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中级经济法教材变动对比表

2020 年教材 2021 年教材 备注

章 页码 内容 页码 内容

第一章第

一节
3 《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 3 删除

第一章第

二节

4 《中华人民……民法总则》） 4 《中华人民……民法典》） 民法总则改民法典

5 债务的免除 5 删除

5 两个以上当事人 5 两个或两个以上当事人 新增

5 《合同法》……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5 《民法典》……不承担赔偿责任。” 表述调整

6 法律行为足以引起…… 6 法律行为发生…… 表述调整

7 法人的民事……业务范围为准。 6 删除

8 例如最高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8 例如《民法典》……定金的效力。 调整

9 三个月 9 九十日 调整

10 对于以上可撤销……变更的效力。 10 删除

11 居间行为 10 中介行为 调整

11 指定代理人……行使代理权。 11 删除

13 空白介绍信、空白合同文本、合同专用章 12 空白合同文本
删除“空白介绍信、合同专

用章”

第一章第

三节

22 原审人民法院或 21 删除

22 21 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申请再审的 新增

22 依照民法总则……等规定， 22 删除

23 消灭的是胜诉权，并不消灭实体权利。 22 债务人获得抗辩权……并不消灭。 调整

24 《合同法》……期限为 4年。 23 删除

25 《国家赔偿法》……之日起算。 24-25根据《国家赔偿法》……不计算在内。 修正

25 甲公民仍有权……起诉。 25 陈某向百货商场……诉讼时效期间。 调整

26 《民法总则》……重新计算。 26 删除

27 权利人依诉讼程序……给予保护。 26 删除

第二章第

一节

28 是指公司设立以经营并获取利润为目的 27 这是指公司设立以经营并获取利润为目的 变动

29 28 新增一段“我国《民法典》规定……由法 新增



人承担。”

第二章第

三节

42 代表 1/10 以上表决权的股东， 41 代表 1/10 以上表决权的股东、 变动

42 3 人至 13人 41 3～13 人 变动

44 由全体监事过半数的监事选举产生 43 由全体监事过半数选举产生 删减“的监事”

46 如果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 45
如果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

上同意
变动

52
①公司回购部分股东股份；②其他股东受让部分股东股份；③他人

受让部分股东股份；
51

①公司回购部分股东股权；②其他股东受

让部分股东股权；③他人受让部分股东股

权；

变动

第二章第

四节
P59 公司审议代表……提案 P58 删除

P63

独立董事，是指既不是公司股东，又不在公司担任除董事外的其他

职务，并与其受聘的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不存在可能妨碍其进行

独立客观判断的关系的董事。

P62

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是指不在公司担任除

董事外的其他职务，并与其受聘的上市公

司及其主要股东不存在可能妨碍其进行独

立客观判断的关系的董事。

变动

第二章第

五节

第二章第

六节

P73 经公司董事会决议收购了本公司 1万股股票 P72
经公司过半数董事出席的董事会决议收购

了本公司 1万股股票
增加

73 1 年后再注销 删减

P73-7

4
【例 2-16】解析内容

P72-7

3
【例 2-16】解析内容 变动

第二章第

七节
P76

开立账户公司除法定的会计账簿外，不得另立会计账簿。对公司资

产，不得以任何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储。
75

公司除法定的会计账簿外，不得另立会计

账簿。对公司资产，不得以任何个人名义

开立账户存储。

删减

第二章第

九节

82 （简称“丁公司”） 81 （以下简称“丁公司”） 增加

82-83股份 81-82股权 变动

第二章第

十节

P87 【例 2-20】年份变化(2016,2018) P86 【例 2-20】年份变化(2018,2020) 变动

88 （3)太平公司作出的关于甲出资不足的解决方案符合 87
（3)太平公司作出的关于甲出资不足的解

决方案不符合《公司法》
变动

第三章第 108 二、（一）有限合伙企业人数 105 二、（一）有限合伙企业的合伙人 将标题中的“人数”改为“的



三节 合伙人”

110 四、（一）倒数第二行为《物权法》、《担保法》 108 四、（一）倒数第二行为《民法典》
将《物权法》、《担保法》

改为《民法典》

111 （二）1.中为圈码 109 （二）1.中为括号码 顺序码由圈码变为括号码

第三章第

四节
114 （四）2.第三行最后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112 上数第二行最后为《劳动合同法》

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

同法》改为《劳动合同法》

第三章第

五节
无变化

第四章第

一节

119 上海证券交易所全部.....为主板市场。 116 上海证券交易所....为主板市场。 变动

120 因此，其必须....的一般规定。 117 2020 年 6 月 12 日....交易所上市。 变动

120 与主板、中小板与创业板...为中心， 117 与主板、中小板不同，科创板 变动

120 取消暂停上市、恢复上市和重新上市环境 117 删除

125 目前，我国多层次...科创板实行的 122 目前，我国公司债券....创业板实行的 变动

126 注册制的具体范围....未作出规定 123 创业板股票公开发行以及试行注册制 变动

127-1

28

3.在创业板上市公司的首次公开发行条件....对发行人的盈利能力

进行要求。
124 删除

128 4.上市公司配股的条件 124 3.主板、中小板上市公司配股的条件 变动

128 创业板实施的具体范围与步骤 124 的实施时间 变动

129 5.上市公司增发的条件 124 3.主板、中小板上市公司增发的条件 变动

129 创业板实施的具体范围与步骤 125 实施的时间 变动

129 6.在科创板上市公司的首次公开发行条件 125
5.科创板、创业板上市公司的首次公开发

行条件
变动

129 125 随着新《证券法》的....办法（试行）， 新增

129 125 、创业板 新增

129 （1）行业、技术符合科创板定位。 125
（1）符合科创板、创业板定位。在科创板

上市的...
变动

129 125 在创业板上市的发行人...的传统企业。 新增

130 依据新《证券法》的规定，....不得公开发行新股。 126 删除



130
126-1

27

6.科创板、创业板上市公司配股与增发的

条件....为主要业务的公司。
新增

130 （5）决议的有效期 128 删除

131 并经中国证监会注册 128 由证券交易所....证监会注册 变动

131 新《证券法》发布后....加以规定 129 随着新《证券法》的实施，....但是 变动

132 （3）债券信用评级达到 AAA 级； 129 删除

132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履行核准程序。 129 删除

132 核准制下....自证监会核准 129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自证监会注册 变动

132 发行完成后 5个工作日内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129 发行前报证券交易所备案 变动

132 方式进行 130 投资 变动

133 开放式基金包括....上市开放式基金等。 130 删除

135 132 创业板 删除

135 133 创业板 删除

137 2.科创板股票的发行程序 134 2.科创板、创业板股票的发行程序 变动

137 134 新《证券法》实施后，创业板试行注册制，新增

137 134
《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

（试行）》
新增

137 134 创业板 新增

137

135

第 2

行

科创板 新增

137 135 创业板设立....和政策建议 新增

137 135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 新增

137 在 3 个月内 135 在规定的期限内 变动

138 135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真实、准确、完

整。
新增

138 135 以科创板为例 新增

138 136 （创业板为深圳证券交易所） 新增

138 证监会指定网站 136 符合证监会规定条件的网站 变动



138 证监会指定报刊 136 符合证监会规定条件的报刊 变动

139 证监会指定报刊和网站 136 符合证监会规定条件的网站 变动

139 6 个月 136 1 年 变动

139 科创板股票公开发行上市程序 136
科创板、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程

序
变动、新增

139 图示中的“上交所” 137 图示中的“证交所” 变动

139 6 个月 137 1 年 变动

139 3 个月内 137 规定期限内 变动

139 科技创新咨询委员会 137
科创板科技创新咨询委员会或创业板行业

咨询专家库
变动

139 科创板上市委员会 137 上市委员会 变动

142 证券交易所尚未....作出规定 140 随着创办实施....上市条件作出规定 变动

155 需要 153 删除

第四章第

二节

165 不得低于 2亿元人民币 162 不得低于人民币 2亿元 调整表述

175 一般 15 日至 30日不等 173 一般 15~30 日不等 调整表述

第四章第

三节

194 （1）依出票人身份的不同 192 （1）依出票人的不同 删减

198 不涉及背书连续的问题 196 如继承，不涉及背书连续的问题 增加

198 该其他合法方式——依背书而取得的票据 196 删减

208 持票人——付款请求权和追索权 205 持票人——付款请求权 删减

第五章第

一节

211 我国现行的合同法律制度……义务关系的协议。 209
我国现行的合同法律……法律关系的协

议。
变动

212
《合同法》按照合同……说明《合同法》也承认无名合同和其他特

别法上的债权合同。
210

《民法典》合同编按照合同……说明《民

法典》也承认无名合同和其他特别法上的

债权合同。

变动

212 《合同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商品交换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210 删除

212 《合同法》的基本原则……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原则。 210
合同编的基本原则……不违反法律或公序

良俗原则。
变动

第五章第

二节
212

《合同法》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

式。
210 删除



213
《合同法》规定，寄送的价目表、拍卖公告、招标公告、招股说明

书等都属于要约邀请，商业广告的内容符合要约规定的，视为要约。
211

《民法典》第四百七十三条第一款规定：

拍卖公告、招标公告、招股说明书、债券

募集办法、基金招募说明书、商业广告和

宣传、寄送的价目表等为要约邀请。

变动

214 3.要约的生效时间下面整段 212 3.要约的生效时间下面整段 变动

214 撤销要约的通知应当在受要约人发出承诺通知之前到达受要约人 212
撤销要约的意思表示以对话方式……承诺

之前到达受要约人。
变动

215 ( 4 ) 承诺必须在承诺期限内作出。 213
( 4 ) 承诺必须在承诺期限内作出并到达

要约人。
新增

216
要约以对话方式作出的，应当即时作出承诺，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

除外；
214

要约以对话方式作出的，应当即时作出承

诺；
删除

216
受要约人超过承诺期限发出承诺，除要约人及时通知受要约人该承

诺有效的以外，为新要约。
214

受要约人超过承诺期限发出承诺，或者在

承诺期限内发出承诺，按照通常情形不能

及时到达要约人的，除要约人及时通知受

要约人该承诺有效的以外，为新要约。

新增

217 2.格式条款无效的情形下面具体情形 215 2.格式条款无效的情形下面具体情形 按照《民法典》变动

217 215
3.当事人一方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合

同成立，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新增

218 1.采用数据电文……，其经常居住地为合同成立的地点。 216
1.采用数据电文……，其住所地为合同成

立的地点。
变动

218
…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的地点……或者盖章不在同一地点的，

最后签名、盖章…
216

…双方当事人签名、盖章或者按指

印的地点……盖章或者按指印不在同一地

点的，最后签名、盖章…

新增

第五章第

三节

219 …催告法定代理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 218 …催告法定代理人在 30 日内予以追… 变动

219 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 218

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被

代理人已经开始履行合同义务或者接受相

对人履行的，视为对合同的追认。

新增

第五章第

四节
220 质量要求不明确的，按照国家标准……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218

质量要求不明确的，按照强制性国家标

准……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变动



221 （6）履行费用的负担不明确的，由履行义务一方负担。 218

（6）履行费用的负担不明确由履行义务一

方负担；因债权人原因增加的履行费用，

由债权人负担。

新增

221
（2）债权人请求第三人履行债务时，债务人对于债权人的一切抗辩，

第三人均可行使。
219 删除

221 219 3.第三人代替履行的合同的知识点 新增

222
中止履行合同后，如果对方在合理期限内未恢复履行能力并且未提

供适当担保的，中止履行合同的一方可以解除合同。
221

中止履行合同后，如果对方在合理期限内

未恢复履行能力并且未提供适当担保的，

视为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

中止履行合同的一方可以解除合同，并可

以请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

新增

223-2

25
三、保全措施的代位权、撤销权

221-2

24
三、保全措施的代位权、撤销权

整个知识点按照《民法典》

调整

第五章第

五节

226
根据《担保法》的规定，具有代为清偿债务能力的法人、其他组织

或者自然人，可以作保证人
225

保证人可以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

然人及法人、非法人组织
变动

227 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 225 以公益为目的的非营利法人、非法人组织 变动

227
225-2

26

订立的担保合同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

生效力。
新增

228 226
③债权人有证据证明债务人的财产不足以

履行全部债务或者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
新增

228
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

承担保证责任
226

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

确的，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
变动

228
依法将主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对于恶意的受让人不再承担保证责

任。
227

依法将主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并通知保证人

的……债权人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转让债

权的，保证人对于受

让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

变动

229 227
（3）第三人加人债务的，保证人的保证责

任不受影响。
新增

229 …内容做了变动，未经保证人同意的… 227 …内容做了变动，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 新增



的…

230-2

31
（四）保证期间与(五）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 229

（四）保证期间与(五）保证合同的诉讼时

效

整个知识点按照《民法典》

调整

231-2

36
三、抵押

229-2

35
三、抵押

整个知识点按照《民法典》

调整

236-2

39
四、质押

235-2

37
四、质押

整个知识点按照《民法典》

调整

240 应当给债务人 2个月以上履行债务的期间 238 应当给债务人 60 以上履行债务的期间 变动

240 以交付定金作为订立主合同担保的 239 以交付定金作为主合同债务履行担保的 变动

240 给付定金一方拒绝订立主合同的 239 给付定金的一方未履行主合同债务的 变动

240 收受定金的一方拒绝订立主合同的 239 收受定金的一方未履行主合同债务的 变动

241 定金应当以书面……罚则等必要事项。 删除

241 从实际交付定金之日起生效 239 从实际交付定金时成立 变动

241 当事人约定的定金……不予支持。 239 超过部分不产生定金的效力。 变动

241 视为变更定金合同 239 视为变更约定的定金数额 变动

241 定金合同不生效 239 定金合同不成立 变动

241 定金抵作价款 239 定金应当抵作价款 新增

241 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债务的 239
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

务……合同目的的

删除“约定”

新增（或者履行……目的）

241 不履行债务的，应当 240
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合同

目的的
新增

241 当事人一方不完全……另有约定的除外。 删除

第五章 第

六节

243 此种约定不得约束善意第三人 241 当事人约定非金钱……对抗善意第三人 变动

241
但是人约定金钱债权不得转让的，不得对

抗第三人。
新增

243 如《担保法》规定，……不得转让。 241 删除

241 受让人取得从权利……而受到影响。 新增

241 （2）债务人的债权……同一合同产生。 新增

242
因债权转让增加的履行费用，由让与人负

担。
新增

242 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可以……承担连带债务 新增



243 新债务人享有基于……《合同法》规定 删除

242 但原债务人对债权人……主张抵销。 新增

242 但该债务专属于原债务人自身的除外 新增

第五章 第

七节

243 债务人对同一债权人负担……（3）主债务。新增

244 当事人一方依法……解除合同的效力。 删除

243
以持续履行的债务……合理期限之前通知

对方。
新增

244-2

45
根据《合同法》司法解释……变更或者解除 243

合同成立后，合同的基础……变更或者解

除合同。
重新编写

244

3.解除的行使及其效力

（1）解除权的行使

法律规定……

（2）解除权行使的效力。

新增

244
合同因违约解除的，……担保合同另有约

定的除外。
新增

245 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 删除

245 但依照法律规定……抵销的除外。 244 但根据债务性质……抵销的除外。 变动

245 （1）按合同性质不得抵销。 244 （1）按债务性质不得抵销。 变动

245 有些合同不实际……订立合同的目的。 删除

246 未确定继承人或者 245 未确定继承人、遗产管理人或者 新增

246 债权人的继承人、监护人。 245
债权人的继承人、遗产管理人、监护人、

财产代管人。
新增

246 但是，债权人未履行对……取回提存物。 新增

246 但是债务人在合理期限内拒绝的除外。 新增

246 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 246 债权债务终止 变动

246 但涉及第三人利益或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246 但是损害第三人利益除外
变动（“涉及”改“损害”）

删除“法律另有规定的”

246 否则将损害权利质权人的利益 246 否则将损害质权人的利益 删除

246 债权债务不因混同而消灭 新增

247 《合同法》规定，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后 246 债权债务终止后 变动

247 协助、保密等义务 246 协助、保密、旧物回收等义务 新增



第五章 第

八节

247
有前述除外情形……不影响违约责任的承

担。
新增

248 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适当减少 248 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适当减少 变动

248 部分的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并处， 删除

248 《合同法》规定了三种……特别规定。 删除

第五章 第

九节

249 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不予支持。 删除

249 买受人要求出卖人……应予支持。 249 买受人可以解除合同……承担违约责任。 变动

249 对于电子交易合同……的相关规定。 删除

250
交付之后由买受人承担，但是法律……约

定的除外。
新增

251 规格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买受人 251 规格的，推定买受人 变动

251 人民法院应当以 删除

251
出卖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通知时间的

限制。
新增

252 出卖人将标的物交付给……由买受人承担； 删除

253 保护标的物的包装方式 252
保护标的物且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

环境的包装方式
新增

253 标的物的瑕疵，出卖人主张依约……不予支持。 253 标的物的瑕疵，出卖人无权……免除责任。变动

253 对价款的数额……第五项的规定。 新增

253
归买受人所有，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

除外。
新增

253 1/5，经催告后……到期价款的， 新增

254
出卖人可以要求买受人

向买受人要求支付
253

出卖人可以请求买受人

向买受人请求支付
变动

254 买受人依照《合同法》……规定要求 253 买受人请求 变动

253 出卖人对标的物保留……善意第三人。 新增

254 《合同法》规定，当事人……不予支持。 删除

253 造成出卖人损害的，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 新增

253
支付价款，经催告后再合理期限内仍未支

付
新增

254 买受人已经支付……不予支持。 删除



254 买受人在回赎期间……价格的除外。 254 买受人在回赎期限……由买受人清偿。 变动

254-2

55
试用买卖的买受人在试用期……买受人同意购买。 254

试用买卖的买受人在试用期……视为同意

购买。
变动

255 买受人主张属于……不予支持。 删除

254 试用物在试用……出卖人承担。 新增

256-2

57
【例 5-10】……由乙商场负责。 删除例题

257 如果赠与合同……公证的赠与合同 256 经过公证的……性质的赠与合同 变动

257 重大过失致使赠与的财产 256 重大过失致使应当交付的赠与的财产 新增

257 但具有救灾、扶贫……公证的赠与合同 256 但经过公证……性质的赠与合同 变动

256
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的合

法权益
新增

257
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

款时成立
新增

258 一方以欺诈、胁迫......参照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给付利息。 257 删除

258-2

59
借款利息的确定

257-2

58
借款利息的确定 该知识点重新编写

259 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的 258
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无法确定租赁期限

的
新增

258
对于不定期租赁，当事人可以随时解除合

同，但是应当在合理期限之前通知对方
新增

259
因承租人的过错致使租赁物需要维修的，

出租人不承担前款规定的维修义务
新增

259

出租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承租人转租，但

是在六个月内未提出异议的，视为出租人

同意转租。

新增

260
租赁期限届满，房屋承租人享有以同等条

件优先承租的权利
新增

262
出租人出卖租赁房屋……承租人请求出租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

法院应予支持。
261

出租人出卖租赁房屋……承租人可以请求

出租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但是，出租人与

第三人订立的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不受影

变动



响。

262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承租人主张优先购买房屋的，人民法院不予支

持：①房屋共有人行使优先购买权的；②出租人将房屋出卖给近亲

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

女、外孙子女的；③出租人履行通知义务后，承租人在 15 日内未明

确表示购买的；④第三人善意购买租赁房屋并已经办理登记手续的。

261

出租人出卖租赁房屋的，应当在出卖之前

的合理期限内通知承租人，承租人享有以

同等条件优先购买的权利；但是，房屋按

份共有人行使优先购买权或者出租人将房

屋出卖给近亲属的除外。近亲属包括配偶、

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

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出租人履行通知

义务后，承租人在十五日内未明确表示购

买的，视为承租人放弃优先购买权。出租

人委托拍卖人拍卖租赁房屋的，应当在拍

卖五日前通知承租人。承租人未参加拍卖

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

变动、新增

262 【例 5-10】《合同法》规定 261 删除

262
“出租人对租赁物享有所有权，未经登记，

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增加

263 263

“当事人约定租赁期限届满，承租人仍需

向出租人支付象征性价款，视为约定的租

金义务履行完毕后，租赁物的所有权归承

租人。”

增加

264 应当依照《合同法》 264 应当依照合同编 修改

265 264
发包人提供的主要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

——承包人可以解除合同
增加

265 265
“承包人将建设工程转包、违法分包的，

发包人可以解除合同
增加

266
因承包人的原因致使建设工程在合理使用期限内造成人身和财产损

失
265

“因承包人的原因致使建设工程在合理使

用期限内造成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失
增加

266 【例 5-13】 265 【例 5-12】 修改

266 （1）——并说明理由 265 （1）——说明理由 删除

266 （2）——并说明理由 266 （2）——说明理由 删除



266 （3）——并说明理由 266 （3）——说明理由 删除

267 （2）甲公司——行为合法。根据《合同法》的规定 266 （2）甲公司——行为合法。 删除

267 （3）乙公司——行为合法。根据《合同法》的规定 266 （3）乙公司——行为合法。 删除

第六章第

二节

266
除年应税销售额超过小规模纳税人标准的其他个人、非企业性单位、

不经常发生应税行为的企业，可选择按小规模纳税人纳税外…
272

除年应税销售额超过小规模纳税人标准的

其他个人按小规模纳税人纳税、非企业性

单位和不经常发生应税行为的企业可选择

按小规模纳税人纳税以外…

修改（该内容属于教材改正

确了）

273 “1.征收率的一般规定。”中 281
“(6)二手车经销，减按0.5%征收增值税。”

具体内容
新增

282 “2.征收率的特殊规定”中 283

(7)房地产开发企业中的一般纳税人购人

未完工的房地产老项目继续开发后，以自

己名义立项销售的不动产，属于房地产老

项目，可以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按照

5%的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

新增

第六章第

三节

283 （6）“增值税期末留底退税”中 290

⑨纳税人按照《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

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

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39

号）、《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明确部分先

进制造业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的公

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舎 2019 年第 84

号）规定取得增值税留抵退税款的，不得

再申请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先征后返

(退）政策。

新增

291

9.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当按照销售额和增值税税率计算应纳税额，

不得抵扣进项税额，也不得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

(1)一般纳税人会计核算不健全，或者不能够提供准确税务资料的。

(2)应当办理一般纳税人资格登记而未办理的。

293
删除“（二）当期进项税额

的确定”中的“9.”



294
(三）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时限

自 2017 年 7 月 1 日起……稽核比对。
293

(三）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时限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取得……继续抵扣进项

税额。

“(三）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

时限”内容变动

第六章第

四节

294 299

“(一）免征增值税的项目”中

45.纳税人将国有农用地出租给农业生产

者用于农业生产。

新增

300 1.对金融机构向小型企业……政策规定缴纳增值税。 300
(1)对金融机构向小型企业……政策规定

缴纳增值税。

“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

率 150%”变为“中国人民银

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 150%”

301 301

2.自 2019 年 8 月 20 日起，金融机构向小

型企业、微型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放 1年

期以上（不含 1年）至 5年斯以下（不含

5年）小额贷款取得的利息收人，可选择

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 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或 5年

期以上贷款市场报价利率，适用上述第 1

项规定的免征增值税政策。

新增

第六章第

五节
301

国家税务局审批同意，可以由总机构汇总向总机构所在地的主管税

务机关申报缴纳增值税。
303

税务局审批同意，可以由总机构汇总向总

机构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增值

税。

调整

第六章第

六节
304 D.生产企业出口自产货物 312 D.生产企业出口非自产货物 调整【例 6-22】的选项 D

第七章第

三节

312

企业清算所得，是指企业全部资产变现价值或者交易价格减除资产

净值、清算费用、相关税费，加上债务清偿损益等计算后的余额。

投资方企业从被清算企业分得的剩余资产，应当确认为股息所得；

321

清算所得，是指企业的全部资产可变现价

值或者交易价格减除资产净值、清算费用

以及相关税费等后的余额。投资方企从被

清算企业分得的剩余资产，其中相当

于从被清算企业累计未分配利润和累计盈

余公积中应当分得的部分，应当确认为股

息所得

表述定义调整

322 例题 7-8 329 例题 7-8 例题内容变化



330

保险企业：财产保险...15%计算

限额；

人身保险....10%计算限额。

331

保险企业....18%(含本数）的部分，在计

算应纳税所得额时

准予扣除；超过部分，允许结转以后年度

扣除。

保险行业手续费佣金扣除比

例调整变化

331 【例题 7-11】B.纳税人通过企业向自然灾害... 333
【例题 7-11】B.纳税人通过企业向遭受自

然灾害
有增加

334

第七章第

五节

(二）国家西部大开发税收优 351 (二）国家西部大开发税收优
变化，本标题下内容发生变

化。

352
351-3

52
(三）海南自由贸易港税收优惠 新增本部分知识点

352 355

自 2019 年 1月 1 日起，适用

前述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的行业范围，

扩大至全部制造业领域。

新增“自 2019年 1月 1日起，

适用

前述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

惠.的行业范围，扩大至全部

制造业领域。”

第八章第

三节

我国现行的《专利法》是…… 394 我国现行的专利法律制度主要包括…… 变动

394 根据发明的客体不同 395 根据发明的客体的不同 变动

395 是对产品的形状 395 是对产品的整体或者局部形状 变动

395 （5）用原子核变换方法…… 395
（5）用原子核变换方法以及用原子核变换

方法……
变动

395 396 该单位可以依法处置其…… 新增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丧失新颖性：（1）在中国政府主办…… 397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丧失新颖性：（1）

在国家出现紧急……
变动、新增

397 专利申请的原则包括书面申请原则…… 398
专利申请的原则包括诚实信用原则，书面

申请原则……
变动

398 398 ①诚实信用原则。…… 新增

398
同样的发明创造只能授予一项专利权。但

是……
新增

提出专利申请的 12个月内…… 399

提出专利申请的 12个月内，或者自外观设

计在中国第一次提出专利申请之日起 6个

月内……

变动



399 专利复审委员会 401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 变动

400 404 （5）开放许可…… 新增

实用新型专利使用权和外观设立专利权的期限的期限为 10年 405
实用新型专利使用权的期限为 10年，外观

设立专利权的期限为 15 年
变动

404 专利复审委员会 405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 变动

404 有一定影响的商标的，…… 413 有一定影响的商标，…… 变动

412 转让注册商标的，商标注册人…… 415 商标注册人…… 变动

415 侵权人不提供或者提供虚假的账簿…… 417 侵权人不提供或者提供虚假账簿…… 变动

第八章第

四节
423 政府采购合同适用《合同法》 424 政府采购合同应适用《民法典》合同编 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