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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通过本章考试，检验应试者对财政的产生、发展，财政

的概念和财政的职能等理论知识的掌握、熟悉、了解程度，

以提高应试者的理论水平。 考试内容 第一节 财政的产生与发

展 掌握财政产生的背景、条件；奴隶制国家、封建制国家、

资本主义国家财政的性质、财政的特点；我国新民民主义时

期财政的特点；建国初期财政的任务；财政思想的形成和发

展进程。 熟悉财政的产生过程；奴隶制国家、封建制卤家、

资本主义国家财政的收支内容；我国新民民主义义时期财政

的建立；资产阶级财政学说发展的主要时期。 了解建国初期

财政的具体工作任务和成就；中国古代的财政思想。 第二节 

财政的概念 掌握财政参与国内生产总值分配的过程；财政的

一般特征；财政概念的一般表达。 第三节 财政的职能 掌握资

源配置职能的概念与必要性；资源配置职能的主要内容；收

入分配的目标，财政分配职能的主要内容；经济稳定的含义

；财政经济稳定职能的主要内容。 熟悉财政实现资源配置职

能的主要手段；实现收入分配职能的主要作法；财政利用预

算调节和内在稳定器调节的主要手段。 第二章 财政支出概述 

考试考生掌握、熟悉、了解财政支出的基本问题的程度。包

括财政支出的概念和组成，财政支出的各种分类，财政支出

的原则。 考试内容 第一节 财政支出的含义与组成 掌握财政

支出的含义，财政支出的范围，我国的财政年度，财政支出

的组成内容；熟悉财政支出与预算支出的关系，公共部门的



类型。 第二节 财政支出的分类 掌握财政支出的分类标准、方

法；熟悉财政支出的分类内容、按照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作用

分类的理论依据；了解按照具体用途分类的具体内容。 第三

节 财政支出的原则 掌握财政支出的原则的确立；熟悉财政支

出原则的具体内容。 第三章 购买性支出 考试目的 考查考生

对购买性支出的熟悉、掌握和了解的程度，对我国购买性支

出的现状的掌握和了解的情况。 考试内容 第一节 行政管理与

国防经费支出 掌握行政管理与国防经费支出的性质、内容，

行政管理支出的特点、影响因素，控制行政管理支出的措施

；熟悉行政管理支出的具体内容，改革以来我国行政管理支

出的情况和问题；了解行政管理支出近年来发展变化的情况

，国防经费的控制与管理。 第二节 文教科学卫生支出 掌握文

教科学卫生支出的性质、分类的标准，定员定额管理、现行

预算管理的办法，改革的意义；熟悉文教科学卫生支出的内

容，1977年以前的预算管理办法。 第三节 财政投资性支出 掌

握政府投资的特点与范围；财政投融资体制构建的意义；财

政投融资的基本特征、财政农业投资的重点；熟悉政府投资

与非政府投资的比较、财政支农支出的主要内容；了解改革

以来政府投资支出的情况。 第四章 转移性支出 考试目的 考

查考生对社会保障支出、财政补贴支出有关内容的掌握、熟

悉的程度，了解社会保障支出和财政衩贴支出情况。 考试内

容 第一节 社会 保障支出 掌握社会保障支出的概念与内容、

社会保障资金来源与筹资模式、社会保障资金的管理、我国

传统体制下社会保障制度的特征与问题；熟悉中国社会保障

制度的建立与发展、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措施；了解我

国与其他国家社会保障资金的具体情况。 第二节 财政补贴支



出 掌握财政补贴的性质与内容、财政补贴的分类、我国财政

补贴的改革措施；熟悉财政补贴的发展状况、我国财政补贴

的实践与改革；了解我国财政补贴的情况。 第五章 财政收入

概述 考试目的 考查考生掌握、熟悉、了解财政收入基本问题

的程度。包括财政收入的概念与分类、财政收入的规模与结

构、组织财政收入的原则。 考试内容 第一节 财政收入的含义

与分类 掌握财政收入的含义和财政收入的各种分类方法。 第

二节 财政收入的规模与结构 掌握影响财政收入规模的主要因

素； 熟悉财政收入结构的基本内容。 第三节 组织财政收入的

原则 掌握组织财政收入的原则。 第六章 税收基础知识 考试

目的 考查学生对税收基本知识的掌握、熟悉程度，主要包括

税收的概念、税制盯素以及现行税收管理制度等。 考试内容 

第一节 税收概述 掌握税收的概念、税收的三个特征，熟悉税

收的职能。 第二节 税制要素 掌握税收的基本要素，包括纳税

人、征税对象和税率；熟悉税收的其他要素。了解税收的分

类。 第三节 税制结构 熟悉税制结构的概念，了解中国现行税

制结构的构成。 第四节 税法体系 熟悉税法的概念，了解中国

现行税法体系，熟悉各级次税收法律的效力。 第五节 税收管

理 了解中国现行的税收管理体制，熟悉现行的税收征收管理

制度。 第七章 商品劳务税制度 考试目的 检查考生对商品劳

务税基本制度的理解和认识，以及是否了解、熟悉各税种的

有关规定，掌握现行商品劳务税各税种的基本要素及计算征

收方法等。 考试内容 第一节 增值税制 掌握增值税纳税人的

规定；掌握增值税的征税范围；掌握增值税的税率及使用；

掌握增值税的计税依据；了解增值税的纳税期限和征收特点

；熟悉增值税的减免优惠政策；掌握增值税税额的计算方法



。 第二节 消费税制 掌握消费税的纳税人；掌握消费税的征税

范围；了解消费税的税率；掌握消费税的计税依据；掌握消

费税的计算方法；熟悉消费税的征收方法。 第三节 营业税 营

业税制营业税的纳税人；熟悉营业税的征税范围；熟悉营业

税的税收优惠政策；掌握营业税的税率；掌握营业税计税依

据的一般规定和特殊规定；掌握营业税税额的计算；熟悉营

业税的征收方法。 第八章 所得税制度 考试目的 检验考生对

所得税税的基本要素、基本规定和税额的计算的熟悉、掌握

程度。 考试内容 第一节 企业所得税制 熟悉企业所得税的纳

税人、税率的基本规定；掌握该税种计税依据的规定和税前

扣除项目及标准；熟悉所得税额的计算；了解企业所得税的

税收优惠和税款征收方法。 第二节 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

所得税制 熟悉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关于纳税人、

税率、计税依据的基本规定；掌握所得税税列支的项目及标

准；掌握该税种关于税收优惠的基本规定和税额计算。 第三

节 个人所得税制 熟悉该税种关于纳税人征税对象、税率的规

定；掌握该税种关于费用扣除的规定和税额计算；掌握个人

所得税税收优惠的规定，了解个人所税的征收管理。 第九章 

其他税收制度 考试目的 检验考生对其他税各税种的理解和认

识；检验考生对其他税各税种构成要素的熟悉和掌握程度。 

考试内容 第一节 房产税 熟悉房产税的纳税人征税范围；掌握

房产税的税率；掌握房产税的计税依据和税收减免；掌握房

产税的计算和税款征收方法。 第二节 契税 熟悉契税的纳税人

和税率；掌握契税的征税范围；掌握契税的计税依据和税收

减免；掌握契税的计算；了解契税的征收办法。 第三节 车船

使用税 熟悉车船使用税的纳税人和税率；掌握车船使用税的



征税范围和税收减免；熟悉车船使用税的计算和税款征收方

法。 第四节 城镇土地使用税 熟悉城镇土地使用税的纳税人和

税率；掌握城镇土地使用税的征税范围；掌握城镇土地使用

税的税收减免；了解城镇土地使用的计算方法和征收办法。 

第五节 车辆购置税 熟悉车辆购置税的纳税人；掌握车辆购置

税的征税范围；掌握资源税的计税的依据；掌握车辆购置税

的计税依据；掌握车辆购置税的计算方法；了解车辆购置税

的税收减免；了解车辆购置税的税款征收方法。 第六节 资源

税 熟悉资源税的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掌握资源税的征税范

围；掌握资源税的计税依据；掌握资源税的税额计算；了解

资源税的税收减免；了解资源税的征收办法。 第七节 城市维

护建设税 掌握城市维护建设税的纳税人和税率；掌握城市维

护建设税的征税范围和税额计算；了解城市维护建设税的减

免；了解城市维护建设税的征收办法。 第八节 印花税 熟悉印

花税的纳税人；掌握印花税的征收范围和计税依据；掌握印

花税的税额计算；了解印花税的税收减免和税款征收办法。 

第十章 国债 考试目的 考查考生对国债概念、分类、规模等国

债理论和国债良行、国债的利率、国债的偿还、国债市场、

我国国债状况、国家外债管理等制度和管理问题的掌握、熟

悉、了解的程度。 考试内容 第一节 国债的概念与分类 掌握

国债诉概念、国家信用的形式、国债主导公债诉关系、国债

的特征、国债诉功能、国债的分类、国债诉结构；熟悉国债

特征的具体内容、国债文工团能的具体内容、各种具体的分

类、我国国债的结构状况。 第二节 国债诉规模 掌握国债规模

的含义、国债诉负担、国债限度的制约因素、国债规模的指

标体系；熟悉国债规模衡量指标的具体内容；了解我国国债



规模的情况。 第三节 国债诉发行 掌握国债诉发行机关、推销

机构、国债诉发行价格、发行方式，国债利率的含义、制定

国债利率需考虑的因素；熟悉国债良行方式的适用条件和具

体内容、国债利率的计算方法。 第四节 国债诉偿还 掌握国债

的偿还方式及具体方法、付息方式、资金来源；熟悉国债偿

还方法的具体适用环境、各种付息方式的比较、偿债资金来

源的比较。 第五节 国债市场 掌握国债市场的种类、国债市场

的功能；了解我国国债市场的情况。 第六节 我国国债状况 掌

握我国建国以来国债诉时间、名称；了解我国国债诉具体情

况。 第十一章 政府预算管理 考试目的 考查考生掌握、熟悉

、了解政府预算的编制、执行、决算的管理问题。 考试内容 

第一节 政府预算管理的程度 掌握政府预算管理的含义；熟悉

政府预算管理的程度。 第二节 政府预算编制的管理 掌握政府

预算收支测算的基本方法，部门预算和总预算的内容及编制

；熟悉政府预算的审查批准程度；了解政府预算编制的程度

。 第三节 政府预算执行的管理 掌握政府预算收支执行的内容

，收支执行中平衡的内容，熟悉政府预算执行改革的内容：

政府采购制度及国库集中收付制度；了解政府预算执行的组

织体系。 第四节 政府决算的管理 掌握政府决算的准备工作；

熟悉政府决算的编制内容；了解政府决算审查批准。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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