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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X牌卷烟，2002年8月发生如下业务： （1）8月5日购买一批

烟叶，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的价款为10万元，税款1.3万

元。 （2）8月15日，将8月5日购进的烟叶发往乙烟厂，委托

乙烟厂加工烟丝，收到的专用发票注明的支付加工费4万元，

税款0.68万元。 （3）收回烟丝后领取一半用于卷烟生产，另

一半直接出售，取得价款18万元，税款3.06万元。 （4）8月16

日，销售X牌卷烟100箱（标准箱，下同），每箱不含税售

价1.5万元，款项存入银行。 （5）8月23日，销售X牌卷烟200

箱，每箱不含税售价1.26万元，款项存入银行。 注：乙烟厂

无同类烟丝销售价格，国家税务总局核定的X牌卷烟计税调

拨价格为每标准箱1.3万元。 要求： 计算该烟厂当月应纳消费

税和增值税。 （1）增值税进项税额＝1.3万元 （2）被代缴消

费税＝（10 4）/（1-30%）×30%＝6（万元） 增值税进项税

额＝0.68万元 （3）扣消费税＝6×50%＝3（万元） 增值税销

项税额＝3.06万元 （4）消费税＝100×150×0.1‰ 100×1.5

×45%＝69（万元） （以计税调拨价格确定税率，因13000元

÷250条＝52元/条，故税率45%） 销税＝100×1.5×17%＝25.5

（万元）（实际价格高，以实际价格计消费税和增值税） 

（5）消费税＝200×150×0.1‰ 200×1.3×45%＝120（万元） 

增值税销项税额＝200×1.26×17%＝42.84（万元）（实际价

格低，以计税调拨价计消费税，仍以实际价格计增值税）故

应纳消费税＝69 120-3＝186（万元），另被代缴消费税6万元



。 应纳增值税＝（3.06 25.5 42.84）-（1.3 0.68）＝69.42（万元

） 2.某市某事业单位建造并出售了一栋写字楼，收入2000万

元；该单位为建造此楼支付地价款和有关费用300万元；房地

产开发成本400万元；管理费用、销售费用、财务费用计500

万元，财务费用中利息支出200万元（不能提供银行证明），

其中30万元为超过上浮度的利息；当地房地产费用扣除比例

为10%，该单位已交纳了相关的转让税费。 要求： 计算其应

纳土地增值税。 正确答案： （1）收入2000万元 （2）扣除项

目金额中，土地费300万元，成本400万元，费用（300 400）

×10%＝70（万元）， 税费2000×5%×（1 7% 3%） 2000×0.5

‰＝111（万元），合计881万元 （3）增值额2000-881＝1119

（万元） （4）增值率1119÷881＝127.01% （5）应纳税额

＝1119×50%-881×15%＝427.35（万元） 3.某沿海经济开放区

的中外合资生产型企业1992年成立，注册资本4000万美元，

经营期20年，1997年进入获利年度。1999年，该企业新增加注

册资本2000万用于企业的一个新项目。下列是该企业1997年

以后的所得状况（单位：万元）： 要求：计算该企业共缴纳

多少企业所得税。（地方所得税不计） 正确答案： 考核2003

和2004年教材增加的追加投资优惠的规定。 （1）老项目

自1997年进入获利年度，新项目1999年进入获利年度，达到

了追加金额超过1500万而且比例达到原注册资本的50%，但关

于追加投资优惠的税收规定自2002年施行，按剩余年限享受

。则该企业1999至2001年新项目按老规定随老项目所得一并

减半征税。其1999年至2001年的纳税情况： 1997年免税；1998

年免税。1999年减半征税：150×24%×50%＝18万元2000年减

半征税：230×24%×50%＝27.6万元 2001年亏损，但仍占用了



一个减半征税的优惠年度 （2）2002年以后新老项目分别计税

老项目弥补完2001年亏损后按规定税率征税：（200-20）

×24%＝43.2万元2003年老项目按规定税率征税：220×24%

＝52.8万元 2002按新的税收优惠规定，新项目从1999年起算两

免三减，但2002年以前缴纳的税款不再退还。所以1999、2000

视同规定计算的免税年度（已纳税不再退）；2001年是第一

个减半年度。2002年是新的两免三减的第二个减半征税年度

。2003年是第三个减半征税年度： （120 200）×24%×50%

＝38.4万元 （3）该企业共纳税＝18 27.6 43.2 52.8 38.4＝180万

元 4.某企业2003年度共计拥有土地65000平方米，其中免费租

给邻近部队训练占地3000平方米、幼儿园占地1200平方米、

企业内部绿化占地2000平方米。2003年度的上半年企业共有

房产原值4000万元，7月1日起企业将原值200万元、占地面

积400平方米的一栋仓库出租给某商场存放货物，租期1年，

每月租金收入1.5万元。8月10日对委托施工单位安装中央空调

的生产车间办理验收手续，由在建工程转入固定资产原值500

万元，单项核算。（城镇土地使用税4元/平方米；房产税计

算余值的扣除比例20%） 要求： （1）计算该企业2003年应缴

纳的城镇土地使用税。 （2）计算该企业2003年应缴纳的房产

税。 正确答案： （1）2003年应缴纳的城镇土地使用部： 

（65000-3000-1200）×4＝243200（元） （2）2003年应缴纳的

房产税： 4000×（1-20%）×1.2%-200×（1-20%）×1.2%

×50%＝38.4-0.96＝37.44（万元） 出租房产1.5×6×12%＝1.08

（万元） 单项核算的中央空调不计入房产价值，缴纳房产税

。 2003年应缴纳房产税＝37.44 1.08＝38.52（万元） 5.个体户

王某在市区拥有商品房两套，一套自用；另一套于2001年1



月1日出租给李某夫妇居住。协议规定，租期2年，每月租

金1000元，于每月初支付。3月份新购置门面房一套，并

于2001年4月1日租赁给某服装作经营使用，协议规定，租期

一年，2001年4月1日～2002年3月31日，月租金4000元，于每

月初支付。 要求： 请根据上述资料，分别计算王某2001年应

缴纳的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房产税、印

花税、个人所得税各是多少（城市维护建设税税率为7%，教

育费附加征收率为3%）？ 正确答案： 财税[2000]125号《关

于调整住房租赁市场税政策的通知》规定，从2001年1月1日

起，对个人按市场价格出租的居民住房，房产税暂减按4%的

税率征收。对个人出租房屋取得的所得暂减按10%的税率征

收个人所得税。 对照上述规定，王某2001年应纳的各项税额

计算如下： （1）出租住房应纳营业税＝1000×12×3%＝360

（元） 出租门面房应纳营业税＝4000×9×5%＝1800（元） 

应纳营业税合计＝360 1800＝2160（元） （2）应纳城市维护

建设税＝2160×7%＝151.20（元） 应纳教育费附加＝2160

×3%＝64.80（元） （3）出租住房应纳房产税＝1000×12

×4%＝480（元） 出租门面房应纳房产税＝4000×9×12%

＝4320（元） 应纳房产税合计＝480 4320＝4800（元） （4

）2001年1月1日应纳印花税＝12000×1‰×2＝24（元） 2001

年4月1日应纳印花税＝4000×1‰×12＝48（元） 应纳印花税

合计＝24 48＝72（元） （5）个人所得税计算过程如下： 1月

份应扣除税额＝1000×3%×（1 7% 3%） 1000×4% 24＝97（

元） 2001年1月份应纳个人所得税＝（1000-97-800）×10%

＝10.3（元） 2001年2、3月份各月应扣除税额＝1000×3%×

（1 7% 3%） 1000×4%＝73（元） 2001年2、3月份应纳个人所



得税＝[（1000-73-800）×10%]×2＝25.4（元） 2001年4月

～2001年12月王某取得的财产租赁所得由住房租赁所得和门

面房租赁所得组成。按照个人所得税法规定，财产租赁所得

以一个月取得的租赁所得为一次。因此，应将上述两项租赁

收入额合并计算，但由于两类不同的租赁收入分别适用不同

的税率，故不能把租赁所得直接按10%的税率计算，也不能

直接按20%的税率计算。如果两类租赁的月收入均超过4000元

，则可分别计算。 如果两类租赁的月收入有一项不超过4000

元，或两项均不超过4000元，则分别计算就有可能出现扣除

不准确的问题。财税[2000]25号文件对同一纳税人同一月份取

得的“两类”租赁收入如何计算个人所得税没有做出明确规

定。对此，我们认为首先应对“两类”租赁收入合并计算确

定应纳税所得，然后按照“两类”租赁收入各自占总收入的

比例对当月应纳税所得进行合理划分，再按各自所得对照适

用税率分别计算应纳税额，最后计算“两类”租赁收入应纳

税额之和，即为实际应纳个人所得税额。上述方法可称之为

“先合、后分、再税”。 计算过程如下： 2001年4月份应扣

除税额 ＝1000×3%×（1 7% 3%） 4000×5%×（1 7% 3%）

1000×4% 4000×12% 48 ＝821（元） 2001年4月份应纳税所得

额＝（1000 4000-821）×（1-20%）＝3343.20（元） 住房租赁

所得＝1000÷（1000 4000）×3343.20＝668.64（元） 住房租赁

所得应纳税额＝668.64×10%＝66.86（元） 门面房租赁所

得=4000÷（1000 4000）×3343.20=2674.56（元） 门面房租赁

所得应纳税额＝2674.56×20%＝534.91（元） 2001年4月份应

纳税额合计＝66.86 534.91＝601.77（元） 2001年5月～2001

年12月各月应扣除税额 ＝1000×3%×（1 7% 3%） 4000×5%



×（1 7% 3%） 1000×4% 4000×12%＝773（元） 各月应纳税

所得额＝（1000 4000-773）×（1-20%）＝3381.60（元） 住房

租赁所得＝1000÷（1000 4000）×3381.60＝676.32（元） 住房

租赁所得应纳税额＝676.32×10%＝67.63（元） 门面房租赁所

得＝4000÷（1000 4000）×3381.60＝2705.28（元） 门面房租

赁所得应纳税额＝2705.28×20%＝541.06（元） 2001年5月

～2001年12月应纳税额合计＝（67.63 541.06）×8＝4869.52（

元） 应纳个人所得税合计＝10.3 25.4 601.77 4869.52＝5506.99（

元） 6.位于经济特区某中外合资制药企业，1998年4月在我国

登记注册，当年获利，经营期限15年，中方与外方的投资比

例为6比4。2002年的有关经营情况如下： 实现产品销售收入

总额5000万元，服务性收入400万元；应扣除的成本3800万元

；应缴纳的增值税180万元、营业税20万元；发生销售费

用120万元（其中含广告费90万元），发生财务费用200万元

（其中含资本的利息40万元；7月1日向其他企业借款200万元

用于生产经营，借期1年，当年实际支付借款利息10万元，同

期银行的贷款利率为4.8%）；发生管理费用900万元（其中含

新产品研究开发费用60万元，交际应酬费用160万元）；营业

外支出75万元，其中列支有支付给境外总机构的特许权使用

费35万元，通过当地教育部门向某小学捐款40万元（上年度

新产品开发费用为40万元）。 该企业的外方投资者于2003年2

月将分得的2002年的税后利润（不考虑基金分配）全部用于

再投资追加本企业注册资本，追增期限8年。 要求：根据上

述资料，计算该中外合资企业应纳企业所得税和地方所得税

。（其减免同企业所得税）。 正确答案： （1）该企业1998

年为获利之年。按照规定，1998年和1999年免缴所得税，2000



年至2002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地方所得税，税率分别

为7.5%和1.5%。 （2）2002年应纳企业所得税和地方所得税： 

①计税收入＝5000 400＝5400（万元） ②税前扣除成本3800万

元、销售税金20万元 ③税前扣除销售费用120万元 ④税前扣

除财务费用： 资本的利息不得税前扣除；向其他企业借款利

息不得超过银行的贷款年利率计算的利息，超标准部分不得

税前扣除 税前扣除财务费用＝200-40-（10-200×4.8%÷2）

＝154.8（万元） ⑤税前扣除管理费用： 新产品开发费用比上

年增长达到10%以上，除在税前按实际扣除外，还可按实际

发生额的50%加扣，即加扣60×50%＝30（万元） 交际应酬费

税前扣除限额＝1500×5‰ （5000-1500）×3‰ 400×10‰＝22

（万元） 税前扣除管理费用＝900-（160-22）＝762（万元） 

⑥营业外支出中支付给境外总机构的特许权使用费35万元不

得税前扣除，通过当地教育部门向某小学捐款40万元为公益

救济性捐赠，可以税前扣除。 ⑦应纳税所得额

＝5400-3800-20-120-154.8-762-30-40＝473.2（万元） ⑧应纳企

业所得税＝473.2×15%×50%＝35.49（万元） ⑨应纳地方所

得税＝473.2×3%×50%＝7.098（万元）（3）2002年该中外合

资企业实现的税后净利润＝5400-3800-20-120-200-900-35-40-

（35.49 7.098）＝242.41（万元） （4）外方将分得的2002年的

税后利润用于增加本企业注册资本，退税率为40%，再投资

应退的税额为： （242.41×40%）÷（1-15%×50%-3%×50%

）×15%×50%×40%＝3.2（万元） 7.王某投资开立了个人独

资企业，建账设账，账册齐全。2003年该企业有关经营情况

如下： （1）取得货物销售收入180万元，其他营业收入20万

元； （2）发生营业成本140万元； （3）缴纳增值税42万元



，营业税费4.1万元（假定教育费附加为1.3万元）； （4）发

生管理费用56万元，其中支付业务招待费用10万元、缴纳个

体工商协会会员费0.5万元； （5）当年向某单位借入资金10

万元，支付利息费用1万元，同期银行贷款利息率为4.8%； 

（6）全年已计入成本费用的工资30万元，其中：雇员20人，

人均月工资1000元，共开支工资24万元（当地税务机关确定

，人均月计税工资标准为800元）,按标准计提并发生的三项经

费也已计入成本费用；投资者个人每月领取工资5000元，共

开支工资6万元,未计提三项经费。 （7）年中一辆小货车在运

输途中发生车祸被损坏，扣除已提折旧费，损失达4.5万元，

年底取得保险公司的赔款2.5万元； （8）以乙企业名义对外

投资，分得投资收益3万元； （9）通过当地民政部门对贫困

山区捐款5万元。 要求： （1）正确计算全年应缴纳的个人所

得税。 （2）王某未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指出王某行为属

于何种性质，应如何处理。 正确答案： （1）计算独资企业

经营所得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 ①计税收入＝180 20＝200（

万元） ②税前扣除的营业成本140万元；营业税费4.1万元； 

③税前扣除的管理费用： 业务招待费用扣除限额＝200×5‰

＝1（万元）〕 税前扣除的管理费用＝56-（10-1）＝47（万

元） ④向非金融机构的借款利息费用按同期银行的贷款利率

计算扣除，超过部分不得扣除。 利息费用扣除限额＝10

×4.8%＝0.48（万元） ⑤雇员工资应按当地政府确定的计税

工资标准扣除，超过部分不得扣除。 雇员工资费用扣除额

＝0.08×20×12＝19.2（万元） 雇员三项费用扣除额＝19.2×

（2% 14% 1.5%）＝3.36（万元） 工资和三项经费超标准应调

增所得额（24-19.2） 24×（2% 14% 1.5%）-3.36＝5.64（万元



） ⑥投资者个人的工资超标准应调增所得额6-0.96＝5.04（万

元） ⑦小货车损失有赔偿的部分不能扣除，净损失扣除额

＝4.5-2.5＝2（万元） ⑧对外投资分回的股息3万元，应按股

息项目单独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不能并入经营所得。 ⑨乙

企业经营所得应缴纳个人所得税计算： 应纳税所得额

＝200-140-4.1-47-0.48 5.64 5.04-2＝17.1（万元） 公益、救济捐

赠扣除限额＝17.1×30%＝5.13（万元），实际捐赠金额5万元

，可据实扣除； 应纳税所得额＝17.1-5＝12.1（万元） 2003年

经营所得应缴纳个人所得税＝12.1×35%-0.675＝3.56（万元） 

（2）分回投资收益应纳个人所得税＝3×20%＝0.6（万元） 

（3）王某2003年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为：3.56 0.6＝4.16（万

元） （4）王某行为属于偷税，偷税数额4.16万元，偷税数额

占应纳税额比例＝4.16÷ （42 4.1-1.3 4.16）×100%＝8.50%，

尚不构成犯罪，按征管法要求：应追缴税款4.16万元和加收滞

纳金，并处偷税数额50%至5倍罚款。 8.某百货商场为一般纳

税人，2002年6月发生以下购销业务： （1）销售空调机100台

，每台3000元。商场负责送货并安装，每台收取费用150元。 

（2）收取客户购买20台空调机的预付款5万元，已开具普通

发票，每台3000元。供货商在本期尚不能交货。 （3）为迎接

夏季的到来，本月购进空调两批。A01规格的空调300台，取

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价款63万元，货款已付；B01规格空

调100台，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价款20万元，尚未开出商

业汇票。 （4）购进150台冰箱，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价

款30万元，本期支付了50%的货款。 （5）将本商场自用两年

的小汽车一辆，以14万元的价格出售。该车账面原值16万元

，已提折旧3万元。 （6）截至5月份，顾客退回有质量问题的



冰箱共计20台，本期退回厂家，不含税单价2100元。已取得

厂家开具的红字发票和税务机关的证明单。 （7）为某服装

厂代销西裤一批，合同规定：零售单价168元，共计1000条；

双方协议手续费按不含税销售额的5%计算。该商场本月销

售750条，销售单价188元，已将代销清单返还给服装厂并取

得该厂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8）销售一批库存的石英

挂钟150只，单价38元。为了尽快售出，商场决定采取有奖销

售方式，奖品为卡通手表，市场售价12元，本期共计送出卡

通手表100只。 （9）特价处理一批滞销玩具，销售额3800元

。 7月初，该商场增值税申报情况如下： 当月销项税额＝

（100×3000）÷（1 17%）×17% 〔(150×38-100×12) ÷（1

17%）〕×17% 3800÷（1 17%）×17%＝44795.73（元） 当期

进项税额＝（630000 200000 300000×50%）×17%＝166600（

元） 应纳增值税＝44795.73-166600＝-121804.27（元） 营业税

申报情况如下： 应纳营业税＝168×750÷（1 17%）×5%

＝5384.62（元） 要求：根据税法有关条例规定，指出该商场

的纳税申报是否正确？如有错误，请指出错误之处，并正确

计算应纳税额。 正确答案： 该商场当月纳税申报有错误： 

（1）收取的空调安装费，应并入销售额计算应纳增值税。 

（2）收取预付款，已开具普通发票。虽然货物未交给客户但

应确认收入。 （3）购进B01规格空调，因尚未开出商业汇票

，所以不得抵扣进项税额 （4）商业企业（该商场）购进货

物货款尚未支付完毕，不得抵扣进项税额。 （5）商场自用2

年的小汽车出售，售价未超过账面原值，不缴增值税。 （6

）因质量原因发生退货，并取得厂家开具的红字专用发票，

应冲减本期进项税额。 （7）用于商场将代销的西裤加价销



售，仍与委托方按原价结算，另收手续费。所以，计算增值

税的销项税额应以实际销售额为依据，双方协议的结算价格

（代销清单上的价格）是计算进项税额的依据。另外，计征

营业税的营业额（手续费收入）应为两个部分，一是单独计

算的手续费，二是销售货物的差价。 （8）有奖销售相当于

实物折扣，折扣额不得从销售额中减除，应视同销售货物，

计算缴纳增值税。 计算该商场当月应纳增值税额： 当月销项

税额＝[100×（3000 150）÷（1 17%） 20×3000÷（1 17%）

750×188÷（1 17%） （150×38 100×12）÷（1 17%）]

×17% 3800÷（1 17%）×17%＝76529.06（元） 当月进项税额

＝630000×17% 750×168÷（1 17%）×17%-（20×2100×17%

）＝118267.69（元） 当月应纳增值税＝76529.06-118267.69

＝-41738.63（元） 计算该商场当月应纳营业税： 当月应纳营

业税所得额＝750×168÷（1 17%）×5% [750×188÷（1 17%

）-750×168÷（1 17%）] =18205.13（元） 当月应纳营业税

＝18205.13×5%＝910.26（元）9．生产企业A（一般纳税人）

本月发生以下业务：（1）进口一批货物按境外边境口岸价格

实付180万元人民币（下同），另付经纪人佣金10万元、进口

货物境内复制权费100万元。铁路运费及保险等支付至境内目

的地（货物关税率20%）。（2）将进口货物的2/3投入生产

，1/3出售，售价（含税）90万元。（3）从B商业企业（小规

模纳税人）购入部分零件取得对方税务机关开具的专用发票

上注明的价款1.25万元；从C生产企业（一般纳税人）购入原

料，专用发票上注明的价款16.7万元。零件已入库，原料尚在

运输途中。收到上月购买的原料，取得普通发票上注明的价

款120万元，料已入库。（4）售给某商业企业（小规模纳税



人）一批自制产品，价税合计收款43万元，委托B企业代销的

一批货物不含税收94万元，本月收到代销清单上注明的价税

合计数为52.48万元，支付了B企业代销手续费后，实际收

款49.85万元。销货时支付运输个体户李某运输费1300元，李

某开具了服务发票。要求：根据以上资料计算A企业应缴纳

的关税、增值税。答案：① 应纳关税=（180 10 180×1%）

×20%=38.36（万元）② 代征增值税=（180 10 1.80 38.36）

×17%=39.13（万元）③内销应纳增值税=（90÷1.17 43÷1.17

52.48÷1.17）×17%-（39.13 1.25×4%） =26.95-39.18=-12.23（

万元）留抵下期的增值税为12.23万元 10.某物资贸易公司为增

值税一般纳税人，2001年10月份发生以下业务：（1）上月购

进并入库的货物一批，本月付款，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

明价款50万元，税金8.5万元；（2）受托代销一批工具，双方

约定每套售价0.2万元（不含税），另按10%提取手续费，物

资公司在销售中将价格自行提至每套0.25万元（不含税），当

月售出200套，仍与委托方按每套0.2万元结算货款，并已取得

委托放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3）销售一批小型农用机械

，开具普通发票上注明销售额22.6万元，上月已收预收款5万

元，本月发货并办托银行托收手续，但货款未到；（4）盘亏

一批8月份购入的物资（已抵扣进项税额为6.8万元），盘亏金

额为1万元；（5）受托为某机械厂代购一批专用工具，收到

周转金40万元，销售方增值税专用发票上台头为物资公司，

销售额为30万元，税金5.1万元，物资公司向机械厂开具同等

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同时开具普通发票注明手续费为4万

元，余款已于当月返还机械厂。要求：请根据上述资料计算

物资公司当月应纳增值税和营业税。答案（1）当期销项税



额=0.25×200×17% [22.6÷（1 13%）]×13% [30 4÷（1 17%

）]×17%=16.78 （万元）（2）当期进项税额=8.5 0.2×200

×17%-1×17% 5.1=20.23（万元）（3）当期应纳增值

税=16.78-20.23=-3.45（万元）（4）当期应纳营业税=[

（0.25-0.2） 0.2×10%]×200×5%=0.5（万元） 11．某建材家

居商城2000年实际占用的土地面积为20000平方米，属于商城

的停车厂占地500平方米，拥有房产原值2800万元，该房产现

价评估值为4000万元。2001年为扩大经营规模，经批准扩

建2500平方米，扩建投资额预计280万元，于当年9月办理完

工验收手续，从在建工程转入固定资产价值为300万元。原有

运输车辆10辆，每辆净吨位5吨，7月份又购入客货两用车3辆

，每辆净吨位2吨，可乘座4人，当月投入使用。要求：请根

据以上资料计算该家居城2001年应纳的土地使用税、房产税

、车船使用税。（当地政府规定该地段土地使用税5元/平方

米；房产税扣除比率为20%；10座以下乘人汽车每辆税额200

元，载货汽车每吨税额60元）。答案:2001年应纳各种财产、

行为税为：（1）应纳土地使用税=（20000 500 2500）

×5=115000（元）=11.5（万元）（2）应纳房产税=2800×

（1-20%）×1.2% 300×（1-20%）×1.2%÷12×3 = 26.88 0.72

= 27.6 （万元）（3）应纳车船使用税=10×5×60 （2×60 200

×50%）×3÷2=3000 330=3330（元）12．甲进出口公司2002

年从A国进口货物一批，境外边境口岸实付价格折合人民

币1050万元（其中货价900万元、包装材料费8万元、向境外

中介机构支付的经纪费22万元、向自己的采购代理人支付的

购货佣金10万元、进口货物境内特许权使用费110万元）。另

支付进口后调试费7万元，起卸前运输装卸费12万元，保险费



采用估算方法。货物于3月7日运抵我国口岸，该公司于3月12

日向海关申报。海关于当天填发税款缴纳证，该公司于3月30

日解缴税款。（ 假设该货物适用的关税税率为20%，消费税

税率为5%）要求：分别计算该公司应缴的（1）关税；（2）

关税滞纳金（滞纳金比例按1‰）；（3）消费税；（4）增值

税。答案：（1）关税完税价格=（1050-10） 12 （900 12）×3

‰=1054.736（万元）（2）进口关税=1054.736×20%=210.95（

万元）（3）关税滞纳金=210.95×4天×1‰=0.8438（万元）

（4）进口消费税=（1054.736 210.95）÷（1-5%）×5%=66.62

（万元）（5）进口增值税=（1054.736 210.95 66.62）

×17%=226.49（万元）13．某建材企业2001年自行申报的产

品销售收入为4000万元，利润总额为220万元，经企业办税人

员审核，发现有以下业务需要进行所得税纳税调整：（1）年

初接受捐赠的一台设备入帐价值10万元，12月份以8万元售出

，当年未作处理。（2）因增值税偷税8万被处应纳税额2倍的

罚款，计入营业外支出。（3）本企业办公楼建设中，领用自

产建材，其成本20万元（无同类产品售价）（4）当年为建办

公楼向其他单位借款100万元，年利率7%，利息为建造期支付

，但支付的利息比银行同期同类利率高出2%。（5）本年广

告费开支120万元，业务宣传费开支38万元。（6）从联营企

业甲分回利润25万元，从联营企业乙分回利润60万元，（甲

适用33%所得税税率，乙适用15%所得税税率）。要求：根据

上述资料，帮助此办税人员正确计算该企业全年应纳企业所

得税税额。答案（1）确定应纳税所得额①出售受赠设备，以

售价与接受时资产的入帐价值中的较高者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 ②税收罚款所得额前不得扣除，需调增所得额8×2=16（



万元） ③本企业在建工程领用自产货物，20×（1 10%

）-20=2（万元） ④即使资本化的借款费用，也应按不高于金

融机构同期同类借款利息的部分资本化，需要调增所得

额=100×2%=2（万元） ⑤广告费税前扣除额=4000×2%=80

（万元），实际列支超标准40万元，业务宣传费税前扣除

额=4000×5‰=20（万元）；实际列支超标准18万元。两项需

调增所得额=40 18=58（万元）⑥从甲、乙企业分回利润需还

原成税前利润，并入应纳税所得额 =25÷（1-33%） 60÷

（1-15%）=37.31 70.59=107.9（万元）⑦全年应纳税所得

额=220 10 16 2 2 58 107.9-37.31=378.59（万元） 甲企业适用税

率与投资方一致，分回利润不需要补税，故从应纳税所得额

中调减；⑧乙企业已纳税额的税收抵免额=60÷（1-15%）

×15%=10.59（万元）（2）全年应纳企业所得税=378.59

×33%-10.59=114.3447（万元）14．某烟厂为增值税一般纳税

人，2001年10月业务如下：（1）从农民手中收购烟叶，收购

凭证上注明收购价格25万元。将上述烟叶委托某加工厂加工

成烟丝，加工厂开来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加工费为3万元，

并代收代缴了消费税（无同类产品价格）（2）烟厂将收回的

烟丝20%对外销售给一小规模纳税企业，开具普通发票上注

明销售额为9.36万元，其余80%全部当月生产领用。（3）本

月外购烟丝取得专用发票上注明税金30万元,本月生产领用当

月外购和以前外购烟丝70万元（不含增值税），继续加工卷

烟。（4） 本月售出500标准箱，开具专用发票上注明销售

额450万元。（5）厂庆发给职工白包卷烟2标准箱，每箱不含

税价格为2.5万元。（6）出口计划内卷烟800标准箱，不含增

值税价格为1600万元。要求：计算烟厂当月应纳增值税和消



费税，烟丝消费税税率30%，卷烟比例税率为45%，固定税额

为每标准箱150元。答案：（1）本月应纳消费税：①加工厂

代收代缴消费税=（25×90% 3）÷（1-30%）×30% = 10.93（

万元）②委托加工和外购烟丝已纳税额扣除额=10.93×80% 70

×30%=29.74（万元）③销售卷烟复合计税税额=（500 2）

×150÷10000 （450 2.5×2）×45%=7.53 204.75=212.28（万元

）④当月应纳消费税=212.28-29.74=182.54（万元）（注：委

托加工收回烟丝出售不再交消费税，出口计划内卷烟消费税

、增值税均免税。）（2）本月应纳增值税：销项税额=9.36

÷（1 17%）×17% 450×17% 2.5×2×17%=78.71（万元）进

项税额=25×10% 3×17% 30=33.01（万元）本月应纳增值

税=78.71-33.01=45.7（万元）15．位于经济特区的某中外合资

广告公司（外方投资额为100万美元），2001年1月1日开业经

营。2002年56月，税务机关多次通知该公司尽快办理年度所

得税申报，该公司均以无利润为由，拒不申报。当税务机关

派人员进行稽查时，该公司才提供如下纳税资料： （1）2001

年向客户收取广告费1200万元（其中支付给电视台广告发布

费200万元）。 （2）本年发生灯箱广告制作费50万元；其他

业务支出360万元； （3）管理费用400万元，其中包括一次列

支开办费200万元，支付土地使用费、城市房地产税等5万元

；交际应酬费50万元； （4）财务费用150万元，其中包括支

付外方作为投入资本的境外借款利息80万元，向其他企业借

款100万元用于资金周转而支付的年利息10万元（商业银行贷

款年利率8%）； （5）营业外支出40万元（其中因台风造成

广告牌损失30万元，保险公司同意赔偿18万元）。该公司计

算的应纳税所得额为： 应纳税所得



额=1200-200-50-360-400-150-40=0（元）要求：请根据外商投

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的有关规定，分析该公司计算的

应纳税所得额是否正确。如不正确，请指出错误之处，并列

出步骤计算应纳税所得额；同时请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和刑

法的有关规定，分析指出该公司的行为属于什么行为，应如

何处理?答案：（1）该公司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有如下错误

： ①当年广告收入缴纳的营业税可以所得税前扣除 应纳营业

税=（1200-200）×5%=50（万元） 外商投资企业不缴城建税

和教育费附加。 ②开办费应5年摊销，超标准列支额160万元

（200-200×1/5），应相应调增应纳税所得额。 ③交际应酬费

只允许列支7.5万元（500×10‰ 500×5‰），超标准列支

额42.5万元 （50-7.5），应相应调增应纳税所得额。 ④外方作

为投入资本的境外借款利息80万元不得税前列支，应相应调

增应纳税所得额。 ⑤借款利息只允许列支8万元（100×8%）

，超过商业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部分2万元 （10-8）不得列支

，应相应调增应纳税所得额。 ⑥营业外支出中有赔偿的部分

（18万元）不得税前列支，应相应调增应纳税所得额。 ⑦调

整后的应纳税所得额为： 应纳税所得额=160 42.5 80 2

18-50=252.5（万元） 应纳所得税额=252.5×15%=37.875（万

元）（2）该公司的行为属于偷税犯罪行为。（3）应按税收

征管法及刑法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①偷税数额=252.5

×15%=37.875（万元） ②应纳税额=50 37.875=87.875（万元）

③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比例为：37.875÷87.875≈43%④处

理：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30%以上并且偷税数额在10万元以上

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偷税数额1倍以上5

倍以下的罚金16、生产企业A（一般纳税人）本月发生以下业



务： （1）进口一批货物按境外边境口岸价格实付180万元人

民币（下同），另付经纪人佣金10万元、进口货物境内复制

权费100万元。铁路运费及保险等支付至境内目的地（货物关

税率为20%）。 （2）将进口货物的2/3投入生产，1/3出售，

售价（含税）90万元。 （3）从B商业企业（小规模纳税人）

购入部分零件取得对方税务机关开具的专用发票上注明的价

款1.25万元；从C生产企业（一般纳税人）购入原料，专用发

票上注明的价款16.7万元。零件已入库，原料尚在运输途中。

收到上月购买的原料，取得普通发票上注明的价款120万元，

料已入库。 （4）售给某商业企业（小规模纳税人）一批自

制产品，价税合计收款43万元，委托B企业代销的一批货物不

含税收94万元，本月收到代销清单上注明的价税合计数

为52.48万元，支付了B企业代销手续费后，实际收款48.85万

元。销货时支付运输个体户李某运输费1300元，李某开具了

服务发票。根据以上资料计算A企业应缴纳的关税、增值税

。答案:（1）应纳关税=(180 10 180×1%)×20%=38.36（万元

）（2）代征增值税=(180 10 1.80 38.36)×17%=39.13（万元）

（3）内销应纳增值税(90/1.17 43/1.17 52.48/1.17)×17%-(39.13

1.25×4%) =6.5-39.18= -12.23（万元）17、2002年4月设在县城

的A烟厂（一般纳税人）月初库存外购已购烟丝0.6万元（不

含税价），本月购入烟丝价税合计支付了9.36万元，支付运费

取得普通发票上注明的运费0.72万元，建设基金及仓储费

共0.10万元。本月销售卷烟计税调拨价为106元/条，实际售价

为每条含税价135.5元，共售出180标准箱。支付销货运费6.4万

元，取得货票。（1标准箱=250条） 委托B厂加工20标准箱卷

烟，支付不含税的原料价款30万元、加工费及代垫辅料10万



元。取得了专用发票。B厂未收缴消费税，A厂将收回的20箱

卷烟直接出售，每箱的不含税价为3.8万元。 期末库存的外购

已税烟丝1.31万元（不含税价） 本月的流转税金应于下月10

日前申报缴纳，但因A厂会计出差，14日才申报纳税。计算A

烟厂应缴纳的流转税及滞纳金。（1）应纳增值税=(135.5/1.17

×250×180×17%÷10000)-(9.36/1.17×17% 0.72×7% 6.4×7%

40/1.17×17%)=88.60-7.67=80.93（2）应纳消费税=(135.5/1.17

×250×180×45%÷10000) ( 180×150÷10000) (3.8×20×45%

20×150÷10000)-(0.6 9.36/1.17-1.31)×30%=234.52 2.7 34.2

0.3-2.19=269.53（3）应纳城建税=(85.04 269.53)×5%=17.73（

万元）（4）应缴纳的滞纳金=[(85.04 269.53)×(5/10000) 17.73

×(5/10000)]×4=0.7446（万元）18、某公司广告部本年取得

广告收入560万元，支付外单位广告制作费70万元。又支付设

计费、劳务费4.9万元。支付电视台广告发布费80万元。房产

开发部自建同质量、同标准的楼房三栋，建安总成本4500万

元（成本利润率10%）一栋自用，另两栋出售。取得收入5120

万元。7月20日公司购入客货两用车2辆，投入使用，每辆车

的载货净吨位40吨，（当地规定乘人车每辆税额80元、载货

汽车每净吨位税额20元）根据以上资料，计算公司本年应缴

纳的营业税、车船使用税。答案:广告收入应纳营业

税=(568-80)×5%=24（万元）自建建筑物销售应纳营业

税=4500×2/3×(1 10%)÷(1-3%)×3% 5120×5%=3300÷97%

×3% 256=358.06（万元）应缴纳的车船使用税=(2×80×50%

2×4×20)÷2=120（元）19、某煤矿（一般纳税人）本月生产

销售原煤800吨，价税合计收取货款110万元。使用167吨原煤

加工洗煤，本月销售洗煤150吨价税合计收的货款280万元。



出租货车取得租金收入6万元。签订财产保险合同一份，支付

保险费8.74万元，所得财产金额300万元。根据以上资料，计

算煤矿本月应缴纳的增值税、资源税、营业税印花税（煤的

资源税额为5元/吨）。答案: 增值税=(110 280)÷(1 13%)

×13%=44.87（万元）资源税=(800 167)×5=4835（元）营业

税=6×5%=0.3（万元）印花税=87400×1‰=87.4（元）20、酒

厂（一般纳税人）2001年12月发生以下业务：（1）从经销单

位购入大麦，取得专用发票上注明的不含税价26万元，货已

入库。（2）购入其他原料取得普通发票上注明的价款15.4万

元，货已入库。（3）提供价税混计3.51万元的原料委托另一

酒厂加工酒精，支付加工费及税金共0.234万元，取得专用发

票。收回后全部投入生产，加工成粮食白酒。（4）销售粮食

白酒140吨，不含税价84万元，另收的包装物押金9万元。按

合同规定本月预收货款42万元，其余款项下月收到货后十六

日内付清。24号将此批货发出。 （5）将不含税价为12万元的

粮食白酒20吨交本厂非独立核算门市部销售，门市部零

售30000斤，到得零售价款13.5万元。企业按以下办法缴纳了

增值税的消费税：增值税=42×17% 13.5/1.17×17%-26

×13%=5.72（万元）消费税=140×2000×0.5 420000×25%

20X2000×0.5 12000×25%-(35100 2340)/1.17÷(1-25%)

×25%=140000 105000 20000 30000-10666.66=284333.34（万元）

分析酒厂做法是否正确，指出错误并进行正确计算。答案:酒

厂增值税计算有误：（1）按税法规定，应按84万元计算销项

税，包装物应计销项税。（2）随加工费支付的税金可以抵扣

（3）应纳增值税:=(84 9/1.17)×17% 13.5/1.17×17%-26

×13%-0.234/1.17=15.59 1.96 3.38-0.034=14.14（万元）酒厂消费



税计算有误：（1）应按非独立核算门市部的售价和销量计征

消费税。（2）委托加工酒类产品已纳消费税不得扣除。（3

）应纳消费税=(140×2000×0.5÷10000) (84 9/1.17)×25%

(30000÷0.5÷10000) 13.5/1.17×25%=14 22.92 1.5 2.88=41.3（万

元）21、1998年开办的一城镇集体劳服企业，在册职工320人

，安置待业人员达62%。2000年底就业人员500人，2000年1月

又叫下岗职工200人。2001年的工资支出700万元，按规定比例

计提了三项经费。将原值20万元的固定资产（已提折旧16万

元）出售，取得收入11万元，发生的清理费用0.12万元，收入

未入账。仓库被盗，损失货物18万元（不含税价）因情况不

明，保险公司不予赔偿。计入了营业外支出。本年主营业务

收入3000万元，业务招待费支出20万元，损益表中的利润总

额为140万元。5月租入一辆货车，租期两年，每年支付租金9

万元，对方要求一次付清，以企业本年租金列支18万元。通

过教育局向市少年宫捐款15万元。 经事务所审计，货车租赁

同未缴印花税，向少年宫捐款漏记账。当地计税工资标准为

每人每月800元。根据以上资料，计算应绵纳的企业所得税。

答案:该企业安置待业人员超过60%，享受免企业所得税三年

的优惠（1998、1999、2000年）2001年安置待业人员达40%，

经批准可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两年。（1）计税工资：(500

200)×800×12=672（万元） 应调增所得：700-672=28（万元

）（2）允许列支的三项经费：672×(2% 14% 1.5%)=117.6（万

元） 应调增所得：700×17.5%-672×17.5%=4.9（万元）（3）

出售固定资产净收入应调增所得：11-(20-16)-0.12=6.88（万元

）（4）计入营业外支出的非正常损失应调增所得：18 (18

×17%)=18 3.06=21.06（万元）（5）允许列支的业务招待费



：(3000 11)×3% 3=12.03（万元） 应调增所得：20-12.03=7.97

（万元）（6）多列支9万元租金应调增所得（应按受益年限

列支）。（7）经教育局向少年宫的捐赠15万元允许金额扣除

，应调减所得。（8）调整应纳税所得额：140 28 4.9 6.88 21.06

7.97 9-15=202.81（万元）（9）应缴企业所得税：202.81×33%

×50%=33.46（万元）22、设在经济特区的某中外合资企业，

为产品出口企业。中外双方股权比例是6：4。经营期20年

。1990年开业，获利及产品出口情况如下： 年度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获利 -80 -50 20 70

60 90 -40 -30 80 90 100 出口 产值 70% 71% 70% 71.5% 70% 70%

75% 74% 77% 75% 76% 2001年该企业产品销售收入2800万元，

其中出口产品收入2016万元。销售成本1400万元，销售税

金350万元，三项期间费用共520万元，营业外支出额5万元。

经审计已在费用中列支了向关联企业支付的管理费10万元，

为外籍职工支付境外保险8万元。股票交易净损失19万元，以

账面价值120万元的货物向其他企业投资，投资合同上认定的

价值124万元。上述两业务账上未反映，企业进行了调整。 投

资者用分得的税后利润的50%增加本企业注册资本。 根据以

上资料计算外商投资企业2001年应缴和应退的企业所得税（

地方所得税免）答案:（1）1994年为欧获利年度，开始两年免

税，三年减半征收至1998年。（2）2001年出口产值达72%

（1440÷2000），还可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因出口企业设

在经济特区，适用15%的企业所得税率，再减半时，低于10%

，按10%计算。（3）应纳税所得额：2800-1400-350-520-5 10

8-19 (124-120)=528（万元）（4）应纳企业所得税：528

×10%=52.8（万元）（5）外国投资者用税后分得的利润增加



注册资本应退回已纳企业所得税的40%。 会计利润

：2800-1400-350-520-5-19 (124-120)=510（万元） 税后利润

：510-52.8=457.2（万元） 外商分得的利润：457.2

×40%=128.88（万元） 再投入资金：128.88×50%=91.44（万

元） 再投资退税：91.44÷(1-10%)×10%×40%=4.06（万元

）23、甲为某剧团演职人员，乙为剧团聘请有的个体演员

。2001年4月29日5月3日该剧团在A市演出五场每天一场，支

付乙的出场费为每场12000元按规定将收入的10%上交A市文

化局管理费。5月10日，乙又在B市参加该剧团演出一场，取

得出场费8000元，按10%上交B市文化局管理费。甲4月份领取

工资4500元，因参加演出领取奖金1000元。5月份甲又委托乙

演员编写了一段相声，支付了乙1000元。乙将自己购买后居

住了四年的普通住房出售，取得售房收入30万元，原购房支

出18万元。 经税务机关检查，剧团没有扣缴乙的个人所得税

，乙的其他收入也没有纳税。便通知乙申报，乙拒不申报。

对甲演员剧团代扣了4月的个人所得税430元。 根据以上资料

分析计算，甲4月份，乙4、5月份各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并

分析指出剧团和甲、乙演员的纳税行为有何错误，按征管法

如何处罚。答案:(1)甲4月应纳个人所得税：(4500 1000-800)

×15%-125=580（元）(2)乙4月份应纳个人所得税：(2

×12000-2×12000×10%)×(1-20%)×20%=3456（元）(3)乙5

月演出应纳个人所得税（B市）：(3×12000-3×12000×10%)

×(1-20%)×30%-2000=5776（元）(4)乙劳务收入应纳个人所

得税（为甲写相声段子）：(1000-800)×20%=40（元）(5)乙

卖房免征营业税应征个人所得税： (30-18)×20%=2.4（万元

）分析：（1）剧团代扣甲4月应纳税款错误，应将奖金并入



工资计征。少扣缴了150元。（2）剧团未扣缴乙的税款

共6928元（5776 1152）。按征管法规定对剧团应处应扣未扣

税款(150 6928)×50%以上3倍以下罚款。（3）甲、乙纳税人

应将自己少缴税款和未缴税款补缴，乙少缴税款（4月、5月

）共34424元，已构成偷税罪，处偷税数额1倍以上5倍以下罚

金，并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4）甲、乙补交税款

时，还应同时计算缴纳滞纳金。24.某建筑工程公司承担了某

剧院宿舍楼的建筑工程，双方议定由建筑公司包工包料。剧

院宿舍楼竣工验收后，支付给该建筑公司整个工程款额为600

万元。另外，该建筑公司还将郊区的两块地皮转让，一块地

皮转让给某技工学校，取得转让收入240万元，另一块地皮转

让给某农场作试验田，取得转让收入150万元。请计算该公司

应纳营业税税额。答案:（1）该建筑公司包工包料是混合销

售行为，征收营业税；将地皮转让给学校，按“转让无形资

产”征营业税；将地皮转让给农场免税。 （2）承担某剧院

的建筑工程适用税率为3%，应纳营业税税额=240×3%=18（

万元） （3）将地皮转让给技校适用税率为5%，应纳营业税

税额=240×5%=12（万元） （4）应纳营业税税额合计=18

12=30（万元）25.某石化厂1996年3月份销售汽油10吨，柴油9

吨，另提供本厂基建工程车辆、设备使用柴油1吨，试计算该

厂当月应纳消费税税额（汽油、柴油的消费税税率分别为每

升0.2元，0.1元；汽油每吨约为1388升，柴油每吨约为1176升

）。答案:（1）换算计量单位汽油10吨=1388×10=13880（升

） 柴油9 1=10吨=1176×10=11760（升） （2）汽油应纳消费

税税额=13880×0.20元=2776（元） （3）柴油应纳消费税税

额=11760×0.10元=1176（元） （4）该厂当月应纳消费税税



额=2776 1176 =3952（元）26.某企业到经济特区与某外国投资

者合资兴办中外合资经营企业，1995年该企业从合资企业分

回税后利润255万元，已知该企业适用企业得得税税率为33%

，合资企业适用所得税税率为15%，请计算该企业分回的税

后利润需要补缴多少所得税税额。答案:（1）来源于合资企

业的应纳税所得额=255÷（1-15%）=300（万元） （2）应纳

所得税额=300×33%=99（万元） （3）税收扣除额=300

×15%=45（万元） （4）应补缴所得税税额=99-45=54（万元

）27.某乡镇企业接受某华侨所赠房屋作办公用房，双方签订

了契约。经估计，房屋价值为1600万元，则该乡镇企业应缴

纳契税多少？（税率按4%计算）答案:应纳税额=1600

×4%=64（万元） 28.某外商投资企业在珠海从事服务业，外

商投资1000万美元，预计经营期至少20年，已获准享受税法

规定的税收优惠。企业前两年亏损共计400万美元，第三年起

每年盈利，分别为600万美元、700万美元、800万美元、1100

万美元。该企业从第一年直到第六年每年申报缴纳企业所得

税是：第一年不交所得税第二年也不交所得税第三年免征企

业所得税第四年仍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五年缴纳企业所得

税=800×15%=120（万美元）第六年缴纳企业得所税=1100

×15%=165（万美元）请依据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

税法及有关规定，具体分析该企业计算缴纳的企业所得税额

是否正确，如不正确，请指出错误之处并列出步骤，计算应

纳企业所得税税额。（1）该企业计算缴纳的企业所得税额是

不正确的。其错误是：①该企业为非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

不得享受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的税收优惠待遇（“两免三减

”），而只能按规定享受“一免两减”的优惠待遇。②减半



征税期间应适用（15%÷2）的税率。（2）正确的计算缴纳企

业所得税应为： ①第一年不交企业所得税②第二年也不交企

业所得税③第三年免征企业所得税④第四年减半征收企业所

得税： 应纳税额=700×15%÷2=52.5（万美元） ⑤第五年也

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应纳税额=800×15%÷2=60（万美元

） ⑥第六年应缴企业所得税： 应纳税额=1100×15%=165（万

美元）29.某企业为增值税的一般纳税人。1996年3月购入生产

甲产品的原材料，共支付进项税额为160000元。本月对外销

售甲产品500台，每台售价为8000元，当月即收回全部贷款。

因而，该企业给予销售机构5%的销售折扣。企业以以旧换新

方式对外销售了10台甲产品，旧产品每台折价2000元；另拨

付2台甲产品给幼儿园使用。经确定为生产这2台产品购入原

材料等所支付进项税额为500元，又拨100台甲产品给外地的

分支机构进行销售。月底该公司计算应交纳增值税为： 当月

销项税额=[500×8000×（1-5%） （8000-2000）×20]

×17%=656200（元） 当月进项税额=160000（元） 当月应纳

增值税额=656200-160000 =496200（元） 请根据《增值税暂行

条例》及有关规定，具体分析该企业计算的当月应纳增值税

税额是否正确；如有错误，请指出错在哪里，并正确计算企

业当月应纳增值税税额。答案:该企业当月应纳增值税税额不

正确。错误之处为：① 销售折扣不能从销售额扣除② 以旧换

新的旧产品折价不能从销售额中中除③ 拨给分支机构及幼儿

园的产品的销项税额未计算该企业本月应纳增值税额为： 

（500 10 2 100）×8000×17%-160000=672320（元）30.有一中

国公民，1995年1月至12月从中国境内取得工资、薪金收

入30000元，取得搞酬收入5000元；当年还从美国取得特许权



使用费收入8000元，从日本取得利息收入4000元。该纳税人

已按美、日两国税法分别缴纳了个人所得税1500元和600元。

其自己计算应补交的所得税为：5000×14%（8000-800）

×12% 4000×（1-20%）×20%-1500-600=680（元） 请根据《

个人所得税法》的有关规定分析其应补交所得税的计算是否

正确，如有错误请指出，并计算正确的数额。答案:该补交的

个人所得税计算错误。错误之处为：①未计算工资薪金应交

的个人所得税。②取得稿费、特许使用费、利息收入计算应

交个人所得税时扣除标准与适用税率错误③境外所得的税额

扣除不正确应交的个人所得税为：12×[（30000/12-800）

×10%-25] 8000×（1-20%）×20% 4000×20% 5000×（1-20%

）×20%×（1-30%）=4380（元）在境外所得的税额扣除限

额为：美国的特许权使用费的扣除限额=8000×（1-20%）

×20%=1280（元）日本的利息收入的扣除限额=4000

×20%=800（元）在美国交纳的个人所得税超过扣除限额220

元，不能从本年度扣除。在日本交纳的个人所得税低于扣除

限额，可全部抵扣，并补交差额。应补交的个人所得税为

：4380-1280-600=2500（元）31.某高级工程师本月取得如下收

入：（1）工资1600元；（2）年终奖金12000元；（3）取得省

级政府颁发的科技奖金1000元；（4）年初出版的著作加印得

到的稿酬4000元，年初取回稿酬5000元，已经纳税560元；（5

）到期国债利息1000元。请计算该工程师本月应交纳的个人

所得税。答案:（1）本月工资应纳个人所得税：（1600-800）

×10%-25 =55（元）（2）年终奖金不再减除费用，单独作为

一个月的应纳税所得；因此，年终奖金应纳个人所得税

：12000×20%-375=2025（元）（3）省级政府颁发的科技奖



金免征个人所得税；（4）著作加印取得的稿酬，应与以前出

版时取得的稿酬合并为一次计税；因此，加印稿酬应纳个人

所得税：（4000 5000）×（1-20%）×20%×70%-560=448（

元）（5）国债利息免税（6）该纳税人本月应交纳个人所得

税共计2528元。32.某汽车轮胎生产商本月以直接收款方式销

售了一批轿车轮胎，价款220万元，货尚未发出；与某专业赛

车队达成协议，赠送价值300万元自产赛车轮胎；从某国外厂

商收购一批新款轮胎，价款120万元，加工后又售出，开具普

通发票上注明车款200万元，另收包装费和运输费10万元。本

月购进原材料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税金59.50万元，上

月购入的价值30万元的轮胎加工零件被盗。请根据上述资料

计算该企业当月应纳的增值税和消费税（以上售价均为不含

税价、消费税税率为10%）。答案:（1）销项税额=[220 300 

（200 10）/（1 17%）]×17% =118.91（万元）（2）进项税

额=59.50-30×17% =54.40（万元）（3）当月应纳增值税=

118.91-54.40=64.51（万元）（4）当月应纳消费税=[220 300 

（200 10）/（1 17%）]×10% =69.95（万元）33.某企业实行限

额计税工资办法。2001年实现利润25万元，该企业职工平均

人数为100人，通过“应付工资”科目计入管理费用的工资额

为80万元，并相应提取职工福利费，工会经费和职工教育费

计入管理费用；另外，当年在管理费用中列支了30万元的无

食堂补助等补助性费用。请计算该企业当年应纳企业所得税

税额。（假设无其他纳税调整项目，计税工资扣除标准为人

均每月660元）。答案:（1）该企业2001年计税工资扣除限额

：660×12×100/10000=79.2（万元）当年实际发放工资性支出

数额：80 30=110（万元）实际发放的工资性支出大于计税工



资扣除限额，应按扣除限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需要调整所

得额30.8万元。（2）三项费用也要作调整。以计税工资为依

据计提三项经费，超过部分需调增所得税的数额：（80-79.2

）×（14% 2% 1.5%）=0.14（万元）（3）应纳税所得额=25

30.8 0.14=55.94（万元）（4）应纳所得税税额=55.94

×33%=18.46（万元）34.某企业2001年境内所得100万元人民

币，来自甲国经营所得折合人民币20万元、特许权所得折合

人民币5万元。甲国政府对其经营所得征税折合人民币8万元

，对其特许权征税折合人民币1万元。该企业2002年境内所

得80万元，来自甲国特许权所得折合人民币20万元，甲国政

府对其征税4万元。计算2001、2002年境内应纳所得税。答

案:(1)2001年：境内外所得总额=100 20 5=125（万元）所得税

总额=125×33%=41.25（万元）境外已纳税款扣除限额=41.25

×（20 5）/125=8.25（万元）实际已缴9万元，超限额0.75万元

结转下年2001年境内应纳所得税=41.25-8.25=33（万元

）(2)2002年：境内外所得总额=80 20=100（万元）所得税总

额=100×33%=33（万元）境外已纳税款扣除限额=33

×20/100=6.6（万元）实际已经缴4万元2002年境内应纳所得

税=33-4-0.75=28.2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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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