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文件

⒛16〕 154号
苏建价 〔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建筑业实施营改增后
江苏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调整的通知
各省辖市建设局 (建 委 ),省 各有关厅 (局

),各 有关单位

: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
税试点的通知 》 (财 税 〔⒛ 16〕 36号

),我 省建筑业 自⒛ 16年

“
”
5月 1日 起纳入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 (以 下简称 营改增 )试 点
范围。按 照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建筑业营改增建
设工程计价依据调整准备工作的通知》 (建 办标 〔⒛ 16〕 4号 )
”
“
要求 ,结 合我省实际,按 照 价税分离 的原则 ,现 就建筑业实
”
“
施 营改增 后我省建设工程计价定额及费用定额调整的有关内
容和实施要求通知如下 ,请 遵 照执行。

—

1—

一 、本次调整后 的建设 工 程计价依据适用于我省行政 区域
内,合 同开 工 日期为 2016年 5月 1日 以后 (含 ⒛ 16年 5月 1
“
日)的 建筑和市政基 础设施 工程发承包项 目 (以 下简称 建设 工
”
程 )。 合 同开工 日期以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注明的合 同开

工 日期为准 ;未 取得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的项 目,以 承包合
同注 明的开工 日期为准。
本通知调整 内容是根据营改增的规定和要求等修订的,不 改
变现行清单计价规 范和计价定额的作用、适用范围。
二、
按 照《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 》(财
税 〔⒛ 16〕 36号

),营 改增后 ,建 设工程计价分为一般计税方

法和简易计税方 法。除清包 工工程、甲供 工程、合 同开工 日期在
⒛16年 4月 30日 前的建设工程可采用简易计税方法外,其 他一
般纳税人提供建筑服务的建设工程 ,采 用一般计税方法。
三 、甲供材料和 甲供设各费用不属于承包人销售货物或应税
劳务 而向发包人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范围之 内。因此 ,在
计算工程造价 时 ,甲 供材料和 甲供设各费用应在计取 甲供材料和
甲供设各 的现场保管费后 ,在 税前扣除。
四 、一般 计税 方 法 下 ,建 设 工 程造价 =税 前 工 程造价 ×

(卜 11%),其 中税前工程造价 中不包含增值 税可抵扣进项税额

,

即组成建设 工程造价 的要素价格 中,除 无增值 税可抵扣项的人工
费、利润、规费外 ,材 料费、施工机具使用费 、管理 费均按扣除
”
“
增值税可抵扣进项税额后的价格 (以 下简称 除税价格 )计 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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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计费基 础 发 生 变化 ,费 用定额 中管理 费、利润、总价措施项
目费、规费费率需相应调 整。经测算 ,调 整后的费率具体见附件
1。

现行各专 业计价定额 中的材料预算单价 、施 工机械 台班单价
均按除税价格调 整。调整表格见附件 2、 附件 3(以 电子版形式
发布 )。
同时 ,城 市建设维护税、教育费附加及地方教育附加 ,不 再
列入 税金项 目内,调 整放入企业管理 费 中。
五 、简易计税方法下 ,建 设 工程造价 除税金费率、甲供材料
和 甲供设备 费用扣 除程序调整外 ,仍 按 营改增前 的计价依据执
行。
六、由于 一般计税方 法和简易计税方 法 的建设 工程计价 口径
不 同,本 通知发布 之 日后发布招标文件的招投标 工 程 ,应 在招标
文件 中明确计税方 法 ;合 同开 工 日期在 ⒛ 16年 5月 1日 以后的
非招投标 工程 ,应 在施 工合 同中明确计税方 法。对于 不属于可采
用简易计税方 法的建设 工 程 ,不 能采用简易计税方 法。
七、凡 在我省 行政 区域 内销售的计价软件 ,其 定额和 工料机
数据库 、计价程序 、成果文件均应按本通知要求进行调 整。
八 、各级造价 管理 机构要做好营改增 后我省计价依据调整的
宣贯实施 工作 ,并 及 时调整材料指导价和 信 `息 价发布模板和指数
指标价格。各级招投标 监 管机构应及 时调整 电子评标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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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本通知发布 之 日前 已经开标的招投标 工程或签订施工合
同的非招投标 工程 ,且 合 同开工 日期在 ⒛16年 5月 1日 以后的

,

如原投标报价或施工合 同中未考虑营改增 因素 ,应 签订施工合 同
补充条款 ,明 确营改增后价款调整办法。
本通知发布 之 日前 已经发 出招标文件 的尚未开标 的招投标
工程,应 发布招标 文件补充文件 ,按 营改增调整后的计价依据执
行。
本通知发布 之 日后发布招标文件 的招投标 工程或签订施工
合 同的非招投标 工程 ,均 应按本通知规定按营改增调整后的计价
依据执行。
附件 :

1。

《江苏省建设 工程费用定额》 (2014年 )营 改增
后调整 内容

2.江 苏省现行专 业计价定额材料含 税价和 除税价
表

3.江 苏省机械 台班定 额含

抄送 :住 房和城 乡建设部 、省人民政府。
江 苏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办公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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