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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 一、单项选择题 1.按照现行规定，下列各项中必须被认

定为小规模纳税人的是（ ）。 A.年不含税销售额为100万元

以下，会计核算制度健全的从事货物零售的纳税人 B.年不含

税销售额190万元以上的从事货物批发的纳税人 C.年不含税销

售额在100万元以上的从事货物生产的纳税人 D.年不含税销售

额为90万元以下，会计核算制度健全的从事货物生产的纳税

人 【正确答案】 A 【答案解析】 本题考核小规模纳税人的认

定。根据规定，增值税两类纳税人划分标准按经营规模或核

算水平区分，但对从事货物批发零售为主的商业企业，凡年

销售额在180万元以下，无论财务核算是否健全，一律不得认

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必须是小规模纳税人。 【该题针对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的认定”知识点进行考核】 2.根据增

值税法律制度的有关规定，下列各项中，不缴纳增值税的是

（ ）。 A.邮局销售信封 B.寄售业代委托人销售物品 C.自来水

公司销售自来水 D.典当行销售死当物品 【正确答案】 A 【答

案解析】 本题考核增值税的征收范围。邮政部门销售邮票应

当征收营业税；邮政部门以外的其他单位和个人销售集邮商

品（如邮票、首日封、邮折等），应当征收增值税。 【该题

针对“增值税征收范围”知识点进行考核】 3.根据现行税法

规定，邮政部门销售集邮商品，应（ ）。 A.征收增值税 B.征

收营业税 C.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 D.免税 【正确答案】 B 【答

案解析】 本题考核增值税的征税范围。根据规定，邮政部门



销售集邮商品，不征收增值税，征收营业税。 【该题针对“

增值税征收范围”知识点进行考核】 4.下列各项视同销售中

，应当征收增值税的是（ ）。 A.某洗衣公司将外购洗衣粉用

于员工集体消费 B.某超市将外购部分饮料分发本公司员工 C.

某机器厂将外购配件用于本公司在建工程 D.某服装商店为服

装厂代销服装 【正确答案】 D 【答案解析】 本题考核视同销

售行为的确定。根据规定，纳税人将购买的货物用于非应税

项目或用于集体福利、个人消费，不能确定为视同销售行为

，不征收增值税，也不得抵扣进项税额。 【该题针对“视同

销售增值税的征收”知识点进行考核】 5.下列行为属于混和

销售行为的是（ ）。 A.某农村供销社销售税率为17%的家用

电器，又销售税率为13%的化肥、农膜等 B.某建筑装饰材料

公司一方面批发零售货物，另一方面又对外承揽安装.装饰业

务等 C.某建筑公司为某单位盖楼房，双方议定由建筑公司包

工包料，一并核算 D.某农业机械厂既生产销售农机，又提供

加工修理农机业务 【正确答案】 C 【答案解析】 本题考核混

合销售行为的界定。A属于兼营增值税不同税率货物的行为

；B是营业税和增值税的兼营行为；D属于增值税的兼营行为

。 【该题针对“混合销售的基本规定”知识点进行考核】 6.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兼营不同增值税税率的货物，未分别核算

不同税率货物销售额的，确定其适用增值税税率的方法是（ 

）。 A.适用4%的征收率 B.从低适用税率 C.适用平均税率 D.

从高适用税率 【正确答案】 D 【答案解析】 本题考核增值税

纳税人兼营不同税率的货物时的税率选用。如果纳税人兼营

不同税率的项目，应分别核算其应纳税项目。如果不分别核

算或者不能正确核算的，处理的基本原则是“从高适用税率



”。 【该题针对“增值税的基本规定”知识点进行考核】 7.

下列各项中，既是增值税法定税率，又是增值税进项税额扣

除率的是（ ）。 A.7％ B.10％ C.13％ D.17％ 【正确答案】 C 

【答案解析】 本题考核增值税的税率和增值税进项税额扣除

率的规定。增值税的低税率为13％，一般纳税人向农业生产

者购买的免税农业产品或者向小规模纳税人购买的农业产品

，准予按照买价和13％的扣除率计算进项税额。 【该题针对

“增值税的基本规定”知识点进行考核】 8.根据我国《增值

税暂行条例》的规定，某商店2005年的销售额为150万元（含

增值税），则应纳增值税为（ ）。 A.21.8万元 B.8.49万元

C.5.77万元 D.25.5万元 【正确答案】 C 【答案解析】 本题考

核增值税的计算。年应税销售额不超过180万元的商业企业，

不得认定为一般纳税人，因此本题中该商店应该按小规模纳

税人缴纳增值税，征税率为4%。应纳税额=150/（1 4%）

×4%=5.77（万元） 【该题针对“增值税的计算”知识点进

行考核】 9.某一般纳税人为生产酒类产品的企业，该企业销

售葡萄酒收取的包装物押金增值税处理正确的是（ ）。 A.逾

期1年以上的并入销售额缴纳增值税 B.该押金收入为不含税收

入 C.不缴纳增值税 D.无论是否返还均并入销售额 【正确答案

】 D 【答案解析】 本题考核酒类产品包装物押金的增值税处

理。从1995年6月1日起，国家对销售除啤酒、黄酒以外的其

他酒类产品收取的包装物押金，无论是否返还，以及会计上

如何核算，均应并入当期销售额征税。 【该题针对“增值税

的基本规定”知识点进行考核】 10.某工业企业2006年1月销

售一批货物，价款为200万元，另外以折扣销售方式销售货

物76万元（已经扣除折扣额4万元，并单独开具红字专用发票



反映），销售的货物均已发出。当月购进一批货物，取得增

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价款为200万元，增值税进项税额为34万

元，货款及税款已经支付，发票已通过认证，销货方保证货

物在下月10月发出。则当月该企业应纳增值税额为（ ）。

A.47.6万元 B.13.6万元 C.46.92万元 D.12.92万元 【正确答案】 B

【答案解析】 本题考核折扣额和销售额未在同一张发票上注

明的税务处理。折扣额未与销售额在一张发票上是不能从销

售额中扣除的。进项税额34万元发票已经通过认证，可以抵

扣，不再以货物未入库作为进项税额抵扣的时间。 应纳增值

税额＝（200 76 4）×17％-34＝13.6万元 【该题针对“增值税

的计算”知识点进行考核】 11.湘江贸易公司进口产品一批，

关税完税价格140万元，关税70万元，该商品消费税税率30%

，增值税税率为17%，则进口该商品由海关代征增值税（ ）

万元。 A.90 B.51 C.63 D.35.7 【正确答案】 B 【答案解析】 本

题考核进口海关代征的增值税。（140 70）÷（1-30%）

×17%＝51万元 【该题针对“增值税的计算”知识点进行考

核】 12.甲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于2005年12月10日收到

乙公司委托代销的产品，2006年元月10日出售受托代销产品

成功，并于2006年3月5日收回货款，3月12日甲公司将受托代

销商品款支付给乙公司，则甲公司对该批货物的增值税纳税

义务发生时间为（ ）。 A.2005年12月10日 B.2006年3月12日

C.2006年3月5日 D.2006年1月10日 【正确答案】 D 【答案解析

】 本题考核增值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甲公司属于销售商

品的纳税人，他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受托代销产品成功的

当天 【该题针对“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知识点进行考

核】 13.甲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于2006年6月10日将部分



产品委托乙公司代销并于当日发出产品，2006年6月20日乙公

司收到产品并于2006年8月5日代销完毕，8月12日甲公司收到

代销清单，则甲公司对该批货物的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为（ ）。 A.2006年6月10日 B.2006年6月20日 C.2006年8月5日

D.2006年8月12日 【正确答案】 D 【答案解析】 本题考核增

值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根据规定，委托他人代销货物的

，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收到代销清单的当天。 【该题

针对“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知识点进行考核】 14.乙公

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对外销售货物，应开出增值税专用

发票，采用预收货款结算方式，则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出的时

间为（ ）。 A.收到货款的当天 B.合同约定的收款日期当天 C.

货物发出的当天 D.收到货物销售清单的当天 【正确答案】 C 

【答案解析】 本题考核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开具时间。根据规

定，采取预收货款结算方式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填开时间

为货物发出的当天。 【该题针对“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知

识点进行考核】 15.下列应税的消费品，属于在零售环节缴纳

的消费税的是（ ）。 A.护肤护发品 B.柴油 C.小汽车 D.钻石

饰品 【正确答案】 D 【答案解析】 本题考核消费税的纳税环

节。根据规定，金银首饰、钻石及钻石饰品消费税在零售环

节征收。 【该题针对“消费税的征收范围”知识点进行考核

】 16.某化工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06年4月销售一批

化妆品，取得销售收入（含增值税）81900元。已知该化妆品

适用消费税率为30％。该化工企业4月份应缴纳的消费税税额

为（ ）元。 A.21000 B.22200 C.24570 D.25770 【正确答案】 A 

【答案解析】 本题考核消费税的计算。应纳消费税＝81900/

（1 17％）×30％＝21000元。 【该题针对“消费税的计算”



知识点进行考核】 17.根据《消费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

规定，下列各项中，纳税人不缴纳消费税的是（ ）。 A.将自

产的应税消费品用于馈赠 B.用于连续生产卷烟的自产烟丝, C.

随同应税消费品销售而取得的包装物作价收入 D.销售应税消

费品并提供运输而收取运费和装卸费 【正确答案】 B 【答案

解析】 本题考核消费税的征税范围。（1）纳税人自产自用

的应税消费品，用于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的，不缴纳消费税

；用于其他方面的（如用于非应税消费品、在建工程、职工

福利、馈赠、赞助、集资、广告样品、职工福利、奖励等）

，应缴纳消费税。（2）包装物随同应税消费品“销售”的，

无论包装物是否单独计价，也不论会计上如何核算，均应当

计入应税消费品的销售额计征消费税。因此，选项C应当计

征消费税。（3）对于D项中取得的运费和装卸费是属于消费

税的价外费用，应该缴纳消费税。 【该题针对“消费税的征

收范围”知识点进行考核】 18.某烟草公司11月销售自产卷

烟3000箱，取得不含增值税的价款2000万元（适用税率45％，

适用税额为每箱150元），销售自产雪茄烟200箱，取得不含

增值税的价款300万元（适用税率25％）。该公司当月应纳消

费税为（ ）。 A.945万元 B.975万元 C.1020万元 D.1023万元 【

正确答案】 C 【答案解析】 本题考核销售自产卷烟和雪茄烟

应纳消费税税额的计算。销售自产卷烟应纳消费税＝3000

×0.015＋2000×45％＝45＋900＝945（万元）；销售自产雪茄

烟应纳消费税＝300×25％＝75（万元）；合计应纳消费税

＝945＋75＝1020（万元）。 【该题针对“消费税的计算”知

识点进行考核】 19.某公司将自制产品作为职工福利发放，该

产品成本100万元，核定的利润40万元，适用30%的消费税税



率，则该产品应缴纳消费税（ ）万元。 A.12 B.30 C.60 D.42 【

正确答案】 C 【答案解析】 本题考核消费税的计算。根据规

定，将自产的货物用于职工福利的，需要计算缴纳消费税的

。同时对于没有同类消费品销售价格的，应该按照组成计税

价格计算纳税。应纳消费税税额＝（成本 利润）÷（1-消费

税税率）×消费税税率＝（100 40）÷（1-30％）×30％＝60

万元。 【该题针对“消费税的计算”知识点进行考核】 20.A

厂委托B厂加工一批应税消费品，A厂提供的原材料成本

为54000元，B厂收取加工费9000元，该应税消费品适用税率

为30％，受托的B厂没有同类消费品的销售价格。A厂将委托

加工的已税消费品一半用于直接销售，但当月未销售，另外

一半用于继续生产最终应税消费品后销售，当月取得销售收

入额89000元，适用税率为40％。A厂实际应向税务机关缴纳

的消费税额为（ ）。 A.8600元 B.49100元 C.24028.5元 D.22100

元 【正确答案】 D 【答案解析】 本题考核消费税的计算和缴

纳。A厂涉及两项消费税应税业务，一项是委托加工应税消

费品，另一项是销售最终应税消费品义务，委托加工业务应

纳消费税＝（54000＋9000）÷（1－30％）×30%＝27000（元

）。销售最终应消费品业务应纳消费税＝89000×40％－27000

÷2＝35600－13500＝22100（元）。由于委托加工业务缴纳的

消费税由受托方代收代缴，因此不是A厂自行申报缴纳的消

费税，不应计算在内，但是用于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因此

可以抵扣消费税。 【该题针对“消费税的计算”知识点进行

考核】 21.某进出口公司2006年9月7日报关进口一批韩国小轿

车，海关于当日填开完税凭证，该公司进口消费税和增值税

最后的纳税时间为（ ）。 A.9月13日 B.9月14日 C.9月16日 D.9



月21日 【正确答案】 D 【答案解析】 本题考核进口货物的增

值税和消费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按照现行规定，进口应

税消费品应在海关填发税款缴纳证之日起15日内缴纳税款。 

【该题针对“进口货物的关税、进口消费税、进口增值税”

知识点进行考核】 22.下列各项中，符合消费税纳税义务发生

时间规定的是（ ）。 A.进口的应税消费品，为报关进口的当

天 B.自产自用的应税消费品，为该货物生产的当天 C.委托加

工的应税消费品，为支付加工费的当天 D.采取预收货款结算

方式的，为收到预收款的当天 【正确答案】 A 【答案解析】 

本题考核消费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1）进口的应税消费

品，为报关进口的当天；（2）委托加工的应税消费品，为纳

税人提货的当天；（3）采取预收货款结算方式的，为发出货

物的当天。 【该题针对“消费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和地点

”知识点进行考核】 23.某卷烟厂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其消

费税以一个月为一期缴纳，其申报纳税的期限为自期满之日

起（ ）。 A.10日内 B.5日内 C.15日内 D.30日内 【正确答案】

A 【答案解析】 本题考核消费税的纳税期限。根据规定，增

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的纳税人以1个月为一期纳税的，自纳

税期满之日起10日内申报纳税。 【该题针对“消费税的纳税

义务发生时间和地点”知识点进行考核】 24.关于营业税的扣

缴义务人，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A.个人转让著作权，以

受让者为扣缴义务人 B.单位或个人举行演出，由他人售票的

，以售票者为扣缴义务人 C.建筑安装业务实行分包或转包的

，以分包人或转包人为扣缴义务人 D.委托金融机构发放贷款

的，以受托发放贷款的金融机构为扣缴义务人 【正确答案】

C 【答案解析】 本题考核营业税的扣缴义务人。建筑安装业



务实行分包或转包的，其应纳税款以总承包人为扣缴义务人

。 【该题针对“营业税的基本规定”知识点进行考核】 25.根

据我国《营业税暂行条例》的规定，下列各项中，应作为营

业税计税依据的是（ ）。 A.建筑业的总承包人将工程承包或

者分包给他人，以工程全部承包额减增付给分包人或转包人

价款后的余额作为营业税的计税依据； B.银行取得的贷款利

息收入减去存款利息支出后的金额 C.旅行社团在境内组织旅

游收取的全部旅游费用 D.娱乐业向顾客收取的烟酒、饮料、

水果、糕点收费扣除其购进成本后的金额。 【正确答案】 A 

【答案解析】 本题考核营业税计税依据的确定。根据规定，

（1）银行取得的贷款利息收入全额作为营业税的计税依据；

（2）旅游企业组团境内旅游的，以收取的全部旅游费用减去

替旅游者支付给其他单位的房费、餐费、交通、门票等费用

后的余额计征营业税。（3）娱乐业向顾客收取的烟酒、饮料

、水果、糕点收费和其它费用的总额作为营业额。 【该题针

对“营业税计税依据”知识点进行考核】 26.某娱乐城适

用20%的营业税税率，本月门票收入60万元，台位费收入40万

元，向顾客出售烟、酒收入50万元，商业企业小规模纳税人

增值税税率为4%，则该娱乐城本月应交营业税（ ）万元。

A.12 B.20 C.10 D.30 【正确答案】 D 【答案解析】 本题考核营

业税的计算。根据规定，娱乐业的营业额为经营娱乐业向顾

客收取的各项费用。（60 40 50）×20%＝30万元。 【该题针

对“营业税计税依据”知识点进行考核】 27.某歌星租用大华

体育馆举办个人演唱会，每场租金30000元，共演出三场，由

体育馆售票，共取得票款收入600000元，按票款收入的2％向

歌星经纪人支付佣金。营业税税率为3％。体育馆应为该歌星



代扣代缴的营业税税额为（ ）元。 A.15300 B.14940 C.18000

D.17640 【正确答案】 B 【答案解析】 本题考核演出行为应

纳营业税计税依据的规定。单位或个人进行演出，以全部票

价收入减去付给提供演出场所的单位、演出公司或者经纪人

的费用后的余额为营业额。计算过程：（600000－30000×3

－600000×2％）×3％＝14940元。 【该题针对“营业税计税

依据”知识点进行考核】 28.根据《营业税暂行条例》的规定

，纳税人销售不动产，其申报缴纳营业税的地点是（ ）。 A.

不动产所住地 B.纳税人居住地 C.纳税人经营所在地 D.销售不

动产行为发生地 【正确答案】 A 【答案解析】 本题考核营业

税的纳税地点。根据规定，纳税人销售不动产，应当向不动

产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营业税。 【该题针对“营业

税的义务发生时间和地点”知识点进行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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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