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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解增值税和消费税的“实质性直接关联”

【摘要】增值税（价外）和消费税（价内）具有“实质性直接关联”，主要表现在：消费税是构成增值税

计税依据的一个组成部分。深刻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从税基、计算征收的原理和方式、价内税和价

外税区分、定价方式异同和组成计税价格的计算等五个方面入手。以税法规定的四种组成计税价格和复

合计征方式为例，厘清两者内在的联系，有利于财会工作者降低税收遵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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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增值税（价外税）和消费税（价内税）都属于流转

税类，二者具有内在的“实质性直接关联”关系。其外

在形式上的表现：应税消费品（按照消费税税法规定

应征消费税的消费品）应交增值税和消费税税款的

计算、缴纳过程。

国内通行的税法教材（含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

考试辅导教材）和立法实践中，一般惯例是：先讲授

增值税税法，再讲授消费税税法。借用目前教材和讲

授学习的一个最经典表述：“增值税是对销售应税货

物和劳务或应税服务（营改增项目）普遍征收；在普

遍征收增值税的基础上，再有选择性地计征一道消

费税。”在消费税法上，对这部分有选择征收消费税

的应税货物，称之为“应税消费品”，消费税税法以

“税目”的形式列示。

由于通行教材很少有详实述及二者之间内在直

接关联关系的内容，一般都是分别依次讲述增值税、

消费税的原理和计算征收过程，以至于很多财务会

计工作者，特别是初识税法的学员，有意或者无意地

分割了二者间的有机联系，难以理解二者计算的公

式原理和具体的计算过程，在实务中很容易造成税

款计算错误，使得税务机关计征困难，会产生较大的

税收遵从风险。

本文以一般纳税人销售“应税消费品”为例，分

别按照税法规定的计算方法进行详细说明，并重点

分析了“组成计税价格”的计算方法，要精准理解增

值税和消费税的关系，可以从税基、计算征收的原理

和方式、价内税和价外税区分、定价方式异同、组成

计税价格的计算等五个基础性概念方面入手。

二、对税基的精准理解

每一种税法都规定有不同的征税对象，即：税法

规定对什么内容征税，即征、纳税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所共同指向的客体或标的物，是区分不同税种的重

要标志。征税对象不同，形成了不同的税种，相应有

不同的税收实体法。征税对象有两个基础性概念：税

目和税基。税目是税法上一个单独的要素，是指税法

列明的具体征税项目。税基也称之为计税依据，是税

收的征税对象据以计算应纳税款的直接数量依据，

主要解决如何计算纳税的问题。税基有价值形态和

物理形态两种基本形态。

（一）价值形态

价值形态是指按照一定的金额价值计算的结

果，一般对应比率（或比例）形式（百分比、千分比或

万分比等）的税率，相应称之为“从价税”。具体的表

现形式包括：应纳税所得额、销售收入额、营业收入

额等。即按照征税对象的货币价值量大小，直接乘以

该税种适用的比率税率，简称为“从价计征或从价定

率”。我国的增值税、适用于比率税率的应税消费品

就采用这样的计算征收方式。

（二）物理形态

物理形态是指按照征税对象的自然计量单位计

算的结果，一般对应定额形式（固定税额）的税率，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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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称之为“从量税”。具体的表现形式包括：面积、体

积、容积、重量等。即按照征税对象的计量单位直接

乘以定额税率，简称为“从量计征或从量定额”。我国

适用于定额税率的应税消费品就采用这样的计算征

收方式。

（三）复合计征方式

必须注意的是：复合计征方式并不是单独的一

种税基，只是消费税的一种计征方法。消费税法规

定：对于卷烟（含批发环节）和白酒两种应税消费品

采用复合计征方式，同时适用“从量税+从价税”两

种形式的税率。即先按照应税消费品的销售数量（如

果自用就是移送使用数量）计算征收一道从量税，再

根据应税消费品的销售额计算征收一道从价税。二

者相加，就是最终需要缴纳的消费税税额。另外还必

须特别注意的是：在复合计征方式下计算消费税时，

各类计量单位之间的换算标准是不同的，应避免出

现因为单位没有统一，计算出谬以千里的结果。

例1：某白酒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某月销

售白酒 100吨，适用增值税税率为 17%，适用的消费

税税率为 20%加 0.5元每 500克的从量税。取得不含

增值税的销售额500万元。

增值税销项税额=500×17%=85（万元）

应交消费税计算：

从量计征的部分=100×1000×2×0.5÷10000=10
（万元）

从价计征的部分=500×20%=100（万元）

二者相加，应交消费税=10+100=110（万元）。

上述计算过程表明：

不含税的销售额 500万元，是计算征收增值税

的计税依据，销售方据此计算并向购买方收取这部

分增值税税款（销项税额）85万元，即销售方应该收

取的款项合计=500+85=585（万元）。增值税税款 85
万元，对于销售方而言，是增值税销项税额；对于购

买方而言，是可以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在正常生

产经营情况下，一般纳税人可以申请认证后抵扣其

销项税额。

不含税的销售额 500万元，其中包含从价计征

的消费税 100万元。从价计征的消费税税额是构成

企业对外正常销售额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也是计

算增值税销项税额的一部分，即对这一部分消费税

要并入销售额，作为计算征收增值税（销项税额）的

依据。在不考虑“从量消费税”的情况下，增值税和消

费税的计税依据（税基）是一样的，都是不含增值税

的销售额。区别在于：增值税为价外税，在销售价格

之外计算征收；消费税为价内税，包含在销售价格之

内计算征收。

复合计征方式下，从量计征的消费税 10万元，

是根据销售数量计算的，并不包含在正常的销售价

格里面。体现了“另外加征一道从量税”的立法意图。

从量计征的消费税部分，与销售价格没有必然的联

系，只与销售数量有关。

三、价内税、价外税与定价方式

（一）价外税

按照我国现行税收管理体制，增值税属于价外

税，即在正常的销售价格（不含税销售额）之外，另外

收取这部分增值税税款（销项税额）。销售方在销售

商品向对方收款的时候，除了收取正常的销售价款

（不含税销售额），还需要另外单独按照税法规定的

适用税率计算并收取这部分增值税税款（销项税

额），这两部分款项相加，称之为“价税合计”。在不同

的收款方式和定价条件下，也称之为“含税定价或含

税销售额”。在含税定价或者含税销售额的情况下，

就需要按照增值税的原理和税法的规定，首先进行

价税分离转换计算，把含税销售额换算为不含税的

销售额，据此计算销项税额。换算的公式是：

不含税销售额=含税销售额÷（1+适用税率）

增值税销项税额=不含税销售额×适用税率

（二）价内税

价内税是指在销售价格之内收取，即这部分税

款已经包含在正常销售的价格内，无需另外收取，如

消费税。由于价内税包含在销售价格之内，所以真正

实现的销售金额是扣除这部分税款后的余额，这部

分包含在销售价格中的税款记入“税金及附加”科

目，直接在计算利润时扣除。

例2：假定某一般纳税人销售某应税消费品，适

用的增值税税率为 17%，消费税税率为 5%。假定不

含税销售额为 100万元，则含税销售额为 117万元。

具体分析说明如下：

增值税属于价外税，增值税销项税额=100×
17%=17（万元）。含税销售额=100+100×17%=100+
17=117（万元），换算为不含税销售额=117÷（1+
17%）=100（万元）。

消费税属于价内税，不含税的销售额 100万元

中，包含的消费税税额=100×5%=5（万元）。可以理

解为：销售价格扣除应交消费税税款后“真正实

现”的销售收入=100-100×5%=100×（1-5%）=95
（万元）。由此换算为原销售价格=95÷（1-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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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经过综合分析计算，得到如下结果：

企业在销售收款时候，应该向购买方收取的款

项总额为 117万元。其中：100万元是不含增值税的

销售价款（销售额），17万元是向购买方收取的增值

税销项税额；企业在销售应税消费品的时候，应该缴

纳的消费税税款是5万元；企业在销售完成后，不考

虑其他各类税费等因素，其实际上获取的真实销售

收入为95万元，相差5万元是应缴纳的消费税税款；

企业缴纳的消费税 5万元，成为增值税计税依据的

一个组成部分，即企业销售应税消费品缴纳的消费

税是增值税计税依据。企业销售收取的 117万元款

项，可以从四个方面理解：销售价款为 100万元、增

值税税款为17万元、消费税税款为5万元、实际上获

取的销售收入为95万元。

四、组成计税价格的计算

增值税和消费税组成计税价格的计算公式和过

程，是实质性理解二者之间内在联系的关键点。根据

税法规定，纳税人如果发生了税法规定的“视同销售

行为而没有销售价格的情况”，由于会计上“并不是

实质性的销售行为”，会计上一般不能确认为收入，

就会出现“没有销售额现象”。税法规定，依次按照如

下顺序确定销售额，计算增值税的销项税额：①按纳

税人最近时期同类货物的（加权）平均销售价格确

定；②按其他纳税人最近时期同类货物的（加权）平

均销售价格确定；③按照组成计税价格确定。

上述组成计税价格的计算公式应用于具体的现

实经济生活中，主要有如下四种情况：

（一）一般性销售计算的四个公式

1. 不含消费税的计征公式。组成计税价格=成
本×（1+成本利润率）。如果上述货物属于“应征收消

费税的应税消费品”，其组成计税价格中还应加上消

费税税额。由于消费税有“从量计征、从价计征、复合

计征”三种方式，上述公式就要详细区分从量计征、

从价计征、复合计征三种情况。

2. 从量计征公式。组成计税价格=成本×（1+成
本利润率）+消费税税额=成本×（1+成本利润率）+
课税数量×消费税定额税率。

3. 从价计征公式。组成计税价格=成本×（1+成
本利润率）÷（1-消费税比例税率）。

4. 复合计征公式。组成计税价格=［成本×（1+
成本利润率）+课税数量×消费税定额税率］÷（1-消
费税比例税率）。

对上述公式的几个特别说明：

第一，成本是指视同销售货物、提供应税服务的

实际成本；销售外购货物的是指实际采购成本。

第二，一般情况下，成本利润率为 10%，对于应

征消费税的货物，适用消费税法规定的成本利润率。

具体如下表所示（下同）。

第三，平均销售价格是指加权平均价格计算，如

果提供的货物或应税服务的价格明显偏低或偏高，

且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不能计入加权平均价格

计算。

第四，第4个公式中，在销售“复合计征”应税消

费品时，从量计征的消费税税额要“加放在分子上”

计算（下同）。

例3：假定企业为一般纳税人，适用增值税税率

为17%。发生了如下视同销售行为情形，无正常销售

价格，且无类似销售的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1）无偿赠送他人一批自己新生产的商品，成本

为 5万元，成本利润率为 10%，其组成计税价格=5×
（1+10%）=5.5（万元），增值税销项税额=5.5×17%=
0.935（万元）。

（2）生产的某新型应税消费品小汽车一辆给职

工无偿使用，已知消费税税率为 5%，成本利润率为

8%，生产成本为 5万元。其组成计税价格=5×（1+
8%）÷（1-5%）=5.68（万元），增值税销项税额=5.68×
17%=0.9659（万元），应交消费税=5.68×5%=0.284
（万元）。

（3）生产的某种新型粮食白酒进行市场推广活

动，供顾客免费品尝 200公斤。已知消费税税率为

20%加 0.5元/500克，成本利润率为 10%，生产成本

为 8 万元。其组成计税价格=［80000×（1+10%）+
200×2×0.5］÷（1-20%）=110250（元），增值税销项税

额 =110250 × 17% =18742.5（元），应交消费税 =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货物名称

甲类卷烟

乙类卷烟

雪茄烟

烟丝

粮食白酒

薯类白酒

其他酒

高档化妆品

鞭炮、焰火

利润
率

10%
5%
5%
5%
10%
5%
5%
5%
5%

序
号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货物名称

贵重首饰及珠宝玉石

摩托车

高尔夫球及球具

高档手表

游艇

木制一次性筷子

实木地板

乘用车

中轻型商务客车

利润
率

6%
6%
10%
20%
10%
5%
5%
8%
5%

应税消费品的平均成本利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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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50×20%+200×2×0.5=22250（元）。

根据以上计算，得到如下结果（与后面举例的各

种情形类似）：

组成计税价格是在没有同类销售价格作“参照

物”标准的时候，按照税法规定计算缴纳消费税和增

值税的计税依据。

在应用组成计税价格计算时，从量计征的消费

税部分是构成组成计税价格的一个部分，在分子上

要加上这部分。

消费税包含在组成计税价格之内，是构成增值

税销售额（不含增值税销项税额）的一个组成部分。

应税消费品的平均成本利润率，以国家税务总

局的统一规定为准，不是单一的10%。

（二）自产自用或者用于其他方面应纳消费税的

计算

自产自用是指纳税人生产应税消费品后，不是

直接用于对外销售，而是用于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

或者用于其他方面。税法规定：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

的，中间环节不纳税，体现“税不重征”的原则。用于

其他方面的，如生产非应税消费品、在建工程、样品、

广告、馈赠、职工福利等，实质上是视同销售的行为，

于移送使用时纳税。

上述自产自用或者用于其他方面的情况，以自

产自用或者领用的数量作为计税依据计算。若没有

正常的销售价格，税法规定按照如下顺序依次计算

纳税：

1. 纳税人生产的同类消费品的当月销售价格

计算纳税，如销售价格高低不等的，按照销售数量加

权平均计算。但是销售价格明显偏低又无正当理由

的或者无销售价格的，不得计入加权平均计算。

2. 如果当月无销售或者未完结，按照同类消费

品上月或者最近月份的销售价格计算。

3. 如果没有同类消费品销售价格的，按照实际

情况，选择如下一种适用的组成计税价格计算：

（1）从量计征公式：应纳消费税额=自产自用数

量×定额税率。

（2）从价计征公式：组成计税价格=（成本+利

润）÷（1-消费税比例税率）；应纳消费税额=组成计

税价格×消费税比例税率。

（3）复合计征公式：组成计税价格=（成本+利

润+自产自用数量×定额税率）÷（1-消费税比例税

率）；应纳消费税额=组成计税价格×消费税比例税

率+自产自用数量×定额税率。

例4：某卷烟厂将一批生产的甲类卷烟1万条作

为样品，赠送给他人免费品尝。已知其生产成本为

500000元，该卷烟无同类市场销售价格。已知甲类

卷烟的增值税税率为 17%，消费税税率为 56%加

0.003元/支。

计算应交消费税：

从量计征部分消费税=10000×200×0.003=6000
（元）

组成计税价格=［500000×（1+10%）+6000］÷
（1-56%）=1263636.36（元）

应交消费税=1263636.36×56%+6000=713636.36
（元）

增值税销项税额=1263636.36×17%=214818.18
（元）

（三）纳税人进口应税消费品的计算

纳税人进口应税消费品，其应交消费税和进口

环节关税由海关代征并管理，计算公式与上述组成

计税价格计算公式类似，也有三种表现形式：

1. 从量计征公式：消费税组成计税价格=关税

完税价格+关税+课税数量×消费税定额税率。

2. 从价计征公式：消费税组成计税价格=（关税

完税价格+关税）÷（1-消费税比例税率）。

3. 复合计征公式：消费税组成计税价格=［关税

完税价格+关税+课税数量×消费税定额税率］÷（1-
消费税比例税率）。

例5：某商贸公司为一般纳税人，进口一批应税

消费品，关税完税价格为50万元，缴纳关税10万元，

已知增值税税率为17%，消费税税率为10%。

进口环节增值税的组成计税价格=（50+10）÷
（1-10%）=66.67（万元）

进口环节应交消费税=66.67×10%=6.67（万元）

进口环节应交增值税=66.67×17%=11.33（万

元）

综合归纳上述计算过程，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进口环节在计算征收增值税和消费税时，可以

归纳为“税上加税”四个字，即“关税+消费税+增值

税”。具体分为如下几个步骤：

第一步，首先根据申报情况，报关地海关核定关

税完税价格；第二步，根据核定的关税完税价格计算

关税；第三步，根据上述两项（关税完税价格+关税）

之和，按照消费税的适用计算公式计算应缴纳的消

费税；第四步，计算上述三项（关税完税价格+关税+
消费税）之和，即构成增值税的组成计税价格。

如本例所示，在计算增值税的时候，消费税6.67
万元是构成增值税的计税价格（66.67万元）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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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部分。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第一步计算

的组成计税价格66.67万元，既是消费税的组成计税

价格，也是增值税的组成计税价格。也就是说，消费

税和增值税的组成计税价格（税基）是一样的，区别

是消费税属于价内税，在计算增值税时就已经包含

在计税依据内了。

进口环节的应交增值税有两种计算方法：第一

种计算方法就是直接根据组成计税价格计算；第二

种计算方法体现了“税上加税”的计算过程，增值税

的组成计税依据=关税完税价格+关税+消费税。不

考虑尾差和误差的影响，由两种计算方法计算得出

的结果是相等的。

（四）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

税法规定，委托加工的应税消费品，由受托方在

向委托方交货时代收代缴消费税；如果是委托个人

（含个体工商户）加工的应税消费品，由委托方收回

后缴纳消费税。此项代收代缴的消费税，不是增值税

销售额的价外收费，无需计算销项税额。

委托加工收回的应税消费品，按照受托方的当

月同类消费品的对外销售价格计税，如果价格高低

不等，按照销售数量加权平均计算，但是价格明显偏

低又无正当理由的和无销售价格的除外。

如果当月没有销售或者当月销售未完结，应按

照同类应税消费品上月或者最近月份的销售价格计

算。没有同类消费品销售价格的，按照如下组成计税

价格公式计算：

1. 从量计征公式：应纳消费税额=委托加工收

回的数量×定额税率。

2. 从价计征公式：组成计税价格=（材料成本+
加工费）÷（1-消费税比例税率）；应纳消费税额=组
成计税价格×比例税率。

3. 复合计征公式：组成计税价格=（材料成本+
加工费+委托加工的数量×定额税率）÷（1-消费税

比例税率）；应纳消费税额=组成计税价格×消费税

比例税率+自产自用的数量×定额税率。

例6：某化妆品企业为一般纳税人，受托加工一

批高档化妆品，加工合同注明材料成本100万元，收

取含增值税的加工费 11.7万元，另外代垫辅助材料

成本4万元。无同类消费品市场价格，计算企业代收

代缴的消费税。

按照增值税法的规定，委托加工属于应交增值

税的应税劳务，应该按照收取的加工费计算缴纳增

值税，增值税销项税额=11.7÷（1+17%）×17%=1.7

（万元）；消费税的组成计税价格=［100+11.7÷（1+
17%）+4］÷（1-15%）=196.55万元；应代收代缴消费

税额=196.55×15%=29.48（万元）。

在计算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应交消费税的时

候，必须注意的两个关键点是：

一是委托加工属于应征增值税的应税项目，以

其正常收取的加工费（不含增值税的销售额）作为销

售额计算征收增值税，本例中的销项税额为1.7万元。

二是对于代垫的辅助材料是否构成增值税的销

售额价外收费部分的问题，增值税税法对此没有明

文规定。按照“税收法定原则”推断，其不该被视为

“价外收费”。

消费税税法明文规定：代垫的辅助材料成本属

于材料成本的一个组成部分，即材料成本是指“委托

方提供的委托加工材料的实际成本加上受托方代垫

的部分辅助材料成本”；受托方按照消费税税法规定

代收代缴的消费税，不是增值税的价外收费，不作为

销项税额的计税依据。

五、总结

第一，深刻理解应用税法的“税收法定”和“实质

课税”两项基本原则。“税收法定原则”要求税收必须

以法律的形式颁布规定并执行，法律上无明文规定

即无税。“实质课税”除了要求按照“实质性内容课

税”外，在理解各类税种和税法逻辑关系时，还要综

合分析其内在的“实质性联系”，以免望文生义以至

于误解税法之间的关系，这样一来可以有效地避免

税收遵从风险。

第二，增值税和消费税具有“实质性直接关联”。

具体体现在：消费税（价内）是构成增值税（价外）计

税依据的一个部分。

第三，对应税消费品，在具体计算应交增值税和

应交消费税时，首先要计算出应交消费税。特别体现

在：①从量计征的部分；②复合计征方式；③进口环

节和委托加工环节计算。

第四，委托加工环节，受托方代收代缴的消费

税，不并入销售额，不属于增值税的计税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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