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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单项选择题

1. 下列各项税法原则中，属于税法基本原则核

心的是（ ）。

A.税收公平原则 B.税收效率原则 C.实质课税原

则 D.税收法定原则

2. 以下不符合“营改增”试点行业销售额规定

的是（ ）。

A.存款利息，以利息收入全额为销售额 B.贷款服

务，以提供贷款服务取得的全部利息及利息性质的

收入为销售额 C.金融商品转让，按照卖出价扣除

买入价后的余额为销售额 D.航空运输企业的销售

额，不包括代收的机场建设费和代售其他航空运输

企业客票而代收转付的价款

3. 根据增值税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各项中，

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11%的是（ ）。

A.出租车公司向使用本公司自有出租车的出租车司

机收取的管理费用 B.商务辅助服务 C.市场调查

服务 D.娱乐服务

4. 位于B市的甲建筑企业是增值税一般纳税

人，当月跨市在A市取得含税建筑收入 600000元，

该建筑收入适用增值税一般计税方法，则甲企业应

在建筑服务发生地A市预缴增值税税款（ ）元。

A.10810.81 B.16216.22 C.17142.86 D.27027.03
5. 商业企业一般纳税人零售下列货物，可以开

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是（ ）。

A.烟、酒 B.食品 C.化妆品 D.办公用品

6. 下列项目中，应征收消费税的是（ ）。

A.啤酒屋销售的自制果啤 B.商店出售的外购焰

火、鞭炮 C.汽车制造厂销售的自产货运加长大卡

车 D.服装厂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小轿车

7. 甲烟丝厂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16年10月
发生如下业务：10月 5日销售 200箱自产烟丝，每箱

不含税价格为1.8万元；10月20日销售300箱自产烟

丝，每箱不含税价格为1.6万元；10月25日用自产烟

丝 100箱抵偿债务。已知烟丝适用的消费税税率为

30%，甲烟丝厂当月共计应缴纳消费税（ ）万元。

A.84 B.244 C.306 D.1010
8. 某烟草公司（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收购烟叶，

支付烟叶生产者收购价款 50000元，并支付了价外

补贴5000元，则其应纳烟叶税（ ）元。

A.10000 B.10800 C.11000 D.11200
9. 以下项目需计入进口货物关税完税价格的

是（ ）。

A.货物运抵境内输入地点起卸后的运输费用 B.进
口关税 C.货物运抵境内输入地点起卸后发生的国

内保险费 D.卖方间接从买方对该货物进口后使用

所得中获得的收益

10. 某省煤炭资源税税率为 8%，某煤矿 2017年
2月销售自采原煤取得收入 500万元（不含增值税，

下同）；用自采未税原煤加工成洗选煤1000吨，销售

600吨，每吨售价0.1万元，将洗选煤100吨无偿换取

某保洁公司的保洁服务。已知计算资源税时洗选煤

折算率为90%，该煤矿当月应纳资源税为（ ）万元。

A.47.2 B.44.32 C.45.04 D.45.6
11. 某企业拥有一栋房产原值为1600万元的办

□·64·财会月刊2017.9

2017年度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

税法模税法模拟试题及参考答案拟试题及参考答案

税税 法法 模模 拟拟 试试 题题



会计考试□
公楼，2016年 5月 1日为该办公楼更换电梯，将原价

值为 100万元的旧电梯更换为价值 300万元的新电

梯，5月 20日更换完毕。自 2016年 10月 1日起，企业

将该栋办公楼对外出租，每月不含税租金收入 40
万元。已知当地省政府规定计算房产余值的减除比

例为 30%。该企业此栋办公楼 2016年应缴纳房产税

（ ）万元。

A.12.95 B.14.91 C.14.42 D.25.04
12. 根据城镇土地使用税的相关规定，下列不

属于城镇土地使用税征税范围的是（ ）。

A.市区内某公司厂房用地 B.某县税务局办公用地

C.某村加工厂用地 D.工矿区内某工矿企业的生产

办公用地

13. 下列各项中，减按每平方米2元的税额征收

耕地占用税的是（ ）。

A.铁路线路占用耕地 B.军事设施占用耕地 C.学
校占用耕地 D.医院占用耕地

14. 江西省某市居民张先生和太太2015年以30
万元购买一套 94平方米的住房用作婚房，2016年 8
月生子后，为改善住房条件，以42万元（发票注明价

款40万元，增值税2万元）购买了第二套100平方米

的住房，则张先生一家两次共缴纳契税（ ）万元。

A.0.72 B.1.14 C.1.25 D.1.56
15. 某运输企业2016年拥有净吨位3000吨的货

运船只6艘；发动机功率7000千瓦的拖船4只；净吨

位2吨的非机动救生小舢板10只；净吨位1000吨的

非机动驳船 3只。机动船舶车船税适用的年税额如

下：净吨位 200吨（含）以下为每吨 3元；净吨位 201
吨至 2000吨为每吨 4元；净吨位 2001吨至 10000吨
为每吨5元。该企业2016年应纳车船税（ ）元。

A.136000 B.140600 C.142900 D.149000
16. 某国驻我国的外交官乙某将自用 5年的一

辆进口小轿车转让给我国公民，该小轿车进口时的

关税完税价格为 100万元，转让时的成交价格为 60
万元。已知该型号小轿车最新核定的同类型新车的

最低计税价格为75万元，小轿车进口时适用的关税

税率为 20%，消费税税率为 9%，则受让方应当缴纳

车辆购置税（ ）万元。

A.5 B.6.59 C.7.5 D.13.19
17. 2016年8月，一家新开业的小型微利商业企

业为了拓展市场，从开业之日起至12月31日销售商

品一律实行买一赠一活动，开业 5个月销售商品共

计取得不含税销售收入 225万元，赠送商品的不含

税市场价格为15万元，全部销售商品和赠送商品的

成本为 180万元，应扣除的税金及附加和全部费用

共计 42万元。假设不存在其他纳税调整事项，该商

业企业2016年度应缴纳企业所得税（ ）万元。

A.0.3 B.0.38 C.0.6 D.1.8
18. 某商场 2017年 1月采用买一赠一的方式销

售商品，规定购买一件价格为1500元（不含增值税，

下同）的西服的客户可获赠一条价值200元的领带；

当月该商场一共销售西服 100件，取得收入 150000
元。则商场当月应确认西服的销售收入为（ ）元。

A.150000 B.132352.94 C.17647.06 D.170000
19. 某企业2016年购入政府发行的年利息率为

5%的一年期国债1000万元，持有300天时以1055万
元的价格将该国债转让。根据企业所得税的有关规

定，假设不考虑其他相关税费，则该企业该笔交易的

应纳税所得额为（ ）万元。

A.5 B.13.9 C.50 D.55
20. 下列有关企业合并的说法中，符合企业所

得税特殊性税务处理规定的是（ ）。

A.被合并企业合并前的相关所得税事项由合并企业

承继 B.被合并企业未超过法定弥补期限的亏损额

不能结转到合并企业 C.被合并企业可要求合并企

业支付其合并资产总额75%的货币资金 D.被合并

企业股东取得合并企业股权的计税基础以市场公允

价值确定

21. 根据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下列关于每次

收入的确定，说法不正确的是（ ）。

A.劳务报酬所得，属于同一事项连续取得收入的，以

一个月内取得的收入为一次计征个人所得税 B.财
产租赁所得，以一个月内取得的收入为一次计征个

人所得税 C.同一作品在报刊上连载取得收入的，

以一个月内取得的收入为一次计征个人所得税 D.同
一作品再版取得的所得，应视作另一次稿酬所得计

征个人所得税

22. 外籍个人约翰为在境内外商投资企业中工

作的一名普通员工，在中国境内无住所，其所在国与

中国签订了税收协定，约翰已经在中国境内居住满

3年，2016年是约翰在中国境内居住的第4年且居住

满 1年，约翰在境内、境外均担任职务，但不能提供

在中国境内外同时任职的证明，境内企业每月支付

工资 15000元，境外单位每月支付工资折合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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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0元，2016年 12月约翰在境外实际工作天数为

15天，则约翰2016年12月应在我国缴纳个人所得税

（ ）元。

A.4626.82 B.4449.55 C.4343.18 D.4715.45
23. 纳税人与其关联企业未按照独立企业之间

的业务往来支付价款、费用的，税务机关自该业务往

来发生的纳税年度起（ ）内进行调整；有特殊情况

的，可以自该业务往来发生的纳税年度起（ ）内进

行调整。

A.3年；5年 B.5年；10年 C.3年；10年 D.5年；15年
24. 申请人对两个以上税务机关共同作出的具

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 ）申请行政复议。

A.上一级国家税务局 B.上一级国家税务局和上一

级地方税务局 C.共同上一级税务机关 D.省级人

民政府

二、多项选择题

1. 国家税务主管机关的权利有（ ）。

A.制定税收法律 B.依法征税 C.进行税务检查

D.对违章者进行税务处罚

2. 以下属于中央固定收入的有（ ）。

A.海洋石油企业的资源税 B.中国铁路总公司集中

缴纳的城建税 C.证券交易印花税 D.外籍人员的

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

3. 下列行为中，应当征收增值税的有（ ）。

A.境外单位或者个人向境内单位或者个人出租在境

内使用的有形动产 B.纳税人为本单位员工提供服

务 C.纳税人为其他单位员工提供服务 D.单位聘

用的员工为本单位或者雇主提供取得工资的服务

4. 下列各项中，适用5%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

的有（ ）。

A.小规模纳税人销售取得的不动产 B.一般纳税人

转让2016年4月30日前取得的土地使用权，选择适

用简易计税方法的 C.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

提供劳务派遣服务选择差额纳税的 D.一般纳税人

提供人力资源外包服务，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的

5. 根据增值税的有关规定，下列表述正确的有

（ ）。

A.航空运输企业已售票但未提供航空运输服务取得

的逾期票证收入，按照航空运输服务缴纳增值税

B.无运输工具承运业务，按照交通运输服务缴纳增值

税 C.药品生产企业销售自产创新药的销售额，为向

购买方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其提供给患者后

续免费使用的相同创新药，不属于增值税视同销售

范围 D.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中，承租方出售资产

的行为，不属于增值税的征收范围，不征收增值税

6. 下列关于金银首饰消费税的税务处理，说法

正确的有（ ）。

A.对既销售金银首饰，又销售非金银首饰的生产、经

营单位，应将两类商品划分清楚，分别核算销售额，

凡划分不清楚或不能分别核算的，在生产环节销售

的，一律从高适用税率征收消费税，在零售环节销售

的，一律按金银首饰征收消费税 B.金银首饰与其

他产品组成成套消费品销售的，应分别核算销售额，

对其中的金银首饰计征消费税，其他产品不计征消

费税 C.金银首饰连同包装物销售的，无论包装物

是否单独计价，也无论会计上如何核算，均应并入金

银首饰的销售额，计征消费税 D.金、银和金基、银

基合金首饰，金、银和金基、银基合金的镶嵌首饰，钻

石及钻石饰品，在零售环节征收消费税

7. 下列各项中，不属于城建税计税依据的有（ ）。

A.进口产品由海关代征的“两税”税额 B.纳税人因

违反“两税”而被加收的滞纳金 C.纳税人因逃避缴

纳“两税”被处以的罚款 D.纳税人因逃避缴纳“两

税”被查补的税款

8. 下列情形中，纳税人应当进行土地增值税清

算的有（ ）。

A.直接转让土地使用权的 B.整体转让未竣工决算

房地产开发项目的 C.房地产开发项目全部竣工并

完成销售的 D.取得销售（预售）许可证2年仍未销

售完的

9. 下列各项中，符合城镇土地使用税有关纳税

义务发生时间规定的有（ ）。

A.纳税人新征用的耕地，自批准征用之月起缴纳城

镇土地使用税 B.纳税人出租房产，自交付出租房

产之次月起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 C.纳税人新征用

的非耕地，自批准征用之月起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

D.纳税人购置新建商品房，自房屋交付使用之次月

起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

10. 以下关于企业所得税相关政策的说法中，

正确的有（ ）。

A.销售商品涉及现金折扣的，应当按扣除现金折扣

前的金额确定销售商品收入金额，现金折扣在实际

发生时作为财务费用扣除 B.入会会员只允许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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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籍，所有其他服务或商品都要另行收费的，该会员

费应在整个受益期内分期确认收入 C.属于提供设

备和其他有形资产的特许权费，在交付资产或转移

资产所有权时确认收入 D.企业发生的全部工资、

薪金支出准予据实扣除

11. 以下关于企业给职工个人购房的个人所得

税处理正确的有（ ）。

A.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给投资者或亲属购买住

房，按照个体户生产经营所得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B.除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以外的企业给投资者

购买住房，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计算缴纳个人所

得税 C.企业以福利为目的，为本企业任职受雇的

员工购房，以低于成本价卖给员工的，按照工资薪金

所得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D.企业为投资者和员工

购房，均按照工资薪金所得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12. 企业应当依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

规定，按纳税年度准备并按税务机关要求提供其关

联交易的同期资料。以下符合同期资料时限及其他

要求的有（ ）。

A.同期资料应当自税务机关要求之日起 60日内提

供 B.同期资料应当使用中文，并标明引用信息资

料的出处来源 C.同期资料应当加盖企业财务章和

法定代表人名章 D.同期资料应当自税务机关要求

的准备完毕之日起保存10年
13. 根据《征管法》的规定，下列情形中，税务机

关有权核定其应纳税额的有（ ）。

A.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可以不设置账簿的

B.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应当设置但是没有设

置账簿的 C.虽设置账簿，但账目混乱或者成本资

料、收入凭证、费用凭证残缺不全，难以查账的 D.
企业或外国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从事生产、经营

的机构、场所与其关联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已按照

独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收取或者支付价款费用的

14. 以下关于税务行政复议管辖规定的说法

中，不正确的有（ ）。

A.对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

的，向省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 B.对税务所（分局）、

各级税务局的稽查局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其

所属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 C.对税务机关作出逾期

不缴纳罚款加处罚款的决定不服的，向作出行政处

罚决定的上一级税务机关申请行政复议 D.对被撤

销的税务机关在撤销以前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

服的，向继续行使其职权的税务机关的上一级税务

机关申请行政复议

三、计算问答题

1. 甲商场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17年 2月发

生下列业务：

（1）从小规模纳税人处购入材料一批，取得普通

发票上注明的价税合计金额30000元。

（2）从某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处购进货物，取得普

通发票，支付价税合计金额46800元，支付运输企业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不含税运输费 10000元，取

得税务机关代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3）采用预收款方式销售电脑 5台，合同中约

定，每台电脑不含税售价为 5000元，本月 20日收取

全部货款，电脑于下月发出。

（4）销售调制乳、鲜奶分别取得含税销售收入

11232元、10848元；销售蔬菜取得销售收入20000元。

（5）销售空调并负责安装，取得含税空调销售收

入3000元，含税安装劳务收入234元。

（6）将一栋上年底取得的仓库出租，租期 6个
月，每月租金10000元，当月收取全部含税租金总额

60000元。

（其他相关资料：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抵扣联

均已经过认证）

要求：根据上述资料，按下列顺序回答问题。

（1）计算该商场当月可以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

（2）计算该商场当月应缴纳的增值税。

2. A企业 2017年 1 ~ 6月拥有的房产、土地情

况，以及发生的业务如下：

（1）拥有厂房原值2500万元，3月底给厂房安装

了智能化楼宇设施，整体安装价值200万元；该企业

拥有露天游泳池原值300万元；独立围墙原值150万
元。该企业占地面积6000平方米，其中300平方米土

地无偿给消防队使用。

（2）A企业由于丢失，换发《工商营业执照》、《卫

生许可证》、《银行基本账户开户证》各一份。

（3）与银行订立借款合同一份，借款金额 500万
元，应付利息50万元。

（4）签订财产保险合同一份,财产价值 1000万
元，保险费 40000元；签订机动车保险合同一份，机

动车价值50万元，保险费10800元。

（其他资料：当地房产税原值减除比例为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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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土地使用税年税额为每平方米10元）

要求：根据上述资料，按顺序回答下列问题，如

有计算需计算出合计数。

（1）该企业1 ~ 6月应纳的房产税；

（2）该企业1 ~ 6月应纳的城镇土地使用税；

（3）该企业换发权利、许可证照应纳的印花税；

（4）该企业签订财产保险合同和借款合同应纳

的印花税。

3. 某县房地产开发公司在2016年、2017年发生

如下业务：

（1）2016年1月1日通过竞拍取得县城一处占地

面积为 20000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支付土地出让

金3500万元；

（2）自 2月份开始在取得的该土地上建造写字

楼，支付工程款合计为 1500万元，并于当年 8月 31
日完工；其次根据合同约定，扣留建筑安装施工企业

5%的工程款，作为开发项目的质量保证金，对方按

实际收取的工程款开具发票；

（3）与该开发项目有关的销售费用 40万元、管

理费用60万元、财务费用100万元，其中财务费用中

包括向金融机构贷款利息支出 80万元以及超过贷

款期限加罚的利息20万元，利息支出能够提供金融

机构贷款证明，并且能够按照房地产项目计算分摊；

（4）当年 12月销售写字楼的 70%并签订了销售

合同，取得含增值税销售收入合计 9800万元；2017
年2月份剩余30%开始对外出租，签订为期3年的租

赁合同，约定每年收取不含增值税租金120万元，当

年实际取得不含税租金收入80万元。

已知：当地规定计征土地增值税时其他房地产

开发费用扣除比例为4%，契税税率为3%，该房地产

开发公司适用一般计税方法计算增值税。

要求：

（1）简要说明主管税务机关于2017年2月要求房

地产开发公司对该项目进行土地增值税清算的理由；

（2）计算进行土地增值税清算时可扣除的取得

土地使用权支付的金额；

（3）计算进行土地增值税清算时可扣除的开发

成本；

（4）计算进行土地增值税清算时可扣除的开发

费用；

（5）计算进行土地增值税清算时可扣除的与转

让房地产有关的税金；

（6）计算上述业务应缴纳的土地增值税。

4. 中国公民范某为某上市公司的部门经理并

兼任本公司董事，2016年取得下列收入：

（1）每月工资 11000元，个人需负担社保及住房

公积金 1000元。11月取得董事费 20000元，12月末

一次性取得年终奖36000元；

（2）转让限售股取得收入 800000元，不能提供

限售股原值凭证；

（3）取得某企业支付的不竞争款项 38000元，范

某承诺在约定的期限内对相关技术资料保密且不从

事有竞争的相关业务；

（4）拍卖自己的文字作品手稿原件取得收入

8000元，拍卖收藏多年的文物（非海外回流文物）取

得收入32000元，不能准确提供该文物原值。

（说明：范某取得的上述收入，除个人所得税外，

其他税费不予考虑）

要求：根据上述资料，按照下列序号计算回答问

题，每问需计算出合计数。

（1）计算范某11月工资及董事费应缴纳个人所

得税的合计数。

（2）计算范某12月工资及年终奖金应缴纳的个

人所得税合计数。

（3）计算范某转让限售股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

（4）计算范某取得不竞争款项应缴纳的个人所

得税。

（5）计算范某拍卖自己的文字作品手稿原件和

文物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

四、综合题

1. 某县城一酒厂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16年
12月和2017年1月发生下列业务：

2016年12月发生业务如下：

（1）购进粮食白酒 30吨，每吨买价 1万元，粮食

白酒入库，取得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开具的增值税专

用发票注明价款30万元，增值税5.1万元；

（2）购进酒精 100吨，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

注明价格 20万元，酒精入库，支付运费 5万元，未取

得增值税专用发票；

（3）领用成本为 70.85万元的酒精，发送给外单

位加工成白酒 100吨，受托方收取不含税加工费 10
万元、垫付辅助材料款 5万元，取得受托方（一般纳

税人）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白酒收回后入库。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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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方同类产品不含税售价120万元；

（4）将委托加工收回的白酒 50吨对外出售，收

到不含税货款50万元；

（5）自产薯类白酒 100吨，每吨成本价 9000元，

每吨不含税售价18000元，本月售出80吨；

（6）本月用外购粮食白酒20吨连同领用的自产

薯类白酒 20吨勾兑成低度白酒 100吨。采用分期收

款方式全部销售给某烟酒批发企业，每吨不含税售

价为 3万元，销售合同约定酒厂本月收取 60%的价

款；其余的40%价款在下月15日收取；

（7）酒厂将上月购进的粮食白酒 10吨（账面成

本 10万元，已抵扣进项税额）连同自产薯类白酒 10
吨，发给职工作为福利（成本利润率5%）。

2017年1月发生业务如下：

（1）为厂庆活动特制粮食白酒 2000公斤，全部

发放给职工，无同类产品售价。每公斤成本为15元；

（2）月末盘存发现上月购进的原材料（已抵扣进

项税额）因管理不善腐烂变质，成本 50000元（其中

含支付给一般纳税人的运输费用4650元）；

（3）将使用过的 2辆 2014年 1月进口的小汽车

销售，每辆含税销售额16万元；

（4）提供 10万元的原材料委托乙企业（一般纳

税人）加工散装药酒 1000公斤，收回时向乙企业支

付不含增值税的加工费 1万元，取得增值税专用发

票，乙企业已代收代缴消费税，乙企业无同类药酒销

售价格；

（5）委托加工收回后将散装药酒继续加工成瓶

装药酒 1800瓶，以每瓶不含税售价 100元通过非独

立核算门市部销售完毕。

假定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均通过税务机关的

认证；每步骤结果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

（已知：特制粮食白酒成本利润率为 10%；白酒

消费税比例税率20%，定额税率0.5元/斤；其他酒的

消费税税率为10%）
要求：根据上述资料，按照下列序号计算回答问题。

（1）计算该酒厂2016年12月委托加工业务中受

托方应代收代缴的消费税。

（2）计算该酒厂 2016年 12月应纳消费税（不包

括委托加工业务的消费税）。

（3）计算该酒厂2016年12月应纳增值税。

（4）计算该酒厂2017年1月应纳增值税。

（5）计算该酒厂2017年1月应纳消费税（不包括

委托加工业务的消费税）。

2. 某上市公司为生产节能环保设备的增值税

一般纳税人。2017年3月，公司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帮

其办理2016年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时，会计师事务

所得到该公司2016年的业务资料如下：

（1）全年取得产品销售收入 11700万元，发生的

产品销售成本 2114.25 万元，发生的税金及附加

386.14万元，发生的销售费用 600 万元、管理费用

500万元（含业务招待费 106.5万元）、财务费用 400
万元。取得营业外收入312万元、投资收益457万元。

（2）全年实际发生的工资薪金总额为 3000 万
元，含向本企业安置的 3名残疾人员支付的工资薪

金10.5万元。

（3）全年成本费用中包含有实际发生的职工福

利费450万元、职工教育经费90万元、拨缴的工会经

费40万元。

（4）2月 11日转让一笔国债取得收入 105.75万
元。该笔国债系2015年2月1日从发行者手中以100
万元购进，期限为3年，固定年利率3.65%。

（5）4月 6日，为总经理配备一辆轿车并投入使

用，取得的普通发票上注明价税合计52.8万元（该公

司确定折旧年限 4年，残值率 5%）。会计师事务所发

现此项业务尚未进行会计处理。

（6）8月10日，公司研发部门立项进行一项新产

品开发设计。截至年末，共计支出并计入当期损益的

研发费用为68万元。

（7）9月12日，转让其代公司前三大自然人股东

持有的因股权分置改革原因形成的限售股，取得收

入 240万元。但因历史原因，公司未能提供完整、真

实的限售股原值凭证，且不能准确计算该部分限售

股的原值，故已全额记入投资收益。

（8）公司按规定可用2016年所得弥补以前年度

亏损。2010年以前每年均实现盈利，2010年至 2015
年未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应纳税所得额如下所示：

（9）公司设在海外甲国的营业机构，当年取得应

纳税所得额折合人民币 360万元，该国适用的企业

所得税税率为27.5%，按规定已在该国缴纳了企业所

得税，该国税法对应纳税所得额的确定与我国税法

规定一致。

年 度

应纳税所得额（万元）

2010

-90

2011

-490

2012

250

2013

-340

2014

170

2015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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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公司 2016 年已实际预缴企业所得税

1957.25万元。

要求：根据上述资料，回答下列问题，如有计算，

需计算出合计数。

（1）计算该公司发生业务招待费应调整的应纳

税所得额。

（2）计算该公司支付残疾人工资薪金应调整的

应纳税所得额。

（3）计算该公司发生的职工福利费、工会经费、

职工教育经费应调整的应纳税所得额。

（4）计算资料（4）中的国债转让收入应调整的应

纳税所得额。

（5）计算资料（5）中的车辆购置业务对会计利润

的影响数额。

（6）计算资料（6）中的研发费用应调整的应纳税

所得额。

（7）计算资料（7）中转让代个人持有的限售股应

调整的应纳税所得额。

（8）计算资料（8）中 2016年允许弥补的以前年

度亏损数额。

（9）计算该公司2016年境内的应纳税所得额。

（10）对在甲国的营业机构已经在甲国缴纳的企

业所得税，在进行国内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时应如

何处理。

（11）计算该公司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时应补

（退）的企业所得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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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法模拟试题参考答案税法模拟试题参考答案

一、单项选择题

1. D
【解析】税收法定原则是税法基本原则中的核心。

2. A
【解析】选项A：存款利息，不征收增值税。

3. A
【解析】出租车公司向使用本公司自有出租车

的出租车司机收取的管理费用，按“陆路运输服务”

征收增值税，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 11%；选项BCD：

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6%。

4. A
【解析】甲企业应在 A 市预缴增值税税款=

600000÷（1+11%）×2%=10810.81（元）。

5. D
【解析】商业企业一般纳税人零售的烟、酒、食

品、化妆品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只能开具普通

发票。零售办公用品，可以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6. A
【解析】选项B：商店出售的外购焰火、鞭炮在生

产出厂环节缴纳消费税，在商业零售环节不缴纳消

费税；选项C：卡车不属于消费税的征税范围；选项

D：小轿车在生产出厂环节缴纳消费税，服装厂销售

使用过的小轿车不缴纳消费税。

7. C
【解析】纳税人用于换取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

投资入股和抵偿债务等方面的自产应税消费品，应

当以纳税人同类应税消费品的最高销售价格作为计

税依据计算消费税。甲烟丝厂当月共计应缴纳消费

税=[1.8×（200+100）+300×1.6]×30%=306（万元）。

8. C
【解析】该烟草公司应纳烟叶税=（50000+

5000）×20%=11000（元）。

9. D
【解析】卖方直接或间接从买方对该货物进口

后转售、处置或使用所得中获得的收益应计入关税

完税价格。

10. C
【解析】纳税人将其开采的原煤加工为洗选煤

销售的，以洗选煤销售额乘以折算率作为应税煤炭

销售额计算缴纳资源税，纳税人将其开采的原煤加

工为洗选煤换取保洁服务的，视同销售洗选煤计算

缴纳资源税。应纳资源税=500×8%+（600+100）×
0.1×90%×8%=40+5.04=45.04（万元）。

11. D
【解析】对于更换房屋附属设备和配套设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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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将其价值计入房产原值时，可以扣减原来相应设

备和设施的价值。该企业此栋办公楼2016年应纳房产

税=1600×（1-30%）×1.2%×5/12+（1600+300-100）×
（1-30%）×1.2%×4/12+40×3×12%=25.04（万元）。

12. C
【解析】城镇土地使用税的征税范围，包括城

市、县城、建制镇和工矿区范围内的国家所有和集体

所有的土地，不包括农村的土地。

13. A
【解析】学校、幼儿园、养老院、医院、军事设施

占用耕地，免征耕地占用税；铁路线路、公路线路、飞

机场跑道、停机坪、港口、航道占用耕地，减按每平方

米2元的税额征收耕地占用税。

14. C
【解析】第一套 90平方米以上住房按照 1.5%税

率征收契税；第二套改善性住房超过 90平方米，按

照2%的税率征收契税。张先生一家两次共缴纳契税

=30×1.5%+40×2%=1.25（万元）。

15. C
【解析】该企业应纳车船税＝3000×6×5＋

7000×0.67×4×5×50%＋1000×3×4×50%＝90000+
46900+6000=142900（元）。

16. B
【解析】免税条件消失的车辆，自初次办理纳税

申报之日起，使用年限未满 10年的，计税价格以免

税车辆初次办理纳税申报时确定的计税价格为基

准，每满 1年扣减 10%，则受让方应当缴纳车辆购置

税=100×（1+20%）÷（1-9%）×（1-10%×5）×10%=
6.59（万元）。

17. A
【解析】企业以买一赠一等方式组合销售本企

业商品的，不属于捐赠，应将总的销售金额按各项商

品的公允价值的比例来分摊确认各项的销售收入。

该企业总的销售金额是 225 万元，应纳税所得额=
225-180-42=3（万元），自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

12月31日，对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20万元（含20万

元）的小型微利企业，或者自 2015 年 10 月 1 日至

2017年 12月 31日，对年应纳税所得额在 20万元到

30万元（含30万元）之间的小型微利企业，其所得减

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 20%税率计征企业所

得税。其应纳税所得额=（225-180-42）×50%=1.5
（万元），应纳的企业所得税=1.5×20%=0.3（万元）。

18. B
【解析】企业以买一赠一方式组合销售本企业

商品的，不属于捐赠，应将总的销售金额按各项商品

的公允价值的比例来分摊确认各项商品的销售收

入；商场应确认西服的销售收入=150000×1500/
（1500+200）=132352.94（元）。

19. B
【解析】国债利息收入=国债金额×（适用年利

息率÷365）×持有天数=1000×5%÷365×300=41.1（万

元），国债利息收入免税。企业到期前转让国债取得

的价款，减除其购买国债成本，并扣除其持有期间按照

规定计算的国债利息收入以及交易过程中相关税费

后的余额，为企业转让国债收益（损失），该企业该笔

交易的应纳税所得额=1055-41.1-1000=13.9（万元）。

20. A
【解析】选项B：被合并企业合并前的相关所得

税事项由合并企业承继，也就是说被合并企业未超

过法定弥补期限的亏损额可以结转到合并企业，可

由合并企业弥补的被合并企业亏损的限额=被合并

企业净资产公允价值×截至合并业务发生当年年末

国家发行的最长期限的国债利率；选项C：企业合并

时，被合并企业股东在该企业合并发生时取得的股

权支付金额不低于其交易支付总额的85%，也就是说

货币资金支付部分不能高于 15%，更不能是 75%；选

项D：被合并企业股东取得合并企业股权的计税基

础，以其原持有的被合并企业股权的计税基础确定。

21. C
【解析】同一作品在报刊上连载取得收入的，以

连载完成后取得的所有收入合并为一次，计征个人

所得税。

22. B
【解析】在中国境内无住所但在境内居住满1年

而不超过5年的个人，应纳税额=（当月境内外工资、

薪金应纳税所得额×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1-
当月境外支付工资÷当月境内外支付工资总额×当

月境外工作天数÷当月天数）；所以约翰 2016 年 12
月在我国应缴纳个人所得税=［（15000+18000-
4800）×25%-1005］×（1-18000÷33000×15÷31）=
4449.55（元）。

23. C
【解析】纳税人与其关联企业未按照独立企业

之间的业务往来支付价款、费用的，税务机关自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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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往来发生的纳税年度起 3年内进行调整；有特殊

情况的，可以自该业务往来发生的纳税年度起10年

内进行调整。

24. C
【解析】申请人对两个以上税务机关共同作出

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共同上一级税务机关申

请行政复议。

二、多项选择题

1. BCD
【解析】国家税务主管机关不具有制定税收法

律的权利。

2. ABC
【解析】ABC属于中央固定收入；D属于中央地

方共享收入。

3. AC
【解析】本题考核的知识点是非营业活动的含

义。选项BD：纳税人为本单位员工提供服务和单位

或者个体工商户聘用的员工为本单位或者雇主提供

取得工资的服务均属于非营业活动，不征收增值税。

4. ABCD
【解析】上述选项均正确。

5. ABCD
【解析】上述选项均符合税法规定。

6. ACD
【解析】选项B：金银首饰与其他产品组成成套

消费品销售的，应按销售额全额征收消费税。

7. ABC
【解析】选项 A：海关对进口产品代征的增值

税、消费税，不征收城建税；选项BC：纳税人因违反

“两税”有关规定而被加收的滞纳金和罚款，不作为

城建税的计税依据；选项D：城建税的计税依据是指

纳税人实际缴纳的“两税”税额，其中包括被查补的

“两税”税款。

8. ABC
【解析】本题考核土地增值税清算的有关规定。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纳税人应进行土地增值税的

清算：（1）房地产开发项目全部竣工、完成销售的；

（2）整体转让未竣工决算房地产开发项目的；（3）直

接转让土地使用权的。对于取得销售（预售）许可证

满三年仍未销售完毕的，主管税务机关可要求纳税

人进行土地增值税清算。

9. BD
【解析】本题考核城镇土地使用税的纳税义务

发生时间。纳税人新征用的耕地，自批准征用之日起

满 1年时开始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因此选项A不

正确；纳税人新征用的非耕地，自批准征用之次月起

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因此选项C不正确。

10. AC
【解析】入会会员只允许取得会籍，所有其他服

务或商品都要另行收费的，在取得该会员费时确认

收入；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实际发生的合理的职

工工资、薪金准予在税前扣除。

11. ABC
【解析】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给投资者或亲

属购买住房，按照个体户生产经营所得计算缴纳个

人所得税；除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以外的企业给

投资者购买住房，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计算缴纳

个人所得税；企业为投资者以外的职工购房，按照工

资薪金所得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12. BD
【解析】选项A，同期资料应当自税务机关要求

之日起30日内提供。选项C，同期资料应当加盖企业

印章，并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授权的代表

签章。

13. ABC
【解析】选项D：关联企业间按独立企业业务往

来收取或支付价款费用是符合税法规定的，税务机

关不必核定其应纳税额。

14. AC
【解析】对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的具体行政

行为不服的，向国家税务总局申请行政复议；对计划

单列市地方税务局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选

择向省地方税务局或者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

议。对税务机关作出逾期不缴纳罚款加处罚款的决

定不服的，向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税务机关申请行

政复议。

三、计算问答题

1.（1）业务（1）：外购货物取得普通发票的，不

得抵扣进项税额；

业务（2）：外购货物由于取得的是普通发票，所

以不得抵扣货物的进项税额；支付给小规模纳税人

的运输费，取得税务机关代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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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予按照3%的征收率抵扣进项税额，准予抵扣的进

项税额=10000×3%=300（元）；

该商场当月可以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为300元。

（2）业务（3）：采取预收款方式销售货物的，增值

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货物发出的当天，本题由于

电脑当月尚未发出，所以不确认增值税销项税额；

业务（4）：调制乳适用17%的增值税税率、鲜奶适

用13%的增值税税率。对从事蔬菜批发、零售的纳税

人销售的蔬菜免征增值税。应确认的销项税额=11232÷
（1+17%）×17%+10848÷（1+13%）×13%=2880（元）；

业务（5）：属于增值税混合销售行为。应确认增

值税销项税额=（3000+234）÷（1+17%）×17%=469.90
（元）；

业务（6）：纳税人提供租赁服务采取预收款方式

的，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收到预收款当天。应确认

增值税销项税额=60000÷（1+11%）×11%=5945.95
（元）；

该商场当月应缴纳的增值税=2880+469.90+
5945.95-300=8995.85（元）。

2.（1）该企业1～6月应纳房产税

=2500×（1-20%）×1.2%×3/12+（2500+200）×
（1-20%）×1.2%×3/12

=6+6.48=12.48（万元）

（2）该企业1～6月应纳的城镇土地使用税

=（6000-300）×10/2/10000=2.85（万元）

（3）换发权利、许可证照应纳印花税5元。

（4）财 产 保 险 合 同 应 纳 印 花 税 ＝（40000 +
10800）×1‰＝50.8（元）

借款合同应纳印花税＝5000000×0.05‰＝250
（元）

财产保险合同和借款合同共计应纳印花税=
50.8+250=300.8（元）。

3.（1）税法规定已竣工验收的房地产开发项

目，已转让的房地产建筑面积占整个项目可售建筑

面积的比例在85%以上，或该比例虽未超过85%，但

剩余的可售建筑面积已经出租或自用的，主管税务

机关可要求纳税人进行土地增值税清算。

（2）要根据配比原则计算当期可扣除的项目金

额，可扣除的取得土地使用权支付的金额=3500×
（1+3%）×70%=2523.5（万元）。

（3）房地产开发公司在工程竣工验收后，根据合

同约定，扣留建筑安装施工企业一定比例的工程款，

作为开发项目的质量保证金，在计算土地增值税时，

建筑安装施工企业就质量保证金对房地产开发公司

开具发票的，按发票所载金额予以扣除；未开具发票

的，扣留的质量保证金不得计算扣除；则可扣除的房

地产开发成本=1500×（1-5%）×70%=997.5（万元）。

（4）纳税人能够按转让房地产项目计算分摊利息

支出，并能提供金融机构的贷款证明的，其允许扣除的

房地产开发费用为：利息+（取得土地使用权支付的金

额+房地产开发成本）×5%以内，对于超过贷款期限

加罚的利息不允许扣除；则可扣除的房地产开发费

用=80×70%+（2523.5+997.5）×4%=196.84（万元）。

（5）与转让房地产有关的税金=9800×0.5‰+
（9800-3500×70%）÷（1+11%）×11%×（5%+3%+
2%）=4.9+728.38×（5%+3%+2%）=77.74（万元）。

（6）对从事房地产开发的纳税人允许按取得土

地使用权时所支付的金额和房地产开发成本之和，

加计 20%扣除；则可扣除项目金额合计=2523.5+
997.5+196.84+77.74+（2523.5+997.5）×20%=4499.78
（万元）

增值额=9800-728.38-4499.78=4571.84（万元）

增值率=4571.84÷4499.78×100%=101.60%
应缴纳土地增值税=4571.84×50%-4499.78×

15%=1610.95（万元）。

4.（1）计算范某11月工资及董事费应缴纳个人

所得税的合计数：

企业内部人员董事费按照工资薪金所得计算缴

纳个人所得税：

应 纳 个 人 所 得 税 =（11000- 1000 + 20000-
3500）×25%-1005=5620（元）

（2）计算范某12月工资及年终奖金应缴纳的个

人所得税合计数：

工 资 薪 金 应 纳 个 人 所 得 税 =（11000- 1000-
3500）×20%-555=745（元）

计算范某年终奖金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

36000÷12=3000（元）

适用税率10%，速算扣除数105元：

年终奖应纳个人所得税=36000×10%-105=
3495（元）

12月应纳税合计=745+3495=4240（元）

（3）纳税人转让限售股，未能提供完整、真实限

售股原值凭证的，不能准确计算限售股原值的，主管

税务机关一律按限售股转让收入的15%核定限售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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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值及合理税费。计算范某转让限售股应缴纳的个

人所得税：800000×（1-15%）×20%=136000（元）

（4）计算范某取得不竞争款项应缴纳的个人所

得税：38000×20%=7600（元）。

（5）计算范某拍卖自己的文字作品手稿原件和

文物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

拍卖自己的文字作品手稿原件按照特许权使用

费计税：8000×（1-20%）×20%=1280（元）

拍卖收藏多年的文物按照财产转让所得计税，

无法确定原值的，按照3%的征收率计税：

32000×3%=960（元）

共应纳个人所得税=1280+960=2240（元）。

四、综合题

1. 2016年12月：

（1）该酒厂 2016年 12月委托加工业务中，受托

方应代收代缴消费税=120×20%+100×2000×0.5÷
10000=34（万元）。

（2）该酒厂2016年12月应纳消费税：

①薯类白酒应纳消费税=80×1.8×20%+80×
2000×0.5÷10000=36.8（万元）

②低度白酒应纳消费税=（100×3×20%+100×
2000×0.5÷10000）×60%=42（万元）

③发放福利应纳消费税=10×1.8×20%+10×
2000×0.5÷10000=4.6（万元）

④应纳消费税总额=36.8+42+4.6=83.4（万元）。

（3）该酒厂2016年12月应纳增值税：

①销项税额的计算

业务（4）：销项税额=50×17%=8.5（万元）

业务（5）：销项税额=1.8×80×17%=24.48（万元）

业务（6）：销项税额=100×3×17%×60%=30.6（万

元）

业务（7）：销项税额=10×1.8×17%=3.06（万元）

销项税额合计=8.5+24.48+30.6+3.06=66.64（万

元）

②本期可以抵扣进项税额的计算

业务（1）：进项税额=30×17%=5.1（万元）

业务（2）：进项税额=20×17%=3.4（万元）

业务（3）：进项税额=（10+5）×17%=2.55（万元）

业务（7）：进项税额转出=10×17%=1.7（万元）

可抵扣进项税额合计=5.1+3.4+2.55-1.7=9.35
（万元）

③应纳增值税税额=66.64-9.35=57.29（万元）。

2017年1月：

业务（1）：增值税销项税额=［15×（1+10%）×2000+
2000×2×0.5］÷（1-20%）×17%÷10000=0.74（万元）

应纳消费税=［15×（1+10%）×2000+2000×2×
0.5］÷（1-20%）×20%+2000×2×0.5=10750（元）=1.08
（万元）

业务（2）：进项税额转出=［（50000- 4650）×
17%+4650×11%］÷10000=0.82（万元）

业务（3）：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已抵扣过进项税额

的小汽车，按17%的税率征收增值税。

增值税销项税额=16×2÷（1+17%）×17%=4.65
（万元）

业务（4）：进项税额=1×17%=0.17（万元）

乙企业应代收代缴消费税=（10+1）÷（1-10%）×
10%=1.22（万元）

业务（5）：瓶装药酒应缴纳消费税=1800×100÷
10000×10%=1.8（万元）

增值税销项税=1800×100÷10000×17%=3.06
（万元）

另外，上月采取分期收款方式销售低度白酒，本月

应计算增值税销项税=100×3×17%×40%=20.4（万元）

本月应纳消费税=（100×3×20%+100×2000×
0.5÷10000）×40%=28（万元）

（4）2017年1月该酒厂应纳增值税=0.74+4.65+
3.06+20.4-（0.17-0.82）=29.5（万元）。

（5）2017 年 1月该酒厂应纳消费税=1.08+1.8+
28=30.88（万元）。

2.（1）实际发生的业务招待费的 60%=106.5×
60%=63.9（万元）

当年销售收入的5‰=11700×5‰=58.5（万元）

允许扣除的业务招待费限额=58.5（万元）

应调增应纳税所得额=106.5-58.5=48（万元）

（2）应调减的应纳税所得额=10.5×100%=10.5
（万元）

（3）职工福利费应调增的应纳税所得额=450-
3000×14%=30（万元）

职工教育经费应调增的应纳税所得额=90-
3000×2.5%=15（万元）

实际拨缴的工会经费小于允许扣除的限额

3000×2%即60万元，不用调整。

三项经费共应调增的应纳税所得额=3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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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5（万元）

（4）公司到期前转让国债，其持有期间尚未兑付

的国债利息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应调减的应纳税

所得额=［100×（3.65%÷365）×375］=3.75（万元）。

（5）车辆属于固定资产，应于投入使用的次月起

计提折旧，减少会计利润=52.8×（1-5%）÷4×（8÷
12）=8.36（万元）

（6）应调减应纳税所得额=68×50%=34（万元）。

（7）应调减应纳税所得额=240×15%=36（万元）。

（8）可弥补的亏损=［（90- 250）-170+ 490+
340］-300=200（万元）。

（9）2016年的会计利润=11700-2114.25-386.14-
600-500-400+312+457-8.36=8460.25（万元）

境内应纳税所得额=8460.25+48-10.5+45-
3.75-36-200-34=8269（万元）。

（10）对甲国的营业机构已经在甲国缴纳的企业所

得税，可以从当期公司应纳所得税额中抵免，抵免限

额=（8269+360）×25%×［360÷（8269+360）］=90（万

元）

已在甲国缴纳=360×27.5%=99（万元），超过抵

免限额的9万元可以在以后5个年度内，用每年抵免

限额抵免当年应抵税额后的余额进行抵补。

（11）公司 2016 年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时应实

际补（退）的企业所得税=（8269+360）×25%-90-
1957.25=110（万元）。

本套模拟试题及解析由北大东奥提供本套模拟试题及解析由北大东奥提供

东奥会计在线东奥会计在线::http://http://www.dongao.comwww.dong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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