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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7 年 11 月 29日-12月 1日 

地点:成都上层名人酒店 



建筑业税务管控要点及控税策略 

四川省专题培训邀请函 
                                                                      

全面营改增后，建筑企业面临的增值税纳税义务时间如何确定？差额征收增

值税如何进行管理？新老项目在交替中如何进行财务税务处理？甲供材和甲控

材规避税收风险如何进行操作?总公司直接管辖项目部或总公司+事业部制区域

公司+项目部的财税管理体系、建筑资质共享和建筑挂靠业务的财税管理体系如

何建设？这些问题成为当前建筑企业非常紧迫和关心的现实问题.。  

课程收益： 

    1、了解建筑企业资质共享和挂靠业务中挂靠方利润提取方法； 

    2、了解和掌握总公司直接管辖项目部或总公司+事业部制区域公司+项目部

的财税管理体系、建筑资质共享和建筑挂靠业务的财税管理体系如何构建； 

3、掌握建筑企业的合同管理、纳税管理、票据管理和民工管理； 

这些实战问题是建筑企业税务管控不可回避的核心和热点问题。 

    4、交流学习省内先进企业的财务、税务管理模式和经验。 

有鉴于此，为控制企业的税收风险，提升税收安全，特于 2017年 11月 29-12

月 1日举办“后营改增时代，建筑安装企业税务风险管控的 7类合同签订要点、

票据控税策略”的专题培训会。 

本次培训由经济学博士、研究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博士后、知名企业

纳税筹划师、知名企业税务管理师肖太寿亲临讲授。 

诚挚邀请各位朋友莅临，此次培训定能给您解答许多税务疑难问题！ 

恭候光临！ 

                                       



一、培训内容 

    培训内容：后营改增时代，建筑安装企业税务风险管控的 7类合同签订要点、

票据控税策略专题培训 

二、培训时间及地点 

培训时间：2017年 11月 29日至 12月 1日（异地学员请于 11月 28日 13:00

后到酒店大堂签到，成都市及周边的学员请于 11月 29日 8:00-8:45到会场签到） 

培训地点：成都.上层名人酒店（成都市金牛区星辉中路 24号） 

酒店电话： 028-83323333 

会    场： 名 人 厅（28楼，电梯行至 27 楼，再由楼梯上行一层） 

 

成都上层名人酒店位于太升商圈和骡马市商圈交界处，毗邻府河，准五星级

商务酒店。本次培训协议住宿费用 380元/间（含双早）。 

 

     1、成都火车东站至上层名人酒店：地铁 2号线，至天府广场下车，步行

300米，到达天府广场东站，乘坐 64路，经过 6站，在簸箕街下车，步行 180

米到达上层名人酒店。经时约 50分钟。 

    打出租车大约 27 元，经时约 25分钟。 



2、成都火车北站至上层名人酒店：公交路线，步行 230 米到火车北站公交

站乘坐 73 路，经过 4 站在簸箕街站下车，步行 180 米到达上层名人酒店。经时

约 30分钟。 

打出租车约 10元，经时约 10分钟 

3、双流国际机场至上层名人酒店：步行 600 米至（双流国际机场 t2航站楼）， 

乘坐机场专线 1 号线，经过 4 站在华西坝下车，换乘 99 路经过 8 站，在簸箕街

下车，步行 200米到达上层名人酒店。经时约 1小时 40分钟。 

    打出租车约 60元，经时约 40分钟。 

三、主办与协办单位 

指导单位：成都市建筑业协会 

主办单位：四川筑瑞科技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成都恩宏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新中大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鲁班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 

四、参会对象 

    各大建筑企业董事长、总裁、副总裁、总工程师、总经济师、总会计师、财

务总监、税务总监、合同管理、法律部负责人、财务经理、税务经理、CIO、信

息中心主任、各会计师事务所、税务师事务所、代理记账公司和涉税咨询顾问公

司的负责人及其工作人员。 

五、培训费用、食宿及交通 

1、 培训费用：2980 元/人，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 

    包含：师资、教材、场地，29日中餐、晚餐，30日中餐、晚餐；（住宿统一

安排，费用自理）  

2、 报名优惠： 

    每单位缴费人数达到 5个人，可额外赠送一个听课名额。 

3、 缴费方式：11月 28日前汇款至公司账户 

    户  名：四川筑瑞科技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龙腾路支行 

    账  号：51050148856100000242 



4、报名方式 

    电话报名：028-69296702，18081888189（谢先生）, 15884472186（陈女士） 

教务咨询：18608009963（江先生） 

 

 六、培训日程 

日期 时间 内容 主讲人 

11月

28日 
13:00-22:00 大厅签到 主办方 

11月

29日 

08:00-08:45 会场签到 主办方 

09:00-09:10 开幕致辞 主持人 

09:10-10:30 建筑企业税务管控的三大原理 
肖太寿 

11:45-12:00 建筑企业税务风险管控的合同签订要点 

午餐 

13:30-16:30 建筑企业税务风险管控的合同签订要点 肖太寿 

16:30-17:00 现场交流、互动环节 参会人员 

11月

30日 

09:00-12:00 建筑企业税务管控的票据控税策略 肖太寿 

午餐 

13:30-16:00 建筑企业税务管控的票据控税策略 肖太寿 

16:00-17:00 现场交流、互动环节   参会人员 

12月 

1日 

09:00-10:30 税务管控案例分享 特邀嘉宾 

10:30-11:30 集团企业营改增案例分享 特邀嘉宾 

11:30 会议结束  

 

 

 

 

 

 

 

 



七、主讲老师： 

肖太寿，经济学博士，研究员，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博士后

（2011 年 12月月-2013 年 12月），

先后就读于江西财经大学、中国社

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央财经大学。

是我国第一个法律凭证、会计凭证

和税务凭证等“三证统一”筹划理

论和“合同与账务税务处理相匹配

和合同与发票开具相匹配”的合同

控税新理念的提出者。精通中国税

法，具有较深的财政学、会计学、

税收学理论水平和丰富的税收筹划

实践经验。主要擅长合同节税、企业纳税筹划、企业税务管理、企业涉税疑难问

题处理、税收风险识别与防范以及税务稽查应对，精通房地产行业、建筑安装行

业和工业制造业的涉税管理、税收风险识别、纳税筹划和税务稽查应对。为企业

提供财税培训 1000 多场，特别是为建筑企业和房地产企业提供营改增专题培训

200多场，给企业提供营改增设计方案，降低企业税收风险，捍卫了企业纳税人

的权利。 

 

八、课程简介： 

课程提纲： 

第一讲、建筑企业税务管控的三大原理 

（一）税务管控的原理一：法律凭证、会计凭证和税务凭证三证统一 

[案例分析：某建筑企业法律凭证、会计凭证和税务凭证不三证统一的分析] 

（二）税务管控的原理二：合同价、结算价和发票价三价统一 

[案例分析：某建筑企合同价、结算价和发票价三价统一的分析] 

（三）税务管控的原理三：资金流、发票流和物流（劳务流）三流统一 

[案例分析：某建筑企业资金流、发票流和物流（劳务流）三流统一的分析] 



第二讲 建筑企业税务风险管控的合同签订要点 

（一）合同中规避涉税风险的通用条款分析  

1、发票开具条款的签订要点 

2、合同价格条款的签订要点 

3、工程款结算和支付条款的签订要点 

（二）甲供材合同规避税务风险的签订要点 

 1、甲供材合同总额法和差额法的特征分析 

 2、甲供材合同的常见税收风险：总额法签合同的陷阱 

 3、甲供材合同规避税务风险的合同签订要点：甲供材差额法签合同的四步骤 

 [案例分析：甲供材合同签订要点的示范举例] 

（三）联合投标合同规避税务风险的签订要点 

 1、联合投保的法律风险 

 2、联合投保的税收风险 

3、联合投保合同税务风险的签订要点 

（四 ）建筑分包合同规避税务风险的签订要点 

 1、专业分包合同与清包工合同和劳务分包合同的主要区别 

 2、专业分包合同、清包工合同规避税务风险的合同签订要点 

[案例分析：专业分包合同规避税务风险签订要点的示范举例] 

 3、建筑企业挂靠劳务公司开劳务发票的劳务合同签订要点 

[案例分析：劳务分包合同规避税务风险签订要点的示范举例] 

（五）设备租赁合同规避税务风险的合同签订要点 

1、设备租赁合同的税收风险分析 

2 、建筑挂靠租赁公司开租赁发票的涉税风险分析 

3、设备租赁合同规避税务风险的签订要点 

[案例分析：干租设备合同规避税务风险签订要点的示范举例] 

[案例分析：湿租设备合同规避税务风险签订要点的示范举例] 

（六）采购合同规避税务风险的合同签订要点 

1、电梯采购合同的税务风险及其规避的签订要点 

[案例分析：与某电梯采购安装合同规避税务风险签订要点的示范举例] 



2、门窗铝合金采购安装合同的涉税风险规避签订要点 

[案例分析：某门窗铝合金采购安装合同规避税务风险签订要点的示范举例] 

3、园林绿化合同的涉税风险规避签订要点 

[案例分析：与拥有苗圃的园林公司签订绿化合同规避税务风险签订要点的示范

举例] 

4、采购合同中运输费用“一票制”和“二票制” 涉税风险规避签订要点 

5、混泥土采购业务中的涉税风险及其规避的签订要点 

6、钢材采购合同中的涉税风险及其规避的签订要点 

7、沙石料采购合同的涉税风险及其规避的签订要点 

（七）母公司中标子公司施工或总公司中标分公司施工的合同签订要点 

  1、中标后的合同签订主体 

  2、母公司（或总公司）中标、子公司（或分公司）施工与发包方三协议的签

订要点 

 [案例分析：母公司（或总公司）中标、子公司（或分公司）施工与发包方三

协议签订要点的示范举例] 

第三讲 建筑企业税务管控的票据控税策略 

（一）发票控税原理一：发票开具与合同相匹配  

1、发票开具与合同不相匹配的法律风险：导致合同的经济纠纷  [案例分析：发

票开具与合同不匹配的合同纠纷判决的法律分析]  

2、增值税发票不能单独作为认定合同关系存在的依据 

3、发票开具与合同不匹配的涉税风险：不可抵扣增值税进项税和企业所得税 

（二） 发票控税原理二：发票开具和发票抵税的法律要件  

1、不征流转税和流转税起征点以下收入的发票开具  

2、发票抵税的法律要件 

（三） 发票控税策略一：摈弃“两虚”发票行为 

1、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法律界定  

2、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判断标准  

3、虚抵增值税发票的情形  

4、虚抵增值税发票的应得策略 

（四） 发票控税策略三：纳税人应在发生增值税纳税义务时开具发票  

1、 业主从工程款中扣除建筑企业质量保证金的税收风险及发票开具 2、业主支



付和未支付进度款的发票开具技巧  

（五） 发票控税策略四：合法合规巧用和开具发票  

 1、巧用跨期发票，避免多缴税  

 2、建筑企业分包业务中的发票使用和开具 

 3、营改增后“甲供材”的发票开具 

 4、建筑企业包工包料业务的发票开具和涉税处理 

 5、业主或发包方扣押质量保证金的发票开具  

第四讲：案例分享 

（一）税务管控案例分享 

（二）集团企业营改增案例分享



九、报名回执表 

 

建筑业税务管控要点及控税策略 

报名回执表 

单位  电话  

地址  传真  

联系人  手机  QQ  

姓名 性别 手机 部门 职务 到达时间 离开时间 

       

       

       

       

       

       

       

       

       

       

会务费 2980元/人 人数  
共计费

用 
 

 

是否需要协助预定酒店：□ 是（28 日晚        间，129日晚        间）  □ 

不需要 

交费方式（转账）： 

户名：四川筑瑞科技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龙腾路支行     

账号：51050148856100000242 

报名表填好以后，请将回执（照片或扫描件）分别发送至邮箱 350928479@qq.com  

和 cl@sczrkj.cn 

mailto:����������Ժ��뽫��ִ����Ƭ����ӡ�


十、发票信息表 

 

建筑业税务管控要点及控税策略 

发票信息表 

1 

单位名称（全称）： 

2 

社会信用代码（纳税人识别号）： 

3 

地址： 

4 

电话： 

5 

开户行： 

6 

账号： 

备

注 

报名表填好以后，请将回执（照片或扫描件）分别发送至邮箱

350928479@qq.com 和 cl@sczrkj.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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