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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房地产行业在我国仍然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尽管近几年房地产市场波动,对许多房地产企业都
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对于房地产企业而言既是挑战同时又是机遇,房地产企业需
要把控好资金流,合理地支配资金,并且做好成本的管控工作。土地增值税是我最大的税种之一,也是房
地产企业的重要支出之一。对此,房地产企业需要做好土地增值税的清算工作,选择合理合法的方式降低
税费。本文针对房地产行业土地增值税的清算流程与注意事项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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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aring process and matters needing attention of land value-added tax in the real e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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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al estate industry still has a large development space in China, although the fluctuation of the
real estate market in recent years has had a huge impact on many real estate enterprises. But at this critical
moment, it is both a challenge and an opportunity for real estate enterprises. Real estate enterprises need to
control the capital flow, reasonably control the funds, and do a good job in cost control. Land value-added tax
is one of the biggest taxes in China, and it is also one of the important expenditures of real estate enterprises.In
this regard, real estate enterprises need to do a good job in the liquidation of land value-added tax, and choose a
reasonable and legal way to reduce taxes and fees.This paper studies the liquidation process and matters needing
attention of land value-added tax in the real estat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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