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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本章概述《建筑业营改增对工程造价及计价的影响》研究的背景、

目的、方法、范围和意义。 

1.1 课题研究的背景 

1.1.1 营业税与增值税 

1994年我国税制改革，确立我国流转税的两大主要税种——营业

税和增值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提供交通运输业、建筑业、金融

保险业、邮电通信业、文化体育业、娱乐业、服务业等 7项劳务、转

让无形资产或者销售不动产征收营业税。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

及进口货物征收增值税。在实施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前，增值税在我国

的发展经历了以下阶段。 

（1） 增值税的引入阶段 

1979年，我国开始对开征增值税进行可行性调研。1980年我国

在柳州、长沙、襄樊、上海等城市选择重复征税矛盾突出的机器、机

械和农业机具两行业试点实施增值税。 

1981年，财政部制定《增值税暂行办法》，从 1982年 1月 1日

起在全国范围内对机器、机械和农业机具两行业的产品以及电风扇、

缝纫机、自行车三项产品试行增税。 

1984年 9月 18日，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条例

（草案）》，在全国范围内对机器机械、汽车、钢材等 12类货物征

收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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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增值税全面实施阶段 

1994年税制改革，《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条例》（国务院令第

134号）规定，自 1994年 1月 1日起，在我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提供

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进口货物实施增值税，基本确立了我国的增

值税制度。 

（3） 增值税完善转型阶段 

2008年 11月 5日国务院第 34次常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

增值税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 538号）修订案，对我国增值税制度

进一步完善。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国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

若干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170号）和《关于固定资产进项税

额抵扣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113号）规定，购进或自制固定资

产的进项税额可抵扣销项税额，但建筑物和构筑物及其附属设备和配

套设施外除外，实现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的转型。 

1.1.2 营改增的进程 

经国务院批准，2011年 11月 16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印发

了《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财税〔2011〕110号)（本课题简

称“《营改增方案》”)，拉开了我国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本课题简称

“营改增”)的大幕。 

2012年 1月 1日起，在上海率先开展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

业营改增试点。 

2012年 9月 1日至 12月 1日，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

改增试点范围分批扩大至北京市、天津市、江苏省、安徽省、浙江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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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宁波市）、福建省（含厦门市）、湖北省、广东省（含深圳市）

等 8省、直辖市。 

2013年 8月 1日起，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改增试点在

全国范围内开展。 

2014年 1月 1日起，铁路运输和邮政业纳入全国营改增试点，营

改增试点行业范围进一步扩大。 

2014年 6月 1日起，电信业纳入全国营改增试点范围，营改增试

点行业范围进一步扩大。 

1.1.3 建筑业营改增现状 

建筑业营改增虽然纳入了《营改增方案》试点行业范围，并且《营

改增方案》对建筑业营改增的税率与计税方式等主要税制问题作了具

体安排——增值税税率 11%，计税方式原则上适用增值税一般计税方

法等，但并没有与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改增同期试点。 

1.1.4 建筑业营改增造价计算的困惑 

建筑业营改增工程造价计算面临三大困惑。一是工程造价税金如

何计算，营业税下税金就是应纳税额以税前造价计算；而增值税下税

金不是应纳税额,在工程造价计算时无从得知，工程造价中税金计算

无所适从。二是营改增后工程造价中税金按照营业税的计算方法以税

前造价乘以税率 11%计算，工程造价是否大幅度增加。三是工程造价

中税金的计算一直以来都是建筑业企业“收支平衡”，增值税下工程

造价中税金计算能否做到“收支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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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课题研究的目的、方法与范围 

1.2.1 课题研究的目的 

通过本课题研究首要解决工程造价计算面临的困惑，为建筑业营

改增顺利实施和平稳过渡提供技术支持与建议。 

1.2.2 课题研究的方法 

从营业税与增值税两种税制的差异性分析着手，研究增值税下的

工程造价计算规则（本课题简称“工程计价规则”），在此基础通过

项目实例和模型分析建筑业营改增对工程造价与计价的影响。课题研

究方法见以下框图。 

 

 

 

 

 

 

1.2.3 课题研究的范围 

（1） 工程造价的研究范围 

工程造价是指工程项目从筹建到竣工验收、交付使用整个建设期

的预计或实际支出的费用，包括建筑安装工程费、设备购置费、工程

建设其他费、预备费、建设期利息及按照国家规定应当计入的其他费

用等。工程造价按照形成阶段可分为投资估算、设计概算、施工图预

算、招标控制价、标底、投标价、中标价、签约合同价和竣工结算价、

竣工决算等。建筑业营改增主要对建筑业企业产生影响，从而影响工

增值税下 
工程计价规则 

税制差异分析 

现行工程计价 
规则分析 

工程造价影响 

工程计价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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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造价中建筑安装工程费，因此本课题研究的对工程造价影响范围主

要限于建筑安装工程费，如无特殊说明本课题所称工程造价即建筑安

装工程费，研究的工程计价规则适用于不同阶段的工程造价形式。 

（2） 工程计价的研究范围 

本课题对工程计价影响的研究范围主要涉及与工程造价计算和

构成紧密相关的、受建筑业营改增影响的工程计价办法和计价标准等。 

1.3 课题研究的意义 

本课题以工程计价规则研究为核心，进行建筑业营改增对工程造

价及计价规则影响的研究，建立了增值税的工程计价规则。工程计价

规则是工程造价计算的基础，本质上是工程造价——建筑产品价格的

定价机制。由于我国工程计价规则的规定性——由工程造价管理部门

规定，因此建筑业营改增调整现行工程计价规则后，工程造价必然随

之变化。无论建筑业营改增企业税负增减与否，只要工程计价规则能

保证税金计算“收支平衡”，就不会增加建筑业企业实际负担。本课

题研究成果是开展建筑业营改增其他相关研究的基础和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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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税制差异分析研究 

 

本章通过概述营业税与增值税有关规定，比较分析两种税制对工

程计价规则起决定性作用的本质性差异，为研究增值税下工程计价规

则提供理论基础。 

2.1 营业税概述 

2.1.1 营业税的征税范围 

营业税的征税范围包括在中国境内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

或销售不动产。营改增试点前，营业税应税劳务包括交通运输业、建

筑业、金融保险业、邮电通信业、文化体育业、娱乐业、服务业等 7

大行业提供的劳务。营业税的税目税率见表 2.1.1-1。 

表 2.1.1-1营业税税目税率表 

税  目 税  率 备注 

一、交通运输业 3% 已试点营改增 

二、建筑业 3%  

三、金融保险业 5%  

四、邮电通信业 3% 已试点营改增 

五、文化体育业 3%  

六、娱乐业 5%-20%  

七、服务业 5% 

其中部分现代服务业（研发和技

术服务、信息技术服务、文化创

意服务、物流辅助服务、有形动

产租赁服务、鉴证咨询服务、广

播影视服务等）已试点营改增 

八、转让无形资产 5%  

九、销售不动产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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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营业税的计税方法 

营业税从属性划分属于价内税，计税方法简便，应纳税额以营业

额乘以相应税率计算，营业额中包括应纳税额。应纳税额计算公式为： 

应纳税额=营业额×税率。 

2.1.3 营业税的会计处理 

企业购进货物或接受劳务和服务时实际支付或应付的含税金额，

分别核算为“主营业务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和“财务

费用”。 

企业提供营业税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者销售不动产时，以

实际收到或应收的价款，借记“银行存款”、“应收账款”等科目，

贷记“主营业务收入”科目；以实际收到或应收价款乘以营业税税率

计算的金额，借记“营业税金及附加”科目，贷记“应交税费-应交

营业税”科目。 

解缴税款时，借记“应交税费-应交营业税”科目，贷记“银行

存款”科目。 

从以上会计处理看出，营业税下购进货物或接受劳务和服务以包

括进项税额的“含税金额”进行成本费用核算，营业税应纳税额进行

当期损益核算。 

2.2 增值税概述 

2.2.1 增值税的征税范围 

营改增试点前，增值税的征税范围包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

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进口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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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4年 1月 1日起，交通运输业、邮政业以及部分现代服务

业已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营改增试点。营改增试点的部分现代服务业包

括研发和技术服务、信息技术服务、文化创意服务、物流辅助服务、

有形动产租赁服务、鉴证咨询服务、广播影视服务等。 

2.2.2 增值税计税方法 

增值税从属性划分属于价外税，计税方法分一般计税方法和简易

计税方法。 

（1） 计税方法的适用 

一般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和应税服务适

用一般计税方法计税。一般纳税人销售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

特定货物或提供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特定应税服务，可以选

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但一经选择，36个月内不得变更。 

小规模纳税人销售货物或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或应税服务适

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 

（2） 一般计税方法 

一般计税方法应纳税额，是指当期销项税额抵扣当期进项税额后

的余额。当期销项税额小于当期进项税额不足抵扣时，其不足部分可

以结转下期继续抵扣。应纳税额计算公式： 

应纳税额=当期销项税额－当期进项税额 

进项税额，是指纳税人购进货物或者接受增值税应税劳务和服务

而支付或者负担的增值税额。销项税额，是指纳税人提供应税服务按

照销售额和增值税税率计算的增值税额。销项税额计算公式： 

销项税额=销售额×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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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计税方法的销售额不包括销项税额，纳税人采用销售额和销

项税额合并定价方法的，按照下列公式计算销售额： 

销售额＝含税销售额÷（1+税率） 

增值税税率见表 2.2.2-1。 

表 2.2.2-1增值税税率表 

序号 税目 税 率 备注 

（一） 销售或进口（二）以外的货物 17%  

（二） 

销售或进口下列货物： 

1.粮食、食用植物油； 

2.自来水、暖气、冷气、热水、煤气、石油液化气、天

然气、沼气、居民用煤炭制品； 

3.图书、报纸、杂志； 

4.饲料、化肥、农药、农机、农膜； 

5.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货物 

（1）农产品； 

  （2）音像制品 

  （3）电子出版物 

  （4）二甲醚 

13%  

（三） 出口货物，国务院另有规定的除外 0  

（四） 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 17%  

（五） 提供交通运输业、邮政业服务和基础电信服务 11% 
已试点营改

增的交通运

输业、电信

业和部分现

代服务业 

（六） 提供有形动产租赁服务 17% 

（七） 

提供研发和技术服务、信息技术服务、文化创意服务、

物流辅助服务、鉴证咨询服务、广播影视服务以及增值

电信服务 

6% 

（3） 简易计税方法 

简易计税方法的应纳税额，是指按照销售额和增值税征收率计算

的增值税额，不得抵扣进项税额。应纳税额计算公式： 

应纳税额=销售额×征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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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易计税方法的销售额不包括其应纳税额，纳税人采用销售额和

应纳税额合并定价方法的，按照下列公式计算销售额： 

销售额＝含税销售额÷（1＋征收率） 

增值税征收率见表 2.2.2-2。 

表 2.2.2-2增值税征收率表 

序号 税目 征收率 

（一） 小规模纳税人 3% 

（二） 

一般纳税人销售自产的下列货物 

1.县级及县级以下小型水力发电单位生产的电力。 

2.建筑用和生产建筑材料所用的砂、土、石料。 

3.以自己采掘的砂、土、石料或其他矿物连续生产的砖、

瓦、石灰（不含粘土实心砖、瓦）。 

4.用微生物、微生物代谢产物、动物毒素、人或动物的

血液或组织制成的生物制品。 

5.自来水。 

6.商品混凝土（仅限于以水泥为原料生产的水泥混凝

土）。 

6% 

2.2.3 增值税会计处理 

企业购进货物或接受增值税应税劳务和服务时，按照增值税扣税

凭证注明或计算的进项税额借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科目，实际支付或应付的金额与进项税额的差额分别核算为“主营业

务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和“财务费用”，以实际支

付或应付的金额，贷记“银行存款”、“应付账款”等科目。 

企业销售货物或提供增值税应税劳务和服务时，以实际收到或应

收的金额，借记“银行存款”、“应收账款”等科目，以销售额乘以

相应税率计算的销项税额贷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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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以实际收到或应收的金额与销项税额的差额贷记“主营业务收

入”科目。 

解缴税款时，以“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科目“贷”方期末余

额为增值税应纳税额，借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科目，贷记“银

行存款”科目。 

从以上会计处理看出，增值税下购进货物或接受增值税应税劳务

和服务以扣除进项税额后的“不含税金额”进行成本费用核算，销项

税额亦不包括在主营业务收入中，进项税额和销项税额分别在“应交

税费-应交增值税”科目的“借”、“贷”两个相反方向核算，应纳

税额(销项税额-进项税额)直接在“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科目核算，

不进行当期损益核算。 

2.3 营业税与增值税差异分析 

2.3.1 征税范围 

营业税与增值税是我国长期共存的两大流转税税种，分别适用不

同的征税范围，且在征税范围既相互排斥又互为补充，即同一应税对

象要么适用营业税，要么适用增值税，不会既征营业税又征增值税。 

2.3.2 计税方法 

比较分析营业税与增值税的计税方法见表 2.3.2-1，并且两者呈

现两项显著性差异。 

（1） 计税依据的差异 

营业税属价内税，应纳税额的计算依据——营业额包括应纳税额；

增值税属价外税，应纳税额的计算依据——销售额不包括销项税额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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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纳税额，即使销售货物或提供增值税应税劳务和服务采用“价税合

并”定价方法，含税销售额也要折减为不含税销售额。折减计算式为： 

销售额＝含税销售额÷（1+税率）或 

销售额＝含税销售额÷（1+征收率） 

（2） 进项抵扣的差异 

营业税计税简便，不需要抵扣，应纳税额相对于营业额税负比率

为“定值”，不受购进货物或接受增值税应税劳务和服务的影响。而

增值税一般计税方法计税相对复杂，需要进行进项税额抵扣，应纳税

额相对于销售额税负比率为“变值”，不仅与销项税额相关，而且受

购进货物或接受增值税应税劳务和服务而取得的进项税额的影响；增

值税简易计税方法与营业税计算方法基本一致，只是计算依据为不含

税的销售额，而不是含税的营业额。 

表 2.2.3-1 营业税与增值税计税方法对比表 

序号 税种 计算公式 备注 

1 营业税 应纳税额=营业额×税率 营业额包括应纳税额 

2 增

值

税 

一般计税

方法 

应纳税额=销项税额-进项税额 

销项税额=销售额×税率 
销售额不包括销项税额 

3 
简易计税

方法 
应纳税额=销售额×征收率 销售额不包括应纳税额 

2.3.3 财务核算 

财务核算方面的差异由营业税与增值税分别属于价内税与价外

税的本质属性差异所决定，是财务核算对税制属性差异的反应，是研

究工程计价规则的基础。 

（1） 成本费用核算的差异 



 

13 
 

营业税与增值税两种税制在成本费用核算方面的本质差异在于：

购进货物或接受劳务和服务的可抵扣进项税额是否计入成本费用核

算。营业税下成本费用以包括可抵扣进项税额的含税价格核算，成本

费用项目包括可抵扣的进项税额；增值税下成本费用核算以扣除可抵

扣进项税额的不含税价格核算，成本费用项目不包括可抵扣的进项税

额。简言之，营业税下成本费用包括进项税额，增值税下成本费用不

包括进项税额。 

（2） 应纳税额核算的差异 

营业税与增值税两种税制在应纳税额核算方面的本质差异在于：

应纳税额是否计入当期损益核算，是否影响营业利润。营业税下应纳

税额计入当期损益核算，营业收入扣减应纳税额后计算营业利润，应

纳税额影响营业利润。增值税下应纳税额不计入当期损益核算，通过

债务类科目“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核算，营业利润的核算与应

纳税额无关，应纳税额不影响营业利润。简言之，营业税下营业利润

扣减应纳税额，增值税下营业利润不扣减应纳税额。 

（3） 营业收入核算的差异 

营业税与增值税两种税制在营业收入核算方面的本质差异在于：

营业收入核算是否包括应纳税额或销项税额。营业税下以营业额核算

营业收入，包括应纳税额。增值税下以销售额核算营业收入，销售额

不包括销项税额或应纳税额。简言之，营业税下营业收入包括应纳税

额，增税下营业收入不包括销项税额或应纳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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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程计价规则对策研究 

 

本章以第 2章营业税与增值税的差异分析为基础，从解析现行工

程计价规则着手，研究建立建筑业营改增试点实施后增值税下工程计

价规则。 

3.1 现行工程计价规则分析 

3.1.1 现行工程计价规则概述 

现行工程计价规则，即营业税下工程计价规则由《建筑安装工程

费用项目组成》(建标〔2013〕44号)规定。建筑安装工程费按照费用

构成要素划分：由人工费、材料费、施工机具使用费、企业管理费、

利润、规费和税金组成。其中人工费、材料费、施工机具使用费、企

业管理费和利润包含在分部分项工程费、措施项目费、其他项目费中。

如第 1章绪论研究范围所述，如无特殊说明本课题所称工程造价即建

筑安装工程费。现行工程计价规则见以下框图。 

现行工程计价规则可表述为如下工程造价恒等式： 

工程造价=人工费+材料费+施工机具使用费+企业管理费+规费+

利润+税金 ..................................... 公式 3.1.1-1 

工程造价中税金包括营业税应纳税额和附加税费两部分，公式

3.1.1-1工程造价恒等式可变形为： 

工程造价=人工费+材料费+施工机具使用费+企业管理费+规费+

利润+应纳税额+附加税费 ......................... 公式 3.1.1-2 

现行工程计价规则用框图表述，见下图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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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 营业税下工程计价规则 

3.1.2 税前造价以含税金额计算 

税前造价中人工费、材料费、施工机具使用费、企业管理费和规

费等 5项费用项目在工程造价计算时均以不扣除可抵扣进项税额的含

税金额计算，与营业税下成本费用的核算相统一。 

3.1.3 税金以应纳税额计算 

工程造价中税金以营业税应纳税额及其附加税费计算。营业税应

纳税额计算公式为：应纳税额=营业额×营业税税率；附加税费一般

包括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费附加等 3项，均以应

纳税额为计算依据，附加税费计算公式为：附加税费=应纳税额×附

加税率。营业税应纳税额与附加税费综合计算的公式为：营业税应纳

税额+附加税费=营业额×营业税税率×（1+附加税率）=营业额×法

定税率，其中：法定税率=营业税税率×（1+附加费率）。 

分部分项工程费 

措施项目费 

其他项目费 

人工费 

材料费 

施工机具使用费 

企业管理费 

利润 

规费 

税
前
造

价 工
程
造
价 

税金 

应纳税额 

附加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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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税下工程造价即为建筑业企业营业额，税金=工程造价×法

定税率。另外，工程造价-工程造价×法定税率=税前造价，从而，工

程造价=税前造价÷(1-法定税率)。因此，税金=税前造价÷(1-法定

税率)×法定税率=税前造价×综合税率，其中，综合税率=法定税率

÷(1-法定税率)。 

建筑业营业税税率 3%；附加税费中城市维护建设税纳税地在市区

的税率 7%，县城、镇的税率 5%，不在市区、县城或镇的税率 1%；教

育费附加费率 3%；地方教育费附加 2%；附加税费率之和分别为 12%，

10%和 6%。营业税应纳税额与附加税费法定税率为 3.36%，3.3%和

3.18%，与之相对应工程造价计算税金的综合税率分别为 3.48%，3.41%

和 3.28%。 

3.1.4 定价方法“价税分离”，税金计算“收支平衡” 

营业税下工程造价中“税前造价”（价款）与“税金”分别计算，

建筑产品建造价格定价机制“价税分离”，计算的税金即建筑业企业

向建设单位收取价款中税金（“收”），与建筑业企业缴纳的营业税

应纳税额和附加税费（“支”）完全相等；从而税金“收支平衡”，

建筑业企业税负合理转移到工程造价。 

3.2 增值税下工程计价规则研究 

鉴于《营改增方案》已明确规定建筑业营改增计税方法原则上适

用增值税一般计税方法，因此本课题增值税下工程计价规则研究，均

基于增值税一般计税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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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工程计价规则研究的目的 

研究建筑业营改增试点后增值税下工程计价规则，必需重点解决

第 1章所述工程计价面临的困惑，即工程造价中税金如何计取，按建

筑业营改增增值税税金 11%计算是否合理，工程造价中税金的计取能

否做到“收支平衡”。要解决目前工程计价面临的困惑，工程造价中

税金计算面临两大困难。 

（1） 增值税应纳税额难以确定 

营业税应纳税额以营业额为计税依据，方法简便，金额确定，可

以说是“定值”。而增值税应纳税额以销项税额抵减进项税额计算，

其中销项税额以销售额为计算基础，增值税下进项税额不计入成本费

用，进项税额并不是销售额的组成，所以销项税额应以不含进项税额

的“税前造价”计算。而现行工程计价规则中“税前造价”已包括进

项税额，并非计算销项税额的基础，以现行包含进项税额的“税前造

价”计算销项税额是错误。另外现行工程计价规则中进项税额也无法

确定。因此增值税应纳税额难以确定，可以说是“变值”。 

（2） 税金计取难以“收支平衡” 

营业税下工程造价税金计算是“收支平衡”的，即应缴多少营业

税税金，工程造价就计取多少税金。但是营业税应纳税额计税相对简

便，金额为“定值”，做到工程造价税金计取“收支平衡”相对容易。

而增值税应纳税额难以确定，金额为“变值”，也就是说要缴多少增

值税税金不确定，更难以谈上“收支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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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工程造价恒等式的推导 

工程造价恒等式为：工程造价=人工费+材料费+施工机具使用费+

企业管理费+规费+利润+应纳税额+附加税费 ......... 公式 3.1.1-2 

工程造价恒等式中人工费、材料费、施工机具使用费、企业管理

费、规费等 5项费用合称为“利税前费用”，并将利税前费用分解为

不含税价款（扣除可抵扣进项税额）和可抵扣的进项税额两部分。将

工程造价恒等式 3.1.1-2做以下推导： 

工程造价=利税前不含税价款+进项税额+利润+应纳税额+附加税

费=利税前不含税价款+利润+（进项税额+应纳税额）+附加税费=利税

前不含税价款+利润+销项税额+附加税费 ............ 公式 3.3.2-1 

将利税前不含税价款分解为 5项不含税费用，公式 3.3.2-1变为： 

工程造价=人工费（不含税）+材料费（不含税）+施工机具使用

费（不含税）+企业管理费（不含税）+规费（不含税）+利润+销项税

额+附加税费 ................................... 公式 3.3.2-2 

3.2.3 增值税下工程计价规则的确立 

通过 3.2.2工程造价恒等式的推导，工程造价税金的计算由应纳

税额变成销项税额，而销项税额以销售额乘以增值税税率计算，税金

“变值”转化为“定值”。根据工程造价恒等式 3.3.2-2确立增值税

下工程计价规则：税前造价中人工费、材料费、施工机具使用费、企

业管理费和规费等 5项费用项目均以不含可抵扣进项税额的不含税价

款计算，税金以销项税额计取——以税前造价乘以增值税税率计算，

用于弥补未计入税前造价的进项税额和向税务机关缴税。所谓不含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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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款是指建筑业企业购进货物或接受增值税应税劳务和服务所支付

的不含可抵扣进项税额的金额。 

据税法规定，公式 3.3.2-2中附加税费计算依据为应纳税额，而

应纳税额取决于取得增值税抵扣凭证的多少，与企业管理水平密切相

关；另外附加税费计入当期损益，影响企业营业利润。因此，从工程

造价构成角度，附加税费可以包括在税前造价企业管理费内容中。 

综上所述，增值税下工程计价规则可表述为以下框图 3.2.3。 

图 3.2.3 增值税下工程计价规则 

3.2.4 两税计价规则的实质差异 

增值税下工程计价规则相对于营业税下工程计价规则而言，仅存

在如下 2方面实质差异：一是计价价格形式差异，两种税制下费用计

价价格形式发生变化，营业税下费用项目以“含税价格”计价，增值

税下费用项目以“不含税价格”计价。二是税金计取内容差异，营业

分部分项工程费 
(不含进项税额) 

措施项目费 

(不含进项税额) 

其他项目费 
(不含进项税额) 

人工费(不含进项税额) 

材料费(不含进项税额) 

施工机具使用费 
(不含进项税额) 

企业管理费(含附加税费) 
（不含进项税额） 

利     润 

规费(不含进项税额) 

税
前
造

价 工
程
造
价 

税     金 销项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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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下工程造价中税金以应纳税额计取，增值税下工程造价中税金以销

项税额计取。 

3.3 增值税下工程计价规则的特点 

3.3.1 税制内在规律的本质要求 

增值税下工程造价中税金以“销项税额”计算，继承了税前造价

乘以税率计算税金一贯的“价税分离”定价机制。但是增值税下定价

机制“价税分离”的基础和前提是税前造价中费用项目计算“价税分

离”，即税前造价中费用项目计算以不含可抵扣进行税额的“不含税

金额”计算。费用项目计算“价税分离”是与营业税下工程计价规则

的本质变化，由两种税制下成本费用核算的本质差异所决定，是税制

内在规律的本质要求。本课题将增值税下工程计价规则称之为“价税

分离”工程计价规则。 

增值税下工程造价中税金若依然以“应纳税额”计算，则需测算

应纳税额（即税负）的平均水平，这种所谓“综合税率”方法显然即

不可行也不合理。首先税收法定原则决定了不能用企业管理费等费率

通过“统计测算”其平均水平来计算税金，即使营业税下工程造价中

税金计算的“综合税率”如本章第 3.1.3所述，也并非“统计测算”

的平均税率，而是通过法定税率计算所得，所谓“综合”是指税金计

算“综合”了营业税应纳税额和附加税费。其次建筑产品的个别性和

单件性固有特性，不同工程应纳税额差异巨大，同一工程不同承建单

位税负迥异，因此无法通过划分工程类别而使税负水平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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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税金计取“收支平衡” 

增值税下工程计价规则以“销项税额”计取税金，工程造价计算

时能准确确定，将增值税下以应纳税额计取税金的“变值”难题转为

“定值”。工程造价中计取的税金用于弥补未计入税前造价的进项税

额和向税务机关缴税，税金计取“收支平衡”，即计取的税金（“收”）

恒等于进项税额与应纳税额之和（“支”）。 

其实，不论以“销项税额”计算税金还是以“应纳税额”计算税

金，只要能把税金计算准确，税金计取能“收支平衡”，反映税制内

在规律，就是合理工程计价规则。 

3.3.3 企业税负合理转化 

营业税下工程造价税金计取“收支平衡”，企业税负全部计入工

程造价，建筑业企业不实际承担税负。实行“价税分离”的工程计价

规则，增值税下工程造价中税金计取同样做到“收支平衡”，企业税

负合理转化为工程造价，营改增不会增加企业负担，建筑业企业生产

经营活动过程中取得增值税抵扣凭证的多少并不影响企业利润。建筑

业企业取得增值税抵扣凭证多，则向税务机关缴税少；取得增值税抵

扣凭证少，则向税务机关缴税多。但取得增值税抵扣凭证的进项税额

与缴税两者之和恒等于工程造价中计取的税金——销项税额。 

3.3.4 适用各阶段工程计价 

正如第 1章所述，工程造价在不同形成阶段表现不同形式，如投

资估算、设计概算、施工图预算、招标控制价、标底、投标价、中标

价、签约合同价和竣工结算价、竣工决算等，“价税分离”工程计价

规则适用于工程造价形成各阶段的建筑安装工程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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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进行相关研究的前提 

“价税分离”工程计价规则未确定前，进行的建筑业营改增相关

研究，尤其是有关企业税负的研究，均基于营改增“价格不变”假设

——建筑业营改增前后“工程造价不变”。如果一种商品或服务的价

格对税负完全敏感——能够将增加或减少的税负完全转化价格，税负

的增减能完全转化为价格的增减，则即使增加税负也不会加重企业负

担。因此“增加税负”等同于“加重负担”命题，只有在营改增“价

格不变”前提下才成立。 

但是工程计价规则的规定性和工程计价的单件性等特性决定了

建筑产品的建造价格——工程造价的“价格不变”假设不可能成立。

我国工程计价规则由工程造价管理部门所规定，工程造价能随规则的

变化而变化，营改增只要实行“价税分离”工程计价规则，工程造价

会因税负的增减而增减，所以降低增值税税率只会降低工程造价，对

提高企业利润或减轻企业负担毫无裨益，相反会增加企业“长期留抵”

——“销项税额与进项税额倒挂”的风险。因此“价税分离”工程计

价规则是进行建筑业营改增研究的基础和前提。 

3.4 增值税下工程计价规则应用 

3.4.1 工程造价计算 

通过一个钢筋混凝土分部分项工程营业税与增值税两者税制下

工程造价计算为例说明工程计价规则应用，计算过程见表 3.4.1。 

（1） 直接费 

营业税下以包括进项税额的含税金额计算，“+”前金额进项业

务所支付的不含税价款，“+”后金额为进项税额，两者之和为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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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含税金额；增值税下以不含进项税额的不含税价款计算直接费。其

中水费按市场不能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考虑，进项税额为“0”；人

工费按工资总额计算，不包括进项税额。 

（2） 企业管理费 

营业税下根据现行费用定额规定以直接费为基数乘以 5%计算，其

费用的 35%包含进项税额，进项业务增值税平均税率 15%；增值税下

企业管理费水平不变，扣除进项税额=11×35%/1.15×15%=0.5万元。 

（3） 规费 

营业税下根据现行费用定额规定以人工费为基数乘以 16.7%计算；

增值税下无变化。 

（4） 利润 

营业税下根据现行费用定额规定以直接费为基数乘以 4.5%计算；

增值税下获利水平维持不变，获利金额无变化。 

（5） 税金 

税金均未考虑附加税费：营业税下以税前造价计算，计算税率=

营业税税率/(1-营业税税率)=3%/(1-3%)=3.09%；增值税下以不含进

项税额的税前造价计算，计算税率=增值税税率=11%。 

表 3.4.1 工程造价计算表 

序号 项目 营业税下（万元） 增值税下（万元） 

一 直接费 223 200 

(一) 人工费 30 30 

(二) 材料费 172 152 

1 钢筋 100+17=117 100 

2 商品混凝土 50+3=53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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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营业税下（万元） 增值税下（万元） 

3 水（无票） 2+0=2 2 

(三) 机械费 18+3=21 18 

二 企业管理费 223×5%=11 11-11×35%/1.15×15%=10.5 

三 规费 30×16.7%=5 5 

四 利润 223×4.5%=10 10 

五 税前造价 223 +11+5+10=249 200+10.5+5+10=225.5 

六 税金 249×3.09%=7.7 225.5×11%=24.8 

七 工程造价 249+7.7=256.7 225.44+24.8=250.3 

3.4.2 企业利润计算 

上述工程施工生产经营过程中，采购商品混凝土有两种价格条件

——开具发票（开票）的价格为 53万元，不开发票（缺票）的价格

为 51万元。其他费用的发生额与工程造价计算的预估金额一致。表

3.4.2分别计算两税下“开缺发票”的企业利润。 

表 3.4.2 企业利润计算表 

序号 项目 
营业税下 增值税下 

开票 缺票 开票 缺票 

一 收入 256.7 256.7 250.3 250.3 

其中 
销项 

税额 
— — 24.8 24.8 

二 支出 246.7 244.7 240.3 241.3 

(一) 直接费 223 221 200 201 

1 人工费 30 30 30 30 

2 钢筋 117(100+17) 117 100 100 

3 
商品 

混凝土 
开票:53(50+3) 缺票:51 开票:50 缺票: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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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营业税下 增值税下 

开票 缺票 开票 缺票 

4 
水 

(无票) 
2(2+0) 2 2 2 

5 机械费 21(18+3) 21 18 18 

(二) 
企业 

管理费 
11 11 10.5 10.5 

(三) 规费 5 5 5 5 

(四) 
进项 

税额 
— — 

17+3+0+3 

+0.5=23.5 

17+3+0+0.5 

=20.5 

(五) 
税金 

缴纳 
7.7 7.7 24.8-23.5=1.3 24.8-20.5=4.3 

三 利润 
256.7-246.7 

=10 

256.7-244.7 

=12 

250.3-240.3 

=10 

250.3-241.3 

=9 

其中 
缺票 

利润 
— 53-51=2 — 50-51=-1 

3.4.3 企业利润分析 

（1） 有无发票的影响 

所谓“无票”指建筑业上游供应市场对所有建筑业企业均不能提

供增值税专用发票，例如该钢筋混凝土工程的水费。从表 3.4.2、表

3.4.2看出，水费由于市场不能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增值税下工程

计价以全价计入税前造价费用项目，对企业利润不产生影响。 

（2） 开缺发票的影响 

从表 3.4.2可以看出：营业税下，购进货物或接受增值税应税劳

务和服务支付的进项税额从企业成本费用项目中开支，商品混凝土

“缺票”价格比“开票”的含税价格低，“缺票”降价能获取缺票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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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缺票”采购比“开票”采购多获利 2万元，是由商品混凝土税

前造价“计价价格”(53万元)与“采购价格”(51万元)价差产生。 

增值税下，购进货物或接受增值税劳务和服务支付的进项税额不

从企业成本费用项目开支，而从销项税额开支，混凝土“缺票”价格

不比“开票”的不含税价格更低，“缺票”降价不能获利，“缺票”

采购比“开票”采购少获利 1万元，同样是由商品混凝土税前造价“计

价价格”(50万元)与“采购价格”(51万元)价差产生。“缺票”采

购虽然多缴纳税金，但在采购时却少支付了进项税额，且缴税金额与

进项税额两者之和恒等于销项税额。所以“开缺发票”虽影响企业税

负，但并不影响企业利润。购进货物或接受增值税应税劳务和服务的

不含税价格才是影响企业利润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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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营改增对工程造价的影响 

 

本章以“价税分离”工程计价规则为基础，通过项目实例测算和

模型分析建筑业营改增工程造价的影响。  

4.1 项目实例测算 

4.1.1 项目情况介绍 

本课题从上海、北京、四川共抽取了 12个项目进行实例测算，

其中上海项目 9个，北京项目 2个，四川项目 1个。项目类型、计价

阶段、计价方式等情况下表。营业税下工程造价构成表见表 4.1.1。 

序号 工程名称 
总造价 

（万元） 
工程类别 计价阶段 计价方式 

1 上海国浩长风城酒店工程 5464.51 
公共建筑 

-旅馆酒店 
中标价 清单计价 

2 
上海国浩长风城办公楼工

程 
6050.85 

公共建筑 

-办公建筑 
中标价 清单计价 

3 
上海苏河湾大厦办公楼项

目 
4648.73 

公共建筑 

-办公建筑 
投标价 清单计价 

4 
上海杨浦区 316街坊商办

楼二期工程 
6203.81 

公共建筑 

-商办楼 
结算价 定额清单 

5 北京饭店二期公寓 7384.16 
公共建筑 

-居住建筑 
结算价 预算定额 

6 北京雁栖湖安置房工程 35121.19 
公共建筑 

-居住建筑 
结算价 预算定额 

7 四川新成仁路项目 16015.92 
市政工程 

-道路工程 
结算价 清单计价 

8 上海丰溪路道路新建工程 2047.10 
市政工程 

-道路工程 
结算价 清单计价 

9 上海崇明东滩 Z1道路工程 8071.44 
市政工程 

-道路工程 
投资概算 定额计价 

10 上海崇明东滩 Z1桥梁工程 2757.06 
市政工程 

-桥梁工程 
投资概算 定额计价 

11 
上海虹梅南路～金海路通

道越江段新建工程 
244668.17 

市政工程 

-隧道工程 
 合同价 清单计价 

12 
上海轨道交通 10号线工程

10标段区间隧道工程 
18785.89 

轨道交通 

-区间隧道 
 结算价 清单计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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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实例测算方法 

通过应用第 3章确立的“价税分离”工程计价规则，在其他因素

均不变的前提下，仅仅变化计价规则，将项目实例将营业税下工程造

价调整为增值税下工程造价。首先将营业税下工程造价费用项目组成

中涉及进项业务的费用以其适用的增值税税率或征收率计算其进项

税额和不含税金额，然后再以此为基础计算不含进项税额的税前造价，

最后以不含进项税额的税前造价计算销项税额和增值税下的工程造

价。项目实例营业税下工程造价均在 2013年 7月 1日前计算，费用

项目组成执行《建筑安装工程费用项目组成》（建标〔2003〕206号），

工程造价进项税额计算见表 4.1.2-1，增值税下工程造价计算见表

4.1.2-2，详细内容见本课题附件“项目实例测算资料”。营业税下

工程造价中各项费用项目调整方法如下。 

（1） 人工费 

工程造价中人工费为生产工人工资总额，所以工程造价中人工费

不涉及进项业务，不包括进项税额，工程造价中人工费不调整。 

（2） 材料费 

根据上海、北京、四川有关建筑安装工程费用项目组成规定，材

料检验试验费包括在企业管理费中，工程造价中材料费包括材料原价、

运杂费、运输损耗费、采购及保管费等 4项费用。材料原价进项税额

按货物适用增值税税率 17%、13%和征收率 6%计算；运杂费进项税额

按交通运输业增值税税率 11%计算；运输损耗费进项税额以材料原价

进项税额和运杂费进项税额之和乘以运输损耗率计算；采购及保管费

不考虑进项税额，且费用水平不因营改增而发生变化，采购及保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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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作调整。 根据上海市有关规定，材料采购及保管费包括在企业管

理费中，材料费中不包括。 

（3） 施工机械使用费 

施工机械使用费一般按以自有机械台班单价组成扣除进项税额。

台班单价组成中折旧费进项税额按 17%增值税税率计算；台班大修理

费进项税额按接受修理修配劳务增值税税率 17%计算；经常修理费的

70%按修理修配劳务增值税税率 17%计算进项税额；安拆费及场外运输

费的 60%按交通运输业增值税税率 11%计算进项税额；台班人工费不

计算进项税额；燃料动力费中水费进项税额按增值税 13%计算，其余

燃料动力费进项税额按增值税 17%计算。 

施工机械使用费确以租赁台班单价计价的，按接受有形动产租赁

服务适用税率 17%计算进项税额，如上海轨道交通 10号线 10标段区

间隧道工程，盾构机以租赁台班单价计价。 

（4） 企业管理费 

企业管理费水平不因营改增发生变化，但应扣除其组成中进项业

务的进项税额，进项业务主要包括办公费、固定资产使用费和工具器

具使用费。按照企业财务成本核算资料，计算可抵扣进项业务占管理

费比例，并按增值税税率 17%计算进项税额。 

（5） 施工措施费 

施工措施费水平不因营改增发生变化，考虑一定的进项业务金额

计算进项税额。 

（6） 规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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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费不含进行税额，费用水平也不会因营改增而发生变化，规费

不做调整。 

（7） 利润 

为保证建筑业营改增后企业获利水平不发生变化，利润不做调整。 

4.1.3 测算结果 

通过 12个项目增值税下工程造价计算，并将两税下工程造价构

成进行对比，见表 4.1.3，结果如下： 

（1） 工程造价 

12个项目工程造价均降低，降幅 0.3%～3.8%，平均值 2.6%。其

中最大降幅 3.8%为上海轨道交通 10号线 10标段区间隧道工程；最小

降幅 0.3%为上海崇明东滩 Z1桥梁工程。除去最大最小降幅，降幅集

中在 1.8%～3.8%间，平均值 2.7%。 

（2） 企业税负 

从 12个项目工程造价数据看，企业税负（应纳税额）均降低，

降幅 10.3%～118.6%，平均值 78.1%。其中最大降幅 118.6%项目依然

为上海轨道交通 10号线 10标段区间隧道工程；最小降幅 10.3%依然

为上海崇明东滩 Z1桥梁工程。除去最大最小降幅，降幅集中在

54.5%～103.2%间，平均值 80.9%。税负降幅超过 100%的工程项目，

说明项目销项税额不足以抵扣进项税额，应纳税额为负值，出现“长

期留抵”现象。 

（3） 税金计取 

12个项目工程造价中计取的税金——销项税额，相比营业税下计

取的税金均增加，增幅 2.18倍至 2.29倍间，平均值 2.2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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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结果分析 

12个项目工程造价及应纳税额降低的原因，主要是项目进项税额

较大所致，进项税额较大主要是以下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 进项业务金额较大 

12个项目主要进项业务金额（材料费与施工机械使用费之和）占

营业税下工程造价之比（以下简称“材机费占比”）在 57.5%至 84.8%

间，平均值 66.8%。其中上海轨道交通 10号线 10标段工程因盾构机

采取租赁报价，材机费占比高大 84.8%。除去 84.8%，材机费占比区

间 57.5%～73.6%，平均值 65.1%。  

（2） 进项业务税率较高 

12个项目主要进项业务（材料费与施工机械使用费）增值税平均

税率区间 13.0%～15.2%，平均值 14.1%，高于建筑业增值税率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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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营业税下工程造价构成表 

序

号 
工程名称 

直接费（万元） 间接费（万元） 

利润 
(万元) 

税金（万元） 

总 造 价 
（万元） 人工费 

材料费 机械使用费 措施费 管理费 
规费 营业税 

附加 
税费 

含税金额 含税金额 含税金额 含税金额 

1 
上海国浩长风城酒

店工程 
827.91 2790.93 357.45 906.71 129.52 91.74 180.47 163.45 16.34 5464.51 

2 
上海国浩长风城办

公楼工程 
920.85 3148.46 429.37 1008.50 121.81 121.81 100.96 180.98 18.10 6050.85 

3 
上海苏河湾大厦办

公楼项目 
814.5271 2837.5134 337.0309 204.5 116.093 142.48 43.64 139.04 13.90 4648.73 

4 
上海杨浦区 316街

坊商办楼二期工程 
1014.82 4146.76 83.42 432.50 176.76 30.16 115.28 185.56 18.56 6203.81 

5 北京饭店二期公寓 1120.58 4130.49 115.48 774.01 655.59 288.84 56.22 220.86 22.09 7384.16 

6 
北京雁栖湖安置房

工程 
6076.79 21194.79 993.94 0.00 2932.65 1291.03 1476.46 1050.48 105.05 35121.19 

7 四川新成仁路项目 1399.52 6810.18 927.22 272.14 262.91 225.47 282.06 314.83 31.48 1052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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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营业税下工程造价构成表 

序

号 
工程名称 

直接费（万元） 间接费（万元） 

利润 
(万元) 

税金（万元） 

总 造 价 
（万元） 人工费 

材料费 机械使用费 措施费 管理费 
规费 营业税 

附加 
税费 

含税金额 含税金额 含税金额 含税金额 

8 
上海丰溪路道路新

建工程 
229.61 1054.21 453.06 104.04 86.77 / 52.06 61.23 6.12 2047.10 

9 
上海崇明东滩 Z1道

路工程 
1137.16 5106.73 546.75 173.87 238.09 399.21 204.07 241.42 24.14 8071.44 

10 
上海崇明东滩 Z1桥

梁工程 
580.76 1361.72 235.48 70.73 149.94 198.52 69.20 82.46 8.25 2757.06 

11 

上海虹梅南路～金

海路通道越江段新

建工程 

26518.82 103735.34 61475.31 31305.94 6691.06 / 6891.79 7318.09 731.81 244668.17 

12 

上海轨道交通 10号

线工程 10标段区间

隧道工程 

898.07 8007.57 7915.69 497.77 512.28 / 336.43 561.89 56.19 1878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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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1 工程造价进项税额计算表 

序

号 
工程名称 

总造价 进项业务 其中 

金  额 

（万元） 

材料费 施工机具使用费 措施费 企业管理费 材料费+机械费 

进项税额 

（万元） 

平均

税率 

进项税额 

（万元） 

平均

税率 

进项税额 

（万元） 

平均

税率 

进项税额 

（万元） 

平均

税率 

占总造价

比例(%) 

平均税

率 

1 
上海国浩长风

城酒店工程 
5464.51 372.09 15.4% 41.83 13.3% 105.40 13.2% 4.73 3.8% 57.6% 15.1% 

2 
上海国浩长风

城办公楼工程 
6050.85 412.59 15.1% 50.18 13.2% 118.95 13.4% 3.43 2.9% 59.1% 14.9% 

3 
上海苏河湾大

厦办公楼项目 
4648.73 359.95 14.5% 36.22 12.0% 23.90 13.2% 7.52 6.9% 68.3% 14.3% 

4 

上海杨浦区 316

街坊商办楼二

期工程 

6203.81 522.64 14.4% 8.62 11.5% 20.32 4.9% 8.65 5.2% 68.2% 14.4% 

5 
北京饭店二期

公寓 
7384.16 547.37 15.3% 12.58 12.2% 80.58 11.6% 7.35 1.1% 57.5% 15.2% 

6 
北京雁栖湖安

置房工程 
35121.19 2769.91 15.0% 108.23 12.2% 0.00 0.0% 146.63 5.3% 63.2% 14.9% 

7 
四川新成仁路

项目 
10525.81 827.86 13.8% 101.63 12.3% 31.92 13.3% 30.16 13.0% 73.5%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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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1 工程造价进项税额计算表 

序

号 
工程名称 

总造价 进项业务 其中 

金  额 

（万元） 

材料费 施工机具使用费 措施费 企业管理费 材料费+机械费 

进项税额 

（万元） 

平均

税率 

进项税额 

（万元） 

平均

税率 

进项税额 

（万元） 

平均

税率 

进项税额 

（万元） 

平均

税率 

占总造价

比例(%) 

平均税

率 

8 
上海丰溪路道

路新建工程 
2047.10 131.17 14.2% 48.23 11.9% 6.90 7.1% 5.62 6.9% 73.6% 13.5% 

9 
上海崇明东滩

Z1道路工程 
8071.44 615.66 13.7% 58.42 12.0% 10.43 6.4% 14.29 6.4% 70.0% 13.5% 

10 
上海崇明东滩

Z1桥梁工程 
2757.06 159.13 13.2% 25.22 12.0% 4.24 6.4% 9.00 6.4% 57.9% 13.0% 

11 

上海虹梅南

路～金海路通

道越江段新建

工程 

244668.17 13074.39 14.4% 6520.76 11.9% 585.42 1.9% 267.64 4.2% 67.5% 13.5% 

12 

上海轨道交通

10号线工程 10

标段区间隧道

工程 

18785.89 820.39 11.4% 1055.40 15.4% 16.71 3.5% 2.30 0.5% 84.8%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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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2 增值税下工程造价计算表 

序

号 
工程名称 

直接费（万元） 间接费（万元） 

利润 

(万元) 

税金（万元） 
总 造 价 

（万元） 

人工费 

材料费 
机械使用

费 
措施费 管理费 

规费 

销项税额 
应纳 

税额 

附加 

税费 

不含税金

额 

不含税金

额 

不含税金

额 

不含税金

额 

⒁= 

[⑶+⑷+⑹

+⑻+⑽+⑿

+⒀]*11% 

⒂=⒁-

进项税

额 

⒃=⒂*

附加税

费率 

⒄=⑶+⑷+

⑹+⑻+⑽+

⑿+⒀+⒁

⒃ 
⑴ ⑵ ⑶ ⑷ ⑹ ⑻ ⑽ ⑿ ⒀ 

1 
上海国浩长风

城酒店工程 
827.91 2418.83 315.62 801.32 124.79 91.74 180.47 523.67 -0.37 0.00 5284.35 

2 
上海国浩长风

城办公楼工程 
920.85 2735.87 379.19 889.55 118.38 121.81 100.96 579.33 -5.83 0.00 5845.94 

3 
上海苏河湾大

厦办公楼项目 
814.53 2477.57 300.81 180.60 108.58 142.48 43.64 447.50 19.91 1.99 4517.69 

4 

上海杨浦区

316街坊商办

楼二期工程 

1014.82 3624.12 74.80 412.18 168.11 30.16 115.28 598.34 38.11 3.81 6041.62 

5 
北京饭店二期

公寓 
1120.58 3583.12 102.91 693.44 648.23 288.84 56.22 714.27 66.39 6.64 7214.25 

6 
北京雁栖湖安

置房工程 
6076.79 18424.88 885.71 / 2786.02 1291.03 1476.46 3403.50 378.73 37.87 34382.27 

7 
四川新成仁路

项目 
1399.52 5982.33 825.59 240.22 232.74 225.47 282.06 1010.67 19.10 1.91 102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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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2 增值税下工程造价计算表 

序

号 
工程名称 

直接费（万元） 间接费（万元） 

利润 

(万元) 

税金（万元） 
总 造 价 

（万元） 

人工费 

材料费 
机械使用

费 
措施费 管理费 

规费 

销项税额 
应纳 

税额 

附加 

税费 

不含税金

额 

不含税金

额 

不含税金

额 

不含税金

额 

⒁= 

[⑶+⑷+⑹

+⑻+⑽+⑿

+⒀]*11% 

⒂=⒁-

进项税

额 

⒃=⒂*

附加税

费率 

⒄=⑶+⑷+

⑹+⑻+⑽+

⑿+⒀+⒁

⒃ 
⑴ ⑵ ⑶ ⑷ ⑹ ⑻ ⑽ ⑿ ⒀ 

8 
上海丰溪路道

路新建工程 
229.61 923.04 404.83 97.14 81.15 / 52.06 196.66 4.74 0.47 1984.96 

9 
上海崇明东滩

Z1道路工程 
1137.16 4491.08 488.34 163.44 223.80 399.21 204.07 781.78 82.99 8.30 7897.17 

10 
上海崇明东滩

Z1桥梁工程 
580.76 1202.59 210.26 66.48 140.95 198.52 69.20 271.56 73.97 7.40 2747.72 

11 

上海虹梅南

路～金海路通

道越江段新建

工程 

26518.82 90660.94 54954.55 30720.52 6423.42 / 6891.79 23778.71 3330.49 333.05 240281.81 

12 

上海轨道交通

10号线工程 10

标段区间隧道

工程 

898.07 7187.18 6860.29 481.06 509.98 / 336.43 1790.03 -104.77 0.00 1806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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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营改增工程造价及应纳税额对比表 

序

号 
工程名称 

营业税下 材料费+机械费 增值税下 

总造价 
营业税金 

应纳税额 

占营业税下

总造价比例

(%) 

平均税率 

总造价 销项税额 应纳税额 

金额 
增减率 

（±%） 
金额 

增减率 

（±%） 
金额 

增减率 

（±%） 

1 
上海国浩长风城

酒店工程 
5464.51 163.45 57.6% 15.1% 5284.35 -3.3% 523.67 220.4% -0.37 -100.2% 

2 
上海国浩长风城

办公楼工程 
6050.85 180.98 59.1% 14.9% 5845.94 -3.4% 579.33 220.1% -5.83 -103.2% 

3 
上海苏河湾大厦

办公楼项目 
4648.73 139.04 68.3% 14.3% 4517.69 -2.8% 447.50 221.8% 19.91 -85.7% 

4 

上海杨浦区 316

街坊商办楼二期

工程 

6203.81 185.56 68.2% 14.4% 6041.62 -2.6% 598.34 222.5% 38.11 -79.5% 

5 
北京饭店二期公

寓 
7384.16 220.86 57.5% 15.2% 7214.25 -2.3% 714.27 223.4% 66.39 -69.9% 

6 
北京雁栖湖安置

房工程 
35121.19 1050.48 63.2% 14.9% 34382.27 -2.1% 3403.50 224.0% 378.73 -63.9% 

7 
四川新成仁路项

目 
10525.81 314.83 73.5% 13.7% 10200.51 -3.1% 1010.67 221.0% 19.10 -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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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营改增工程造价及应纳税额对比表 

序

号 
工程名称 

营业税下 材料费+机械费 增值税下 

总造价 
营业税金 

应纳税额 

占营业税下

总造价比例

(%) 

平均税率 

总造价 销项税额 应纳税额 

金额 
增减率 

（±%） 
金额 

增减率 

（±%） 
金额 

增减率 

（±%） 

8 
上海丰溪路道路

新建工程 
2047.10 61.23 73.6% 13.5% 1984.96 -3.0% 196.66 221.2% 4.74 -92.3% 

9 
上海崇明东滩 Z1

道路工程 
8071.44 241.42 70.0% 13.5% 7897.17 -2.2% 781.78 223.8% 82.99 -65.6% 

10 
上海崇明东滩 Z1

桥梁工程 
2757.06 82.46 57.9% 13.0% 2747.72 -0.3% 271.56 229.3% 73.97 -10.3% 

11 

上海虹梅南路～

金海路通道越江

段新建工程 

244668.17 7318.09 67.5% 13.5% 240281.81 -1.8% 23778.71 224.9% 3330.49 -54.5% 

12 

上海轨道交通 10

号线工程10标段

区间隧道工程 

18785.89 561.89 84.8% 13.4% 18063.04 -3.8% 1790.03 218.6% -104.77 -1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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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工程造价影响模型分析 

前一节通过项目实例测算，对比分析了建筑业营改增对工程造价

增减变化影响，并初步分析了影响工程造价增减变化的主要因素。下

面通过建立模型分析营改增对工程造价增减变化的影响和影响工程

造价变化的主要因素，将个别项目测算分析推广一般性分析。 

4.2.1 模型建立 

按第 3章确立的“价税分离”工程计价规则建立工程造价影响分

析模型。由于附加税费计税依据为应纳税额，计算相对复杂，且对工

程造价影响较小，出于简化模型的考虑，分析模型不考虑附加税费因

素。分析模型如下： 

（1） 工程造价增减模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应纳税额增减模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模型参数介绍 ∆——增值税下工程造价相比营业税下工程造价的增减幅度； 

 ∆ ——增值税下应纳税额相比营业税下应纳税额的增减幅度； 

  ——购进货物或接受增值税应税劳务和服务（进项业务）“含
税金额”占营业税下工程造价的比例； 

  ——进项业务增值税平均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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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增值税平均税率计算方法 

进项业务增值税平均税率应以各项进项业务“不含税金额”所占

权重乘以各进项业务适用税率之和计算，计算公式为：  = ∑  ×   ，  =   / ∑  ，∑  =   
式中： ——进项业务增值税平均税率； 

        ——各项进项业务分别适用的增值税税率； 

        ——各项进项业务“不含税金额”所占权重； 

        ——各项进项业务“不含税金额”。 

4.2.2 营改增建筑业企业税负分析 

因为∆ = ∆ ÷  %，营业税下应纳税额=工程造价×3%，所以应纳

税额增减金额=∆ ×应纳税额=∆ ×工程造价×3%=∆ ÷  %×工程造
价×3%=∆×工程造价=工程造价增减金额。可见实行“价税分离”工

程计价规则，应纳税额与工程造价同增同减，且增减金额相等。营改

增后，建筑业企业应纳税额虽可“增”可“减”，但应纳税额增减全

部计入工程造价，企业税负变化完全转化为价格变化。因此建筑业营

改增并不会增加建筑业企业实际负担，只要只会影响工程造价的增减。 

可见模型分析与第 3章“价税分离”工程计价规则评价所述结果

一直。工程造价实行“价税分离”的定价机制，以销项税额(包括应

纳税额和进项税额)计取工程造价中税金，保证了建筑业企业税负能

向价值链下游企业顺畅转移。因此，建筑业营改增与产品或服务实行

“价税合并”定价机制的行业完全不同，建筑业营改增即使增加企业

税负也能顺畅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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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增减平衡点分析 

（1） 增减平衡点模型及意义 

使∆=  （或∆ =  ）的 为工程造价（或应纳税额）增减平衡点，
记为  ，  = 6.91% ×  1 +    。 

增减平衡点模型意义：当α > α0时，营改增工程造价与应纳税额
降低，反之则同增加。 

（2） 进项业务适用税率分析 

建筑业企业购进货物或接受增值税应税劳务和服务的适用税率

和征收率，分别见第 2章表 2.2.2-1增值税税率表和表 2.2.2-2增值

税征收率表。从表 2.2.2-1和表 2.2.2-2分析看出，构成工程造价的

进项业务主要适用 17%税率和 6%简易征收率，如钢材、修理修配劳务

和有形动产租赁等适用 17%税率，商品混凝土和建筑用砂、土、石料、

砂、土、石料、砖、瓦、石灰等主要适用 6%征收率。 

（3） 增减平衡点计算与分析 

如前分析所述，构成工程的进项业务主要适用 17%税率和 6%征收

率，按 17%税率和 6%征收率不同权重确定进项业务增值税平均税率，

并计算增减平衡点  ，见表 4.2.3和图 4.2.3。结合前述 12个项目

实例平均税率平均值为 14.1%综合来看，营改增工程造价与应纳税额

增减平衡点  在 56%左右，当 ＞  ，即进项业务“含税金额”占营
业税下工程造价的比例大于 56%时，营改增工程造价与应纳税额将降

低；反之，增加。工程造价中进项业务金额主要包括材料费和施工机

具使用费，结合前述 12个项目情况，材机费之和占工程造价的比例

都大于 56%，可见营改增对一般建设项目而言，工程造价将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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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 工程造价与应纳税额增减平衡点计算表 

序号 
17%税率 

权   重 

6%征收率 

权    重 
T 

增减平衡点     = 6.91% × (1 + 1/ ) 
1 100% 0.00% 17.00% 47.56% 

2 95% 5.00% 16.45% 48.92% 

3 90% 10.00% 15.90% 50.37% 

4 85% 15.00% 15.35% 51.93% 

5 80% 20.00% 14.80% 53.60% 

6 75% 25.00% 14.25% 55.40% 

7 70% 30.00% 13.70% 57.35% 

8 65% 35.00% 13.15% 59.46% 

9 60% 40.00% 12.60% 61.75% 

10 55% 45.00% 12.05% 64.25% 

11 50% 50.00% 11.50% 67.00% 

图 4.2.3 工程造价与应纳税额增减平衡点曲线 

 

47.56%
48.92%

50.37%
51.93%

53.60%
55.40%

57.35%

59.46%

61.75%

64.25%

67.00%

45%

50%

55%

60%

65%

70%

11.00% 11.50% 12.00% 12.50% 13.00% 13.50% 14.00% 14.50% 15.00% 15.50% 16.00% 16.50% 17.00%

 0=6.91%×(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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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增减敏感性分析 

进项业务增值税平均税率 T取定 14.25%，进项业务“含税金额”

占工程造价的比例  取值从 30%递增至 85%值，计算工程造价与应纳

税额增减幅度，结果见表 4.2.4和图 4.2.4。分析可见，  为 25%时，

工程造价增加 4.21%，应纳税额增加 140.29%； 为 55.4%时，为增减

平衡点，工程造价与应纳税额不增不减； 为 77.07%时，应纳税额减

少 100%，此时应纳税额为“0”，即进项税额“长期留抵”点； 为
85%时，工程造价降低 4.10%，应纳税额减少 136.60%。因此工程造价

与应纳税额增减总趋势是随 值增加，逐步由“增”转“减”。  

结合前述 12个项目实例情况，主要进项业务金额（材料费与机

械费之和）占工程造价之比集中在 57.5%～73.6%，经谨慎估计 最有
可能的区间在 35%～75%，则工程造价增减幅度±3%左右，应纳税额增

减幅度在±90%左右。可见营改增税负变化幅度虽然较大，但工程造

价增减却有限。 

表 4.2.4 营改增工程造价与应纳税额增减幅度表 

序号   ∆ ∆  = ∆ ÷  % 
序号   ∆ ∆  = ∆ ÷  % 

1 25% 4.21% 140.29% 8 60% -0.64% -21.23% 

2 30% 3.52% 117.22% 9 65% -1.33% -44.30% 

3 35% 2.82% 94.15% 10 70% -2.02% -67.37% 

4 40% 2.13% 71.07% 11 75% -2.71% -90.45% 

5 45% 1.44% 48.00% 12 77.07% -3.00% -100.00% 

6 50% 0.75% 24.92% 13 80% -3.41% -113.52% 

7 55.40% ±0.0% ±0.0% 14 85% -4.10% -13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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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4 营改增工程造价与应纳税额增减幅度曲线 

4.21% 3.52% 2.82% 2.13% 1.44% 0.75% 0.00% -0.64% -1.33% -2.02% -2.71% -3.00% -3.41%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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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营改增对工程计价的影响 

 

本章在“价税分离”工程计价规则的基础上，对受营改增影响的

工程计价办法和计价标准进行分析和研究。 

5.1 工程计价办法必须调整 

《建筑安装工程费用项目组成》(建标〔2013〕44号)规定了建筑

安装工程计价各项费用要素的组成内容，是我国工程计价办法的基础

和核心。《建筑安装工程费用项目组成》(建标〔2013〕44号)是在营

业税税制基础上制定的，与营业税税制相适应。建筑业营改增后工程

计价办法必须与增值税税制相适应，必须进行相应调整。作为工程计

价办法的“基本法”《建筑安装工程费用项目组成》必须修正。 

5.1.1 调整基本原则 

根据营业税与增值税两税税制费用核算是否包括增值税进项业

务可抵扣进项税额的本质差异，在本课题第 3章确立的与增值税税制

相适应的的“价税分离”计价规则基础上，现行工程计价办法调整的

基本原则为：将营业税下建筑安装工程税前造价各费用项目以包括可

抵扣进项税额的“含税金额”计算的计价办法，调整为增值税下以不

包括可抵扣进项税额的“不含税金额”计算。 

5.1.2 费用计算“价税分离” 

长期以来，建筑安装工程税前造价各构成费用均以包括可抵扣进

项税额的“含税金额”计算。为符合增值税税制要求，修正后的《建

筑安装工程费用项目组成》应明确建筑安装工程税前造价构成费用均

以不含可抵扣进项税额的“不含税金额”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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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现行建筑安装工程税前造价构成费用组成规定，人工费、利

润、规费不包括进项税额，材料费、施工机具使用费、企业管理费均

包括进项税额，应予以扣除。 

5.1.3 企业管理费组成调整 

现行建筑安装工程费中企业管理费是指建筑安装企业组织施工

生产和经营管理所需的费用。主要组成内容包括管理人员工资、办公

费、差旅交通费、固定资产使用费、工具用具使用费、劳动保险和职

工福利费、劳动保护费、检验试验费、工会经费、职工教育经费、财

产保险费、财务费、税金及其他等 14项内容，实际上综合包括了建

造成本中的间接费用以及期间费用中的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和财务费

用等内容。 

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等“附加税费”与

期间费用性质类似，计入企业当期损益，影响企业营业利润。根据第

3章确定的“价税分离”工程计价规则，修正后的《建筑安装工程费

用项目组成》将“企业管理费”更名为“综合管理费”，组成内容在

现行 14项内容基础上增加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

附加等“附加税费”。 

5.1.4 税金定义调整 

现行建筑安装工程费中税金是指国家税法规定的应计入建筑安

装工程造价内的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以及地方教育

附加。计算方法：税金=税前造价×法定税率/(1-法定税率)，其中法

定税率综合了营业税税率和附加税费税率，营业税下将“法定税率

/(1-法定税率)”称作综合税率，综合税率分别为 3.48%，3.41%和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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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后的《建筑安装工程费用项目组成》税金定义调整为：指按

照国家税法规定应计入建筑安装工程造价的增值税销项税额，用于缴

纳应纳税额和弥补未计入税前造价的可抵扣进项税额。计算方法：税

金=税前造价×法定税率，法定税率为建筑业增值税税率 11%。相比营

业税下税金组成内容，增值税下税金不包括“附加税费”，“附加税

费”增加到企业管理费组成内容中。 

5.1.5 修正后费用组成框图 

 

5.2 工程计价标准必须调整 

增值税下实行“价税分离”工程计价规则，现行工程计价标准必

须及时调整。但现行工程清单计价规范和工程量计算规范不涉及费用

标准，不受建筑业营改增影响，不需要调整。 

分部分项工程费 
(不含进项税额) 

措施项目费 
(不含进项税额) 

其他项目费 
(不含进项税额) 

人   工   费 

材   料   费 

(不含进项税额) 

施工机具使用费 
(不含进项税额) 

综合管理费(增加附加税费) 
（不含进项税额） 

利      润 

规     费 

税
前
造

价 工
程
造

价 

税    金 销项税额 



 

49 
 

5.2.1 调整基本原则 

现行工程计价标准调整的基本原则为：以建筑业营改增前后建筑

安装工程税前造价各项费用水平（发生额）无变化为前提，将营业税

下包括可抵扣进项税额的“含税金额”计价标准扣除其包括的可抵扣

进项税额，调整为增值税下的“不含税金额”计价标准。现行计价标

准扣除进项税额的计算式为： C∆ = C ∙ T/（1 + T），C = C /（1 + T）  = ∑  ×   ，  =   / ∑  ，∑  =            K = 1/（1 + T） 

式中：C∆——营业税下建筑安装工程税前造价构成费用可抵扣进
项税额； C ——营业税下建筑安装工程税前造价构成费用； C ——增值税下建筑安装工程税前造价构成费用； T——建筑安装工程税前造价构成费用增值税平均税率；   ——建筑安装工程税前造价构成费用各项组成增值税适
用税率或征收率(以下统称“税率”)，主要进项业务适用税率见下表

5.2.1，非进项业务适用税率视作“0”； ω ——建筑安装工程税前造价构成费用各项组成“不含税
金额”所占权重； P ——建筑安装工程税前造价构成费用各项组成“不含税
金额”，非进项业务“不含税金额”等于“含税金额”； K——建筑安装工程税前造价构成费用扣减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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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1 建筑业企业主要进项业务适用税率 

序号 税目 税 率 备注 

一 一般计税方法适用税率   

（一） 购进（二）以外的货物 17%  

（二） 

购进下列货物： 

1.粮食、食用植物油； 

2.自来水、暖气、冷气、热水、煤气、石油液

化气、天然气、沼气、居民用煤炭制品； 

3.图书、报纸、杂志； 

4.饲料、化肥、农药、农机、农膜； 

5.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货物(财税〔2009〕9号) 

（1）农产品； 

   （2）音像制品 

   （3）电子出版物 

   （4）二甲醚 

13%  

（三） 接受加工、修理修配劳务 17%  

（四） 接受交通运输业、邮政业和基础电信服务 11% 
已试点营改

增的交通运

输业、电信

业和部分现

代服务业 

（五） 接受有形动产租赁服务 17% 

（六） 

接受研发和技术服务、信息技术服务、文化创意

服务、物流辅助服务、鉴证咨询服务、广播影视

服务以及增值电信服务 

6% 

二 简易计税方法适用税率   

（一） 
购进小规模纳税人销售的货物或接受小规模纳

税人提供的增值税应税劳务和服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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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1 建筑业企业主要进项业务适用税率 

序号 税目 税 率 备注 

（二） 

购进一般纳税人销售自产的下列货物： 

  (财税〔2009〕9号) 

1.县级及县级以下小型水力发电单位生产的

电力。 

2.建筑用和生产建筑材料所用的砂、土、石料。 

  3.以自己采掘的砂、土、石料或其他矿物连续

生产的砖、瓦、石灰（不含粘土实心砖、瓦）。 

4.用微生物、微生物代谢产物、动物毒素、人

或动物的血液或组织制成的生物制品。 

5.自来水。 

6.商品混凝土（仅限于以水泥为原料生产的水

泥混凝土）。 

6%  

5.2.2 材料单价调整 

（1） 调整分析 

营业税下：计算材料费的材料价格组成内容包括：材料原价、运

杂费、运输损耗费、采购及保管费等，材料单价＝[（材料原价＋运

杂费）×〔1+运输损耗率(%)〕]×[1+采购保管费率(%)]。 

增值税下：材料价格与营业税下组成内容及计算方法不变，但各

项组成内容相比营业税下组成内容应扣除可抵扣的进项税额。现行材

料单价进项税额扣除方法见表 5.2.2-1。 

表 5.2.2-1 现行材料单价进项税额扣除 

序号 
材料单价 
组成内容 

扣除方法及适用税率 

1 
 “两票制” 
材料 

材料原价、运杂费及运输损耗费按以下方法分别扣减。 

1.1 材料原价 
包括进项税额，以购进货物适用的税率(17%、13%)或征收率
(6%、3%)扣减。 

1.2 运杂费 包括进项税额，以接受交通运输业服务适用税率 11%扣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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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运输损耗费 
运输过程所发生损耗增加费，以运输损耗率计算。包括进项
税额，随材料原价和运杂费扣减而扣减。 

2 
“一票制” 
材料 

材料原价和运杂费、运输损耗费按以下方法分别扣减。 

2.1 
材料原价+运
杂费 

以购进货物适用的税率(17%、13%)或征收率(6%、3%)扣减。 

2.2 运输损耗费 
运输过程所发生损耗增加费，以运输损耗率计算。包括进项
税额，随材料原价和运杂费扣减而扣减。 

3 采购及保管费 

主要包括材料的采购、供应和保管部门工作人员工资、办公
费、差旅交通费、固定资产使用费、工具用具使用费及材料
仓库存储损耗费等。其中办公费、固定资产使用费、工具用
具使用费和材料仓库存储损耗费包括进项税额。进项税额参
照本课题现行企业管理费调整方法测定可扣除费用比例和扣
减系数计算，并调整采购及保管费费率，调整后费率一般适
当调增。 

表中：“两票制”材料，指材料供应商就收取的货物销售价款和

运杂费向建筑业企业分别提供货物销售和交通运输两张发票的材料；

“一票制”的材料，指材料供应商就收取的货物销售价款和运杂费合

计金额向建筑业企业仅提供一张货物销售发票的材料。 

（2） 调整举例 

以“两票制”的 32.5级水泥价格扣减进项税额为例，说明材料

价格调整过程见下表。其中采购及保管费费用考虑了 30%的可扣除费

用，费率则由“2.2%”变化为“2.5%”。 

材料
名称 

价格
形式 

单价 原价 运杂费 
运输费
损耗 

采购及 
保管费 

平均税率 

32.5
级水
泥 

含税
价格 

319.48 285.93 25 1.55 7 (319.48 
-274.90) 
÷274.90 
=16.22 

不含
税价
格 

274.90 
285.93/1.17 
=244.38 

25/1.11 
=22.52 

1.33 
7.00×(70% 
+30%/1.17) 

=6.69 

（3） 信息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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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价格信息是合理确定工程造价的重要参考，如果只发布用于

工程计价的“不含税价格”信息，相比市场交易的“含税价格”差异

较大，社会可能很难理解。材料价格发布内容至少应包括“含税价格”

和“不含税价格”，格式可参考下表。 

序号 要素编码 要素名称 单位 含税单价 平均税率 税额 不含税单价 

        

5.2.3 施工机具台班单价调整 

（1） 调整方法 

营业税下：施工机具台班单价包括施工机械台班单价和安装仪器

仪表台班单价。计算方法：施工机械使用费=∑（施工机械台班消耗

量×机械台班单价），机械台班单价=台班折旧费+台班大修费+台班

经常修理费+台班安拆费及场外运费+台班人工费+台班燃料动力费+

台班车船税费；仪器仪表使用费=工程使用的仪器仪表摊销费+维修费。 

增值税下：施工机具台班单价与营业税下组成内容及计算方法不

变，但各项组成内容，相比营业税下组成内容应扣除可抵扣的进项税

额。现行施工机具台班单价进项税额扣除方法见表 5.2.3-1。 

表 5.2.3-1 现行施工机具台班单价进项税额扣除 

序号 机具台班单价 扣除方法及适用税率 

1 机械台班单价 
各组成内容包括的进项税额如下，机械台班单价平均税率

小于租赁有形动产适用税率 17%。 

1.1 台班折旧费 
包括进项税额，以购进货物适用的税率 17%或相应征收率

扣减。 

1.2 台班大修费 包括进项税额，以接受修理修配劳务适用的税率 17%扣减。 

1.3 台班经常修理费 
部分外修和购买零配件费用包括进项税额，以接受修理修

配劳务和购进货物适用的税率 17%扣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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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机具台班单价 扣除方法及适用税率 

1.4 台班安拆费 一般按自行安拆考虑，不包括进项税额，不予扣减。 

1.5 台班场外运输费 包括进项税额，以接受交通运输业服务适用税率 11%扣减。 

1.6 台班人工费 组成内容为工资总额，不包括进项税额，不予扣减。 

1.7 台班燃料动力费 

包括进项税额，以购进货物适用的相应税率或征收率扣减，

其中自来水税率 13%或征收率 6%，县级及县级以下小型水

力发电单位生产的电力征收率 6%，其他燃料动力的适用税

率一般为 17%。 

1.8 台班车船税费 税收费用，不包括进项税额，不予扣减。 

2 租赁机械费 
包括进项税额，以接受租赁有形动产服务适用的税率 17%

或以建筑业专业分包适用税率 11%扣减 

3 仪器仪表使用费 包括进项税额，摊销费和维修费进项税额适用税率如下 

3.1 摊销费 包括进项税额，以购进货物适用的税率 17%扣减。 

3.2 维修费 包括进项税额，以接受修理修配劳务适用的税率 17%计算。 

（2） 调整举例 

以履带式液压单斗挖掘机(1m3)台班单价扣减进项税额为例，说

明机械台班价格调整过程见下表。其中台班经常修理费考虑了 70%的

可扣除费用，台班安拆费及场外运输费考虑了 60%的可扣除费用。 

机械

名称 

价格

形式 

台班 

单价 

折旧

费 

大修

理费 
经常修理费 

安拆费

及场外

运输费 

人工

费 

燃料

动力

费 

平均 

税率 

履带

式液

压单

斗挖

掘机 

1m3 

含税

价格 
1088 286 75 158 0 127 442 

(1088 

-955) 

÷955 

=13.9% 

不含

税价

格 

955 

286÷

1.17 

=244 

75÷

1.17 

=64 

158×(30% 

+70%÷1.17) 

=142 

0×(40% 

+60%÷

1.11) 

=0 

127 

442÷

1.17 

=378 

5.2.4 费用定额调整 

（1） 进项税额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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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管理费，是指建筑安装企业组织施工生产和经营管理所需的

费用，主要组成内容包括现行企业管理费的 14项内容，以及城市维

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等“附加税费”。其中办公费、

固定资产使用费、工具用具使用费、检验试验费等 4项内容所包含的

进项税额应予扣除，其他 11项内容一般不予扣减。 

利润是指施工企业完成所承包工程获得的盈利，不包含进项

税额。 

规费是指按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由省级政府和省级有关权

力部门规定必须缴纳或计取的费用，主要包括社会保险费、住房

公积金和工程排污费等，不包含进项税额。 

现行企业管理费、利润和规费进项税额扣除方法表 5.2.4-1。 

表 5.2.4-1 现行企业管理费、利润和规费进项税额扣除 

序号 费用项目 扣除方法及适用税率 

1 现行企业管理 
各组成内容包括的进项税额扣除方法
及适用税率如下 

1.1 

办公费： 
是指企业管理办公用的文具、纸张、
帐表、印刷、邮电、书报、办公软件、
现场监控、会议、水电、烧水和集体
取暖降温（包括现场临时宿舍取暖降
温）等费用。 

包括进项税额，以购进货物适用的相
应税率扣减，其中购进图书、报纸、
杂志适用的税率 13%，接受邮政和基
础电信服务适用税率 11%，接受增值
电信服务适用的税率 6%，其他一般为
17%。 

1.2 

固定资产使用费： 
是指管理和试验部门及附属生产单位
使用的属于固定资产的房屋、设备、
仪器等的折旧、大修、维修或租赁费。 

除房屋的折旧、大修、维修或租赁费
不予扣减外，设备、仪器的折旧、大
修、维修或租赁费包括的进项税额以
购进货物或接受修理修配劳务和租赁
有形动产服务适用的税率 17%扣减。 

1.3 

工具用具使用费： 
是指企业施工生产和管理使用的不属
于固定资产的工具、器具、家具、交
通工具和检验、试验、测绘、消防用
具等的购置、维修和摊销费。 

包括进项税额，以购进货物或接受修
理修配劳务适用的税率扣减，均为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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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费用项目 扣除方法及适用税率 

1 现行企业管理 
各组成内容包括的进项税额扣除方法
及适用税率如下 

1.4 检验试验费 
包括进项税额，以接受试点营改增的
部分现代服务业适用的税率 6%扣减。 

1.5 其他 10项费用组成内容 一般不包括进项税额，不予扣减。 

2 利润 不包括进项税额，不予扣减。 

3 规费 不包括进项税额，不予扣减。 

（2） 费率调整 

现行企业管理费、利润及规费计算费率应以“扣税后的费用”除

以“扣税后的计算基础”计算。利用相应费用和计算基础“扣减系数”

调整计算费率的计算式见表 5.2.4-2。综合管理费费率=调整后的现

行企业管理费费率+测定的附加税费费率 

5.2.4-2 现行企业管理费、利润及规费计算费率调整计算式 

序号 计算基础 费率调整计算式 备注 

1 
直接费: 
人工费+材料费+施工
机具使用费 

    +     +     α  
现行企业管理费：  < 1； 
利润：  = 1； 

规费：  = 1。 

 

2 
人工费+施工机具使
用费 

  （  +   ）  +        
3 人工费   α  
表中：   ，  ，  为按照专业工程测定的人工费、材料费、

施工机具使用费占直接费的比例，  +   +   = 1；K 为材料费
扣减系数；K 为施工机具使用费扣减系数；K 为现行企业管理费、
利润或规费的扣减系数，分别记为K ，K ，K ；α 为现行企业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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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费、利润或规费费率，分别记为α ，α ，α 。 

（3） 税金税率调整 

税金计算由营业税下含附加税费的法定税率 3.48%，3.41%

和 3.28%，调整为建筑业适用的增值税税率 11%。 

（4） 措施费费率调整 

安全文明施工费、夜间施工增加费、二次搬运费、冬雨季施

工增加费、已完工程及设备保护费等措施费的费率，应在分析各

措施费的组成内容的基础上，参照现行企业管理费费率的调整方

法调整。 

5.2.5 定额基价及消耗量调整 

定额基价中人工费不需调整，材料费、施工机具使用费按照调整

后的材料和施工机具台班价格重新计算。 

工程计价定额中人工工日、材料、施工机具台班消耗量一般不作

调整。但以金额“元”表示的其他材料费（或零星材料费）、小型机

具使用费（或其他机具使用费），应以增值税适用率扣减其进项税额；

以百分比“%”表示的，鉴于其扣除率与计算基础——材料费、施工

机具使用基本相当，一般不作调整。 

5.2.6 工程造价指数与指标调整 

（1） 工程造价指数调整 

工程造价指数均以报告期价格除以基期价格计算。营改增试点后，

建筑安装工程费构成费用要素均不含进项税额，而基期价格包括进项

税额，基期价格与报告期价格计算口径不一致。所以建筑安装工程费

构成费用指数，如材料费、施工机具使用费、企业管理费以及以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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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的措施费等单项指数，应将其基期价格分别按照前述调整方法进

行调整，用以计算增值税下相应构成费用指数。材料单价指数和施工

机械台班单价指数也可以不调整基期单价，但报告期单价应以含税单

价计算。 

建筑安装工程造价指数、建设项目或单项工程造价指数基期价格

不作调整。 

（2） 工程造价指标调整 

工程造价指标中消耗量指标不受影响。建筑安装工程造价指标，

人工费、规费、利润等不含进项税额的费用指标不受影响，材料费、

施工机具使用费、企业管理费、税金等费用指标营改增前后将产生较

大变化，指标不具备纵向可比性，营改增试点一定时期内在指标发布

时予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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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课题研究结论与建议 

 

本章在前面章节论述的基础上总结本课题研究主要成果，提出相

关建议，对后续研究予以展望。 

6.1 课题研究结论 

本课题研究认为建筑业营改对工程造价及计价体系的影响首要

是调整工程计价规则，调整的核心是“价税分离”定价机制。 

6.1.1 工程计价规则必须调整 

我国工程造价计算规则（简称“工程计价规则”)具有规定性，

主要由《建筑安装工程费用项目组成》(建标〔2013〕44号)规定，决

定着建筑产品价格的定价机制，影响工程造价的形成与变化。建筑业

营改增是税制的重大变革，与工程计价规则紧密相关的建筑产品成本

核算方法发生根本性变化，因此工程计价规则必须随之调整。工程计

价规则的调整决定了工程造价即使在其他的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也将

必然相应变化。在没有调整工程计价规则的前提下进行建筑业营改增

有关影响研究，都是“空中楼阁”，因此研究工程计价规则是进行建

筑业营改增有关研究的基础和前提。 

6.1.2 工程计价规则必须坚持“价税分离”的定价机制 

增值税下坚持“价税分离”定价机制的工程计价规则的核心表述

为：工程造价中费用项目均以“不含税价格”计算，税金以销项税额

计取，以税前造价乘以增值税税率计算。 

增值税下与营业税下工程计价规则的根本区别在于计入税前造

价的价格是否包含可抵扣的进项税额。营业税下成本费用核算包括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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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税额，以含税价格计入税前造价是财务成本核算的要求，由营业税

“价内税”本质所决定。增值税下成本费用核算不包括进项税额，以

不含税价格计入税前造价，同样是财务成本核算的要求，由增值税“价

外税”本质所决定。增值税下实行“价税分离”工程计价规则是可行、

合理和有效的。 

6.1.3 工程计价规则税金计取“收支平衡” 

实行“价税分离”工程计价规则，按税前造价乘以增值税税率计

取销项税额，用于开支未计入税前造价的进项税额和缴纳应纳税额。

企业取得进项税额多则少缴税，取得进项税额少则多缴税，企业所缴

应纳税额加上进项税额恒等于工程造价计取的销项税额，税金计取

“收支平衡”。税金“收支平衡”意味着企业税负合理转化为建筑产

品价格——工程造价。 

6.1.4 建筑业营改增对工程造价影响有限 

通过项目实例和模型分析，实行“价税分离”工程计价规则后，

工程造价与应纳税额“同增同减”，工程造价增减幅度约±3%，应纳

税额增减幅度约±90%；进项业务含税金额占工程造价的比例在 56%

左右时，为工程造价与应纳税额增减平衡点，工程造价与应纳税额不

增不减；进项业务含税金额占工程造价的比例在 77%左右时，应纳税

额为“0”，为项目进项税额“长期留抵”点，超过 77%，销项税额将

不足以抵扣进项，出现“长期留抵”、“销、进项倒挂”现象。 

6.1.5 建筑业营改增工程计价费用要素体系必须调整 

实行“价税分离”工程计价规则要求工程造价费用项目以不含税

价格计算，现行工程计价费用要素组成内容必须调整，住房城乡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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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建筑安装工程费用项目组成》(建标〔2013〕44号)必须修正，明

确工程计价费用要素以“不含税金额”计算，企业管理费增加附加税

费内容，税金以销项税额计取。 

6.1.6 建筑业营改增工程计价依据体系必须调整 

因为工程计价要素组成内容调整，受其影响的工程计价依据体系

必须调整。调整总的原则是工程计价依据中涉及费用的内容调整为不

含税价格，主要涉及施工机械台班费用定额，建筑安装工程费用定额，

工程造价信息，定额基价及以金额“元”表示的消耗量。 

6.1.7 增值税下建筑业企业 “缺票”采购无法获利 

实行“价税分离”的工程计价规则，建筑业企业购进货物或接受

增值税劳务和服务时，价格的比较将从营业税下的“含税价格”调整

为“不含税价格”。也就是说营业税下建筑业企业以含税价格最低作

为购进货物或接受劳务和服务的标准，因为计入税前造价的成本费用

项目为含税价格，此时通过采购“没有发票”的货物而降低采购价格，

企业成本支出减少，因此获利；而增值税下，因为计入税前造价的成

本费用项目未含可抵扣增值税，增值税进项税额通过销项税额弥补，

所以应以不含税价格最低作为购进货物或接受劳务和服务的标准，此

时 “没有发票”的价格并不会比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不含税

价格更低。因此购进或接受“没有发票”货物或劳务、服务，建筑业

企业并不能因此而获利。 

6.1.8 劳务分包价格上涨对建筑业企业无影响 

建筑劳务分包企业如果一并纳入建筑业营改增范围，因为劳务分

包企业进项税额几乎为零，所以劳务含税价格将上涨 7.8%左右，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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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只是劳务企业的税负，不含税价格并不会因此而上涨。因此只要总

承包或专业承包企业销项税额足以抵扣进项税额，劳务含税价格的上

涨对接受劳务分包服务的总承包或专业承包企业没有影响，劳务分包

增值税作为进项税额抵扣总承包或专业分包的销项税额。但是当总承

包或专业承包企业销项税额不足以抵扣进项税额时，总承包或专业承

包企业可能不再选择劳务分包，转而和劳务人员直接签订劳务合同。 

6.2 课题研究建议 

6.2.1 工程造价管理部门充分准备，创造营改增实施有利条件 

建筑业营改增后，必须实现“价税分离”的工程计价规则，有利

于建筑业营改增顺利实施和平稳过渡。但“价税分离”工程计价规则

的有效实行与工程计价依据的调整密切相关，与之相适应的工程计价

依据必须进行相应调整。工程造价管理机构应尽早准备，按照本课题

研究成果着手调整工程计价依据，确保调整完成的工程计价依据在建

筑业营改增试点之日起同步实施。如果工程计价依据调整不能及时到

位，将给建筑业企业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因此工程计价依据是否能

及时调整到位，是建筑业营改增顺利实施的关键。如果 2015年 1月 1

日开始实施建筑业营改增，留给工程造价管理机构调整工程计价依据

的时间已非常紧迫，因此应尽快着手调整工作。建议如下： 

（1） 住房城乡建设部应成立全国建筑业营改增工程计价依据调

整领导小组和技术小组，尽快着手推进全国各地、各行业、各部门工

程计价依据调整工作；尽快组织各地、各行业、各部门工程造价管理

机构进行工程计价依据调整的交底培训工作，限期完成工程计价依据

调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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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地、行业和部门工程造价管理机构应积极参加工程计价

依据调整交底培训。尽快着手调整本地区、本行业或本部门工程计价

依据；尽早制定建筑业营改增决定实施后的宣贯、培训方案，国务院

决定建筑业营改增试点后，大力加强对建筑业企业、建设单位、工程

造价咨询企业等相关工程造价人员的宣贯、培训工作。 

6.2.2 与财税部门积极沟通、协调，争取较长政策准备期 

所谓政策准备期是指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决定建筑业营改增试

点到开始试点的时间。营改增试点的政策准备期越来越短，最近铁路

运输和邮政服务业营改增试点政策准备期不到 1个月（2013年 12月

4日国务常务会议决定，2014年 1月 1日开始）。如果建筑业营改增

试点的政策准备期也只有不到 1个月，不说工程计价依据的调整时间

显然不够，组织工程造价人员的宣贯、培训时间也远远不够。政策准

备期时间短也凸显了工程造价管理机构尽早进行工程计价依据调整

准备的必要性。因此，建筑业营改增试点宜“早决定、长准备”，即

决定宜早，准备期要长，最好半年，最短不得少于 3个月。 

6.2.3 与财税部门积极沟通、协调，争取有利财税政策 

根据现行《营业税暂行条例》规定，建筑业营业税有许多特有规

定，这些特有规定在营改增试点办法中同样应予以高度重视。 

（1） 建设方提供的材料的税收政策 

营业税下，建筑业营业额应当包括工程所用原材料、设备及其他

物资和动力价款在内，但不包括建设方提供的设备的价款。也就是说

建设方提供的材料（简称“甲供材”）的价款计入营业额。营业税下

甲供材价款计入营业额，能有效防止了建设方为降低工程造价而大量



 

64 
 

实施甲供材，并从而造成税源流失。增值税下建设方将为甲供材支付

“不含税价款+17%的税额”；材料由施工方提供，材料费以“不含税

价款”计入税前造价中，并计取“不含税价款”11%的税金，建设方

为施工方提供的材料实际只支付“不含税价款+11%的税额”，比甲供

材少支付 6%税额。因此增值税下即使甲供材不计入施工方销售额也无

法降低工程造价。增值税下若甲供材依旧计入施工方销售额，建设方

将多支付 17%的税额(以甲供材“不含税价款”计入销售额时)或多支

付“17%+17%×11%”的税额（以甲供材“含税价款”计入销售额时)。

为更有效防止建设方大量实施甲供材，保护建筑业企业利益，因此建

议建筑业营改增试点办法明确甲供材计入施工方销售额。 

（2） 施工方提供的工程设备税收政策 

营业税下，施工方提供的工程设备的价款计算在建筑业营业额内，

按建筑业营业税税率征税。增值税下，若施工方提供的工程设备的价

款也计入建筑业销售额，此时工程设备计取销项税额的税率为 11%，

小于工程设备取得进项税额的税率 17%，由于税率的差异和工程设备

金额较大，销项税额与进项税额差额较大，将导致建筑业企业销项税

额长期不足以抵扣进项税额，加重企业负担。因此建议：建筑业营改

增试点办法明确施工方提供的工程设备应作兼营货物销售处理，适用

货物销售税率。 

（3） 申报纳税地政策 

根据现行营业税税法规定，纳税人提供的建筑业劳务，应当向应

税劳务发生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即一般应向工程所在地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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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但增值税一般均向机构所在地申报纳税，没有向劳务发生地申

报纳税的先例。 

建议：建筑业营改增试点办法明确申报纳税地维持营业税申报纳

税地的规定，即向应税劳务发生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并明确

企业总部取得的增值税专业发票抵扣政策，以维持不同地区的财政收

入的平稳过渡。否则投资规模大但建筑劳务净输入大地区财政收入会

明显减少，而投资规模小但建筑净输出大的地区财政收入会明显增加，

进而会引发投资规模大地区的建筑业地方保护主义。 

（4） 过渡期税收补贴政策 

工程建设的周期长是建筑业生产的显著特点之一，所以建筑业营

改增的过渡期相对较长。建筑营改增尤其应关注其过渡期政策。 

营改增试点前发生的业务，即营改增试点实施之日前已完工未结

算的工程和试点实施之日前已签订合同但未完工的工程项目，建议按

现行《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事项的规定》（财税〔2013〕106

号）中租赁合同的规定处理，即试点实施之日前签订的尚未执行完毕

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在合同履行完成之前继续按照现行营业税政策

规定缴纳营业税。对于营改增试点实施之日前已购进的大型施工机械、

设备，建议按原值扣除折旧后的现值计算进项税额抵扣，或给予税收

补贴政策。 

6.3 课题展望 

本课题重点研究建筑业“营改增”的工程计价规则，及在“价税

分离”工程计价规则下的对工程造价和计价体系的影响。后续可在本

课题基础上进行以下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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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筑业营改增过渡期工程计价研究 

如前所述建筑业营改增的过渡期相对其他行业将会较长，营改增

试点前发生的业务未能争取到继续按照现行营业税政策规定缴纳营

业税，应重点研究建设工程合同价格调整方法。 

（2） 建筑业营改增企业经营管理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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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研究报告附件 

 

7.1 研究报告附件—项目实例测算资料 

项目实例测算资料另行装订成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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