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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诀如下」 注重理解性记忆，防止“死记硬背”。靠前者

记住的东西你很难很快忘记；靠后者记住的东西往往很快就

会忘记。理解性记忆说起来比较抽象，但做起来很简单，只

要各位留意一下生活中的小事，就可以与经济法联系起来。 

下面举例说明： 比如喝茶。 喝茶时可以联系《合同法》。因

为喝茶行为可以引起喝茶法律关系，喝茶法律关系包括三个

要素：（1）主体-喝茶的人 （2）客体-茶 （3）内容-喝茶及

由此引发的权利义务。 尤其在一方请客喝茶的法律关系中，

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赠与合同。“我请你喝茶”，其实就是

一种喝茶行为（非物质享受）的赠与法律关系。一方是赠与

人（请客一方），另一方是受赠人（被请一方），只要赠与

一方发出“请你喝茶”，这就是法律（合同法）上的一个要

约，另一方（被请一方）说“没问题，现在出发”，这就是

法律（合同法）上的一个“承诺”。承诺生效，合同成立并

生效。下一步就是赠与人的义务履行和受赠人的权利实现。

当然履行中还有好多问题，比如抗辩权、解除、违约责任等

。 由此可见，一个小小的喝茶行为可以帮助你学习合同法原

理。各位只要能在复习经济法的时候抓住日常生活中的一个

小问题思考，我想经济法复习起来是不难的。 再比如，在学

习要约和承诺时，你可以把男女之间的恋爱合同结合起来记

忆。要约就是“我爱你”，承诺就是“可以，没问题，但愿

相伴到永久”。你看，一个要约，一个承诺，一个浪漫又直



百的爱情故事就这样发生了！如果一方不想直接说“我爱你

”，而是老是在对方面前献殷勤，这就是“要约邀请或者要

约引诱”，邀请对方向该方发出“我爱你”的要约。 只要该

方答应，这就是“承诺”。什么叫做“实质性变更”？比如

说，一方发出要约“我现在就想与你谈恋爱”，另一方说“

我今年才十九，等到明年再相求”，很明显对方对合同的时

间作出了变更，于是属于实质性变更，不算承诺。 「针对内

容」综合 「口诀如下」 上市公司重大事件的界定（重点） 1

，公司的经营方针和经营范围的重大变化 2，公司的重大投

资行为和重大的购置财产的决定 3，公司订立重要的合同 4，

公司发生重大债务和违约情况 5，公司发生重大亏损和公司

遭受超过净资产10％以上的重大损失； 6，公司的生产经营的

外部条件发生重大的变化 7，涉及公司的重大诉讼； 8，公司

的董事长、1/3以上的董事、经理发生变动； 9，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其持有股份情况发生较大变化； 10，公司

减资、合并、分立、解散及申请破产的决定； 11，法院依法

撤销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等。 “本想重整旗鼓，却不然

人去楼空” 重整： 生产经营的外部条件，经营方针，经营范

围进行变化 旗鼓： 投资-购置财产-订立合同-产生了债务-亏

损-损失（超过净资产10%）- -诉讼-法院依法撤销股东大会、

董事会的决议等 人去：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持

有股份情况发生较大变化； 公司的董事长、1/3以上的董事、

经理发生变动； 楼空： 公司减资、合并、分立、解散及申请

破产的决定。 「针对内容」会计-投资 「口诀如下」 长期股

权投资，持有期间分派现金股利： “我的钱 赚的钱 分的钱 

做收益” “别人的钱 赚的钱 分的钱 冲成本” 「针对内容」



税法-企业所得税 「口诀如下」 在所得税里面，关于业务招

待费的扣除比例是：1500万及以下5%.，1500万以上3% “下

午（5%.）上山（3%.）去招待” 「针对内容」经济法 「口诀

如下」 汇票的绝对应记载事项为：（1）表明“汇票”的字

样；（2）无条件支付的委托；（3）确定的金额；（4）付款

人名称；（5）收款人名称；（6）出票日期；（7）出票人签

章。 “出棋（出票日期）出章（出票人签章）作表样（表明

”汇票“的字样）” “收付（收、付款人名称）金额（确定

的金额）无所谓（无条件支付的委托）” 「针对内容」经济

法-违反税法的法律责任 「口诀如下」 经济法最后一章，违

法税法的法律责任 一，不纳税申报，少缴税或不交税：50%

以上5倍以下罚款 二，偷税： 50%以上5倍以下罚款 三，欠税

： 50%以上5倍以下罚款 四，逃税：50%以上5倍以下罚款 四

，骗税：一倍以上到五倍以下罚款 五，抗税： 一倍以上到五

倍以下罚款 警察同志对你说： 你偷了钱（欠）不来申报，不

上交，还要逃跑 罚酒： 五杯（倍）半 如果你欺骗政府。顽抗

到底 罚酒： 一至五杯（倍） 「针对内容」经济法-公司法 「

口诀如下」 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条件其中一个：千人千

股25%，超过4亿是15%，持有股票面值达人民币1000元以上

的股东人数不少于1000人，向社会公开发生的股份达公司股

份总数的25%以上，公司股本总额超过人民币4亿元的，其向

社会公开发行股份的比例为15%以上。 申请股票上市的条件 

（1）经国务院证券管理部门批准已向社会公开发行 （2）公

司股本总额不得少于人民币5000万元 （3）开业时间3年以上

，最近3年连续盈利 （4）持有股票面值人民币1000元以上的

股东不少于1000人，向社会公开发行的股份达股份总数的25%



以上，公司股本总额超过人民币4亿元的，其向社会公开发行

股份的比例为15%以上。 （5）公司在最近3年内无重大违法

行为，财务会计报告无虚假记载 （6） 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条

件 我公司现因业务拓展，现向社会公开招聘： 经证券管理部

门批准 现向社会公开来招聘 公司资本5000万 开业3年，守法3

年，我赚3年 共有员工1000人 人均工资1000元 现求25岁以上

的司义15个 「针对内容」会计-现金流量表-间接法 「口诀如

下」 ① 与损益有关的项目（9项）调整净利润。 固定资产（4

项）：减值准备，折旧，处置损失，报废损失 . 无形资产（1

项）：无形资产摊销。 财务费用：反映本期应属投资筹资的

财务费用，不包括贴现息（我们上面已经谈过，贴现息是一

项特殊的财务费用，实际做题时一定要留。） 投资损失 预提

费用 待摊费用 ② 与损益无关的项目（四项）： 存货，递延

税款，经营性应收及应付，这几项的调整可以应用平衡式“

资产=负债 所有者权益”当使所有者权益增加时，调减净利

润；当使所有者权益减少时，调增净利润，从而实现了将权

责发生制下的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去除不影响

现金流量变化的项目。 例如：若固定资产折旧增加，则说明

“资产”方减少、负债不变情况下“所有者权益”减少，因

为折旧不影响现金流量，所以要把这部分往净利润中增加，

其他各项都仿照进行处理。除了现金流量表制作方面的内容

以外，还有一些基本的知识点提醒大家。注意：因为我们前

面提到过这章内容要么出小题，多选，判断之类的，要出大

题肯定难度不小，至少，15分以上吧！所以鉴于这两年的情

况，大家在重视大题目的同时，关注小题目，没准他今年还

是出选择题。举个例子吧：下列事项中，影响经营活动现金



流量的是： A.企业处置固定资产 B. 计提当期应付福利费 C. 

支付广告费 D. 支付银行借款利息 E. 企业办理银行本票 分析

： AD不 属于经营活动 ，A是投资活动产生现金流量的情形

，D是筹资活动产生现金流量的情形。B没有现金流量发生，

自然不是答案 .E同样道理，由银行存款转到其他货币资金，

也没有现金流量发生。 还有，大家都知道，现金流量表中使

用的现金，其中 包括银行存款，但大家别忘了一点，银行存

款是把“定期存款”排除在外的。（提前通知金融企业便可

支取的定期存款，则不被排除在外。） 继续给大家编口诀，

这是第二篇 2005年CPA考试的5本教材，几千页的文字，不好

记忆的地方很多。很多东西前背后忘，我一直想编个系列，

收集些好的巧记法，让大家看一遍就能记住了。我的宗旨是

： 不管废词烂句，能记住就是好句。 我美其名曰：顺口一溜

，注会不愁。 （CPA博士） 「针对内容」税法-增值税 「口

诀如下」 视同销售货物的行为： 1，将货物交给他人代销 2，

销售代销货物 3，设有两个以上的机构并实行统一核算的纳

税人，将货物从一个机构移送其他机构用于销售，但相关机

构设在同一县（市）的除外 4.将自产或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

非应税项目 5.将自产或委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作为投资⋯⋯

6.将自产或委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分配给予股东或投资者 7.将

自产或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集体福利 8.将自产或委托加工或

购买的货物无偿赠送他人 口诀： 两代（1.2.）两销（3）非投

配（4.5.6.）几（集）个送他人（7.8.） 「针对内容」税法-增

值税 「口诀如下」 不得抵扣的进项税前六项：固免非几个非

非 固（固定资产）免（免税项目）非（非应税项目） 几（集

体福利）个（个人消费）非（5.非正常损失购货）非（6.非正



常损失的在产品⋯⋯） 「针对内容」税法-增值税 「口诀如

下」 进项税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的项目： 三飞机免雇几个 

解译： 三飞机 （用于非应税项目、非正常损失的购进货物、

非正常损失的在产品、产成品所用购进货物） 免（用于免税

项目） 雇（购进的固定资产） 几（用于集体福利） 个（用于

个人消费） 「针对内容」经济法-公司法 「口诀如下」 公司

债券的发行条件，公司发债券，主体受限制，净资36千，累

计低40，三一付利息，利率和水平 弥补亏损的口决：有亏即

补、先亏先补、弥补连续、不超过5 申请股票上市的法定条

件：股票要上市，先要公开发，股本5千万，33双一千，3年

都守法，报告没有假。 「针对内容」税法-印花税 「口诀如

下」 万三狗女干计（0.03%，购、建、技） 千一猪管饱

（0.1%，租、管、保） 万五赢家运产茶（0.05%，营、加、运

、产、查） 千二姑借十万五 万三狗女干计：税率万分之三的

是狗（购销合同）、女干（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计（

技术合同）； 万五赢家运“产茶”：税率万分之五的是赢（

营业帐本）、家（加工承揽）、运（运输）、产（产权转移

）、茶（勘查设计）； 十万分之五是借款，千分之二是股权

转让书据 已贴未画一至三（倍） 未贴少贴三至五（倍） 揭下

重用二千一（2000至一万） 五倍罚款也可以 伪造印花要被抓 

保管不当挨五千 「针对内容」经济法-票据法 「口诀如下」 

关于票据提示承兑及付款的期限问题，现总结如下： 首先，

对票据的种类要做到心中有数。票据主要有 1、支票（银行

支票，下面简称“银支”）、 2、本票（银行本票，下面简

称“银本”） 汇票：又分为 3、见票即付汇票（简称“见即

汇”） 4、定日付款汇票（简称“定日汇”） 5、见票后定期



付款汇票（简称“见定汇”） 6、出票后定期付款汇票（简

称“出定汇”） 即银支、银本、见即汇、定日汇、见定汇、

出定汇 银支、银本、见即汇，属于见票即付的票据， 不需提

示承兑，但需提示付款， 提示付款期限为出票后支票10日，

本票2个月，汇票1个月。 记为：支10本2汇1（可记谐音：“

知是笨儿会衣”，知道是笨儿子会穿衣服了。） 定日汇、见

定汇、出定汇，需提示承兑、提示付款。 三者提示付款期限

相同，都为到期日起10日内。 定日汇、出定汇，到期前。提

示承兑期限为到期日前。 （因为从名称可知，这二个票据在

出票时就已经知道什么时候到期，所以在到期日前提示承兑

就OK了）。 见定汇，1月内。提示承兑期限为出票日起1个月

内。 （因为见票后定期付款的限期取决于持票人什么时候向

承兑人出示票据，所以要不能无期限的拖延，要在1个月内提

示承兑）。 综上所述：可以归纳如下： 银本、银支、见即汇

，不承兑，支10本2汇1； 定日、见定、出定汇，需承兑，到

期10日提示付； 定日汇、见定汇，到期前承兑。 出定汇，1

月内承兑。 「针对内容」经济法-其他 「口诀如下」 关于会

议的决议通过方式 普通决议 “职工”“股董”-盐拌。 （解

释：应为全部的一半，全盐） “股东”“创”“债”-醋拌。

（出席的一半，醋出） 解释：职工代表大会、股份有限公司

的董事会的决议，必须经全体职工或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过

，股东大会、创立大会、债权人大会，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过

半数通过。 有一个特点大家应掌握，对于人数少的会议，就

需要全体的过半数通过。职工代表和董事会成员人都不多，

所以要全体过半方可。对于人数较多的会议，出席的一半就

可以了。股东大会、创立大会、债权人大会人数较多，所以



出席的一半就可以了。 特别决议一般需要2/3的表决权，方可

通过，但是全部的2/3，还是出席的2/3，分析如下： 1、有限

责任公司股东会人数少，需全部的2/3， 2、股东大会人数多

，需出席的2/3， 3、债权人会议人数多，需出席的2/3， （关

于债权人会议的人数多少，大家可以这样想，企业因为欠债

多才破产的，所以债权人一定很多。） 特殊注意：中外合作

、合资的企业董事会特别决议需出席的董事一致通过。 「针

对内容」经济法-其他 「口诀如下」 投资总额和注册资本的

比例如下： 投资总额 注册资本占投资总额的 300万以下 7/10

300万1000万及以下 1/2 投资420万美元以下，注册不得低

于210万 1000万3000万及以下 2/5 投资1250万美元以下的，注

册不得低于500 3000万美元以上 1/3 投资3600万美元以下的，

注册不得低于1200 注意：以下是加号，以上是乘号 （上家下

沉） 3 7=10 1 1=2 420*1/2=210 3 2=5 1250*2/5=500 3*1=3

3600*1/3=1200 「针对内容」经济法 「口诀如下」 项目 中外

合资经营企业 中外合作 董事会人数 不得少于3人 不得少于3

人 董事会临时会议提议 1/3以上的董事提议 1/3以上的董事提

议 会议召开条件 2/3以上的董事出席 2/3以上的董事出席 董事

会特别决议 由出席会议的董事一致通过 由出席会议董事一致

通过 三个鬼子来开会 一个哇哇叫 二个排排坐 三个点点头 「

针对内容」税法-消费税 「口诀如下」 直接销售进成本，连

续生产可抵扣 其实我认为记消费税是否进成本，不必要记得

那么麻烦，只记一句话就可以了，那就是 我委托A厂加工轮

胎，当时A厂代付消费税，那么说明我已经交过了一次，现

在我直接销售： 借 委托加工物资 应交增值税（进项税） 贷 

银行存款 如果我再加工，我把轮胎装在汽车上，再出售时，



也要交纳消费税的，所以我把现在已交纳的轮胎的消费税给

抵扣掉 借 委托 增（进） 消 贷 银行存款 所以，只记一句：我

只交一次消费税 「针对内容」税法-营业税 「口诀如下」 免

征营业税的项目： 残农托医学管（馆） 残：残疾人为社会提

供的劳务 农：农业机耕 排灌 植保等 托：托儿所 幼儿园 养老

院 婚姻介绍 殡葬服务 医：医院 诊所 其他医疗机构的医疗服

务 学：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教育劳务 管（馆）：纪念馆 博

物馆 文化馆 美术馆 展览馆 图书馆门票收入 「针对内容」税

法-营业税 「口诀如下」 监事会的职权 （1） 检查公司财务 

（2）对董事、经理的行为进行监督，发现其行为损害公司的

利益时，要求纠正。 （3） 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 监事会管什

么事呢？ 先查钱，再管人，最后开会。 「针对内容」综合 「

口诀如下」 注重理解性记忆，防止“死记硬背”。靠前者记

住的东西你很难很快忘记；靠后者记住的东西往往很快就会

忘记。理解性记忆说起来比较抽象，但做起来很简单，只要

各位留意一下生活中的小事，就可以与经济法联系起来。下

面举例说明： 比如喝茶。 喝茶时可以联系《合同法》。因为

喝茶行为可以引起喝茶法律关系，喝茶法律关系包括三个要

素：（1）主体-喝茶的人 （2）客体-茶 （3）内容-喝茶及由

此引发的权利义务。 尤其在一方请客喝茶的法律关系中，其

实就是一个普通的赠与合同。“我请你喝茶”，其实就是一

种喝茶行为（非物质享受）的赠与法律关系。一方是赠与人

（请客一方），另一方是受赠人（被请一方），只要赠与一

方发出“请你喝茶”，这就是法律（合同法）上的一个要约

，另一方（被请一方）说“没问题，现在出发”，这就是法

律（合同法）上的一个“承诺”。承诺生效，合同成立并生



效。下一步就是赠与人的义务履行和受赠人的权利实现。当

然履行中还有好多问题，比如抗辩权、解除、违约责任等。 

由此可见，一个小小的喝茶行为可以帮助你学习合同法原理

。各位只要能在复习经济法的时候抓住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小

问题思考，我想经济法复习起来是不难的。 再比如，在学习

要约和承诺时，你可以把男女之间的恋爱合同结合起来记忆

。要约就是“我爱你”，承诺就是“可以，没问题，但愿相

伴到永久”。你看，一个要约，一个承诺，一个浪漫又直百

的爱情故事就这样发生了！如果一方不想直接说“我爱你”

，而是老是在对方面前献殷勤，这就是“要约邀请或者要约

引诱”，邀请对方向该方发出“我爱你”的要约。 只要该方

答应，这就是“承诺”。什么叫做“实质性变更”？比如说

，一方发出要约“我现在就想与你谈恋爱”，另一方说“我

今年才十九，等到明年再相求”，很明显对方对合同的时间

作出了变更，于是属于实质性变更，不算承诺。 「针对内容

」综合 「口诀如下」 上市公司重大事件的界定（重点） 1，

公司的经营方针和经营范围的重大变化 2，公司的重大投资

行为和重大的购置财产的决定 3，公司订立重要的合同 4，公

司发生重大债务和违约情况 5，公司发生重大亏损和公司遭

受超过净资产10％以上的重大损失； 6，公司的生产经营的外

部条件发生重大的变化 7，涉及公司的重大诉讼； 8，公司的

董事长、1/3以上的董事、经理发生变动； 9，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其持有股份情况发生较大变化； 10，公司减

资、合并、分立、解散及申请破产的决定； 11，法院依法撤

销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等。 “本想重整旗鼓，却不然人

去楼空” 重整： 生产经营的外部条件，经营方针，经营范围



进行变化 旗鼓： 投资-购置财产-订立合同-产生了债务-亏损-

损失（超过净资产10%）- -诉讼-法院依法撤销股东大会、董

事会的决议等 人去：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持有

股份情况发生较大变化； 公司的董事长、1/3以上的董事、经

理发生变动； 楼空： 公司减资、合并、分立、解散及申请破

产的决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