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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7_BB_8F_c49_219045.htm 第一章 公共财政与财政职能 考

试目的： 通过考试，考查考生对公共产品与公共财政理论和

财政职能的掌握、熟悉、了解的程度，提高对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中的财政问题的分析能力。 考试内容： 第一节 公共产品

与公共财政理论 掌握公共产品的概念和特征、公共财政存在

的原因；熟悉公共产品是特定的概念、我国公共财政理和公

共财政体系的建立。 第二节 财政的职能 掌握财政的资源配置

职能的概念、必要性、财政资源配置的方式、财政收入分配

职能的含义、社会公平的准则、社会不公平的原因、财政经

济稳定职能的含义和主要内容；熟悉财政资源配置职能的主

要内容、收入分配职能的内容。 第二章 财政支出理论 考试目

的： 通过考试，考查考生对财政支出分类、财政支出规模、

财政支出效益的掌握、熟悉、了解的程度，对西方财政支出

理论的熟悉情况，提高对财政效益的认识。 考试的内容： 第

一节 财政支出的分类 掌握财政支出的各种分类方法；熟悉各

种分类的依据。 第二节 财政支出的经济影响 掌握购买性支出

和转移支出对生产、流通、分配和国民经济运行的不同影响 

第三节 财政支出的规模 掌握财政支出的衡量指标、我国财政

支出规模指标的发展、财政支出规模的增长趋势、我国财政

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下降的原因；熟悉西方财政经济理

论界对财政支出规模趋势的分析；了解我国财政支出规模的

情况 第四节 财政支出的效益分析 掌握财政支出效益的概念、

特点、衡量财政支出效益的方法和适用的领域；熟悉成本效



益分析法的具体的内容。 第三章 税收理论 考试目的： 通过

本部分的考试，检验考生对税收基础理论知识的掌握、熟悉

和了解，包括对税收本质税收的原则、税收负担及国际税收

理论的理解所达到的程度。 考试内容： 第一节 税收概述 掌

握税收概念\税收的职能；熟悉税收本质的有关论述。 第二节

税收原则 熟悉税收原则的概念；了解税收原则的重要性和实

践意义；了解有关税收原则的理论，掌握效率原则、公平原

则的理论。 第三节 税收负担 掌握税收负担、税负转嫁的概念

，了解税收转嫁的形式。 第四节 国际税收 熟悉国际税收的概

念；掌握税收管辖权的概念及各类；熟悉国际重复征税的产

生原因及免除方法，了解国际避税的基本途径及国际反避税

的有关措施。 第四章 商品劳务税制度 考试目的： 通过本部

分考试，检验考生对商品劳务税概念的理解，检验考生了解

、熟悉和掌握我国现行商品劳务税各个税种的构建要素的内

容、各个税种应纳税额外负担的计算和政收。 考试内容： 第

一节 增值税制 了解增值税的概念，熟悉增值税的纳税人和纳

税范围，熟悉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认定，熟悉增值税的税率

；掌握增值税计税依据的确定；掌握增值税税额的计算方法

。熟悉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熟悉增值税征收管理的有

关规定。 第二节 消费税制 了解消费税制的概念；熟悉消费税

的的纳税人和征税范围；掌握消费税的计税依据；熟悉消费

税的纳税环节；掌握消费税的计算方法；熟悉消费税征收管

理的有关规定。 第三节 营业税制 了解营业税的概念；熟悉营

业税的纳税人和征税范围；熟悉营业税的税率；掌握营业税

的计税依据；掌握营业税的税额计算；熟悉营业税征收管理

的有关规定。 第五章 所得税制度 考试目的： 通过本部分的



考试，旨在使考生了解所得税制度的各个税种的概念，掌握

所得税各税种的基本规定及税款计算和征收。 考试内容： 第

一节 企业所得税 了解企业所得税的概念；掌握企业所得税的

纳税人；熟悉企业所得税的税率；掌握企业所得税的计税依

据；熟悉企业所得税的减免税收政策；掌握企业所得税税前

扣除项目及扣除标准；熟悉企业所得税的资产税务处理；掌

握企业所得税的计算，熟悉企业所得税的征税管理。 第二节 

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 了解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

业所得税的概念；熟悉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的计

税依据；掌握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

掌握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的税前扣除项目和标准

；了解外商投资企业资产的税务处理；掌握外商投资企业和

外国企业所得税的计算；熟悉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

税的征收管理。 第三节 个人所得税 了解个人所得税的立法概

念；掌握个人所得税纳税人的确定；熟悉征税对象的内容；

熟悉个人所得税的税率；掌握个人所得税的计税依据；掌握

个人所得税的税收优惠；掌握个人所得税的税额计算。 第六

章 税务管理 考试目的： 通过本部分的考试，检验考生了解、

熟悉和掌握我国现行税务管理制度的程度。检验考生对我国

税收征管改革的认识水平，检验考生了解、熟悉和掌握税收

征、减、免、退管理的程度。检验考生了解、熟悉经济税源

调查等税收控制内容的程度。 考试内容： 第一节 税务管理 

熟悉税务登记的概念、范围；掌握税务登记的种类；了解税

务登记的管理及法律责任；掌握账簿的设置要求了；了解凭

证管理。熟悉纳税申报的概念、对象及内容；掌握纳税申报

的期限与方式。掌握发票管理的内容；熟悉发票检查的要求



；了解发票违法行为及处罚。 第二节 税收征收管理 熟悉税收

征管模式的改革、了解税收征收管理的内容；熟悉税收征收

管理的方式。了解应纳税额的确定与调整；熟悉纳税担保的

适用对象；掌握纳税担保的具体形式；掌握税收保全措施；

熟悉税收强制执行措施；掌握税款的追征与退还。熟悉税收

减免的种类；了解减免税管理的内容。熟悉出口退税范围；

熟悉出口退税的形式；了解出口退税的时间、地点和管理要

求。 第三节 税收控制管理 了解经济税源调查的含义、经济税

源调查的目的和内容；熟悉经济税源调查资料的分析及调查

报告。 第七章 纳税检查 考试目的： 通过本部分的考试，检

验考生纳税检查的基本知识及各税种检查技巧、错账的识别

以及错账的调整方法的掌握及理解程度。 考试内容： 第一节 

纳税检查概述 掌握纳税检查的概念，熟悉各种检查方法的优

缺点及各自的适用范围，熟悉会计凭证、会计账簿及会计报

表的检查方法。 第二节 增值税的检查 掌握销项税额及进项税

额检查的主要内容，掌握错账的识别技巧及其调整方法。 第

三节 消费税的检查 熟悉销售收入的检查内容，了解销售数量

的方法。 第四节 营业税的检查 了解建筑安装业、房地产开发

企业及旅游服务业的检查内容及检查方法，掌握销售不动产

及转让无形资产的检查技巧及错账的调整方法。 第五节 企业

所得税的检查 熟悉材料成本的构成内容，掌握人库材料成本

计算错误的调账方法；熟悉出库材料的成本计算方法。熟悉

工资的组成内容；掌握工资历的检查方法和调整方法。熟悉

制造费用的检查方法；掌握产品成本的计算方法，了解管理

费用、营业费用及财务管理的检查方法。 第八章 政府预算管

理 考试目的： 考查考生对政府预算的内涵、类型，政府预算



的原则与政策、功能的掌握程度，以及掌握部门预算制度、

政府采购制度和国库集中收付制度的情况。 考试内容： 第一

节 政府预算的含义 掌握政府预算的概念和基本特征。 第二节

政府预算的类型 掌握政府预算的各种类型。 第三节 政府预算

的原则与政策 掌握政府预算的原则和政策及内容。 第四节 部

门预算制度 掌握部门预算的含义及原则；熟悉部门预算的内

容。 第五节 政府采购制度 掌握政府采购的含义、原则，政府

采购的当事人，政府采购的方式；熟悉政府采购的持续。 第

六节 国库集中收付制度 掌握国库集中收付的含义；熟悉国库

单一账户体系的构成及功能；了解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实施的

意义。 第九章 政府间财政关系 考试目的： 考查考生掌握、

熟悉、了解政府间财政关系的理论和实务，包括政府间收支

的制度安排，我国政府预算管理体制的演变及分税制预算管

理体制，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主要内容 考试内容： 第一节 

政府间收支的制度安排 掌握确定政府预算管理体制的原则；

掌握政府预算管理体制的内容，包括预算管理级次和管理权

的划分、预算收支范围的划分和收支划分的方法等。 熟悉预

算调节制度。 第二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预算管理体制的

沿革 熟悉我国政府预算管理体制的演变。 第三节 “分税制”

预算管理体制 掌握分税制的基本问题和我国实行分税制的基

本内容；熟悉分税制改革的必要性 第四节 掌握政府间转移支

付的概念和分类；转移支付的模式和一般方法以及我国政府

间的转移支付制度。熟悉政府间转移支付的必要性。 第十章 

预算外资管理 考试目的： 考查考生对预算外资金含义、范围

、特点和管理方式，预算外收支分类、政府收费的性质范围

和原则、预算外收支两条线的管理制度、预算外收支和结余



管理、预算外资金计划管理、预算外资金发展的目标模式等

的掌握、熟悉和了解的程度。 考试内容： 第一节 预算外资金

概述 掌握预算外资金的含义、范围；掌握预算外资金的特点

和分类；熟悉政府收费的性质范围和原则。 第二节 预算外资

金的管理方式 掌握预算外资金管理的原则、预算外收支两条

线的管理制度、政府收费体制改革。熟悉预算外资金的计划

管理、预算外资金的财务会计管理。 第三节 预算外资发展的

目标模式 熟悉统一政府预算管理体系的基本内容和必要性；

了解统一政府预算体系的对策。 第十一章 财政法制与财政监

督 考试目的： 考查考生对有关财政法制和财政监督基本知识

和现行财政法规体系的熟悉程度，了解财政复议制度、财政

行政诉讼制度和国家赔偿费用的管理等基本财政法规，了解

财政监督的主要任务和基本原则，掌握财政监督的主要方法

。 考试内容： 第一节 财政法制概述 熟悉财政法制的含义及

特点；掌握财政法制关系的基本内容，包括财政法制的调整

对象、调整方法及财政法制的立法原则；了解财政法制的作

用。 第二节 现行法规体系 掌握我国现行财政法规体系的构成

；熟悉我国现行财政法规体系的主要内容及各自的含义。 第

三节 财政行政复议 掌握财政行政复议的含义和财政行政复议

申请的程序；熟悉财政复议的基本原则、基本要求和财政行

政复议申请的范围。 第四节 财政行政诉讼 掌握财政行政诉讼

的含义；熟悉财政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了解财

政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和财政行政诉讼的审判程序。 第五节 

财政监督 掌握财政监督的含义及财政监督的方法；熟悉财政

监督的原则；了解财政监督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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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