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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经济法基础》公式汇总 
第四章 增值税、消费税法律制度 

【增值税法律制度】 

1.一般计税方法应纳税额的计算 

应纳税额＝当期销项税额－当期进项税额＝销售额×适用税率－当期进项税额 

2.含税销售额的换算 

不含税销售额＝含税销售额÷（1＋增值税税率） 

3.组成计税价格的计算 

（1）只征收增值税情况下组成计税价格的计算 

组成计税价格＝成本×（1＋成本利润率） 

（2）征收增值税同时又征收消费税组成计税价格的计算 

组成计税价格＝成本×（1＋成本利润率）＋消费税税额 

或： 

组成计税价格＝成本×（1＋成本利润率）÷（1－消费税税率） 

4.购进农产品进项税额计算 

进项税额＝买价×扣除率 

5.购进国内旅客运输服务未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进项税额的计算 

（1）取得注明旅客身份信息的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时 

航空旅客运输进项税额＝（票价＋燃油附加费）÷（1＋9％）×9％ 

（2）取得注明旅客身份信息的铁路车票时 

铁路旅客运输进项税额＝票面金额÷（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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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取得注明旅客身份信息的公路、水路等其他客票时 

公路、水路等其他旅客运输进项税额＝票面金额÷（1＋3％）×3％ 

6.不得抵扣进项税额的计算 

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当期无法划分的全部进项税额×（当期简易计税方法计税项目销售额＋免征增值税项目

销售额）÷当期全部销售额 

7.已抵扣进项税额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发生规定的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的情形的计算 

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固定资产净值×适用税率 

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无形资产净值×适用税率 

8.已抵扣进项税额的不动产，发生非正常损失，或者改变用途，专用于简易计税方法计税项目、免征增值税项

目、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的计算 

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已抵扣进项税额×不动产净值率 

不动产净值率＝（不动产净值÷不动产原值）×100％ 

9.不得抵扣且未抵扣进项税额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发生用途改变，用于允许抵扣进项税额的应税项目的计算 

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净值÷（1＋适用税率）×适用税率 

10.不得抵扣且未抵扣进项税额的不动产发生用途改变，用于允许抵扣进项税额的应税项目的计算 

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增值税扣税凭证注明或计算的进项税额×不动产净值率 

11.简易计税方法应纳税额的计算 

应纳税额＝销售额×征收率 

销售额＝含税销售额÷（1＋征收率） 

12.进口货物应纳税额的计算 

应纳税额＝组成计税价格×税率 

其中组成计税价格的计算： 

①进口货物不征收消费税 

组成计税价格＝关税完税价格＋关税 

②进口货物征收消费税 

组成计税价格＝关税完税价格＋关税＋消费税 

【消费税法律制度】 

1.含增值税销售额的换算 

应税消费品的销售额＝含增值税的销售额÷（1＋增值税税率或征收率） 

2.消费税应纳税额的计算 

（1）从价计征 

应纳税额＝销售额×比例税率 

（2）从量计征 

应纳税额＝销售数量×定额税率 

（3）从价和从量复合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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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纳税额＝销售额×比例税率＋销售数量×定额税率 

3.自产自用应纳消费税的计算（无同类销售价格） 

（1）从价定率 

组成计税价格＝（成本＋利润）÷（1－比例税率） 

应纳税额＝组成计税价格×比例税率 

（2）复合计税 

组成计税价格＝（成本＋利润＋自产自用数量×定额税率）÷（1－比例税率） 

应纳税额＝组成计税价格×比例税率＋自产自用数量×定额税率 

4.委托加工应纳消费税的计算（无同类销售价格） 

（1）从价定率 

组成计税价格＝（材料成本＋加工费）÷（1－比例税率） 

应纳税额＝组成计税价格×比例税率 

（2）复合计税 

组成计税价格＝（材料成本＋加工费＋委托加工数量×定额税率）÷（1－比例税率） 

应纳税额＝组成计税价格×比例税率＋委托加工数量×定额税率 

5.进口环节应纳消费税的计算 

（1）从价定率 

组成计税价格＝（关税完税价格＋关税）÷（1－消费税比例税率） 

应纳税额＝组成计税价格×消费税比例税率 

（2）复合计税 

组成计税价格＝（关税完税价格＋关税＋进口数量×定额税率）÷（1－消费税比例税率） 

应纳税额＝组成计税价格×消费税比例税率＋进口数量×定额税率 

6.准予扣除外购应税消费品已纳消费税税款的计算 

当期准予扣除的外购应税消费品已纳税款＝当期准予扣除的外购应税消费品买价×外购应税消费品适用税率 

当期准予扣除的外购应税消费品买价＝期初库存的外购应税消费品的买价＋当期购进的应税消费品的买价－

期末库存的外购应税消费品的买价 

7.准予扣除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已纳消费税税款的计算 

当期准予扣除的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已纳税款＝期初库存的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已纳税款＋当期收回的委托

加工应税消费品已纳税款－期末库存的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已纳税款 

第五章 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法律制度 

【企业所得税法律制度】 

1.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 

应纳税所得额＝收入总额－不征税收入－免税收入－各项扣除－以前年度亏损 

＝应纳税所得额×适用税率－减免税额－抵免税额 

2.符合条件的技术转让所得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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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转让所得＝技术转让收入－技术转让成本－相关税费 

3.企业全年的季度平均值的计算 

季度平均值＝（季初值＋季末值）÷2 

全年季度平均值＝全年各季度平均值之和÷4 

【个人所得税法律制度】 

1.综合所得应纳税额的计算 

应纳税额＝应纳税所得额×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额－费用 60 000－专项扣除－专

项附加扣除－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 

2.累计预扣法预扣税款的计算 

本期应预扣预缴税额＝（累计预扣预缴应纳税所得额×预扣率－速算扣除数）－累计减免税额－累计已预扣预

缴税额 

累计预扣预缴应纳税所得额＝累计收入－累计免税收入－累计减除费用－累计专项扣除－累计专项附加扣除

－累计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 

3.劳务报酬所得预扣预缴税额的计算 

劳务报酬所得应预扣预缴税额＝预扣预缴应纳税所得额×预扣率－速算扣除数 

4.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预扣预缴税额的计算 

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应预扣预缴税额＝预扣预缴应纳税所得额×20％ 

5.非居民个人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应纳税额的计算 

应纳税额＝应纳税所得额×税率－速算扣除数 

6.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应纳税额的计算 

应纳税额＝应纳税所得额×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全年收入总额－成本、费用、税金、损失、其他支出及

以前年度亏损）×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 

7.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应纳税额的计算 

应纳税额＝应纳税所得额×适用税率＝每次收入额×适用税率 

8.财产租赁所得应纳税额的计算 

（1）每次（月）收入不足 4 000元的 

应纳税额＝[每次（月）收入额－财产租赁过程中缴纳的税费－由纳税人负担的租赁财产实际开支的修缮费用

（800元为限）－800元]×20％ 

（2）每次（月）收入在 4 000元以上的 

应纳税额＝[每次（月）收入额－财产租赁过程中缴纳的税费－由纳税人负担的租赁财产实际开支的修缮费用

（800元为限）]×（1－20％）×20％ 

9.财产转让所得应纳税额的计算 

应纳税额＝应纳税所得额×适用税率＝（收入总额－财产原值－合理费用）×20％ 

10.偶然所得应纳税额的计算 

应纳税额＝应纳税所得额×适用税率＝每次收入额×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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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全年一次性奖金应纳税额的计算 

应纳税额＝全年一次性奖金收入×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 

12.取得股票期权、股票增值权、限制性股票、股权奖励等股权激励应纳税额的计算 

应纳税额＝股权激励收入×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 

13.提前退休取得的一次性补贴收入应纳税额的计算 

应纳税额＝{[（一次性补贴收入÷办理提前退休手续至法定退休年龄的实际年度数）－费用扣除标准]×适用税

率－速算扣除数}×办理提前退休手续至法定退休年龄的实际年度数 

14.单位低价向职工售房应纳税额的计算 

应纳税额＝职工实际支付的购房价款低于该房屋的购置或建造成本价格的差额×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 

15.个人转让限售股应纳税额的计算 

应纳税所得额＝限售股转让收入－（限售股原值＋合理税费） 

应纳税额＝应纳税所得额×20％ 

第六章 其他税收法律制度 

【房产税法律制度】 

房产税应纳税额的计算 

（1）从价计征 

应纳税额＝应税房产原值×（1－扣除比例）×1.2％ 

（2）从租计征 

应纳税额＝租金收入（不含税）×12％（个人 4％） 

【契税法律制度】 

契税应纳税额的计算 

应纳税额＝计税依据（不含增值税）×税率 

【土地增值税法律制度】 

1.房地产开发费用的计算 

（1）能够按转让房地产项目计算分摊利息支出，并能提供金融机构贷款证明时 

允许扣除的房地产开发费用＝利息＋（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金额＋房地产开发成本）×省级政府确定的比

例 

（2）不能按转让房地产项目计算分摊利息支出或不能提供金融机构贷款证明时 

允许扣除的房地产开发费用＝（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金额＋房地产开发成本）×省级政府确定的比例 

2.增值额的计算 

增值额＝房地产转让收入－扣除项目金额 

3.增值率的计算 

增值率＝增值额÷扣除项目金额×100％ 

4.土地增值税应纳税额的计算 

应纳税额＝增值额×税率－扣除项目金额×速算扣除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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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单位建筑面积成本费用的计算 

单位建筑面积成本费用＝清算时的扣除项目总金额÷清算的总建筑面积 

【城镇土地使用税法律制度】 

城镇土地使用税应纳税额的计算 

全年应纳税额＝实际占用应税土地面积（平方米）×适用税额 

【车船税法律制度】 

1.车船税应纳税额的计算 

（1）乘用车、客车和摩托车应纳税额＝辆数×适用年基准税额 

（2）货车、挂车、专用作业车和轮式专用机械车应纳税额＝整备质量吨位数×适用年基准税额 

（3）机动船舶应纳税额＝净吨位数×适用年基准税额 

（4）拖船和非机动驳船应纳税额＝净吨位数×适用年基准税额×50％ 

（5）游艇应纳税额＝艇身长度×适用年基准税额 

（6）购置新车船应纳税额＝适用年基准税额÷12×应纳税月份数 

2.保险机构代收代缴车船税和滞纳金的计算 

（1）购买短期交强险的车辆 

当年应缴＝计税单位×年单位税额×应纳税月份数÷12 

（2）已向税务机关缴税或税务机关已批准减免税的车辆 

减税车辆应纳税额＝减税前应纳税额×（1－减税幅度） 

（3）对于 2007年 1月 1日前购置的车辆或者曾经缴纳过车船税的车辆，保单中“往年补缴”项目的计算 

往年补缴＝计税单位×年单位税额×（本次缴税年度－前次缴税年度－1） 

（4）对于 2007年 1月 1日以后购置的车辆，纳税人从购置时起一直未缴纳车船税的，保单中“往年补缴”

项目的计算 

往年补缴＝购置当年欠缴的税款＋购置年度以后欠缴税款 

购置当年欠缴的税款＝计税单位×年单位税额×应纳税月份数÷12 

购置年度以后欠缴税款＝计税单位年单位税额×（本次缴税年度－车辆登记年度－1） 

（5）滞纳金计算 

每一年度欠税应加收的滞纳金＝欠税金额×滞纳天数×0.5‰ 

【印花税法律制度】 

应纳税额的计算 

（1）应税合同应纳税额＝价款或者报酬×适用税率 

（2）产权转移书据应纳税额＝价款×适用税率 

（3）营业账簿应纳税额＝实收资本（股本）、资本公积合计金额×适用税率 

（4）证券交易应纳税额＝成交金额或者依法确定的计税依据×适用税率 

（5）权利、许可证照应纳税额＝应税凭证件数×定额税率 

【资源税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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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销售额 

（1）成本法 

精矿销售额＝原矿销售额＋原矿加工为精矿的成本×（1＋成本利润率） 

（2）市场法 

精矿销售额＝原矿销售额×换算比 

换算比＝同类精矿单位价格÷（原矿单位价格×选矿比） 

选矿比＝加工精矿耗用的原矿数量÷精矿数量 

2.组成计税价格 

组成计税价格＝成本×（1＋成本利润率）÷（1－税率） 

3.资源税应纳税额的计算 

（1）从价定率 

应纳税额＝应税产品的销售额×适用的比例税率 

（2）从量定额 

应纳税额＝应税产品的销售数量×适用的定额税率 

（3）扣缴义务人代扣代缴资源税应纳税额的计算 

代扣代缴应纳税额＝收购未税矿产品的数量×适用的定额税率 

【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法律制度】 

1.城市维护建设税应纳税额的计算 

应纳税额＝实际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和出口货物、劳务或者跨境销售服务、无形资产增值税免抵税额×适用

税率 

2.教育费附加应纳税额的计算 

应纳教育费附加＝实际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之和×征收比率 

【关税法律制度的规定】 

1.逾期未出境的暂进口货物的完税价格，如入境超过半年仍留在国内使用的，应自第 7个月起，按月征收进口

关税，其完税价格按原货进口时的到岸价格确定 

每月关税＝货物原到岸价格×关税税率×1÷48 

2.转让出售进口减免税货物的完税价格，在转让或出售而需补税时的完税价格 

完税价格＝原入境到岸价格×[1－实际使用月份÷（管理年限×12）] 

3.出口货物完税价格的计算 

出口货物完税价格＝离岸价格÷（1＋出口税率） 

4.关税应纳税额的计算 

（1）从价计算 

应纳税额＝应税进（出）口货物数量×单位完税价格×适用税率 

（2）从量计算 

应纳税额＝应税进口货物数量×关税单位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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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复合计算 

应纳税额＝应税进口货物数量×关税单位税额＋应税进口货物数量×单位完税价格×适用税率 

【环境保护税法律制度】 

应纳税额的计算 

（1）应税大气污染物应纳税额＝污染当量数×具体适用税额 

（2）应税水污染物应纳税额＝污染当量数×具体适用税额 

（3）应税固体废物应纳税额＝固体废物排放量×具体适用税额 

（4）应税噪声应纳税额＝超过国家规定标准的分贝数对应的具体适用税额 

【车辆购置税法律制度】 

车辆购置税应纳税额的计算 

（1）计税价格＝关税完税价格＋关税＋消费税 

（2）应纳税额＝计税依据×税率 

（3）进口应税车辆应纳税额＝（关税完税价格＋关税＋消费税）×税率 

【耕地占用税法律制度】 

耕地占用税应纳税额的计算 

应纳税额＝实际占用耕地面积（平方米）×适用税率 

【烟叶税法律制度】 

烟叶税应纳税额的计算 

应纳税额＝价款总额×税率（20％）＝收购价款×（1＋10％）×税率 

【船舶吨税法律制度】 

船舶吨税应纳税额的计算 

应纳税额＝应税船舶净吨位×适用税率 

第八章 劳动合同与社会保险法律制度 

【劳动合同法律制度】 

经济补偿金 

（1）经济补偿金＝工作年限×月工资 

（2）补偿基数的计算 

①平均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计算 

经济补偿金＝工作年限×月最低工资标准 

②月工资高于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 3倍的，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标准按职工月平均工资 3倍的数额支付 

经济补偿金＝工作年限（最高不超过 12年）×当地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 3倍 

个人养老账户月存储额＝本人月缴费工资×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