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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意 盎 然

初恋是难忘的，因为她就像是花季少女一般含苞待放；初恋是美好的，犹如您第

一次打开新版的清单计价软件。不光是界面上的焕然一新，新版清单计价软件提供的

一些细节也值得我们去细细品味，比如项目用途、子目系数、批量调整时的应用范围

选择、导出前检查、框图出价等等。

新版未来清单计价软件的改进是革命性的，她包含着我们全体工作人员的汗水与

辛劳。对细节上的完善，亦不是我几番三言两语能够说清。或者她现在还有一点羞涩，

但终会丰满羽翼而成熟。更进一步的走进用户的内心世界，相信就能提供更好的用户

体验！

冬去春来，草木萌生。愿时光走的更慢些，你我能够更加倾心交流。愿时光能够

停留在这一刻，你我可以笑容常在，永驻青春！

文／销售部 朱润润

正如朋友圈里网友所写的那样，

2017年已经不知不觉过去了六分之一。

时光飞逝，迎来了遍地的万物复苏和鸟

语花香。岁月如梭，面对着处处的生机

勃勃和春色满园。

一年之计在于春。如今的天气，周

末驱车去郊外，和家人好友去踏青是极

好的。在城北的庐州公园，四处可见三

口之家放着风筝，或是一些青年男女自

助烧烤。走在柔软的草地，杏花的芳香

扑鼻而来。若是累了，找一处栖息的地

方，碧绿的杨柳映入眼帘。人间美景，

莫过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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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建价〔2017〕83号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江苏省装配式混凝土建

筑工程定额》（试行）的通知

各设区市建设局（委），省有关厅、局：

为了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的指

导意见》（国办发〔2016〕71号文），为装配式混凝土建筑

工程提供计价依据，我厅组织编制了《江苏省装配式混凝土

建筑工程定额（试行）》，现予颁发，自2017年4月1日起执

行。适用于2017年4月1日起发布招标文件的招投标工程和签

订施工合同的非招投标工程。

上述定额由江苏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总站负责解释和管

理。

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17年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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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分享

更换新加密锁后程序安装提示

1、拿到新软件加密锁（加密锁

号以1616开头）后，请先卸载电脑上

之前的“未来清单”程序。

可以从Windows系统开始—>程序

中卸载：

也可以从控制面板——卸载程序中卸载：

2、至我公司官网

（http://www.futuresoft.com.

cn）下载最新的“未来清单”程

序及“未来清单计价软件（新

版）”程序。

在首页右下角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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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在“免费下载”页面下载：

3、分别安装“未

来清单（新加密）”和

“未来清单计价软件”

程序。

在未来清单计价软

件的安装过程中，程序

安装完后，会弹出加密

锁程序安装界面，需要

点击“立即安装”继续

安装。

安装好后，桌面会

生成未来清单和未来清

单计价软件两个图标，

你可以选择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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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年底开始，就陆续有客户开始使用

未来清单计价软件了。有的朋友在接触新软

件后，会觉得这个是新软件，我不会用，需

要培训或者重新学习软件。一想到要重新学

习，就有了抵触感，觉得未来清单更适合自

己！那在这里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用未

来清单计价的心得！

软件研发一直是处于保密状态，我也是

等到计价软件发布的时候，才知道软件的界

面和功能性。跟各位一样，其实如何学会，

如何使用计价软件，也是我首先需要解决的

问题！

接下来，就让我来带你们走进新的清单

计价软件世界吧！

安装好软件后，我们可以简单的浏览一下我们的工具菜单栏。在浏览了软件界面后，

发现界面的风格已经完全改变了，采用的当下流行的office风格！首先是开始菜单，开

始里面的是一些新建，保存，复制，粘贴，插入，加锁，解锁之类的功能，这个相信大

家都能理解！

接下来我们来看视图，这里的视图就是用来选择你要显示的窗口，我们看一下对比图：

未来清单 未来清单计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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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操作窗口可以在视图里面自由选择，其实在这里已经看出了有相似之处。

再来看下面重要的批量换算的菜单，原本我们需要的功能按键大都在一个“换”字下面，

耳熟能详的有工料，修改单价，改费率，综合系数调整，批量换算主辅材与设备等等。如今

换了件新衣服，会觉得我找不到按键了，其实没这么复杂！可以想象着原来的功能键是在换

字下面竖着排列的，现在的功能键是在批量换算下面横着排列的，同时把“辅”里面的功能

合并到了批量换算里面，来看一下对比图：

到这里，相信大家已经很清楚了，有很多还是很相似的。也许这个时候又有朋友说，我

知道界面在哪有什么用，操作呢？其实这个也帮广大用户考虑到了！相信各位对未来清单已

经很熟悉了，所以当各位在用计价软件的时候，不妨想想我在未来清单里面是怎样操作的，

你会发现惊喜，没错，操作方式也是一模一样的，相比未来清单，更是多了批量功能，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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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批量换算工料

2.改费率

未来清单 未来清单计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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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浮动费率

未来清单计价

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所以计价软件对于老手来说不是问题。通过对比，我也重新找回

了熟悉的未来软件。

而之后的导入导出，从名称上看，不难知晓是导入招标文件/控制价，导出投标文件。

分享到这里，也就放下心了吧！好多朋友

说，这么多年了，未来清单已经玩的很溜了，

那恭喜你，玩的溜也是有好处的，清单计价

不再是问题！也许这个时候又有朋友问了，

那这个是不是跟未来清单是一样的呢？答案

当然不是。而关于未来清单计价的优点也是

客户自己发现提供给我们的：

它可以计算更精确；

它可以操作界面自由化；

它可以支持导出PDF文件；

它可以量价结合，工程分期；

它可以建9999个单位工程都不卡；

它可以一份报价，得三种计税方式……

正如之前在上培训课的时候，有个客户说

道，要是预算员不会做预算，估计要下岗了，

虽是句玩笑话，但是也是精髓所在，它是真

正辅助大众的一款好产品！就连起初不愿意

接受新软件的客户在发现周边的朋友都在用

时，也渐渐的对它产生了好奇，而后慢慢的

去了解它，研究它，最终转变了对它的态度，

甚至最后还积极的给我们客服部提供需求和

想法，精益求精，使得软件更完善，这也是

我们所希望看到的。现在每天客服们接收到

关于清单计价软件的提问越来越多，从上门

换锁的比例来看，每天都有众多客户排队换

锁或者电话咨询换锁业务，说明使用清单计

价客户也在不断蔓延。

此时再看清单计价软件是不是发现很好

上手操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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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未来量筋合一软件进行工程算量（1）

前言：大家好，工程量及钢筋量的计算统计是造价工作的一项重要工作，所以算量软件已

经成了造价工作必不可少的工具之一。所以从本期开始，我们将和大家一起学习未来量筋合一

软件，并和各位就其中特色功能、用法进行分享，以帮助各位熟悉软件操作，提高造价工作的

效率。

未来量筋合一软件是未来软件推出的新一代主流算量软件。软件采用自主创新的三维图形

平台技术，具有“量筋合一、快速建模、精准导图、高速出量、实时查询、简单易学”等核心

特点，是算量软件技术发展十几年来的又一次技术革新。

首先，我们先了解下该软件的主要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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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操作界面上看，软件采用Windows软件的常用风格，功能菜单归类排放，操作者只需掌握

一种构件的操作，就能掌握同类所有构件的操作。

对于常见的构件，我们可以将其归类为点构件（构件为点）、线构件（构件是一条直线或

弧线）、面构件（构件是一个面域），根据这个类别，我们可以统一将构件的画法总结如下：

1、点构件—画“点”和“布置”，

如柱、楼梯、独立基础、桩承台等 ；

2、线构件—画“线”和“布置”，

如墙、梁、条基等 ；

3、面构件—画“封闭区域”和“布

置”，如板、筏板基础等 ；

所以，大家无论在学习哪种软件时，只要掌握软件的基本操作思路，不但可以迅速掌握其

中功能，还能做到能融会贯通。

其次，还要熟悉软件的主要操作流程：

该软件提供了三种建模方式，包括手工建模、导入CAD图和构件表格算量。软件的一大特色

是将钢筋计算和工程量计算合二为一，这样的好处是只需一次看图，构件参数一改全改，不用

担心遗漏，不需多次翻阅工程蓝图，工程量、钢筋同时计算，省时省力，建模效率大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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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计算构件的工程量或钢筋用量，需要先建立构件的模型，简称建模，手工建模就是用

户自行按照图纸绘制各类构件，然后进行计算。

一、建立工程

启动软件后，先弹出软件的欢迎界面，选择“新建向导”，软件提供了两种新建工程的方

式供用户选择，“按用户工程模板方式”或“按工程向导方式”，两者只能二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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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提示的是：

● 工程名称不可以重复；

● 只有选择“按用户工程模板方式”的工程才可以使用“自动套” 清单/定额的功能；

● 工程模板的内容可以在“工程算量”设置中查看或修改；

在此，我们按用户工程模板方式进行新建，输入工程名-案例工程，模板选择“江苏建筑装

饰2014定额+2013清单”，确定后，进入“工程全局设置”窗口：

1、设置楼层：在“楼层设置”界面，按照工程实际建立楼层信息。

选择首层，点击“插入楼层”，可以建立地上各层；选择基础层，点击“插入楼层”，

可以建立地下层。

“层高”列中可以输入各层的楼层高度，如果有相同楼层，可以在“层数”列输入相同数

量，比如3-5层为标准层，只要在3层中输入3，楼层名称会自动刷新为“3~5层”。

“固定”列的选择，只需要在任一楼层后面打钩，一般选择为首层，输入其楼地面标高，

也就是确定基准标高层的位置，软件会以此来计算其它楼层的标高。楼层第一行，可以看到

“总标高”，我们可以和建筑立面图或楼层表核对，以检验自己的楼层参数输入是否正确。

2、楼层参数设置：包括工程算量参数（砼类型、砼标号、模板类型、浇捣方式）、

钢筋算量参数（抗震等级、砼标号、保护层、接头率）及构件标高设置（按工程标高或

楼层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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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点击各参数，然后下拉选择，或点击标题栏各列表头（↓栏位）进行参数的批量选

择；各楼层参数也可以通过“楼层参数快速复制”功能复制到其他层。

3、【工程算量】设置：与工程量计算有关的设置，包括 “计算规则设置”、“自动套

用做法设置”、“设计地坪标高”、“自然地坪标高”设置等，以及【算量模式】的切

换。

4、【钢筋算量】设置：与钢筋计算有关的设置，包括钢筋基本信息设置、钢筋连接设置、

钢筋计算设置。

【工程算量】设置和【钢筋算量】设置也可以在工程建模中需要设置的时候再来设置，

所以，在此我们均不做调整，默认为系统设置。

工程和参数设置好后，我们就可以进入软件操作主界面。

二、构件属性的定义

绘制构件前，先需要对构件的属性进行定义，软件提供了多种方式可以打开构件的属性

定义窗口，您可以根据自己喜好和操作习惯选用：

● 双击构件导航中的构件类别，比如定义砼柱，就展开柱前面的+，选择双击其中的砼

柱；

● 双击构件列表中构件名称，如KZ1；

● 点击“工程设置”功能区中的“属性”按钮；

● 点击构件列表上面小工具栏中的“属性”图标；

● 使用快捷键F9来打开属性定义窗口。

属性定义的主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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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使用“自动套”功能：点击“自动套”，软件将自动按照之前新建工程时所选工程

模板中的自动套项目，对当前构件自动套取清单/定额。

（2）使用“清单匹配”（即清单项目指引）功能：在下窗口的“清单匹配”中直接双击

套用清单或定额。

（3）从库中直接添加清单／定额：点击“添加清单”按钮，在项目编码栏点击，弹出清

单库，选择清单双击进行添加；点击“添加定额”按钮，在项目编码栏点击，弹出定额库，

选择定额双击进行添加。

（4）使用“复制、粘贴”功能：选择需要进行复制的清单定额，点“复制”，然后在对

应的其他同类构件套定额界面中点“粘贴”，即可完成复制。

（5）使用“做法刷”功能：将当前构件中套取的清单/定额应用到其他同类构件中，实

现同类构件之间的属性做法复制。

点中已经套好清单定额的构件，点击“做法刷”按钮，弹出下面的对话框，选择需要引

用当前构件做法的当前层同类构件。如果勾选“复制到其他楼层”，也可以将当前构件属性

做法应用到其他层同类构件中；

1、填写构件名称及构件参数，包括钢筋参数；如定义柱，需要定义柱的名称、类型、截

面宽度及柱钢筋等，还可以对“钢筋基本设置”及“工程量属性”中的参数进行编辑。

2、套清单／定额；软件提供了多种套清单／定额的方式：包括自动套、复制/粘贴、做

法刷、使用“清单匹配”、库中直接查找等多种方式，在此我们介绍几种经常用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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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提示：

◆如果多个构件均套用相同定额，可以直接使用“复制”添加构件的方式；

◆未套取清单/定额的构件名称颜色为红色，套过的构件名称为黑色，可在构件列表中查看；

◆套清单/定额工作可以在建模完成后再来进行，还可以使用“批量自动套”功能。

三、绘制轴网

在正式绘制构件前，需要先绘制轴网，以方便后续对构件进行定位，所以本期主要讲解

轴网的绘制及编辑，下面以绘制图中的轴网来讲解相关功能的使用方法。

18

技巧分享



1、定义直线轴网：双击构件列表中的“直线轴网”，进入“直线轴网属性定义”窗口，在

ZXZW1轴网中输入下开间和左进深的参数，在轴网标注中，取消右进深标注。

确定后，右窗口工作区自动建立了一个直线轴网。

2、定义弧线轴网：双击构件列

表中的“弧线轴网”，进入

“弧线轴网属性定义”窗口，

在HXZW1轴网中输入圆心角和进

深，同时，轴网标注中只勾选

“下开间”。

3、拼接轴网：点击刚建好的弧线轴网HXZW1，在上窗口“绘图编辑”功能区中选择“拼接轴

网”，这样弧线轴网HXZW1会跟着鼠标移动，选择A轴和8轴的交界处，点击鼠标左键，这样

就完成了轴网的拼接。

4、添加1/E轴：在上窗口“绘图编辑”功能区中选择“平行轴网”，点击其中的“平行复制

轴线”，点击E轴，然后会出现一个和E轴平行的轴线，当鼠标移动到E轴上方任意位置后点

击左键，在偏移间距中输入2000，同时勾选左端显示、右端显示后，点击确定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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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修改轴号：使用“修改轴号”的功能，可以修改轴线的轴号。

步骤一：在上窗口“绘图编辑”功能区中点击 命令，左键选择弧线轴网的轴线，输

入轴号名称9，勾选右端显示，点击确定。

这样，就建立好了上图的轴网。

四、墙体的绘制及编辑方法

首先对墙进行属性定义。

在左窗口的构件导航目录中选

择砖墙，打开属性定义窗口，

我们定义QT1：外墙370厚，

QT2：内墙240厚，套清单/定

额过程就省略了。

点击QT1，在“绘图编

辑”工具栏中选择“画直线

”命令，在之前已经绘制好

的轴网上“画线”，先点击

鼠标左键绘制直线的第一点

，再移动光标，点击鼠标左

键绘制第二点，这样就画出

了一条直线，以此类推，可

以连着绘制多段墙线。

如果需要绘制弧形墙，

就点击“三点画弧”命令，

点击三点，就可以绘制一条

弧线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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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制好的外墙和内墙平面图及三维图如下：

在连续绘制多段墙的过程中（命令未结束的情况下），如果需要上一步操作，只需按

住Ctrl键，再点击鼠标左键，即可撤销刚绘制的墙线。

除了直接绘制外，也可以通过布置的方式进行墙体绘制，选择“按轴线布置”后，鼠

标框选轴线后会在轴线上自动生成墙，如图。

墙体的偏移：在“绘图编辑”工具栏中选择 命令，选择需要进行偏移的墙，点

击偏移方向，弹出“请输入偏移距离”界面，输入偏移距离如“60”，确定后完成操作（

上图）。

在绘制过程墙体过程中已可以进行偏移，点击第一点后，通过工作窗口右下角的“定

位”功能，在定位方式选择“自定义偏移”，在偏移距离中输入60，然后进行绘制（有方

向的），完成偏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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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体的删除：在“绘图编辑”工具栏中选择“删除”命令，然后点击需要删除的墙（

也可以框选多段墙），点击鼠标右键询问“是否删除图元”，选择“是”后该墙体即被删

除掉。

五、柱的绘制及编辑方法
柱包括混凝土柱（砼柱）、暗柱、构造柱等；

（一）、柱的属性定义

首先对柱进行属性定义，在以砼柱为例，在左窗口的构件导航目录中选择”砼柱”，

双击打开构件属性定义窗口：

（1）在其中输入名称编号， KZ1、KZ2等；

（2）选择柱截面类型，默认为矩形，输入截面的参数；

（3）填入钢筋参数：角筋、B边纵筋、H边纵筋，如果角筋和边筋钢筋型号（钢号、直

径）一致，可以一次性填在全部纵筋里面，软件会自动分配；

（4）套定额：可以使用“自动套”或自行套取清单定额；

（二）、柱的绘制

1、单点布置：柱构件绘制比较简单，选择要绘制的构件，在轴网上直接点击即可。

绘制过程中，有时我们想将柱放在某个特定的位置，如图，需要将柱边和墙线对齐摆放，

此时先选择要绘制的构件，然后点击键盘上的F4键，对柱基点进行转化，再点击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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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还提供了另外一种方法——构件对齐：先按默认绘制好柱，然后再点击“齐”命

令，选择要对齐的边，再点柱边，软件自动完成对齐，如图：

2、自动布置：点击工具栏中的“布置”按钮，进行批量绘制：如选择按轴线布置，用

鼠标框选相交轴线，交点处就会自动布置柱。

对于构造柱，也可以采用“智能布置”的方式进行绘制：先勾选生成条件，自动或选

择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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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框墙生柱：在绘制剪力墙暗柱时，可以从库中直接选择暗柱进行布置，也可以使用框

墙生柱进行绘制：

先绘制好墙，选择“框墙生柱”命令，用鼠标在墙上框选，输入墙各肢长度及柱的名称；

点击“配筋”，再点击绘制好的柱，对该柱进行配筋操作，如下图：

（1）先点击“布置纵筋”，包括角筋和边筋，按实际在相应位置进行点击布置；

（2）再点击“布置箍筋”，选择矩形，在纵筋位置点击矩形两个对角线进行绘制；有

拉筋的再点击“拉筋”按钮进行布置，钢筋参数可以在布置时修改，或钢筋布置好后点击

“钢筋修改”命令进行更改，绘制好后，点击窗口右上角的“保存关闭”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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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果查询

构件绘制过程中，可以随时切换到三维对绘制效果进行查看，当然，也可以直接点

击工具栏的查量/查筋按钮，对计算结果进行查看，这是软件的特色，因为该软件是实时

计算的，画好就出结果，无中间计算过程。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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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清单计价软件
热门问题回复

有问有答

1 新版未来清单计价软件如何打开以前未来清单软件的工程文件？

【答】在“开始”菜单中选择“打开未来清单工程”按钮，选择*.xmd工程文件，打开即可。

提示：因为两款软件四舍五入计算有所不同，所以价格略有误差。 26



有问有答

2 如何导入excel版本的招标文件？

【答】工程新建好以后，点击单位工程名称，鼠标右键选择“导入excel清单”，可以导入分

部分项工程量清单、措施项目清单、其它项目清单中的全部内容。

3 为什么报表中的承包人供应材料报表中没有数据？

27



如何一次性对多个相同专业的工程换算市场价？4

【答】这是因为没有设置主要材料，所以报表不显示，点击“批量换算”下的“设置需评审材

料（投标方用）”按钮，在弹出的“设置材料属性”窗口中，在“主”列勾选需要的材料，然

后确定后再看报表就可以了。

【答】点击“批量换算”菜单下的“修改单价”按钮，弹出的“修改单价”窗口，在工程目录

树上点击鼠标右键，选择专业类别即可一次性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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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单快速组价”功能如何使用？5

【答】当一个单位工程中有多条相同的清单,第一条清单已经组价完毕（即已经套好定额），如

果其他相同清单需要套用和该条清单相同的定额时，就用到了该功能。先将光标定位在已经套

好的清单和定额上，点击“自动组价与调价”菜单中的的“清单快速组价”按钮，弹出“清单

快速组价”窗口，勾选需要组价的清单，点击确定即可。

如何快速把已套好的定额去掉，只保留清单？6

【答】点击“开始”菜单中的“另存为工程量清单”按钮，保存成另一个工程即可。

29

有问有答



如何直接修改清单的综合单价？7

【答】光标定位在该条清单上，点击鼠标右键，选择“调整清单综合单价”， 在弹出的窗口中

可直接输入目标单价，根据所选择的调整方式软件会自动调价格。

如何把主材批量转化成设备？8

【答】点击“批量换算”菜单下的“批量转换主辅材及设备”按钮，弹出相关窗口，在材料类

型的“辅”、“主”、“设”列勾选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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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装专业中该如何自动计取脚手架费？9

【答】点击“批量换算”菜单中的“综合系数”按钮，弹出“综合系数调整”窗口，在其中选

择“脚手架”页签，在“选”列勾选需要做脚手架的清单和定额，确定即可。

如何进行程序自动更新？10

【答】在电脑联网状态下，在“帮助”菜单中点击“检查更新”按钮，可弹出“在线升级”窗

口，点击下一步，按提示操作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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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专用发票样

分包工程支出

史上最全的营改增进项税额抵扣手册

营改增专题

32



工程物资

机械使用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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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设施费

水 费

电 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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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察勘探费用

工程设计费

检验试验费

电话费

邮递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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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杂志

汽油费、柴油费

供气供热费用

广告宣传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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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机构服务费

会议费

培训费

办公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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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保护费用

物业费

绿化费

房屋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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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支出及贷款费用

银行手续费

保险费

维修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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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改增”各行业税率及征收率一览表

税率的确定

税率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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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率6%

零税率

税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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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率5%

营改增新政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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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筑业企业
年末缴税增加的思考

转自：中国建设报 2017-03-17

据初步了解，多数建筑业企业2016年11月、12月缴纳增值税款现金流

出（以下简称缴税现金流出）环比及同比均大幅度上升，个别企业上升幅度

达60%以上。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信号。

停杯投箸不能食

在分析具体原因之前，有必要指出的是，增值税先进的征管手段提高了征管效率，

堵塞了营业税征管的漏洞，跑冒滴漏以及纳税不及时等现象得以遏制，这是同期入库税

款增幅较高的一个重要的技术性因素。

除此之外，还有以下几方面原因：一是建筑业企业季节性收款特性导致缴税现金流

出年末突增。二是建筑业企业预收工程款即发生纳税义务的政策规定效应渐显。三是经

营环境、谈判地位、配套政策等建筑行业本身不可控的因素使然。四是为数不少的建筑

业企业认识不足、措施不当、管理不到位，造成不必要的缴税现金流出。

另外，值得肯定的是，笔者在调研中也发现，部分管理先进的企业（规模并不大），

已经建立起适合本企业实际的税务管理模式，“营改增”之后，总体缴税现金流出明显

下降，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拔剑四顾心茫然
从增值税的原理看，建筑业企业作为不动产的建造方，其本身并非终端消费者，严

格而言它并不真正承担税负。因此，在上文的分析中，笔者并没有用“税负”而是用了

“缴税现金流出”这一概念。那么，对于这种“缴税现金流出”增幅较大的客观现实，

我们应该怎么看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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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文的原因分析看，如果我们不采取任何措施，听之任之，不排除这一症状“自愈”的可

能性。季节性收款因素，将随着年后建筑业收款的自然下降而减轻；预收款发生的纳税义务，将

随着工程项目开工，进项业务逐渐增多而使缴税现金流出下降；行业发展的限制性因素以及建筑

业企业自身的管理因素，也将在增值税施行一段较长的时间（如10年）后，随着征管手段的加强

和纳税意识的提高，而得到缓解。但这种“无为而治”的做法，需要的是时间、牺牲的是部分建

筑业企业，甚至会影响到整个建筑行业发展。

众所周知，我国建筑业企业财务状况的最大特点，是资产负债率高、利润微薄以及由此所

带来的资金紧张。因为资金紧张，所以要举债，每年微薄的利润被沉重的财务费用蚕食殆尽，

又要进一步举债，如此循环、苦不堪言。尽管增值税不直接影响建筑业企业的经营成果，但是

国家税收的不可返还性，决定了其缴税现金流出一旦发生，犹如奔流到海的黄河水，一去不复

回。无论后续发生多少进项，也只能抵扣再后续的销项。更何况，后续发生的进项，本身就是

建筑业企业当期的现金流出。

长风破浪会有时
从分析可以看出，导致建筑业企业近期缴税现金流出增加的原因有很多，需要财税部门、

行业主管部门以及建筑业企业各司其职、共同努力。在此，笔者不揣冒昧，结合建筑业企业

“营改增”后遇到的一些反映较多的问题，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财税部门

一是借鉴房地产企业的预收款预缴政策，延后建筑业企业以预收

款方式提供建筑服务发生纳税义务的时点。纳税人提供建筑服务之前

收到预收款时，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扣除支付给分包单位的

预付款后的余额，按照一定的预征率向建筑服务发生地主管国税机关

预缴税款，纳税义务发生时向机构所在地主管国税机关申报缴纳增值

税。预征率建议定为1%或2%，预收款纳税义务发生的时间为业主计

量对应工程量的当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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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修改《纳税人跨县（市、区）提供建筑服务增值税征收管

理暂行办法》第二条，取消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建筑业企业在本行

政区域内跨县（市、区）提供建筑服务的预缴环节。

三是进一步明确甲供工程的增值税政策。现行政策只是笼统的

规定，一般纳税人为甲供工程提供的建筑服务，可以选择适用简易

计税方法计税。

甲供材有总额和差额两种模式，对于差额模式，甲供工程可以

选择简易计税方法计税，且甲供材不作为增值税的税基，较营业税

制先进了一步，当无问题。但对于总额模式，亦即以材料款抵顶部

分工程款的模式，政策不明，执行过程中争议较大，有部分业主利

用此项政策空白，在甲供材包含在建筑业企业承包范围的前提下，

要求材料供应商向其开具专用发票，同时要求建筑业企业选择一般

计税方法计税并向其开票。

建议政策明确：第一，总额模式属于“36号文”所称甲供工程，

建筑服务提供方可以选择简易计税方法计税；第二，甲方以材料抵

顶工程款，属于有偿转让货物所有权，应按照适用税率征税，向建

筑业企业开具发票，建筑业企业如选择适用一般计税方法可以抵扣

进项税额。

四是从国家政策层面明确钢结构、幕墙、门窗和电梯等专业分

包适用的税目，废止《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销售自产货物并同

时提供建筑业劳务有关税收问题的公告》。建议税目和税率的确定，

及时与工程造价主管部门沟通协调，保证造价规则和财税政策相一

致。建议明确：无论适用兼营还是混合销售，总承包企业向上述专

业分包单位支付的款项（含材料及安装），均可凭扣除凭证在预缴

增值税时差额扣除；总承包企业选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的，在计算

应纳税额时，其销售额的确定也按上述口径。

五是允许商品混凝土企业适用简易计税或免税政策的，变更为

一般计税方法计税或放弃免税的时间不受36个月之限。

六是对建筑业企业采取适当的财政补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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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主管部门

一是规范房地产开发等建设单位的市场行为，不得要求建筑业企

业向其提前开具发票或超额开具发票，不得以任何方式剥夺建筑业企

业依法选择简易计税方法计税的权利。二是加强与财税部门沟通，保

证增值税下计价规则与税收政策的协调一致。三是工程造价、招投标

管理部门加大执法检查力度，确保增值税计价规则严格执行。四是原

则上禁止建设单位采用总额模式甲供。

建筑业企业

一是提高认识、加强学习、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逐步建立起适

合本企业实际的财税管理制度。二是财税管理工作要贯穿于企业的全

业务流程，始于招投标、终于收付款。涉税事项（如发票类型、开具

时间、违约责任）应在合同协议中明确约定。三是注意防范取得走逃

（失联）企业开具的专用发票，对于初次合作的供应商、分包商（商

贸企业为重点），应采取迟付款项等防范措施。一旦发现初次合作企

业出现走逃或失联情况，财务部门应及时向单位负责人汇报，彻查招

标程序和相关责任人。四是在销项业务方面，要准确把握纳税义务发

生时间，尽量将开票时间、向分包付款并取得发票时间、预缴税款时

间控制在一个月之内，次月申报纳税时，及时抵减已预缴税款。五是

在进项业务方面，要确保“应抵尽抵及时抵”，发生采购等进项业务

时，应依照采购合同或协议及时取得扣税凭证，并在最短时间内认证

并申报抵扣。六是在对内管理方面，针对工程项目数量多、分布散等

经营特点，应提高管理效率，利用信息化等手段，确保涉税业务的及

时性和完整性。七是在对外管理方面，建筑业企业要善于以价值链的

观点看待税务管理，在计税方法选择、收付款时间、发票开具和收取

等方面加强与业主、分包分供商的沟通协调，以实现税务管理的共赢。

八是组织公司招投标、合同、物资、经营、法务、内控和财务等部门

成立联合工作组，选择本单位有代表性的一般计税方法计税项目蹲点，

总结提炼出最佳实践经验并进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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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您创造价值

文 / 销售部 白伟伟

WORK NEOLOGISM
工作心语

无论我们从事什么行业，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一位销售员。

画家销售美感、政治家销售政见、作家销售自己的创作……销

售人员的每一天都是新鲜的一天，在这一天里会发生各种各样

的事，决不辜负生命中的每一刻。

自从从事销售行业，发生过很多有趣的事，有带着我去参

观还未拆迁的老院子的客户、有摘了院子里的黄瓜、西红柿相

送的客户；记得已经走了很远，客户拎着水果在后面喊的情景；

也记得虽然电话里一直催，到了却发现帮忙订餐的刀子嘴、豆

腐心的用户……虽说都是小事，但在这些小事的背后看到了客户

的一颗颗真诚的心，无以为报，只能默默放在心里，希望能用

我们的产品和服务给您带来价值、创造价值，从事销售行业这

么长时间不仅让我成长了很多，也改变了我很多，唯真诚对待

客户的初心不变，一如我们的未来软件倡导的理念一样：真诚、

创赢。

作为一名销售，我们更希望成为您的专业销售顾问，为您提

供最需要的产品选购建议以及专业的软件操作知识让您在最短的

时间，将软件应用到工作中，将软件的使用实现利益最大化。

作为未来软件的一名员工，您在使用软件的过程中提出的建

议以及意见，我们都非常重视并尽快反馈到公司，以便产品功能

更好、更有技术含量、品质更高，更好的服务于用户；

未来软件的我们一直希望给您提供的不仅仅是软件支持，

每一次建筑行业内的动态、行业内的信息都想在第一时间分享

给大家。

生活在这个信息爆棚的时代，做为销售的我们，希望我们

是最有情感的信息携带者，在未来面对面的交流中相互了解、

彼此信任，创造更多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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