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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_E8_AE_A1_E8_81_c43_257829.htm 一、单项选择题（本类

题共25小题，每小题1分，共25分。每小题备选答案中，只有

一个符合题意的正确答案。 请将选定的答案，按答题卡要求

，用2B铅笔填涂答题卡中题号1至25信息点。多选、错选、不

选均不得分） 1.根据会计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行为中，属

于伪造会计资料的是（ ）。 A.以虚假的经济业务编制会计凭

证和会计账簿 B.用涂改、挖补等手段改变会计凭证和会计账

簿的真实内容 C.随意变更会计处理方法 D.由于差错导致会计

凭证与会计账簿记录不一致 参考答案：A 答案解析：本题考

核伪造会计资料行为的种类。伪造会计资料，包括伪造会计

凭证和会计账簿。以虚假的经济业务编制会计凭证和会计账

簿的行为属于伪造会计资料的行为。 试题点评： 本题较为容

易，基础班和习题班的练习中心中均有所涉及 2.根据《会计

法》的规定。下列各项中，属于我国法定会计年度期间的是

（ ）。 A.公历1月1日起至l2月31日止 B.公历4月1日起至3月31

日止 C.公历7月l日起至6月30日止 D.由企业根据经营特点自行

确定的会计年度期间 参考答案：A 答案解析：本题考核会计

年度期间。根据规定，我国是以公历年度为会计年度，即自

公历1月1日起－12月31日止，为一个会计年度。 试题点评： 

本题较为容易，基础班和习题班的练习中心中均有所涉及 3.

根据《会计档案管理办法》的规定，会计档案的保管期限分

为永久和定期两类。关于会计档案定期保管期限的下列表述

中，符合规定的是（ ）。 A.保管期限分为3年、 5年、10年三



种 B.保管期限分为5年、10年、l5年三种 C.保管期限分为3年

、5年、1O年、15年四种 D.保管期限分为3年、 5年、10年

、15年、25年五种 参考答案：D 答案解析：本题考核会计档

案保管期限。根据规定，会计档案的定期保管期限分为3年

、5年、10年、15年、25年五种。 试题点评： 本题较为容易

，基础班和习题班的练习中心中均有所涉及 4.根据《会计从

业资格管理办法》的规定，会计人员在同会计从业资格管理

机构管辖范围内调转工作单位。且继续从事会计工作的，应

当自离开原工作单位之日起一定期限内，持会计从业资格证

书及有关材料，办理会计从业资格调转登记。该期限是（ ）

。 A.30日内 B.60日内 C.90日内 D.180日内 参考答案：C 答案

解析：本题考核会计从业资格的后续管理。根据规定，会计

人员在同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管辖范围内调转工作单位。

且继续从事会计工作的，应当自离开原工作单位之日起90日

内办理调转登记。 试题点评： 本题较为容易，基础班和习题

班的练习中心中均有所涉及 5.跟据现行《会计人员继续教育

规定》。会计人员每年应接受一定时间的继续教育培训 （面

授）。该时间累计不应少于（ ）。 A.20小时 B.24小时 C.30小

时 D.36小时 参考答案：B 答案解析：本题考核会计人员继续

教育的时间。根据规定，会计人员每年接受培训（面授）的

时间累计不应少于24小时。 试题点评： 本题较为容易，基础

班和习题班的练习中心中均有所涉及 6．按照对外购固定资

产价值的处理方式，可以将增值税划分为不同类型.目前除东

北试点地区外，我国实行的增值税属于（ ）. A.消费型增值税

B.收入型增值税 C.生产型增值税 D.实耗型增值税 参考答案

：C 答案解析：本题考核我国增值税的类型。我国增值税除



东北地区外，其他地区实行的是生产型增值税。 7.我国消费

税对不同应税消费品采用了不同的税率形式。下列应税消费

品种，适用复合计税方法计征消费税的是（ ）。 A.粮食白酒

B.酒精 C.成品油 D.摩托车 参考答案：A 答案解析：本题考核

消费税的计税办法。我国的粮食白酒、卷烟、薯类白酒实行

复合计税办法。 8.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各

项中，不属于企业所得税纳税人的是（ ）。 A.股份有限公司

B.合伙企业 C.联营企业 D.出版社 参考答案：B 答案解析：本

题考核我国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义务人。根据规定，合伙企业

缴纳的是个人所得税，不属于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义务人。 9.

某画家2006年8月将其精选的书画作品交由某出版社出版.从出

版社取得报酬1O万元。该笔报酬在缴纳个人所得税时适用的

税目是（ ）。 A.工资薪金所得 B.劳务报酬所得 C.稿酬所得

D.特许权使用费所得 参考答案：C 答案解析：本题考核所得

税的税目范围。根据规定，稿酬所得是指个人因其作品以图

书、报刊形式出版、发表而取得的所得。因此本题中，作家

将其书画作品通过“出版社”出版取得的报酬，应属于“稿

酬所得”。 10.根据税收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各项中，属于

超率累进税率的是（ ）。 A.资源税 B.城镇土地使用税 C.车辆

购置税 D.出地增值税 参考答案：D 答案解析：本题考核超率

累进税率的范围。我国土地增值税适用超率累进税率的计算

方法。 11.根据城镇土地使用税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各项中

，属于城镇土地使用税计税依据的是（ ）。 A.建筑面积 B.使

用面积 C.居住面积 D.实际占用的土地的面积 参考答案：D 答

案解析：本题考核城镇土地使用税的计税依据。根据规定，

城镇土地使用税计税依据为“实际占用的土地面积”。 12.某



企业3月份销售应税货物缴纳增值税34万元、消费税12万元，

出售房产缴纳营业税10万元、土地增值税4万元。已知该企业

所在地使用的城市维护建设税税率为7%。该企业3月份应缴

纳的城市维护建设税税额为（ ）万元。 A.4.20 B.3.92 C.3.22

D.2.38 参考答案：B 答案解析：本题考核城建税的计算。根据

规定，城建税的计税义务为纳税人“实际缴纳”的三税之和

，应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34 12 10）×7％＝3.92（万元）

。 13.根据资源税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各项中，不属于资源

税征税范围的是（ ）。 A.天然气 B.地下水 C.原油 D.液体盐 

参考答案：B 答案解析：本题考核资源税的征税范围。资源

税的征税范围中并不包括地下水。 14.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

》的规定，纳税人未按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

令其限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金，该

滞纳金的比例是滞纳税款的（ ）。 A.万分之一 B.万分之五 C.

千分之一 D.千分之二 参考答案：B 答案解析：本题考核滞纳

金的比例。根据规定，滞纳金的比例为每日万分之五。 15.根

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的规定，下列各项中，属于税收保全

措施的是（ ）。 A.暂扣纳税人税务登记证 B.书面通知纳税人

开户银行从其存款中扣缴税款 C.拍卖纳税人价值相当于应纳

税款的货物，以拍卖所得抵缴税款 D.查封纳税人价值相当于

应纳税款的货物 参考答案：D 答案解析：本题考核税收保全

措施。根据规定，选项B和选项C均为税收强制执行措施，选

项D属于税收保全措施。 16.根据《支付结算办法》的规定，

出票日期“3月20日”的规范写法是（ ）。 A.零叁月零贰拾

日 B.零叁月贰拾日 C.叁月零贰拾日 D.叁月贰拾日 参考答案

：C 答案解析：本题考核日期的规范写法。根据规定，在填



写月、日时，月为壹、贰和壹拾的，日为壹至玖和壹拾、贰

拾、叁拾的，应在其前加“零”；日为拾壹至拾玖的，应在

其前加“壹”。本题中，月为“叁”，日为“贰拾”，因此

应写为“叁月零贰拾日”。 17.根据《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

理办法》的规定，下列各项中，存款人因对特定用途资金进

行专项管理和使用而开立的账户是（ ）。 A.基本存款账户 B.

一般存款账户 C.专项存款账户 D.临时存款账户 参考答案：C 

答案解析：本题考核银行结算账户的开立。根据规定，“专

用存款账户”是存款人因对特定用途资金进行专项管理和使

用而开立的账户。本题试卷中确实写的是“专项存款账户”

，由于ABD均不符合题意，只能硬着头皮选C了。 18.关于存

款人银行结算账户管理的下列表述中，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是

（ ）。 A.存款人应以实名开立银行结算账户 B.存款人不得出

租银行结算账户 C.存款人可以出借银行结算账户 D.存款人不

得利用银行结算账户套取银行信用 参考答案：C 答案解析：

本题考核银行结算账户的使用。根据规定，存款人不得出租

和出借银行存款账户，因此选项C的说法是错误的，应该选

。 19.下列票据中，不属于《票据法》调整范围的是（ ）。

A.汇票 B.本票 C.支票 D.发票 参考答案：D 答案解析：本题考

核《票据法》的调整范围。根据规定，我国《票据法》的调

整范围包括汇票、本票和支票。选项D不属于《票据法》的

调整范围。 20.下列关于银行本票性质的表述中，不正确的是

（ ） A.银行本票的付款人见票时必须无条件付款给持票人 B.

持票人超过提示付款期限不获付款的，可向出票银行请求付

款 C.银行本票不可以背书转让 D.注明“现金”字样的银行本

票可以用于支取现金 参考答案：C 答案解析：本题考核银行



本票的相关规定。根据规定，银行本票可以背书转让，因此

选项C的说法是错误的。 21.根据《票据法》的规定。支票的

提示付款期限为（ ）。 A.自出票日起10日内 B.自出票日起1

个月内 C.自出票日起2个月内 D.自出票日起6个月内 参考答案

：A 答案解析：本题考核支票的提示付款期限。根据规定，

支票的提示付款期限为自出票日起l0日内。 22.在下列法的各

项分类中，以法的创制形式和发布形式为标准进行分类的是

（ ）。 A.成文法和不成文法 B.根本法和普通法 C.实体法和程

序法 D.般法和特别法 参考答案：A 答案解析：本题考核法的

分类。以法的创制形式和发布形式为标准进行分类的是成文

法和不成文法。 23.根据《行政复议法》的规定，行政复议决

定书发生法律效力的时间是（ ）。 A.该决定书作出之日 B.该

决定书送达之日 C.该决定书作出之日起第l5日 D.该决定书送

达之日起第60日 参考答案：B 答案解析：本题考核行政复议

决定书的生效时间。根据规定，行政复议决定书一经“送达

”，即发生法律效力。 24.甲、乙因房屋买卖纠纷欲提起诉讼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该案件享有管辖权的法院

是（ ）。 A.甲住所地法院 B.乙住所地法院 C.房屋所在地法院

D.甲、乙协议的法院 参考答案：C 答案解析：本题考核诉讼

的专属管辖。根据规定，因不动产纠纷提起的诉讼，由“不

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本题中，管辖权的法院应该在

房屋所在地。 25.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6个月内，因不可抗

力或者其他障碍致使权利人不能行使请求权的，则诉讼时效

期间计算适用的情形是（ ）。 A.诉讼时效期间的计算不受影

响，继续计算 B.诉讼时效期间暂停计算，待障碍消除后继续

计算 C.已经过的诉讼时效期间归于无效，待障碍消除后重新



计算 D.权利人可请求法院延长诉讼时效期间 参考答案：B 答

案解析：本题考核诉讼时效的中止。根据规定，在诉讼时效

期间的最后6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致使权利人不

能行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应该予以中止，也就是“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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