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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最终消费环节增值税价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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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增值税率和电价调整影响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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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以 2019年增值税政策调整和电价调整对大工业用电企业运营成本

增加为例，阐述增值税最终消费环节价税分离的必要性。分析指出，正是由于未能在多

个环节，尤其是最终消费环节实现价税分离，才导致相关政策的变动对一类企业运营成

本产生不利影响。针对这一结论，笔者建议，在我国进一步深化增值税改革的同时，要将

增值税最终消费环节价税分离作为税制改革的必要配套，充分体现增值税价外税的特

征和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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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大规模减税降费的重要举措，2019年我国
对增值税税率进行了新一轮的调整。随后，为完成

国务院关于一般工商业企业电价再降低 10%的要
求，国家发改委以税率调整对国家电网企业形成的

政策红利为因，发文要求全国各地调低一般工商业

企业电价，而保持大工业用电企业电价不变，但是

这两项政策调整却实际上造成大工业用电企业运

营成本的增加。本文试图分析这一奇怪现象产生的

原因，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一、价外税是增值税的基本特征

（一）价外税的基本概念

何为价外税？价外税是对流转税特征的一种描

述，根据流转税与应税商品价格的关系，流转税可

以被分为价内税和价外税。顾名思义，价外税是税

款不包含在商品价格内的税。价外税最典型的代表

就是对增值额征收的增值税。

价外税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其理论依据是西方

经济学。一般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的生产价

格由生产成本加平均利润组成，而国家对流通中的

商品征税，作为商品价格的附加，形成价外税。价

外税的优点是在商品价格之外形成，不影响商品

的价格决定和企业的经营决策，因此属于“中性”

税制。根据西方经济学税负转嫁理论，价外税由

最终消费者承担，中间商品的生产商可以通过商

品交易，层层转嫁税负，在最终消费环节，由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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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承担税负。

增值税是典型的价外税。增值税的概念最初由

美国提出，但是最先在法国实践。与中国的情形类

似，法国的增值税也是从按照营业额全额、多环节

征收的营业税改革而来，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

重复征税，使得税收相对独立于企业会计利润核

算，即由价内税向价外税的转变。可以说，价外税是

增值税的天然属性。

（二）增值税价外税特征在企业会计核算中的

体现

增值税对商品增值额征收，以中间商品生产为

例，假设一定时间内，A企业购进商品原材料共计
800元，经企业加工后出售，售价为 1000元，那么该
商品在 A企业的增加值为 200元（1000-800），假设
商品适用增值税税率为 t，则期末该企业应交增值
税为 200t元。

但是实践中，很难计算特定商品在某个企业的

具体增值额，增值税税额的计算采取间接的方法，

即通过进项税额和销项税额相抵扣的方法。仍以 A
企业为例，假设购进原材料也适用相同税率，那么

企业购进原材料等的进项税额为 800t元，销项税额
为 1000t元，则该企业这一期间内应交增值税税额
为 200t元（1000t-800t）。结果与直接计算增值额，然
后乘以税率一样。

企业会计核算中，增值税的列示方式也充分体

现了价外税的特征。企业会计科目中应交税金科目

下设应交增值税，应交增值税下设应交增值税进项

税额、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购进原材料等时借记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出售商品时贷
记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期末应交增
值税科目账户进项税额和销项税额差额为企业应

交增值税税额。

表 1 企业购进原材料和售出商品会计分录

购进原材料等时 售出商品时

借：原材料 800

应交税金 -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800t

贷：银行存款或现金 800（1+t）

借：银行存款或现金 1000（1+t）

贷：主营业务收入 1000

应交税金 -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1000t

从企业会计科目应缴增值税可以看出，期末应

交增值税科目余额为 200t元（1000t-800t）。
二、最终消费环节增值税价税分离的必

要性

增值税自 1979年在我国试点开始，已经有四
十年的实践历史，期间进行了多次改革，包括增值

税“转型”和“扩围”，至今已经成为我国税制体系中

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我国经济生活中发挥了非

常重要的作用。国内各界对于增值税的认识也逐渐

成熟，但仍存在一些问题讨论至今，其中包括增值

税是否构成企业的税收负担。虽然从理论上已经厘

清，增值税税负由最终消费者负担，但是实践中企

业对增值税税率非常关注，反而是最终消费者对增

值税改革和税率变动不大关注。笔者认为最大的原

因是在经济生活中，大家还没有真正将增值税理解

为价外税，大家关注的都是产品价格和增值税的合

计数。首先，在生产领域，大多数企业还延续了习惯

思维，将增值税和价格合计考虑，对外商品报价都

是价税合计数，因此增值税税率调整会对商品报价

产生影响，继而影响企业的销售，故而生产商普遍

关注增值税制度和政策调整。其次，在最终消费环

节，经过“营改增”之后，不论是增值税专票还是普

票都将增值税税额标示在发票上，实现了价税分

离。但是实践中，多数最终消费者并不需要商家开

具发票，往往只拿到商品销售小票，而在商品销售

小票中并没有将增值税列在上面，最终消费者也因

此并不关注增值税制度和政策调整。

在最终消费环节真正实现增值税价税分离是

增值税制度改革的必要配套措施，最终消费环节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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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分离的好处在于，首先，能够充分体现消费者承

担商品和服务在流转环节承担的税负，将纳税人与

消费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有效衔接起来；其次，强

化增值税“中性”税制特征，增值税在理论上不构成

生产企业的税收负担，虽然在实践中由于各种原

因，增值税会对企业造成一定负担，但是最终绝大

部分税负仍由最终消费者负担，逐渐弱化生产商对

增值税制度和政策调整的关注度；再次，增值税价

税分离的方式也可以将增值税链条从企业成本利

润核算中彻底分离出来，避免造成增值税制度和相

关政策调整对企业运营成本的不利影响。

三、增值税价税合计习惯的不利影

响———以增值税税率调整和电价调整影响

为例

增值税在最终消费环节以价税合计为报价，会

影响增值税相关政策的制定，继而对企业经营活动

产生不利影响。下面以 2019年增值税税率调整改
革和电价调整对企业运营成本产生影响为例，阐述

增值税在最终消费环节价税分离的必要性。

（一）我国非居民用电电价制度

我国电价实行国家定价制度，具体价格由各级

发改委确定。非居民销售电价实行两部制电价制

度，将与容量对应的基本电价和与用电量对应的电

量电价结合起来。以用户分，我国非居民用电价格

分为一般工商业用电、大工业用电，农业生产用电。

以内容分，我国非居民用电价格分为电度电价和电

容电价。此外，城区非居民、郊区非居民，经济技术

开发区电价还略有不同。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与其他商品最终消费环节

公示销售价格一样，我国电网企业公示销售电价亦

为价税合计数，即该价格包括企业成本、利润，以及

企业需要缴纳的增值税税额。以北京公示的非居民

销售电价表为例，北京市城区非居民销售电价表

中，其公布的电度电价和基本电价均为用电企业需

要支付给电网公司的总金额，为用电价格和增值税

的含税价格。表 2中城区非居民大工业用电 110千
伏高峰时段电度电价为 0.9334元，其中不含税价格
为 0.8261元（0.9334/（1+13%）），增值税为 0.1073元
（0.9334/（1+13%）*13%）。

表 2 北京市城区非居民销售电价表

用电分类 电压等级

电度电价 基本电价

尖峰 高峰 平段 低谷
最大需量

（元 /千瓦·月）

变压器容量

（元 /千伏安·月）

一、一般工商业

不满 1千伏 1.4660 1.3367 0.8110 0.3113

1-10千伏 1.4430 1.3147 0.7960 0.3023

20千伏 1.4360 1.3077 0.7890 0.2953

35千伏 1.4280 1.2997 0.7810 0.2873

110千伏 1.4130 1.2847 0.7660 0.2723

220千伏及以上 1.3980 1.2697 0.7510 0.2573

二、大工业用电

1-10千伏 1.0761 0.9864 0.6770 0.3766 48 32

20千伏 1.0611 0.9724 0.6670 0.3706 48 32

35千伏 1.0451 0.9584 0.6570 0.3646 48 32

110千伏 1.0181 0.9334 0.6370 0.3496 48 32

220千伏及以上 0.9951 0.9104 0.6170 0.3316 48 32

三、农业生产用电

不满 1千伏 0.9292 0.6255 0.3378

1-10千伏 0.9142 0.6105 0.3218

20千伏 0.9062 0.6035 0.3158

35千伏及以上 0.8982 0.5955 0.3088

单位：元 /千瓦时

88



地方财政研究 圆园20年第 12期

（二）电价调整及对企业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降低一般工商业企业经营成本，

2019 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要求进一
步降低一般工商业用电价格。国家发改委为落实

国务院降低电价的要求，发布了《国家发展改革

委关于电网企业增值税税率调整相应降低一般工

商业电价的通知》，其中明确电网企业增值税税

率由 16%调整为 13%后，省级电网企业含税输配
电价水平降低的空间全部用于降低一般工商业电

价。随后各省迅速出台相关文件，纷纷调整电价，

主要内容是降低一般工商业用电价格，保持大工

业用电电价不变。其政策本意是在保证国家电网

企业利益不受损的情况下，降低一般工商业企业

用电价格。

在笔者看来，国家发改委的发文中包含几层含

义。首先，增值税是企业的税收负担，国家电网企业

适用增值税税率降低后，国家电网税负降低，由于

税负降低可以考虑适当降低用电价格，让利于企

业；其次，延续价内税的思维方式，将增值税和商品

价格合计数作为整体，由国家通过调整税收政策来

调节国家和企业、不同企业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

但是事实上，这一政策的调整却对大工业用电

企业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

下，保持大工业企业电价不变，其含义是：大工业企

业用电价格和包含的增值税价税合计数保持不变。

当国家电网企业适用增值税税率调低之后，价税合

计数中的增值税税额减少，合计数不变就意味着不

含税电价的上涨。换句话说，在电价调整和增值税

税率调整这两个政策背景之下，大工业用电企业含

税电价虽然没有变化，但是进入企业成本核算的不

含税电价却上涨了，涨幅还不低。

仍以北京非居民用电价格为例。较之增值税调

整前，大工业用电 110千伏高峰时段电度电价上涨
了 0.0214元（详见表 3）。

表 3 税率调整前后北京城区大工业企业用电 110千伏高峰时段电度电价不含税价格变化

税率
增值税税率

（电网企业适用增值税税率）

含税电价

（国家定价）

不含税电价

（含税电价 /（1+税率））

增值税进项税额

（含税电价 -不含税电价）

调整前 16% 0.9334 0.8047 0.1287

调整后 13% 0.9334 0.8261 0.1073

单位：元

这一变化体现在企业的会计核算中为：

税率和电价调整之前：

借：制造费用-电费 0.8047元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0.1287元
贷：现金/银行存款 0.9334元

税率和电价调整之后：

借：制造费用-电费 0.8261元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0.1073元
贷：现金/银行存款 0.9334元

由此可见，因为增值税税率的调整和大工业用

电企业公示电价（含税电价）保持不变，进入企业成

本利润核算的大工业用电企业的不含增值税的电度

电价实际上是由调整前的 0.8047元上涨到 0.8261，
涨幅为 2.66%。同理，电容电价的列示价格也是含税

价格，因为增值税税率的调整和电价的调整，大工业

企业用电成本中的不含税电容电价也会上涨。

大工业用电企业成本的增加意味着其运营成

本增加，企业价格竞争力会因此降低，尤其是对于

用电量非常大的大工业企业，其中不乏大量我国参

与国际竞争的高端制造业企业。实践中，企业对其

运营成本的增加也是深有体会，尤其是用电量较大

的工业企业。以北京某高端制造业企业为例，该企

业为我国某领域的龙头企业，目前在全国拥有多条

生产线，该企业生产线执行大工业用电电价。由于

产业特点，该企业生产用电量非常大，各生产线年

用电量最低在两亿度左右，最高在九亿度左右，因

此电费成为运营成本中比较重要的一项。2019年 4
月开始执行的增值税税率调整和电价调整致使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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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运营成本增加，据测算，不含税电价上涨直接

导致其年运营成本增加约 8853万元淤。运营成本的
增加直接导致企业价格竞争力下降，在当前世界经

济竞争加剧，尤其是高端制造业等高精尖技术企业

竞争尤其激烈之时，对企业造成了不良影响。

（三）大工业企业运营成本增加的主要原因

笔者认为，此次政策调整对大工业企业的不利

影响，最主要的原因是政策制定各方未能充分考虑

国家电网企业销售价格为含税价格，是商品价格和

增值税的合计数。如果政策出台之前能够将国家电

网企业销售价格分为不含税电价和增值税额，在保

证一般工商业企业不含税电价不变的情况下，将国

家电网企业因为增值税调整而形成的政策调整空

间全部给一般工商业企业，就不会出现对大工业企

业进入企业成本利润核算的不含税电价的影响，继

而对企业运营成本产生影响。

经济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之际，公共政策的

变动要至少保证企业负担不增加，仅仅因为政策调

整导致大工业用电企业经营成本的增加与我国公

共政策的初衷背道而驰。尤其当前国际竞争瞬息万

变，用电量较大的大工业用电企业中不乏高端制造

业企业，其竞争力代表国家的竞争力，是当前国际

竞争的关键所在。

四、增值税最终消费环节价税分离的政

策建议

在最终消费环节实行价税分离是增值税改革

的重要配套要求。我国建国初期有过多年的计划经

济体制实践，根植于计划经济的价内税思维仍存在

着深远的影响。虽然在理论上增值税价外税的讨论

已经比较成熟，但是在政策制定者、企业纳税人、最

终消费者等政策关联方，还没有完全将增值税看作

价外税。因此，笔者认为很有必要从多个方面加深

增值税价外税的认识，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在最

终消费环节实现增值税价税分离。

首先，在全国范围内，要求各类销售凭证上将

增值税和商品不含税销售价格分列。常见的销售凭

证一般包括正规的用于报销的发票和超市等门店

出具的销售小票。目前，我国的正规发票，无论是增

值税专用发票还是增值税普通发票，都已经在发票

中分列了商品销售价格和增值税税额。但是生活

中，大部分的最终消费者并不要求商家开具正规发

票，而是由商家主动提供销售小票，销售小票是大

多数最终消费者能够看到的销售凭据。因此笔者认

为，要实现最终消费环节的价税分离，就应该要求

超市等商家出具的销售小票上，将增值税和商品不

含税价格分列。在国际实践中，增值税在消费环节

将增值税和商品价格分列已经是通行做法。例如，

日本遍布街头小巷的百元店，其百元指的就是商品

不含税销售价格为 100元，当消费者购买一件 100
元商品结账时，不仅要支付 100元的商品价格，还
要支付由最终消费者负担的增值税。

其次，在超市等销售场所，要求商家列示商品

价格时，将商品不含税价格和增值税分列。增值税

面临很多理解问题都是没有将增值税价外税充分

理解引致的，在最终消费环节商品价格逐渐扭转为

不含税价格，不仅可以解决增值税价税合计导致的

很多问题，打破增值税“在生产环节是价外税，在最

终消费环节是价内税”的理解误区，也可以让消费

者树立自己是流转税负纳税人的意识，便于大众理

解增值税，理解国家税收。

再次，通过各种渠道，加强宣传，鼓励各类商

家在交易报价中，逐渐改变价税合计报价的习惯，

让增值税在生产流通各个环节实现价税分离，体

现增值税价外税的基本特征，真正实现增值税“中

性”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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