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单项选择题(本类题共 25 小题，每小题 1 分，共 25 分。每小题

备选答案中，只有一个符合题意的正确答案。多选、错选、不选均不

得分) 

1.下列各项中，属于市场规制法的部门法是( )。 

A.财税法 

B.计划法 

C.反垄断法 

D.金融法 

【答案】C 

【解析】“财金计划调控法，两反一保规制法”，选项 ABD 均为宏观

调控法。 

2﹒王某、刘某共同出资设立了甲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 10 万

元，下列关于甲公司组织机构设置的表述中，不符合公司法律制度规

定的是( )。 

A.甲公司决定不设董事会，由王某担任执行董事 

B.甲公司决定不设监事会，由刘某担任监事 

C.甲公司决定由执行董事王某兼任经理 

D.甲公司决定由执行董事王某兼任监事 

【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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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1)选项 AB：“小公司”的特殊规定——可以不设董事会，设

1 名执行董事;可以不设监事会，设 1-2 名监事;(2)选项 CD：公司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兼任监事。 

3﹒甲公司、乙公司均为有限责任公司。甲公司经理张某违反公司章

程规定将公司业务发包给不知情的乙公司，致使甲公司遭受损失。李

某是甲公司股东，甲公司设董事会和监事会。下列关于李某保护甲公

司利益和股东整体利益的途径的表述中，符合《公司法》规定的是( )。 

A.李某可以书面请求甲公司监事会起诉张某 

B.李某可以书面请求甲公司董事会起诉张某 

C.李某可以书面请求甲公司监事会起诉乙公司 

D.李某可以书面请求甲公司董事会起诉乙公司 

【答案】A 

【解析】(1)选项 AB：“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侵犯公司利益，股东拟

提起股东代表诉讼的，应先找“监事会”;在本题中，李某拟起诉经理张

某，应先书面向甲公司监事会提出请求;(2)选项 CD：乙公司为“不知

情”的第三人，不应承担责任。 

4. 下列关于法定公积金的表述中，符合公司法律制度规定的是( )。 

A.法定公积金按照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从公司税后利润中

提取 

B.法定公积金按照公司税后利润的 10%提取，当公司法定公积金累

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 50%以上时可以不再提取 



C.股份有限公司以超过股票票面金额的发行价格发行股份所得的溢

价款，应当列为公司法定公积金 

D.对用法定公积金转赠资本的，法律没有限制 

【答案】B 

【解析】(1)选项 A：法定公积金依法强制提取，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

决议无权决定是否提取;(2)选项 B：法定公积金按照公司税后利润的

10%提取，当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 50%以上时

可以不再提取;(3)选项 C：股票发行溢价款应当列为公司资本公积金，

而非法定公积金;(4)选项 D：用法定公积金转增资本的，转增后所留

存的该项公积金不得少于转增前公司注册资本的 25%。 

5﹒下列关于公司减少注册资本的表述中，不符合公司法律制度规定

的是( )。 

A.公司需要减少注册资本时，必须编制资产负债和财产清单 

B.公司减少注册资本时，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 10 日

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30 日内在报纸上公告 

C.公司减少注册资本的，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 45 日

后申请变更登记 

D.公司减资后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法定的最低限额 

【答案】C 

【解析】选项 C：公司减少注册资本的，应当“自公告之日起”45 日后

申请变更登记。 



6﹒甲为某普通合伙企业的合伙人，该合伙企业经营手机销售业务。

甲拟再设立一家经营手机销售业务的个人独资企业。下列关于甲能否

设立该个人独资企业的表述中，符合《合伙企业法》规定的是( )。 

A.甲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可以设立该个人独资企业 

B.甲可以设立该个人独资企业，除非合伙协议另有约定 

C.甲如不执行合伙企业事务，就可以设立该个人独资企业 

D.甲只要具有该合伙人的身份，就不可以设立该个人独资企业 

【答案】D 

【解析】普通合伙人不得(绝对不得)自营或者同他人合作经营与本合

伙企业相竞争的业务。 

7.下列关于个人独资企业解散后原投资人责任的表述中，符合《个人

独资企业法》规定的是( )。 

A.原投资人对个人独资企业存续期间的债务不再承担责任 

B.原投资人对个人独资企业存续期间的债务承担责任，但责权人在 1

年内未向债务人提出偿债请求的，该责任消灭 

C.原投资人对个人独资企业存续期间的债务承担责任，但债权人在 2

年内未向债务人提出偿债请求的，该责任消灭 

D.原投资人对个人独资企业存续期间的债务承担责任，但债权人在 5

年内未向债务人提出偿债请求的，该责任消灭 

【答案】D 



【解析】个人独资企业解散后，原投资人对个人独资企业存续期间的

债务仍应承担偿还责任，但债权人在 5 年内未向债务人提出偿债请求

的，该责任消灭。 

8﹒2010 年 3 月，甲、乙、丙、丁成立一有限合伙企业，甲为普通合

伙人，乙、丙、丁为有限合伙人。2011 年 3 月丙转为普通合伙人，

2010 年 8 月该合伙企业欠银行 30 万元，直至 2012 年 3 月合伙企业

被宣告破产仍未偿还。下列关于甲、乙、丙、丁对 30 万元银行债务

承担责任的表述中，符合《合伙企业法》规定的是( )。 

A.乙、丁应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 30 万元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甲、

丙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B.乙、丙、丁应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 30 万元债务承担清偿责任，

甲承担无限责任 

C.乙、丁应以其实缴的出资额为限对 30 万元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甲、

丙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D.乙、丙、丁应以实缴的出资额为限对 30 万元债务承担清偿责任，

甲承担无限责任 

【答案】A 

【解析】(1)有限合伙人对有限合伙企业的债务，以其认缴的出资额

为限承担责任;乙、丁自始至终为有限合伙人，仅承担有限责任。(2)

有限合伙人转变为普通合伙人的，对其作为有限合伙人期间有限合伙

企业发生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丙由有限合伙人转为普通合伙人，



对其转变性质前发生的合伙企业欠银行的 30 万元债务应与普通合伙

人甲一起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9.下列关于证券交易所职责的表述中，不符合证券法律制定规定的是

( )。 

A.公布证券交易即时行情并按交易日制作市场行情表 

B.决定公司债券的暂停或终止上市 

C.因突发性事件采取技术性停牌应报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D.根据需求，可对出现重大异常交易情况的证券账户限制交易，并报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备案 

【答案】C 

【解析】选项 C：证券交易所采取技术性停牌或者决定临时停市，必

须“及时报告”(而非事先申请批准)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10﹒某证券公司的注册资本为 5000 万元人民币。根据《证券法》的

规定，下列各项中，不属于该证券公司可从事的业务范围的是( )。 

A.证券经纪业务 

B.证券承销与保荐业务 

C.证券投资咨询业务 

D.与证券交易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业务 

【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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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证券公司经营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证券财务顾问业务

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5000 万元”;经营证券承销与保荐、

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或者其他证券业务之一的，注册资本最低限

额为“人民币 1 亿元”;经营两项以上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5

亿元”。 

11﹒某上市公司监事会有 5 名监事、其中监事赵某、张某为职工代

表，监事任期届满，该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在选举监事时，认为赵某、

张某未能认真履行职责，故一致决议改选陈某、王某为监事会成员。

按照《证券法》的规定，该上市公司应通过一定的方式将该信息予以

披露，该信息披露的方式是( )。 

A.中期报告 

B.季度报告 

C.年度报告 

D.临时报告 

【答案】D 

【解析】公司董事、1/3 以上监事或者经理发生变动属于重大事件，

应提交临时报告。 

12﹒甲公司将一套设备租赁给乙公司使用，租赁期间，经询问确认乙

公司无购买意向后，甲公司将该设备卖给丙公司。根据《公司法》的

规定，下列关于买卖合同与租赁合同效力的表述中，正确的是( )。 

A.买卖合同无效，租赁合同继续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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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买卖合同有效，租赁合同继续有效 

C.买卖合同有效，租赁合同自买卖合同生效之日起终止 

D.买卖合同有效，租赁合同须经丙公司同意后才继续有效 

【答案】B 

【解析】租赁物在租赁期间发生所有权变动的，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

力，即“买卖不破租赁”。[NT:PAGE] 

13﹒要约邀请是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根据《合同法》

的规定，下列情形中，不属于发出要约邀请的是( )。 

A.甲公司向数家贸易公司寄送价目表 

B.乙公司通过报刊发布招标公告 

C.丙公司在其运营中的咖啡自动售货机上载明“每杯一元” 

D.丁公司向社会公众发布招股说明书 

【答案】C 

【解析】寄送的价目表、拍卖公告、招标公告、招股说明书等一般应

界定为要约邀请。 

14﹒甲、乙公司于 2012 年 2 月 4 日签订买卖合同，3 月 4 日甲公司

发现自己对合同标的物存在重大误解，逐于 4 月 4 日向法院请求撤销

该合同，法院于 5 月 4 日依法撤销了该合同，根据《合同法》的规定，

下列关于该买卖合同被撤销后效力的表述中，正确的是( )。 

A.该买卖合同自 2 月 4 日起归于无效 



B.该买卖合同自 3 月 4 日起归于无效 

C.该买卖合同自 4 月 4 日起归于无效 

D.该买卖合同自 5 月 4 日起归于无效 

【答案】A 

【解析】可撤销合同经依法撤销，自始(2012 年 2 月 4 日)无约束力。 

15﹒李某与赵某口头约定，李某将其房屋出租给赵某，租期为 1 年，

租金为每月 100 元，每月的第一天交付该月租金。根据《合同法》

的规定，下列关于该租赁合同效力的表述中，正确的是( )。 

A.该租赁合同无效 

B.该租赁合同为可撤销合同 

C.该租赁合同有效，租期为 1 年 

D.该租赁合同有效，但视为不定期租赁合同 

【答案】D 

【解析】租赁合同期限在 6 个月以上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

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的，视为不定期租赁。 

16. 某金店是增值税的一般纳税人，2012 年 3 月采取以旧换新方式

销售纯金项链 10 条，每条新项链的不含税销售额为 4000 元，收购

旧项链的不含税金额为每条 2000 元，该笔业务的销项税额为( )元。 

A.6800 

B.5200 



C.3400 

D.2600 

【答案】C 

【解析】纳税人采用以旧换新方式销售的金银首饰，应按实际收取的

不含增值税的全部价款确定计税依据征收消费税。该笔业务的销项税

额=(4000-2000)×10×17%=3400(元)。 

17.某汽车制造厂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10 年 12 月进口汽车配件

一批，海关审定的关税完税价格为 144 万元，从海关运往企业所在

地支付运费 6 万元，取得承运部门开具的运输发票，进口汽车配件的

关税税率为 10%。该汽车制造厂 2010 年 12 月进口汽车配件应缴纳

的增值税额为( )万元。 

A.26.93 

B.27.63 

C.28.05 

D.31.88 

【答案】A 

【解析】进口汽车配件应缴纳的增值税额

=(144+144×10%)×17%=26.93(万元)。 

18. 某软件企业是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2011 年度该

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为 200 万元，该企业 2011 年应纳的企业所得税

额为(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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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0 

B.40 

C.30 

D.20 

【答案】C 

【解析】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律制度规定，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

术企业，减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所以，应缴纳企业所得

税=200×15%=30(万元)。 

19.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关于非居民企业的表述中，

正确的有( )。 

A.在境外成立的企业均属于非居民企业 

B.在境内成立但有来源于境外所得的企业属于非居民企业 

C.依照外国法律成立，实际管理机构在中国境内的企业属于非居民企

业 

D.依照外国法律成立，实际管理机构不在中国境内但在中国境内设立

机构、场所的企业属于非居民企业 

【答案】D 

【解析】非居民企业是指依照外国(地区)法律成立且实际管理机构不

在中国境内，但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或者在中国境内未设

立机构、场所，但有来源于中国境内所得的企业。所以，选项 D 正

确。 



20.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律制度的规定，企业的下列收入中，属于不征

税收入范围的是( )。 

A.财政拨款 

B.租金收入 

C.产品销售收入 

D.国债利息收入 

【答案】A 

【解析】财政拨款属于不征税收入;租金收入和产品销售收入属于征

税收入;国债利息收入属于免税收入。本题答案 A 正确。 

21. 某企业 2011 年度实现利润总额 20 万元，在营业外支出账户列

支了通过公益性社会团体向贫困地区的捐款 5 万元。根据企业所得税

法律制度的规定，在计算该企业 2011 年度应纳税所得额时，允许扣

除的捐款数额为( ) 

A.5 

B.24 

C.1.5 

D.1 

【答案】B 

【解析】捐赠扣除限额=20×12%=2.4(万元)，实际发生捐赠额 5 万元

超过了扣除限额，所以只能在税前扣除 2.4 万元。 



22.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律制度的规定，在计算企业应纳税所得额时，

除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外，有关费用支出不超过规定

比例的准予扣除，超过部分，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下列各

项中，属于该有关费用的是( )。 

A.工会会费 

B.社会保险费 

C.职工福利费 

D.职工教育经费 

【答案】D 

【解析】除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外，企业发生的职工

教育经费支出，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 2.5%的部分，准予扣除;超过的

部分，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接环扣除。 

23.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律制度的规定，企业为开发新技术、新产品、

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

照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按照研究开发费用的一定比例加计扣除，

该比例为( )。 

A.50% 

B.100% 

C.150% 

D.200% 

【答案】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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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企业为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

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照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按

照研究开发费用的 50%加计扣除。 

24﹒某市一些食用油厂家签订合作框架合同，统一上调了食用油出厂

价，该行为被反垄断主管机关依法认定为垄断。根据反垄断法律制度

的规定，该垄断行为的具体类型是( )。 

A.垄断高价 

B.掠夺性定价 

C.纵向垄断协议行为 

D.横向垄断协议行为 

【答案】D 

【解析】处于产业链同一环节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经营者订立垄断协议

的行为，为横向垄断协议行为;在本题中，垄断协议在“食用油厂家”(产

业链同一环节)之间签订，属于横向垄断协议。 

25.某市甲宾馆为某介绍客人的出租车司机，按客人房费的 8%支付了

酬金，与甲宾馆相邻的乙酒店向监督检查部门举报了这一行为。监督

检查部门经过检查，发现甲宾馆给予出租车司机的酬金均如实入账。

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甲宾馆的行为属于( )。 

A.商业贿赂行为 

B.正当竞争行为 

C.限制竞争行为 



D.低价倾销行为 

【答案】B 

【解析】甲宾馆已将给予出租车司机的酬金“如实入账”，该行为性质

上为给予中间人合法佣金的行为，属于正当竞争行为。[NT:PAGE] 

二、多选题(本类题共 20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40 分。每小题备选

答案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符合题意的正确答案。多选、少选、错选、

不选均不得分) 

26﹒下列关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表述中，符合《公司法》规定的有

( )。 

A.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 10 万元 

B.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在公司登记中注明法人独资或自然人独资，

并在公司营业执照中载明 

C.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可以分期缴纳出资，首次出资额不得低于

注册资本的 20% 

D.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在每一会计年度终了时编制财务会计报告，

并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答案】ABD 

【解析】选项 C：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应当一次足额缴纳公司章程

规定的出资额，不允许分期缴付出资。 

http://www.wangxiao.cn/cpv/272/


27﹒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的有关决议投反

对票的股东，可以请求公司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下列各项中，

属于该有关决议的有( )。 

A.公司合并的决议 

B.公司分立的决议 

C.公司转让主要财产的决议 

D.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决议 

【答案】ABC 

【解析】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股东会该项决议“投反对票”的股东可

以请求公司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退出公司：(1)公司连续 5

年不向股东分配利润，而公司该 5 年连续盈利，并且符合法律规定的

分配利润条件的;(2)公司合并、分立、转让主要财产的;(3)公司章程规

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股东会会议通

过决议修改章程使公司存续的。 

28﹒下列关于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限制的表述中，符合《公司法》

规定的有( )。 

A.公司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公司成立之日起 1 年内不得转让 

B.公司董事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 1 年内不

得转让 

C.公司监事离职后 1 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D.公司经理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

份总数的 25% 

【答案】ABD 

【解析】选项 C：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离职后半年内”，不得

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9﹒甲公司为股份有限公司。根据《公司法》的规定，下列各项中，

属于甲公司可以收购本公司股份的情形有( )。 

A.甲公司减少注册资本 

B.甲公司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其他公司合并 

C.甲公司将股份奖励给本公司职工 

D.甲公司接受本公司的股票作为质押权的标的 

【答案】ABC 

【解析】选项 D：公司不得接受本公司的股票作为质押权的标的。 

30﹒某社会团体与某私立学校共同出资设立一合伙企业，经营文具用

品。两年后，因经营亏损，该合伙企业财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下

列关于各合伙人承担责任的表述中，符合《合伙企业法》规定的有( )。 

A.该社会团体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责任 

B.该私立学校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责任 

C.该社会团体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 

D.该私立学校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 



【答案】AD 

【解析】(1)国有独资公司、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以及公益性的事业

单位、社会团体不得成为普通合伙人; “某社会团体”只能作为有限合

伙人，该合伙企业为有限合伙企业。(2)有限合伙企业应当至少有一

名普通合伙人;在本题中，该有限合伙企业只有两个合伙人，“某私立

学校”只能作为普通合伙人。 

31﹒根据《合伙企业法》的规定，下列关于合伙企业合伙人出资形式

的表述中，正确的是( )。 

A.普通合伙人可以以知识产权出资 

B.有限合伙人可以以实物出资 

C.普通合伙人可以以土地使用权出资 

D.有限合伙人可以以劳务出资 

【答案】ABC 

【解析】选项 D：只有“普通合伙人”可以劳务出资。 

32﹒下列关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非破产清算的表述中，符合中外合资

经营企业法律制度规定的有( )。 

A.清算委员会的成员一般应当在合营企业的董事中选任 

B.清算期间，清算委员会代表该合营企业起诉或应诉 

C.合营企业清偿债务后的剩余财产按照合营各方的出资比例进行分

配，但合营企业协议、合同、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 

D.合营企业解散时，其剩余财产超过实缴资本的部分为清算所得 

http://www.wangxiao.cn/sydw/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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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ABC 

【解析】选项 D：合营企业解散时，其资产净额或剩余财产减除企业

未分配利润、各项基金和清算费用后的余额，超过实缴资本的部分为

清算所得，应当依法缴纳所得税。(见教材 135 页)[NT:PAGE] 

33﹒某股份有限公司净资产为 1 亿元，该公司拟再次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根据《证券法》的规定，下列规定中，导致该公司不得再次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情形有( )。 

A.该公司累计债券余额已达 3000 万元 

B.前一次公开发行的公司债券尚未募足 

C.筹集的资金拟用于清偿公司即将到期的债券利息 

D.对已公开发行的公司债券的延迟支付本息的事实，仍处于断续状态 

【答案】BCD 

【解析】(1)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再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①前

一次公开发行的债券尚未募足(选项 B 应选);②对已公开发行的公司

债券或者其他债务有违约或者延迟支付本息的事实，仍处于继续状态

(选项 D 应选);③违反本法规定，改变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所募集资金

的用途。(2)选项 C：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筹集的资金，必须用于核准

的用途，不得用于弥补亏损和非生产性支出(如用于清偿公司即将到

期的债券利息)。 



34﹒甲投资者收购一家股本总额为 4.5 亿元人民币的上市公司。下列

关于该上市公司收购的法律后果的表述中，符合证券法律制度规定的

有( )。 

A.收购期限届满，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的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8%，

该上市公司的股票应由证券交易所终止上市交易 

B.收购期限届满，持有该上市公司股份 2%的股东，要求以收购要约

的同等条件向甲投资者出售其股票的，甲投资者可拒绝收购 

C.甲投资者持有该上市公司股票，在收购完成后的 36 个月内不得转

让 

D.收购行为完成后，甲投资者应当在 15 日内将收购情况报告国务院

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证券交易所，并予公告 

【答案】AD 

【解析】(1)选项 A：公司股本总额超过人民币 4 亿元的，公开发行

股份的比例应为 10%以上;收购期满，被收购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

市条件的，该上市公司的股票应当由证券交易所依法终止上市交易;

在本题中，该上市公司股本总额为4.5亿元人民币，收购期限届满时，

公开发行的股份仅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8%，应终止上市交易;(2)选项 B：

收购完成，该上市公司的股票被依法终止上市交易的，其余仍持有被

收购股票的股东，有权向收购人以收购要约的同等条件出售其股票，

收购人应当收购;(3)选项 C：收购人持有的被收购的上市公司的股票，

在收购行为完成后的“12 个月内”不得转让;(4)选项 D：收购行为完成



后，收购人应当在 15 日内将收购情况报告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和证券交易所，并予公告。 

35﹒根据证券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情形中，属于上市公司不得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有( )。 

A.上市公司及其附属公司曾违规对外提供担保，但已消除 

B.上市人现任董事最近 36 个月内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 

C.最近 1 年及 1 期财务报表被注册会计师出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但保留意见所涉及事项的重大影响已消除 

D.上市公司的权益被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严重损害且尚未消除 

【答案】BD 

【解析】(1)选项 A：上市公司及其附属公司违规对外提供担保“且尚

未消除”的，不得非公开发行股票。(2)选项 B：上市公司现任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最近 36 个月内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或者最

近 12 个月内受到过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的，不得非公开发行股票。

(3)选项 C：上市公司最近 1 年及 1 期财务报表被注册会计师出具保

留意见、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的，不得非公开发行股

票;但保留意见、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所涉及事项的重大影响已

经消除或者本次发行涉及重大重组的除外。(4)选项 D：上市公司的

权益被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严重损害且尚未消除的，不得非公开发

行股票。 

http://www.wangxiao.cn/sj/


36﹒陈某租住王某的房屋，租赁至 2010 年 8 月。王某欠陈某 10 万

元货款，应于 2010 年 7 月偿付。至 2010 年 8 月，王某尚未清偿货

款，但要求收回房屋并请求陈某支付 1 万元租金，根据《合同法》与

担保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关于陈某的权利的表述中，不正确的有( )。 

A.陈某可以留置该房屋作为担保 

B.陈某可以出售房屋并优先受偿 

C.陈某可以应付租金抵销 1 万元货款 

D.陈某可以行使同时履行抗辩权而不交还房屋 

【答案】ABD 

【解析】(1)选项 A：不动产不适用留置制度;(2)选项 B：在陈某与王

某的货款债务中，并未将王某的房屋设为担保物，陈某不享有任何优

先受偿权;(3)选项 C：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

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销，但依照

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合同性质不得抵销的除外;(4)选项 D：同时履行抗

辩权应在同一双务合同中行使，本题属于两个不同合同。 

37﹒根据《合同法》的规定，下列情形中，赠与人不得主张撤销赠与

的有( )。 

A.张某将 1 辆小轿车赠与李某，且已交付 

B.甲公司与某地震灾区小学签订赠与合同，将赠与 50 万元用于修复

教学楼 



C.乙公司表示将赠与某大学 3 辆校车，双方签订了赠与合同，且对该

赠与同进行了公证 

D.陈某将 1 块钟表赠与王某，且已交付，但王某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

的义务 

【答案】ABC 

【解析】(1)选项 A：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能撤销赠与;

张某已将轿车交付李某，不能再行使任意撤销权。(2)选项 BC：救灾、

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

不得撤销。(3)选项 D：受赠人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的，赠与

人可以撤销赠与(赠与人的法定撤销权)。 

38﹒根据《合同法》的规定，提供格式条款一方拟订的下列格式条款

中，属于无效的有( )。 

A.内容理解发生争议的格式条款 

B.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格式条款 

C.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格式条款 

D.造成对方人身伤害得以免责的格式条款 

【答案】BCD 

【解析】选项 A：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

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

条款一方的解释(只是需要解释，而非直接导致无效)。 



39﹒陈某向李某借款 10 万元，并签订了借款合同。张某向李某单方

面提交了签名的保证书，其中仅载明“若陈某不清偿到期借款本息，

张某将代为履行”。借款到期后，陈某未清偿借款本息，经查，张某

并不具有代偿能力，根据担保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关于保证合同效

力及张某承担保证责任的表述中，不正确的有( )。 

A.张某可以以自己不具有代偿能力为由主张保证合同无效 

B.张某可以以自己未与李某签订保证合同为由主张保证合同不成立 

C.张某须向李某承担一般保证责任 

D.张某须向李某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答案】ABC 

【解析】(1)选项 A：不具有完全代偿能力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自然

人，以保证人身份订立保证合同后，又以自己没有代偿能力要求免除

保证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2)选项 B：第三人单方以书面形式

向债权人出具担保书，债权人接受且未提出异议的，保证合同成立;(3)

选项 CD：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

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 

40.根据消费税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主体中，属于消税税纳税义务

人的有( )。 

A.钻石的进口商 

B.化妆品的生产商 

C.卷烟的批发商 



D.金首饰的零售商 

【答案】BCD 

【解析】选项 A：金银首饰、钻石及钻石饰品是在零售环节征收消费

税的，进口环节不征收消费税，所以不选。选项 BCD 均属于消费税

的纳税人。 

41. 根据增值税法律制度及消费税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行为中，应

同时缴纳增值税和消费税的有( )。 

A.酒厂将自产的白酒赠送给协作单位 

B.卷烟厂将自产的烟丝移送用于生产卷烟 

C.日化厂将自产的香水移送用于生产普通护肤品 

D.汽车厂将生产的应税小轿车赞助给某艺术节组委会 

【答案】AD 

【解析】选项 B：卷烟厂将自产的烟丝移送用于生产卷烟，既不缴纳

增值税，也不缴纳消费税;选项 C：日化厂将自产的香水移送用于生

产普通护肤品，消费税视同销售，但是增值税不视同销售，只缴纳消

费税，不缴纳增值税。 

42.根据增值税法律制度的规定，企业下列项目的进项税额不得从销

项税额中抵扣的有( )。 

A.不动产在建工程适用的外购物资 

B.生产应税产品购入的原材料 

C.因管理不善变质的库存购进商品 

http://www.wangxiao.cn/templets/channel/gongcheng/badayuan/


D.因管理不善被盗的产成品所耗用的购进原材料 

【答案】ACD 

【解析】选项 A 属于将外购的货物用于非增值税应税项目，不得抵

扣进项税;选项 CD 属于因管理不善丢失、被盗、霉烂变质产生的损

失，其对应的进项税额不得抵扣。选项 B 的进项税额允许抵扣。 

43.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律制度的规定，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

的非居民企业从中国境内取得的下列所得中，应以收入全额为应纳税

所得额的有( )。 

A.红利 

B.转让财产所得 

C.租金 

D.利息 

【答案】ACD 

【解析】选项 B：转让财产所得，以收入全额减除财产净值后的余额

为应纳税所得额。而选项 ACD 均以收入全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44.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律制度的规定，企业的下列资产支出项目中，

不得计算折旧或摊销费用在税前扣除的有( )。 

A.已足额提取折旧的固定资产的改建支出 

B.单独估价作为固定资产入账的土地 

C.以融资租赁方式租入的固定资产 



D.未投入使用的机器设备 

【答案】BD 

【解析】选项 A：已足额提取折旧的固定资产的改建支出，作为长期

待摊费用，可以按照规定摊销,在税前扣除;选项 B：单独估价作为固

定资产入账的土地，不得计提折旧在税前扣除;选项 C：以融资租赁

方式租入的固定资产，可以计提折旧在税前扣除;选项 D：除房屋、

建筑物以外未投入使用的固定资产，不得计提折旧在税前扣除。 

45﹒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下列情形中，属于不当附奖赠

促销行为的有( )。 

A.甲公司采用抽奖式的附奖销售，最高奖的金额为 2000 元 

B.乙公司采用抽奖式的附奖销售，最高奖的金额为 6000 元 

C.丙公司采用故意让内定人员中奖的方式进行有奖销售 

D.丁公司利用有奖销售的手段推销质次价高的商品 

【答案】BCD 

【解析】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禁止的不当附奖赠促销行为有：(1)

经营者采用抽奖式的附奖销售的，最高奖的金额不得超过 5000 元(选

项 A 不选，选项 B 应选);(2)经营者采用谎称有奖或者故意让内定人

员中奖的欺骗方式进行有奖销售(选项 C 应选);(3)经营者利用有奖销

售的手段推销质次价高商品的(选项 D 应选)。[NT:PAGE] 



三、判断题(本类题共 10 小题，每小题 1 分，共 10 分。请判断每小

题的表述是否正确。每小题答题正确的得1分，答题错误的扣0.5分，

不答题的不得分也不扣分，本类题最低得分为零分) 

46﹒从权利与义务的对应程度来看，经济法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是对等

的。( ) 

【答案】× 

【解析】征税机关与纳税人的权利义务明确不对等。 

47﹒上市公司公告的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上市公司应当承担赔偿

责任。( ) 

【答案】√ 

【解析】原文见教材 196 页最后两行。 

48﹒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相互转让其全部或部分股权，应当经其

他股东过半数同意。( ) 

【答案】× 

【解析】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内部转让股权自由，无需经其他股东同意;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对外转让股权的，应当书面征求其他股东过半数同

意。 

49﹒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的合伙人在执行行为中非因故意或者重大

过失造成的合伙企业的债务，全体合伙人可以以其在合伙企业的财产

份额为限承担责任。( ) 

http://www.wangxiao.cn/cpv/271/


【答案】× 

【解析】特殊普通合伙企业的合伙人在执业活动中非因故意或重大过

失造成的合伙企业债务，由全体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50﹒投资人缴纳认购的基金份额的款项时，基金合同生效。( ) 

【答案】× 

【解析】投资人缴纳认购的基金份额的款项时，基金合同成立;基金

管理人依法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基金合同

生效。(见教材 174 页) 

51﹒按照依法制定的交易规则进行的交易，即使事后发现存在内幕交

易的情形，证券交易所也不得改变其交易结果。( ) 

【答案】√ 

【解析】按照依法制定的交易规则进行的交易，不得改变其交易结果。

(见教材 153 页第 21 行) 

52﹒甲公司根据乙公司的选择，向丙公司购买了 1 台大型设备，出

租给乙公司使用，甲、乙公司为此签订了融资租赁合同，合同未就设

备的维修事项作特别约定，该设备在使用过程中发生部件磨损，须维

修。甲公司应承担维修义务。( ) 

【答案】× 

【解析】在融资租赁合同中，“承租人”应当履行占有租赁物期间的维

修义务。 



53.计算复合计税的消费品组成计税价格时，既要考虑从量的消费税

税额，又要考虑从价的消费税税额。( ) 

【答案】√ 

【解析】在计算复合计税的应税消费品组成计税价格时，需要把从价

的消费税和从量的消费税都组进价格中。 

54. 某有限责任公司 2011 年的工资薪金总额为 950 万元，支出的职

工福利费为 150 万元，在计算该公司 2011 年的应纳税所得额时，支

出的职工福利费用应据实扣除。( ) 

【答案】× 

【解析】企业发生的职工福利费支出，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 14%的

部分，允许扣除，超过的部分不得抵扣。职工福利费的扣除限额

=950×14%=133(万元)，实际发生 150 万元超过了扣除限额，只能在

税前扣除 133 万元，不能据实扣除。 

55﹒国际收支出现或者可能出现严重失衡，以及国民经济出现或者可

能出现严重危机时，国家可以对国际收支采取必要的保障、控制等措

施。( ) 

【答案】√ 

【解析】根据世界贸易组织规则，规定国际收支出现或者可能出现严

重失衡，以及国民经济出现或者可能出现严重危机时，国家可以对国

际收支采取必要的保障、控制等措施。[NT:PAGE] 

四、简答题(本类题共 3 小题，每小题 5 分，共 15 分) 



1. 2010 年 7 月 8 日，甲、乙、丙拟共同出资设立一有限责任公司，

并制定了公司章程，其有关要点如下：(1)公司注册资本总额为 400

万元;(2)甲、丙各以货币 100 万元出资。首次出资均为 50 万元，其

余出资均应在公司成立之日起 2 年内缴付;乙以房屋作价出资 200 万

元，公司成立后一周内办理房屋产权转移手续。 

2010 年 8 月 8 日，甲、丙依约缴付了首次出资。10 月 8 日，公司成

立，10 月 12 日，乙将房屋产权依约转移给公司。2011 年 8 月 5 日，

甲履行了后续出资义务。2011 年底，公司取得可分配红利 100 万元。 

2012 年 1 月 10 日，甲、乙、丙就 100 万元红利的分配发生争执，

此时丙尚未缴付剩余出资。经查，乙作价出资的房屋实际价值仅为

100 万元。因公司的章程没有约定红利分配方法。甲、乙、丙分别提

出了自己的主张：甲认为应按 2：2：1 的比例分配;乙认为应按 1：2：

1 的比例分配;丙认为应按 1：1：1 的比例分配。 

要求： 

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回答下列问题： 

(1)公司章程中约定的首次出资额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简要说明理由。 

(2)乙作价出资的房屋实际价值为 100 万元，低于公司章程所定的 200

万元，对此，甲、乙、丙应如何承担民事责任? 

(3)对公司可分配的 100 万元红利，甲、乙、丙应按何种比例分配?

简要说明理由。 

【答案】 



(1)公司章程约定的首次出资额符合规定。根据规定，有限责任公司

股东分期出资的，首次出资额不得低于注册资本的 20%，也不得低

于法定注册资本最低限额(3 万元)。在本题中，公司注册资本为 400

万元，全体股东首期出资额合计为10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25%。 

(2)乙应补足出资，甲、丙承担连带责任。 

【解析】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发现作为设立公司出资的非货币财产

的实际份额显著低于公司章程所定价额的，应当由交付该出资的股东

补足其差额，公司设立时的其他股东承担连带责任。 

(3)甲、乙、丙应按照实缴出资比例(2：2：1)分配红利。根据规定，

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有限责任公司按照股东

实缴的出资比例分配，但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配的除外。 

2.中国某企业与外国某企业在中国境内拟共同投资设立一中外合资

经营企业，双方拟订的合营企业协议中部分条款如下：(1)合营企业

投资总额为 900 万美元，注册资本为 400 万美元。其中中方出资 260

万美元，外方出资 140 万美元，双方一次缴清出资;(2)中方出资方式

及数额：现金 60 万美元、厂房作价 100 万美元，场地使用权作价 100

万美元;外方出资方式及数额;以合营企业财产作担保从银行取得的贷

款 70 万美元、工业产权作价 70 万美元;(3)合营企业的董事长、副董

事长均由中方担任;(4)合营企业的总经理由外方担任。 

要求：根据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律制度的规定，指出合营企业协议中

不符合法律规定之处，简要说明理由。 



【答案】 

(1)投资总额与注册资本的比例不符合规定。根据规定，投资总额在

300 万美元以上至 1000 万(含 1000 万)美元的，注册资本至少应占投

资总额的 1/2，其中投资总额在 420 万美元以下的，注册资本不得低

于 210 万美元。在本题中，合营企业拟定投资总额为 900 万美元，

其注册资本至少应为 450 万美元。 

(2)外方出资以合营企业财产作担保不符合规定。根据规定，中外投

资者用作投资的实物，必须为自己所有、且未设立任何担保物权，任

何一方不得以企业或者投资他方的财产和权益为其出资担保。 

(3)合营企业的董事长、副董事长均由中方担任不符合规定。根据规

定，合营企业的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由合营各方协商确定或者由董事会

选举产生;中外合营者的一方担任董事长的，由他方担任副董事长。 

3. 

甲企业与乙银行签订一借款合同。合同约定：甲企业向乙银行借款

500 万元，借款期限自 2009 年 8 月 1 日至 2011 年 7 月 31 日，以及

利息支付等事项。张某在借款合同保证人一栏签字。甲企业将其现有

的以及将有的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产品一并抵押给乙银行，

双方签订了抵押合同并办理了抵押登记。当事人之间未约定担保权实

现的顺序。 

借款期限届满后，甲企业因经营不善，亏损严重，无力清偿到期借款。

乙银行经调查发现：(1)甲企业可供偿债的财产不足 100 万元;(2)在借



款期间，甲企业将一台生产设备以市价 40 万元出卖给丙公司，并已

交付;(3)甲企业另有一台生产设备，价值 50 万元，因操作失误而严重

受损，1 个月前被送交丁公司修理，但因甲企业未交付 10 万元维修

费，该生产设备被丁公司留置。 

查明情况后，乙银行于 2011 年 8 月 20 日要求张某承担保证责任。

张某主张：借款债权既有保证担保，又有甲企业的抵押担保，乙银行

应先实现抵押权。同日，乙银行分别向丙公司与丁公司主张，就丙公

司所购买的生产设备及丁公司所留置的生产设备实现抵押权。丁公司

则认为自己有权优先实现留置权。 

要求： 

根据担保法律制度的规定，回答下列问题： 

(1)张某提出乙银行应先实现抵押权的主张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简要

说明理由。 

(2)乙银行是否有权向丙公司就其购买的生产设备主张抵押权?简要

说明理由。 

(3)丁公司提出自己有权优先实现留置权的主张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简要说明理由。 

【答案】 

(1)张某提出乙银行应先实现抵押权的主张符合规定。根据规定，被

担保的债权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

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债权人应当按照约定实现



债权;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债务人自己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

人应当先就该物的担保实现债权。 

(2)乙银行无权向丙公司就其购买的生产设备主张抵押权。根据规定，

经当事人书面协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业生产经营者可以将现有

的以及将有的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产品抵押，债务人不履行

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债权人有权就实

现抵押权时的动产优先受偿;但不得对抗正常经营活动中已支付合理

价款并取得抵押财产的买受人。 

(3)丁公司的主张符合规定。根据规定，同一动产上已设立抵押权或

者质权，该动产又被留置的，留置权人优先受偿。[NT:PAGE] 

五、综合题(本类题共 1 题，共 10 分) 

甲木业制造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甲公司)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从

事实木地板的生产、销售，同时从事木质工艺品、筷子等的生产经营。 

(一)相关资料 

2012 年 8 月，甲公司发生下列业务： 

(1)购进油漆、修理零备件一批，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价款

为 50 万元，税额 8.5 万元;支付运费 1.4 万元，取得运输部门开具的

运输费用结算单据。 

(2)购入原木，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价款为 200 万元，税额

26 万元。 



(3)将橡木加工成 A 型实木地板，本月销售取得含税销售额 81.9 万元，

将部分橡木做成工艺品进行销售，取得含税销售额 52.65 万元。 

(4)销售自产 B 型实木地板 4.5 万平方米，不含税销售额为每平方米

280 元，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另外收取包装费 11.7 万元，开具普通

发票。 

(5)将自产 C 型实木地板 0.1 万平方米用于本公司办公室装修，成本

为 5.43 万元，C 型实木地板没有同类销售价格;将自产的 D 型实木板

0.2 万平方米无偿提供给某房地产公司，用于装修该房地产公司的样

板间供客户参观，D 型实木地板的成本为 18 万元，市场销售价为每

平方米 160 万(不含增值税额)。 

已知：实木地板消费税税率和成本利润率均为 5%;相关发票已经主管

税务机关认证。 

(二)甲公司财务人员计算申报缴纳增值税、消费税情况： 

(1)当期进项税额=8.5+26=34.5(万元) 

(2)当期销项税额

=81.9÷(1+17%)×17%+52.65÷(1+17%)×17%+4.5×280×17%+11.7÷

(1+17%)×17%=235.45(万元) 

(3)当期应纳消费税额

=81.9÷(1+17%)×5%+52.65÷(1+17%)×5%+4.5×280×5%+11.7÷(1+

17%)×5%=69.25(万元) 

要求： 



根据上述内容和相关税收法律制度的规定，回答下列问题(涉及计算

的，列出计算过程，计算结果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计算单位：万元); 

(1)甲公司财务人员在申报纳税时存在哪些不合法之处，并说明理由; 

(2)计算甲公司当期增值税额; 

(3)计算甲公司当期消费税额。 

【答案】 

(1)不符合规定之处： 

①运费未进行计算抵扣。根据规定，“购进或者销售”货物以及“在生产

经营过程中”支付的运输费用，按照运输费用结算单据上注明的运输

费用金额和 7%的扣除率计算进项税额。 

②将自产的 C 型实木地板用于办公室装修，应视同销售计算销项税

额。根据规定，将自产、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非增值税应税项目，视

同销售。 

③将自产的 D 型实木地板无偿赠送给某房地产公司，应视同销售计

算销项税额。根据规定，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购进的货物无偿赠送他

人，视同销售。 

④将橡木加工成工艺品进行销售，无需缴纳消费税。根据规定，橡木

工艺品不属于消费税的征收范围。 

⑤将自产的 C 型实木地板用于办公室装修、将 D 型实木地板用于无

偿赠送给某房地产公司，均视同销售，应缴纳消费税。根据规定，纳

税人自产自用的应税消费品，用于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的，不纳税;



用于其他方面的(用于非应税消费品、在建工程、管理部门、馈赠、

赞助、集资、广告、样品、职工福利、奖励等)，视同销售，在移送

使用时纳税。 

(2)增值税 

①当期销项税额

=(81.9+52.65)÷(1+17%)×17%+[0.028×45000+11.7÷(1+17%)] 

×17%+5.43×(1+5%)÷(1-5%)×17%+0.20×160×17%=241.91(万元) 

②当期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8.50+1.40×7%+26=34.60(万元) 

③当期应纳税额=241.91-34.60=207.31(万元) 

(3)消费税=81.9÷(1+17%)×5%+[0.028×45000+11.7÷(1+17%)] 

×5%+5.43×(1+5%)÷(1-5%)×5%+0.20×160×5%=68.89(万元) 

关注：中级会计职称考试大纲 中级会计职称在线模考 中级会计职称

试题手机版下载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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