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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改增”后建筑企业

增值税税收风险识别与预警对策

【摘要】对“营改增”后我国建筑企业增值税税收风险的特征进行深入分析后，构建建筑企业增值税

税收风险预警模型，探究了建筑企业增值税税收风险识别与预警的策略与方法，对于深化“营改增”后税

收征管改革，实施建筑业增值税税收风险管理，提高建筑企业税收遵从度，防范和降低税收风险具有重

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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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5月 1日，我国“营改增”政策全面推行，

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四大行业均

纳入试点范围。其中，建筑企业具有业务种类多、数

量大、涉及范围广等特点。我国自2013年以来，以税

收风险管理为主线，全面推动税收风险管理。如何将

现代风险管理理念融入建筑企业税收征管实践，进

一步有效地防范和规避税收风险，提高税收征管质

效，应作为税收征管改革中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本

文在对我国建筑企业“营改增”后增值税税收风险的

特征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设计了建筑企业增值税税

收风险识别指标体系，构建了建筑企业增值税税收

风险预警模型，对于深化“营改增”后税收征管改革，

实施建筑企业税收风险管理，提高税收遵从度，防范

和降低税收风险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营改增”后建筑企业增值税税收主要风险

辨识

“营改增”后建筑企业增值税收入类风险辨识见

表 1，“营改增”后建筑企业增值税成本费用类风险

辨识见表 2，“营改增”后建筑企业增值税其他类风

险辨识见表3。

二、建筑企业增值税税收风险监测指标体系

设计

风险管理理论认为，必须努力权衡有效的成本

和可能的损失，针对损失可能较大的风险采取强有

力的控制措施，才能实现风险的有效管理。因此，建

筑企业增值税税收风险管理的关键点是风险的识别

与测度。与其他税种相比，由于建筑企业经营管理具

有环境复杂多样、劳动用工关系复杂，工程发包形式

多样、资金占用量大等特点，建筑企业增值税税收风

险的发生概率比较高。对建筑企业增值税税收风险

进行识别和测度，需要建立风险监测指标体系并构

建风险预警指数模型。科学合理的风险监测指标和

预警指数模型是准确识别风险的基础和保证，也是

有效进行税收风险管控的重要工具。国家税务总局

在 2005年 3月 11日颁布的《纳税评估管理办法（试

行）》中，公布了一套税收分析指标和使用办法。这套

指标有一定的权威性和较强的指导意义，为了更深

入地识别建筑企业的增值税税收风险，本文采用递

进式的指标设置方法，将建筑企业增值税税收风险

监测指标体系分为目标层、准则层和指标层三个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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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具体见表4。
1. 目标层。本文以建筑企业增值税税收风险监

测指标（X）作为第一层次目标层，以综合监测建筑

企业增值税税收风险。

2. 准则层。本文以建筑企业增值税通用类税收

风险（X1）和建筑企业增值税特殊类税收风险（X2）

作为第二层次准则层的评判依据。建筑企业增值税

通用类税收风险，主要是指“营改增”后，由计税方式

的改变、税务监管方式转变等原因引起的企业普遍

存在的增值税税收遵从风险。建筑企业增值税特殊

类税收风险，主要是指“营改增”后，由于建筑企业生

产经营特殊性引起的增值税税收遵从风险。

3. 指标层。建筑企业增值税税收风险监测指标

是用于具体测度建筑企业增值税的税收风险。本文

以适用税率销售额增值税税负率等 12个可直接测

度的指标构成第三层次指标层。

三、建筑企业增值税税收风险预警指数模型

构建

1. 建筑企业增值税税收风险监测指标预警临

界值的界定。预警临界值是指某经济现象是否会出

现警情的量化指标，是通过对建筑企业增值税税收

风险监测指标的剥离和计算而得到的。本文结合建

筑行业的特点和税收征管经验，在分析建筑企业增

值税税收风险监测指标特征的基础上，界定建筑企

业增值税税收风险预警临界值。

风险类型

虚开发票抵
扣进项和列
支成本费用
支出

将购进用于
职工集体福
利 、个 人 消
费的货物及
应税劳务进
行进项税额
抵扣

建筑服务企
业接受贷款
服务计提进
项税额抵扣

非正常损失
或简易计税
项目未作进
项税额转出

风险描述

以假发票和虚开的发票虚抵进项税额、虚
列成本费用支出

①将用于集体福利的物品混淆为劳保用
品，进行进项税额抵扣；②将用于职工福
利类的培训费、劳动保护费、书报费等费
用，进行进项税额抵扣；③将职工个人的
通信费（话费补贴）开具通信费发票，进行
进项税额抵扣；④将建设食堂以及食堂运
营的所有成本和费用（如厨具、水电暖煤
气等），进行进项税额抵扣；⑤将工会组织
活动发生的费用（如物品采购、场地租赁
等），进行进项税额抵扣；⑥将为员工建
设、租赁宿舍及宿舍配套用品、水电暖煤
气、物业费等，进行进项税额抵扣

建筑服务企业接受贷款服务向贷款方支
付的利息以及与该笔贷款直接相关的投
融资顾问费、手续费、咨询费等费用计提
进项税额抵扣

因管理不善，造成建筑施工设备、材料被盗、
丢失、毁损或变质不能使用，以及将用于简
易计税项目取得的进项税额在一般计税项
目中申报抵扣，未作进项税额转出处理

风险类型

计税方法不同造
成税率（征收率）
错误

兼营行为未分别
核算，按较低税率
或较低征收率申
报纳税

挂靠经营逃避纳
税

利用建筑行业分
包和转包的特点，
滥用起征点优惠
政策少缴税款

“营改增”前在地
税已申报入库税
款，“营改增”后到
国税补开增值税
发票少缴税款的
风险

风险描述

对一般计税项目和简易计税项目容
易混同，或将高税负项目收入转移计
入低税负收入项目

未分别核算或未准确核算不同税率
（征收率）兼营项目，将高税率（征收
率）的产品或劳务按低税率（征收率）
征收，少申报应纳税额

挂靠人的经营收入和所得未在被挂
靠方的账内体现，挂靠方往往通过虚
开代开发票的方式逃避纳税义务

利用分包款在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
中进行扣除，从而达到少缴税款的目
的

由于国税机关并未掌握纳税人在地
税机关申报入库税款或稽查查补税
款的金额（或对地税入库税款或稽查
查补税款有争议），可能造成纳税人
到国税机关多开具销售发票而少缴
税款

风险类型

未按合同
约定确认
收入

预收款项
不确认或
少确认收
入

其他情形
不计或少
计收入

视同销售
行为未申
报纳税

风险描述

建筑业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纳税人提供建
筑服务并收讫销售款项或者取得索取销售
款项凭据的当天。如果纳税人以实际收到款
项时间开具发票结转收入，则可能造成当期
申报应税收入不实

采取预收款方式提供建筑服务的，其纳税义
务发生时间为收到预收款的当天。建筑企业
收取预收款项后，记入“预收账款”“应付账
款”“短期借款”“应收账款”等科目，甚至直
接挂私人往来不入账，不按税法规定及时申
报纳税

①以自建自用建筑物名义向关联企业提供
建筑劳务，未确认应税收入；②发包方以开
发产品、厂房、土地使用权、材料物资等抵偿
债务，承包方未按规定确认工程收入；③收
取的机械作业收入、固定资产转让收入、临
时设施费、边角余料收入等未结转收入；④合
同决算时将发包方提供的水电等成本费用
直接坐支收入，按差额开票；⑤建设单位支
付的优质质量奖、提前竣工奖等其他工程价
外费用，未按照规定确认应税收入；⑥隐瞒
在建项目，不申报应税收入

对向其他单位或个人无偿提供服务的情形
（用于公益事业或者以社会公众为对象的除
外）、企业之间无偿借款、关联方之间无偿提
供建筑周转材料、无偿提供品质管理等视同
销售行为未按规定进行申报纳税

表 1 “营改增”后建筑企业增值税收入类风险辨识

表 2“营改增”后建筑企业增值税成本费用类风险辨识

表 3 “营改增”后建筑企业增值税其他类风险辨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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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筑企业增值税通用类税收风险监测指标

预警临界值。

①适用税率销售额增值税税负率预警临界值。

风险特征：建筑业一般纳税人（适用税率销售额）增

值税税负偏低，可能存在少申报销售额的问题。例如

预收款项、异地收入等不确认收入或多抵扣进项，如

将简易计税方法计税项目应分摊的进项税额在一般

计税方法计税项目中抵扣，抵扣用于集体福利、个人

消费的购进进项等。建筑业一般纳税人（适用税率销

售额）增值税税负低于全省平均增值税税负 20%以

上，即应视为异常。因此，适用税率销售额增值税税

负率监测指标预警临界值为20%。

②企业所得税贡献率预警临界值。风险特征：企

业所得税贡献率偏低，可能存在企业预收款项、异地

收入等不确认收入，少申报收入，或以会议费的名义

列支招待费等多列支成本的问题。建筑业一般纳税

人企业所得税贡献率长期为零或低于全省行业企业

所得税贡献率 20%以上，即应视为异常。因此，企业

所得税贡献率预警临界值为20%。

③主营业务收入变动率与主营业务成本变动率

同步变动比预警临界值。风险特征：正常情况下，评

估期主营业务收入变动率与主营业务成本变动率的

比值应大于或接近 100%。当比值小于 80%时，可能

存在未足额申报收入的问题。因此，主营业务收入变

动率与主营业务成本变动率同步变动比预警临界值

为80%。

④主营业务收入变动率与主营业务利润变动率

同步变动比预警临界值。风险特征：正常情况下，评

估期主营业务收入变动率与主营业务利润变动率比

值大于或接近 100%。当比值小于 80%时，可能存在

未足额申报收入的问题。因此，主营业务收入变动率

与主营业务利润变动率同步变动比预警临界值为

目标
层

建筑
企业
增值
税税
收风
险监
测指
标X

准则
层

建筑
企业
增值
税通
用类
税收
风险
监测
指标
X1

建筑
企业
增值
税特
殊类
税收
风险
监测
指标
X2

指标层

适用税率销售额增值税
税负率X11

企业所得税贡献率X12

主营业务收入变动率与
主营业务成本变动率同
步变动比X13

主营业务收入变动率与
主营业务利润变动率同
步变动比X14

期间费用率X15

应收账款变动率X16

其他应收款变动率X17

工资薪金变动率与营业
成本变动率X18

公共工程结算额增值税
税收负担率X21

公共工程结算额申报纳
税比率X22

时间进度与收入进度比
值X23

建 筑 安 装 成 本 占 比 率
X24

计算公式

适用税率销售额增值税税负率=建筑业一般纳税人适用税率销售
额计算应纳税增值额÷适用税率销售额×100%

企业所得税贡献率=企业应纳所得税额÷营业收入×100%

主营业务收入变动率与主营业务成本变动率同步变动比=评估期
主营业务收入变动率÷评估期主营业务成本变动率×100%

主营业务收入变动率与主营业务利润变动率同步变动比=评估期
主营业务收入变动率÷评估期主营业务利润变动率×100%

期间费用率=期间费用÷主营业务收入×100%

应收账款变动率=（评估期应收账款-上期应收账款）÷上期应收
账款×100%

其他应收款变动率=（评估期其他应收款-上期其他应收款）÷上
期其他应收款×100%

评估期工资薪金变动率=（评估期累计工资薪金支出额-上期累计
工资薪金支出额）÷上期累计工资薪金支出额×100%

公共工程结算额增值税税收负担率=某户建筑施工企业累计已纳
增值税额÷某户建筑施工企业公共工程累计结算金额×100%

公共工程结算额申报纳税比率=某户建筑施工企业公共工程累计
结算金额累计已纳增值税额÷主营业务收入×100%

时间进度与收入进度比值=时间进度÷收入进度×100%

建筑安装成本占比率=各项建筑成本费用÷建筑总成本×100%

指标性质

越大越有利

越大越有利

越大越有利

越大越有利

越小越有利

越小越有利

越小越有利

越小越有利

越大越有利

越小越有利

越小越有利

越小越有利

注：资料来源于税务机关征管系统内的企业所得税年度申报表数据、财务报表数据、其他税费申报数据。

表 4 建筑企业增值税税收风险监测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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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⑤期间费用率预警临界值。风险特征：若期间费

用率高于行业监测值上限则视为异常，企业可能存

在多列费用、少计收入等问题。因此，期间费用率预

警临界值为建筑行业期间费用率最大值。

⑥应收账款变动率预警临界值。风险特征：变动

率大于 30%时，企业可能采取“隐匿收入”“虚列往

来”的方法逃避纳税义务，应重点核查是否将应税收

入、主营业务外收入等记入“应收账款”科目，是否存

在未及时按施工合同计算施工收入的情况。因此，应

收账款变动率预警临界值为30%。

⑦其他应收款变动率预警临界值。风险特征：变

动率大于30%时，企业可能采取“隐匿收入”“虚列往

来”的方法逃避纳税义务，应重点核查是否将应税收

入、主营业务外收入等记入“其他应收款”科目，是否

存在未及时按施工合同计算施工收入的情况。因此，

企业应收款变动率预警临界值为30%。

⑧工资薪金变动率与主营业务成本变动率同步

变动比预警临界值。风险特征：工资薪金变动一般较

为平稳，如果变动幅度较大，可能存在虚列临时性、

季节性施工人员工资，虚增人工费用成本及工资薪

金未实际支付的风险。正常情况下评估期工资薪金

变动率与主营业务成本变动率比值应小于或接近

100%，当比值大于 130%时，可能存在多列成本费用

的问题。因此，工资薪金变动率与主营业务成本变动

率同步变动比预警临界值为130%。

（2）建筑企业增值税特殊类税收风险监测指标

预警临界值。

①公共工程结算额增值税税收负担率预警临界

值。风险特征：属于报验户的施工企业公共工程结算

额增值税税收负担率低于2%时，可能存在多抵扣进

项税额、少申报销售额的情况。因此，公共工程结算

额增值税税收负担率预警临界值为2%。

②公共工程结算额申报纳税比率预警临界值。

风险特征：公共工程结算额申报纳税比率一般应小

于等于100%，建筑施工企业当期自财政结算的工程

款应当在当期申报纳税，同时该纳税人还可能存在

公共工程施工结算收入以外的应税收入，因此，公共

工程结算额申报纳税比率应小于等于100%。对于当

期增值税申报销售额小于公共工程结算金额的，应

启动风险应对程序。因此，公共工程结算额申报纳税

比率预警临界值为100%。

③时间进度与收入进度比预警临界值。风险特

征：通过计算建筑施工企业在一定时期内是否按实

际施工进度确认收入，检查收入进度与时间进度是

否基本一致，并将实际发生的合同工作量与合同预

计总工作量监测值进行横向对比，据此判断企业是

否存在未按时足额申报缴纳税款、确认收入、扩大税

前扣除范围的问题。因此，时间进度与收入进度比预

警临界值为100%。

④建筑安装成本占比率预警临界值。风险特征：

一般情况下，建筑企业建筑成本的组成结构相对固

定。可根据企业的各项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占建筑

安装成本的比例是否高于行业平均值，来判断企业

是否存在多列成本费用的问题。因此，建筑安装成本

占比率预警临界值为建筑行业建筑安装成本占比率

平均值。

2. 建筑企业增值税税收风险预警指标权重确

定。本文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采集到税务专家对建

筑企业增值税税收风险预警指标重要性的评价。并

利用层次分析法，最终依次确立准则层指标和指标

层指标的判断矩阵并计算预警指标的权重，如表 5
所示。

3. 建筑企业增值税税收风险预警指数测度。

（1）建筑企业增值税税收风险预警个体指数

（kij）的测度。该指标具体是指建筑企业增值税税收

目标
层

建筑
企业
增值
税税
收风
险预
警指
标X

准则层

建筑企业
增值税通
用类税收
风险预警
指标X1
（0.6667）

建筑企业
增值税特
殊类税收
风险预警
指标X2
（0.3333）

指标层

适用税率销售额增值税税负率
预警指标X11

企业所得税贡献率预警指标X12

营业收入变动率与营业成本变
动率同步变动比预警指标X13

营业收入变动率与营业利润变
动率同步变动比预警指标X14

期间费用率预警指标X15

应收账款变动率预警指标X16

其他应收款变动率预警指标X17

工资薪金变动率与营业成本变
动率预警指标X18

公共工程结算额增值税税收负
担率预警指标X21

公共工程结算额申报纳税比率
预警指标X22

时间进度与收入进度比值预警
指标X23

建筑安装成本占比率预警指标
X24

指标
权重

0.2209

0.1250

0.0876

0.0876

0.1673
0.0388
0.0388

0.0417

0.0644

0.0644

0.0417

0.0218

表 5 建筑企业增值税税收风险预警指标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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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监测指标实际值超过或未达到建筑企业增值

税税收风险监测指标预警临界值，是与建筑企业增

值税税收风险监测指标预警临界值相比较的动态

相对数。

若建筑企业增值税税收风险监测指标为“越大

越有利”指标，则计算公式如下：

kij=（建筑企业增值税税收风险监测指标-建筑

企业增值税税收风险监测指标预警临界值）/建筑企

业增值税税收风险监测指标预警临界值 （1）
若建筑企业增值税税收风险监测指标为“越小

越有利”指标，则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kij=（建筑企业增值税税收风险监测指标预警

临界值-建筑企业增值税税收风险监测指标）/建筑

企业增值税税收风险监测指标预警临界值 （2）
若计算结果为正数，表示建筑企业增值税税收

风险监测情况为无警，处于安全状态；若计算结果

为负数，表示建筑企业增值税税收风险监测情况为

有警，且结果越小，建筑企业增值税税收风险越大。

（2）建筑企业增值税税收风险预警综合指数

（K）的测度。该指标由建筑企业增值税税收风险预

警个体指数（kij）计算得到，具体计算模型如下：

K= kij×wij （3）

说明：K=建筑企业增值税税收风险预警指数；

kij=建筑企业增值税税收风险预警个体指数；wij=建
筑企业增值税税收风险预警个体指数根据层次分

析法确定的权重，且 wij=1。

因此，本文构建的建筑企业增值税税收风险预

警综合指数测度模型构建如下：

K=X11×0.2209+X12×0.125+X13×0.0876+X14×
0.0876+X15×0.1673+X16×0.0388+X17×0.0388+
X18 × 0.0417 + X21 × 0.0644 + X22 × 0.0644 + X23 ×
0.0417+X24×0.0218 （4）

四、算例分析

我国建筑型企业自2016年5月1日起全面实行

“营改增”，因此建筑企业增值税税收风险评价指标

的相关数据时间跨度较短。为验证建筑企业增值税

税收风险预警指数模型的效用，本文选取 A公司

2016年 1 ~ 11月至 2017年 1 ~ 11月的财务报表数据

及《企业所得税纳税申请表》等相关税务报表资料

对该公司 2017年的企业增值税税收风险预警模型

进行算例分析。

1. 企业增值税通用类税收风险识别与分析。A
公司2016年1 ~ 11月与2017年1 ~ 11月企业增值税

通用类税收风险监测指标相关基础数据如表 6
所示。

由公式（2）、公式（3）计算得到该公司 2017年 1
月 ~ 11月企业增值税通用类税收风险个体预警指数

测度结果及风险分析结果，如表7所示。

由结果可知，该公司企业增值税通用类税收潜

在风险主要有以下几点：

（1）适用税率销售额增值税税负率预警指标为

负。该公司 2017年的数据截止到 11月，增值税税负

偏低，可能存在少申报销售额的风险。例如预收款

项、异地收入等不确认收入，或多抵扣进项，如将采

∑
j = 1

n

∑
j = 1

n

指标名称

2017 年建筑业一般
纳税人适用税率销
售额计算应纳税增
值额

2017 年适用税率销
售额

2017 企业所得税应
纳所得税额

2017 年主营业务收
入

2016 年主营业务收
入

2017 年主营业务成
本

2016 年主营业务成
本

2017 年主营业务利
润

2016 年主营业务利
润

2017年期间费用

2017年应收账款

2016年应收账款

2017年其他应收款

2016年其他应收款

2017 年累计工资薪
金支出额

2016 年累计工资薪
金支出额

金额

0

31695.91

-6173.93

212717.72

279735.14

212887.10

276082.91

-13828.87

-7915.85

11707.12

110709.72

98414.74

77828.02

10161.87

13137.99

14141.42

说明

因该公司自成立至
今，在建项目仍处亏
损状态，以此应纳税
增值额部分为0

2017年1 ~ 11月累计
值

2017年1 ~ 11月累计
值

2017年1 ~ 11月累计
值

2016年1 ~ 11月累计
值

2017年1 ~ 11月累计
值

2016年1 ~ 11月累计
值

2017年1 ~ 11月累计
值

2016年1 ~ 11月累计
值

2017年1 ~ 11月累计
值

2017年11月实际值

2016年11月实际值

2017年11月实际值

2016年11月实际值

2017年1 ~ 11月累计
值

2016年1 ~ 11月累计
值

A公司企业增值税通用类税收风险
预警指标相关基础数据 单位：万元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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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简易计税方法的计税项目应分摊的进项税额在

一般计税方法计税项目中抵扣，抵扣用于集体福

利、个人消费的购进进项等。

（2）企业所得税贡献率预警指标为负。截止到

2017年 11月，该公司应纳税所得额长期为负值，可

能存在企业预收款项、异地收入等不确认收入，少

申报收入，或以会议费的名义列支招待费等多列支

成本的问题。

（3）主营业务收入变动率与主营业务利润变动

率同步变动比预警指标为负，说明该公司可能存在

未足额申报收入的问题。

（4）其他应收款变动率预警指标为负，说明该

公司可能采取隐匿收入、虚列往来的方法逃避纳税

义务，需核查该公司是否存在将应税收入、营业外

收入等记入“其他应收款”科目的情况，是否存在未

及时按施工合同计算施工收入的情况。

2. 企业增值税特殊类税收风险识别与分析。

A公司 2016年 1 ~ 11月与 2017年 1 ~ 11月企业增值

税特殊类税收风险监测指标相关基础数据如表 8
所示。

由公式（2）、公式（3）计算得到A公司 2017年 1
~ 11月企业增值税特殊类税收风险个体预警指数测

度结果及风险分析结果，如表9所示。

由结果可知，该公司企业增值税特殊类税收潜

在风险主要有以下几点：

（1）公共工程结算额增值税税收负担率预警指

标为负。截止到 2017年 11月，属于报验户的施工企

业公共工程结算额增值税税收负担率明显低于 2%

的临界值，说明A公司可能存在多抵扣进项税额、少

申报销售额的情况。

（2）建筑安装成本占比率预警指标为负。一般

情况下，建筑企业建筑成本的组成结构相对固定。A
公司建筑安装的各项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占建筑

安装成本的比例稍高于行业均值，可能存在多列成

本费用的潜在风险。

3. 企业增值税税收风险预警综合指数测度。根

据公式（4），截止到 2017年 11月A公司企业增值税

税 收 风 险 预 警 综 合 指 数 K=- 100% × 0.2209-
825.60%×0.125+30.84%×0.0876-130.13%×0.0876+
9.09%×0.1673+140.19%×0.0388-95.49%×0.0388+
319.08%×0.0417-52.97%×0.0644+98.36%×0.0644+
12.75%×0.0417-0.95%×0.0218=113.99%。

准则
层

建筑
企业
增值
税通
用类
税收
风险
预警
指标
X1

指标层

适用税率销售额增值税税负率预警
指标X11

企业所得税贡献率预警指标X12

主营业务收入变动率与主营业务成
本变动率同步变动比预警指标X13

主营业务收入变动率与主营业务利
润变动率同步变动比预警指标X14

期间费用率预警指标X15

应收账款变动率预警指标X16

其他应收款变动率预警指标X17

工资薪金变动率与营业成本变动率
预警指标X18

指标测度

-100.00%

-825.60%

30.84%

-130.13%

9.09%

140.19%

-95.49%

319.08%

A公司2017年1~11月企业增值税
通用类税收风险个体预警指数

准则层

建筑企
业增值
税特殊
类税收
风险预
警指标
X2

指标层

公共工程结算额增值税税收负担率
预警指标X21

公共工程结算额申报纳税比率预警
指标X22

时间进度与收入进度比值预警指标
X23

建筑安装成本占比率预警指标X24

指标测度

-52.97%

98.36%

12.75%

-0.95%

指标名称

2017年建筑施工企业
累计已纳增值税额

建筑施工企业的公共
工程累计结算金额

2017年建筑施工企业
的公共工程累计结算
金额累计已纳增值税
额

2017年工程实际开工
时间

合同预计完工时间

2017年累计确认收入

合同收入

2017年各项建筑成本
费用

建筑总成本

数值

3672.13

390411.7

3486.55

2017年3月1日

2018年6月30日

5520.13

8027.23

5515.89

5519.29

说明

2017 年 1 ~ 11
月累计值

2017 年 1 ~ 11
月累计值

2017 年 1 ~ 11
月累计值

2017 年 1 ~ 11
月累计值

2017 年 1 ~ 11
月累计值

2017 年 1 ~ 11
月累计值

A公司2017年1~11月企业增值税
特殊类税收风险个体预警指数

A公司企业增值税特殊类税收风险
预警指标相关基础数据表 7 表 8

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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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表明该公司 2017年可能存在较大的企业

增值税税收风险，税源管理部门需要立即采取针对

性税收监管措施进行企业税收风险管控，提高企业

税收遵从度。

五、建筑企业增值税税收风险管控对策

1. 建筑企业增值税收入类风险管控对策。

（1）按合同约定确认收入。税务机关应全面、及

时地对建筑企业的税收实行项目管理制度，即在税

源管理部门的控制下，掌握中标项目明细，自开工之

日起介入，及时存档并核查，并通过政府部门信息共

享从住建、规划、国土、发改委等部门掌握建筑项目

进展情况、付款方式、承包形式、建筑工期等详细内

容，核对主营业务收入明细账，核实企业是否按规定

申报应税收入，重点检查应收未收部分是否如实申

报，未申报的，应责令限期补充申报。

（2）及时、足额地将预收账款确认为收入。税源

管理部门应了解企业的资金交易情况，检查企业的

银行账户明细情况，并通过政府部门间信息共享方

式，从住建、规划、国土、城投等部门的付款情况，核

对主营业务收入明细或者其他业务收入明细，核实

业务收到预付款后是否按照应纳税所得额的全额及

时申报。在必要的情况下（如纳税人申报收入远远低

于项目进度），可以对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财务总监及

其利益相关者的个人存款账户进行核查，防止纳税

人通过个人账户逃避监管。

（3）准确确认计量收入。税源管理部门应当对

纳税人与建设单位之间的施工合同进行核查，并

与政府部门上报的施工合同进行核对，掌握真实

的建筑劳务建造方式、合同价格、结算方法等。核

查企业现金明细账、银行存款明细账、应收应付往

来账、材料成本账、营业外收入明细账等，核对主

营业务收入明细账与其他业务收入明细账是否有

合同外收入，是否有其他收入直接冲减工程成本。

检查差旅费项目，确定是否有经常性出差（非已申报

应税项目所在地），核查是否有在建项目未进行应税

申报。

（4）对视同销售行为进行申报纳税。税源管理部

门应核实企业原材料、周转材料、应付工资、银行存

款与营业外支出、明细账与原始凭证，检查其材料领

用与工资发生是否为纳税人应税建筑工程项目，是

否存在与申报应税收入的建筑项目无关的项目。如

有必要，可以盘点周转材料和机械设备，核查是否有

其他项目领用，营业外支出中是否列支了捐赠项目，

再核查是否存在对视同销售的行为未进行纳税申报

的情况。

2. 建筑企业增值税税收成本费用类风险管控

对策。

（1）核实虚开发票抵扣进项和列支成本费用支

出的行为。税源管理部门应检查纳税人因购进货物

或劳务取得发票的真实性，防止虚假发票入账；对入

账的发票核查其资金流与货物流是否一致，票面内

容与真实业务内容是否一致，汇总开具的发票与验

收入库的货物是否一致，如有不符，应重点审查是否

为虚开发票；对长期挂往来账的购进货物与劳务应

核实其业务的真实性。所有虚假发票应当作为进项

税额转出，虚列成本的应调增应税所得额。

（2）核实将购进用于职工集体福利、个人消费

的货物或应税劳务进行进项税额抵扣的行为。税源

管理部门应核实纳税人福利费总额，核实福利费用

明细表与原始凭证，核实是否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

或其他进项抵扣凭证并抵扣进项税额，是否有应作

职工福利费的项目列入其他成本项目抵扣，对应

转出的进项税额按照相关规定计算不得抵扣的进

项税额。

（3）核实将建筑服务企业接受贷款服务计提进

项税额抵扣的行为。税源管理部门应核查纳税人借

款明细账、财务费用明细账及其他应收应付往来账，

核实其融资明细，掌握纳税人是否存在将利息费用

与借款直接相关的顾问费、手续费、咨询费等取得增

值税专用发票进行了进项税额抵扣，如果存在上述

情况，则纳税人需作进项税额转出。

（4）核实非正常损失或简易计税项目作进项税

额转出。税源管理部门应核查纳税人的材料明细账

及资产损失明细账，结合保险公司理赔损失鉴定，材

料损失或工程损失是否是管理不善造成的，若是管

理不善，是否应及时作进项税额转出。检查建筑业一

般纳税人是否存在简易计税项目以及一般计税项目

与简易计税项目并存的情况。如果存在以上情况，核

对材料明细账与应交税费明细账，核实简易计税项

目购进货物与服务是否与一般计税项目分别核算，

简易计税项目购进货物与服务进项税额是否全额转

出，对一般计税项目与简易计税项目共用进项税额

是否按相关规定计算了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

3. 建筑企业增值税税收其他类风险管控对策。

（1）核实不同计税方法造成的适用税率（征收

率）错误。税源管理部门应核实纳税人经营项目，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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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其是否同时存在一般计税项目与简易计税项目。

如果同时存在，则应重点检查其营业收入明细账与

相应的原始凭证，并与建筑合同、结算单据及纳税申

报数据进行比对，检查是否将不同征税项目分别核

算，各项目的核算是否准确，是否严格按不同征税方

式分别申报，是否人为调节收入。未按规定分项目进

行核算或者核算混乱的，从高适用税率。

（2）核实分别核算的兼营行为。税源管理部门应

核查纳税人的经营内容，是否存在有适用多种税率

的兼营行为。重点核查其营业收入明细账及其他收

入明细账、营业外收入明细账及应收应付往来科目，

核查纳税人的兼营行为是否准确核算。未分别核算

不同税率产品或劳务的，从高适用税率。

（3）核实挂靠经营造成的逃税行为。税源管理部

门应对具备资质的建筑业纳税人核查收入明细账，

并逐笔分析收入来源，判断是否存在挂靠行为，或者

通过住建、房产、发改委等职能部门掌握各工程项目

施工方，再核对纳税人建筑项目合同资料，掌握其是

否存在挂靠行为。存在挂靠行为的，应对每一笔挂靠

业务的收入与成本进行重点核实，特别是代开发票

的真实性，防止通过代开发票或直接取得假发票入

账，冲减成本。

（4）核实利用建筑行业分包和转包的特点，滥用

起征点优惠政策少缴税款的行为。对于存在分包业

务的建筑项目，税源管理部门应重点核实分包业务

的真实性及分包人的建筑资质。特别是对存在多份

分包合同的建筑项目，应逐份对分包合同的内容进

行核实，对每一个分包人的资质进行核查，并对项目

资金、发票及耗材进行逐一核对，对代开发票入账

的，对代开发票纳税人登记号与建筑项目所用工人

身份进行核对，结合社保提供的入保信息，防止纳税

人通过与工人签订分包合同逃避纳税。

（5）核实“营改增”前在地税已申报入库税款，

“营改增”之后到国税补开增值税发票少缴税款的风

险。国税、地税部门应加强合作，共享征税信息。对纳

税人存在补开发票业务的，税务部门应首先核实其

地税部门开具的已完税证明是否真实，其次核实其

营业收入明细账、银行存款或现金账，核实此笔业务

的具体付款时间是否在 2016年 5月 1日以前，最后

需要核实此笔业务的发生方是否与受票方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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