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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营改增”后工程项目的进项税筹划

【摘要】“营改增“后工程项目相关进项税的确定对降低工程成本非常重要。在分析工程项目的主要

进项管理策划及进项税影响因素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工程材料、施工机械以及周转材料的进项税筹

划，并确定了工程材料、施工机械以及周转材料的可抵扣进项税，可为“营改增”后建筑业工程项目的进

项税确定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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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实施建筑业“营改增”一年多来，建筑企业都十

分重视工程项目的进项税抵扣问题，逐渐加强了对

供应商的选择和进项税发票的收集，财务管理日趋

规范化。但是，目前建筑企业对工程项目中进项税筹

划仍然缺乏认识，进展缓慢。

现有研究从纳税人身份选择、采购定价与供应

商选择、合适的结算方式选择、优惠政策等（王子龙，

2016），采用自购大型设备提高进项税抵扣等（冯宽，

2016）方面提出建筑业纳税筹划的思路，但并未结合

工程项目的实际情况，也未述及工程项目进项税筹

划的关键。

实际上，施工机械来源分为已有、租赁和新购三

类，其中已有机械虽无可抵扣进项税但其成本最少，

通常优先采用，而新购设备虽有较多的可抵扣进项

税但其资金成本明显较大，实际中却较少采用。可

见，成本是决定因素，只有在成本相同或接近时才考

虑进项税抵扣和资金投入等，如新购模板时，铝材模

板与木模板成本上接近，而前者可抵扣进项税多，可

优先采用。另外，不同材料实际保管方式不同，某些

材料采购保管费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工程项目

的进项税筹划应与进项的实际管理相结合。

施工机械的投入方式和工程材料的保管方式不

同，导致其可抵扣进项税明显不同。在工程计价扣减

进项税时，施工机械统一按0.05的系数扣减，工程材

料采购保管费统一按1.5%计算，导致扣减进项税与

实际可抵扣进项税存在较大差异，这就要求对工程

项目进行进项税筹划时，不仅需要对两者进行详细

分析，而且还需要从进项税总量上进行比较。另外，

工程材料的除税信息价是对包括材料到场供应价和

采购保管费两部分的进项税综合扣减，而工程项目

的这两部分可抵扣进项税是分别发生和确定的，为

了便于比较，在两者之间需要建立对应关系。

为此，本文以建筑工程为例，从进项管理策划着

手，展开工程项目进项税筹划的深入研究。

二、工程项目主要进项管理策划及影响因素

1. 工程项目纳税筹划的主要进项。根据建筑业

“营改增”工程计价规则调整，工程造价中材料费、机

械费和管理费进项税可以扣减，而人工费、规费和利

润不允许扣减。在建筑工程造价中，材料费约占60%，
机械费约占8%，管理费约占3%，且材料费、机械费进

项税抵扣率较高，管理费可抵扣进项税较少，因此材

料费、机械费是工程项目进项税筹划的主要进项。

2. 工程材料采购管理策划。具体内容见表1，其
中，工程计价的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主要材料价格

表为施工合同（定价）的组成部分，材料市场信息价

由各地建设主管部门发布，供应商名录可从各地《工

程造价信息》查询。

3. 施工机械与周转材料的管理策划。具体内容

见表2（括号内为周转材料指标），其中，工程计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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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措施项目清单、主要机械价格

表、主要材料价格表为施工合同（定价）的组成部分，

机械台班单价、市场信息价由各地建设主管部门发

布，供应商名录可从各地《工程造价信息》查询。

4. 进项税影响因素分析。

（1）对材料单价、机械台班单价进行分析，可确

定工程计价中已扣减进项税和除税价，为进项税筹

划提供比较依据。

（2）材料保管方式影响采购保管费及材料综合

价；保管方案中仓库采用何种方式影响进项税。

（3）工程材料进场时间安排与某一时段材料保

管的总量相关，影响仓库采购保管费；施工机械和周

转材料采取月租方式，其进退场时间直接影响租赁

费用和进项税。

（4）施工机械和周转材料的三种配置方案可抵

扣进项税完全不同。

三、工程项目的进项税筹划

1. 工程材料进项税筹划。

（1）工程计价中工程材料扣减进项税的计算。

“营改增”后各地建设主管部门均发布了除税信息价

和含税信息价，工程计价中工程材料直接采用除税

信息价。为了与工程项目材料场供应价和采购保管

费的可抵扣进项税进行对应和比较，需要分别计算

材料部分和采购保管费部分的扣减进项税。

含税信息价包括含税到场供应价和含税采购保

管费，即含税信息价=含税到场供应价×（1+1.5%），
其中1.5%为含税采购保管费费率。除税信息价测定

以“一票制”方式，即含税到场供应价中的材料出厂

价、运杂费统一以材料增值税税率开票。则：

除税信息价=含税信息价/（1+增值税税率）

除税到场供应价=除税信息价/（1+1.5%）
材料部分扣减进项税=除税到场供应价×增值

税税率

采购保管费部分扣减进项税=（含税信息价-除
税信息价）-材料部分扣减进项税

（2）工程材料可抵扣进项税的确定。①材料保管

方式的确定。工程计价的采购保管费是按照材料到

场供应价的1.5%统一计算的，实际中工程材料的保

管方式有：直接使用、露天堆放和仓库保管，不同保

管方式的实际采购保管费及其可抵扣进项税也不

同。②材料仓库方案的确定。对需要仓库保管的材料

进行梳理，并根据这些材料进场时间确定材料仓库

使用面积和实际使用时间。对于材料仓库（通常为彩

钢夹芯板活动房），首先考虑使用已有夹芯板以节省

成本，然后再考虑新购夹芯板。③采购保管费部分可

抵扣进项税的确定。在确定材料仓库方案后，计算采

购保管费及其可抵扣进项税，并根据材料保管方式

对每一种材料的可抵扣进项税进行分配。④材料部

分可抵扣进项税的确定。应以到场供应价最低和充

分提高可抵扣进项税为原则选择材料供应商并确定

材料的可抵扣进项税。

（3）进项税的比较。对于每一种工程材料采购保

管费分配得到的可抵扣进项税（记A）和供应商提供

的可抵扣进项税（记B），通过相加或汇总可得到：

①每种工程材料的综合可抵扣进项税（A+B）；②采

购保管费可抵扣进项税总额（ΣA）；③供应商提供的

可抵扣进项税总额（ΣB）；④整个材料综合可抵扣进

项税总额（ΣA+ΣB）。最后，对工程计价扣减进项税

与可抵扣进项税进行比较，确定两者的差额。

2. 施工机械进项税筹划。

（1）工程计价中施工机械扣减进项税的计算。

“营改增”后施工机械的人工费和燃料动力费不扣减

进项税，则：

施工机械除税台班单价=0.95×（含税台班单

价-人工费-燃料动力费）+人工费+燃料动力费

施工机械扣减进项税=0.05×（含税台班单价-

编号

1

2

3

4

主要内容

型号、台班数量、
台班单价（种类、
数量、单价）

进退场时间安排

配置方案

供应商选择

策划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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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工程材料采购计划主要内容及其管理策划

表 2 施工机械与周转材料投入计划主要内容
及其管理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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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费-燃料动力费）

（2）施工机械可抵扣进项税的确定。

第一，施工机械配置方案。施工机械的来源通常

有已有、租赁和新购三种方式。假设购置费为 F，可
使用总台班数为T，机械使用台班数为 t，则折旧费

为（t/T）F；假设大修费和维保费为折旧费的 j倍，则

为（jt/T）F；假设燃料动力费和机上人工费为折旧费

的 k倍，则为（kt/T）F；假设租赁企业管理费和利润

为折旧费的 n倍，则为（nt/T）F；假设资金成本率为

m，则投入资金成本为mF。根据表3所列三种方式的

成本构成，则：①已有机械成本为（1+k+j）（t/T）F；
②租赁机械成本为（1+k+j+n）（t/T）F；③新购机械

成本为［（1+k+j）（t/T）+m］F。如果租赁与新购机械

成本相同，则 t/T= m/n。三种方式的成本比较和选

择结果以及每种方式的可抵扣进项税、资金投入要

求如表3所示。

第二，可抵扣进项税的确定。根据表 3，施工机

械可抵扣进项税分别为：①已有为“大修费和维保费

的一部分”，即 g×（jt/T）F（g为增值税税率）；②租赁

为“17%×租赁费”，即17%×（1+k+j+n）（t/T）F；③新

购为“17%×折旧费+大修费和维保费的一部分”，即

17%×（t/T）F+g×（jt/T）F。汇总每一种施工机械的可

抵扣进项税，可得到施工机械可抵扣进项税总额。

（3）进项税的比较。可从每一种施工机械可抵扣

进项税、施工机械可抵扣进项税总额两个方面进行

工程计价扣减进项税与可抵扣进项税的比较，确定

两者的差额。

3. 周转材料进项税筹划。

（1）工程计价中周转材料扣减进项税的计算。根

据工程计价中各种周转材料的数量和税率（木模板、

楞条、毛竹脚手片为11%，钢管扣件为17%）计算，周

转材料一般到场即用，可不考虑采购保管费，则周转

材料的扣减进项税=除税信息价/（1+增值税税率）×
增值税税率。

（2）周转材料可抵扣进项税的确定。

第一，新购不同材质模板、楞条和脚手片的比

选，结果如表4所示。

第二，租赁钢管、扣件。参照施工机械租赁费的

算法，周转材料租赁费为“折旧费+管理费+利润”

［（1+n）（t/T）F］，其可抵扣进项税为“17%×租赁费”。

第三，可抵扣进项税的确定。已有周转材料均无

可抵扣进项税。新购和租赁周转材料的可抵扣进项

税按上述两点确定，计算每一种周转材料的可抵扣

进项税和周转材料可抵扣进项税总额。

（3）进项税的比较。可从每一种周转材料可抵扣

进项税和可抵扣进项税总额两个方面比较工程计价

扣减进项税与可抵扣进项税，确定两者的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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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购周转
材料

木 模 板 、
楞条和毛
竹脚手片

铝 材 模
板 、楞 条
和钢丝网
脚手片

成本

周转次数少、
折旧费高；资
金成本低，但
总成本略高

周转次数多、
折旧费低；资
金成本高，总
成本略低

可抵扣进项税

11% 税 率 ，与
工程计价中扣
减税率一致，
进项税低

17% 税 率 ，比
工程计价中扣
减税率高，进
项税高

资金
投入

较少

较多

比选结果

资 金 困 难
时采用

多 数 情 况
下采用，提
高 了 可 抵
扣进项税

方
式

已
有

租
赁

新
购

成本比较

折旧费+大修费+
维保费+燃料动力
费+机上人工费

租赁费（折旧费+
大修费+维保费+
管理费+利润 ）+
燃料动力费+机上
人工费

折旧费+大修费+
维保费+燃料动力
费+机上人工费+
资 金 成 本（购 置
费×资金成本率）

选择结果

优先

多数情况在
t/T<m/n 时
采用

使用时间较
长 时（t/T>
m/n）采用

资金投
入要求

无

一般

较大

可抵扣
进项税

大修费和
维保费的
一部分

17% × 租
赁费

17% × 折
旧费+大
修费和维
保费的一
部分

表 3 施工机械三种方式的比较

注：大修费、维保费由租赁企业负责，燃料动力费、机
上人工费由施工企业负责。

表 4 新购不同材质模板、楞条和脚手片比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