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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7_BB_8F_c49_243673.htm 热点知识点： 中央固定收入：

（从记忆角度分2类） （1）A关税、消费税 B船舶吨税、车辆

购置税 C海关代征的增值税和消费税 （2）A海洋石油天然气

企业所得税 B中央企业上缴利润 C铁路、邮政、商业银行 D国

家政策性银行等集中缴纳的收入营业税、所得税、利润和城

市维护建设税 地方固定收入：（从记忆角度分2类） （1）A

营业税（不含中央）、城市维护建设税（不含中央） B城镇

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 C房产税 D车船使用税 E印花税 （2

）A地方企业上缴利润 B屠宰税 C农牧业税、耕地占用税 D契

税 E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入中央和地方共享收入 （注意今年

可能会考试的点）：A增值税、B所得税、C资源税、D证券

交易印花税。 例题：03多选按照现行分税制体制，下列各税

种中，（）属于中央预算的固定收入。 A 增值税 B 消费税 C 

营业税 D 关税 E 车辆购置税 答案：BD 传统货币数量说中交

易方程式与剑桥方程式关系是（ ） A.二者都认为商品价格和

货币价值的升降取决于货币数量的变化 B.二者都认为货币需

求不仅包括交易货币，还包括贮藏货币。 C .MV = PT由费雪

提出；п= K*Y / M由庇古提出 D.货币需求不仅包括交易货币

，还包括贮藏货币由费雪提出 E .货币需求不仅包括交易货币

，还包括贮藏货币由庇古提出 正确答案是ACE 美国与英国的

商业银行一般采用的组织形式是（ ） A.单一银行制和总分行

制 B总分行制 和单一银行制 C.专业化银行制和综合化银行制

D.综合化银行制和单一银行制 正确答案是B 商业银行的负债



业务有（） A.股本、公积金、未分配利润 B.结算过程中的短

期资金占用 C.吸收存款 D.再贴现或向中央银行借款 E.同业拆

借 F.发行资本债券 G.国际货币市场借款 正确答案

是ABCDEFG 商业银行的最主要负债业务是（C） 商业银行的

资产业务有 A.票据贴现 B.短期、中期、长期贷款 C.信用放款

、担保贷款、抵押贷款和质押贷款 D.资本贷款、商业贷款和

消费贷款 E证券投资 F股票买卖 正确答案是ABCDE 商业银行

的中间业务有（） A，现金结算和转帐结算 B，资金信托和

财产信托 C，租赁业务 D，代理业务 E，咨询业务 正确答案

是ABCDE 下列属于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有（） A.同业拆借 B.

证券投资 C.股票买卖 D.转帐结算 E资金信托 F租赁业务 正确

答案是DEF 巴塞尔协议以下属于1988年巴塞尔报告内容的是

（ ） A 将银行资本分为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核心资本包括

实收股本和公开储备 B.根据不同类型的资产和表外业务的相

对风险大小，赋予它们不同的权重，即0%、10%、20%、50%

、100% C 资本与风险加权资产的比率不得低于8%，其中核心

资本比率不得低于4% D 过渡期安排 正确答案是ABCD 以下属

于2003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内容的是（ ） A 最低资本要求以资

本充足率为核心的监管思想，将资本金要求视为最重要的支

柱 B 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 C.强调以市场力量来约束银行 D 过

渡期安排E根据不同类型的资产和表外业务的相对风险大小，

赋予它们不同的权重，即0%、10%、20%、50%、100% 正确

答案是ABC 根据大纲，本部分主要内容为：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所有制关系

和产权制度。即大纲中第一部分的第一和第二节。 主要考点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的含义（两方面内容）及其客观必然性（从我国国

情出发）。 2、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容包括

： ① 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含义和原因 ② 公有制的多种实

现形式（新） 3、资源配置的含义和资源配置的基本方式 4.市

场经济的含义及其与计划经济的区别 5.市场经济的一般特点

和构成要素 6.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完善（新） ① 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 ② 现阶段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

目标和任务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所有制关系和产权

制度 1.所有制关系和所有制形式 ① 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实

质和内容及其与社会经济制度的关系 ② 生产资料所有制与财

产所有权的关系 ③ 生产资料所有制或财产所有权的基本形式 

④ 公有制的基本形式和实现形式 ⑤ 混合所有制的性质和特征

2.市场经济和现代产权制度 ① 产权的含义，内容和特征 ② 现

代产权制度的含义和特征 ③ 产权制度的作用 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① 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理论介绍（新）：DXP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过

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多次提出；1981年6月，十一届

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

明确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阶段”；十三

大，标志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 ② 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

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论

断包括两层含义：一方面，它明确了我国现阶段的社会性质

，表明了我国现阶段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具有了社会主义

社会的一般特征；另一方面，表明我国实现的社会主义还不

成熟、不完善，亦即正处在不发达的阶段。具体指从我国生



产资料私有制改造基本完成，即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基本确立

开始，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整个历史阶段例题：“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我国具有特殊的含义（ ）。 A.表明了

我国现阶段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B.明确了我国正处在从资本

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历史过渡时期 C.说明我国实现的社会主义

还不成熟、不完善 D.说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我国还未

基本建立 答案：AC2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新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使我国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发展过程：1978年，十一

届三中全会，非公有制经济是必要补充；1993年，十四届三

中全会，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1997年

，党的十五大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

经济共同发展，使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

度。 理解要点：① 以公有制为主体，不等于以国有经济为主

体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

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公有制为主体，主要体

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更要注重质的提高

；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对经济发展的控制力上

。 ② 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大力发展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十六届三中全会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明确提出，为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要：消除体制性障

碍，放宽市场准入，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

方面与其他企业享受同等待遇，支持非公有制中小企业发展

；改进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服和务监管。 （二）资源配置方式

与市场经济学习时同学们应当重点掌握两种资源配置方式的



区别，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区别；掌握市场经济的一般特

点和构成要素。 1、资源配置的两种基本方式资源稀缺性决

定了资源配置的重要性资源配置的两种基本方式为计划配置

方式和市场配置方式。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含义，二者的

区分在于以哪种资源配置方式为基础性方式。 2、市场经济

的般规定性和构成要素一般规定性，主要表现在4方面：一切

经济活动都被直接或间接按地纳入市场关系之中；企业是自

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政府

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所有经济活动都是在一整

套法律法规体系的约束下进行的市场经济的存在和正常运行

必须具备的4个条件，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构成要素：规范的

市场主体；完善的市场体系；规范的市场运行规则；有效的

宏观调控体系。例题：多选。市场经济的般特征是（ ）。 A.

一切经济活动都被直接或间接按地纳入市场关系之中 B.企业

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 C.

政府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 D.所有经济活动都是在

一整套法律法规体系的约束下进行的 E.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

基础 答案：ABCD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完善 1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是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即以公有制为主体、多

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

并存的经济制度。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结合

，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产生和存在的基础。 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制度基础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产生和存在的基

础两个概念容易混淆，注意区分。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体制框架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构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环节包括5个方面： 

①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

业制度 ②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 ③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

的、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 ④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

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

结合 ⑤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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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