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注册会计师税法考试真题及答案
一、单选题
1. 下列税种中属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共享收入的是

() 。

A. 耕地占用税
B. 个人所得税
C.车辆购置税
D.土地增值税
【答案】 B
【解析】选项

AD：属于地方政府固定收入，选项

【知识点】税收收入划分

C：属于中央政府固定收入。

(P24)

2. 以下属于中央和地方共享收入的是

() 。

会

A. 消费税
B. 个人所得税
C.关税

注

D.土地增值税
【答案】 B

; 选项 D：属于地方政府固定收入。

AC：属于中央政府固定收入

园

【解析】选项

3. 下列收入中，应当征收增值税的是

() 。

A. 电力公司向发电企业收取的过网费收入

教

B. 增值税纳税人收取的会员费收入

C.燃油电厂从政府财政专户取得的发电补贴收入

科

D.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中承租方出售资产取得的收入
【答案】 A

【解析】选项

BC：不征收增值税 ; 选项 D：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中，承租方出售资产的行为

不属于增值税的征税范围，不征收增值税。
【知识点】增值税征税范围的特殊项目

(P43、 P45)

4. 下列行为中，视同销售货物缴纳增值税的是

() 。

A. 将购进的货物用于集体福利
B. 将购入的货物用于个人消费
C.将购进的货物用于非增值税应税项目
D.将购进的货物用于对外投资
【答案】 D
【解析】将自产、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非增值税应税项目、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的，
增值税视同销售行为，

但将购进的货物用于这三项的，

项 ABC不正确。
【知识点】增值税视同销售行为

(P45)

不属于增值税视同销售行为，

属于
所以选

5. 下列产品中，属于消费税征税范围的是

() 。

A. 轮胎
B. 电池
C.卡丁车
D.酒精
【答案】 B
【解析】轮胎、卡丁车、酒精不属于消费税征税范围。
【知识点】消费税税目

(P135-137)

6. 下列税种中与“市肆门摊税”性质最接近的是

() 。

A. 消费税
B. 关税
C.增值税

会

D.营业税
【答案】 D

【解析】明代开证的“市肆门摊税”，具有营业税的性质。
【知识点】营业税概述

注

(P152)

7. 我国汉代征收“算缗钱”，具体征收方法为：对商人和高利贷者，按照交易额或者贷款额
6%;对手工业者，按出售产品的价值征税，每四缗征一算，税率

园

征收，每一缗征一算，税率

3%,, 。下列税种中，与“算缗钱”性质最接近的是
A. 关税

教

B. 营业税

() 。

C.增值税
D.消费税

科

【答案】 B

【解析】汉代对商人征收的“算缗钱”，具有营业税的性质。对商人和高利贷者按照交易额
或贷款额征税，这相当于是对营业税纳税人按照营业额征收营业税。
【知识点】营业税概述

(P152)

8. 某公司 8 月将自有办公用房出租，并一次性收取租金
人使用，该公司

48 万元，该办公用房

9 月交付承租

9 月应缴营业税 ( ) 。

A.0.8 万元
B.0.48 万元
C.1.44 万元
D.2.4 万元
【答案】 D
【解析】 纳税人提供租赁业劳务，
收款的当天。所以一次性收取租金
=48x50%=2.4( 万元 ) 。

采取预收款方式的，

其营业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收到预

48 万元全额计征营业税。该公司

9 月应缴营业税

【知识点】营业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P167)

9. 下列税费中，应计入进口货物关税完税价格的是

() 。

A. 单独核算的境外技术培训费用
B. 报关时海关代征的增值税和消费税
C.进口货物运抵我国境内输入地点起卸前的保险费
D.由买方单独支付的入关后的运输费用
【答案】 C
【解析】下列费用，如能与该货物实付或者应付价格区分，不得计入关税完税价格：
①厂房、机械、设备等货物进口后的基建、安装、装配、维修和技术服务的费用
②货物运抵境内输入地点之后的运输费用、保险费和其他相关费用
( 选项 B);

④为在境内复制进口货物而支付的费用
⑤境内外技术培训及境外考察费用
【知识点】关税完税价格

( 选项 D);

;

( 选项 A) 。

(P180-181)

10. 下列情形中，纳税人应进行土地增值税清算的是

() 。

注

A. 直接转让土地使用权

会

③进口关税及其他国内税收

;

B. 转让未竣工结算房地产开发项目

50%股权的

园

C.取得销售 ( 预售 ) 许可证满 1 年仍未销售完毕的
D.房地产开发项目尚未竣工但已销售面积为
【答案】 A

50%的

竣工、完成销售的

教

【解析】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纳税人应进行土地增值税的清算：
;(2) 整体转让未竣工决算房地产开发项目的

【知识点】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增值税清算

(1) 房地产开发项目全部
;(3) 直接转让土地使用权的。

(P207)

科

11. 某企业在市区拥有一块地，尚未由有关部门组织测量面积，但持有政府部门核发的土地
使用证书。下列关于该企业履行城镇土地使用税纳税义务的表述中，正确的是

() 。

A. 暂缓履行纳税义务

B. 自行测量土地面积并履行纳税义务
C.以证书确认的土地面积作为计税依据履行纳税义务
D.待将来有关部门测定完土地面积后再履行纳税义务
【答案】 C
【解析】 按照规定， 城镇土地使用税以纳税人实际占用的土地面积为计税依据。

纳税人实际

占用的土地面积按下列办法确定：

(1) 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单位组织测定

土地面积的， 以测定的面积为准

;(2) 尚未组织测量， 但纳税人持有政府部门核发的土地使用

证书的， 以证书确认的土地面积为准

;(3) 尚未核发土地使用证书的，

地面积，据以纳税，待核发土地使用证以后再作调整。
【知识点】城镇土地使用税计税依据
12. 下列车船中，应缴纳车船税的是

(P223)
() 。

应由纳税人据实申报土

A. 警用车辆
B. 养殖渔船
C.公司拥有的摩托车
D.纯电动汽车
【答案】 C
【解析】选项

AB：免征车船税 ; 选项 D：纯电动汽车，不征收车船税。

【知识点】车船税税收优惠

(P243)

13. 某企业 2015 年 1 月缴纳了 5 辆客车车船税， 其中一辆 9 月被盗，已办理车船税退还手续
月由公安机关找回并出具证明，
企业 2015 年实缴的车船税总计为

企业补缴车船税， 假定该类型客车年基准税额为

;11

480 元， 该

() 。

A.192 元
B.2280 元

会

C.2400 元
D.2320 元
【答案】 D

注

【解析】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已完税的车船被盗抢、报废、灭失的，纳税人可以凭有关管理
机关出具的证明和完税证明，向纳税所在地的主管地方税务机关申请退还自被盗抢、报废、
已办理退税的被盗抢车船，

园

灭失月份起至该纳税年度终了期间的税款。

应当从公安机关出具相关证明的当月起计算缴纳车船税。该企业

失而复得的， 纳税人

2015 年实缴的车船税总计

=4× 480+480÷ 12× 10=2320( 元 ) 。
(P244)

教

【知识点】车船税征收管理

14. 企业发生的下列支出中，按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可在税前扣除的是
A. 税收滞纳金

科

B. 非广告性赞助支出

() 。

C.按规定缴纳的财产保险费
D.企业所得税税费
【答案】 C

【解析】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下列支出不得扣除：

(1) 向投资者支付的股息、红利等权

益性投资收益款项

;(2) 企业所得税税款 ( 选项 D);(3) 税收滞纳金 ( 选项 A);(4) 罚金、罚款和

被没收财物的损失

;(5) 超过规定标准的捐赠支出

备金支出 ;(8) 企业之间支付的管理费、

企业内营业机构之间支付的租金和特许权使用费，

及非银行企业内营业机构之间支付的利息，不得扣除
【知识点】不得扣除的项目

;(6) 赞助支出 ( 选项 B);(7) 未经核定的准

;(9) 与取得收入无关的其他支出。

(P277)

15. 个体工商户发生的下列支出中允许在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的是
A. 用于家庭的支出
B. 非广告性质赞助支出
C.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财产转让损失

() 。

以

D.已缴纳的增值税税款
【答案】 C
【解析】个体工商户下列支出不得扣除：
款和被没收财物的损失

(1) 个人所得税税款 ;(2) 税收滞纳金 ;(3) 罚金、罚

;(4) 不符合扣除规定的捐赠支出

;(5) 赞助支出 ( 选项 B);(6) 用于个

人和家庭的支出 ( 选项 A);(7) 与取得生产经营收入无关的其他支出

;(8) 国家税务总局规定

不准扣除的支出。
【知识点】个体工商户税前不得扣除的项目

(P329)

16. 个人的下列所得中，免予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是

() 。

A. 企业职工李某领取原提存的住房公积金
B. 王某在单位任职表现突出获得

5 万元总裁特别奖金

C.退休教师张某受聘另一高校兼职教授每月取得

4000 元工资

D.徐某因持有某上市公司股份取得该上市公司年度分红

会

【答案】 A
【解析】选项 A：个人领取原提存的住房公积金、医疗保险金、基本养老保险金时，免予征

【知识点】免征个人所得税的优惠

(P360)

注

收个人所得税 ; 选项 BCD：应照章征收个人所得税。

17. 下列税费的征收管理，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的是

园

A. 关税
B. 房产税
C.海关代征增值税

管法》。

AC由海关征收，不适用《征管法》

科

【解析】选项

教

D.教育费附加
【答案】 B

() 。

【知识点】税收征收管理法的适用范围

; 选项 D：由税务机关征收，但不适用《征

(P462)

18. 税务机关做出的下列行政行为，纳税人不服时可以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的是

() 。

A. 罚款
B. 加收滞纳金
C.确认征收范围
D.确认抵扣税款
【答案】 A
【解析】选项 A：属于税务行政处罚行为，纳税人对税务机关做出的“征税行为”以外的其
他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选项
BCD：属于征税行为，纳税人对税务机关做出的“征税行为”不服的，应当先向行政复议机
关申请行政复议。
【知识点】税务行政复议申请

(P507)

二、多选题
1. 以下需要自行纳税申报的有
A. 年股票交易转让所得

() 。

16 万元

B. 从境外取得收入
C.从境内两处以上取得收入
12 万元

D.个体经营者年经营所得
【答案】 ABD

【解析】 自行申报纳税的纳税义务人有：

(1) 年所得 12 万元以上的 ( 选项 A 正确 );(2)

境内两处或者两处以上取得工资、薪金所得的

( 选项 C 错误 );(3)

项 B 正确 );(4) 取得应税所得， 没有扣缴义务人的

从中国

从中国境外取得所得的

(选

( 选项 D正确 );(5) 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情形。

2. 甲是国内运输企业，乙是国外运输企业，丙委托甲和乙运输，甲是起运方，乙负责国外运
输，甲乙丙都签了全程运输单，以下说法正确的有

() 。

A. 甲按本程运费贴花
B. 乙按本程运费贴花
C.乙按全程运费贴花

会

D.丙按全程运费贴花
【答案】 AD
【解析】对国际货运，凡由我国运输企业运输的，

不论在我国境内、境外起运或中转分程运
( 选项 A); 托运方

注

输，我国运输企业所持的一份运费结算凭证，均按本程运费计算应纳税额
所持的一份运费结算凭证，按全程运费计算应纳税额

( 选项 D)。由外国运输企业运输进出口

货物的，外国运输企业所持的一份运输结算凭证免纳印花税，所以乙是免税的

园

误) 。

( 选项 BC 错

【知识点】印花税计税依据的特殊规定
三、计算问答题

(P251)

教

1. 某工业企业 2015 年 3 月 1 日转让位于县城的一处办公楼，取得销售收入
08 年建造该办公楼时为取得土地使用权支付金额

科

转让时经政府批准的房地产评估机构评估，
关资料：产权转移书据印花税税率

12000 万元， 20

3000 万元，办公楼建造成本

确认该办公楼重置成本价为

0.5 ?，成新度折扣率

4000 万元，

8000 万元。 ( 其他相

60%)

要求：根据上述资料，按顺序回答下列问题，如有计算，需计算出合计数。
(1) 解释重置成本价的含义。
(2) 计算土地增值税时该办公楼的评估价格。
(3) 计算土地增值税时可以扣除的营业税金及附加。
(4) 计算土地增值税时可以扣除的印花税。
(5) 计算土地增值税时可扣除项目金额的合计数。
(6) 计算转让时应缴纳的土地增值税。
【答案及解析】
(1) 重置成本价的含义是：对旧房及建筑物，按转让时的建材价格及人工费用计算，建造同
样面积、同样层次、同样结构、同样建设标准的新房及建筑物所需花费的成本费用。
(2) 该办公楼的评估价格

=8000× 60%=4800(万元 ) 。

(3) 可以扣除的营业税金及附加
(4) 可以扣除的印花税

=12000× 5%× (1+5%+3%+2%)=660(万元 ) 。

=12000× 0.5 ? =6( 万元 ) 。

(5) 扣除项目金额合计数

=4800+3000+660+6=8466( 万元 ) 。

(6) 土地增值额 =12000-8466=3534( 万元 ) 。
增值率 =3534/8466 ×100%=41.74%，适用税率 30%，
应纳土地增值税 =3534× 30%=1060.2( 万元 ) 。
【知识点】转让旧房及建筑物应纳土地增值税的计算

(P205-206)

2. 外国甲公司 2015 年为中国乙公司提供产品设计服务，为开展工作在乙公司所在市区租赁
一办公场地，其服务情况如下：
(1)1 月 6 日，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服务合同，确定产品设计服务相关内容，合同约定服务
期限为 7 个月，服务所产生的税费由税法规定的纳税人缴纳，合同服务费用为

600 万元 ( 不

含增值税 ) ，此外甲公司向乙公司另行收取项目所产生的增值税。
(2)1 月 13 日，甲公司从国外派遣的人员到达乙公司并开展相关服务工作。
(3)8 月 4 日，乙公司对甲公司提供的服务进行验收，通过确认项目完工。

会

(4)8 月 6 日，甲公司所派遣的员工全部离开中国。
(5)8 月 7 日，乙公司向甲公司全额付款。

(6) 项目开展期间，甲公司派遣至中国境内的人员与境外人员协调开展工作，在中国境内产
360 万元。

注

生成本费用为

( 其他相关资料：税务机关对甲公司采取按成本费用核定应纳税所得额的方法计征企业所得
15%，甲公司符合增值税一般计税方法，项目期间的采购甲公司均未

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

)

园

税，核定甲公司利润率

要求：根据上述资料，按顺序回答下列问题，如有计算，需计算出合计数。

教

(1) 回答甲公司应申请税务登记的期限。

(2) 回答甲公司应申报注销税务登记的期限。
(3) 计算甲公司应纳的企业所得税。

科

(4) 计算甲公司应纳的增值税。

(5) 计算甲公司应纳的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
【答案及解析】

(1)1 月 6 日起 30 日内。
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承包工程作业或提供劳务的，应当自项目合同或协议签订之日起

30

日内，向项目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税务登记手续。
【知识点】承包工程作业和提供劳务——登记备案管理

(P407)

(2)8 月 4 日后 15 日内。
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承包工程作业或提供劳务的，应当在项目完工后
在地主管税务机关报送项目完工证明、

验收证明等相关文件复印件，

办法》的有关规定申报办理注销税务登记。
【知识点】承包工程作业和提供劳务——登记备案管理

(P407)

(3) 应纳企业所得税 =360÷ (1-15%) × 15%× 25%=15.88( 万元 ) 。
【知识点】按成本费用核定应纳税所得额

(P408)

15 日内，向项目所
并依据 《税务登记管理

(4) 应纳增值税 =600× 6%=36(万元 ) 。
(5) 应纳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
3. 张先生任职于国内
(1) 每月工资收入

A 公司，系我国居民纳税人，

=36× (7%+3%+2%)=4.32(万元 ) 。
2014 年取得收入如下：

6000 元，按所在省人民政府规定比例提取并缴付“五险一金”

余时间在 B 公司兼职，每月取得兼职收入

960 元，业

3000 元。

(2)12 月底 A 公司拟为其发放年终奖，有两个方案可供选择，甲方案发放

18500 元，乙方案

发放 17500 元。
(3)11 月 1 日出租自有房屋一套，一次性收取
附：工资薪金所得个人所得税税率表
级别每月含税应纳税所得额税率

1 年房租 24000 元。

( 部分 )

(%) 速算扣除数 ( 元 )

1 不超过 1500 元的 30
2 超过 1500~4500 元的部分 10105

4 超过 9000~35000 元的部分 251005

会

3 超过 4500~9000 元的部分 20555

要求：根据上述资料，按顺序回答下列问题，如有计算，需计算出合计数。

注

(1) 计算 B公司当年应代扣代缴张先生个人所得税。

(2) 如果 B公司未履行代扣代缴义务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4) 张先生是否满足“所得收入

【答案及解析】

12 万元以上”，自行申报纳税的条件，说明理由。

2014 年申报个人所得税的申报期。

教

(5) 如需自行申报，张先生

园

(3) 从税务角度为张先生从甲乙方案中做出选择并说明理由。

(1)B 公司当年应代扣代缴张先生个人所得税

=(3000-800) × 20%× 12=5280( 元) 。

(2)B 公司未履行代扣代缴义务，应承担应扣未扣税款

甲方案：

科

(3) 应选择乙方案。

18500÷ 12=1541.67( 元 ) ，适用的税率为

50%以上至 3 倍的罚款。 (P368)

10%，速算扣除数为

所得税 =18500× 10%-105=1745( 元 ) ，张先生的税后所得

105 元，张先生应缴纳的个人

=18500-1745=16755( 元 ) 。

乙方案：
17500÷ 12=1458.33( 元 ) ，适用的税率为
( 元 ) ，张先生的税后所得

3%，张先生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

=17500× 3%=525

=17500-525=16975( 元) 。

综上所述，张先生应该选择乙方案。
(4) 张先生满足“所得收入

12 万元以上”，自行申报纳税的条件。

张先生 2014 年的年所得 =6000× 12÷ 10000+3000× 12÷ 10000+24000÷ 10000=13.2( 万元 ) 。
【知识点】 个人各项所得的年所得的计算方法：①工资、
减除费用的收入额计算

薪金所得，按照未减除费用及附加

; ②劳务报酬所得，不得减除纳税人在提供劳务过程中缴纳的有关税

费; ③财产租赁所得， 不得减除纳税人在出租财产过程中缴纳的有关税费
得跨年度财产租赁所得的，全额视为实际取得所得年度的所得。

(P365)

; 对于纳税人一次取

(5) 年所得 12 万元以上的纳税人， 在纳税年度终了后

3 个月内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

(P366)
四、综合题
1. 某市有国际运输资质的运输公司，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2015 年 6 月经营情况如下：

(1) 从事运输服务，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运输费

320 万元、装卸费

(2) 从事仓储服务，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仓储收入
(3) 从事国内运输服务，价税合计

110 万元，装卸费

277.5 万元 ; 运输至香港、澳门，价税合计

(4) 出租客货两用车，取得含税收入

160 万元，境外运费

(7) 国内购进什么车， 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
服务，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价款

18 万元。
51.06 万元。

60.84 万元。

(5) 销售使用过的未抵扣过进项税额的固定资产，普通发票
(6) 进口货车，成交价

36 万元。

12 万元，保险费

8 万元。

价款 80 万元， 增值税 13.6 万元 ; 销售接受运输

6 万元，增值税

(8) 购买矿泉水，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价款

3.09 万元。

0.66 万元。

8 万元，增值税

1.36 万元，其中 60%赠送给客

户， 40%用于职工福利。
已知：关税税率

20%。

会

问题：
(1) 计算业务 (1) 的销项税额。
(2) 计算业务 (2) 的销项税额。

注

(3) 计算业务 (3) 的销项税额。
(4) 计算业务 (4) 的销项税额。
(6) 计算进口业务应纳的增值税。
(7) 计算 6 月的进项税额。
(8) 计算 6 月的增值税。

园

(5) 计算业务 (5) 的增值税税额。

教

(9) 计算 6 月的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
(10) 计算应纳的车辆购置税。
【答案及解析】

科

(1) 业务 (1) 的销项税额 =320×11%+36×6%=37.36( 万元 ) 。
(2) 业务 (2) 的销项税额 =110×6%+18×6%=7.68( 万元 ) 。
(3) 业务 (3) 的销项税额 =277.5/1.11 ×11%=27.5( 万元 )
运输至香港、澳门适用零税率，所以销项税额

=0

(4) 业务 (4) 的销项税额 =60.84/1.17 ×17%=8.84( 万元 )
(5) 业务 (5) 应缴纳的增值税 =3.09/1.03 ×2%=0.06( 万元 )
(6) 进口环节关税完税价格

=160+12+8=180( 万元 )

关税 =180×20%=36(万元 )
进口环节应缴纳的增值税

=(180+36) ×17%=36.72( 万元 )

(7)6 月的进项税额 =13.6+0.66+1.36 ×60%+36.72=51.80( 万元 )
(8)6 月应缴纳的增值税

=37.36+7.68+27.5+8.84-51.80+0.06=29.64(

(9)6 月应缴纳的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
(10) 应缴纳的车辆购置税

=29.64 × (7%+3%+2%)=3.56(万元 )

=(180+36) ×10%+80×10%=21.6+8=29.6( 万元 ) 。

2. 某市区一工业企业，占地
5000 万元，其他业务收入

万元 )

10 万平方米，房产原值
600 万元，营业外收入

成本 2800 万元，其他业务成本
管理费用 400 万元，销售费用

1875 万元， 2014 年取得主营业务收入

48 万元，投资收益

400 万元，营业外支出
1000 万元，财务费用

90 万元 ; 发生主营业务

180 万元 ; 营业税金及附加

400 万元，

150 万元。另外：该企业从业人数

55

人，资产总额

2800 万元。

(1) 业务招待费支出

50 万元。

(2) 向个人借款利息支出

100 万元，利率超过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率

1 倍。

(3) 广告费支出 850 万元。
(4) 资产减值准备金支出
(5) 工资薪金总额

100 万元，未经过核定。

800 万元，工会经费

16 万元，职工福利费

122 万元，职工教育经费

25 万

元。
(6) 投资收益中，国债利息收入

50 万元，投资于上市公司取得股息

40 万元，该股票持有

5

个月时卖出。
(7) 通过教育部门捐赠

80 万元，用于小学图书馆建设

; 非广告性质赞助支出

其他资料： 2010、2011 、2012、2013 年待弥补亏损分别是

20 万元。

140 万元、 240 万元、 0 万元、 100

万元。
已知：房产税减除标准

20%，城镇土地使用税单位税额

4 元，均未计入管理费用中。

问题：
(1) 计算业务招待费应调整的应纳税所得额。

会

(2) 计算借款利息应调整的应纳税所得额。
(3) 计算广告费支出应调整的应纳税所得额。

(4) 计算资产减值准备金应调整的应纳税所得额并说明理由。

注

(5) 计算工会经费、职工福利费、职工教育经费应调整的应纳税所得额。
(6) 计算投资收益应调整的应纳税所得额并说明理由。
(7) 计算该企业当年房产税。

园

(8) 计算该企业当年城镇土地使用税。
(9) 计算 2014 年利润总额。

(10) 计算弥补亏损后的应纳税所得额。
【答案及解析】

教

(11) 计算该企业 2014 年应纳企业所得税。
(1) 业务招待费税前扣除限额①
元) ，税前准予扣除

=(5000+600) × 5? =28( 万元 ) ，扣除限额② =50× 60%=30(万

28 万元，实际发生业务招待费支出

50 万元，所以业务招待费应调增应

科

纳税所得额 =50-28=22( 万元 )

(2) 向个人的借款利息支出，在不超过按照金融企业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数额的部分，
准予扣除。贷款利率超过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率

1 倍，所以借款利息应调增应纳税所得额

=100× 50%=50(万元 )

(3) 广告费支出税前扣除限额

=(5000+600) × 15%=840(万元 ) ，实际发生广告费支出

广告费支出应调增应纳税所得额

=850-840=10( 万元 )

(4) 资产减值准备金应调增应纳税所得额为
理由： 未经核定的准备金支出，

850 万元，

100 万元。

是指不符合国务院财政、

税务主管部门规定的各项资产减值

准备、风险准备等准备金支出，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不得在税前扣除。
(5) 工会经费税前扣除限额

=800× 2%=16万元，实际拨缴的工会经费为

税前扣除， 不需要纳税调整 ; 职工福利费税前扣除限额
工福利费为 122 万元，应调增应纳税所得额

16 万元，可以全额在

=800× 14%=112(万元 ) ，实际发生的职

=122-112=10( 万元 ); 职工福利费税前扣除限额

=800× 2.5%=20( 万元 ) ，实际发生的职工福利费为

25 万元，应调增应纳税所得额

元)
工会经费、职工福利费、职工教育经费共应调增应纳税所得额
(6) 投资收益应调减的应纳税所得额为

50 万元。

=10+5=15( 万元 )

=25-20=5( 万

理由： 国债利息收入，属于免税收入，应调减
投资收益，持有股票期限小于
(7) 该企业当年房产税

50 万元 ; 投资于上市公司取得的股息、

红利等

12 个月的，不属于免税收入，不需要调整应纳税所得额。

=1875×(1-20%) × 1.2%=18( 万元 )

(8) 该企业当年城镇土地使用税

=10× 4=40( 万元 )

(9) 该企业 2014 年利润总额
=5000+600+48+90-2800-400-180-400-400-1000-150-18-40=350(
(10) 捐赠限额 =350×12%=42(万元 ) ，实际发生的捐赠支出

万元 )

80 万元，应调增的应纳税所得额

=80-42=38( 万元 )
非广告性质赞助支出

20 万元，不得在税前扣除，应调增应纳税所得额

20 万元。

弥补亏损前的应纳税所得额

=350+22+50+10+100+15-50+38+20=555( 万元 )

弥补亏损后的应纳税所得额

=555-140-240-100=75( 万元 )

(11) 该企业 2014 年应纳企业所得税

CPA”随时了解考试答案，及其分数查询！

科

教

园

注

会

考后关注：关注“一起学

=75× 20%=15(万元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