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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营改增”差额征收下纳税管理的思考
——以旅行社为例

【摘要】以旅行社为例，通过理论推导和计算分析方法，重点研究采用差额征收的纳税管理和税负

变化，为“营改增”的深入开展提供理论和数据支持。企业纳税人身份选择、税费征收方式均会对税负产

生影响。由此提出建议：企业采购属于差额扣除项目的部分的原材料等，应尽量取得普通发票；不属于差

额扣除项目的部分，尽量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在国家制定政策时，应该简并税率档次，完善抵扣机制，

尽可能做到完全抵扣，最终向全额征收并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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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2017年的两会上，“营改增”再次成为社会关

注的重点。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显示，到 2016年 12
月，四大行业 1078万户试点纳税人中，17万户企业

纳税人存在不同程度的税负上升问题。这是因为企

业的纳税管理不当还是因为政策本身存在问题呢？

本文重点研究采用差额征收的纳税管理和税负变

化，为“营改增”的深入开展提供支持。

到目前为止，增值税采用差额征收的项目包括

金融商品转让、经纪代理服务、融资租赁和融资性售

后回租业务、提供旅游服务等。然而，近几年有关“营

改增”的文献很少涉及这种差额征收的特殊情况，其

结论不一定适用于差额征收的行业。

张婷、张述林和高宏鑫（2014）运用定量分析方

法测度了“营改增”前后旅行社净利润的变化，认为

可抵扣进项税额占营业成本的比重达到一定程度

时，一般纳税人的利润才会增加；预收账款占营业

收入的比例在一定的范围内时，小规模纳税人的利

润才会增加。何健民（2013）基于对上海春秋旅行社

和携程网的调查研究，提出旅行社不适用6%的增值

税税率，建议采用 1%的增值税税率。官波和刘春花

（2016）预测了旅行社“营改增”后可能受到的各方

面影响，建议扶持旅游行业，扩大进项税额抵扣等

措施。以上的几篇文章尽管是针对旅游服务，但都

是针对常规的“全额征收”分析的，对企业实际指导

性不强。

二、政策回顾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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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规定，对于旅游服务业，保留了差额征收的方式，并

且销售额可扣除项目里增加了“签证费”，其他的变

化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对小规模纳税人而言，税率由 5%降为 3%
（折算成价内税率为 2.91%），税率实际下降了

2.09%。税率降低使得税负大为减少，但免税的优惠

范围缩小又使得部分企业税负上升。营业税的政策

规定是以扣除后的余额作为判断的标准，而“营改

增”规定是以差额计税前的销售额为标准确定是否

可以享受 3万元（按季纳税 9万元）以下免征增值税

的税收优惠。

二是对一般纳税人而言，进项税额可以抵扣，减

少了重复征税的弊端。进项税额抵扣使得税负减少，

但税率由5%提高到6%（折算成价内税率为5.66%），
税率实际提高了0.66%，又使得税负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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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营改增”后旅行社

的增值税税负的变化异常复杂。作为旅行社，如何进

行纳税管理对税负的影响很大。本文主要针对纳税

人身份和征收方式进行纳税筹划。

三、纳税管理和税负分析

假设某旅行社本月提供旅游服务，取得的全部

价款和价外费用为 a（含税）；支付给其他单位或者

个人的住宿费、餐饮费、交通费、签证费、门票费和支

付给其他接团旅游企业的旅游费用为 b（含税）（以

下简称“扣除项目费用”），均取得合法有效的扣税凭

证，其中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的进项税额为 b1（按

税法规定，采用差额征收时，b1不得从销项税额中

抵扣）；如果是一般纳税人，本月其他认证可抵扣的

进项税额为c。
（一）纳税人身份的选择筹划

1. 年应税销售额超过500万元。按照《国家税务

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税收

征收管理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年
第23号）的规定，年应税销售额超过500万元的试点

纳税人，应办理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登记手续，其

他个人除外。因此，对于年应税销售额超过500万元

的，不存在纳税人身份选择的问题（此处不考虑其他

个人）。

2. 年应税销售额未超过 500万元。按照国家税

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23号的规定，年应税销售额未

超过500万元的试点纳税人，如果会计核算健全，能

够提供准确税务资料的，也可以向主管国税机关办

理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登记。因此，对于年应税销

售额未超过500万元的，存在两种选择。那么如何选

择纳税人身份才对企业有利呢？这里我们不考虑开

具发票权限的不同，仅以计算的增值税税负大小作

为决策的依据。

如果选择小规模纳税人身份，其应纳税额的计

算如下：

= a
1+ 3% ×3% （1）

= a- b
1+ 3% ×3% （2）

显然，此时式（1）全额征收的税负大于式（2）差
额征收的税负，所以，对于小规模纳税人而言，增值

税的计算应采用差额征收。

如果选择一般纳税人身份，其应纳增值税额的

计算如下：

= a
1+ 6% ×6%-b1-c （3）

= a- b
1+ 6% ×6%-c （4）

接下来找出两种纳税人身份的税负平衡点，第

一种情况（全额征收）下，假设式（2）=式（3），即：

a - b
1+ 3% ×3%= a- b

1+ 6% ×6%-b1-c

化简后得出，当 c+b1=2.75%（a-b）+5.66%b时，

选择成为一般纳税人或小规模纳税人在税负上没有

差别。当 c+b1>2.75%（a-b）+5.66%b时，选择成为一

般纳税人的税负较轻；反之，选择小规模纳税人身份

较为有利。

第二种情况（差额征收）下，令式（2）=式（4），则有：

a - b
1+ 3% ×3%= a- b

1+ 6% ×6%-c

化简后得出，当 c=2.75%（a-b）时，选择成为一

般纳税人或小规模纳税人在税负上没有差别。当 c>
2.75%（a-b）时，选择成为一般纳税人的税负较轻；

反之，选择小规模纳税人身份较为有利。

综合两种情况，可得出结论：对于年应税销售额

未超过 500万元的，只有当进项税额 c或 c+b1相对

足够大时，选择成为一般纳税人才更为有利。

（二）征收方式的选择筹划

“营改增”相关文件规定，纳税人提供旅游服务，

增值税计算可以全额征收，也可差额征收，那么，哪

种方式对企业更有利呢？此处暂不考虑开具发票的

差异，仅以增值税税负的大小作为决策的依据。

1. 企业为小规模纳税人身份的纳税筹划。根据

前面的分析，小规模纳税人应选择差额征收，税负会

更轻。因为小规模纳税人的进项税额不可抵扣，差额

征收计算的税额肯定比全额征收计算的税额少。

2. 企业为一般纳税人身份的纳税筹划。对于一

般纳税人而言，应纳增值税额的计算如下：

= a
1+ 6% ×6%-b1-c （5）

= a- b
1+ 6% ×6%-c （6）

接下来找出两种征收方式的税负平衡点，假设

式（5）=式（6），则有：

a
1 + 6% ×6%-b1-c= a- b

1+ 6% ×6%-c

化简后得出，当b1=5.66%b时，选择全额征收或

差额征收在税负上没有差别。当b1>5.66%b时，选择

应纳增值税额
（全额征收时）

应纳增值税额
（差额征收时）

应纳增值税额
（全额征收时）

应纳增值税额
（差额征收时）

应纳增值税额
（全额征收时）

应纳增值税额
（差额征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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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额征收，税负较轻；反之，选择差额征收较为有利。

总之，只有当b1相对足够大时，选择全额征收方式，

税负较轻。

（三）“营改增”前后的税负比较

1. 年应税销售额未超过500万元。“营改增”前，

月营业额不超过3万元的营业税纳税人暂免征收营

业税。在执行的过程中，对于月营业额的界定，各地

的规定差别较大。计税基数有的是差额扣除前的，

有的是差额扣除后的，导致享受的优惠范围不同。

“营改增”后，国家税务总局明确规定，适用增值税差

额征收政策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以差额扣除前

的销售额确定是否可以享受 3万元（按季纳税 9万
元）以下免征增值税政策。如果之前地方国税局规定

以差额扣除前的销售额为标准，这类纳税人“营改

增”前后税负几乎没有变化，稍有差异的是，“营改

增”后，销售额要折算成不含税销售额进行判断。如

果之前地方国税局规定以差额扣除后的销售额为标

准，那么这类纳税人“营改增”后税负一般会上升。总

之，对于小规模纳税人享受的免税政策，“营改增”后

的免税收入范围缩小。而对于“营改增”前不享受月

营业额不超过3万元的营业税纳税人免征营业税政

策的年应税销售额未超过500万元的纳税人，“营改

增”后增值税税负是下降的。

下面分两种情况进行论证：

“营改增”前应纳营业税额=（a-b）×5% （7）
第一种情况，“营改增”后选择小规模纳税人身

份，根据前面的论证，应选择差额征收，应纳增值税

额=（a-b）/（1+3%）×3%=（a-b）×2.91%<（a-b）×5%，

显然，“营改增”之后，选择小规模纳税人并差额征

收，增值税税负下降。

第二种情况，“营改增”后选择一般纳税人身份，

之所以选择一般纳税人身份。小规模纳税人“营改

增”后增值税税负是下降的，而一般纳税人“营改增”

后增值税税负也是下降的，且降幅更大。总之，对于

不享受免税政策的年应税销售额未超过500万元的

纳税人，“营改增”后无论选择何种纳税人身份，增值

税税负都是下降的。

2. 年应税销售额超过 500万元。年应税销售额

超过 500万元的试点纳税人，只能登记为增值税一

般纳税人，分两种情况讨论。

第一种情况，选择全额征收。

应纳增值税额= a
1+ 6% ×6%-b1-c （8）

接下来找出“营改增”前后的税负平衡点，假设

式（7）=式（8），则有：

（a-b）×5%= a
1+ 6% ×6%-b1-c

化简后得出，当 c+b1=0.66%（a-b）+5.66%b时，

“营改增”前后税负无差别。当 c+b1>0.66%（a-b）+
5.66%b时，“营改增”后增值税税负是下降的；反之，

税负上升。

第二种情况，选择差额征收。

应纳增值税额= a- b
1+ 6% ×6%-c （9）

接下来找出“营改增”前后的税负平衡点，假设

式（7）=式（9），则有：

（a-b）×5%= a- b
1+ 6% ×6%-c

化简后得出，当 c=0.66%（a-b）时，“营改增”前

后税负无差别。当 c>0.66%（a-b）时，“营改增”后增

值税税负是下降的；反之，税负上升。

综合两种情况，可得出结论，对于年应税销售额

超过 500万元的纳税人，只有当进项税额 c或 c+b1
相对足够大时，“营改增”后增值税税负才是下降的。

（四）研究结论

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总结为下表。

年应税销售额

超过500万元

不超过
500万元

全额征收时，若 c+b1>2.75%
（a-b）+5.66%b

差额征收时，若c>2.75%（a-b）

其他情况

纳税人身份选择

一般纳税人

小规模纳税人

征税方式选择

若 b1>5.66% b，
选择全额征收；
否则，选择差额
征收

差额征收

“营改增”后税负变化

全额征收时，若 c+b1>0.66%（a-
b）+5.66%b

差额征收时，若c>0.66%（a-b）

其他情况

之前享受免税政策的，如继续享受，税负
不变；如不再享受，税负增加。之前没有
享受免税政策的，税负下降

下降

上升

“营改增”后纳税人身份、征税方式选择及税负变化表



四、案例说明

丽水某旅游有限责任公司属于一般纳税人，

2017年 2月提供旅游服务，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

费用为987204元（含税）；扣除项目费用为917587元
（含税），所有扣除项目费用均取得合法有效的扣税

凭证，均不是增值税专用发票；本月认证可抵扣的进

项税额为101.21元。

该月申报增值税时，采用差额征收计算的应纳

增值税额为3839.35元。按照“营改增”前政策计算的

应纳营业税额为 3480.85元，“营改增”后税负上升。

下面来考察一下表中的研究结论在此案例上能否得

到验证。

此公司年销售额超过 500万元，选择一般纳税

人。因为b1=0<5.66%×917587，所以采用差额征税。因

为c=101.21，0.66%（a-b）=0.66%×（987204-917587）=
459.47，所以 c<0.66%（a-b），从税负变化表中可以看

出税负应该是上升的，事实上也是上升的，结论得到

验证。在一般情况下，“营改增”后差额征税税负的变

化主要取决于哪些因素呢？

假设营业税税率为 t1，改革后增值税税率为 t2，
改革后税负（只考虑增值税）变化为△t，可得：

△ t= a - b
1+ t2 ×t2-c-（a-b）×t1=（ t2

1 + t2 -t1）×

（a-b）-c
“营改增”后的税负与税率差、销售余额（收到的

价款减去扣除项目费用，近似于毛利润）呈正向变

化，与取得的进项税额呈反向变化。既然税率差已经

确定，短时间内毛利也变化不大，所以取得足够的进

项税额成为旅行社“营改增”后税负下降的关键因素。

五、对策建议

（一）企业层面

1. 纳税人身份登记慎重。在年销售额不超过

500万元的情况下，不能认为小规模纳税人税负肯

定低。在能够取得足额进项税额时，一般纳税人的税

负更低。但是，一旦登记为一般纳税人，是不可以更

改为小规模纳税人的。

2. 正确选择征税方式。从税负的角度考虑，小

规模纳税人选择差额征收。一般纳税人根据扣除项

目中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的税额来进行决策。

如果多数情况下无法或很少取得专用发票，建议选

择差额征收。

3. 索取发票的种类正确。选择差额征收的情况

下，并非索取专用发票越多越好。对于不能计入扣除

项目费用部分的，如广告费、办公费、装修费、水电费

等，尽量取得专用发票。而对于扣除项目费用，应尽

量取得普通发票。因为如果取得专用发票，并不能降

低税负，还要进行认证并转出，会增加工作量。

（二）政策层面

1. 扩大免税范围。小规模纳税人应选择差额征

收，但月销售额3万元以下享受免税政策，销售额指

的是全额。建议将销售额改为扣除项目费用后的销

售额，这样“营改增”前后政策衔接一致，使得小规模

纳税人税负下降，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发展。

2. 适当降低税率。税负变化的大小取决于税率

的差异、毛利和进项税额。对于旅游行业，人工成本

占 40%左右，不能抵扣，同时又是典型的微利行业，

毛利不能再下降。要做到税负下降，唯有降低增值税

率，特别是针对年销售额超过500万元的纳税人，更

有必要设置更低档税率。

3. 减少税率档次。现在的增值税税率由原来的

17%和 13%两档，征收率 3%，又增加了 11%、6%等多

档税率，并取消了13%一档。设置多重税率不仅违背

增值税的税收中性原则，导致征收与遵从成本上升，

也会产生“高征低扣”“低征高扣”的现象。在差额征

收中，此种现象尤为明显，因为扣除项目取得的扣税

凭证有多种税率，如 17%、11%、6%、3%等，报税时统

一以6%进行扣除。

4. 完善抵扣机制。差额征收采用扣额与扣税相

结合的方式，该方式是一大创举，但更多体现的是营

业税差额征收的特色，实属过渡之举。接下来应进一

步改革，向增值税环环相扣的特色转变。随着“营改

增”的全覆盖，取得普通发票也应该能够进行抵扣，

最终实现差额征收与全额征收并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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