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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4 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
议明确，铁路运输业和邮政服务业将

从 2014年 1 月 1 日起纳入营改增试
点。这是继 8月 1日营改增前期试点
行业全国铺开以来的又一次扩围。

专家指出，把铁路运输和邮政两

个行业及时、适时纳入营改增改革范

围，并在全国范围全部行业推开，将

会使得增值税的抵扣链条更加完整，

才能体现增值税的优越性，实现增值

税的价值，使得企业的税收负担更加

真实和公平。

再下“两城”
利于整体税负优化

这次营改增扩围选择的为什么

是铁路运输业和邮政业呢？财政部部

长楼继伟此前解释称，扩大试点行

业，之所以首选铁路运输和邮电通信

业，是因为这样可扩大企业进项税抵

扣范围，进一步消除重复征税。

“这两个行业均属于典型的生产

性服务，与第二产业的关联度较高。

从行业特点看，这两个行业均具有财

务核算复杂、分支机构层次多且分布

广的特点，不适合在部分地区先试

点，只能全国同步推行。特别是铁路

运输作为交通运输的重要组成部分，

制造业对铁路运输依赖较大，在陆路

运输、水路运输等其他交通运输业先

期纳入‘营改增’后，铁路运输由于没

纳入试点，客观上会影响企业对不同

运输方式的选择。”楼继伟表示。

铁路运输业和邮政业此次纳入

营改增是否能起到完善增值税链条，

利于整体税负优化的效果呢？业内分

析人士指出，交通运输业营改增全国

推广，客观上有利于该行业整体税收

减负。财政部统计的 2013年 10月份
全国财政收支数据显示，受扩大营改

增试点范围影响，交通运输业营业税

同比下降 70援9豫，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营业税同比下降 3援6豫。

部分企业抱怨
实际税负不减反增

铁路运输和邮政服务业纳入营

改增试点，企业反映又如何？

《中国企业报》记者近日在多家

物流企业采访发现，营改增范围进一

步扩大，对物流行业税负的减轻能起

到一定的缓冲作用，但效果不是很

大，物流行业目前的税负状况没有实

质性改变。营改增后，交通运输行业

由原来 3%的营业税，变成现在 11%
的增值税，就算一些成本可以抵扣，

但算来算去，最后仍然会比以前多缴

不少税。而从上海的“前车之鉴”来

看，部分交通运输企业的税负也确实

不减反增。

北京一家物流企业的负责人诉

苦：“我们所缴纳的营业税是 3%，按
照上海的模式，‘营改增’后需缴纳

11%的增值税，应缴纳的税额大幅增
加。就我公司而言，‘营改增’后应纳

税额度估计会提高一倍，也就是说现

在企业每年纳税将近 50 万—60 万
元，‘营改增’后要纳税 100 万元以
上。大家都知道今年的物流行情不

好，我们几乎已经没有利润，‘营改

增’后的利润则会更低。”

广东一家物流企业的负责人指

出，此次“营改增”试点方案的税率有

些过高，“现在人力、运输成本高企，

一些物流企业的净利润率不足 5%，
如果税率一下子提高了 8%，会令很
多企业吃不消。”

“虽然具体数据还没办法算，但

整体税负提高得非常明显，等于以前

要缴三万元的税，现在至少要缴十

万。”北京一家物流企业的税务会计

算了笔账，物流行业属于小型微利企

业，本来利润就十分微薄，营改增之

后，负担反而更重了。

倒逼整体财税改革
企业痛苦只是阶段性

针对物流企业尤其是小微物流

企业痛苦不堪的反映，财政部财政科

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在接受《中国企业

报》记者采访时指出，“营改增后实际

税负可能增加的企业，其‘痛苦’是一

段时期的问题，并可以此作为推动企

业发掘专业化细分潜力、提升品牌、

升级转型的压力和动力，变被动为主

动。”

“如果过多担心企业税负增加问

题，将导致增值税税率统一问题久拖

不决，成为营改增全面改革后的遗留

难题。”贾康表示，“通过相关政策措

施，如对成本构成中缺乏进项税抵扣

的行业给予优惠政策，对涉改行业安

排逐步提高增值税税率的过渡期，在

过渡期内对实际税负增加的企业继

续实施财政扶持政策，则可望较好地

解决统一增值税税率可能导致的实

际税负增加问题。”

营改增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

“重头戏”，减税效果也被官方多次强

调。贾康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

“营改增”改革将倒逼整个财税改革。

原来地方就没有什么像样的税种，唯

一一个大税营业税又改成了增值税，

势必要调整中央地方财政分配的体

制，调整这个体制势必要引导配套改

革。这实际上是倒逼其他配套改革跟

进，它的意义是全局性的。

本报记者 蒋皓

记者从近日召开的 2013职业经
理人高峰论坛暨职业经理人资格认

证工作十周年大会上获悉，截至今年

11月末，中国企联已累计培训和认证
职业经理人 3万余名。职业经理人队
伍正成为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

一支生力军。

“市场竞争，从某种意义上讲实

际上是企业管理者的竞争，国际竞争

不仅需要有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还

需要有不断创新的核心竞争力，这些

都需要企业拥有一个优秀的职业经

理人团队。”中国企联常务副会长兼

理事长李德成如是说。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

健全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

治理结构，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更

好发挥企业家作用”。

对此，李德成表示，中央对我国

职业经理人制度建立的高度重视，意

味着新的形势下对广大承担企业经

营管理重任的职业经理人提出了更

高更迫切的要求，职业经理人既肩负

着推动企业转型升级的管理创新使

命和责任，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下转第十三版）

中国企联已培训职业经理人 3万余名

本报记者 刘凌林

土地增值税征管难度大
“弹性清算”凸显税制缺陷

近期央视报道房企欠缴土地增

值税引起高度关注。虽然国税总局出

面澄清，但这一话题的讨论并未就此

结束，许多经济学者、税务官员及房

地产开发商均发表不同看法。日前，

《中国企业报》记者独家专访了中央

财经大学税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

资深纳税筹划专家张美中。他表示，

土地增值税之所以成为一个“糊涂

账”，关键在于税制设计存在问题，特

别是清算时点的规定存在很大的弹

性。目前，土地增值税税制设计复杂。

清算需要审核大量跨若干年度收入、

成本和费用情况，税收征管难度大并

容易产生执法风险。

《中国企业报》：土地增值税被认

为是目前存在弊端最多、避税最严重

的税种。央视曝光的 3.8 万亿漏洞是

否属实？

张美中：根据相关税法规定，房

地产项目毛利率只要达到 34.63%以

上，都需缴纳土地增值税，该税种实

行四级超率累进税率，且属于地方税

种，征管较为复杂。复杂性之一在于

每个房地产项目都是有周期的，因而

土地增值税一般在项目启动时按测

算额的 1%—3%先预征，然后据实重

新结算，这是长期以来的惯例和程

序，但真正进入决算清算的房地产企

业并不多。

土地增值税清缴要达到几个条

件，受企业资金链的限制，一般的中

小企业是没有这个资金实力的，他们

有别的避税花样。央视报道的问题对

一些大型企业可能存在，但具体数字

不好说。为什么是 3.8万亿而不是 4.8

万亿呢？所以，央视的报道只是传递

某种信号，具体数字应该通过税务部

门稽查来解决。

《中国企业报》：有业内人士表

示，房企在土地增值税问题上是避税

手段多，真正欠缴少。造成这种局面

是否有制度上的原因？

张美中：土地增值税在征管方面

还存在着一些困难和压力，主要表现

在房地产行业经营情况复杂，土地增

值税税制设计也比较复杂。清算需要

审核大量跨若干年度收入、成本和费

用情况，税收征管难度大并容易产生

执法风险。

土地增值税规定的征收净利额的

30%—60%税率过高，且征收权在地

方，这使得在实际执行中出现了很多

变通，比如各地基本上没有按照四级

超率累进税率征税，而是以当地规定

的按项目销售额的 1%—5%预缴为主，

而对哪些可计入成本避税等技术环

节，各地区税务部门的理解和把握也

不一致，造成了“松紧不一”的现状。

《中国企业报》：造成清算难的原

因在哪里？

张美中：土地增值税之所以成为

一个“糊涂账”，关键在于税制设计存

在问题，特别是清算时点的规定存在

很大的弹性。

甚至有房企表示，没到清算时

点，甚至都不能算“应缴”。 大房企认

为他们没有拖延结算的动力，到节点

必须清算，否则房企要被罚。按照规

定，土地增值税应该在项目竣工或销

售 85%以后，税务机关启动专门清算

程序，聘请专门税务师事务所出具专

门报告，并经税务机关核定，确认实

际金额和缴纳时间，才是真正应缴的

税金。所以，企业报表的数据为根据

会计准则权责发生制预估的数据，与

税务局确定的应缴税金在时间上和

金额上都有很大的差别。

营改增扩围铁路邮政

本报记者 蒋皓

企业短期阵痛后将迎长期利好

中央财经大学税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资深纳税筹划专家张美中：

1.彭博亿万富豪榜李彦宏成中国首富

关注指数：★★★★★传播指数：★★★★★

事件：网易财经消息，北京时间 12月 4日，根据彭博亿万
富豪指数，百度创始人李彦宏超越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

林，在跻身中国第二富豪短短 14天后排名再上一位，成为中国
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最富有的人。随着百度股价上涨，李彦

宏的资产净值今年迄今达到 122.3亿美元，增幅为 65%。

2.油气管网有望向第三方市场主体开放

关注指数：★★★★★传播指数：★★★★

事件：《中国证券报》消息，在 12 月 5日举办的“2013 中国
煤制气市场与技术论坛”上，记者获悉，由国家能源局研究制定

的《油气管网设施公平开放监管办法（征求意见稿）》正在征求

各方意见，有望于 2014年 1月 1日起实行。意见稿提出，当油
气管网设施有剩余能力时，应向第三方市场主体公平开放，提

供输送、储存服务。

3.铁总称明年春运退票收 20%退票费

关注指数：★★★★★传播指数：★★★★

事件：《北京晨报》12月 8日消息，目前，火车票退票执行的
是阶梯退票费。在 2013年春运，曾出现大量退票现象。对此，铁
路总公司运输局相关负责人表示，2014年春运期间，铁路部门
对因旅客原因办理车票改签，且改签后车票的乘车日期在 2014
年 1月 16日至 2月 24日期间的，退票时按票面票价的 20%核
收退票费。

4.百度等公司相继停止接受比特币付款

关注指数：★★★★传播指数：★★★★★

事件：证券时报网 12月 8日消息，央行一纸通知给疯狂的
比特币浇了一盆冷水。随后，百度等公司相继停止接受比特币

付款。百度 12月 7日宣布，将停止接受虚拟货币比特币作为其
服务的一种付款形式。受此消息影响，比特币交易市场出现大

跌。

5.王健林称中国房地产 20年内会倒

关注指数：★★★★传播指数：★★★★★

事件：12月 7日，2013中国企业领袖年会在北京举行。万
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在会上表示，中国房地产市场估计还有 15
到 20年就会倒。王健林称，因为到了这个时候城市化进程基本
完成，中国的工业化也基本完成，中国人 75%变成市民，农民大
概只有 20%左右。这时房地产市场规模就会大幅度衰减。

6.梦特娇被指冒充洋品牌法国人不认识

关注指数：★★★★传播指数：★★★★

事件：《21世纪经济报道》12月 7 日消息，在其中文官网
上，梦特娇如此评价自己：“梦特娇 1880年成立于法国南部蒙
特谷省的经索沃尔山区；已发展成国内最著名的法国男士服装

品牌之一”。不过，记者在法国巴黎各大购物中心等地均未能觅

得其踪影。而常年旅居法国的人士也表示从未在欧洲听闻或见

过这个品牌的产品。

7.威华股份相关方涉内幕交易遭调查

关注指数：★★★★传播指数：★★★★

事件：《上海证券报》12月 7日消息，威华股份重组事项相
关方涉嫌内幕交易已被立案调查。今年 11月 4日，威华股份推
出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稀土行业龙头赣州稀土拟作价 75.85亿
元实施借壳。在此消息刺激下，威华股份股价在随后五个交易

日连续涨停。随后，公司因股价异动于 11月 11日起停牌自查，
至今未复牌。

8.万达广州被收回地块加价 1亿再拍卖

关注指数：★★★★传播指数：★★★

事件：网易财经 12月 5日消息，仅一个月时间内，万达集
团位于广州萝岗区遭回收的项目失而复得。今年 7月 24日，万
达以 7.3亿底价拿下该地块。然而，今年 11月 6日，广州房管局
一则公告指出该地块将重新出让。近日，万达以 8.3亿底价再度
拿下这个项目，此次成交价比首度出让价整整高出 1亿元。

9.家乐福存火灾隐患未及时整改被约谈

关注指数：★★★传播指数：★★★

事件：《京华时报》12月 8日消息，近日，消防部门对北京市
460家商场和 227家市场进行了突击夜查，发现家乐福等商场
没有认真履行单位内部自查自纠职责，存在部分火灾隐患未发

现等问题。5日下午，消防部门联合安监、商务等部门，对家乐福
等连锁商场超市负责人进行约谈，并通报了前期督查检查情

况。

10.优衣库雅戈尔等品牌供应商违规排污

关注指数：★★★传播指数：★★★

事件：《新金融观察》消息，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等七家环保

组织 12月 4日发布纺织业污染报告，48家中外纺织品牌中优
衣库、CK、Polo以及雅戈尔等品牌的综合表现排名靠后。报告指
出，大量印染企业违反新的废水排放标准，致使水体遭到污染，

而这些排污企业正是多家知名服装品牌的供应商。

中国企业一周新闻榜
（2013.12.3—12.9）

专家指出，把铁路运输和邮政两个行业纳入营改增改革范围，并在全国范围

全部行业推开，将会使得增值税的抵扣链条更加完整。 CNS供图

中国企联常务副会长兼理事长李德成出席

并发表演讲 本报记者 林瑞泉 /摄

中国企联常务副会长兼理事长李德成认为，市场竞争需要企业拥有一个优秀的职业经理人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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