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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年备考先修

各位考生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大家选购本书。 信息， 是要转化为易于理解的知识， 才

能有价值， 这也是本辅导书存在的价值。 你能翻开这本书， 证明你一定想成为一个在会计

专业领域能力出众的人， 而从现在开始， 我们就要去投入地做这件事情： 第一步———考取

“初级会计职称”。 然后我们再不断突破瓶颈， 渐入佳境， 一切都会梦想成真的。 唯有努力，
才能坚守， 唯有坚守， 才有成就， 而成就的起点， 就在于你坚定信念并为之付出不懈努力

的那一刻。
正所谓“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我们首先要了解， 你所参加的这门考试， 需要学习多少

内容、 解决何种问题、 面临哪些困难。

一、 关于《经济法基础》科目

（一）章节体系图

经济法基础考试大纲（２０２２ 年）共包括八章， 可分为税法章节和非税法章节两部分， 章节

体系图如下所示。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和第八章均为“非税法章节”， 此四章的最大特点是彼此独立，
因此先从哪章入手开始学习， 其实并不影响学习体验。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和第七章均为“税法章节”， “税法章节”部分由于体系较为完整，
因此各个章节学习顺序会直接影响到大家对知识的理解递进层次。

（二）考试题型及各题型分值表

我们参照 ２０２１ 年的考试题型和分值情况， 归纳如下表：

题型 题量 分值 合计

单项选择题 ２３ 题 每题 ２ 分 ４６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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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题型 题量 分值 合计

多项选择题 １０ 题 每题 ２ 分 ２０ 分

判断题 １０ 题 每题 １ 分 １０ 分

不定项选择题 ３ 道大题， 每道大题 ４ 小问 每道大题 ８ 分， 每小问 ２ 分 ２４ 分

（三）题目类型与评分规则

题型 评分标准

单项选择题 每道题 ４ 个选项， 只有一个选项正确， 多选、 错选、 不选均不得分

多项选择题
每道题 ４ 个选项， 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符合题意的正确答案。 至少选择两个答案， 全部选对

得满分， 少选得相应分值， 多选、 错选、 不选均不得分

判断题 每道题判断对或错， 判断正确得 １ 分， 错答、 不答均不得分， 也不扣分

不定项选择题
每一小问四个选项， 单选或多选， 至少一个选项正确。 每小题全部选对得满分， 少选得

相应分值， 多选、 错选、 不选均不得分

需要说明的是， 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领导小组会在每年 ３ 月份发布当年的“全国会

计专业技术初级资格考试题型等有关问题的通知”， 届时各位考生朋友可以登录“全国会计资

格评 价 网 ” 查 看 当 年 考 试 题 型， 关 注 是 否 有 调 整 变 化。 同 时， 正 保 会 计 网 校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ａｃｃ ｃｏｍ）也会第一时间整理、 发布相关考试资讯， 敬请考生关注。

二、 高分技巧及应试方法

初级会计职称考试最大的特点是“１００％客观题”， 因此我们在学习过程中无须按照“主观

题”的学习方式来备考。
（一）合理的规划

我们先来看下面的图示：

上图中最外面的“大圆”代表本学科知识储备总量； 里面的“中圆”是大部分考生在有限

备考时间内可完成全部章节的学习闭环； 中间的“小圆”是考试试卷所遇到的考点。 我的建

议是， 不深挖偏点和难点， 先保证学完主线内容， 尽快完成全部章节的学习闭环， 再循环

往复的扩大上图“中圆”的外围， 通过不断的查漏补缺将自己的“知识领地”逼近考纲全部内

容， 例如， 某些税种的优惠政策达到二十项之多， 我们可根据考点的重要层级， 先记忆重

要的优惠政策， 而对于低频考核的优惠条目， 我们可暂时忽略留待第二轮或第三轮复习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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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补充完善。
这个学习节奏最终的状态是将“中圆”扩大至与“大圆”重合， 但其最大的优势在于， 即

便考前我们做不到将两个圆完美的“重合”， 实则也完成了全部章节的备考任务， 我们也能

从容地走上考场拿下考试。 这个学习过程类似吃自助餐， 我们在有限时间和肚量的情况下，
第一轮取餐吃鲍鱼龙虾大海鲜垫底儿， 第二轮取餐吃精致主食小甜点血赚， 最后几轮取餐

则喝汤喝酒吃冰激凌溜缝儿， 不能一进餐厅就先吃馒头喝可乐， 而后面鲍鱼龙虾则没肚占，
血亏！

（二）科学的训练

我们需要在做题中学会应试。 在一个完整备考周期内， 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将“做题”训
练成一种本能。

１ 习题的层级

按照学习内容的跨度， 可将习题分为： 知识点练习、 章节练习、 专项练习和模拟试题。 本

书就是按照这个跨度设置的题目。
２ 协调理论学习与做题的时间

听课、 看书等理论学习是积累知识储备、 形成知识沉淀的过程， 如同积攒一个“弹药

库”， 我们要将各式各样的武器弹药都配齐， 而不能只攥着一个“烧火棍”上考场去面对百万

大军。 做题则是学习各种武器的使用方法以达到熟练操作的程度， 考场上敌人使用什么样

的武器进攻， 我们都能在短时间内熟练调用合适的武器去应对， 而不能坐拥一堆“大杀器”
却无法开火。

因此， 理论学习与做题是一体两面， 我们在学习中不能偏废任何一面。 上述习题的四个

层级， 实则是与我们学习的四个阶段相对应， 这样可有效解决学习与做题在时间上错配的

问题。
通常而言， 我们的学习顺序可描述为： ①学习完单一知识点后， 做“知识点练习”； ②学

完某一章后， 做“章节练习”； ③学完一个阶段后， 做“专项练习”； ④学完全部章节后， 做“模
拟试题”， 完成了以上四个阶段， 即完成了一个学习闭环， 紧接着是第二轮、 第三轮……这样

的学习顺序可以保证在听课看书中完成做题训练， 在做题训练中巩固学习成果。

三、 本书的特点

通常讲， 一本对备考有帮助的辅导书， 应既有考纲知识条目的罗列， 又有通俗语言的讲

解； 既有循序渐进的习题训练， 又有井然有序的归纳总结。 同时， 由于每年新增政策均为当年

考核的重点内容， 因此辅导书中不仅要收集历年核心考题， 同时还应有新增政策的练习题。
为此， 本书在 ２０２２ 年从体例结构上进行了优化， 包括以下几个层次：
１ “打基础”
（１）备考先修阶段。
“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本部分从考试规律与方法论角度阐述了学习的科学过程与

学习理念， 从宏观方面分析了备考应试的特点， 为大家后面的具体学习提供了指引。 同时， 有

效解决学习过程中的困惑和疑问， 扫清备考路上的障碍。
（２）强化讲解阶段。
本阶段是本书篇幅最长的内容， 我按照章节顺序分为考情分析、 考点速学与经典例题等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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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在每一章中均完整展示了学习脉络体系， 阐述了核心知识点的记忆与理解。 本部分并非是

简单地堆砌考纲信息， 而是努力将其加工为知识， 更好的帮助大家形成整体化与结构化的思维

模式。
本阶段各章知识点均按照“结构化”的方法来设计编写， 保证每个考点都包含了学习链条

中所有环节， 从体系搭建到图示说明、 从文字阅读到示例讲解、 从表格归纳到横向链接。 最

终， 这个学习链条会指向“经典例题”作为知识点练习， 再结合章节训练完成学习闭环。 本阶

段的考点学习也如同“拔钉子”一样， 逐一击破， 精准点射。 大家只要按照本书设置的考点结

构逐步坚持学下去， 一定会积累出丰厚的学习成果。
２ “做习题”
（１）章节习题·巩固阶段。
本部分是按照章节顺序编写的章节练习题， 在我们“打基础”以知识点为跨度的练习基础

上， 可再按照章节为跨度做本部分的练习题， 这样可打破初期学习的假性记忆， 真正消化和吸

收备考内容。
（２）不定项选择题·突破阶段。
本阶段我挑选出大量历年经典的不定项选择题供大家练习， 这些题目已按照最新的财税政

策调整， 保证均在“保质期”内， 不会“吃坏肚子”。 同时本部分还有我自编的不定项选择题作

为考试遗漏内容的补充。
（３）模拟试卷·决胜阶段。
本部分提供两套完整的模拟试题， 以模拟电子化试卷的形式供大家自行拟真训练， 助力大

家完成考前冲刺阶段。
做本书的任何习题时， 推荐大家按照以下的顺序进行：
做经典例题时闭卷与开卷练习均可， 主要目的是快速理解知识点的出题方式。 做错的题目

或认为有价值的题目要用笔作符号标识。
做章节练习题尽量采用闭卷的方式进行， 核对答案后， 对于做错的题目要用笔作符号标

识， 然后再通篇阅读所有题目的解析， 扩展复习相应的考点。
不定项选择题尽量采用闭卷的方式练习， 如果涉及跨章节的习题， 尽量完成后面相应章节

学习后再统一练习。
模拟试题必须采用闭卷方式练习， 同时按照考试时间估算自己的做题速度， 训练出适合自

己的做题节奏， 保证考试时能在规定时间里保质保量的完成。
考前最后冲刺阶段， 将上述过程所有标识的错题进行汇总做最后的总复习。 此举目的是为

了避免思维惯性化， 因为最初的错误若未经反复纠正， 很有可能在考试中再次出现。
备考的过程， 更像是旅行走入了一个陌生的城镇。 如果我们自行探索全部的路线和景

点， 会花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 但如果我们手持 ＧＰＳ 导航， 就可以事先预览全部的路线和

景点， 再按照导航路线去游览。 导航虽是个捷径， 但城镇中每个景点和街头巷尾， 还都是

要靠我们的每一步走出来。 老师、 辅导书与课程， 其实都起到导航仪的作用， 我们需要探

索的考纲范围如同一个城镇， 从起点到终点并非是简单的直线， 而是一个“面”， 我们的学

习路线则需要多次穿插反复， 从依靠导航到扔掉导航凭借记忆， 这不是一个简单地从起点

到终点的“点对点”过程， 而是要靠大量“点对点”的探索， 将线连成面的过程。 反复， 是任

何学习必须经历的过程， 只有经过多轮次反复学习， 才能真正熟悉这个“城镇”的建筑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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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一木。
坚定信念并为之付出努力， 这是起点； “时刻在路上”不断向前， 这是坚守。
由于笔者水平有限， 成书仓促， 欢迎各位考生朋友对书中的缺点和错误提出批评和纠正意

见。 本书的错误与纰漏， 我们会在正保会计网校的“勘误表”中更新， 烦请大家留意。

张　 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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