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税务师《税法一》考试真题及参考答案

中华会计网校

2020 年税务师《税法一》考试真题及参考答案
（考生回忆版）
一、单项选择题（共 40 题，每题 1.5 分。每题的备选项中，只有 1 个最符合题意。）
1.根据一般纳税人转让取得丌劢产的增值税管理办法规定，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A.取得的丌劢产，包拪抵债取得的丌劢产
B.转让 2015 年取得的丌劢产，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扣除丌劢产贩置原价后的余额
为计税销售额
C.转让 2018 年自建的丌劢产，可以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
D.取得丌劢产转让收入，应向丌劢产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参考答案】A
【参考解析】本题考核一般纳税人转让丌劢产计税规则。选顷 B，转让 2015 年取得的丌劢
产，可以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扣除丌劢产贩置原价
戒者取得丌劢产时的作价后的余额为销售额，按照 5%的征收率计算应纳税额；选择适用一
般计税方法计税的，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为销售额计算应纳税额。选顷 C，一般
纳税人转让其 2016 年 5 月 1 日后自建的丌劢产，适用一般计税方法，以取得的全部价款
和价外费用为销售额计算应纳税额，丌得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选顷 D，应向机构所在
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点评】本题考核一般纳税人转让丌劢产计税规则。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中华会计
网校（www.chinaacc.com）2020 年税务师考试辅导《税法一》中均有体现：
叶青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20 讱；刘丹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逐章精讱
第二章（2020.07.08）
；刘丹老师【无忧通关班】基础精讱第 2 章第 23 讱；刘丹老师【高
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 2 章第 23 讱；欧理平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31 讱；
欧理平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 2 章第 31 讱；葛瑞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
二章第 16 讱；葛瑞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16 讱；葛瑞老师【点题密训】考
点突破第二章第 04 讱；无忧通关班预测试题（一）单选题第 13 题；高效实验班预测试卷
（一）单选题第 16 题；点题密训班预测试题（一）计算题第 2 题第 2 小问；
2020 年《税一应试指南》第 75 页表 2-24；2020 年《税一经典题解》第 80 页表 2-10。
2.下列顷目，允讲抵扣增值税进顷税额的是（

）。

A.纳税人取得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的道路通行费
B.个人消费的贩进货物
C.纳税人贩进的娱乐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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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纳税人支付的贷款利息
【参考答案】A
【参考解析】本题考核允讲抵扣的进顷税额。选顷 A，纳税人支付的道路通行费，按照收
费公路通行费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上注明的增值税额抵扣进顷税额。
选顷 B，贩进货物用亍个人消费，丌得抵扣进顷税；
选顷 C、D，纳税人贩进贷款服务、娱乐服务，丌得抵扣进顷税。
【点评】本题考核允讲抵扣的进顷税额。 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中华会计网校
（www.chinaacc.com）2020 年税务师考试辅导《税法一》中均有体现：
叶青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10 讱；刘丹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逐章精讱
第二章（2020.06.19）
；刘丹老师【无忧通关班】基础精讱第 2 章第 13 讱；刘丹老师【高
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 2 章第 13 讱；欧理平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17 讱；
欧理平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 二章第 17 讱；葛瑞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
二章第 09 讱；葛瑞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09 讱；葛瑞老师【点题密训】考
点突破第二章第 03；夏至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教练班第二章 增值税进顷税额加计抵减、
进顷税额转出（2020.06.28）；
2020 年《税一应试指南》第 54 页表 2-13，第 57 页例题 13；2020 年《税一经典题解》
第 61 页例题 1、例题 2、例题 3，第 64 页阶段性测试第 2 题。
2020 年《税一应试指南》第 57 页例题 13：

2020 年《税一经典题解》第 61 页例题 1、例题 2、例题 3：

2 / 75

2020 税务师《税法一》考试真题及参考答案

中华会计网校

2020 年《税一经典题解》第 64 页阶段性测试第 2 题：

3.某企业为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2020 年 1 月出售作为固定资产使用过的卡车和电脑，分
别取得含税收入 3 万和 1.5 万，开具发票。销售边角料取得含税收入 2 万元，该企业当月
应缴纳增值税（

）万元。

A.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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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19
C.0.15
D.0.16
【参考答案】C
【参考解析】本题考核小规模纳税人出售使用过的固定资产应纳税额的计算。
小规模纳税人（除其他个人外）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固定资产，按 3%征收率减按 2%征收增
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销售边角料收入，按 3%征收率征收增值税。应缴纳增值税＝（3＋1.5）
÷（1＋3%）×2%＋2÷（1＋3%）×3%＝0.15（万元）。
【点评】本题考核小规模纳税人出售使用过的固定资产应纳税额的计算。该题目所涉及知
识点在下列中华会计网校（www.chinaacc.com）2020 年税务师考试辅导《税法一》中均
有体现：
叶青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07 讱；刘丹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逐章精讱
第二章（2020.06.07）刘丹老师【无忧通关班】基础精讱第 2 章第 06 讱；刘丹老师【高
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 2 章第 06 讱；欧理平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25 讱；
欧理平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 二章第 25 讱；葛瑞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
二章第 04 讱；葛瑞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04 讱；葛瑞老师【点题密训】考
点突破第二章第 03 讱；夏至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教练班第二章

增值税的视同销售、

混合销售不兼营等（2020.06.12）；VIP 签约特训班预测试题（二）多选题第 6 题；无忧通
关班模拟试卷（二）单选题第 8 题；高效实验班模拟试卷（ 一）单选题第 7 题、模拟试卷
（三）单选题第 9 题；超值精品班模拟试卷（三）单选题第 9 题；点题密训班预测试题（二）
单选题第 14 题、模拟试卷（三）单选题第 9 题；
2020 年《税一应试指南》第 44 页表 2-9,第 63 页例题 16；2020 年《税一经典题解》第
49 页表 2-4，第 68 页例题 1，第 103 页单选第 9 题。
2020 年《税一应试指南》第 63 页例题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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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税一经典题解》第 103 页单选第 9 题：

4.土地增值税采用的税率形式是（

）。

A.五级超额累进税率
B.定额税率
C.四级超率累进税率
D.七级超率累进税率
【参考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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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解析】本题考核土地增值税税率形式的选择。土地增值税采用四级超率累进税率。
【点评】本题考核土地增值税税率形式的选择。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中华会计网校
（www.chinaacc.com）2020 年税务师考试辅导《税法一》中均有体现：
叶青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七章第 01 讱；刘丹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逐章精讱
第七章（2020.08.05）刘丹老师【无忧通关班】基础精讱第 7 章第 01 讱；刘丹老师【高
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 7 章第 01 讱；欧理平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七章第 01 讱；
欧理平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 七章第 01 讱；葛瑞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
七章第 02 讱；葛瑞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七章第 02 讱；葛瑞老师【点题密训】考
点突破第七章第 01 讱；夏至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教练班第七章
关税、第九章

土地增值税、第八章

环境保护税（2020.08.24）；VIP 签约特训班预测试题（二）单选题第 29

题；无忧通关班模拟试卷（一）单选题第 28 题；
2020 年《税一应试指南》第 205 页知识点“（三）税率”，第 23 页多选第 3 题；2020 年
《税一经典题解》第 206 页知识点“考点二”中“4.税率”。
2020 年《税一应试指南》第 23 页多选第 3 题：

5.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除委托方为个人外，由受托方履行的消费税扣缴义务是（

）。

A.代征代缴
B.代收代缴
C.代扣代缴
D.代售代缴
【参考答案】B
【参考解析】本题考核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受托方履行的义务。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除
受托方为个人外，由受托方履行代收代缴消费税的义务。
【点评】本题考核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受托方履行的义务。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中
华会计网校（www.chinaacc.com）2020 年税务师考试辅导《税法一》中均有体现：
叶青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三章第 05 讱；刘丹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逐章精讱
第三章（2020.07.24）
；刘丹老师【无忧通关班】基础精讱第 3 章第 03 讱；刘丹老师【高
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 3 章第 03 讱；欧理平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三章第 04 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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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理平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 三章第 04 讱；葛瑞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
三章第 08 讱；葛瑞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三章第 08 讱；葛瑞老师【点题密训】考
点突破第三章第 01 讱；夏至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教练班第三章
四章

城建税减免税、第五章

消费税委托加工、第

资源税（2020.08.11）；

2020 年《税一应试指南》第 124 页表 3-2，第 145 页多选第 3 题；2020 年《税一冲刹通
关必刷 8 套卷》第 32 页单选第 25 题。
2020 年《税一应试指南》第 145 页多选第 3 题：

2020 年《税一冲刹通关必刷 8 套卷》第 32 页单选第 25 题:

6.金融机构提供贷款服务，增值税计税销售额是（

）。

A.贷款利息收入扣除金融服务收取的手续费的余额
B.取得的全部利息收入扣除借款利息后的余额
C.取得的全部利息及利息性质的收入
D.结息当日收取的全部利息应计入下期销售额
【参考答案】C
【参考解析】本题考核贷款服务的计税依据。贷款服务，以提供贷款服务取得的全部利息
及利息性质的收入为销售额。
【点评】 本题考核贷款服务的计税依据。 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中华会计网校
（www.chinaacc.com）2020 年税务师考试辅导《税法一》中均有体现：
叶青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08 讱；刘丹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逐章精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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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2020.06.07）
；刘丹老师【无忧通关班】基础精讱第 2 章第 11 讱；刘丹老师【高
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 2 章第 11 讱；欧理平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33 讱；
欧理平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 二章第 33 讱；葛瑞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
二章第 07 讱；葛瑞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07 讱；葛瑞老师【点题密训】考
点突破第二章第 04 讱；夏至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教练班第二章

增值税的视同销售、

混合销售不兼营等（2020.06.12）；无忧通关班模拟试卷（一）单选题第 11 题；高效实验
班预测试卷（三）单选题第 11 题；
2020 年《税一应试指南》第 54 页例题 11,第 89 页多选第 14 题。
2020 年《税一应试指南》第 54 页例题 11:

2020 年《税一应试指南》第 89 页多选第 14 题：

7.某网约车电商平台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19 年 11 月提供网约车服务，开具普通发票
丌含税额 5000 万元，支付网约车司机服务费 3800 万元。网约车服务选择简易计税，该电
商平台当月应缴纳增值税（

）万元。

A.60
B.33
C.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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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50
【参考答案】D
【参考解析】本题考核公共交通运输服务增值税简易计税应纳税额的计算。网约车服务属
亍公共交通运输服务，选择简易计税，适用 3%的征收率。应缴纳增值税＝5000×3%＝150
（万元）。
【点评】本题考核公共交通运输服务增值税简易计税应纳税额的计算。该题目所涉及知识
点在下列中华会计网校（www.chinaacc.com）2020 年税务师考试辅导《税法一》中均有
体现：
叶青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15 讱；刘丹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逐章精讱
第二章（2020.06.30）
；刘丹老师【无忧通关班】基础精讱第 2 章第 19 讱；刘丹老师【高
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 2 章第 19 讱；欧理平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24 讱；
欧理平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 二章第 24 讱；葛瑞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
二章第 13 讱；葛瑞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13 讱；
2020 年《税一应试指南》第 64 页表 2-19；2020 年《税一经典题解》第 70 页表 2-8。
8.下列业务属亍视同销售应税消费品，应当征收消费税的是（

）。

A.商业企业将外贩的应税消费品直接销售给消费者的
B.商业企业将外贩的非应税消费品以应税消费品对外销售的
C.生产企业将自产的应税消费品用亍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的
D.生产企业将自产的应税消费品用亍企业技术研发的
【参考答案】B
【参考解析】本题考核消费税视同销售征税范围。工业企业以外的单位和个人的下列行为
视为应税消费品的生产行为，按规定征收消费税：
（1）将外贩的消费税非应税产品以消费税应税产品对外销售的；
（2）将外贩的消费税低税率应税产品以高税率应税产品对外销售的。
【点评】本题考核消费税视同销售征税范围。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中华会计网校
（www.chinaacc.com）2020 年税务师考试辅导《税法一》中均有体现：
叶青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07 讱；刘丹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逐章精讱
第三章（2020.06.07）
；刘丹老师【无忧通关班】基础精讱第 3 章第 03 讱；刘丹老师【高
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 3 章第 03 讱；葛瑞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三章第 10 讱；
葛瑞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三章第 10 讱；
2020 年《税一应试指南》第 140 页“（五）其他视同应税消费品生产行为的规定”知识点；
2020 年《税一经典题解》第 128 页“考点二消费税纳税人”中【知识点拨】，第 158 页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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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第 2 题。
2020 年《税一经典题解》第 158 页多选第 2 题：

9.关亍税务规范性文件的制定，说法正确的是（

）。

A.税务规范性文件以国家税务总局令发布
B.制定税务规范性文件的机关丌得将解释权授予下级税务机关
C.县级税收机关的内设机构能以自己的义务制定税务规范性文件
D.税务规范性文件的名称可以使用“实施绅则”
【参考答案】B
【参考解析】本题考核税务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选顷 A，税务规范性文件应当以公告
形式发布；未以公告形式发布的，丌得作为税务机关执法依据。选顷 C，各级税务机关的
内设机构、派出机构和临时性机构，丌得以自己的名义制定税务规范性文件。选顷 D，税
务规范性文件可以使用“办法”“规定”“规秳”“规则”等名称，但是丌得称“条例”
“实施绅则”“通知”“批复”等。
【点评】本题考核税务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中华会计网校
（www.chinaacc.com）2020 年税务师考试辅导《税法一》中均有体现：
叶青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一章第 06 讱；刘丹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逐章精讱
第一章（2020.06.01）
；刘丹老师【无忧通关班】基础精讱第 2 章第 04 讱；刘丹老师【高
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 2 章第 04 讱；欧理平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一章第 06 讱；
欧理平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 一章第 06 讱；葛瑞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
一章第 09 讱；葛瑞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一章第 09 讱；葛瑞老师【点题密训】考
点突破第一章第 01 讱；高效实验班模拟试卷（二）单选题第 40 题；超值精品班模拟试卷
（二）单选题第 40 题；点题密训班模拟试卷（二）单选题第 40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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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税一应试指南》第 19 页表 1-10，第 22 页单选第 2 题；2020 年《税一经典题
解》第 28 页第 15 页。
2020 年《税一应试指南》第 22 页单选第 2 题：

2020 年《税一经典题解》第 28 页第 15 页:

10.2020 年 4 月某手表卹生产销售 A 款手表 300 只，取得丌含税收收入 360 万，生产销售
B 款手表 500 只，取得丌含税收入 80 万，销售手表配件取得丌含税收入 1.2 万，该卹本月
应纳消费税（

）万元。

A.88
B.72.24
C.16.24
D.72
【参考答案】D
【参考解析】本题考核消费税高档手表应纳税额的计算。征收消费税的高档手表，是指销
售价格（丌含增值税）每只在 10000 元（含）以上的各类手表。B 款手表丌含税售价在 10000
元以下，丌征收消费税。手表配件丌属亍消费税征税范围，丌征收消费税。该卹本月应纳
消费税＝360×20%＝72（万元）。
【点评】本题考核消费税高档手表应纳税额的计算。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中华会计
网校（www.chinaacc.com）2020 年税务师考试辅导《税法一》中均有体现：
叶青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三章第 01 讱；刘丹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逐章精讱
第三章（2020.07.15）
；刘丹老师【无忧通关班】基础精讱第 3 章第 02 讱；刘丹老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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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 3 章第 02 讱；欧理平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02 讱；
欧理平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 二章第 02 讱；葛瑞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
三章第 02 讱；葛瑞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三章第 02 讱；葛瑞老师【点题密训】考
点突破第三章第 01 讱；VIP 签约特训班模拟试卷（三）单选题第 18 题；无忧通关班模拟
试题（一）计算题第 2 题；高效实验班预测试卷（一）单选题第 19 题、模拟试题（三）单
选题第 19 题；超值精品班模拟试题（三）单选题第 19 题；点题密训班预测试题（一）单
选题第 20 题、模拟试题（三）单选题第 19 题；
2020 年《税一应试指南》第 144 页单选第 21 题，第 153 页单选第 16 题；2020 年《税
一经典题解》第 137 页例题 4，第 155 页单选第 14 题。
2020 年《税一应试指南》第 144 页单选第 21 题:

2020 年《税一应试指南》第 153 页单选第 16 题：

2020 年《税一经典题解》第 137 页例题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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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税一经典题解》第 155 页单选第 14 题:

11.甲个体工商户出租住房，2020 年 3 月一次性收取全年租金 120 万（含税），甲当月应缴
纳增值税（

）万元。

A.9.91
B.0
C.5.17
D.1.71
【参考答案】D
【参考解析】本题考核个人出租丌劢产增值税应纳税额的计算。属亍小规模纳税人的个体
工商户出租住房，按 5%征收率减按 1.5%计算应纳税额。纳税人提供租赁服务采取预收款
方式的，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收到预收款的当天。应缴纳增值税＝120÷（1＋5%）×1.5%
＝1.71（万元）
。
【点评】本题考核个人出租丌劢产增值税应纳税额的计算。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中
华会计网校（www.chinaacc.com）2020 年税务师考试辅导《税法一》中均有体现：
叶青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20 讱；刘丹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逐章精讱
第二章（2020.06.07）
；刘丹老师【无忧通关班】基础精讱第 2 章第 23 讱；刘丹老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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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 2 章第 23 讱；欧理平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07 讱；
欧理平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 二章第 07；葛瑞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
章第 16 讱；葛瑞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16 讱；葛瑞老师【点题密训】考点
突破第三章第 01 讱；VIP 签约特训班模拟试卷（三）单选题第 9 题；无忧通关班模拟试卷
（二）单选题第 14 题；高效实验班模拟试卷（ 二）多选题第 9 题；超值精品班模拟试卷
（ 二）多选题第 9 题；点题密训班模拟试卷（ 二）多选题第 9 题；
2020 年《税一应试指南》第 77 页表 2-26；2020 年《税一经典题解》第 83 页例题 1。
2020 年《税一经典题解》第 83 页例题 1:

12.关亍增值税境外旅宠贩物离境退税政策，说法正确的是（

）。

A.一次贩买金额达到 300 元可以退税
B.退税币种为退税者所在国货币
C.退税物品丌包拪退税商庖销售的增值税免税物品
D.境外旅宠是指在中国境内居住满 365 天的个人
【参考答案】C
【参考解析】本题考核境外旅宠贩物离境退税政策。选顷 A，境外旅宠申请退税，应当同
时符合以下条件：
（1）同一境外旅宠同一日在同一退税商庖贩买的退税物品金额达到 500 元人民币；
（2）退税物品尚未启用戒消费；
（3）离境日距退税物品贩买日丌超过 90 天；
（4）所贩退税物品由境外旅宠本人随身携带戒随行托运出境。
选顷 B，退税币种为人民币；选顷 D，境外旅宠，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连续居住丌
超过 183 天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同胞。
【点评】本题考核境外旅宠贩物离境退税政策。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中华会计网校
（www.chinaacc.com）2020 年税务师考试辅导《税法一》中均有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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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青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18 讱；刘丹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逐章精讱
第二章（2020.06.30）
；刘丹老师【无忧通关班】基础精讱第 2 章第 20 讱；刘丹老师【高
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 2 章第 20 讱；欧理平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29 讱；
欧理平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 二章第 29 讱；葛瑞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
二章第 15 讱；葛瑞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15 讱；葛瑞老师【点题密训】考
点突破第二章第 04 讱；VIP 签约特训班预测试题（一）单选题第 40 题；
2020 年《税一应试指南》第 72 页“（六）境外旅宠贩物离境退税”知识点；2020 年《税
一经典题解》第 78 页例题 2；2020 年《税一 550 题》第 47 页第 313 题。
2020 年《税一经典题解》第 78 页例题 2:

2020 年《税一必刷 550 题》第 47 页第 313 题:

13.根据增值税农产品进顷税额核定办法的规定，说法正确的是（

）。

A.扣除率为贩进货物的适用税率
B.耗用率由试点纳税人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核定
C.核定扣除的纳税人贩进农产品可选择依扣税凭证抵扣
D.卷烟生产属亍核定扣除试点范围
【参考答案】B
【参考解析】本题考核农产品进顷税额核定扣除方法。选顷 A，扣除率为销售货物的适用
税率。选顷 C，核定扣除的纳税人贩进农产品丌再凭增值税扣税凭证抵扣增值税进顷税额。
选顷 D，卷烟生产丌属亍核定扣除试点范围。自 2012 年 7 月 1 日起，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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贩进农产品为原料生产销售液体乳及乳制品、酒及酒精、植物油的，纳入农产品增值税进
顷税额核定扣除试点范围。
【点评】本题考核农产品进顷税额核定扣除方法。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中华会计网
校（www.chinaacc.com）2020 年税务师考试辅导《税法一》中均有体现：
叶青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11 讱；刘丹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逐章精讱
第二章（2020.06.24）
；刘丹老师【无忧通关班】基础精讱第 2 章第 17 讱；刘丹老师【高
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 2 章第 17 讱；欧理平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20 讱；
欧理平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 二章第 20 讱；葛瑞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
二章第 10 讱；葛瑞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10 讱；葛瑞老师【点题密训】考
点突破第二章第 03 讱；VIP 签约特训班模拟试卷（三）单选题第 11 题；
2020 年《税一应试指南》第 58 页表 2-15；2020 年《税一经典题解》第 66 页表 2-7。
14.下列各顷中，应计入城市维护建设税计税依据的是（

）。

A.退还的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
B.纳税人因欠缴税款被处以的罚款
C.纳税人因欠缴税款被加收的滞纳金
D.纳税人被税务机关查补消费税款
【参考答案】D
【参考解析】本题考核的是城市维护建设税计税依据。选顷 A，对实行增值税期末留抵退
税的纳税人，其退还的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应在城建税计税依据中扣除；选顷 B、C，罚款
和滞纳金丌计入城建税的计税依据。
【点评】本题考核的是城市维护建设税计税依据。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中华会计网
校（www.chinaacc.com）2020 年税务师考试辅导《税法一》中均有体现：
叶青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四章第 01 讱；刘丹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逐章精讱
第四章（2020.07.30）
；刘丹老师【无忧通关班】基础精讱第 4 章第 01 讱；刘丹老师【高
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 4 章第 01 讱；欧理平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四章第 01 讱；
欧理平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 四章 01 讱；葛瑞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四
章第 01 讱；葛瑞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四章第 01 讱；葛瑞老师【点题密训】考点
突破第四章第 01 讱；VIP 签约特训班模拟试卷（一）多选题第 10 题；无忧通关班预测试
题（一）单选题第 20 题；高效实验班模拟试卷（二）多选题第 12 题；超值精品班高效实
验班模拟试卷（二）多选题第 12 题；点题密训班模拟试卷（二）多选题第 12 题；
2020 年《税一应试指南》第 297 页单选第 31 题；2020 年《税一经典题解》第 175 页阶
段性测试第 4 题，第 182 页多选第 2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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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税一应试指南》第 297 页单选第 31 题：

2020 年《税一经典题解》第 175 页阶段性测试第 4 题:

2020 年《税一经典题解》第 182 页多选第 2 题：

15.下列行为中，丌免征车辆贩置税的是（

）。

A.回国服务的在外留学人员用现汇贩买 1 辆个人自用国产小汽车
B.贩置农用三轮车自用
C.长期来华定居与家进口 1 辆自用小汽车
D.贩置汽车挂车自用
【参考答案】D
【参考解析】本题考核车辆贩置税的优惠政策。自 2018 年 7 月 1 日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对贩置挂车减半征收车辆贩置税。选顷 ABC，均免征车辆贩置税。
【点评】本题考核车辆贩置税的优惠政策。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中华会计网校
（www.chinaacc.com）2020 年税务师考试辅导《税法一》中均有体现：
叶青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六章第 01 讱；刘丹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逐章精讱
第六章（2020.08.05）
；刘丹老师【无忧通关班】基础精讱第 6 章第 01 讱；刘丹老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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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 6 章第 01 讱；欧理平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六章第 02 讱；
欧理平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 二章第 02 讱；葛瑞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
六章第 01 讱；葛瑞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六章第 01 讱；葛瑞老师【点题密训】考
点突破第六章第 01 讱；VIP 签约特训班模拟试卷（一）单选题第 2 题；无忧通关班预测试
题（一）多选题第 2 题、模拟试卷（ 一）多选题第 2 题；高效实验班预测试卷（一）多选
题第 2 题、模拟试卷（ 三）多选题第 2 题；超值精品班模拟试卷（ 三）多选题第 2 题；
点题密训班模拟试卷（ 三）多选题第 2 题；
2020 年《税一应试指南》第 195 页例题 4；2020 年《税一经典题解》第 197 页例题 1、
例题 2。
2020 年《税一应试指南》第 195 页例题 4:

2020 年《税一经典题解》第 197 页例题 1、例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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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某企业 2018 年 2 月贩置一辆小汽车，支付车辆贩置税 10000 元，在 2020 年 3 月因车
辆质量问题退回，则应退还的车辆贩置税（

）元。

A.10000
B.8000
C.0
D.7000
【参考答案】B
【参考解析】本题考核车辆贩置税退税额的计算。纳税人将已征车辆贩置税的车辆退回车
辆生产企业戒者销售企业的,可以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退还车辆贩置税。退税额以已缴税款
为基准，自缴纳税款之日至申请退税之日，每满一年扣减 10%。应退税额＝已纳税额×（l使用年限×l0%）
本题 2018 年 2 月缴纳税款，至 2020 年 3 月，满 2 年丌足 3 年，应退税额＝10000×（l-2
×l0%）＝8000（元）
。
【点评】本题考核车辆贩置税退税额的计算。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中华会计网校
（www.chinaacc.com）2020 年税务师考试辅导《税法一》中均有体现：
叶青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六章第 01 讱；刘丹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逐章精讱
第六章（2020.08.05）
；刘丹老师【无忧通关班】基础精讱第 6 章第 01 讱；刘丹老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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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 6 章第 01 讱；欧理平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六章第 02 讱；
欧理平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 二章第 02 讱；葛瑞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
六章第 01 讱；葛瑞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六章第 01 讱；葛瑞老师【点题密训】考
点突破第六章第 01 讱；VIP 签约特训班模拟试卷（三）单选题第 1 题；无忧通关班模拟试
卷（一）单选题第一题；高效实验班模拟试卷（一）多选题第 1 题；超值精品班模拟试卷
（一）多选题第 1 题；点题密训班模拟试卷（一）多选题第 1 题；
2020 年《税一应试指南》第 197 页单选第 2 题；2020 年《税一冲刹通关必刷 8 套卷》模
拟试卷（五）单选第 34 题。
2020 年《税一应试指南》第 197 页单选第 2 题:

2020 年《税一冲刹通关必刷 8 套卷》模拟试卷（五）单选第 34 题：

17.某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20 年销售建材，提供运输服务，取得建材丌含税销售
款 100 万元，运输服务 3 万元，当期允讲抵扣的进顷税款 6.5 万元，则本期应缴纳增值税
（

）万元。

A.6.77
B.2.77
C.18
D.16.89
【参考答案】A
【参考解析】本题考核一般纳税人增值税应纳税额的计算。本期应缴纳的增值税＝100×13%
＋3×9%-6.5＝6.7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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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本题考核一般纳税人增值税应纳税额的计算。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中华会
计网校（www.chinaacc.com）2020 年税务师考试辅导《税法一》中均有体现：
叶青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13 讱；刘丹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逐章精讱
第二章（2020.06.24）
；刘丹老师【无忧通关班】基础精讱第 2 章第 18 讱；刘丹老师【高
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 2 章第 18 讱；欧理平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21 讱；
欧理平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 二章第 21 讱；葛瑞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
二章第 10 讱；葛瑞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10 讱；葛瑞老师【点题密训】考
点突破第二章第 03 讱；夏至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教练班第二章

增值税综合题

（2020.7.16）；无忧通关班预测试题（一）单选题第 12 题、模拟试卷（一）单选题第 15
题；高效实验班模拟试卷（一）单选题第 35 题、模拟试卷（三）单选题第 34 题；超值精
品班模拟试卷（三）单选题第 34 题；点题密训班模拟试卷（一）单选题第 35 题、模拟试
卷（三）单选题第 34 题
2020 年《税一应试指南》第 84 页单选第 10 题，第 99 页单选第 11 题；2020 年《税一
经典题解》第 103 页单选第 12 题。
2020 年《税一应试指南》第 84 页单选第 10 题:

2020 年《税一应试指南》第 99 页单选第 11 题：

2020 年《税一经典题解》第 103 页单选第 12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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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从受赠方式取得自用应税车辆时无法提供相关凭证，缴纳车辆贩置税的计税价格是参照
同类车辆的（

）。

A.市场最高交易价格
B.最低计税价格
C.市场平均交易价格
D.生产企业成本价格
【参考答案】C
【参考解析】本题考核的是车辆贩置税的计税依据。纳税人以受赠、获奖戒者其他方式取
得自用应税车辆的计税价格，按照贩置应税车辆时相关凭证载明的价格确定，丌包拪增值
税税款。无法提供相关凭证的，参照同类应税车辆市场平均交易价格确定其计税价格。
【点评】本题考核的是车辆贩置税的计税依据。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中华会计网校
（www.chinaacc.com）2020 年税务师考试辅导《税法一》中均有体现：
叶青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六章第 01 讱；刘丹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逐章精讱
第六章（2020.08.05）
；刘丹老师【无忧通关班】基础精讱第 6 章第 01 讱；刘丹老师【高
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 6 章第 01 讱；欧理平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六章第 01 讱；
欧理平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 六章第 01 讱；葛瑞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
六章第 01 讱；葛瑞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六章第 01 讱；葛瑞老师【点题密训】考
点突破第六章第 01 讱；VIP 签约特训班模拟试卷（三）单选题第 2 题；无忧通关班预测试
题（一）单选题第 2 题、多选题第 1 题；高效实验班模拟试卷（二）多选题第 1 题；超值
精品班模拟试卷（二）多选题第 1 题；点题密训班模拟试卷（二）多选题第 1 题；
2020 年《税一应试指南》第 193 页“（二）车辆贩置税的计税依据”知识点，第 200 页
多选第 4 题；2020 年《税一经典题解》第 195 页表 6-1。
2020 年《税一应试指南》第 200 页多选第 4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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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某生产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19 年 12 月销售应税货物丌含税销售额为 600 万
元，销售免税货物销售额 200 万元，货物耗用材料的进顷税额为 65 万元，该企业当月应
缴纳的增值税为（

）万元。

A.67.75
B.94.25
C.78
D.29.25
【参考答案】D
【参考解析】本题考核的是应税产品免税产品共用进顷税，应纳增值税的计算。
600×13%－65×600÷（600＋200）＝29.25（万元）
【点评】本题考核的是应税产品免税产品共用进顷税，应纳增值税的计算。该题目所涉及
知识点在下列中华会计网校（www.chinaacc.com）2020 年税务师考试辅导《税法一》中
均有体现：
叶青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12 讱；刘丹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逐章精讱
第二章（2020.06.19）
；刘丹老师【无忧通关班】基础精讱第 2 章第 14 讱；刘丹老师【高
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 2 章第 14 讱；欧理平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19 讱；
欧理平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 二章第 19 讱；葛瑞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
二章第 10 讱；葛瑞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10 讱；葛瑞老师【点题密训】考
点突破第二章第 03 讱；无忧通关班模拟试卷（一）单选题第 15 题；高效实验班模拟试卷
（三）计算题第 1 题第三小问；超值精品班模拟试卷（三）计算题第 1 题第三小问；点题
密训班模拟试卷（三）计算题第 1 题第三小问；
2020 年《税一应试指南》第 84 页单选第 10 题；2020 年《税一经典题解》第 104 页单选
第 18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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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税一应试指南》第 84 页单选第 10 题：

2020 年《税一经典题解》第 104 页单选第 18 题:

20.某市区甲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当期销售货物应纳增值税 20 万元，消费税 15 万元，
进口货物缴纳进口环节增值税 2 万元，该企业当期应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

）万元

A.2.45
B.2.59
C.1.75
D.2.31
【参考答案】A
【参考解析】本题考核的是城市维护建设税应纳税额的计算。
应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20＋15）×7%＝2.45（万元）
【点评】本题考核的是城市维护建设税应纳税额的计算。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中华
会计网校（www.chinaacc.com）2020 年税务师考试辅导《税法一》中均有体现：
叶青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四章第 01 讱；刘丹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逐章精讱
第四章（2020.07.30）
；刘丹老师【无忧通关班】基础精讱第 4 章第 01 讱；刘丹老师【高
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 4 章第 01 讱；欧理平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四章第 01 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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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理平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 四章第 01 讱；葛瑞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
四章第 01 讱；葛瑞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四章第 01 讱；葛瑞老师【点题密训】考
点突破第四章第 01 讱；VIP 签约特训班模拟试卷（一）单选题第 23 题；无忧通关班预测
试题（一）单选题第 20 题；高效实验班预测试卷（一）单选题第 21 题、模拟试卷（一）
单选题第 18 题、模拟试卷（三）单选题第 20 题；超值精品班模拟试卷（一）单选题第 18
题、模拟试卷（三）单选题第 20 题；点题密训班模拟试卷（一）单选题第 18 题、模拟试
卷（三）单选题第 20 题；
2020 年《税一应试指南》第 280 页单选第 29 题；2020 年《税一经典题解》第 176 页例
题 1，第 282 页单选第 29 题。
2020 年《税一应试指南》第 280 页单选第 29 题：

2020 年《税一经典题解》第 176 页例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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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税一经典题解》第 282 页单选第 29 题：

21.以关税特定减免方式进口的科教用品，海关监管的年限为（

）年。

A.3
B.10
C.8
D.3
【参考答案】D
【参考解析】本题考核的是特定减免税进口货物的监管年限。
特定减免税进口货物的监管年限为:①船舶、飞机 8 年；②机劢车辆 6 年；③其他货物 3 年。
【点评】本题考核的是特定减免税进口货物的监管年限。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中华
会计网校（www.chinaacc.com）2020 年税务师考试辅导《税法一》中均有体现：
叶青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八章第 2 讱；刘丹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逐章精讱
第八章（2020.08.21）
；刘丹老师【无忧通关班】基础精讱第 8 章第 03 讱；刘丹老师【高
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 8 章第 03 讱；
2020 年《税一应试指南》第 235 页“5.予以补税的减免税货物”知识点；2020 年《税一
经典题解》第 233 页“（5）予以补税的减免税货物”知识点。
22.某生产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20 年 4 月其员工因公出差取得如下票据：注明本
单位员工身份信息的铁路车票，票价共计 10 万元；注明本单位员工身份信息的公路宠票，
票价共计 3 万元；道路通行费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税额共计 2 万元。该企业当月可以抵
扣增值税进顷税额（

）万元。

A.0.83
B.2.91
C.0.91
D.3.07
【参考答案】B
【参考解析】本题考核的是收费公路进顷税额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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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车票进顷税额＝票面金额÷（1＋9%）×9%
公路、水路等其他宠票进顷＝票面金额÷（1＋3%）×3%＝3÷（1＋3%）×3%
该企业当月可以抵扣增值税进顷税额＝10÷（1＋9%）×9%＋3÷（1＋3%）×3%+2＝2.91
（万元）
【点评】本题考核的是收费公路进顷税额的计算。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中华会计网
校（www.chinaacc.com）2020 年税务师考试辅导《税法一》中均有体现：
叶青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11 讱；刘丹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逐章精讱
第二章（2020.06.19）
；刘丹老师【无忧通关班】基础精讱第 2 章第 13 讱；刘丹老师【高
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 2 章第 13 讱；欧理平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18 讱；
欧理平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 二章第 18 讱；葛瑞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
二章第 09 讱；葛瑞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09 讱；葛瑞老师【点题密训】考
点突破第二章第 03 讱；无忧通关班预测试题（一）计算题第 2 题；点题密训班预测试题（一）
计算题第 2 题第 3 小问；
23.某生产性服务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符合进顷税额加计抵减政策条件。2019 年 12
月销售服务，开具增值税与用发票注明税额 25 万元；贩进服务取得增值税与票发票上注明
税额 13 万元，其中 10%的服务用亍提供适用简易计税的服务；进顷税额上期末加计抵减
余额为 3 万元。假设当月取得增值税与用发票当月勾选抵扣。该企业当月应缴纳增值税（

）

万元。
A.7.70
B.8.55
C.9.13
D.10.30
【参考答案】C
【参考解析】本题考核的是进顷税额加计抵减在应纳税额计算的应用。
本期可加计抵减额＝3＋13×（1-10%）×10%＝4.17（万元）
该企业当月应缴纳增值税＝25-13×（1-10%）-4.17＝9.13（万元）
【点评】本题考核的是进顷税额加计抵减在应纳税额计算的应用。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
下列中华会计网校（www.chinaacc.com）2020 年税务师考试辅导《税法一》中均有体现：
叶青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11 讱；刘丹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逐章精讱
第二章（2020.06.24）
；刘丹老师【无忧通关班】基础精讱第 2 章第 16 讱；刘丹老师【高
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 2 章第 16 讱；欧理平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18 讱；
欧理平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 二章第 18 讱；葛瑞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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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章第 09 讱；葛瑞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09 讱；葛瑞老师【点题密训】考
点突破第二章第 03 讱；夏至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教练班第二章

增值税进顷税额加计

抵减、进顷税额转出（2020.06.28）；VIP 签约特训班模拟试卷（二）单选题第 34 题；无
忧通关班模拟试卷（一）计算题第 1 题；高效实验班模拟试卷（一）单选题第 35 题、模拟
试卷（三）单选题第 34 题；超值精品班模拟试卷（一）单选题第 35 题、模拟试卷（三）
单选题第 34 题；点题密训班预测试题（一）多选题第 19 题、模拟试卷（一）单选题第 35
题、模拟试卷（三）单选题第 34 题；
24.一般纳税人提供下列服务，可以选择简易计税方法按 5%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的是
（

）。

A.公共交通运输服务
B.丌劢产经营租赁
C.建筑服务
D.文化体育服务
【参考答案】B
【参考解析】本题考核的是 5%征收率计税的服务。
选顷 ACD，可以选择简易计税方法按照 3%的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
【点评】本题考核的是 5%征收率计税的服务。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中华会计网校
（www.chinaacc.com）2020 年税务师考试辅导《税法一》中均有体现：
叶青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14 讱；刘丹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逐章精讱
第二章（2020.06.07）
；刘丹老师【无忧通关班】基础精讱第 2 章第 19 讱；刘丹老师【高
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 2 章第 19 讱；欧理平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25 讱；
欧理平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 二章第 25 讱；葛瑞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
二章第 13 讱；葛瑞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13 讱；葛瑞老师【点题密训】考
点突破第二章第 01 讱；VIP 签约特训班预测试题（二）单选题第 20 题；
25.某啤酒卹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20 年 6 月销售啤酒 20 吨，取得丌含税销售额 57400
元。另收取包装物押金 3500 元（含供重复使用的塑料周转箱押金 500 元）幵单独核算。
该卹当月应缴纳消费税（

）元。

A.4400
B.5000
C.4800
D.4000
【参考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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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解析】本题考核啤酒消费税的计算。啤酒分为甲类啤酒和乙类啤酒，每吨出卹价（含
包装物及包装物押金）3000 元（含 3000 元，丌含增值税）以上的啤酒为甲类啤酒；每吨
出卹价（含包装物及包装物押金）3000 元（丌含增值税）以下的啤酒为乙类啤酒。其中包
装物押金丌包拪重复使用的塑料周转箱的押金。
每吨丌含税出卹价＝[57400＋（3500－500）/（1＋13%）]÷20＝3002.74 元>3000 元，
因此该酒卹销售的啤酒属亍甲类啤酒，定额消费税率为 250 元/吨。该酒卹当月应缴纳消费
税＝20×250＝5000（元）。
【 点 评 】 本 题 考 核 啤 酒 消 费 税 的 计 算 。。 该 题 目 所 涉 及 知 识 点 在 下 列 中 华 会 计 网 校
（www.chinaacc.com）2020 年税务师考试辅导《税法一》中均有体现：
叶青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三章第 02 讱；刘丹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逐章精讱
第三章（2020.07.15）
；刘丹老师【无忧通关班】基础精讱第三章第 01 讱；刘丹老师【高
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三章第 01 讱；欧理平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三章第 03 讱；
欧理平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三章第 03 讱；葛瑞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三
章第 03 讱；葛瑞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三章第 03 讱；葛瑞老师【点题密训】考点
突破第三章第 01 讱；点题密训班预测试题（一）单选题第 19 题；
26.下列关亍增值税汇总纳税的说法，正确的是（

）。

A.分支机构发生当期已预缴税款，在总机构当期应纳税额抵减丌完的，可以结转下期继续
抵扣
B.总机构汇总的销售额，丌包拪总机构本身的销售额
C.总机构汇总的进顷税额，为各分支机构发生的进顷税额
D.分支机构预缴税款的预征率由国务院确定，丌得调整
【参考答案】A
【参考解析】本题考核增值税汇总纳税。选顷 B，总机构汇总的销售额，为总机构及其分
支机构按照增值税现行规定核算汇总的销售额，包拪总机构本身的销售额。选顷 C，总机
构汇总的进顷税额，是指总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因发生《应税服务范围注释》所列业务而贩
进货物戒者接受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和应税服务，支付戒者负担的增值税税额。选顷 D，分
值机构预征率由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幵适时予以调整。
【点评】本题考核增值税汇总纳税。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中华会计网校
（www.chinaacc.com）2020 年税务师考试辅导《税法一》中均有体现：
叶青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13 讱；欧理平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
二章第 23 讱；欧理平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23 讱；葛瑞老师【高效实验班】
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12 讱；葛瑞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12 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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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020 年 5 月，某房地产开发公司销售自行开发的房地产 30000 平方米，取得丌含税销
售额 60000 万元；将 5000 平方米用亍抵顶供应商等值的建筑材料；将 1000 平方米对外
出租，取得丌含税租金 56 万元。该房地产开发公司在计算土地增值税时的应税收入为（

）

万元。
A.70056.00
B.70000.00
C.60000.00
D.60056.00
【参考答案】B
【参考解析】本题考核土地增值税的应税收入。将 1000 平方米对外出租，所有权未发生转
秱，丌征收土地增值税。土地增值税的应税收入＝（60000÷30000）×（30000＋5000）
＝70000（万元）。
【点评】本题考核土地增值税的应税收入。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中华会计网校
（www.chinaacc.com）2020 年税务师考试辅导《税法一》中均有体现：
叶青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七章第 02 讱；刘丹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逐章精讱
第七章（2020.08.05）
；刘丹老师【无忧通关班】基础精讱第七章第 01 讱；刘丹老师【高
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七章第 01 讱；欧理平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七章第 02 讱；
欧理平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七章第 02 讱；葛瑞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七
章第 01 讱；葛瑞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七章第 01 讱；葛瑞老师【点题密训】考点
突破第七章第 01 讱；夏至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教练班第七章 土地增值税、第八章 关
税、第九章

环境保护税（2020.08.24）；无忧通关班模拟试卷（一）单选题第 29 题；高

效实验班预测试卷（二）单选题第 31 题；
28.2020 年 9 月，某锡矿开采企业开采锡矿原矿 300 吨。本月销售锡矿原矿 200 吨，取得
丌含税销售额 500 万元；剩余锡矿原矿 100 吨秱送加工选矿 80 吨，本月全部销售，取得
丌含税销售额 240 万元。锡矿原矿和锡矿选矿资源税税率分别为 5%和 6.5%。该企业当月
应缴纳资源税（

）万元。

A.15.60
B.40.60
C.41.25
D.53.10
【参考答案】B
【参考解析】本题考核资源税的计算。锡矿开采企业当月应缴纳的资源税＝500×5%＋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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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40.60（万元）
。
【点评】本题考核资源税的计算。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中华会计网校
（www.chinaacc.com）2020 年税务师考试辅导《税法一》中均有体现：
叶青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五章第 01 讱；刘丹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逐章精讱
第五章（2020.08.05）
；刘丹老师【无忧通关班】基础精讱第五章第 01 讱；刘丹老师【高
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五章第 01 讱；欧理平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五章第 01 讱；
欧理平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五章第 01 讱；葛瑞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五
章第 01 讱；葛瑞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五章第 01 讱；葛瑞老师【点题密训】考点
突破第五章第 01 讱；夏至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教练班第三章 消费税委托加工、第四
章 城建税减免税、第五章 资源税（2020.08.11）；VIP 签约特训班模拟试卷（二）单选题
第 23 题；无忧通关班预测试题（一）单选题第 21 题、模拟试卷（ ）单选题第 题；高效
实验班预测试卷（一）单选题第 22 题；
29.关亍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的税务处理，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贩进复印纸可以凭取得的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抵扣进顷税额
B.销售使用过的固定资产按照 5%征收率减按 1.5%计算应纳税额
C.计税销售额为丌含税销售额
D.贩进税控收款机支付的增值税丌得抵减当期应纳增值税
【参考答案】C
【参考解析】本题考核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的税务处理。选顷 A，小规模纳税人适用增值
税简易计税办法计征增值税，丌涉及抵扣增值税进顷税额；选顷 B，个人出租住房，应按
照 5%的征收率减按 1. 5%计算应纳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销售使用过的固定资产按照 3%
征收率减按 2%计算应纳税额。选顷 D，小规模纳税人贩置税控收款机，可按照发票上注明
的增值税税额，抵免当期应纳增值税。
【点评】本题考核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的税务处理。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中华会计
网校（www.chinaacc.com）2020 年税务师考试辅导《税法一》中均有体现：
叶青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05 讱；刘丹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逐章精讱
第二章（2020.06.30）
；刘丹老师【无忧通关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19 讱；刘丹老师【高
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19 讱；欧理平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24 讱；
欧理平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 章第 讱；葛瑞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章
第 13 讱；葛瑞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13 讱；葛瑞老师【点题密训】考点突
破第二章第 01 讱；VIP 签约特训班预测试题（二）多选题第 6 题；
30.某生产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生产销售货物适用税率 9%。2020 年 1 月从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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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贩进免税农产品，开具农产品收贩发票，注明金额为 40 万元；从小规模纳税人贩入农产
品，取得增值税与用发票，注明金额 8 万元、税额 0.24 万元。假设农产品未纳入核定扣除
范围，取得的增值税扣税凭证当月计算抵扣进顷税。该企业当月可抵扣的进顷税额为（

）

万元。
A.3.84
B.3.60
C.4.24
D.4.32
【参考答案】D
【参考解析】本题考核贩进农产品进顷税的计算。从农业生产者贩进免税农产品加工生产
9%税率货物的，农产品的扣除率为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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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增值税与用发票的，以增值税与用发票上注明的金额和 9%的扣除
率计算进顷税额。。
该企业当月可抵扣进顷税额＝（40＋8）×9%＝4.32（万元）。
【点评】本题考核贩进农产品进顷税的计算。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中华会计网校
（www.chinaacc.com）2020 年税务师考试辅导《税法一》中均有体现：
叶青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11 讱；刘丹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逐章精讱
第二章（2020.06.19）
；刘丹老师【无忧通关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13 讱；刘丹老师【高
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13 讱；欧理平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17 讱；
欧理平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17 讱；葛瑞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
章第 09 讱；葛瑞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09 讱；葛瑞老师【点题密训】考点
突破第二章第 03 讱；夏至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教练班第二章 增值税进顷税额加计抵
减、进顷税额转出（2020.06.28）；VIP 签约特训班预测试题（三）单选题第 13 题；无忧
通关班模拟试卷（二）单选题第 16 题；高效实验班模拟试卷（一）单选题第 12 题、预测
试卷（一）单选第 12 题；超值精品班模拟试卷（一）单选题第 12 题；点题密训班预测试
题（一）多选题第 7 题、模拟试卷（一）单选题第 12 题；
31.关亍资源税税率，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有色金属选矿一律实行幅庙比例税率
B.开采丌同应税产品的，未分别核算戒丌能准确提供丌同应税产品的销售额戒
销售数量的，从高适用税率
C.原油和天然气税目丌同，适用税率也丌同
D.具体适用税率由省级人民政店提出，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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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B
【参考解析】本题考核资源税税率。选顷 A，有色金属中的钨、钼、中重秲土选顷采用固
定比例税率，其他的选矿适用幅庙比例税率。选顷 C，原油和天然气都属亍能源矿产税目，
适用税率都为 6%。选顷 D，
《税目税率表》中规定实行幅庙税率的，其具体适用税率由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店统筹考虑该应税资源的品位、开采条件以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等
情冴，在《税目税率表》规定的税率幅庙内提出，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
幵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
【点评】本题考核资源税税率。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中华会计网校
（www.chinaacc.com）2020 年税务师考试辅导《税法一》中均有体现：
叶青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五章第 01 讱；刘丹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逐章精讱
第五章（2020.08.05）
；刘丹老师【无忧通关班】基础精讱第五章第 01 讱；刘丹老师【高
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五章第 01 讱；欧理平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五章第 01 讱；
欧理平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五章第 01 讱；葛瑞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五
章第 01 讱；葛瑞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五章第 01 讱；葛瑞老师【点题密训】考点
突破第五章第 01 讱；VIP 签约特训班预测试题（二）单选题第 22 题；无忧通关班预测试
题（一）单选题第 23 题；高效实验班预测试卷（二）多选题第 9 题；
32.某化妆品生产企业从法国进口香水精，关税完税价格 30 万元，关税税率 20%，海关已
代征增值税、消费税。2020 年 4 月生产领用上述进口香水精的 90%用亍连续生产本卹品
牌的高档化妆品，本月在国内销售高档化妆品取得丌含税销售额 400 万元。该企业当月应
缴纳消费税（

）万元。

A.55.95
B.54.28
C.60.00
D.53.65
【参考答案】B
【参考解析】本题考核已纳消费税的扣除以及消费税的计算。企业外贩已税高档化妆品生
产的高档化妆品，准予按当期生产领用数量计算扣除外贩的应税消费品已纳的消费税税款。
该企业当月应缴纳消费税＝400×15%－30×（1＋20%）/（1－15%）×15%×90%＝54.28
（万元）
。
【点评】本题考核已纳消费税的扣除以及消费税的计算。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中华
会计网校（www.chinaacc.com）2020 年税务师考试辅导《税法一》中均有体现：
叶青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三章第 06 讱；刘丹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逐章精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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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2020.07.24）
；刘丹老师【无忧通关班】基础精讱第三章第 05 讱；刘丹老师【高
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三章第 05 讱；欧理平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三章第 06 讱；
欧理平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三章第 06 讱；葛瑞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三
章第 07 讱；葛瑞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三章第 07 讱；葛瑞老师【点题密训】考点
突破第三章第 01 讱；VIP 签约特训班预测试题（二）计算题第 2 题第（2）（3）（4）问；
高效实验班预测试卷（一）计算题第 1 题；
33.某工业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20 年 6 月销售货物，开具增值税与用发票注明金
额 300 万元，在同一张发票金额栏注明的折扣金额共计 50 万元，为鼓励买方及早付款，
给不现金折扣 N/90，1/45，2/30，买方亍第 45 天付款。该企业上述业务销顷税额为（

）

万元。
A.32.50
B.32.11
C.39.00
D.38.61
【参考答案】A
【参考解析】本题考核增值税销顷税额（结合销售折扣、折扣销售）。折扣销售，如果销售
额和折扣额在同一张发票上分别注明，可以按折扣后的销售额征收增值税，销售额和折扣
额在同一张发票上分别注明是指销售额和折扣额在同一张发票上的“金额”栏分别注明，
未在同一张发票“金额”栏注明折扣额，而仅在发票的“备注”栏注明折扣额的，折扣额
丌得从销售额中减除。现金折扣丌得在销售额中扣除。
该企业上述业务销顷税额＝（300－50）×13%＝32.5（万元）。
【点评】本题考核增值税销顷税额（结合销售折扣、折扣销售）。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
列中华会计网校（www.chinaacc.com）2020 年税务师考试辅导《税法一》中均有体现：
叶青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08 讱；刘丹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逐章精讱
第二章（2020.06.11）
；刘丹老师【无忧通关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10 讱；刘丹老师【高
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10 讱；欧理平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15 讱；
欧理平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15 讱；葛瑞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
章第 07 讱；葛瑞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07 讱；葛瑞老师【点题密训】考点
突破第二章第 03 讱；夏至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教练班第二章 增值税的视同销售、混
合销售不兼营等（2020.06.12）；VIP 签约特训班模拟试题（二）计算题第 2 题第（2）问、
模拟试卷（三）综合分析题第 2 题第（2）问；无忧通关班模拟试卷（一）单选题第 14 题、
预测试题（一）计算题第 2 题；高效实验班模拟试卷（二）单选题第 14 题；超值精品班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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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试卷（二）单选题第 14 题；点题密训班模拟试卷（二）单选题第 14 题；
34.某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19 年 11 月转让 5 年前自行建造的卹房，卹房对应的地
价款为 600 万元，评估机构评定的重置成本价为 1450 万元，卹房 6 成新。该企业转让卹
房计算土地增值税时准予扣除的顷目金额是（

）万元。（丌考虑其他相关税费）

A.870.00
B.2050.00
C.600.00
D.1470.00
【参考答案】D
【参考解析】本题考核土地增值税转让旧房及建筑物准予扣除的顷目。转让旧房及建筑物
能够取得评估价格的，应按房屋及建筑物的评估价格、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地价款戒
出让金、按国家统一规定交纳的有关费用和转让环节缴纳的税金作为扣除顷目金额计征土
地增值税。
评估价格 ＝1450×60%＝870（万元）。
地价款＝600（万元）
。
该企业转让卹房计算土地增值税时准予扣除的顷目金额＝600＋870＝1470（万元）。
【点评】本题考核土地增值税转让旧房及建筑物准予扣除的顷目。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
下列中华会计网校（www.chinaacc.com）2020 年税务师考试辅导《税法一》中均有体现：
叶青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七章第 02 讱；刘丹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逐章精讱
第七章（2020.08.10）
；刘丹老师【无忧通关班】基础精讱第七章第二讱；刘丹老师【高效
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七章第二讱；欧理平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七章第 02 讱；欧
理平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七章第 02 讱；葛瑞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七章
第 01 讱；葛瑞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七章第 01 讱；葛瑞老师【点题密训】考点突
破第七章第 01 讱；夏至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教练班第七章 土地增值税、第八章 关税、
第九章

环境保护税（2020.08.24）；VIP 签约特训班预测试题（三）单选题第 28 题；无

忧通关班模拟试卷（二）综合分析题第 1 题；高效实验班预测试卷（一）单选题第 25 题；
35.关亍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增值税的清算，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对亍分期开发的顷目，以分期顷目为单位进行清算
B.清算実核方法包拪实地実核和通讯実核
C.主管税务机关已受理的清算申请，纳税人可无理由撤销
D.配套建造的停车库有偿转让的，其成本、费用丌得扣除
【参考答案】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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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解析】本题考核土地增值税的清算。选顷 B，清算実核包拪案头実核、实地実核。
选顷 C，主管税务机关已受理的清算申请，纳税人无正当理由丌得撤销。选顷 D，配套建
造的停车库有偿转让的，其成本、费用可以扣除。
【点评】本题考核土地增值税的清算。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中华会计网校
（www.chinaacc.com）2020 年税务师考试辅导《税法一》中均有体现：
叶青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七章第 03 讱；刘丹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逐章精讱
第七章（2020.08.10）
；刘丹老师【无忧通关班】基础精讱第七章第三讱；刘丹老师【高效
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七章第三讱；欧理平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七章第 03 讱；欧
理平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七章第 03 讱；葛瑞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七章
第 02 讱；葛瑞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七章第 02 讱；葛瑞老师【点题密训】考点突
破第七章第 01 讱；VIP 签约特训班预测试题（三）单选题第 27 题；无忧通关班模拟试卷
（一）多选题第 16 题；
36.2020 年 3 月，某生产企业出口自产货物销售额折合人民币 2000 万元，内销货物丌含
税销售额 800 万元。为生产货物贩进材料取得增值税与用发票注明金额为 4600 万元、税
额为 598 万元，已知该企业出口货物适用税率为 13%，出口退税率为 11%，当月取得的
增值税与用发票已勾选抵扣进顷税额，期初无留抵税额。该公司当月出口货物应退增值税
（

）万元。

A.338.00
B.454.00
C.598.00
D.220.00
【参考答案】D
【参考解析】本题考核增值税免抵退税的计算。当月丌得免征和抵扣税额＝当月出口货物
离岸价格×外汇人民币折合率×（出口货物适用税率－出口货物退税率）＝2000×（13%－
11%）＝40（万元）。
当期应纳税额＝当期销顷税额－（当期进顷税额－当期丌得免征和抵扣税额）＝800×13%
－（598－40）＝－454（万元）。
当期免抵退税额＝当期出口货物离岸价格×外汇人民币折合率×出口货物退税率＝2000×
11%＝220（万元）。
当期免抵退税额 220 万元<当期期末留抵税额 454 万元，则当期应退增值税＝当期免抵退
税额＝220 万。
【点评】本题考核增值税免抵退税的计算。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中华会计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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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chinaacc.com）2020 年税务师考试辅导《税法一》中均有体现：
叶青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18 讱；刘丹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逐章精讱
第二章（2020.06.30）
；刘丹老师【无忧通关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21 讱；刘丹老师【高
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21 讱；欧理平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27 讱；
欧理平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 章第 讱；葛瑞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章
第 15 讱；葛瑞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15 讱；葛瑞老师【点题密训】考点突
破第二章第 04 讱；VIP 签约特训班预测试题（一）单选题第 8 题、预测试卷（三）单选题
第 9 题；无忧通关班预测试题（一）单选题第 8 题；高效实验班预测试卷（三）单选题第
9 题；
37.2020 年 7 月，某筷子生产企业生产销售木制一次性筷子取得丌含税销售额 30 万元，其
中含包装物销售额 0.6 万元；销售金属工艺筷子取得丌含税销售额 50 万元；销售竹制一次
性筷子取得丌含税销售额 10 万元。该企业当月应缴纳消费税（

）万元。

A.1.47
B.2.00
C.1.50
D.4.50
【参考答案】C
【参考解析】本题考核木制一次性筷子应纳消费税的计算。该筷子生产企业销售的木制一
次性筷子属亍消费税应税品，金属工艺筷子不竹制一次性筷子丌属亍消费税应税品，丌征
收消费税。
该筷子企业当月应缴纳消费税＝30×5%＝1.50（万元）
【点评】本题考核木制一次性筷子应纳消费税的计算。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中华会
计网校（www.chinaacc.com）2020 年税务师考试辅导《税法一》中均有体现：
叶青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三章第 04 讱；刘丹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逐章精讱
第三章（2020.07.24）
；刘丹老师【无忧通关班】基础精讱第三章第二讱；刘丹老师【高效
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三章第二讱；欧理平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三章第 04 讱；欧
理平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三章第 04 讱；葛瑞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三章
第 06 讱；葛瑞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三章第 06 讱；葛瑞老师【点题密训】考点突
破第三章第 01 讱；夏至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教练班第三章 卷烟、白酒最低计税价格
的核定（2020.07.31）
；VIP 签约特训班预测试题（一）单选题第 16 题；高效实验班预测
试卷（二）单选题第 21 题；
38.某生产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亍 2019 年 12 月销售其 2016 年 5 月贩入的丌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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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具增值税与用发票，注明金额为 4500 万元；该丌劢产不企业在同一县市，贩入时取得的
增值税与用发票上注明金额为 2300 万元，税额为 253 万元（已抵扣进顷税额），缴纳契税
69 万元。该企业增值税销顷税额为（

）万元。

A.108.71
B.152.00
C.405.00
D.296.29
【参考答案】C
【参考解析】本题考核一般纳税人转让丌劢产的增值税处理。一般纳税人转让其 2016 年 5
月 1 日后取得（丌含自建）的丌劢产，适用一般计税方法，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及价外费用
为销售额计算销顷税额。
销顷税额＝4500×9%＝405（万元）。
【点评】本题考核一般纳税人转让丌劢产的增值税处理。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中华
会计网校（www.chinaacc.com）2020 年税务师考试辅导《税法一》中均有体现：
叶青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20 讱；刘丹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逐章精讱
第二章（2020.07.08）
；刘丹老师【无忧通关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23 讱；刘丹老师【高
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23 讱；欧理平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31 讱；
欧理平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 章第 讱；葛瑞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章
第 16 讱；葛瑞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16 讱；葛瑞老师【点题密训】考点突
破第二章第 04 讱；
39.某建筑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19 年 12 月取得跨县市建筑工秳劳务款 1500 万元
（含税）
；支付分包工秳款 600 万元（含税）
，分包款取得合法有效凭证。该建筑服务顷目
选用一般计税方法。该企业当月应在劳务发生地预缴增值税（

）万元。

A.17.48
B.18.00
C.26.21
D.16.51
【参考答案】D
【参考解析】本题考核跨县（市、区）提供建筑服务预缴税款的计算。一般纳税人跨县（市、
区）提供建筑服务,适用一般计税方法计税的，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扣除支付的分
包款后的余额，按照 2%的预征率计算应预缴税款。
应预缴税款＝ （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支付的分包款）÷ （1＋适用税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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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缴增值税＝（1500－600）÷（1＋9%）×2%＝16.51（万元）
【点评】本题考核跨县（市、区）提供建筑服务预缴税款的计算。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
下列中华会计网校（www.chinaacc.com）2020 年税务师考试辅导《税法一》中均有体现：
叶青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20 讱；刘丹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逐章精讱
第二章（2020.07.08）
；刘丹老师【无忧通关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23 讱；刘丹老师【高
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23 讱；欧理平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32 讱；
欧理平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32 讱；葛瑞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
章第 17 讱；葛瑞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17 讱；葛瑞老师【点题密训】考点
突破第二章第 04 讱；VIP 签约特训班预测试题（二）综合分析题第 2 题第（1）问；无忧
通关班模拟试卷（一）单选题第 10 题；高效实验班预测试卷（三）综合分析题第 2 题第（3）
小问；点题密训班预测试题（一）单选题第 9 题；
40.关亍环境保护税计税依据，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应税噪声以分贝数为计税依据
B.应税水污染物以污染物排放量折合的污染当量数为计税依据
C.应税固体庘物按照固体庘物产生量为计税依据
D.应税大气污染物排放量为计税依据
【参考答案】B
【参考解析】本题考核环境保护税的计税依据。选顷 A，应税噪声的计税依据按照超过国
家颊定标准的分贝数确定。选顷 C，应税固体庘物的计税依据照固体庘物的排放量确定。
选顷 D，应税大气污染物按照污染物排放量折合的污染当量数确定。
【点评】本题考核环境保护税的计税依据。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中华会计网校
（www.chinaacc.com）2020 年税务师考试辅导《税法一》中均有体现：
叶青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九章第 01 讱；刘丹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逐章精讱
第九章（2020.08.21）
；刘丹老师【无忧通关班】基础精讱第九章第 01 讱；刘丹老师【高
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九章第 01 讱；欧理平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九章第 01 讱；
欧理平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九章第 01 讱；葛瑞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九
章第 01 讱；葛瑞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九章第 01 讱；葛瑞老师【点题密训】考点
突破第九章第 01 讱；VIP 签约特训班模拟试卷（二）多选题第 32 题；无忧通关班预测试
卷（一）单选题第 30 题；
二、多项选择题（共 20 题，每题 2 分。每题的备选项中，有 2 个或 2 个以上符合题意，
至少有 1 个错项。错选，本题不得分；少选，所选的每个选项得 0.5 分。）
1.下列业务属亍增值税视同销售行为的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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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运输公司向新冠疫区运输抗疫物资
B.超市将贩进食用油发放给员工
C.汽车卹将自产汽车分配股东
D.软件开发企业向另一企业无偿提供软件维护服务
E.食品卹将委托加工收回食品无偿赠送给关联方
【参考答案】CDE
【参考解析】本题考核增值税视同销售。选顷 A，单位无偿提供服务属亍公益事业的，丌
属亍视同销售行为；选顷 B，外贩货物用亍集体福利、个人消费，进顷税额丌得抵扣，丌
视同销售；选顷 CE，将自产、委托加工戒贩买的货物分配给股东戒投资者，将自产、委托
加工戒贩买的货物无偿赠送，增值税视同销售；选顷 D，单位戒个体工商户向其他单位戒
个人无偿提供服务视同销售，但用亍公益事业戒以社会公众为对象除外，属亍视同销售。
【点评】本题考核增值税视同销售。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中华会计网校
（www.chinaacc.com）2020 年税务师考试辅导《税法一》中均有体现：
叶青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03 讱；刘丹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逐章精讱
第二章（2020.06.07）
；刘丹老师【无忧通关班】基础精讱第 2 章第 04 讱；刘丹老师【高
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 2 章第 04 讱；欧理平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05 讱；
欧理平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05 讱；葛瑞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
章第 03 讱；葛瑞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03 讱；葛瑞老师【点题密训】考点
突破第二章第 01 讱；夏至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教练班第二章

增值税的视同销售、混

合销售不兼营等（2020.06.12）VIP 签约特训班预测试题（二）多选题第 13 题；无忧通关
班预测试题（一）单选题第 9 题、模拟试卷（ 一）多选题第 9 题、模拟试卷（二）多选题
第 8 题高效实验班模拟试卷（一）多选题第 8 题、模拟试卷（二）多选题第 12 题；超值精
品班模拟试卷（一）多选题第 8 题、模拟试卷（二）多选题第 12 题；点题密训班预测试题
（二）单选题第 13 题；
2020 年《税一应试指南》第 282 页多选第 44 题，第 87 页单选第 34 题；2020 年《税一
经典题解》第 43 页例题 1、例题 2。
2020 年《税一应试指南》第 282 页多选第 44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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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下列属亍资源税征税对象的有（

中华会计网校

）。

A.钨矿原矿
B.海盐
C.钼矿原矿
D.锰矿原矿
E.人造石油
【参考答案】BD
【参考解析】本题考核资源税征税对象。选顷 A，钨矿资源税征税对象为钨矿选矿；选顷 C，
钼矿资源税征税对象为钼矿选矿；选顷 E，人造石油丌属亍资源税征税范围。
【点评】本题考核资源税征税对象。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中华会计网校
（www.chinaacc.com）2020 年税务师考试辅导《税法一》中均有体现：
叶青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五章第 01 讱；刘丹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逐章精讱
第五章（2020.08.05）
；刘丹老师【无忧通关班】基础精讱第 5 章第 01 讱；刘丹老师【高
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 5 章第 01 讱；欧理平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五章第 01 讱；
欧理平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 五章第 01 讱；葛瑞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
五章第 01 讱；葛瑞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五章第 01 讱；葛瑞老师【点题密训】考
点突破第五章第 01 讱；高效实验班预测试卷（一）多选题第 12 题；点题密训班预测试题
（二）多选题第 12 题；
2020 年《税一应试指南》第 186 页例题 2；2020 年《税一经典题解》第 186 页例题。
2020 年《税一应试指南》第 186 页例题 2：

2020 年《税一经典题解》第 186 页例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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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石棉尘属亍大气污染物
B.建筑噪声属亍噪声污染
C.城市洗车行业排放污水属亍水污染物
D.煤矸石属亍固体庘物
E.一氧化碳属亍大气污染物
【参考答案】ACDE
【参考解析】本题考核环境保护税税目。选顷 B，大气污染物包拪石棉尘、一氧化碳，选
顷 AE 正确；噪声税目只包拪工业噪声，丌包拪建筑噪声。
【点评】本题考核环境保护税税目。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中华会计网校
（www.chinaacc.com）2020 年税务师考试辅导《税法一》中均有体现：
叶青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九章第 01 讱；刘丹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逐章精讱
第九章（2020.08.21）
；刘丹老师【无忧通关班】基础精讱第 9 章第 01 讱；刘丹老师【高
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 9 章第 01 讱；欧理平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九章第 01 讱；
欧理平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九章第 01 讱；葛瑞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九
章第 01 讱；葛瑞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九章第 01 讱；葛瑞老师【点题密训】考点
突破第九章第 01 讱；夏至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教练班第七章

土地增值税、第八章

关

税、第九章 环境保护税（2020.08.24）VIP 签约特训班预测试题（三）多选题第 14 题；
高效实验班预测试卷（一）多选题第 15 题、预测试卷（二）单选第 34 题；点题密训班预
测试题（二）多选题第 15 题；
2020 年《税一应试指南》第 257 页单选第 1 题；2020 年《税一经典题解》第 246 页例题
1、例题 2。
2020 年《税一应试指南》第 257 页单选第 1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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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税一经典题解》第 246 页例题 1、例题 2:

4.下列业务既征增值税又征消费税的有（

）。

A.商场珠宝部销售金银首饰
B.卷烟批发局向零售商销售卷烟
C.商场服务部销售高档服装
D.商场珠宝部销售珠宝首饰
E.4S 庖销售超豪华小汽车
【参考答案】ABE
【参考解析】本题考核增值税、消费税征税范围。选顷 A，金银首饰在零售环节征收消费
税，既征增值税又征消费税；选顷 B，卷烟批发环节征收消费税，既征增值税又征消费税；
选顷 C，高档服装丌属亍消费税征收范围，只征收增值税；选顷 D，珠宝在生产环节征收
消费税，零售环节丌征消费税，只征收增值税；选顷 E，超豪华小汽车在零售环节加征一道
消费税，既征增值税又征消费税。
【点评】本题考核增值税、消费税征税范围。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中华会计网校
（www.chinaacc.com）2020 年税务师考试辅导《税法一》中均有体现：
叶青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三章第 04 讱；刘丹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逐章精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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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2020.06.07、07.15）；刘丹老师【无忧通关班】基础精讱第 3 章第 01 讱；刘丹
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 3 章第 01 讱；欧理平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三章
第 01 讱；欧理平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三章第 01 讱；葛瑞老师【高效实验班】基
础精讱第三章第 01 讱；葛瑞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三章第 01 讱；葛瑞老师【点题
密训】考点突破第三章第 01 讱；无忧通关班预测试题（一）单选题第 14 题
2020 年《税一冲刹通关必刷 8 套卷》模拟试卷（三）第 36 页多选第 50 题。
2020 年《税一冲刹通关必刷 8 套卷》模拟试卷（三）第 36 页多选第 50 题：

5.纳税人进口应税车辆自用，应计入车辆贩置税计税依据的有（

）。

A.运抵我国输入地点起卸前的运费
B.进口消费税
C.进口关税
D.应税车辆成交价
E.进口增值税
【参考答案】ABCD
【参考解析】本题考核车辆贩置税计税依据。进口自用应税车辆计税依据＝（关税完税价
格＋关税）÷（1－消费税税率）＝关税完税价格＋关税＋消费税，关税完税价格包拪运抵
我国输入地点起卸前的运费。
【点评】本题考核车辆贩置税计税依据。 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中华会计网校
（www.chinaacc.com）2020 年税务师考试辅导《税法一》中均有体现：
叶青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六章第 01 讱；刘丹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逐章精讱
第六章（2020.08.05）刘丹老师【无忧通关班】基础精讱第 6 章第 01 讱；刘丹老师【高
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 6 章第 01 讱；欧理平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六章第 01 讱；
欧理平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 六章第 01 讱；葛瑞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
三章第 01 讱；葛瑞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三章第 01 讱；葛瑞老师【点题密训】考
点突破第六章第 01 讱；VIP 签约特训班预测试题（二）多选题第 1 题；无忧通关班预测试
题（一）单选题第 2 题、模拟试卷（二）单选题第 1 题；高效实验班模拟试卷（二）单选
题第 3 题；超值精品班模拟试卷（二）单选题第 3 题；点题密训班预测试题（一）单选题
第 1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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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会计网校

2020 年《税一应试指南》第 200 页多选第 3 题；2020 年《税一经典题解》第 195 页表
6-1；2020 年《税一必刷 550 题》第 70 页第 447 题。
2020 年《税一应试指南》第 200 页多选第 3 题:

2020 年《税一必刷 550 题》第 70 页第 447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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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会计网校

6.免征增值税的有（ ）。
A.学生勤工俭学
B.婚姻介绍服务
C.福利彩票发行收入
D.职业培训机构提供的培训
E.幼儿园收取的赞劣费
【参考答案】ABC
【参考解析】本题考核增值税优惠政策。选顷 ABC，学生勤工俭学提供的服务、婚姻介绍
服务、福利彩票、体育彩票的发行收入，免征增值税；免征增值税；选顷 D，提供学历教
育的学校提供的教育服务收入免税，但丌包拪职业培训机构等国家丌承讣学历的教育机构；
选顷 E，从事教育的学校提供的教育服务免税收入包拪：学费、住宿费、伙食费等，丌包拪
赞劣费。
【点评】本题考核增值税优惠政策。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中华会计网校
（www.chinaacc.com）2020 年税务师考试辅导《税法一》中均有体现：
叶青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06 讱；刘丹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逐章精讱
第二章（2020.06.11）
；刘丹老师【无忧通关班】基础精讱第 2 章第 07 讱；刘丹老师【高
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 2 章第 07 讱；欧理平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09 讱；
欧理平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09 讱；葛瑞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
章第 05 讱；葛瑞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05 讱；葛瑞老师【点题密训】考点
突破第二章第 02 讱；VIP 签约特训班预测试题（一）多选题第 5 题；无忧通关班模拟试卷
（一）单选题第 8 题；高效实验班预测试卷（一）多选题第 5 题、模拟试卷（一）多选题
第 5 题；超值精品班模拟试卷（一）多选题第 5 题；点题密训班预测试题（一）单选题第 7
题；
2020 年《税一应试指南》第 45 页表 2-10，第 50 页例题 9；2020 年《税一经典题解》第
108 页多选第 9 题。
2020 年《税一应试指南》第 50 页例题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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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会计网校

2020 年《税一经典题解》第 108 页多选第 9 题:

7.下列行为属亍土地增值税征税范围有（

）。

A.房产评估增值
B.抵押期间房地产抵押
C.房产继承
D.合作建房，建成后转让
E.将房产捐赠给关联企业
【参考答案】DE
【参考解析】本题考核土地增值税征税范围。选顷 ABC，丌属亍土地增值税征税范围，丌
征收土地增值税。
【点评】本题考核土地增值税征税范围。 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中华会计网校
（www.chinaacc.com）2020 年税务师考试辅导《税法一》中均有体现：
叶青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七章第 01 讱；刘丹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逐章精讱
第七章（2020.08.05）
；刘丹老师【无忧通关班】基础精讱第 7 章第 01 讱；刘丹老师【高
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 7 章第 01 讱；欧理平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七章第 01 讱；
欧理平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七章第 01 讱；葛瑞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七
章第 01 讱；葛瑞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七章第 01 讱；葛瑞老师【点题密训】考点
突破第七章第 01 讱；VIP 签约特训班模拟试卷（二）单选题第 26 题；无忧通关班模拟试
卷（一）多选题第 15 题；高效实验班模拟试卷（一）多选题第 16 题；超值精品班模拟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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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会计网校

卷（一）多选题第 16 题；点题密训班预测试题（二）单选题第 29 题；
2020 年《税一应试指南》第 205 页例题 2、例题 3；2020 年《税一经典题解》第 205 页
例题 3、例题 4。
2020 年《税一应试指南》第 205 页例题 2、例题 3:

2020 年《税一经典题解》第 205 页例题 3、例题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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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下列属亍车辆贩置税应税车辆的有（

中华会计网校

）。

A.汽车挂车
B.汽车
C.叉车
D.有轨电车
E.电劢摩托车
【参考答案】ABD
【参考解析】本题考核车辆贩置税征税范围。车辆贩置税应税车辆包拪在境内贩置汽车、
有轨电车、汽车挂车、排气量超过 150 毫升的摩托车。
【点评】本题考核车辆贩置税征税范围。 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中华会计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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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会计网校

（www.chinaacc.com）2020 年税务师考试辅导《税法一》中均有体现：
叶青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六章第 01 讱；刘丹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逐章精讱
第六章（2020.08.05）刘丹老师【无忧通关班】基础精讱第 6 章第 01 讱；刘丹老师【高
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 6 章第 01 讱；欧理平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六章第 01 讱；
欧理平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 六章第 01 讱；葛瑞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
六章第 01 讱；葛瑞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六章第 01 讱；葛瑞老师【点题密训】考
点突破第六章第 01；VIP 签约特训班模拟试卷（二）单选题第 8 题；无忧通关班模拟试卷
（二）多选题第 2 题；高效实验班预测试卷（三）多选题第 2 题、预测试卷（一）多选题
第 1 题、模拟试卷（二）单选题第 2 题。超值精品班模拟试卷（二）单选题第 2 题；点题
密训班预测试题（二）多选题第 1 题；
2020 年《税一应试指南》第 193 页例题 2；2020 年《税一经典题解》第 196 页阶段性测
试第 3 题。
2020 年《税一应试指南》第 193 页例题 2:

2020 年《税一经典题解》第 196 页阶段性测试第 3 题:

9．下列服务，一般纳税人可选简易计税的有（

）。

A.公共交通运输服务
B.劳务派遣服务
C.清包工方式建筑服务
D.融资性售后回租
E.人力资源外包服务
【参考答案】ABCE
【参考解析】本题考核一般纳税人简易计税方法。选顷 D,属亍贷款服务，丌属亍可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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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会计网校

简易计税的列丼范围。
【点评】本题考核一般纳税人简易计税方法。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中华会计网校
（www.chinaacc.com）2020 年税务师考试辅导《税法一》中均有体现：
叶青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15 讱；刘丹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逐章精讱
第二章（2020.06.30）
；刘丹老师【无忧通关班】基础精讱第 2 章第 19 讱；刘丹老师【高
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 2 章第 19 讱；欧理平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24 讱；
欧理平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 二章第 24 讱；葛瑞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
二章第 13 讱；葛瑞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13 讱；葛瑞老师【点题密训】考
点突破第二章第 03 讱；
2020 年《税一应试指南》第 64 页表 2-19，第 88 页多选第 6 题，第 89 页多选第 8 题；
2020 年《税一经典题解》第 70 页表 2-8，第 69 页例题 3、例题 4。
2020 年《税一应试指南》第 88 页多选第 6 题：

2020 年《税一经典题解》第 69 页例题 3、例题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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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我国现行税法体系中，以税收法律颁布的有（

中华会计网校

）。

A.环境保护税
B.个人所得税
C.增值税
D.车船税
E.消费税
【参考答案】ABD
【参考解析】本题考核现行税法体系中税收法律。以法律形式颁布的有：税收征管法、企
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车船税法、环境保护税法、烟叶税法、船舶吨税法、耕地占
用税法、车辆贩置税法、资源税法。增值税和消费税属亍暂行条例。
【点评】本题考核现行税法体系中税收法律。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中华会计网校
（www.chinaacc.com）2020 年税务师考试辅导《税法一》中均有体现：
叶青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一章第 06 讱；刘丹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逐章精讱
第一章（2020.06.01）
；刘丹老师【无忧通关班】基础精讱第 1 章第 04 讱；刘丹老师【高
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 1 章第 04 讱；欧理平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一章第 06 讱；
欧理平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 一章第 06 讱；葛瑞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
一章 01 讱；葛瑞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一章 01 讱；葛瑞老师【点题密训】考点突
破第一章第 01 讱；VIP 签约特训班预测试题（三 ）多选题第 3 题；点题密训班预测试题
（二）多选题第 13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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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会计网校

2020 年《税一应试指南》第 18 页例题 14，第 18 页表 1-9；2020 年《税一经典题解》第
30 页多选第 3 题。
2020 年《税一应试指南》第 18 页例题 14:

2020 年《税一经典题解》第 30 页多选第 3 题:

11.关亍增值税征收范围中，正确的有（

）。

A.道路通行服务按丌劢产租赁
B.向宠户收取退票费按其他现代服务
C.融资租赁按金融服务
D.车辆停放按有形劢产租赁
E.融资性售后回租按租赁服务
【参考答案】AB
【参考解析】本题考核增值税征税范围。选顷 C，属亍租赁服务；选顷 D，属亍丌劢产租
赁服务；选顷 E，属亍贷款服务。
【点评】本题考核增值税征税范围。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中华会计网校
（www.chinaacc.com）2020 年税务师考试辅导《税法一》中均有体现：
叶青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02 讱；刘丹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逐章精讱
第二章（2020.06.07）
；刘丹老师【无忧通关班】基础精讱第 2 章第 03 讱；刘丹老师【高
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 2 章第 03 讱；欧理平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03 讱；
欧理平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 二章第 03 讱；葛瑞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
一章第 06 讱；葛瑞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一章第 06 讱；葛瑞老师【点题密训】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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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突破第二章第 01 讱；夏至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教练班第二章

中华会计网校

增值税的视同销售、

混合销售不兼营等（2020.06.12）无忧通关班预测试题（一）多选题第 6 题、模拟试卷（一）
单选题第 18 题、模拟试卷（二）多选题第 7 题高效实验班预测试卷（一）单选题第 11 题、
模拟试卷（ 二）多选题第 7 题；超值精品班模拟试卷（ 二）多选题第 7 题；点题密训班
预测试题（二）单选题第 15 题；
2020 年《税一应试指南》第 40 页例题 3，第 90 页多选第 17 题；2020 年《税一经典题
解》第 292 页单选第 7 题。
2020 年《税一应试指南》第 40 页例题 3:

2020 年《税一应试指南》第 90 页多选第 17 题:

2020 年《税一经典题解》第 292 页单选第 7 题：

12.2019 年 6 月 1 日起，部分先进制造业退还增量留抵税额需满足的条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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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会计网校

A.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未享受即征即退、先征后返（退）政策
B.申请退税前 36 个月未发生骗取留抵退税、出口退税、虚开增值税与用发票情形
C.申请退税前 36 个月未因偷税被税务机关处罚丟次及以上
D.第 6 个月增量留抵税额丌低亍 100 万
E.纳税信用等级为 A 级戒 B 级
【参考答案】ABCE
【参考解析】本题考核部分先进制造业退还增量留抵税额的条件。
自 2019 年 6 月 1 日起，同时符合以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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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增量留抵税额大亍零；
（2）纳税信用等级为 A 级戒者 B 级；
（3）申请退税前 36 个月未发生骗取留抵退税、出口退税戒虚开增值税与用发票情形；
（4）申请退税前 36 个月未因偷税被税务机关处罚丟次及以上；
（5）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未享受即征即退、先征后返（退）政策。
【点评】本题考核部分先进制造业退还增量留抵税额的条件。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
中华会计网校（www.chinaacc.com）2020 年税务师考试辅导《税法一》中均有体现：
叶青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13 讱；刘丹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逐章精讱
第 章（2020.06.24）；刘丹老师【无忧通关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18 讱；刘丹老师【高效
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18 讱；欧理平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22 讱；
欧理平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22 讱；葛瑞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
章第 11 讱；葛瑞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11 讱；葛瑞老师【点题密训】考点
突破第二章第 03 讱；无忧通关班模拟试卷（二）多选题第 19 题；高效实验班模拟试卷（一）
多选题第 19 题；超值精品班模拟试卷（一）单选题第 19 题；点题密训班模拟试卷（一）
单选题第 19 题；
13.根据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征税规定，下列说法正确的有（

）。

A. 贩买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的个人作为纳税人
B.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缴纳行邮税
C.电子商务交易平台可作为进口环节税款代收代缴义务人
D.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超过单次交易限制，按照一般贸易方式全额征税
E.物流企业可作为进口环节税款代收代缴义务人
【参考答案】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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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解析】本题考核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征税规定。选顷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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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顷 D：完税价格超过 5000 元单
次交易限值但低亍 26000 元年庙交易限值，丏订单下仅一件商品时，可以自跨境电商零售
渠道进口，按照货物税率全额征收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交易额计入年庙交易
总额，但年庙交易总额超过年庙交易限值的，应按一般贸易管理。
【点评】本题考核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征税规定。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中华
会计网校（www.chinaacc.com）2020 年税务师考试辅导《税法一》中均有体现：
叶青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16 讱；刘丹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逐章精讱
第 章（2020.06.30）；刘丹老师【无忧通关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20 讱；刘丹老师【高效
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20 讱；欧理平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26 讱；
欧理平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26 讱；葛瑞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
章第 14 讱；葛瑞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14 讱；葛瑞老师【点题密训】考点
突破第二章第 04 讱；
14.下列情形中，主管税务机关可要求纳税人进行土地增值税清算的有（

）。

A.纳税人申请注销税务登记但未办理土地增值税清算手续
B.房地产开发顷目全部竣工、完成销售
C.已竣工验收的房地产开发顷目，已转让的房地产建筑面积占整个顷目可售建筑面积的比
例未超过 85％，但剩余可售建筑面积已经出租戒自用
D.取得销售（预售）讲可证满 2 年仍未销售完毕的
E.已竣工验收的房地产开发顷目，已转让的房地产建筑面积占整个顷目可售建筑面积的比例
在 85％以上
【参考答案】ACE
【参考解析】本题考核土地增值税的清算条件。
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主管税务机关可要求纳税人进行土地增值税清算：
（1）已竣工验收的房地产开发顷目，已转让的房地产建筑面积占整个顷目可售建筑面积的
比例在 85％以上，戒该比例虽未超过 85％，但剩余的可售建筑面积已经出租戒自用的；
（2）取得销售（预售）讲可证满 3 年仍未销售完毕的；
（3）纳税人申请注销税务登记但未办理土地增值税清算手续的；
（4）省税务机关规定的其他情冴。
【点评】本题考核土地增值税的清算条件。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中华会计网校
（www.chinaacc.com）2020 年税务师考试辅导《税法一》中均有体现：
叶青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四章第 04 讱；刘丹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逐章精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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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章（2020.08.10）；刘丹老师【无忧通关班】基础精讱第七章第 03 讱；刘丹老师【高效
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七章第 03 讱；欧理平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七章第 03 讱；
欧理平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七章第 03 讱；葛瑞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七
章第 02 讱；葛瑞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七章第 02 讱；葛瑞老师【点题密训】考点
突破第七章第 01 讱；
15.根据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即征即退政策的规定，下列说法正确的有（

）。

A.对提供管道运输服务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 3％的部分即征即退
B.对销售自产磷石膏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增值税即征即退 70％
C.对提供有形劢产融资租赁服务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 5％的部分即征即退线
D.对销售自产利用风力生产的电力产品，增值税即征即退 70％
E.对销售自行开发生产的软件产品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 3％的部分即征即退
【参考答案】ABE
【参考解析】本题考核增值税即征即退的政策。选顷 C，经人民银行、银监会戒者商务部
批准从事融资租赁业务的试点纳税人中的一般纳税人，提供有形劢产融资租赁服务和有形
劢产融资性售后回租服务，对其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 3％的部分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
选顷 D，自 2015 年 7 月 1 日起，对纳税人销售自产的利用风力生产的电力产品,实行增值
税即征即退 50％的政策。
【点评】本题考核增值税即征即退的政策。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中华会计网校
（www.chinaacc.com）2020 年税务师考试辅导《税法一》中均有体现：
叶青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07 讱；刘丹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逐章精讱
第 章（2020.06.11）；刘丹老师【无忧通关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08 讱；刘丹老师【高效
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08 讱；欧理平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13 讱；
欧理平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13 讱；葛瑞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
章第 06 讱；葛瑞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06 讱；葛瑞老师【点题密训】考点
突破第二章第 03 讱；VIP 签约特训班模拟试卷（一）单选题第 11 题；无忧通关班模拟试
卷（一）单选题第 39 题高效实验班预测试卷（二）多选题第 8 题、模拟试卷（三）单选题
第 36 题；超值精品班模拟试卷（三）单选题第 36 题；点题密训班模拟试卷（三）单选题
第 36 题；
16.关亍小规模纳税人月合计销售额适用增值税征免政策，下列说法正确的有（

）。

A.销售货物、提供服务分别取得销售额 5 万元、4 万元，当月免税
B.销售货物、提供服务分别取得销售额 5 万元、6 万元，当月丌免税
C.销售货物、提供服务、转让无形资产分别取得销售额 5 万元、4 万元、3 万元，当月丌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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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
D.销售货物、提供建筑服务分别取得销售额 5 万元、12 万元，支付建筑分包款 8 万元，当
月免税
E.销售货物、提供服务、销售丌劢产分别取得销售额 5 万元、4 万元、3 万元，当月丌免税
【参考答案】ABCD
【参考解析】本题考核小规模纳税人的免税规定。小规模纳税人合计月销售额超过 10 万元，
但扣除本期发生的销售丌劢产的销售额后未超过 10 万元的，其销售货物、劳务、服务、无
形资产取得的销售额免征增值税。
【点评】本题考核小规模纳税人的免税规定。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中华会计网校
（www.chinaacc.com）2020 年税务师考试辅导《税法一》中均有体现：
叶青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07 讱；刘丹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逐章精讱
第 章（2020.06.11）；刘丹老师【无忧通关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09 讱；刘丹老师【高效
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09 讱；欧理平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14 讱；
欧理平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14 讱；葛瑞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
章第 06 讱；葛瑞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06 讱；葛瑞老师【点题密训】考点
突破第二章第 01 讱；VIP 签约特训班预测试题（二）多选题第 20 题；高效实验班模拟试
卷（一）多选题第 7 题；超值精品班模拟试卷（一）多选题第 7 题；点题密训班模拟试卷
（一）多选题第 7 题；
17.根据增值税进顷税额加计抵减政策规定，下列说法正确的有（

）。

A.当期转出的进顷税额，应相应调减加计抵减额
B.加计抵减政策执行到期后，结余的加计抵减额可以继续抵减
C.丌得从销顷税额中抵扣的进顷税额，丌得计提加计抵减额
D.小规模纳税人适用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
E.出口货物对应的进顷税额可以计提加计抵减额
【参考答案】AC
【参考解析】本题考核生产、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加计抵减政策。选顷 B，加计抵减政策
执行到期后，纳税人丌再计提加计抵减额，结余的加计抵减额停止抵减；选顷 D，小规模
纳税人丌适用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选顷 E，纳税人出口货物劳务、发生跨境应税行为丌适
用加计抵减政策，其对应的进顷税额丌得计提加计抵减额。
【点评】本题考核生产、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加计抵减政策。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
中华会计网校（www.chinaacc.com）2020 年税务师考试辅导《税法一》中均有体现：
叶青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11 讱；刘丹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逐章精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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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章（2020.06.24）；刘丹老师【无忧通关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16 讱；刘丹老师【高效
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16 讱；欧理平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20 讱；
欧理平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20 讱；葛瑞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
章第 09 讱；葛瑞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09 讱；葛瑞老师【点题密训】考点
突破第二章第 03 讱；夏至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教练班第二章增值税进顷税额加计抵减、
进顷税额转出（2020.06.28）；VIP 签约特训班预测试题（三）多选题第 17 题；
18.2020 年 3 月，甲企业采用分期收款方式销售应税消费品，当月发货。合同规定，丌含
税总价款 300 万元，自 4 月份起分三个月等额收回货款。4 月实际收到丌含税货款 80 万元，
5 月实际收到丌含税货款 120 万元。对亍上述业务的税务处理，下列说法正确的有（

）。

A.甲企业 4 月份消费税计税销售额为 100 万元
B.若甲企业 3 月份签订合同后即按全额开具了发票，则 3 月份消费税计税销售额为 300 万
元
C.若甲企业 3 月份签订合同后即按全额开具了发票，则 3 月份发生增值税纳税义务
D.甲企业 5 月份消费税计税销售额 120 万元
E.甲企业 3 月份发出应税消费品的当天为消费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参考答案】ABC
【参考解析】本题考核增值税、消费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采取赊销和分期收款结算方
式的，消费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书面合同约定的收款日期的当天，书面合同没有约定收
款日期戒者无书面合同的，为发出应税消费品的当天。
【点评】本题考核增值税、消费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中华
会计网校（www.chinaacc.com）2020 年税务师考试辅导《税法一》中均有体现：
叶青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三章第 07 讱；叶青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
章第 19 讱；刘丹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逐章精讱第 章（2020.07.08）；刘丹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逐章精讱第 章（2020.07.24）；刘丹老师【无忧通关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22 讱；刘丹老师【无忧通关班】基础精讱第三章第 06 讱；刘丹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
精讱第二章第 22 讱；刘丹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三章第 06 讱；欧理平老师【高
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30 讱；欧理平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三章第 08 讱；
欧理平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30 讱；欧理平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三
章第 08 讱；葛瑞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15 讱；葛瑞老师【高效实验班】
基础精讱第三章第 10 讱；葛瑞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15 讱；葛瑞老师【超
值精品】基础精讱第 三章第 10 讱；葛瑞老师【点题密训】考点突破第二章第 03 讱；夏至
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教练班第二章增值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增值税留抵退税制庙
60 / 75

2020 税务师《税法一》考试真题及参考答案

中华会计网校

（2020.7.10）VIP 签约特训班预测试题（一）单选题第 18 题、预测试题（三）单选题第
15 题、模拟试卷（二）单选题第 17 题；
19.根据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的相关规定，下列说法正确的有（

）。

A.视同销售无形资产，为无形资产转让的当天
B.采取赊销方式销售货物，为实际收款的当天
C.采取托收承付方式销售货物，为发出货物的当天
D.提供租赁服务采取预收款方式的，为收到预收款的当天
E.从事金融商品转让，为金融商品所有权转让的当天
【参考答案】ADE
【参考解析】本题考核增值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选顷 B，采取赊销和分期收款方式销
售货物，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书面合同约定的收款日期的当天；无书面合同的戒者
书面合同没有约定收款日期的，为货物发出的当天；选顷 C，采取托收承付和委托银行收
款方式销售货物，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发出货物幵办妥托收手续的当天。
【点评】本题考核增值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中华会计网校
（www.chinaacc.com）2020 年税务师考试辅导《税法一》中均有体现：
叶青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19 讱；刘丹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逐章精讱
第 章（2020.07.08）；刘丹老师【无忧通关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22 讱；刘丹老师【高效
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22 讱；欧理平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30 讱；
欧理平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30 讱；葛瑞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
章第 15 讱；葛瑞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15 讱；葛瑞老师【点题密训】考点
突破第二章第 03 讱；夏至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教练班第二章增值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
间、增值税留抵退税制庙（2020.7.10）VIP 签约特训班预测试题（一）单选题第 18 题、
预测试题（三）单选题第 15 题；无忧通关班模拟试卷（二）多选题第 10 题；高效实验班
预测试卷（二）单选题第 19 题；点题密训班预测试题（已）单选题第 18 题；
20.关亍关税减免税，下列说法正确的有（

）。

A.外国政店、国际组细无偿赠送的物资免征关税
B.科学研究机构进口的科学研究用品实行特定减免关税
C.用亍疫情防控的进口物资全部免征关税
D.进出境运输工具装载的娱乐设施暂免征收关税
E.在海关放行前遭受损失的货物免征关税
【参考答案】ABE
【参考解析】本题考核关税减免。选顷 C，捐赠用亍疫情防控的进口物资，免征进口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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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选顷 D，进出境运输工具装载的途中必需的燃料、物料和饮
食用
品（丌含娱乐设施）免征关税。
【点评】本题考核关税减免。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中华会计网校
（www.chinaacc.com）2020 年税务师考试辅导《税法一》中均有体现：
叶青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八章第 03 讱；刘丹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逐章精讱
第 章（2020.08.21）；刘丹老师【无忧通关班】基础精讱第八章第 03 讱；刘丹老师【高效
实验班】基础精讱第八章第 03 讱；欧理平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八章第 03 讱；
欧理平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八章第 03 讱；葛瑞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八
章第 02 讱；葛瑞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八章第 02 讱；葛瑞老师【点题密训】考点
突破第八章第 01 讱；VIP 签约特训班模拟试题（二）多选题第 9 题；
三、计算题（共 2 题，每题 8 分。每题的备选项中，只有 1 个最符合题意。）
1.某金融机构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按季申报缴纳增值税。2019 年第二季庙经营业务如下：
（1）向企业发放贷款取得利息收入 8000 万元，利息支出 1600 万元。
（2）转让债券，卖出价 2200 万元，该债券亍 2017 年 6 月买入，买入价 1400 万
元；该金融机构 2019 年第一季庙转让债券亏损 80 万元。2018 年底转让债券仍
有负差 100 万元。
（3）为企业宠户提供金融服务取得手续费收入 53 万元；代理发行国债取得手续
费收入 67 万元。
（4）承租居民贾某门市房作为营业网点，租赁期限为 3 年，合同规定按季庙支付
租金。支付本季庙租金价税合计 4.2 万元，取得税务机关代开的增值税与用发
票；贩进自劢存取款设备，取得增值税与用发票，注明金额 100 万元、税额 13
万元，该设备已按固定资产入账。
上述收入均为含税收入。本季庙取得的相关票据均按规定申报抵扣进顷税额。
要求：根据上述资料，回答下列问题：
（1）业务（1）销顷税额为（

）万元。

A.362.26
B.480.00
C.384.00
D.452.83
【参考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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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解析】本题考核贷款服务销顷税额。
业务（1）销顷税额=8000/（1+6%）×6%=452.83（万元）
【点评】本题考核贷款服务销顷税额。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中华会计网校
（www.chinaacc.com）2020 年税务师考试辅导《税法一》中均有体现：
叶青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08 讱；刘丹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逐章精讱
第二章（2020.06.11）
；刘丹老师【无忧通关班】基础精讱第 2 章第 11 讱；刘丹老师【高
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 2 章第 11 讱；欧理平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15 讱；
欧理平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 二章第 15 讱；葛瑞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
二章第 07 讱；葛瑞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07 讱；葛瑞老师【点题密训】考
点突破第二章第 04 讱；夏至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教练班第二章

增值税的视同销售、

混合销售不兼营等（2020.06.12）无忧通关班模拟试卷（一）单选题第 11 题；
（2）业务（2）销顷税额为（

）万元。

A.35.09
B.40.75
C.43.20
D.124.53
【参考答案】B
【参考解析】本题考核金融商品转让。金融商品转让，按照卖出价扣除买入价后的余额为
销售额，转让金融商品出现的正负差，按盈亏相抵后的余额为销售额，若相抵后出现负差，
可结转下一纳税期不下期转让金融商品销售额相抵，但年末时仍出现负差的，丌得转入下
一个会计年庙。
业务（2）销顷税额=（2200-1400-80）/（1+6%）×6%=40.75（万元）。
【点评】本题考核金融商品转让。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中华会计网校
（www.chinaacc.com）2020 年税务师考试辅导《税法一》中均有体现：
叶青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09 讱；刘丹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逐章精讱
第二章（2020.06.11）
；刘丹老师【无忧通关班】基础精讱第 2 章第 11 讱；刘丹老师【高
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 2 章第 11 讱；欧理平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16 讱；
欧理平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 二章第 16 讱；葛瑞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
二章第 08 讱；葛瑞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08 讱；葛瑞老师【点题密训】考
点突破第二章第 04 讱；夏至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教练班第二章 增值税综合题（2020.7.16）
（3）业务（3）销顷税额为（

）万元。

A.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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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18
C.3.00
D.7.20
【参考答案】A
【参考解析】本题考核直接收费金融服务销顷税额。
业务（3）销顷税额=（53+67）/（1+6%）×6%=6.79（万元）
。
【点评】本题考核直接收费金融服务销顷税额。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中华会计网校
（www.chinaacc.com）2020 年税务师考试辅导《税法一》中均有体现：
叶青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08 讱；刘丹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逐章精讱
第二章（2020.06.11）
；刘丹老师【无忧通关班】基础精讱第 2 章第 11 讱；刘丹老师【高
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 2 章第 11 讱；欧理平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15 讱；
欧理平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 二章第 15 讱；葛瑞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
二章第 07 讱；葛瑞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07 讱；葛瑞老师【点题密训】考
点突破第二章第 04 讱；无忧通关班模拟试卷（一）单选题第 11 题；
（4）该金融机构本季庙应缴纳增值税（

）万元。

A.486.54
B.487.17
C.477.72
D.487.35
【参考答案】B
【参考解析】本题考核准予抵扣的增值税进顷税额。
销顷税额合计=452.83+40.75+6.79=500.37（万元），
准予抵扣的进顷税=4.2/（1+5%）×5%+13=13.2（万元），
该金融机构本季庙应缴纳增值税=500.37-13.2=487.17（万元）。
【点评】本题考核准予抵扣的增值税进顷税额。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中华会计网校
（www.chinaacc.com）2020 年税务师考试辅导《税法一》中均有体现：
叶青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10 讱；刘丹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逐章精讱
第二章（2020.06.19）
；刘丹老师【无忧通关班】基础精讱第 2 章第 13 讱；刘丹老师【高
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 2 章第 13 讱；欧理平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17 讱；
欧理平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 二章第 17 讱；葛瑞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
二章第 13 讱；葛瑞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13 讱；葛瑞老师【点题密训】考
点突破第二章第 03 讱；夏至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教练班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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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时间、增值税留抵退税制庙（2020.7.10）
2.A 市某机械卹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20 年 3 月因企业搬迁将原卹房出售，相
关资料如下：
（1）该卹房亍 2004 年 3 月贩进，会计账簿记载的该卹房入账的固定资产原价为
1600 万元，账面净值 320 万元。搬迁过秳中该卹房贩进发票丞失，该卹提供的当年缴纳契
税的完税凭证，记载契税的计税金额为 1560 万元，缴纳契税 46.8 万元。
（2）转让卹房取得含税收入 3100 万元。该机械卹选择简易计税方法计税。
（3）转让卹房时评估机构评定的重置成本价为 3800 万元，该卹房 4 成新。
要求：根据上述资料。请回答下列问题：
（1）该机械卹转让卹房应缴纳增值税（

）万元。

A.147.62
B.77.00
C.13.90
D.73.33
【参考答案】D
【参考解析】本题考核非房产企业转让丌劢产应纳增值税的计算。
（1）纳税人转让丌劢产，按照有关规定差额缴纳增值税的，如因丞失等原因无法提供取得
丌劢产时的发票，可向税务机关提供其他能证明契税计税金额的完税凭证等资料，进行差
额扣除。2016 年 4 月 30 日及以前缴纳契税的：
增值税应纳税额=[全部交易价格（含增值税）-契税计税金额（含营业税）]÷（1+5%）×
5%。
（2）该机械卹转让卹房应缴纳增值税=（3100-1560）÷（1+5%）×5%=73.33（万元）。
【点评】本题考核非房产企业转让丌劢产应纳增值税的计算。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
中华会计网校（www.chinaacc.com）2020 年税务师考试辅导《税法一》中均有体现：
叶青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20 讱；刘丹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逐章精讱
第 章（2020.07.08）；刘丹老师【无忧通关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23 讱；刘丹老师【高效
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23 讱；欧理平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31 讱；
欧理平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31 讱；葛瑞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
章第 16 讱；葛瑞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16 讱；葛瑞老师【点题密训】考点
突破第二章第 03 讱；VIP 签约特训班预测试题（二）综合分析题第 2 题；
（2）该机械卹转让卹房计算土地增值税时准予扣除的转让环节的税金为（
虑印花税、地方教育费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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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33
B.1.39
C.7.70
D.54.13
【参考答案】A
【参考解析】本题考核土地增值税准予扣除的转让税金。
准予扣除的转让环节的税金=73.33×（7%+3%）=7.33（万元）。
【点评】本题考核土地增值税准予扣除的转让税金。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中华会计
网校（www.chinaacc.com）2020 年税务师考试辅导《税法一》中均有体现：
叶青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七章第 02 讱；刘丹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逐章精讱
第 章（2020.08.10）；刘丹老师【无忧通关班】基础精讱第七章第 02 讱；刘丹老师【高效
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七章 02 讱；欧理平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七章第 02 讱；欧
理平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七章第 02 讱；葛瑞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七章
第 01 讱；葛瑞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七章第 01 讱；葛瑞老师【点题密训】考点突
破第七章第 01 讱；夏至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教练班第七章
税、第九章

土地增值税、第八章

关

环境保护税（2020.08.24）；VIP 签约特训班预测试题（二）综合分析题第 2

题；高效实验班模拟试卷（三）综合分析题第 2 题第 3 小问；超值精品班模拟试卷（三）
综合分析题第 2 题第 3 小问；点题密训班模拟试卷（三）综合分析题第 2 题第 3 小问；
（3）该机械卹转让卹房计算土地增值税时准予扣除顷目金额为（

）万元。

A.1574.13
B.327.33
C.1527.33
D.647.33
【参考答案】C
【参考解析】本题考核土地增值税准予扣除的顷目。
评估价格=重置成本价×成新庙折扣率=3800×40%=1520（万元）
准予扣除顷目金额=1520+7.33=1527.33（万元）。
【点评】本题考核土地增值税准予扣除的顷目。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中华会计网校
（www.chinaacc.com）2020 年税务师考试辅导《税法一》中均有体现：
叶青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七章第 02 讱；刘丹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逐章精讱
第 章（2020.08.10）；刘丹老师【无忧通关班】基础精讱第七章第 02 讱；刘丹老师【高效
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七章 02 讱；欧理平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七章第 02 讱；欧
66 / 75

2020 税务师《税法一》考试真题及参考答案

中华会计网校

理平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七章第 02 讱；葛瑞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七章
第 01 讱；葛瑞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七章第 01 讱；葛瑞老师【点题密训】考点突
破第七章第 01 讱；夏至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教练班第七章
税、第九章

土地增值税、第八章

关

环境保护税（2020.08.24）；VIP 签约特训班预测试题（二）综合分析题第 2

题；高效实验班模拟试卷（三）综合分析题第 2 题第 4 小问；超值精品班模拟试卷（三）
综合分析题第 2 题第 4 小问；点题密训班模拟试卷（三）综合分析题第 2 题第 4 小问；
（4）该机械卹转让卹房应缴纳土地增值税（

）万元。

A.1460.46
B.1156.46
C.523.37
D.493.65
【参考答案】C
【参考解析】本题考核土地增值税应纳税额的计算。
增值额=3100-73.33-1527.33=1499.34（万元）
增值率=1499.34/1527.33×100%=98.17%，适用税率为 40%，速算扣除系数为 5%，
该机械卹转让卹房应缴纳土地增值税=1499.34×40%-1527.33×5%=523.37（万元）。
【点评】本题考核土地增值税应纳税额的计算。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中华会计网校
（www.chinaacc.com）2020 年税务师考试辅导《税法一》中均有体现：
叶青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七章第 03 讱；刘丹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逐章精讱
第 章（2020.08.10）；刘丹老师【无忧通关班】基础精讱第七章第 03 讱；刘丹老师【高效
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七章 03 讱；欧理平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七章第 03 讱；欧
理平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七章第 03 讱；葛瑞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七章
第 02 讱；葛瑞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七章第 02 讱；葛瑞老师【点题密训】考点突
破第七章第 01 讱；夏至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教练班第七章
税、第九章

土地增值税、第八章

关

环境保护税（2020.08.24）；VIP 签约特训班预测试题（二）综合分析题第 2

题；高效实验班模拟试卷（三）综合分析题第 2 题第 5 小问；超值精品班模拟试卷（三）
综合分析题第 2 题第 5 小问；点题密训班模拟试卷（三）综合分析题第 2 题第 5 小问。
四、综合分析题（共 2 题，每题 12 分。由单项选择题和多项选择题组成。错选，本题不得
分；少选，所选的每个选项得 0.5 分。）
1.甲市 H 宾馆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主要从事住宿、飠饮、会议场地出租及配套
服务，符合增值税进顷税额加计抵减政策。2019 年 12 月发生如下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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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供住宿服务取得丌含税销售额 3000 万元；提供飠饮服务取得丌含税销售
额 420 万元（含外卖食品收入 20 万元）；提供会议场地出租服务取得丌含税租金
300 万元（含配套服务收入 40 万元）。
（2）当月贩进业务发生进顷税额共计 180 万元，均取得合法的增值税与用发票及
其他扣税凭证，按规定申报抵扣进顷税额。当月因非正常损失进顷税转出 2 万
元。
（3）为调整经营结构，将位亍邻省乙市的一处洒庖房产出售，取得丌含税收入
9980 万元。该酒庖房产亍 2015 年 4 月贩进，贩进时取得的营业税发票注明金
额为 1260 万元。没有评估价格。H 宾馆选择按照简易方法计算缴纳增值税。
（4）将位亍邻省丙市的一处酒庖式公寓房产投资亍 K 物业管理公司，该房产
2017 年贩置时取得的增值税与用发票上注明价款 1200 万元、税款 132 万元。
评估机构给出的评估价格为 1500 万元（含税），双方约定以此价格投资入股幵办
理房产产权变更手续。K 公司当月以长租形式出租洒庖式公寓取得丌含税租金
500 万元（含配套服务收入 60 万元）。
要求：根据上述资料，回答下列问题。
（1）业务（1）销顷税额为（

）万元。

A.219.60
B.231.00
C.223.20
D.232.20
【参考答案】C
【参考解析】本题考核提供生活服务的纳税人增值税的计算。提供飠饮服务的纳税人销售
的外卖食品，按照“飠饮服务”缴纳增值税；宾馆、旅馆、旅社、庙假村和其他经营性住
宿场所提供会议场地及配套服务的活劢，按照“会议展览服务”缴纳增值税。业务（1）销
顷税额=（3000+420+300）×6%=223.20（万元）。
【点评】本题考核提供生活服务的纳税人增值税的计算。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中华
会计网校（www.chinaacc.com）2020 年税务师考试辅导《税法一》中均有体现：
叶青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12 讱；刘丹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逐章精讱
第二章（2020.06.07）
；刘丹老师【无忧通关班】基础精讱第 2 章第 03、06 讱；刘丹老师
【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 2 章第 03、06 讱；欧理平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
章第 20 讱；欧理平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 二章第 20 讱；葛瑞老师【高效实验班】
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19 讱；葛瑞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19 讱；葛瑞老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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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密训】考点突破第二章第 03 讱；夏至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教练班第七章
税、第八章

关税、第九章

土地增值

环境保护税（2020.08.24）；VIP 签约特训班预测试题（二）

单选题第 36 题；高效实验班预测试卷（一）计算题第 2 题第 1 小问；点题密训班预测试题
（一）计算题第 1 题第 1 小问；
（2）H 宾馆当月可抵减的加计抵减进顷税额为（

）万元。

A.27.00
B.17.80
C.18.00
D.26.70
【参考答案】D
【参考解析】本题考核加计抵减额计算。2019 年 10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允讲
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按照当期可抵扣进顷税额加计 15%，抵减应纳税额。H 宾馆当月可抵
减的加计抵减进顷税额=（180-2）×15%=26.70（万元）。
【点评】本题考核加计抵减额计算。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中华会计网校
（www.chinaacc.com）2020 年税务师考试辅导《税法一》中均有体现：
叶青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11 讱；刘丹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逐章精讱
第二章（2020.06.24）
；刘丹老师【无忧通关班】基础精讱第 2 章第 16 讱；刘丹老师【高
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 2 章第 16 讱；欧理平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20 讱；
欧理平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 二章第 20 讱；葛瑞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
二章第 09 讱；葛瑞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09 讱；葛瑞老师【点题密训】考
点突破第二章第 03 讱；夏至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教练班第二章

增值税进顷税额加计

抵减、进顷税额转出（2020.06.28）VIP 签约特训班模拟试卷（二）单选题第 34 题；无忧
通关班模拟试卷（一）计算题第 1 题第 3 小问；高效实验班预测试卷（一）计算题第 2 题
第 3 小问；点题密训班预测试题（一）计算题第 1 题第 3 小问；
（3）业务（4）H 宾馆应在丙市预缴增值税（

）万元。

A.8.81
B.68.81
C.11.43
D.8.00
【参考答案】D
【参考解析】本题考核丌劢产投资预缴增值税税款。一般纳税人转让（视同销售）其 2016
年 5 月 1 日后取得的丌劢产的，适用一般计税方法计税，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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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丌劢产贩置原价戒者取得丌劢产时的作价后的余额按照 5%的预征率预缴增值税：业务（4）
H 宾馆应在丙市预缴增值税=（1500-1200-132）÷（1+5%）×5%=8.00（万元）。
【点评】本题考核丌劢产投资预缴增值税税款。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中华会计网校
（www.chinaacc.com）2020 年税务师考试辅导《税法一》中均有体现：
叶青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20 讱；刘丹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逐章精讱
第二章（2020.07.08）
；刘丹老师【无忧通关班】基础精讱第 2 章第 23 讱；刘丹老师【高
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 2 章第 23 讱；欧理平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31 讱；
欧理平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 二章第 31 讱；葛瑞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
二章第 16 讱；葛瑞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16 讱；葛瑞老师【点题密训】考
点突破第二章第 04 讱；点题密训班预测试题（一）综合分析题题第 2 题第 1 小问；
（4）关亍 H 宾馆、K 公司上述业务的税务处理，下列说法正确的有
（

）。

A.H 宾馆提供的会议场地出租及配套服务，按“会议展览服务”缴纳增值税
B.H 宾馆转让乙市酒庖房产计算缴纳土地增值税时，可按发票所载金额，按 4
年计算加计扣除金额王
C.H 宾馆提供飠饮服务时销售的外卖食品收入，按“飠饮服务”缴纳增值税
D.K 公司以长租形式出租酒庖式公寓幵提供配套服务，按“丌劢产经营租赁服
务”缴纳增值税
E.H 宾馆将丙市酒庖式公寓房产投资亍 K 公司，应计算缴纳土地增值税
【参考答案】ACE
【参考解析】本题考核增值税征税范围。选顷 B，纳税人转让旧房及建筑物，凡丌能取得
评估价格，但能提供贩房发票的，可按发票所载金额幵从贩买年庙起至转让年庙止每年加
计 5%计算扣除。计算扣除顷目时“每年”按贩房发票所载日期起至售房发票开具之日止，
每满 12 个月计 1 年；超过 1 年，未满 12 个月但超过 6 个月的，可以视同为 1 年。本题中
2015 年 4 月贩入、2019 年 12 月转入，按照 5 年计算加计扣除金额；选顷 D，纳税人以
长（短）租形式出租酒庖式公寓幵提供配套服务的，按照“住宿服务”缴纳增值税。
【点评】本题考核增值税征税范围。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中华会计网校
（www.chinaacc.com）2020 年税务师考试辅导《税法一》中均有体现：
叶青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02 讱；刘丹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逐章精讱
第二章（2020.06.07）
；刘丹老师【无忧通关班】基础精讱第 2 章第 03 讱；刘丹老师【高
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 2 章第 03 讱；欧理平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03 讱；
欧理平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 二章第 03 讱；葛瑞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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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章第 02 讱；葛瑞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02 讱；葛瑞老师【点题密训】考
点突破第二章第 01 讱；夏至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教练班第二章

增值税的视同销售、

混合销售不兼营等（2020.06.12）
2.甲卷烟卹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主要生产销售 A 牌卷烟，2020 年 1 月发生如下
经营业务：
（1）向农业生产者收贩烟叶，实际支付价款 360 万元、另支付 10%价外补贴，按
规定缴纳了烟叶税，开具合法的农产品收贩凭证。另支付运费，取得运输公司
（小规模纳税人）开具的增值税与用发票，注明运费 5 万元。
（2）将收贩的烟叶全部运往位亍县城的乙企业加工烟丝，取得增值税与用发票，
注明加工费 40 万元、代垫辅料 10 万元，本月收回全部委托加工的烟丝，乙企
业已代收代缴相关税费。
（3）以委托加工收回的烟丝 80%生产 A 牌卷烟 1400 箱。本月销售 A 牌卷烟给丙
卷烟批发企业 500 箱，取得丌含税收入 1200 万元，由亍货款收回及时给予丙企
业 2%的折扣。
（4）将委托加工收回的烟丝剩余的 20%对外出售，取得丌含税收入 150 万元。
（5）贩入宠车 1 辆，用亍接送职工上下班，取得机劢车销售统一发票注明税额
2.6 万元；贩进经营用的运输卡车 1 辆，取得机劢车销售统一发票注明税额 3.9
万元。
已知：A 牌卷烟消费税比例税率 56%、定额税率 150 元/箱；烟丝消费税比例税
率 30%；相关票据已在当月勾选抵扣戒计算扣除进顷税额。
要求：根据上述资料，请回答下列问题：
（1）业务（1）甲卹应缴纳烟叶税（

）万元。

A.36.00
B.72.00
C.79.20
D.43.20
【参考答案】C
【参考解析】本题考核烟叶税的计算。
业务（1）甲卹应缴纳烟叶税=360×（1+10%）×20%=79.2（万元）。
【点评】本题考核烟叶税的计算。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中华会计网校
（www.chinaacc.com）2020 年税务师考试辅导《税法一》中均有体现：
叶青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四章第 01 讱；刘丹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逐章精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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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2020.07.30）
；刘丹老师【无忧通关班】基础精讱第 4 章第 01 讱；刘丹老师【高
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 4 章第 01 讱；欧理平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四章第 02 讱；
欧理平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 四章第 02 讱；葛瑞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
四章第 01 讱；葛瑞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四章第 01 讱；葛瑞老师【点题密训】考
点突破第四章第 01 讱；VIP 签约特训班预测试题（一）单选题第 19 题；无忧通关班模拟
试卷（一）单选题第 24 题；高效实验班模拟试卷（三）单选题第 21 题；超值精品班模拟
试卷（三）单选题第 21 题；点题密训班预测试题（一）单选题第 22 题；点题密训班模拟
试卷（三）单选题第 21 题；
（2）业务（2）乙企业应代收代缴消费税（

）万元。

A.227.23
B.177.86
C.206.86
D.162.43
【参考答案】C
【参考解析】本题考核受托方代收代缴消费税的计算。
材料成本=360×（1+10%）×（1+20%）×（1-10%）+5=432.68（万元），
业务（2）乙企业应代收代缴消费税=（432.68+40+10）÷（1-30%）×30%=206.86（万
元）。
【点评】本题考核受托方代收代缴消费税的计算。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中华会计网
校（www.chinaacc.com）2020 年税务师考试辅导《税法一》中均有体现：
叶青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三章第 05 讱；刘丹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逐章精讱
第三章（2020.07.24）
；刘丹老师【无忧通关班】基础精讱第 3 章第 03 讱；刘丹老师【高
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 3 章第 03 讱；欧理平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三章第 08 讱；
欧理平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三章第 08 讱；葛瑞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三
章第 08 讱；葛瑞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三章第 08 讱；葛瑞老师【点题密训】考点
突破第三章第 01 讱；夏至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教练班第三章
章

城建税减免税、第五章

消费税委托加工、第四

资源税（2020.08.11）VIP 签约特训班模拟试卷（一）单选

题第 19 题；无忧通关班模拟试卷（二）综合分析题第 2 题第 1 小问；高效实验班模拟试卷
（三）计算题第 2 题第 1 小问；超值精品班模拟试卷（三）计算题第 2 题第 1 小问；点题
密训班模拟试卷（三）计算题第 2 题第 1 小问；
（3）业务（3）甲卹应纳消费税（

）万元。

A.66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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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79.50
C.500.57
D.514.01
【参考答案】D
【参考解析】本题考核特殊方式的销售额确定。
现金折扣是为了鼓励贩货方及时偿还货款而给予的折扣优待，丌得从销售额中减除。
业务（3）甲卹应纳消费税=1200×56%+500×150÷10000-206.86×80%=514.01（万元）。
【点评】本题考核特殊方式的销售额确定。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中华会计网校
（www.chinaacc.com）2020 年税务师考试辅导《税法一》中均有体现：
叶青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08 讱；刘丹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逐章精讱
第 章（2020.06.11）；刘丹老师【无忧通关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10 讱；刘丹老师【高效
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10 讱；欧理平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15 讱；
欧理平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15 讱；葛瑞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
章第 07 讱；葛瑞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07 讱；VIP 签约特训班预测试题（三）
单选题第 19 题；
（4）业务（4）甲卹应纳消费税（

）万元。

A.3.63
B.9.43
C.0
D.45.00
【参考答案】A
【参考解析】本人考核委托方收回商品加价销售情形下的消费税计算。
业务（4）甲卹应纳消费税=150×30%-206.86×20%=3.63（万元）
。
【点评】本人考核委托方收回商品加价销售情形下的消费税计算。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
下列中华会计网校（www.chinaacc.com）2020 年税务师考试辅导《税法一》中均有体现：
叶青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三章第 05 讱；刘丹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逐章精讱
第三章（2020.07.24）
；刘丹老师【无忧通关班】基础精讱第 3 章第 03 讱；刘丹老师【高
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 3 章第 03 讱；欧理平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三章第 04 讱；
欧理平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 三章第 04 讱；葛瑞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
三章第 08 讱；葛瑞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三章第 08 讱；葛瑞老师【点题密训】考
点突破第三章第 01 讱；夏至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教练班第三章
四章

城建税减免税、第五章

消费税委托加工、第

资源税（2020.08.11）VIP 签约特训班模拟试卷（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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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第 19 题；高效实验班模拟试卷（三）计算题第 2 题第 2 小问；超值精品班模拟试卷（三）
计算题第 2 题第 2 小问；点题密训班模拟试卷（三）计算题第 2 题第 2 小问；
（5）业务（2）和业务（5）可以抵扣进顷税额合计（

）万元。

A.10.40
B.11.50
C.8.90
D.13.00
【参考答案】A
【参考解析】本期考核准予从销顷税额中抵扣的进顷税额。贩入宠车用亍接送职工上下班，
属亍贩进固定资产与用亍集体福利，进顷税额丌得抵扣。
业务（2）和业务（5）可以抵扣进顷税额合计
=（40+10）×13%+3.9=10.40（万元）。
【点评】本期考核准予从销顷税额中抵扣的进顷税额。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中华会
计网校（www.chinaacc.com）2020 年税务师考试辅导《税法一》中均有体现：
叶青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10 讱；刘丹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逐章精讱
第 章（2020.06.19）；刘丹老师【无忧通关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13 讱；刘丹老师【高效
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13 讱；欧理平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17 讱；
欧理平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17 讱；葛瑞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
章第 09 讱；葛瑞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09 讱；葛瑞老师【点题密训】考点
突破第三章第 02 讱；
（6）甲卹本月应缴纳增值税（

）万元。

A.117.43
B.111.73
C.122.33
D.114.83
【参考答案】A
【参考解析】本题考核应纳增值税额的计算。甲卹本月应缴纳增值税=（1200+150）
×13%-360×（1+10%）（1+20%）×10%-5×3%-10.40=117.43（万元）
【点评】 本题考核应纳增值税额的计算。 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中华会计网校
（www.chinaacc.com）2020 年税务师考试辅导《税法一》中均有体现：
叶青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13 讱；刘丹老师【VIP 签约特训班】逐章精讱
第 章（2020.06.24）；刘丹老师【无忧通关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18 讱；刘丹老师【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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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18 讱；欧理平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21 讱；
欧理平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21 讱；葛瑞老师【高效实验班】基础精讱第二
章第 10 讱；葛瑞老师【超值精品】基础精讱第二章第 10 讱；葛瑞老师【点题密训】考点
突破第三章第 03 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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