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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mar10"> 一、增值税（境内） 1、税额=销项税-进项税 2

、销项税=销售额*率 3、视销征税无销额，（1）当月类平均

；（2）最近类货平均，（3）组税价=成本*（1 成利率） 4、

征增税及消税：组税价=成本*（1 成润率） 消税组税价=成

本*（1 成润率）/（1-消率） 5、含税额换 不含税销额=含税

销额/1 率（一般） 不含税销额=含税销额/1 征率（小规模） 6

购农销农品，或向小纳人购农品： 准扣的进税=买价*扣率

（13%） 7、一般纳人外购货物付的运费 准扣的进税=运费*扣

除率 **随运付的装卸、保费不扣 8、小纳人纳额=销项额*征

率（6%或4%） **不扣进额 9、小纳人不含税销额=含额/（1 

征率） 10、自来水公司销水（6%） 不含税销额=发票额*（1 

征率） 二、进口货 1、组税价=关税完价 关税 消税 2、纳额=

组税价*税率 三、出口货物退（免）税 1、“免、抵、退”计

算方法（指生产企自营委外贸代出口自产） （1）纳额=内销

销税-（进税-免抵退税不免、抵税） （2）免抵退税=FOB*外

汇RMB牌价*退率-免抵退税抵减额 **FOB：出口货物离岸价

。 **免抵退税抵减额=免税购原料价*退税率 免税购原料=国

内购免原料 进料加工免税进料 进料加工免税进口料件组税

价=到岸价 关、消税 （3）应退税和免抵税 A如期末留抵税≤

免抵退税，则 应退税=期末留抵税 免抵税=免抵退税-应退税

B期末留抵税&gt.免抵退税，则： 应退税=免抵退税 免抵税=0

***期末留抵税额据《增值税纳税申报表》中“期末留抵税额



”定。 （4）免抵退税不得免和抵税 免抵退税不免和抵

税=FOB*外汇RMB牌价*（出口征率-出口退率）-免抵退税不

免抵税抵减额 免抵退税不免和抵扣税抵减额=免税进原料价*

（出口征率-出口货物退率） 2、先征后退 （1）外贸及外贸

制度工贸企购货出口，出口增税免；出口后按收购成本与退

税率算退税还外贸，征、退税差计企业成本 应退税额=外贸

购不含增税购进金额*退税率 （2）外贸企购小纳人出货口增

税退税规定： A从小纳人购并持普通发票准退税的抽纱、工

艺品等12类出口货物，销售出口货入免，退还出口货进税 退

税=[发票列（含税）销额]/（1 征率）*6%或5% B从小纳人购

代开的增税发票的出口货： 退税=增税发票金额*6%或5%. C

外企托生企加工出口货的退税规定： 原辅料退税=国内原辅

料增税发票进项*原辅料退税率 消费税 一、境内生产 1、从价

定率纳税 应税品的销售额*税率 ***销额=价款 外费，承运发

票及纳税人转交发票给购货方不计 2、从量定额纳税 应税品

的销售量*单位税额 3、混用两法征税 应税销售量*定额率 应

税销售额*比例率（适：卷烟、粮食及薯类白酒） 4、卷烟从

价定率 某牌格卷烟核定价=该牌格卷烟零售/（1 35%） 5、换

生产消费料，入股、抵债应税品 纳税人同类应税品的最高销

售格为计税依据计算消费税 6、准扣外购应税品已纳税款 已

纳税=准扣外购应税品买价*适用率 准扣外购应税品买价=期

初存买价 购进买价-期末存买价 7、产销达低污小轿越野小客

减30%的消税 应征税=法定率计消税*（1-30%） 8、自产用没

同类 组税价=（成本 利润）/（1-消率） 应纳税额=组税价*税

率 利润=成本*全国平均成本利润率（给） 二、委托加工 1、

没同类 组税价=（材料成本 加工费）/（1-消率） 应纳税额=



组税价*税率 2、应税品由受托方代收代缴，收回连续生产 准

扣委加的应税品已纳税=期初存已纳税 收回的委加已纳税-期

末存委加已纳税 三、进口 1、从价定率 组税价=（关税完税

价 关税）/（1-消率） 应纳税=组税价*消率 2、从量定额 应纳

税=应税量*单位额 3、混合 应纳税=组税价*消率 应税消量*单

位额 ***本节税除国务院令不得减免。 四、出口 1、出口免并

退 适用：出口经营权外贸购进消品出口，及外贸受他外贸委

代出口。受非生产性的商贸代理出口不退（免）。与增一致

。 2、免但不退 出口经营权生产自营或委外贸代出口，不办

退。免征生产环节消费税。不退指免征的消税消品出口已不

含消税，无须退。与增别：消税在生产环征及免，增是道道

征。 3、不免不退 4、商贸 5、退税额 （1）从价定率：应退

税=出口货物的工厂销售额*税率 （2）从量定额：应退税=出

口数量*单位额 营业税 1、纳人供劳务转无资售不动价低无正

由，按下法核营业额： （1）同类劳务销同类不动平均价； 

（2）最近同类劳务或销同类不动平均价定： 组税格=营本或

工程本*（1 成润率）/（1-营率） 成润率省自治区辖市府属地

税定。 城市维护建设税 1、城建纳税人的纳额三税“税和”

定。 纳额=纳人实缴增消营三税和*适用税率 **市区7%；县城

镇5%；非：1%. 2、卷烟和烟叶生产单位 附加=（增消税）*

征率*50% 关税 1、予以补税的减免税货物： 完税价=海关审

货原进口价*[1-申补税实用月/（监年限*12）] 2、从价税纳税 

关税=进（出）货量*单位完价*率 3、从量税纳额 关税=进（

出）口货物数量*单位货物税 4、复合税纳税 关税=进（出）

货量*单位货税 进（出）货量*单位完价*率 5、滑准税纳税 关

税=进出货量*单位完价*滑准率 6、关税滞纳金=滞关税*滞征



率*滞天 资源税 1、应纳税额=课税数量*单位税额 2、代扣代

缴应纳税额=收购未税矿产品的数量*适用的单位税额 土地增

值税 1、理论式：税额=∑（每级距的土增税*适用税 实际，

按下法： （1）增额未超扣额50%， 土增税=增额*30% （2）

增额超扣额50%，未超100%， 土增税=增额*40%-扣额*5% （3

）增额超扣额100%，未超200%， 土增税=增额*50%-扣

额*15% （4）增额超扣额的200% 土增税=增额*60%-扣额*35%

城镇土地使用税 年纳税=占用面（平方）*税额 房产税 1、从

价：纳税=房原*（1-扣例）*1.2% 2、从租：纳税=租收*12%. 

车船使用税 1、动船货车纳税=净吨位数*单位税额 2、非动船

纳税=载重吨位数*单位税额 3、载货车外动和非动车纳税=车

辆数*单位税额 4、动挂车纳税=挂车净吨位*（载货汽车净吨

位年税*70%） 5、运输的拖拉机税=所挂拖车净吨位*（载货

车净吨位年税*50%） 6、客货税额 乘人=辆数*（乘人车

税*50%） 载货=净吨位*税 印花税 税额=赁证计税金额（或应

税赁证件数）*率 契税法 税额=依据*税率 企业所得税 1、年

税工薪扣标准=年员工平均数***定均月税工资*12 2、招待费

扣标=销（营）收净*级扣例 速增数 销收比例速增数 小于1500

万5‰0 大于1500万元3‰3万 3、某年可补被并企亏得额=并企

某年未补亏前得额*（被并企净资公允价/并后并企业全部净

资产的公允价值） 4、纳税=纳得额*税率 5、纳得额=收入总

额-准予扣除项目金额 6、核定所得率，所得税=纳得额*率 纳

得额=收入额*应税所得率 或=本费支/（1-应税所得率）*应税

所得率 （应税所得率一般题目都会给出。因此，以下这个表

估计做综合题时没什么用处。在做选择题时可能会有用处：

） 应税所得率表 工交商7-20% 建、房10-20% 饮服10-25% 娱



乐10-25% 7、境外税扣限额=境内外所得按税计的纳税*（源

于外国得额/境内外得额） 8、境内投所得已纳税扣： 源联营

企应纳税=投方分回利润/（1-联营企率） 扣抵免=源联营企纳

税得额*联营企率 9、新办劳动就业服企，当年守置城镇待业

人员超从业人员总数60%，经主芝税务机关审核，可免征所

得税3年 当年置待业人员比例=当年置待人数/（企原从业人数

当年置待人数） 劳动就业服务企业期满，当年新安置待业人

占原从业人数30%以上，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可减半征所

得税2年 当年置待业人员比例=（当年置待人数/企从业人员）

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 ***以下是应纳税所得额 1、

制造业 纳额=产销润 其他润 （营外入-营外支） 产销润=产销

净额-产销本-产销税-（销、管、财费） 产销净额=产销总额-

（销退 销折让） 产销本=产品本 初产品存-末产品存 产品本=

本期生本 初半品、在品-末半品、在品 本期产本=本期耗直材

、工资 制费 2、商业 纳额=销润 其他润 营外收-营外支 销润=

销净-销本-销税-（销、管、财费 销净=销总-（销退 销折让）

销本=初商存 [本进-（进货退 进货折） 进货费]-末商存 ***注

意制造业和商业的共同的地方 3、服务业 纳额=主业净 营外

收-营外支 主业净=业收总-（业税 业支 管、财费） ***以下是

税收优惠 4、再投资退税额=再资额/（1-原企率与地率和）*

原企率*退率 5、外投者源于外企一年的税后利润一或多次直

接再投资，退税的累再投额不超下式： 再投限额=（税后利

属年外投企纳得额-该年外投企实纳税）*该年外投者占外企

股权比（分配比） ***境外所得已纳税款扣除 6、境外税扣

限=境内、外所得税法计纳税*源外国得额/境内外所得总额 7

、应纳企税=应纳得额＊企率 8、应纳地税=应纳得额*地率



***按年（终了后5个月汇算清缴）计，分季（终后15日）预

缴，多退少补。 9、季预缴企税=季纳得额*率=上年纳得

额*1/4*率 10、季预缴地税=季纳得额*地率=上年纳得额*1/4*

地率 11、年纳企税=年纳额*企率 年汇缴企纳税=年纳税1-4季

预缴企税减征所得税外税扣额 12、年纳地税=年纳得额*地率 

年汇清缴地税额=年纳地税1-4季预缴地税减征地税 13、境外

税抵限额=境内、外得按税法计税*源某外国所得/境内、外所

得和 汇总计纳所得税=境内、境外所得额*率境外税抵扣额 14

、国内支付单位与外企签借贷技术转让财产租赁合同协议，

按规定付的利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等款项，计入本期国

内支付单位的成本、费用，无论是否实际付均认同已付，且

按规定代扣代缴外国企业预提所得税。 预提实扣缴税=支付

单位付额*预提税率 15、再投退税=[再投额/1-（企率 地率

）]*企率*退率 16、所得税汇缴： 年纳税=年纳得额*（企率 

地率） 税汇缴补（退）税=年纳税-减免税-政策抵免税-预缴

税 境外补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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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