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税法必刷 ５５０ 题

第一章　税法总论

扫 我 做 试 题

１． 纳税人的权利是建立在其纳税义务的基础之上， 处于从属地位， 所以税法具有义务性法

规的特点， 这一特点是由税收的（　 　 ）特点所决定的。
Ａ． 强制性、 固定性 Ｂ． 无偿性、 固定性

Ｃ． 无偿性、 强制性 Ｄ． 权利、 义务对等

２． 税法基本原则的核心是（　 　 ）。
Ａ． 税收法定原则 Ｂ． 税收公平原则

Ｃ． 税收效率原则 Ｄ． 实质课税原则

３． 税收负担必须根据纳税人的负担能力分配， 负担能力相等， 税负相同； 负担能力不等，
税负不同， 这是指（　 　 ）。
Ａ． 税收法定原则 Ｂ． 实质课税原则

Ｃ． 税收公平原则 Ｄ． 法律优位原则

４． 在税法的适用原则中， （　 　 ）是为了确保国家课税权的实现， 不因争议的发生而影响税

款的及时、 足额入库。
Ａ． 法律优位原则

Ｂ． 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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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程序优于实体原则

Ｄ． 实体从旧， 程序从新原则

５． （２０２０ 年）现行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划分的比例是（　 　 ）。
Ａ． １００％归中央政府

Ｂ．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分享 ５０％
Ｃ． １００％归地方政府

Ｄ． 中央政府分享 ９７％， 地方政府分享 ３％
６． （２０１９ 年）某税务稽查局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对辖区内一家企业进行税务检查时， 发现该企业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新增的注册资金按万分之五的税率缴纳了印花税， 检查结束后， 检查人员告

知该企业可去申请退还印花税已缴纳金额的 ５０％。 该检查人员的这一做法遵循的税法适

用原则是（　 　 ）。
Ａ． 税收效率原则

Ｂ． 税收公平原则

Ｃ． 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则

Ｄ． 新法优于旧法原则

７． 下列关于税法构成要素的表述中， 正确的是（　 　 ）。
Ａ． 我国个人所得税采用的是超率累进税率

Ｂ． 税率是衡量税负轻重的重要标志

Ｃ． 税目体现征税的深度

Ｄ． 消费税和企业所得税都规定有不同的税目

８． 下列各项税收法律法规中， 属于部门规章的是（　 　 ）。
Ａ．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
Ｂ．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
Ｃ．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Ｄ．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９． 不同的征税主体对不同纳税人的同一税源进行的重复征税是指（　 　 ）。
Ａ． 法律性国际重复征税

Ｂ． 经济性国际重复征税

Ｃ． 税制性国际重复征税

Ｄ． 政治性国际重复征税

１０． 下列税种中不属于中央与地方共享收入的是（　 　 ）。
Ａ． 资源税 Ｂ． 城镇土地使用税

Ｃ． 城市维护建设税 Ｄ． 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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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以下选项中， 属于税法的适用原则的有（　 　 ）。
Ａ． 程序优于实体原则

Ｂ． 法律优位原则

Ｃ． 税收效率原则

Ｄ． 新法优于旧法原则

１２． 下列关于税法与其他法律之间的关系， 表述正确的有（　 　 ）。
Ａ． 税法是国家法律的组成部分， 要依据《宪法》的原则制定

Ｂ． 税法调整方法的主要特点是平等、 等价和有偿

Ｃ． 行政法大多为授权性法规， 税法则是一种义务性法规

Ｄ． 税法具有行政法的一般特性

１３． 我国纳税人依法享有纳税人权利， 下列属于纳税人权利的有（　 　 ）。
Ａ． 依法申请减免税权

Ｂ． 控告税务人员的违法违纪行为

Ｃ． 对税务机关做出的决定享有申辩权

Ｄ． 要求税务机关为纳税人的商业秘密保密

１４． （２０２０ 年）下列税种中， 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通过， 以国家法律形式发

布实施的有（　 　 ）。
Ａ． 资源税 Ｂ． 车辆购置税

Ｃ． 增值税 Ｄ． 环境保护税

１５． （２０１９ 年）下列涉税服务内容， 会计师事务所可以从事的有（　 　 ）。
Ａ． 税务咨询 Ｂ． 纳税审查

Ｃ． 税收策划 Ｄ． 税务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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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下列各项中， 符合我国税收立法规定的有（　 　 ）。
Ａ． 税收法律由国务院审议通过后以国务院总理名义发布实施

Ｂ． 国务院及所属税务主管部门有权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税收行政法规和规章

Ｃ． 税收行政法规由国务院负责审议通过后以提案形式提交全国人大或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

Ｄ． 《个人所得税法》和《企业所得税法》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的税收

法律

１７． 下列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立法的有（　 　 ）。
Ａ．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Ｂ． 《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
Ｃ． 《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 Ｄ． 《增值税暂行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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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增值税法

扫 我 做 试 题

１８． 下列有关增值税征税范围的说法错误的是（　 　 ）。
Ａ． 包括电力、 热力、 气体

Ｂ． 包括单位聘用的员工为本单位或者雇主提供加工、 修理修配劳务

Ｃ． 拍卖行受托拍卖取得的手续费或佣金收入， 按照经纪代理服务征收增值税

Ｄ． 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中， 承租方出售资产的行为不属于增值税的征税范围， 不征收

增值税

１９． 按现行增值税有关规定， 下列关于增值税计税依据的表述， 正确的

是（　 　 ）。
Ａ． 以旧换新方式销售彩电， 以新彩电售价扣除旧彩电作价后的余额作

为计税依据

Ｂ． 折扣销售方式， 以在同一张发票金额栏上注明的销售额扣除折扣额

后的余额作为计税依据

Ｃ． 还本销售方式， 以售价扣除还本支出后的余额作为计税依据

Ｄ． 以物易物销售方式， 以购销金额的差额作为计税依据

２０． 下列对销项税额的处理， 错误的是（　 　 ）。
Ａ． 农业生产者销售自产农产品不确认销项税额

Ｂ． 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企业提供境内机票代理服务， 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 扣

除向客户收取并支付给航空运输企业或其他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企业的境内机票净结算

款和相关费用后的余额为销售额

Ｃ． 一般纳税人企业销售已使用的 ２００８ 年购置的未抵扣过进项税额的固定资产， 应当缴

纳的增值税计入当期销项税额

Ｄ． 一般纳税人以货物抵债， 按近期同类产品平均售价计算销项税额

２１． 下列增值税税务处理正确的是（　 　 ）。
Ａ．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某活动板房厂销售自产活动板房并提供安装服务， 应该按照“销售货物”
缴纳 １３％的增值税

Ｂ． 运输工具舱位互换业务， 按照“交通运输服务”缴纳增值税

Ｃ． 纳税人对安装运行后的机器设备提供的维护保养服务， 按照“建筑服务”缴纳增值税

Ｄ． 出租车公司向使用本公司自有出租车的出租车司机收取的管理费用， 按“租赁服务”
征收增值税

２２． 下列选项中， 属于增值税混合销售行为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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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商场销售商品并出租闲置的楼层供其他企业办公

Ｂ． 汽车销售公司销售汽车并为其他客户提供装饰服务

Ｃ． 纳税人销售林木的同时提供林木管护劳务

Ｄ． 电信企业提供电信服务并附设营业厅销售手机

２３． 一般纳税人发生的下列应税行为中， 不可以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的是（　 　 ）。
Ａ． 以清包工方式提供的建筑服务

Ｂ． 为甲供工程提供的建筑服务

Ｃ． 销售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３０ 日前取得的不动产

Ｄ． 提供的餐饮服务

２４． 某天津市制造厂为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销售自产的零配件， 取得销售收

入 ８０ ０００ 元； 销售使用过的旧设备（作为固定资产管理）， 取得收入 ４０ ０００ 元； 销售使

用过的物品（作为存货管理）， 取得收入 ３０ ０００ 元。 当月发生电费 １５ ０００ 元， 取得电力

公司开具的发票。 则该制造厂当月应缴纳的增值税为（　 　 ）元。
Ａ． １ ４３０ ５９ Ｂ． １ ８６５ ８１
Ｃ． ３ ９８０ ５８ Ｄ． １ ８４４ ６６

２５． 某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对外转让一栋闲置厂房， 取得收入 １ ８００ 万

元。 该厂房为企业 ２０１５ 年购入， 购入成本为 １ ２００ 万元， 该企业选择按简易计税方法计

算纳税。 则该企业应纳的增值税为（　 　 ）万元。
Ａ． ２８ ５７ Ｂ． ５９ ４６
Ｃ． ８５ ７１ Ｄ． １７８ ３８

２６． 自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允许生产、 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按照当期可

抵扣进项税额加计抵减应纳税额， 其中下列不属于生产、 生活性服务业的是（　 　 ）。
Ａ． 金融服务 Ｂ． 电信服务

Ｃ． 生活服务 Ｄ． 邮政服务

２７． 某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买入 Ａ 上市公司股票， 买入

价 ２８０ 万元， 支付手续费 ０ ０８４ 万元。 当月卖出其中的 ５０％， 发生买卖

负差 １０ 万元。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卖出剩余的 ５０％， 卖出价 ２００ 万元， 支付

手续费 ０ ０６ 万元， 印花税 ０ ２ 万元。 该企业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应缴纳增值税

（　 　 ）万元。 （以上价格均为含税价格）
Ａ． ３ ００ Ｂ． ３ ３８
Ｃ． ２ ８１ Ｄ． ２ ８３

２８． 下列关于增值税的说法正确的是（　 　 ）。
Ａ． 纳税人在同一地级行政区范围内跨县（市、 区）提供建筑服务， 收到预收款时需要向

建筑服务发生地税务机关预缴增值税

Ｂ． 纳税人通过省级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设立的交易平台转让补充耕地指标， 按照销售不

动产缴纳增值税， 税率为 ９％
Ｃ． 纳税人已售票但客户逾期未消费取得的运输逾期票证收入， 按照“交通运输服务”缴
纳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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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自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起， 纳税人为客户办理退票而向客户收取的退票费、 手续费等收

入， 按照“交通运输服务”缴纳增值税

２９． 甲县某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在乙县购进一商铺并将其出租， 其取得

的商铺租金收入应在乙县按（　 　 ）预征率预缴。
Ａ． ２％ Ｂ． ５％
Ｃ． １ ５％ Ｄ． ３％

３０． 下列关于小规模纳税人的表述， 不正确的是（　 　 ）。
Ａ． 适用增值税差额征税政策的小规模纳税人， 以差额后的销售额确定是否可以享受规

定的免征增值税政策

Ｂ． 固定期限纳税的小规模纳税人只能适用 １ 个季度为纳税期限

Ｃ． 小规模纳税人月销售额未超过 １０ 万元的， 当期无须预缴税款

Ｄ． 小规模纳税人月销售额未超过 １０ 万元的， 当期因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已经缴纳的税

款， 在增值税专用发票全部联次追回或者按规定开具红字专用发票后， 可以向主管税

务机关申请退还

３１． 根据规定， 个人购买除车辆和房租外的货物和服务， 每人每年申报退税的销售金额（含
税价格）超过（　 　 ）万元人民币的部分， 不适用外国驻华使（领）馆及其馆员在华购买

货物和服务增值税退税政策。
Ａ． ５ Ｂ． １２
Ｃ． １５ Ｄ． １８

３２． 某公司员工赵某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出差， 取得飞机票， 其中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上注明

了旅客身份信息， 票价 １ ８２０ 元， 燃油费附加 ６０ 元， 机场建设费 ５０ 元， 则该项业务可

以抵扣的进项税额是（　 　 ）元。
Ａ． １５０ ２８ Ｂ． １５４ ４０
Ｃ． １５５ ２３ Ｄ． １５９ ３６

３３． 下列关于进口环节增值税的税务处理错误的是（　 　 ）。
Ａ． 在计算进口环节的应纳增值税税额时不得抵扣任何税额， 即在计算进口环节的应纳

增值税税额时， 不得抵扣发生在我国境外的各种税金

Ｂ． 在限值以内进口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 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的进口

环节增值税、 消费税取消免征税额， 暂按法定应纳税额的 ８０％征收

Ｃ． 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的单次交易限值为人民币 ５ ０００ 元， 个人年度交易限值

为人民币 ２６ ０００ 元

Ｄ． 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自海关放行之日起 ３０ 日内退货的， 可申请退税， 并相应

调整个人年度交易总额

３４． 某副食品商店为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销售副食品取得含税销售额 ７８
５５０ 元， 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固定资产取得含税销售额２１ １００元。 该商店应缴纳的增值税

为（　 　 ）元。
Ａ． ２ ６９８ Ｂ． ２ ９０２
Ｃ． １ ９３５ Ｄ． ４ １５０

３５． 下列行为应视同销售货物征收增值税的是（　 　 ）。
Ａ． 将自产的办公桌用于财务部门办公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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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将外购的服装作为春节福利发给企业员工

Ｃ． 将委托加工收回的卷烟用于赠送客户

Ｄ． 将自产货物用于换取生产资料

３６．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某省会城市居民李某出租自有商铺取得当月含税租金收入 １１３ ０００ 元， 李某

出租商铺应缴纳的增值税为（　 　 ）元。
Ａ． ０ Ｂ． ９００
Ｃ． １ ８３４ ９５ Ｄ． ５ ３８０ ９５

３７． 某企业签订进料加工复出口货物合同，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进口料件到岸价格折合人民币

３００ 万元， 海关征收关税 ４５ 万元， 当月将部分完工产品出口， ＦＯＢ 价折合人民币

４００ 万元， 该企业进料加工计划分配率为 ７０％， 完工产品内销时适用的增值税征税率为

１３％， 退税率为 １１％， 则当期不得免征和抵扣的税额为（　 　 ）万元。
Ａ． １ ６５ Ｂ． １６
Ｃ． ２ ４ Ｄ． ５ ６

３８． （２０２０ 年）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发生的下列行为中， 不得抵扣进项税的是（　 　 ）。
Ａ． 将外购货物对外投资 Ｂ． 将外购货物用于免税项目

Ｃ． 将外购货物无偿赠送给客户 Ｄ． 将外购货物用于抵偿债务

３９． （２０２０ 年）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发生的下列行为中， 可以采用简易计税方法计征增值税的

是（　 　 ）。
Ａ． 销售矿泉水

Ｂ． 销售沥青混凝土

Ｃ． 以清包工方式提供建筑服务

Ｄ． 出租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 日后取得的不动产

４０． （２０２０ 年）下列增值税应税服务项目中， 应按照“租赁服务”计征增值税的是（　 　 ）。
Ａ． 飞机干租 Ｂ． 宾馆的住宿服务

Ｃ． 船舶期租 Ｄ． 融资性售后回租

４１． （２０２０ 年）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发生的下列应税行为中， 适用 ６％税率计征增值税的

是（　 　 ）。
Ａ． 提供建筑施工服务

Ｂ． 通过省级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设立的交易平台转让补充耕地指标

Ｃ． 出租 ２０２０ 年新购入的房产

Ｄ． 销售非现场制作食品

４２． （２０１９ 年）出租车公司向使用本公司自有出租车的司机收取管理费用， 应缴纳增值税，
该业务属于增值征税范围中的（　 　 ）。
Ａ． 物流辅助服务 Ｂ． 交通运输服务

Ｃ． 居民日常服务 Ｄ． 商务辅助服务

４３． （２０１９ 年）下列经营行为中， 属于增值税混合销售行为的是（　 　 ）。
Ａ． ４Ｓ 店销售汽车及内饰用品

Ｂ． 商场销售空调并提供安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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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餐厅提供餐饮及音乐舞蹈表演

Ｄ． 酒店提供住宿及机场接送服务

４４． （２０１８ 年）境内单位和个人发生的下列跨境应税行为中， 适用增值税零税率的是（　 　 ）。
Ａ． 向境外单位转让的完全在境外使用的技术

Ｂ． 在境外提供的广播影视节目的播映服务

Ｃ． 无运输工具承运业务的经营者提供的国际运输服务

Ｄ． 向境外单位提供的完全在境外消费的电信服务

４５． （２０１８ 年）下列行为在计算增值税销项税额时， 应按照差额确定销售额的是（　 　 ）。
Ａ． 商业银行提供贷款服务

Ｂ． 转让金融商品

Ｃ． 直销员将从直销企业购买的货物销售给消费者

Ｄ． 企业逾期未收回的包装物不再退还押金

４６． 关于不动产经营租赁服务增值税处理的表述， 以下选项不正确的是（　 　 ）。
Ａ． 一般纳税人出租其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３０ 日前取得的不动产， 可以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
按照 ５％的征收率计算应纳税额

Ｂ． 个体工商户出租住房， 按照 ５％的征收率计算应纳税额

Ｃ． 其他个人出租住房， 按照 ５％的征收率减按 １ ５％计算应纳税额， 向不动产所在地主

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Ｄ． 其他个人出租不动产（不含住房）， 按照 ５％的征收率计算应纳税额， 向不动产所在

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４７． 下列关于资管产品增值税处理规定， 表述错误的是（　 　 ）。
Ａ． 资管产品管理人运营资管产品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应税行为， 暂适用简易计税方

法， 按照 ３％的征收率缴纳增值税

Ｂ． 资管产品管理人应分别核算资管产品运营业务和其他业务的销售额和增值税应纳税额

Ｃ． 资管产品管理人应按照规定的纳税期限， 汇总申报缴纳资管产品运营业务和其他业

务增值税

Ｄ． 对资管产品在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前运营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应税行为， 应照章缴纳增

值税

４８． 下列不属于适用增值税免税政策情形的是（　 　 ）。
Ａ．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出口规定的货物

Ｂ． 境内的单位和个人为出口货物提供的邮政服务、 收派服务、 保险服务

Ｃ． 境内的单位和个人向境外单位销售的完全在境外消费的无形资产

Ｄ． 特殊区域内的企业出口的特殊区域内的货物

４９． 某餐饮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销项税额为 ８６ 万元， 进项税额为 ３２ 万

元， 全部属于允许抵扣的进项税额， 上期末加计抵减额余额 ５ 万元， 假设不考虑疫情期

间的政策。 该企业当月实际缴纳的增值税为（　 　 ）万元。
Ａ． ５０ ８ Ｂ． ４４ ２
Ｃ． ５４ Ｄ．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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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 某船运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购进船舶配件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

注明价款 ３６０ 万元、 税额 ４６ ８ 万元； 开具普通发票取得的含税收入包括国内运输收入

１ ２７６ 万元、 期租业务收入 ２５３ 万元、 打捞收入 １１６ ６ 万元。 该公司 ６ 月应缴纳的增值

税为（　 　 ）万元。
Ａ． ８７ ４５ Ｂ． ９２ ４
Ｃ． ８６ ０５ Ｄ． １０３ ２５

５１． 下列各项中实行免退税办法的是（　 　 ）。
Ａ． 生产企业自产货物出口

Ｂ． 外贸企业外购货物后委托其他外贸企业出口

Ｃ． 进料加工复出口货物

Ｄ． 工业企业委托外贸企业出口自产货物

５２． 下列各项表述中， 符合现行增值税税有关规定的是（　 　 ）。
Ａ． 单用途卡企业销售单用途卡， 要征收增值税

Ｂ． 银行销售金银业务不征收增值税

Ｃ． 边销茶生产企业销售自产的边销茶免征增值税

Ｄ． 航空运输企业已售票但未提供航空运输服务取得的逾期票证收入， 不征收增值税

５３． 甲企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与乙企业签订一份租赁合同： 租赁标的物为一处办公楼，
租赁期限为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含税租金为 １０ 万元， 且租金于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 日一次性支付。 此办公楼（与甲企业机构所在地不在同一县）是甲企业于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购置的， 购置价款为 １３０ 万元。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甲企业应向不动产所在地预缴

增值税（　 　 ）万元。
Ａ． ０ ２８ Ｂ． ０ ３０
Ｃ． ０ ９９ Ｄ． ０ ４８

５４． 下列关于增值税的征收率说法正确的是（　 　 ）。
Ａ．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生产销售和批发、 零售抗癌药品， 可选择按照简易办法依照 ３％
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

Ｂ． 其他个人对外出租（经营租赁）其取得的商铺， 适用 ３％的征收率

Ｃ． 小规模纳税人所有业务适用的征收率一律为 ３％
Ｄ． 一般纳税人提供人力资源外包服务， 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的， 适用 ３％的征收率

５５． 甲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将闲置半年的一处厂房对外出租， 一次性收

取全年含税租金 ８７ ２ 万元， 该处厂房为企业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购进， 购置原价为 ３０ 万元，
则该企业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应缴纳的增值税为（　 　 ）万元。
Ａ． ２ ３８ Ｂ． ４ １９
Ｃ． ７ ２ Ｄ． ８ ７２

５６．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某经营二手车经销业务的纳税人， 销售其收购的二手车取得收入 １００ ０００
元， 则当月应纳增值税为（　 　 ）元。
Ａ． ４９５ ０５ Ｂ． １ ９４１ ７５
Ｃ． ４８５ ４４ Ｄ． ４９７ ５１

·０１·



５７．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境外某公司为我国甲企业提供技术咨询服务， 取得含税价款 ３００ 万元，
该境外公司在境内未设立经营机构， 也没有其他境内代理人， 则甲企业应当扣缴的增

值税税额是（　 　 ）万元。
Ａ． ０ Ｂ． １６ ９８
Ｃ． ４３ ５９ Ｄ． ８ ７４

５８． 某典当行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销售死当物品， 采用简易计税方法征收增

值税， 开具的增值税普通发票注明的价税合计金额为 １００ 万元， 当月购进办公用低值易

耗品， 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价款 ５ 万元。 该典当行当月应缴纳增值税（　 　 ）
万元。
Ａ． ２ ７６ Ｂ． ２ ９１
Ｃ． ５ ２６ Ｄ． １２ ９９

５９． 下列不属于增值税视同销售情形的是（　 　 ）。
Ａ． 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户将购买的货物直接无偿捐赠给目标脱贫地区

Ｂ． 销货者将自产、 委托加工和购买的应税销售行为用于实物折扣

Ｃ． 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户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无偿提供服务

Ｄ． 其他个人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无偿转让无形资产或者不动产

６０． 某软件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销售自行开发的软件产品， 取得不含税

销售收入 ２００ 万元， 本月购进材料用于软件产品的开发， 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 注明税

额 １３ 万元。 则该软件企业即征即退的增值税为（　 　 ）万元。
Ａ． ６ Ｂ． ７
Ｃ． １３ Ｄ． ２１

６１． 张某于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购买了金光理财产品价值 １０ 万元， 后因急需用钱， 张某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转让 ５０％的理财产品， 转让收入为 １５ 万元， 张某 １１ 月份转让理财产品应缴

纳增值税（　 　 ）万元。
Ａ． ０ Ｂ． ３
Ｃ． ６ Ｄ． ８

６２． 单位租赁给他人经营的， 由承租人承担责任， 则（　 　 ）为增值税纳

税人。
Ａ． 承租人

Ｂ． 出租人

Ｃ． 承租人或者出租人

Ｄ． 租赁合同约定一方

６３． 某保险公司为一般纳税人，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取得保费收入 １ ０００ 万元， 其中包含向境外保险

公司提供的完全在境外消费的再保险收入 ２００ 万元。 另外取得一年期人身保险的保费收

入 ５０ 万元。 假设以上均为不含税金额， 则该公司 ６ 月应缴纳的增值税为（　 　 ）万元。
Ａ． ４８ Ｂ． ５１
Ｃ． ６０ Ｄ． ６３

６４． 某生产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对原有厂房进行修缮改造， 已知该厂房

原值为 ２ ３００ 万元， 本次购进的修缮用原材料 ５１０ 万元， 配套设施等 ６６０ 万元， 均取得

增值税专用发票， 则针对该业务 ６ 月份允许抵扣的进项税额为（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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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１５２ １ Ｂ． ９１ ２６
Ｃ． ８５ ８ Ｄ． ６６ ３

６５． 下列增值税纳税人中， 以 １ 个月为纳税期限的是（　 　 ）。
Ａ． 信用社 Ｂ． 财务公司

Ｃ． 商业银行 Ｄ． 保险公司

６６． 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按照货物征收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消

费税， 下列企业可以作为代收代缴义务人的有（　 　 ）。
Ａ． 物流企业

Ｂ． 电子商务企业

Ｃ． 商品生产企业

Ｄ． 电子商务交易平台企业

６７． 下列项目所包含的进项税额， 可以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的有（　 　 ）。
Ａ． 生产企业外购自用于生产经营的小汽车

Ｂ． 国内旅客运输服务

Ｃ． 生产企业用于经营管理的办公用品

Ｄ． 因管理不善发生损失的原材料

６８． 企业发生下列业务进项税额不可以抵扣的有（　 　 ）。
Ａ． 外购的货物用于个人消费

Ｂ． 外购的货物用于集体福利

Ｃ． 外购的货物用于分配给投资者

Ｄ． 外购的货物用于免征增值税的项目

６９． 下列选项中属于增值税视同发生应税销售行为的有（　 　 ）。
Ａ． 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户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无偿提供应税服务， 但用

于公益事业或者以社会公众为对象的除外

Ｂ． 单位或者个人向养老院无偿转让无形资产或者不动产

Ｃ． 将自产、 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集体福利

Ｄ． 将自产、 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个人消费

７０． 张某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销售了自己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住房， 含增值税销售价格为 ９００ 万

元， 该住房系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购入， 含税购入价 ６００ 万元。 关于该项业务的税务处理， 下

列说法正确的有（　 　 ）。
Ａ． 张某应该向住房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增值税

Ｂ． 张某应该向户口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增值税

Ｃ． 应纳增值税为 １４ ２９ 万元

Ｄ． 应纳增值税为 ４２ ８６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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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 下列与交通运输有关的增值税规定中正确的有（　 　 ）。
Ａ． 出租车公司向使用本公司自有出租车的出租车司机收取的管理费用， 按现代服务征

收增值税

Ｂ． 纳税人提供运输工具舱位承包业务， 按照交通运输服务缴纳增值税

Ｃ． 纳税人提供武装守护押运服务， 按照交通运输服务缴纳增值税

Ｄ． 航空运输企业的干租业务， 属于有形动产经营性租赁

７２． 下列关于增值税特殊销售方式的表述， 正确的有（　 　 ）。
Ａ． 销售折扣发生在销货之后， 是一种融资性质的理财费用， 销售折扣

不得从销售额中扣除

Ｂ． 销售者将自产的货物用于实物折扣的， 则该实物款额不能从货物销

售额中减除， 且该实物应按视同销售计算征收增值税

Ｃ． 金银首饰以旧换新业务， 应按新货物的同期销售价格作为计税依据

Ｄ． 销售折让应该以折让后的货款为销售额

７３． 下列关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的表述中， 正确的有（　 　 ）。
Ａ． 年应税销售额是指纳税人在连续不超过 １２ 个月的经营期内累计应征增值税销售额，
不包括免税销售额

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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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 转登记纳税人按规定再次登记为一般纳税人后， 不得再转登记为小规模纳税人

Ｄ．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标准为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 ５００ 万元及以下

７４．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的下列服务中进项税额不能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的有（　 　 ）。
Ａ． 娱乐服务 Ｂ． 餐饮服务

Ｃ． 住宿服务 Ｄ． 贷款服务

７５． 下列行为免征增值税的有（　 　 ）。
Ａ． 金融同业往来利息收入 Ｂ． 个人转让著作权

Ｃ． 动漫软件出口 Ｄ． 提供管理咨询服务

７６． 某航空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取得的含税收入包括航空培训收入

５７ ７２ 万元、 航空摄影收入 ２２２ ６ 万元、 湿租业务收入 １９６ ２ 万元、 干租业务收入

２３７ ３ 万元。 该公司计算的下列增值税销项税额， 正确的有（　 　 ）。
Ａ． 航空培训收入的销项税额 ５ ７２ 万元

Ｂ． 航空摄影收入的销项税额 １２ ６ 万元

Ｃ． 湿租业务收入的销项税额 １６ ２ 万元

Ｄ． 干租业务收入的销项税额 ２７ ３ 万元

７７． 下列关于增值税税率和征收率的说法正确的有（　 　 ）。
Ａ．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生产销售和批发、 零售罕见病药品， 选择简易办法的， 适用 ３％
征收率

Ｂ． 航空运输的湿租业务按照交通运输服务适用 ９％的税率

Ｃ． 境内单位和个人向境外单位提供的完全在境外消费的研发服务， 税率为零

Ｄ． 小规模纳税人提供劳务派遣服务选择差额纳税的， 适用 ３％征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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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８． 下列各项中， 免征增值税的有（　 　 ）。
Ａ． 托儿所、 幼儿园提供的保育和教育服务

Ｂ． 残疾人员本人为社会提供的服务

Ｃ． 个人出租唯一住房

Ｄ． 个人销售自建自用住房

７９． 下列有关营改增汇总纳税管理办法的规定， 表述正确的有（　 　 ）。
Ａ． 分支机构发生《应税服务范围注释》所列业务， 按照应征增值税销售额和预征率计算

缴纳增值税

Ｂ． 航空运输企业的总机构， 应当汇总计算总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发生《应税服务范围注

释》所列业务的应纳税额， 抵减分支机构发生《应税服务范围注释》所列业务已缴纳（包
括预缴和补缴）的税额后， 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Ｃ． 分支机构提供邮政服务， 按照销售额和预征率计算应预缴税额， 按月向主管税务机

关申报纳税， 可以抵扣进项税额

Ｄ．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汇总的销售额， 为中国国家铁路集团及其分支机构提供铁路运输

及辅助服务的销售额

８０． 下列关于销售额确定的说法中， 正确的有（　 　 ）。
Ａ． 航空运输企业的销售额， 不包括代收的机场建设费和代售其他航空

运输企业客票而代收转付的价款

Ｂ． 一般纳税人提供客运场站服务， 以其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
扣除支付给承运方运费后的余额为销售额

Ｃ． 纳税人提供知识产权代理服务， 以其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 扣除向委托方收

取并代为支付的政府性基金或者行政事业性收费后的余额为销售额

Ｄ． 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 以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 扣除支付的借款利息、 发行

债券利息、 保险费、 安装费和车辆购置税后的余额为销售额

８１． 境内的单位和个人销售的下列服务和无形资产， 适用零税率的有（　 　 ）。
Ａ． 对境内不动产提供的设计服务

Ｂ． 有国际运输资质的运输企业， 提供国际运输服务

Ｃ． 向境外单位提供的完全在境外消费的研发服务

Ｄ． 有国际运输资质的运输企业， 提供的往返香港、 澳门、 台湾的交通运输服务

８２． （２０２０ 年）下列情形中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应列入异常凭证范围的有（　 　 ）。
Ａ． 纳税人丢失的税控设备中已开具并上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Ｂ． 经国家税务总局、 省税务局大数据分析发现纳税人未按规定缴纳消费税的增值税专

用发票

Ｃ． 非正常户纳税人未向税务机关申报缴纳税款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Ｄ． 经国家税务总局、 省税务局大数据分析发现纳税人涉嫌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８３． （２０１９ 年）下列金融业务中， 免征增值税的有（　 　 ）。
Ａ． 个人从事金融商品转让业务

Ｂ． 商业银行提供国家助学贷款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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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提供贷款业务

Ｄ． 融资租赁公司从事的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

８４． （２０１８ 年）金融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取得的下列收入中， 按“贷款服务”缴纳增值税的

有（　 　 ）。
Ａ． 以货币资金投资收取的保底利润

Ｂ． 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取得的利息收入

Ｃ． 买入返售金融商品利息收入

Ｄ． 金融商品持有期间取得的非保本收益

８５． （２０１７ 年）下列应税货物或应税服务中， 纳税人可以选择适用增值税简易计税方法计税

的有（　 　 ）。
Ａ． 典当业销售死当物品

Ｂ． 自来水公司销售自来水

Ｃ． 商业银行提供贷款服务

Ｄ． 为甲供工程提供的建筑服务

８６． （２０１７ 年）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可以选择简易计税的有（　 　 ）。
Ａ． 提供文化体育服务 Ｂ． 提供装卸搬运服务

Ｃ． 公共交通运输服务 Ｄ． 提供税务咨询服务

８７． （２０１６ 年）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自产的下列货物中， 可选择按照简易办法计算缴纳增

值税的有（　 　 ）。
Ａ． 生产建筑材料所用的砂土

Ｂ． 以水泥为原材料生产的水泥混凝土

Ｃ． 用微生物制成的生物制品

Ｄ． 县级以下小型火力发电单位生产的电力

８８． 下列关于增值税计税销售额的规定， 说法正确的有（　 　 ）。
Ａ． 以物易物方式销售货物， 由多交付货物的一方以价差计算缴纳增值税

Ｂ． 以旧换新方式销售货物， 以实际收取的不含增值税的价款计算缴纳增值税（金银首

饰除外）
Ｃ． 还本销售方式销售货物， 以实际销售额计算缴纳增值税

Ｄ． 销售折扣方式销售货物， 不得从计税销售额中扣减折扣额

８９．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列入异常凭证范围的， 下列处理符合规定的

有（　 　 ）。
Ａ． 尚未申报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的， 暂不允许抵扣

Ｂ． 已经申报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的， 一律作进项税额转出处理

Ｃ． 尚未申报出口退税或者已申报但尚未办理出口退税的， 除另有规定外， 暂不允许办

理出口退税

Ｄ． 消费税纳税人以外购或委托加工收回的已税消费品为原料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 尚

未申报扣除原料已纳消费税税款的， 暂不允许抵扣

９０． 在综合保税区内， 除进口自用设备外， 企业购买的下列货物适用保税政策的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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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从境外购买并进入试点区域的货物

Ｂ． 从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试点区域除外）或海关保税监管场所购买并进入试点区域的保

税货物

Ｃ． 从试点区域内其他试点企业购买的经过加工的保税货物

Ｄ． 从试点区域内非试点企业购买的保税货物

９１． 自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１ 日起， 同时符合规定条件的部分先进制造业纳税人， 可以自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及以后纳税申报期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退还增量留抵税额， 则关于条件表述正确的

有（　 　 ）。
Ａ． 纳税信用等级为 Ａ 级或者 Ｂ 级

Ｂ． 增量留抵税额大于零

Ｃ． 申请退税前 ３６ 个月未发生骗取留抵退税、 出口退税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情形

Ｄ． 申请退税前 ３６ 个月未因欠税被税务机关处罚 ２ 次及以上

９２． 下列关于增值税相关规定的表述， 正确的有（　 　 ）。
Ａ． 纳税人租入不动产， 既用于一般计税方法计税项目， 又用于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

的， 其进项税额不得抵扣

Ｂ． 社会团体收取的会费， 免征增值税

Ｃ． 资管产品管理人运营资管产品提供的贷款服务以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起产生的利息及利

息性质的收入为销售额计算缴纳增值税

Ｄ． 纳税人取得的财政补贴收入， 与其销售货物、 劳务、 服务、 无形资产、 不动产的收

入或者数量直接挂钩的， 应按规定计算缴纳增值税

９３． 纳税人在资产重组过程中， 通过合并、 分离、 出售、 置换等方式， 将

全部或部分实物资产以及与其相关联的债权、 负债和劳动力一并转让

给其他单位和个人， 并按程序办理注销税务登记的， 其增值税处理的

表述中， 正确的有（　 　 ）。
Ａ． 涉及的货物转让， 不征收增值税

Ｂ． 涉及的货物转让， 照常纳税

Ｃ． 尚未抵扣的进项税额不得由新纳税人抵扣

Ｄ． 尚未抵扣的进项税额可结转至新纳税人处继续抵扣

９４． 在进行增值税纳税审核中， 下列关于增值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和纳税地点的表述，
正确的有（　 　 ）。
Ａ． 采取预收货款方式销售货物、 提供租赁服务， 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一律为货物发出或

服务提供的当天

Ｂ． 委托其他纳税人代销货物， 未收到代销清单不发生纳税义务

Ｃ． 一般纳税人跨县市出租不动产， 应该在不动产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预缴增值税， 向

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Ｄ． 固定业户的分支机构与总机构不在同一县（市）的， 除经相关部门批准汇总纳税的，
应当分别向各自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９５． 下列关于纳税人购进农产品， 抵扣进项税额的表述正确的有（　 　 ）。
Ａ． 纳税人购进用于生产或者委托加工 １３％税率货物的农产品， 按照 １０％的扣除率计算

进项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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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纳税人购进农产品， 取得一般纳税人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或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

缴款书的， 以增值税专用发票或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上注明的增值税额为进项

税额

Ｃ． 纳税人购进农产品， 从按照简易计税方法依照 ３％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的小规模

纳税人处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 以不含税销售额乘以 ３％的征收率计算进项税额

Ｄ． 取得（开具）农产品销售发票或收购发票的， 以农产品销售发票或收购发票上注明的

农产品买价和 ９％的扣除率计算进项税额

９６． 房地产开发企业中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销售其开发的房地产项目（选择简易计税的老

项目除外）， 其销售额应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 扣除受让土地时支付

的（　 　 ）。
Ａ． 向政府部门支付的征地费用

Ｂ． 向政府部门支付的拆迁补偿费用

Ｃ． 向建筑企业支付的土地前期开发费用

Ｄ． 向其他单位或个人支付的拆迁补偿费用

９７． 关于个人转让不动产的增值税处理正确的有（　 　 ）。
Ａ． 个人将购买不足 ２ 年的住房对外销售的， 按照 ５％的征收率全额缴纳增值税

Ｂ． 个人将购买 ２ 年以上（含 ２ 年）的住房对外销售的， 免征增值税

Ｃ． 北京市、 上海市、 广州市和深圳市， 个人将购买 ２ 年以上（含 ２ 年）的非普通住房对

外销售的， 以销售收入减去购买住房价款后的差额按照 ５％的征收率缴纳增值税

Ｄ． 北京市、 上海市、 广州市和深圳市， 个人将购买 ２ 年以上（含 ２ 年）的普通住房对外

销售的， 免征增值税

９８． 下列应税销售行为， 一般纳税人可以选择简易计税方法计税的有（　 　 ）。
Ａ． 仓储服务 Ｂ． 文化体育服务

Ｃ． 人力资源外包服务 Ｄ． 学历教育服务

９９． 北京张先生有三套住房， 其中一套购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的高档公寓（非普通住宅）于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出售， 另一套位于学区的住房出租， 还有一套自住。 下列纳税处理正确的

有（　 　 ）。
Ａ． 出售的公寓购买时间超过 ２ 年， 但由于是非普通住宅， 需要按全额缴纳增值税

Ｂ． 出售的公寓购买时间超过 ２ 年， 但由于是非普通住宅， 需要按差额缴纳增值税

Ｃ． 出租的住宅按租金÷（１＋１ ５％）×１ ５％缴纳增值税

Ｄ． 出租的住宅按租金÷（１＋５％）×１ ５％缴纳增值税

１００． 下列关于增值税零税率政策的说法错误的有（　 　 ）。
Ａ． 境内的单位和个人向境内单位或个人提供期租、 湿租服务， 如果承租方利用租赁的

交通工具向其他单位或个人提供国际运输服务和港澳台运输服务， 由出租方适用增值

税零税率

Ｂ．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应取得相关资质的国际运输服务项目， 纳税人取得相关资质的，
适用增值税零税率政策， 未取得的， 适用增值税免税政策

Ｃ． 境内的单位或个人提供程租服务， 如果租赁的交通工具用于国际运输服务和港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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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服务， 由出租方按规定申请适用增值税零税率

Ｄ． 境内单位和个人以无运输工具承运方式提供的国际运输服务， 由无运输工具承运

业务的经营者适用增值税零税率

１０１． 下列各项中不适用外国驻华使（领）馆及其馆员在华购买货物和服务增值税退税政策的

有（　 　 ）。
Ａ． 购买非合理自用范围内的生活办公类货物和服务

Ｂ． 购买汽油单张发票销售金额（含税价格）不足 ８００ 元人民币

Ｃ． 使（领）馆馆员个人购买货物和服务， 除车辆和房租外， 每人每年申报退税销售金

额（含税价格）超过 １８ 万元人民币的部分

Ｄ． 购买服务单张发票销售金额（含税价格）不足 ３００ 元人民币

１０２． 下列各项中， 属于金融服务的有（　 　 ）。
Ａ． 信用卡服务

Ｂ． 资金结算服务

Ｃ． 票据贴现利息收入

Ｄ． 拍卖行受托拍卖取得佣金收入

１０３． 销售多用途卡的支付机构， 下列业务应当缴纳增值税的有（　 　 ）。
Ａ． 销售多用途卡取得的等值人民币资金

Ｂ． 接受多用途卡持卡人充值取得的充值资金

Ｃ． 因发行多用途卡取得的服务费、 管理费

Ｄ． 因办理相关资金收付结算业务取得的手续费、 结算费

１０４． 根据现行增值税的规定， 下列项目属于混合销售行为依经营主业缴纳增值税的

有（　 　 ）。
Ａ． ＫＴＶ 在提供唱歌服务的同时销售酒水

Ｂ． 汽车销售公司销售汽车并提供汽车租赁服务

Ｃ． 商场销售货物并提供就餐服务

Ｄ． 建筑公司包工包料（外购材料）提供建筑施工服务

１０５． 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 仅限于以购进农产品为原料生产销售（　 　 ）。
Ａ． 卷烟 Ｂ． 酒及酒精

Ｃ． 植物油 Ｄ． 液体乳及乳制品

１０６． 某自营出口的生产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和 ８ 月的生产经营情况如

下， 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 １３％， 退税率为 １１％。
（１）７ 月份： 外购原材料、 燃料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 注明支付价款 ８００ 万元、 增

值税额 １０４ 万元； 外购动力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 注明支付价款 １５０ 万元、 增值税额

１９ ５ 万元， 其中 ２０％用于企业职工食堂的基建工程； 以外购原材料 ８０ 万元委托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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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加工货物， 支付加工费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 注明价款 ３０ 万元、 增值税额 ３ ９ 万

元， 支付加工货物的不含税运输费用 １０ 万元并取得一般纳税人运输公司开具的增值税

专用发票。 外购专用设备两台， 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 注明支付价款 ５０ 万元、 增值税

额 ６ ５ 万元； 内销货物取得不含税销售额 ３００ 万元， 支付销售货物运输费用 １８ 万元并

取得小规模纳税人运输公司申请税务局代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出口销售货物取得销

售额 ５００ 万元。
（２）８ 月份： 免税进口料件一批， 进料加工计划分配率为 ７０％； 出口货物销售取得

销售额 ６００ 万元； 内销货物 ６００ 件， 开具普通发票， 取得含税销售额 １３５ ６ 万元； 将

与内销货物相同的自产货物 ２００ 件用于赠送给某赞助商， 货物已移送。
要求： 根据上述资料， 回答问题， 如有计算， 需计算出合计数。
（１）采用“免、 抵、 退”税法计算企业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份应纳（或应退）的增值税。
（２）采用“免、 抵、 退”税法计算企业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份应纳（或应退）的增值税。

１０７． Ｘ 省 Ａ 市甲建筑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和 ７ 月发生如下经营业务：
（１）２０２０ 年 ６ 月承接 Ｘ 省 Ｂ 市的工程项目， 提供的为清包工服务， 未选择简易计

税， 取得该项目的建筑服务预收款 ６６０ 万元， 当月支付给分包方乙公司分包款 １１０ 万

元， 乙公司为一般纳税人， 已开具分包款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２）２０２０ 年 ６ 月承接 Ｙ 省 Ｃ 市的工程项目， 选择简易计税， 取得该项目的建筑服

务预收款 ２２５ ５ 万元， 当月支付给分包方丙公司分包款 ５１ ５ 万元， 丙公司为一般纳税

人， 已开具分包款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３）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Ｘ 省 Ｂ 市的工程项目竣工结算， 因提前完工另取得项目奖励 ２２ 万

元。 Ｙ 省 Ｃ 市项目预计 ９ 月份才能完工。
（４）２０２０ 年 ７ 月承接 Ｘ 省 Ａ 市（本地）的工程项目， 选择一般计税， 取得预收款

３３０ 万元， 当月分别支付分包方丁公司和戊公司含税价款 １３２ 万元和 ３０ ９ 万元， 其中

丁公司为一般纳税人， 戊公司为小规模纳税人， 当月已取得双方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

票。 该项目预计 １０ 月份竣工。
（５）上述几个项目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于取得当月申请认证并按照规定申请抵

扣， 假设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无期初留抵税额， 并且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和 ７ 月无其他进项税额。 双方

约定， 竣工结算以后支付剩余工程款。 Ｘ 省主管税务机关规定， 以预收款方式提供建

筑服务， 纳税人预缴的增值税， 按规定在建筑服务纳税义务发生时确认销售额计算的

应纳增值税额中抵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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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根据上述资料， 按顺序回答下列问题， 如有计算， 每问需计算出合计数。
（１）２０２０ 年 ６ 月承接的 Ｘ 省 Ｂ 市项目是否需要预缴增值税？ 应向哪个税务机关预

缴？ 预缴的增值税税额为多少？
（２）２０２０ 年 ６ 月承接的 Ｙ 省 Ｃ 市项目是否需要预缴增值税？ 应向哪个税务机关预

缴？ 预缴的增值税税额为多少？
（３）２０２０ 年 ６ 月甲建筑公司是否应向 Ｘ 省 Ａ 市主管税务机关申报和补缴增值税，

若需要补缴， 请计算补缴的增值税税额。
（４）２０２０ 年 ７ 月承接的本地工程项目， 是否需要预缴增值税？ 预缴的增值税税额

为多少？
（５）计算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允许抵扣的税额合计。
（６）计算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甲建筑公司应向 Ｘ 省 Ａ 市主管税务机关补缴的增值税税额。

１０８． 某旅游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１ 日提交了《适用加计抵减的声明》，
提供旅游娱乐服务销售额占全部销售额的比重超过 ７０％。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发生以下业务：

（１）取得旅游费收入共计 ６８０ 万元， 其中向境外旅游公司支付境外旅游费 ６３ ６ 万

元， 向境内其他单位支付旅游交通费 ６０ 万元， 住宿费 ２４ 万元， 门票费 ２１ 万元， 签证

费 １ ８ 万元。 支付本单位导游餐饮住宿费共计 ２ ２ 万元， 旅游公司选择按照扣除支付

给其他单位相关费用后的余额为计税销售额， 并开具普通发票（以上金额均含税）。
（２）将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在公司注册地购入的一套门市房对外出租， 购入时进项税额已

抵扣， 本月一次性收取 ３ 个月含税租金 １２ 万元。
（３）委托一般纳税人的装修公司对自用房屋进行装修， 取得该装修公司开具的增

值税专用发票， 注明装修费 ５０ 万元； 支付物业费， 取得一般纳税人的物业公司开具的

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金额 ３ 万元。
（４）将公司一台旅游车转为职工通勤班车， 该车购进时（２０１８ 年 ５ 月购入）已抵扣

进项税额， 入账原值 ６０ 万元， 已提折旧 ４０ 万元， 该车评估价格 １４ 万元。
（其他相关资料： 该公司旅游服务选择差额计税， 本月取得的相关票据均符合税

法规定并在本月认证抵扣。 上期末加计抵减额余额 ５ 万元。 不考虑疫情期间税收

政策。）
要求： 根据上述资料， 按照下列序号计算回答问题， 每问需计算出合计数。
（１）计算业务（１）的增值税销项税额。
（２）计算业务（２）的增值税销项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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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计算业务（３）可抵扣的进项税额。
（４）计算该公司业务（４）应转出的进项税额。
（５）该公司当月应纳增值税。

１０９． 某食品加工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发生以下业务：
（１）将成本为 ６００ 万元的 ８０％的自产产品对外销售， 取得含税价款 １ ０００ 万元； 将

另外 ２０％的产品作为股利发放给股东。
（２）购入生产原料一批， 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 发票上注明税额 ５１ 万元。
（３）购进一辆小汽车作为销售部门公用车， 取得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 发票上注

明税额 ３ ４ 万元。
（４）在某市购入 ３ 间房屋作为当地办事处工作用房， 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 发票

上注明金额为 ４５０ 万元。
（５）支付某一般纳税人的广告公司广告设计费， 取得该广告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

用发票， 发票上注明金额为 ５ 万元。
（６）上月购进的免税农产品（未纳入核定扣除试点范围）因保管不善发生损失， 已

知产品的账面成本为 １ １５ 万元（含运输费 ０ １５ 万元， 从一般纳税人企业取得增值税专

用发票）， 该批产品上月已申报抵扣进项税额。
（其他相关资料： 本月取得的相关票据均符合税法规定并在本月认证抵扣， 销售

货物的增值税税率为 １３％， 不动产租赁的增值税税率为 ９％。）
要求： 根据上述资料， 按照下列序号计算回答问题， 每问需计算出合计数。
（１）该企业当月的销项税额。
（２）该企业业务（４）可抵扣的进项税额。
（３）该企业当月进项税额转出额。
（４）该企业当月应缴纳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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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０． （２０２０ 年）位于县城的某文化创意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经营业务

如下：
（１）向境内客户提供广告服务， 不含增值税总价款为 ２００ 万元， 采取分期收款结

算方式， 按照书面合同约定， 当月客户应支付 ６０％的价款， 款项未收到， 未开具

发票。
（２）为境内客户提供创意策划服务， 采取直接收款结算方式， 开具的增值税专用

发票上注明价款为 ３ ０００ 万元， 由于对方资金紧张， 当月收到价款的 ５０％。
（３）购买办公楼一栋， 订立的产权转移书据所载金额 １ ０００ 万元， 取得增值税专用

发票注明金额 １ ０００ 万元， 税额 ９０ 万元， 该办公楼的 １ ／ ４ 用于集体福利， 其余为企业

管理部门使用。 购买计算机一批， 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金额 １００ 万元， 税额 １３ 万

元， 其中的 ２０％奖励给员工， 剩余的用于企业经营使用。
（４）为客户支付境内机票款， 取得注明旅客身份信息的航空电子客票行程单， 票

价 ２ 万元， 燃油附加费 ０ １８ 万元、 机场建设费 ０ ０３ 万元。
（５）员工境内出差， 取得注明旅客身份信息的铁路客票， 票面金额 ５ ９９５ 万元，

另取得未注明旅客身份的出租车客票 １ ０３ 万元。
（６）取得银行贷款 ２００ 万元， 支付与该笔贷款直接相关的手续费用 ２ 万元； 支付与

贷款业务无关的银行咨询费 １０ ６ 万元（含增值税）， 并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 支付实

际应酬费 ５ 万元和餐饮费 ２ 万元。
（７）进口小汽车一辆用于接待客户， 小汽车的关税完税价格为 ４４ 万元， 取得海关

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
（８）期初“加计抵减”余额 １０ 万元。
（其他相关资料： 产权转移书据印花税税率 ０ ５‰， 进口小汽车关税税率 １５％， 消

费税税率 １２％， 上述业务所涉及的进项税相关票据均已申报抵扣； 该企业符合“加计

抵减”政策的相关要求。）
要求： 根据上资料， 按下列顺序计算回答问题， 如有计算需计算出合计数。
（１）计算业务（１）的销项税额。
（２）计算业务（２）的销项税额。
（３）计算业务（３）该企业购买办公楼应缴纳的印花税。
（４）计算业务（３）当期允许抵扣的进项税额。
（５）判断业务（４）该企业为客户支付境内机票款是否属于“国内旅客运输服务”允

许抵扣进项税额的范围， 并说明理由。
（６）计算业务（５）该企业当期允许抵扣的进项税额。
（７）计算业务（６）该企业当期允许抵扣的进项税额。
（８）计算业务（７）该企业进口小汽车应缴纳的车辆购置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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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计算业务（７）该企业进口小汽车应缴纳的增值税。
（１０）计算该企业可抵减的加计抵减额。
（１１）计算该企业当期应向主管税务机关缴纳的增值税。
（１２）计算该企业当期应缴纳的城市维护建设税、 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

１１１． （２０２０ 年）某连锁娱乐企业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主要经营室内游艺设施。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经营业务如下：
（１）当月游艺收入价税合计 ６３６ 万元， 其中门票收入为 ３００ 万元， 游戏机收入为

３３６ 万元。 当月通过税控系统实际开票价款为 ２８０ 万元。
（２）当月以融资性售后回租形式融资， 作为承租人向出租人出售一台设备， 设备

公允价值为 ８０ 万元。
（３）当月举办了卡通人物展览， 消费者使用本企业发行的储值卡购买周边产品优

惠 １０％， 当月使用储值卡售出的周边产品原价为 １０ 万元， 优惠活动价为 ９ 万元， 购物

发票注明金额为 １０ 万元， 优惠的 １０％以现金形式返还给消费者。
（４）进口一台应征消费税的小轿车， 用于高管个人消费， 关税完税价格为 ２ 万元。
（５）该企业符合增值税加计抵减条件， 上期末加计抵减余额为 ６ 万元。
（６）当月申报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进项税合计 ４０ 万元， 其中包括： 由于仓库

管理员失职丢失的一批玩偶， 进项税额为 ３ 万元， 外购用于公司周年庆典的装饰用品，
进项税额为 ４ 万元， 外购用于发放给优秀员工的手机， 进项税额为 ２ 万元。

（其他相关资料： 进口小轿车的关税税率为 １５％， 消费税税率为 ５％， 进口业务当

月取得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 上述业务涉及的相关票据均已申报抵扣。）
要求： 根据上述资料， 按照下列顺序计算回答问题， 如有计算需计算出合计数。
（１）计算业务（１）的销项税额。
（２）回答业务（２）出售设备的行为是否应缴纳增值税， 并说明理由。
（３）计算业务（３）的销项税额。
（４）判断业务（３）在不考虑其他商业因素的情况下， 是否存在税务规划的空间。 如

存在税务规划的空间， 请说明规划方法及依据。
（５）计算业务（４）应缴纳的进口关税、 消费税、 车辆购置税以及进口环节增值税。
（６）计算当期可加计抵减的进项税额。
（７）计算当期应缴纳的增值税。
（８）计算可以结转下期抵减的增值税加计抵减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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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２． 某市化妆品生产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兼营商品加工、 批发、 零售和进出口业

务，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相关经营业务如下：
（１）进口高档化妆品一批， 支付国外的买价 ２２０ 万元、 购货佣金 ６ 万元、 国外的经

纪费 ４ 万元； 支付运抵我国海关地前的运输费用 ２０ 万元、 装卸费用和保险费用 １１ 万

元； 支付海关地再运往商贸公司的运输费用 ８ 万元、 装卸费用和保险费用 ３ 万元， 已

取得海关的完税凭证及运输企业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装卸费用和保险费用未取得

增值税专用发票。
（２）受托加工高档化妆品一批， 委托方提供的原材料不含税金额 ８６ 万元， 加工结

束向委托方开具普通发票收取加工费和辅助材料的含税金额共计 ４５ ２ 万元， 该高档化

妆品商贸公司当地无同类产品市场价格。
（３）自农业生产者处收购免税农产品一批， 支付收购价款 ７０ 万元， 委托运输企业

（小规模纳税人）运输， 运输费用为 １０ 万元， 取得自行开具的运费专用发票， 当月将

收购免税农产品的 ３０％用于公司食堂， 其余用于生产高档化妆品。
（４）购进其他商品， 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 支付价款 ２００ 万元、 增值税 ２６ 万元，

支付运输费用 ２０ 万元， 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 待货物验收入库时发现短缺商品金额

１０ 万元（占支付金额的 ５％）， 经查实应由运输单位赔偿。
（５）将进口高档化妆品的 ８０％重新加工制作成套装高档化妆品， 当月销售给其他

商场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取得不含税销售额 ６５０ 万元； 直接销售给消费者个人，
开具普通发票， 取得含税销售额 ６７ ８ 万元。

（６）销售除高档化妆品以外的其他非应税消费品商品， 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应

收不含税销售额 ３００ 万元， 月末前收回全部货款， 给所有购货方的销售折扣比例为

５％， 实际收到金额 ２８５ 万元。
（７）取得高档化妆品的逾期包装物押金收入 １４ ６９ 万元。
（８）某市场部经理协同团队本月乘坐飞机出差到外省， 并取得注明身份信息的航

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 注明票价 ５ ２８ 万元， 燃油附加费 ０ ３３ 万元， 机场建设费

０ ３５ 万元， 月末到公司报销。
（其他相关资料： 关税税率 ２０％， 高档化妆品消费税税率 １５％； 当月购销各环节

所涉及的票据符合税法规定， 并经过税务机关认证， 不考虑地方教育附加， 除自行开

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外， 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均为一般纳税人开具。）
要求： 根据上述资料， 回答问题， 如有计算， 需计算出合计数， 结果保留两位

小数。
（１）计算该公司进口环节应缴纳的关税。
（２）计算该公司进口环节应缴纳的消费税。
（３）计算该公司进口环节应缴纳的增值税。
（４）计算该公司受托加工环节应代收代缴的消费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

加总和。
（５）计算该公司国内销售环节应缴纳的消费税总和。
（６）计算该公司国内销售环节实现的销项税额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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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计算该公司国内销售环节准予抵扣的进项税额总和。
（８）计算该公司国内销售环节应缴纳的增值税。
（９）计算该公司当月应缴纳的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总和（不包括代扣代缴

的部分）。

１１３． 位于县城的某运输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具备国际运输资质，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经营业

务如下：
（１）国内运送旅客， 按售票统计取得价税合计金额 １７４ ４ 万元； 运送旅客至境外，

按售票统计取得价税合计金额 ５２ ３２ 万元。
（２）运送货物， 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运输收入金额 ２６０ 万元、 装卸收入金额

１８ 万元。
（３）提供仓储服务， 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仓储收入金额 ７０ 万元、 装卸收入金

额 ６ 万元。
（４）修理、 修配各类车辆， 开具普通发票注明价税合计金额 ３０ ５１ 万元。
（５）销售使用过的不得抵扣且未抵扣进项税额的货运汽车 ６ 辆， 开具普通发票注

明价税合计金额 ２４ ７２ 万元。
（６）进口轻型商用客车 ３ 辆自用， 经海关核定的成交价共计 ５７ 万元、 运抵我国境

内输入地点起卸前的运费 ６ 万元、 保险费 ３ 万元。
（７）购进小汽车 ４ 辆自用， 每辆单价 １６ 万元， 取得销售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

票， 注明金额 ６４ 万元、 税额 ８ ３２ 万元； 另支付销售公司运输费用， 取得增值税专用

发票注明运费金额 ４ 万元、 税额 ０ ３６ 万元。
（８）购进汽油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金额 １０ 万元、 税额 １ ３ 万元， ９０％用于公司

运送旅客， １０％用于公司接送员工上下班； 购进矿泉水一批， 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

金额 ２ 万元、 税额 ０ ２６ 万元， ７０％赠送给公司运送的旅客， ３０％用于公司集体福利。
（其他相关资料： 该公司不符合加计抵减政策； 假定进口轻型商用客车的关税税

率为 ２０％， 消费税税率 ５％。）
要求： 根据上述资料， 按照下列顺序计算回答问题， 如有计算需计算出合计数。
（１）计算业务（１）的销项税额。
（２）计算业务（２）的销项税额。
（３）计算业务（３）的销项税额。
（４）计算业务（４）的销项税额。
（５）计算业务（５）应缴纳的增值税。
（６）计算业务（６）进口轻型商用客车应缴纳的增值税。
（７）计算业务（７）购进小汽车可抵扣的进项税额。
（８）计算业务（８）购进汽油、 矿泉水可抵扣的进项税额。
（９）计算该公司 ７ 月应向主管税务机关缴纳的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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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计算该公司 ７ 月应缴纳的城市维护建设税、 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
（１１）计算该公司 ７ 月应缴纳的车辆购置税。

１１４． 位于市区的某软件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经营业务如下：
（１）进口一台机器设备， 国外买价折合人民币 ６４０ ０００ 元， 运抵我国入关地前支付

的运费折合人民币 ４２ ０００ 元、 保险费折合人民币 ３８ ０００ 元； 入关后运抵企业所在地，
取得运输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注明运费 １６ ０００ 元、 税额 １ ４４０ 元。

（２）支付给境外某公司特许权使用费， 扣缴相应税款并取得税收缴款凭证。 合同

约定的特许权使用费的金额为人民币 １ ０００ ０００ 元（含按税法规定应由该软件公司代扣

代缴的税款）。
（３）购进一辆小汽车自用， 实际销售价格为 ２００ ０００ 元（不含增值税）， 取得的税控

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上注明车款金额为 １９０ ０００ 元、 装饰费 １０ ０００ 元（实际未作装饰），
税额合计 ２６ ０００ 元。

（４）支付公司员工工资 ３００ ０００ 元； 支付办公用矿泉水水费， 取得增值税专用发

票， 发票注明金额 ５ ０００ 元、 税额 ６５０ 元。
（５）将某业务单元的实物资产以及相关联的债权、 负债和劳动力一并转出， 收取

转让款 ５ ０００ ０００ 元。
（６）销售自行开发的软件产品， 取得不含税销售额 ４ ０００ ０００ 元， 销售额中有

８００ ０００ 元尚未开具发票。
（其他相关资料： 进口机器设备关税税率为 １２％。 涉及的相关票据均已通过主管

税务机关对比认证。 期初留抵税额为 ０。）
要求： 根据上述资料， 按照下列顺序计算回答问题， 如有计算需计算出合计数。
（１）计算业务（１）应缴纳的进口关税。
（２）计算业务（１）应缴纳的进口环节增值税。
（３）计算业务（２）应代扣代缴的增值税。
（４）分别计算业务（２）应代扣代缴的城市维护建设税、 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

附加。
（５）计算业务（２）应代扣代缴的预提所得税。
（６）计算当月增值税进项税额。
（７）计算当月增值税销项税额。
（８）计算享受“即征即退”政策后实际负担的增值税税款。
（９）分别计算该公司应缴纳的城市维护建设税、 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不含

代扣代缴的税款）。
（１０）计算该公司应缴纳的车辆购置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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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消费税法

扫 我 做 试 题

１１５． 下列行为属于消费税征税范围的是（　 　 ）。
Ａ． 批发商批发销售的雪茄烟 Ｂ． 不含增值税每只在 １０ ０００ 元以下的手表

Ｃ． 鞭炮加工厂销售田径比赛用发令纸 Ｄ． 出国人员免税商店销售的金银首饰

１１６． 下列各项应当征收消费税的是（　 　 ）。
Ａ． 进口金银首饰 Ｂ． 商店销售高档手表

Ｃ． 委托加工烟丝 Ｄ． 加油站销售汽油

１１７． 下列关于消费税的征收环节说法错误的是（　 　 ）。
Ａ． 卷烟在批发环节加征一道消费税

Ｂ． 金银首饰仅在零售环节征收消费税

Ｃ． 超豪华小汽车仅在零售环节征收消费税

Ｄ． 委托加工收回的珠宝玉石用于生产金银镶嵌首饰， 在零售环节缴纳消费税， 并且不

得扣除委托加工收回的珠宝玉石已纳消费税税款

１１８． 根据消费税现行政策的有关规定， 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Ａ． 计算啤酒出厂价格时， 包装物押金中不包括重复使用的塑料周转箱的押金

Ｂ． 纳税人通过自设非独立核算门市部销售的自产应税消费品， 应当按照门市部对外销

售额或者销售数量计算征收消费税

Ｃ． 超豪华小汽车零售环节征收消费税征节， 生产环节不再征收消费税

Ｄ． 卷烟批发环节按照销售额的 １１％加征从价税， 并按 ０ ００５ 元 ／ 支加征从量税

１１９． 某汽车厂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份销售自产小客车 ５７６ 辆， 每辆不含税出

厂价为 ６ ８ 万元。 又将本厂生产的 １０ 辆小客车赠送给非营利性组织。 该企业应纳消费

税为（　 　 ）万元。 （消费税税率为 ５％）
Ａ． １９２ ４４ Ｂ． １９５ ８４
Ｃ． １９９ ２４ Ｄ． ６７７ ４２

１２０． 某百货商场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其黄金饰品销售部直接零售黄金首饰

２ ０００ 克， 每克 ３００ 元； 采取以旧换新方式销售新金银首饰， 收回旧金银首饰 ３００ 克，
换出新金银首饰 ７００ 克， 收取含税差价 ９０ ０００ 元， 并收取旧首饰折价补偿 ３０ 元 ／ 克。
当月零售镀金首饰一批， 收取零售收入 ２０ ０００ 元。 该百货商场的黄金饰品销售部当月

应缴纳消费税（　 　 ）元。
Ａ． ２９ ８７１ ７９ Ｂ． ３０ ９２９ ２０
Ｃ． ３１ ４１５ ９３ Ｄ． ３１ ８１４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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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１． 某日用化妆品厂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销售 １００ 套自产化妆品套装， 每套由下列产品组成： 自产

３ 克装口红一支（不含税价 ４８ 元）， 外购 ３０ 毫升装防晒霜一瓶（２１５ 元）， 自产 １００ 毫升

高档香水一瓶（１ ８００ 元）， 塑料包装袋（２ 元）， 每套产品单价为 ２ ０６５ 元， 以上均为不

含税价。 其本月销售套装产品应当缴纳的消费税为（　 　 ）元。
Ａ． ２１ １６８ Ｂ． ２１ ３６０
Ｃ． ２９ ８８０ Ｄ． ３０ ９７５

１２２． 某日化厂将新研制的高档化妆品与普通护肤护发品组成化妆品礼品盒， 其中， 高档化

妆品的生产成本为 １００ 元 ／ 套， 普通护肤护发品的生产成本为 ６０ 元 ／ 套。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将 １２０ 套化妆品礼品盒奖励给职工， 高档化妆品的成本利润率为 ５％， 税率为 １５％。 该

日化厂上述业务应缴纳消费税（　 　 ）元。
Ａ． ３ ５５７ ６５ Ｂ． ５ ４００
Ｃ． ８ ６４０ Ｄ． ８ ４６０

１２３． 下列外购商品中已缴纳的消费税， 可以从本企业应纳消费税税额中扣

除的是（　 　 ）。
Ａ． 购进已税葡萄酒连续生产的葡萄酒

Ｂ． 购进已税酒精为原料生产的勾兑白酒

Ｃ． 购进已税溶剂油为原料生产的溶剂油

Ｄ． 购进已税轮胎为原料生产的摩托车

１２４． 某市高尔夫球具生产企业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 日以分期收款方式销售一批球杆， 价税合计为

１３５ ６ 万元， 合同约定于 ９ 月 ５ 日、 １１ 月 ５ 日各支付 ５０％价款， ９ 月 ５ 日按照约定收到

５０％的价款， 但并未给客户开具发票， 已知高尔夫球具的消费税税率为 １０％， 该企业

９ 月就该项业务应缴纳的消费税为（　 　 ）万元。
Ａ． ０ Ｂ． ６
Ｃ． １２ Ｄ． １３ ９２

１２５． 下列关于超豪华小汽车的说法中， 错误的是（　 　 ）。
Ａ． 每辆零售价格 １３０ 万元（不含增值税）及以上的乘用车和中轻型商用客车属于超豪

华小汽车

Ｂ． 将超豪华小汽车销售给消费者的单位和个人为超豪华小汽车零售环节的纳税人

Ｃ． 国内汽车生产企业直接销售给消费者的超豪华小汽车， 消费税税率按照生产环节税

率和零售环节税率加总计算消费税

Ｄ． 超豪华小汽车零售环节的消费税税率为 １５％
１２６． 下列关于包装物押金的说法不正确的是（　 　 ）。

Ａ． 酒类产品包装物押金（啤酒、 黄酒除外）不管是否逾期， 收取时征

收增值税和消费税

Ｂ． 啤酒、 黄酒逾期， 征收增值税， 不征收消费税

Ｃ． 啤酒、 黄酒逾期， 不征收增值税， 也不征收消费税

Ｄ． 一般应税消费品押金， 没有逾期， 不征收增值税和消费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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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７． （２０２０ 年）纳税人生产销售的下列产品， 应缴纳消费税的是（　 　 ）。
Ａ． 船用重油 Ｂ． 燃料电池

Ｃ． 航空煤油 Ｄ． 导热类油

１２８． （２０２０ 年）下列产品中， 在计算缴纳消费税时准许扣除外购应税消费品已纳消费税的

是（　 　 ）。
Ａ． 外购已税烟丝连续生产的卷烟

Ｂ． 外购的高档手表生产的高档手表

Ｃ． 外购已税溶剂油生产的应税涂料

Ｄ． 外购已税游艇生产的应税游艇

１２９． （２０２０ 年）下列产品中， 属于消费税征税范围的是（　 　 ）。
Ａ． 卡丁车 Ｂ． 铅蓄电池

Ｃ． 医用酒精 Ｄ． 电动汽车

１３０． （２０１９ 年）下列商品属于消费税征收范围的是（　 　 ）。
Ａ． 高尔夫车 Ｂ． 酒精

Ｃ． 溶剂油原料 Ｄ． 鞭炮药引线

１３１． （２０１９ 年）下列出口应税消费品的行为中， 适用消费税免税不退税政策的是（　 　 ）。
Ａ． 有出口经营权的酒厂出口自产白酒

Ｂ． 商业批发企业委托外贸企业代理出口卷烟

Ｃ． 外贸企业受其他外贸企业委托代理出口实木地板

Ｄ． 有出口经营权的外贸企业购进高档化妆品直接出口

１３２． （２０１８ 年）下列应税消费品中， 除了在生产销售环节征收消费税外， 还应在批发环节征

收消费税的是（　 　 ）。
Ａ． 卷烟 Ｂ． 超豪华小汽车

Ｃ． 高档手表 Ｄ． 高档化妆品

１３３． （２０１７ 年）下列消费品中， 暂缓征收消费税的是（　 　 ）。
Ａ． 润滑油 Ｂ． 石脑油

Ｃ． 燃料油 Ｄ． 航空煤油

１３４． 某酒厂（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主要生产粮食白酒、 啤酒、 黄酒等酒品。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发生

下列经济业务： ８ 月 ８ 日销售粮食白酒一批， 取得不含税销售额 ２００ ０００ 元， 同时收取

包装物押金 ２２ ６００ 元； ８ 月 １８ 日销售啤酒一批， 取得不含税销售额 １５０ ０００ 元， 同时

收取包装物押金 ５６ ５００ 元； ８ 月 ２８ 日， 没收已逾期一年的啤酒、 黄酒包装物押金

４５ ２００ 元。 该酒厂当月包装物押金收入应缴纳消费税（　 　 ）元。
Ａ． ４ ０００ Ｂ． １４ ０００
Ｃ． １２ ０００ Ｄ． ２２ ０００

１３５． 某精工机械制造公司系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生产各种礼品手表。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为某部委

制造纪念表 ３００ 只， 每只不含税价 ９ ０００ 元， 制造国宾表 １２ 只， 每只不含税价 １ ５ 万

元； 为某银行成立 １００ 周年特制尊贵金表 ２ 只， 消耗黄金 ５９ 克， 人造钻石 ３ 克， 不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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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价合计 １８ 万元； 赠送某关系企业一只光电纯银手表， 无同类售价， 成本利润率为

２０％， 成本为 ８ ６８９ 元， 已知高档手表消费税税率为 ２０％。 则上述业务共应缴纳消费税

（　 　 ）元。
Ａ． ６６ ７６９ Ｂ． ６８ ９５２ ２３
Ｃ． ７４ ６０６ ７ Ｄ． ７２ ０００

１３６． 某烟草批发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从烟厂购买卷烟 ５００ 箱， 支付不含税金额

５００ 万元，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将购进的卷烟 ２００ 箱销售给位于 Ａ 地的烟草批发商， 取得不含

税销售收入 ２５０ 万元； 其余的销售给位于 Ｂ 地的零售单位， 取得不含税销售收入

４００ 万元。 则该烟草批发企业应缴纳消费税（　 　 ）万元。
Ａ． ４８ ５ Ｂ． ５１ ５
Ｃ． ２０ Ｄ． ０

１３７． 下列纳税人自产自用的应税消费品， 于移送使用时既要缴纳增值税又要缴纳消费税的

是（　 　 ）。
Ａ． 纳税人将自产高档香水用于连续生产高档化妆品

Ｂ． 纳税人将自产烟丝用于连续生产卷烟

Ｃ． 纳税人将自产摩托车（气缸容量 ２５０ｍｌ）赠送给摩托车拉力赛赛手

Ｄ． 纳税人外购轮胎用于连续生产小汽车

１３８． 某酒厂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份生产销售散装黄酒 ４００ 吨， 每吨不含税售价

３ ８００ 元。 同时该厂生产一种新的粮食白酒 ２ 吨， 赠送给客户， 已知该

种白酒无同类产品出厂价， 生产成本每吨 ３５ ０００ 元， 成本利润率为

１０％。 该厂当月应缴纳的消费税为（　 　 ）元。 （黄酒消费税单位税额

每吨 ２４０ 元）

Ａ． ８８ ０００ Ｂ． １１７ ７５０
Ｃ． １１１ ６２５ Ｄ． １０２ ７６６ ６７

１３９．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Ａ 企业委托 Ｂ 企业加工一批烟丝， Ａ 企业提供原材料成本 ２０ 万元， 支付

不含税加工费 ３ 万元， Ｂ 企业按照本企业同类烟丝销售价格 ３５ 万元代收代缴 Ａ 企业消

费税 １０ ５ 万元， Ａ 企业将委托加工收回烟丝的 ２０％以 １５ 万元的价格销售给 Ｃ 卷烟厂，
Ａ 企业就上述行为应缴纳消费税（　 　 ）万元。 （烟丝消费税税率为 ３０％）
Ａ． ２ ４ Ｂ． ４ ２
Ｃ． ２ ８ Ｄ． ３ ５

１４０． 某酒业制造公司生产各种白酒，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领用上月外购的酒精继续加工成高档白

酒， 销售给某外贸企业 ５ ０００ 斤， 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销售额为 ５００ 万元；
已知上月外购的酒精不含税价 １８５ 万元， 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 本月生产领用外购酒

精的 ８０％， 该公司应缴消费税（　 　 ）万元。
Ａ． １００ ２５ Ｂ． １４７ ４８
Ｃ． １３０ ８０ Ｄ． １５４ ５９

１４１． 某卷烟生产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决定以 １ ０００ 箱自产卷烟作为股本

与甲企业合资成立一家烟草零售经销商乙公司。 已知该卷烟厂同类卷烟的不含税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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