改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的相关规定，完善增值税征收管理政策，降低企业实际税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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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华

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的规定随着增值税的

变革发生了重要的变化。1993年发布的《增值税暂

行条例》对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的基本规定为：“销售

货物或者应税劳务，为收讫销售款项或者取得索取

销售款项凭据的当天。”2008年修订后的《增值税暂

行条例》主要增加了“先开具发票的，为开具发票的

当天”这一规定。2016年《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

施办法》在前期规定的基础上，针对应税行为在基本

规定中增加“收讫销售款项，是指纳税人销售服务、

无形资产、不动产过程中或者完成后收到款项。取得

索取销售款项凭据的当天，是指书面合同确定的付

款日期；未签订书面合同或者书面合同未确定付款

日期的，为服务、无形资产转让完成的当天或者不动

产权属变更的当天”以及“纳税人提供建筑服务、租

赁服务采取预收款方式的，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

收到预收款的当天”的特殊规定。可见，增值税的征

收管理越来越朝着“发票控税”“纳税必要资金原则”

（征税环节应尽量设置在企业有现金流的环节）这两

大方向发展。虽然这两种控税模式有利于税收利益

最大化，但也给企业纳税造成了较为不利的影响，特

别是“营改增”企业。

一、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导致税会差异增

大——会计收入与销售额不统一

建筑企业通常按照会计准则的要求采用完工百

分比法确认会计收入，但在实践中，建筑企业有一条

行业规定：建筑合同中一般约定工程进度款收款比

例为完成工作量的 80%左右。即如果建筑企业在合

同约定的结算期间完成工作量对应收入为 1000万
元（不含增值税），三方（发包单位、建筑企业、工程监

理）签字确认的工作量对应收入也是 1000万元，则

建筑企业当月收款 800万元（不含增值税），开具的

增值税发票票面金额也是800万元。那么，建筑企业

是应该结转会计收入 1000万元还是 800万元呢？若

确认 1000万元收入，企业是否需要垫资纳税？若确

认 800万元收入，企业是否有未按工作量实际完成

情况全面纳税的嫌疑？

提供建筑服务如果不是采取预收款方式的，则

以合同约定付款的时间为纳税义务发生时间。本例

中合同约定工程进度款收款比例为完成工作量的

80%，那么到了约定付款日期，建筑企业应按照合同

约定以800万元的收入确定增值税纳税义务。

上述分析充分说明“完工进度”这一概念没有出

现在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的相关规定中，这与

会计准则对建筑企业确认收入的时间的规定明显不

同。结合财政部《关于印发〈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的

通知》（财会［2016］22号）中的相关规定，假设该项

目适用一般计税方法，增值税税率为11%，则建筑企

业在结算当期的会计处理为：借：应收账款888；贷：

工程结算 8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

额）88。结算当期期末，会计处理按完工百分比法确

认收入1000万元，并结转相应成本。

可见，增值税当期销售额 800万元与会计确认

收入 1000万元不一致，也不同步。对建筑企业而言

最大的税收风险在于纳税评估时出现异常，即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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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的销售额与会计报表中的收入严重不匹配，这将

引起税务机关对建筑企业的重点检查。

由于建筑企业会计账面确认收入时间不同于增

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所以税务机关在对建筑企

业建立纳税评估模型时，应考虑建筑行业的特性，与

相关建设管理部门进行数据交换管理，定期从建设

管理部门获取建筑企业的每一项工程情况，包括工

程施工、付款结算、工程进度等与工程相关的数据信

息，以实现对建筑企业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的准确把

握，从而高效精准地对建筑企业进行纳税管理。

二、合同约定对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的挑

战

合同约定与企业税负相关联，价款结算方式不

同、收入的实现时间不同，纳税人的纳税义务发生时

间及相应税负就存在差别。

例 1：2016年 1月，A建筑企业为B公司甲工程

提供建筑服务，工期一年，与发包单位B公司签订合

同时约定：按工程进度进行结算，结算时需凭三方

（A建筑企业、B公司及工程监理）认可的工程进度

表及工程结算单注明的工程结算价款进行结算。工

程监理每月报告工程进度，B公司按季度要求工程

审计单位进行工程价款的审计，但审计结果迟迟不

能出具，主要是因为A建筑企业与B公司对于结算

价款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为了能使工程正常进行，

2016年8月B公司先为A建筑企业垫付了一部分农

民工工资。2016年12月，一季度的审计报告出具，双

方表示认可，年底工程结束。那么，一季度的纳税义

务发生时间是2016年4月还是2016年12月呢？B公

司为A建筑企业垫付部分农民工工资，A建筑企业

是否产生纳税义务呢？

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的基本规定中暗含两

个条件：一是应税行为已发生，二是收讫销售款项或

者取得索取销售款项凭据的当天。本例中，一季度的

应税建筑服务已发生，符合了第一个条件；取得索取

销售款项凭据的时间在2016年12月，因为合同注明

按审定后双方确认的工程结算价进行工程价款结

算，双方实际确认工程价款是在 2016年 12月，因此

同时符合两个条件是在2016年12月，纳税义务也就

应该确定在该月发生。2016年 8月A建筑企业收到

发包单位B公司先行垫付的农民工工资，产生了增

值税纳税义务。

此例的核心问题在于“双方对于结算价款无法

达成一致意见”，究竟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造成

的不一致，缺乏客观的判断标准。纳税人可能会被税

务机关认为是为了推迟纳税义务而故意为之。

例 1反映的是由于合同约定推迟了纳税义务，

在实践中，合同约定还会给建筑企业带来垫税的风

险。例如，某建筑企业承包一项政府绿化工程，已经

全面履约，项目按时完工且验收合格投入使用，后期

苗木维护也在进行中。合同约定“绿化工程初验合格

后一次性付清款项”，但是到了合同约定的付款日

期，政府因资金紧张迟迟未能和该建筑企业进行工

程价款结算。此时，合同约定的付款期限已到，增值

税纳税义务已经产生，无论是否收到款项，建筑企业

都应按照合同约定确认销售额，并计算应该缴纳的

增值税。由此企业不仅没有收到工程价款，还要按时

纳税，加重了企业的资金负担。

三、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对“预收款”的差

别对待产生的纳税差异

是否以“收到预收款的当天确定纳税义务发生

时间”是建筑企业与房地产企业产生纳税差异的原

因之一；此外，跨县（市、区）提供建筑服务与房地产

开发企业销售自行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均需要预缴增

值税，导致纳税差异进一步增大。

1. 建筑企业收到预收款的税务处理。

例 2：某建筑公司（一般纳税人）在山西省甲市

注册成立，2016年 10月 5日与山西省乙市A房地产

公司签订建筑合同（简称“A项目”），合同约定在合

同签订后10日内收到工程预付款1110万元（含增值

税）；10月16日，与山西省丙市B公司签订另一建筑

合同（简称“B项目”），合同约定在合同签订当日收

到预付款 222万元（含增值税），A、B项目均适用一

般计税方法；10月23日在丙市与C公司签订一清包

工合同（简称“C项目”），适用简易计税方法，在合同

签订当日收到预付款 100万元（含增值税）。由于新

签订的项目均未开工，也未进行分包，相关成本费用

尚未发生，当期只有其他业务取得的已认证进项税

额10万元和上期留抵税额12万元。2016年11月，该

建筑公司在甲市完成一项按简易计税方法计税的老

项目，结算工程价款为300万元（含增值税），A、B、C
项目开工，取得已认证进项税额200万元。

10月份该建筑公司应预缴的增值税：

乙市A项目应预缴增值税=1110÷（1+11%）×
2%=20（万元）

丙市 B 项目应预缴增值税=222÷（1+11%）×
2%=4（万元）

丙市C项目应预缴增值税=100÷（1+3%）×2%=
1.9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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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份该建筑公司在甲市申报缴纳的增值税：

当期销项税额=1110÷（1+11%）×11%+222÷（1+
11%）×11%=132（万元）

一般计税项目应纳税额=132-10-12=110（万

元）

简易计税项目应纳税额=100÷（1+3%）×3%=
2.91（万元）

当期允许抵减的预缴税额=20+4+1.94=25.94
（万元）

当期应纳税额=110+2.91-25.94=86.97（万元）

可见，虽然项目尚未开工，建筑企业仍然应在收

到预收款的当月确认应预缴的增值税及应纳税额，

而且纳税人在机构所在地进行纳税申报时不存在不

能抵减预缴税款的情况。

11月份该建筑公司在甲市应缴纳的增值税：

当期简易计税项目应纳增值税=300÷（1+3%）×
3%=8.74（万元）

当期一般计税项目留抵税额=200（万元）

2. 房地产企业收到预收款的税务处理。

例 3：某房地产开发公司（一般纳税人）在山西

省甲市注册成立，2016年 10月，销售自行开发房地

产项目情况如下：写字楼A项目采用预收款销售方

式，收取价款 11100万元（含增值税）；民用住宅楼B
项目也采用预收款销售方式，收取价款 2220万元

（含增值税），A、B项目均适用一般计税方法；民用住

宅楼C项目，适用简易计税方法，同样采用预收款销

售方式，收取价款 3000万元（含增值税）。上期留抵

税额为100万元。

2016年 10月份该房地产开发公司应预缴的增

值税：

A项目应预缴增值税=11100÷（1+11%）×3%=
300（万元）

B项目应预缴增值税=2220÷（1+11%）×3%=60
（万元）

C 项目应预缴增值税=3000÷（1+5%）×3%=
85.71（万元）

预缴税额合计=300+60+85.71=445.71（万元）

收到预收款的当天不是房地产企业销售不动产

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因此，该企业在 2016年 10月
只需计算收到预收款应预缴的增值税，而不确认一

般计税项目的销项税额，留抵税额 100万元不能用

于抵减应预缴的增值税，只能结转至下期留抵。

假设2017年10月，B、C项目相继完工并完成交

付，当期取得已认证进项税额 50万元，留抵税额已

经累计至200万元。为了说明问题，此处省略2016年
11月至2017年9月之间发生的其他业务。2017年11
月该房地产开发公司应缴纳的增值税：

当期销项税额=2220÷（1＋11%）×11%=220（万

元）

一般计税项目当期应纳税额=220-50-200=
-30（万元），故当期应纳税额为 0，形成留抵税额 30
万元结转下期继续抵扣。

简易计税当期应纳增值税=3000÷（1+5%）×
5%=142.86（万元）

当期允许抵减的预缴税额=60+85.71=145.71
（万元）

当期应纳税额=142.86-145.71=-2.85（万元），

故当期应纳税额为 0，预缴增值税 2.85万元结转下

期继续抵减。

在计算 2017年 11月应纳税额时并没有抵减A
项目预缴的增值税 300万元，原因是房地产开发企

业销售自行开发的房地产项目，无论采用哪种计税

方法，都应按照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以对应的方式计

算当期应纳税额，抵减预缴税款后，向主管国税机关

申报纳税。因此，预缴税款可以进行抵减的时间必须

是房地产项目纳税义务发生之后。实践中通常将房

地产公司向买受人交付不动产的当天视为纳税义务

发生时间。因此，由于A项目没有完工并交付，纳税

义务没有发生，A项目的预缴税款就不可以抵减当

期的应纳税额。财会［2016］22号文件中明确规定，

房地产开发企业在预缴增值税后，直至纳税义务发

生时方可从“应交税费——预交增值税”科目结转至

“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科目。

3. 建筑企业与房地产企业预收款导致的纳税

差异。建筑企业与房地产企业收到预收款的税务处

理差异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纳税义务差异。建筑

企业收到预收款产生纳税义务，而房地产企业收到

预收款只是产生了预缴税款的义务。二是预缴税款

抵减时间差异。只要达到纳税义务发生时间预收款

已预缴的税款就可以抵减，只不过建筑服务由于纳

税义务发生时间规定的特殊性可以在预缴当月开始

抵减，而房地产企业常常要跨越较长的时间后才能

开始抵减。

4. 建筑企业与房地产企业预收款纳税导致的

共性影响分析。虽然建筑企业与房地产企业在税务

处理上有差异，但二者在纳税过程中都出现了大量

留抵税额。建筑企业由于收到预收款的当期没有较

多可抵扣的进项税额，后期取得的进项税额又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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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匹配的销项税额，因此只能形成留抵税额，再加上

简易计税项目应纳增值税不能抵扣留抵税额，留抵

税额只能不断累积到下期结转。房地产企业由于预

缴税额不是销项税额不能抵扣留抵税额，再加上迟

迟未产生纳税义务，导致留抵税额不断增加。纳税人

一方面在账面上形成大量留抵税额，另一方面还要

按规定缴纳税款，不仅不利于纳税人资金的时间价

值管理，而且无形中加重了企业的税负。

四、先开具发票对纳税的影响

1. 先开具发票但不产生纳税义务。电信行业的

套餐类服务通常是预收费制，即每位用户必须在每

月的月初保证电信运营商账户上有足够的金额，以

便于本月套餐服务费的扣除，月底电信运营商再根

据客户实际接受的服务结账。客户在预缴服务费时，

有的索要发票，有的不要发票。若是依据“先开具发

票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开具发票的当天”这一规

定，同样的预缴方式和金额，就因为客户索取或者没

有索取发票，纳税义务时间就大不同。另外，客户预

缴费用时并没有接受运营商的服务，本月接受的基

础电信服务和增值电信服务具体各是多少并不明

确，应纳税额也是不明确的。

事实上，电信运营商有几套系统同时发挥功能

保证业务的正常开展，其中：收费系统主要负责记录

客户预交费用情况，并向客户开具机打普通发票；计

费系统负责月底自动计算出价税分离的出账收入报

表；财务核算系统根据出账收入报表自动计算销项

税额，财务人员根据计算的销项税额进行纳税申报。

由此可见，运营商并不是根据收费系统收款时开具

的机打发票金额计算销项税额并申报的，所以先开

具发票并不一定产生纳税义务。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改增试点若干征管问题

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53号）增加了

“未发生销售行为的不征税项目”，用于规范纳税人

收取款项但未发生应税行为的开票情形。虽然政策

中没有具体列举出电信业，但是电信业确实存在收

取预收款但未发生应税服务的情形。若采用此开票

方法，电信运营商每月收到预缴费用时就可以开具

“不征税”普通发票，结算时再按实际业务开具普通

发票或者专用发票，也就能按照“实际提供业务并收

讫销售款项时间”确定纳税义务。

2. 先开具发票一定产生纳税义务。某物业公司

于 2016年 11月一次性预收 2017年全年物业费，出

现以下三种情况：①A公司要求物业公司在收款时，

一次性开具全年增值税专用发票；②B公司提出由

物业公司先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待履行报销程序

后，在2017年2月份一次性支付物业费；③住户缴纳

物业费但是未索要发票。这些情况应该如何确定纳

税义务呢？

第一种情况，尽管物业公司在收款时未提供物

业服务，但属于先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因此应

确认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并计算应缴纳的增值税。

第二种情况，虽然物业公司尚未收取款项，但由

于已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因此产生增值税纳税义

务，此时物业公司不仅要用自有资金垫税，还有可能

面临其他的法律风险。

第三种情况，物业公司预收住户物业费，但未提

供应税服务，纳税义务发生要件不成立，不需要进行

税务处理。物业公司当期将收到的款项计入预收账

款即可，待实际提供物业服务时，分期确认收入缴纳

增值税。

3. 先开具发票带来的纳税影响。由以上分析可

知，先开具发票就产生纳税义务这一规定，有时不符

合行业经营特点，给纳税人造成不便；有时又会给纳

税人带来额外的税收负担。不先开票对方坚决不付

款，开了票就可能需要垫税，在乙方企业普遍弱势的

情况下，这确实是一个难题。

综上所述，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的基本规

定和特殊规定都给企业纳税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可

能在一定时期内加大企业的税收负担。这些影响主

要体现在：计税依据的确定、预缴增值税抵减时限、

留抵税额长期挂账以及企业垫税面临的风险。结合

当前的经济发展形势及“营改增”保证所有企业税负

只降不增的承诺，有关部门应该制定更符合企业实

际的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的相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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