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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和附着其上的固定资产一并销售时需分开纳税
本期快讯讨论的法规︰
•

关于纳税人转让土地使用权
或者销售不动产同时一并销

背景
国家税务总局于2011年8月17日发布了47号公告，对纳税人转让土地
使用权或者销售不动产同时一并销售附着于土地或者不动产上的固
定资产的流转税处理进行了规定。47号公告自2011年9月1日起施行。

售附着于土地或者不动产上
的固定资产有关税收问题的

47号公告的主要内容以及我们对此所做的讨论如下：

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1 年第 47 号（以下简称
“47 号公告”），国家税务
总局 2011 年 8 月 17 日发布，
自 2011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根据47号公告的规定，转让土地使用权或者销售不动产的同时一起销售附
着于土地或者不动产上的增值税应税货物的，应该按照财税[2009]9号（以
下简称“9号文件”）第二条有关规定， 计算缴纳增值税； 若附着于土地
或者不动产上的固定资产属于不动产，则应按照“销售不动产”税目计算
缴纳营业税。
根据9号文件第二条的规定，销售固定资产的增值税处理按照纳税人类型
和货物的性质而有所不同。具体处理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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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1.1 属于条例第十条规定的固定资产
如果所销售的使用过的固定资产属于《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十条所
规定的固定资产，纳税人应按照2%（4%征收率减半）缴纳增值税。
这里所说的固定资产包括：
•
•
•

用于非增值税应税项目、免征增值税项目、集体福利或者个人
消费的购进固定资产
非正常损失的购进固定资产
属于纳税人自用消费品的固定资产

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十条的规定，上述项目的进项税额不得
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1.2 不属于条例第十条规定的固定资产
纳税人应该按照适用税率（13%或17%）缴纳增值税。
财税[2008]170号文件对于纳税人销售在2009年1月1日之前或开展区域
性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试点之前购进的固定资产，给予了一些过渡性政
策。
2.

小规模纳税人

纳税人应按照2%的征收率缴纳增值税。
如果纳税人未分别核算或核算不清增值税应税货物和不动产的销
售额，应由主管税务机关核定其增值税应税货物的销售额和不动产
的销售额。
毕马威观察
47号公告和《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七条的规定是一致的。
根据第七条的规定，纳税人兼营非增值税应税项目的，应分别核算
货物或者应税劳务的销售额和非增值税应税项目的营业额；未分别
核算的，由主管税务机关核定货物或者应税劳务的销售额。
因此，原先发布的一些和第七条（也就是和47号公告）规定相违背
的文件也同时废止， 例如：国税函[1997]556号和国税函[2007]1018
号。这两个文件规定煤炭企业转让煤矿土地使用权和销售不动产的
同时一并转让附着于土地或不动产上的机电设备，一并按照“销售
不动产”征收营业税。
基于47号公告的规定，纳税人需对转让土地使用权或不动产和附着
于其上的固定资产分别进行核算。否则，税务机关将对销售额进行
核定。值得注意的是，即使纳税人已经做到分开核算， 如果税务机
关认为土地使用权或不动产的定价不够合理，还是有权对土地使用
权或不动产及其上附着物的价格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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