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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中级会计职称考试《经济法》真题及答案(第一批) 

一、单项选择题 

1.根据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规定，当事人不服地方人民法院第一审裁

定的，上诉期限是( )。 

A.10 日 

B.15 日 

C.20 日 

D.30 日 

【答案】A 

2.根据专利法律制度的规定，申请人自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在中国第一

次提出专利申请之日起( )内，又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就相同主题提

出专利申请的，可以享有优先权。 

A.3 个月 

B.6 个月 

C.12 个月 

D.18 个月 

【答案】C 

3.根据公司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各项中，属于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

职权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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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对增减注册资本作出决议 

B.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C.对发行公司债券作出决议 

D.审议批准利润分配方案 

【答案】B 

4.根据民事法律制度的规定，有关诉讼时效制度，下列表述错误的是

( )。 

A.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

人之日起计算 

B.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自受害人

受到侵害之日起计算 

C.当事人约定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诉讼时效期间自最后一期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起计算 

D.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 20 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

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 

【答案】B 

5.根据物权法律制度的规定，以专利权设定质押时，该质权设立的时

间是( )。 

A.质押合同签订之日 

B.在有关主管部门办理出质登记之日 



C.交付专利权权属证明之日 

D.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出质登记之日 

【答案】B 

6.根据增值税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各项中，可以开具增值税专用发

票的是( )。 

A.销售免税药品 

B.商店零售化妆品 

C.向个人销售图书 

D. 

【答案】D 

7.根据增值税法律制度的规定，融资性售后回租，按照( )纳税。 

A.销售无形资产 

B.金融服务——贷款服务 

C.现代服务——租赁服务 

D.金融服务——保险服务 

【答案】B 

8.甲服装厂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18 年 3 月，销售服装 1000 套，

不含税市场价格为 200 元/套，300 套用于职工福利，成本为 140 元

/套，成本利润率为 10%，根据增值税法律制度的规定，甲服装厂当

月增值税销项税额为( )元。 



A.34000 

B.44200 

C.34030 

D.41854 

【答案】B 

9.根据增值税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关于进项税额抵扣的说法中，不

正确的是( )。 

A.购进的餐饮服务，不得抵扣进项税额 

B.购进的货物用于免税项目，不得抵扣进项税额 

C.购进的住宿服务，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得抵扣进项税额 

D.购进的旅客运输服务，不得抵扣进项税额 

【答案】C 

10.根据增值税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关于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的说法中，不正确的是( )。 

A.采取托收承付方式销售货物，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发出货物并办

妥托收手续的当天 

B.采取预收货款方式销售加工期为 2 个月的存货，其纳税义务发生

时间为发出货物的当天 

C.采取赊销方式销售货物，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收到全部货款的当

天 



D.纳税人进口货物，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报关进口的当天 

【答案】C 

11.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关于企业确认收入的表述

中，正确的是( )。 

A.利息收入，按照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应付利息的日期确认收入的实现 

B.股权转让收入，(未完待续) 

C.特许权使用费收入，(未完待续) 

D.接受捐赠收入，(未完待续) 

【答案】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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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项选择题 

1.根据《仲裁法》的规定，下列选项中，属于仲裁的基本原则的有( )。 

A.自愿原则 

B.一裁终局原则 

C.公开原则 

D.独立仲裁原则 

http://www.wangxiao.cn/bgy/
http://www.wangxiao.cn/news/2697712.html
http://www.wangxiao.cn/kjzc/12371237659.html
http://www.wangxiao.cn/kjzc/2643506.html


【答案】ABD 

2.根据保险法律制度的规定，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

对保险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

利于( )的解释。 

A.保险人 

B.投保人 

C.被保险人 

D.受益人 

【答案】CD 

3.根据证券法律制度的规定，在证券交易活动中，涉及上市公司的经

营、财务或者对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有重大影响的尚未公

开的信息，为内幕信息。下列情形中，属于内幕信息的有( )。 

A.公司营业用主要资产的抵押、出售或者报废一次超过该资产的 

20% 

B.公司董事长发生变动 

C.公司经理的行为可能依法承担重大损害赔偿责任 

D.公司股权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答案】BCD 

4.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各项中可以在企业所得税前

扣除的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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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合理的劳动保护支出 

B.企业不征税收入对应的支出 

C.企业不征税收入形成的资产所计提的折旧 

D.企业的房产税 

【答案】AD 

5.根据增值税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各项中属于视同销售服务或无形

资产的有( )。 

A.公司无偿为客户提供设计服务 

B.公司无偿为客户提供装修服务 

C.公司无偿为 

D.公司无偿为员工提供搬家服务 

【答案】AB 

6.根据增值税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各项表述正确的有( )。 

A.个体工商户只能按小规模纳税人纳税 

B.非企业性单位可以选择按照小规模纳税人纳税 

C.不经常发生应税行为的企业可选择按照小规模纳税人纳税 

D.年应税销售额超过小规模纳税人标准的个人按照一般纳税人纳税 

【答案】BC 

7.根据增值税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各项中应缴纳增值税的有( )。 

A.公司生产销售产品的收入 



B. 

C.从事学历教育的学校收取的学费 

D.银行对个人贷款的利息收入 

【答案】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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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判断题 

1.受益人与被保险人在同一事件中死亡，且不能确定死亡先后顺序的，

推定受益人死亡在先。( ) 

【答案】√ 

2.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

经理担任。( ) 

【答案】√ 

3.县级以上地方各级预算的调整方案应当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审查和批准。( )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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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甲公司为食品公司，将拥有的“绿三角”注册商标使用在其生产的面

粉上。后甲公司改为建材公司，其可以继续使用“绿三角”的注册商标，

用在其生产的水泥上。( ) 

【答案】× 

5.在计算黄金首饰以旧换新业务的增值税销售额时，应按新的黄金首

饰的同期销售价格确定。( ) 

【答案】× 

6.在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企业支付给残疾职工的工资在

据实扣除的基础上按照支付给残疾职工工资的 50%加计扣除。( ) 

【答案】× 

编辑推荐： 

2019 年各省中级会计准考证打印时间汇总 

2019 中级会计考试培训 零基础轻松备考 

快速收藏!2018 年中级会计真题及答案 

[NT:PAGE=简答题$] 

四、简答题 

2018 年 7 月 14 日，甲公司从乙公司购买了办公设备，合计 20 万

元，双方约定以商业汇票付款。7 月 15 日，乙公司签发了一张以

甲公司为付款人、以乙公司的债权人丙公司为收款人、金额为 20 万

元商业承兑汇票。甲公司经提示在汇票上签章承兑。该汇票在交付给

丙公司时，丙公司要求甲公司提供保证人。甲公司遂请求丁公司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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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公司提出需以甲公司设定抵押为保证生效条件，甲公司承诺设定抵

押，丁公司以保证人身份在汇票上签章，并注明“该保证以甲公司提

供抵押为生效条件”。丁公司保证甲公司付款，但票据上未记载被保

证人名称和保证日期。汇票到期后，丙公司获悉甲公司财务状况不佳，

遂直接向保证人丁公司请求付款，丁公司拒绝付款，理由如下：(1)

汇票未记载被保证人名称和保证日期，保证无效;(2)甲公司未提供抵

押，保证不生效;(3)即使保证生效，持票人应先向被保证人请求付款，

只有在被保证人不具有还款能力时才由保证人付款。 

要求： 

根据上述资料和票据法律制度的规定，不考虑其他因素，回答下列问

题： 

(1)丁公司拒绝付款的理由(1)是否成立?简要说明理由。 

(2)丁公司是否需要承担保证责任?简要说明理由。 

(3)丙公司可否直接向丁公司主张票据权利?简要说明理由。 

【答案】 

(1)丁公司拒绝付款的理由(1)不成立。 

(2)丁公司应承担保证责任。 

(3)丙公司可以直接向丁公司主张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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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综合题 

甲企业为中国居民企业，主要从事新能源汽车的生产与销售，属于国

家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2017 年度甲企业的销售收入为 4600 

万元，销售成本为 2000 万元，年度利润总额为 600 万元，其他有

关需要纳税调整的事项资料如下： 

(1)销售费用：广告费 500 万元、业务宣传费 220 万元; 

(2)管理费用：业务招待费 50 万元; 

(3)营业外支出：税收滞纳金 5 万元，通过公益性社会团体向贫困山

区的捐款 84 万元; 

(4)投资收益：国债利息收入 5 万元，从境内被投资非上市居民企业

分回的股息 40 万元; 

(5)实际发放的合理工资薪金 200 万元，实际发生的职工福利费 38 

万元。 

已知：各项支出均取得合法有效凭据，并已作相应的会计处理，其他

事项不涉及纳税调整。 

要求： 

根据上述资料和企业所得税法律制度的规定，不考虑其他因素，回答

下列问题(答案中的金额均用“万元”表示)： 

http://www.wangxiao.cn/kjzc/2643506.html


(1)计算甲企业 2017 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中广告费和业务宣传

费支出应调整的应纳税所得额(需写明应纳税调增或调减)。 

(2)计算甲企业 2017 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中业务招待费支出应

调整的应纳税所得额(需写明应纳税调增或调减)。 

(3)计算甲企业 2017 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中营业外支出应调整

的应纳税所得额(需写明应纳税调增或调减)。 

(4)计算甲企业 2017 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中投资收益应调整的

应纳税所得额(需写明应纳税调增或调减)。 

(5)计算甲企业 2017 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中职工福利费应调整

的应纳税所得额(需写明应纳税调增或调减)。 

(6)计算甲企业 2017 年度的企业所得税应纳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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