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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对于土地增值税的
清算，地税部门表示是贯彻
依法治税的方针，并不针对
特定群体，但作为土地增值
税上缴大户，业内人士分析
这或导致部分中小房地产公
司资金因此承压。

“2014年整体来看房地
产的现金流并不充分，部分
中小地产公司销售欠佳。”刘
先生告诉记者，2014年，我省
部分房地产企业开始出现库
存高压的情况，有市地房地
产公司仅完成计划销售的
10%，并将今年的重点经营
目标放在了去库存上。而这
种房屋销售的不畅限制了企
业的资金来源，也对其现金
流提出了严苛要求。同时由
于多数商业地产开发并不享
受相关的税收减免政策，此
时加强对于土地增值税的清
算，无疑让一些高库存压力、
低现金流的中小房企倍感压
力。

这种情况在A股市场上
也可见一斑，据了解，目前发
布2014年报的27家沪深两
市房地产类上市公司共实现
活动现金流净额为负162亿
元，较2013年同期减少近87
亿元；而截至2014年第三季
度，在144家上市房企中，仅
45家经营性现金流为正，其
余房企皆为负数。

对于大型房产企业来
说，土地增值税政策对其影
响相对有限。如销售100亿
元的房地产公司，之前一年
的土地增值税预交额一般是
其销售额的2.5%～2.8%，去
年增长至3%左右。但是对
于中小房企，由于以往用于
合理避税的手段现阶段难以
为继，缺乏良好财务规划、依
赖土地升值获利的企业，将
受到一定冲击。

他举例，一楼盘在去除
所得税、营业税等费用后计
算成本在 1000 元/平米，因
此 该 公 司 制 定 销 售 价 为
2000元/平米，从而计算出自
己预计销售为3亿元，毛利
1.5亿元。而事实上，考虑到
土地增值税的超率累计问
题，其实际土地增值税缴纳
可能会超过6000万元，这就
导致地产商实际利润远低于
预期盈利，影响企业下一步
规划和发展。

“这种情况在中小地产
企业身上时有发生，有的企
业由于不会计算，忙了几年
的项目，却发现没有多少盈
利。”孙先生称，由于当前税
收整体联网、各机构合作加
强，习惯于采取规避或其他
方式来拖延清算也不再好
用，这就让财务建设不够规
范的地产企业吃了亏。

“张江高科发布公告称，
自己因为土地增值税清算，
2014年利润缩水近三成。这
种情况也是目前部分企业会
遇到的问题。”他坦言，土地
增值税清算力度的增加，无
论对大型还是中小房企的规
范问题都提出了新要求。没
有明确清晰的预测计算，而
像过去那样找关系、找空子
从而逃避土地增值税的方法
已不可取，只能从自身转变。

“因此可以看到，土地增
值税的清算加强，在一定程
度上改变之前的清算环境。”
一家地方税务局工作人员解
释，一方面，在依法治税的大
环境下，土地、税务等多个部
门合作越发紧密，土地增值
税执法越来越规范合理。而
对于地产企业来说，规范化
的财务核算、提供更加稳健
的会计信息，也将逐渐成为
房地产企业发展的常态。

土地增值税清算力度渐强
去年我省部分地区清算比例近八成，今年土地增值税清算力度将会继续加强

□本报记者 程昭华 杨霄 文图

核心提示 在土地所得税审查渐严的同时，土地增值税的清算力度也在不断加强。记者近
日了解到，我省在2014年土地增值税清算额大幅增加三成的基础上，将继续加强对土地增值税
的清查。从灵活清查到全盘把握，增值税清算的加强体现了税务在依法治税上的贯彻与落实。
与此同时，受制于现金流减少，部分中小房企或在此次清查中再次承压。

土地增值税清算力度渐增

近三成的增幅，这是我省土
地所得税去年所交出的成绩。

记者近日了解到，在国税总
局的要求下，2014年我省土地
所得税清算力度大增，部分地区
清算比例达到近八成，而在
2015年，土地增值税清算力度
将会继续增加。

“土地增值税清查力度的加
强，总的来说，是在落实税务总
局关于依法治税工作。同时也
对于税务部门以及相关企业提
出了新的要求。”省地税一位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我省土地增
值税的增长，主要还是依靠房产
销售的稳定，而各地方税务局在
清算中加强了对符合条件清算
项目的审查与清算，是助推我省
土地增值税增长的一个主要方向。

何为土地增值税？简言之，
就是指经营企业等单位和个人，
有偿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以及

在房屋销售过程中获得的收入，
在扣除土地使用权成本、开发成
本等支出后的增值额，要按一定
比例向国家缴纳的一种税费。
目前我国土地增值税实施四级
超率累计税率。根据增值额与
占扣除项目金额的比例，征收从
30%～60%不等的税率。

“土地增值税的征收范围较
大，但主要来源，目前是在房地
产行业。”一家地产企业人士坦
言，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土地增
值税也可算是对房地产暴利所
设置的一种门槛。由于地产销
售尤其是非住宅类以及地下车
库等项目，其利润额远高于其他
产业。而土地增值税的设置，在
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房地产利润
的暴涨。

据了解，2014年，我省多个
市地土地增值税清算力度都得
到大幅加强。郑州、漯河、许昌

等地同比增幅在三成左右，而南
阳、安阳、三门峡等地在四成左
右，而郑东新区增幅则超过六
成。而全国其他多个地区的土
地增值税清算额也都出现了不
小的增量。

“对于土地增值税的清算，
这几年的力度不断在加强，去年
比较明显。”省内一地级市地税
部门人士称，2014年，国税总局
加大各税种清算力度，我省也加
大了对土地增值税的清算与培
训。如当地地方税务部门去年
土地增值税专项培训次数就多
达数次，大大加强了基层税务人
员和纳税人对于清算问题的把
握。与此同时，各地方税务部门
加强了税务所对于土地增值税
清算工作的支持，一些延期清算
的项目得到清算，项目的督查力
度增强，这都使土地增值税的清
算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从灵活清算到重点清算的改变

作为地方主要税种之一，我
国土地增值税在近几年征管力
度逐步加强，2014年1至10月，
全国共组织收入2710.78亿元，
增长22.2%。而我省这个数字
则达到了30%左右。在采访中，
多家房企人士表示，相比之前对
于土地增值税的清算，去年可算
是极为严格。

“土地增值税清算一直遵循
着先预征再多退少补的原则。”
省内一家大型房企财务负责人
孙先生告诉记者，按照土地使用
性质不同，其预征额度也不相
同，其中住宅类一般为预计销售
额 的 1.5% ，非 住 宅 类 则 为
3.5%。在达到必要的清算条件
后，房地产企业需填写《土地增
值税清算申报表》，并向主管税
务机关提供资料，而地方税局将
会指定事务所对企业进行清算，
并委托其他事务所对其项目进
行监督。

由于房地产销售的时间跨
度相对较大，其清算过程往往也
比较长。若部分项目由于涉及
开发商与建设商之间的合同纠
纷，更会拉长清算时间。同时，
虽然条件规定的是销售达到

80%即满足清算的销售要求，但
由于涉及成本确定或其他原因，
一些地产项目即使在项目销售
完也未进行土地增值税清算。

“这就使得很多清算项目被积
压，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一些
其他因素的干扰和影响，清算就
容易因此延后。”一位基层税务
稽查人员坦言。

除此之外，在实际操作中，
一些税务工作人员和纳税人对
上位法的把握并不清晰，如张江
高科公司就表示，对一手房的销
售，其按预征率预交土地增值
税，但公司在土地开发中涉及的
巨额市政建设、公建配套、吸收
养老等成本分摊方法和金额未
得到相关主管部门的最终认定，
因此土地成本难以在各开发项
目上精准分摊，对各销售项目的
增值额及相应增值税率认定存
在一定困难。

也正因此，在前几年地方财
政收入较好的时候，土地增值税
的清算也呈现出一种灵活状态，
部分需要清算的土地增值税由
于各种原因延后，一些地产企业
也出现延迟缴纳的情况。如
2013年，央视曝光多家房企欠

缴土地增值税，虽然国税总局辟
谣其存在误解，但也从一个侧面
反映了土地增值税清算之难。

而从去年下半年，全国多个
地区下发土地增值税清算管理
规程，就房企土地增值税的清算
提出了详细的要求，从灵活收缴
开始向依法全盘清算转变。“土
地增值税清算力度的加强，是体
现税收应收尽收原则的重点之
一。”上述地市地税局相关负责
人称，考虑到目前土地增值税政
策没有变动的情况，地方税务局
正在通过加强预征管理、提高清
算审核效果以及加大欠税清理
等方式，增加土地增值税的清算
强度和收入。

而随着近日税务总局《关于
全面推进依法治税的指导意见》
的制定和发布，多位税务人士认
为，2015年清算动作显然会继续
加大。如我省南部某市地税局目
前正准备学习广东等地的清算经
验，加强清算小组的培训，着力清
扫潜在工作障碍，确保土地增值
税专项检查顺利推进，同时制定
欠税清缴计划，力争2015年的
土地增值税收入在2014年的基
础上再上一个台阶。

中小房企或因此承压

税务系统的整合为土地增值税清算提供了软件支持

□本报记者 王楠

近日，农业部表示，将在
全国范围内启动实施化肥、
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数
据显示，当前中国用世界8%
的耕地养活了22%的人口，
这个成绩的背后，是用了世
界上35%的化肥和农药。

对此现状，有“中国治土
人”之称的河南奈安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河
南农民党永富甚是担忧。刚
走下CCTV年度“三农”人物
颁奖台的他，一刻也没有停
下“治土”的脚步。3 月 25
日，党永富再次向河南省相

关领导提出了治理土地污染
的相关意见和建议。

据了解，党永富长期致
力于解决除草剂副作用、农
药残留、化肥重金属残留等
方面的科研工作，奈安生物
也一直在该领域耕耘，其解
决除草剂副作用的技术和防
治化肥、农药对农作物污染
的技术，分别获得国家和国
际专利，并得到联合国向世
界推广的支持。该技术可以
使农业生产成本降低30%，
粮食增产10%～20%，食品
安全控制率在98%以上，减
少煤炭及化肥2000万吨的
污染源。

用了全世界35%的化肥使用量

国内农业急需“减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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