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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会计网校专家 2020 年《经济法基础》考题分析

一、中华会计网校专家对于经济法基础考题整体分析

1.考核范围

本文是中华会计网校原创文章，转载请注明来源！考核范围较为广泛，教材中的任何一句表述都有可能作

为出题点。常规高频知识点的考核从单选题到不定项选择题都会涉及到。一些教材中边角的原文表述在题目中

也会出现，多以判断题的形式进行考核，但是出现的频率较少，每套试卷最多涉及两道题，整体出现比例大概

为 5％。

2.中华会计网校专家对考试难度的分析

试卷整体难度不大，难度较低的题目约占 85％，难度中等的题目约占 10％；难度较高的题目约占 5％。

中华会计网校对考试难度的具体分析：

易：多为教材原文的考核或者应纳税额的计算；

中：多为一些易混易错内容的结合或者小案例结合知识点进行考核；

难：难度较高并不是综合性强或者理解难度大，而是考核的非重点内容，所以学员会认为难度较大。

3.计算量

经济法基础中涉及计算性的题目占比大概在 25％左右，但是计算量很少，题目中一般都会给出计算公式，

降低了难度。涉及到各税种的税率，考试一般会直接给出，增值税有可能会出现考核适用税率的情形，但是考

频较低。

二、中华会计网校专家对于客观题考点的分析

（注：本分析报告以收集到的考生回忆的所有题目为依据，不区分场次，数据仅供参考。）

1.中华会计网校专家对每章考核知识点个数占比的分析

以下数据为单个知识点的考核个数，不考虑重复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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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华会计网校对每章考核知识点的分析

第一章 总论

题型 知识点 出题角度 考核形式

多选题 法律关系主体的资格 考核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的划分

本章多以教材原文

内容进行考核，经

济纠纷解决途径的

内容可能会涉及小

案例的形式考核

多选题
行政复议的概念及行政复

议范围
考核行政复议的范围

单选题 法律事实 以小案例形式考核法律事件

判断题 行政复议 考核行政复议的举证责任

多选题 法的特征 考核法的特征

单选题 民事诉讼的公开审判制度 考核民事诉讼的公开审判制度

单选题
行政复议参加人和行政复

议机关
考核行政复议机关的确定

单选题 民事诉讼时效期间 考核民事诉讼时效的普通诉讼时效期间

单选题 仲裁的适用范围 考核适用《仲裁法》调整的范围

单选题 法律责任
考核法律责任－民事责任的范围；

以案例形式考核承担法律责任的类型

第二章 会计法律制度

题型 知识点 出题角度 考核形式

单选题 会计核算的主要内容 考核会计核算的主要内容

本章考核形式以案

例形式或者是教材

原文为主，题目难

度较低

单选题、

多选题
会计人员回避制度

考核任用会计人员实行回避制度的单

位；

考核会计人员回避制度

多选题 会计账簿 考核登记会计账簿的基本要求

单选题
特殊情况下的会计档案处

置
考核单位之间会计档案移交的签章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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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题 单位内部会计监督 考核单位内部会计监督的对象

判断题 会计职业道德
考核会计职业道德与会计法律制度的区

别

单选题 会计人员继续教育
考核会计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继续教育的

学分要求

多选题 会计工作的政府监督 考核政府监督的相关部门

判断题 会计工作交接 考核会计工作交接的责任

判断题 会计岗位的设置 考核会计岗位的设置

第三章 支付结算法律制度

题型 知识点 出题角度 考核形式

单选题、

多选题

票 据追 索 — 追 索权 的 行

使、追索的效力

考核行使追索权时发出通知书的期限；

考核具有拒绝证明效力的文书

本章考核形式比较

灵活，可能出现不

同知识点之间的结

合考核。以小案例

形式进行考核的题

目难度稍高一些，

需要在理解的基础

上准确掌握对应知

识点

单选题 委托收款 考核委托收款的必须记载事项

单选题 银行卡交易的基本规定
考核借记卡与贷记卡取现的基本规定；

考核单位人民币账户的使用规定

单选题 基本存款账户 考核基本存款账户的基本规定

单选题 商业汇票的承兑

考核见票后定期付款商业汇票的提示承

兑期限；

考核电子银行承兑汇票的承兑人

多选题 结算纪律与法律责任 考核信用卡诈骗的范围

判断题 票据行为－背书 考核背书的特别规定－条件背书

多选题、

判断题
预付卡

考核预付卡使用的相关规定；

考核预付卡的赎回

单选题 国内信用证 考核国内信用证的基本规定

判断题 银行汇票 考核银行汇票实际结算金额的填写

单选题 银行卡的分类 考核借记卡的功能

第四章 增值税、消费税法律制度

题型 知识点 出题角度 考核形式

单选题
批发环节应纳消费税的计

算
考核烟草批发环节应纳消费税的计算

本章考核形式比较

灵活，应纳税额的

计算会以各种不同

的业务形式进行考

核，但是基本原理

相同；征税范围多

以 小 案 例 形 式 考

核，其他内容一般

单选题 现行税种与征收机关 考核由海关负责征收的税种

单选题、

判断题
不征收增值税项目 考核不征收增值税的项目

单选题、

多选题
税法要素

考核税法要素的范围；

考核适用超率累进税率的税种

单选题 增值税的纳税地点 考核增值税的纳税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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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教材原文进行考

核
单选题、

多选题
消费税的征税范围

考核消费税的征税范围；

考核在零售环节征收消费税的应税消费

品

多选题 增值税进项税额的确定

考核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

考核销售服务中可以选择简易计税的项

目

单选题 消费税税目 考核消费税中小汽车的征收范围

单选题 增值税销项税额的计算 考核增值税销项税额的计算

多选题、

单选题

消费税特殊情形下销售额

和销售数量的确定

考核特殊情况下应税消费品计征消费税

时销售额的确定；

考核酒类包装物押金消费税的计算

单选题 消费税税率 考核采用从量计征消费税的应税消费品

多选题 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规定 考核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开具范围

多选题 增值税销售额的确定 考核增值税价外费用的范围

判断题 增值税纳税期限 考核增值税的纳税期限

单选题、

判断题
增值税税收优惠 考核增值税的免税项目

多选题 混合销售与兼营 考核混合销售与兼营的区分

单选题
生产销售应纳消费税的计

算

考核生产销售应税消费品应纳消费税的

计算

第五章 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法律制度

题型 知识点 出题角度 考核形式

单选题
非居民企业的应纳税所得

额
考核非居民企业应纳税所得额的确定

本章涉及企业所得

税和个人所得税两

个税种，企业所得

税虽然学习难度稍

高，但是在初级考

试中考核形式比较

固定，客观题多以

教材原文内容进行

考核；个人所得税

的内容比较琐碎，

考 核 形 式 较 为 灵

活，会涉及应纳税

额的计算、小案例

形式的考核及对教

单选题 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 考核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

单选题
企业所得税-公益性捐赠

扣除标准

考核企业所得税中公益性捐赠的纳税调

整；

考核企业所得税目标脱贫地区的捐赠及

其他公益性捐赠支出的税前扣除标准

多选题 企业所得税不征税收入 考核企业所得税的不征税收入

单选题、

判断题
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

考核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的项目；

考核企业所得税债券利息的减免税政策

多选题 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项目
考核企业所得税中准予扣除的社会保险

费

判断题
个人所得税的其他费用扣

除规定
考核个人公益性捐赠的扣除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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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原文内容的考核
多选题

企业所得税税前不得扣除

项目
考核企业所得税税前不得扣除项目

多选题
个人所得税所得来源的确

定
考核个人所得税所得来源的确定

判断题 企业所得税亏损弥补 考核境外营业机构亏损的弥补

多选题
个人所得税纳税人和所得

来源的确定

考核个人所得来源的确定；

考核个人所得税居民纳税人和非居民纳

税人的区分

多选题
个人所得税应纳税额计算

的其他规定

考核企业为个人购买资产所属的个人所

得税税目

判断题
个人所得税偶然所得应纳

税额的计算
考核个人所得税偶然所得的计税依据

多选题 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 考核专项附加扣除

单选题

企业所得税-业务招待费、

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的扣

除标准

考核特殊企业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的

扣除标准

第六章 其他税收法律制度

题型 知识点 出题角度 考核形式

单选题 契税纳税人 以小案例形式考核契税的纳税人

本章涉及 14 个小

税种，内容琐碎繁

多，但是考试多以

纳税人、征税范围

及 应 纳 税 额 计 算

为主，其他知识点

多 以 教 材 原 文 为

主进行考核

单选题、

判断题
契税的征税范围 考核契税的征税范围

单选题 关税应纳税额的计算 考核关税应纳税额的计算

单选题 关税的征收管理 考核关税追缴税款的期限

单选题
城镇土地使用税应纳税额

的计算
考核城镇土地使用税应纳税额的计算

判断题
城镇土地使用税的计税依

据
考核城镇土地使用税的计税依据

单选题 印花税应纳税额的计算
考核签订租赁合同应纳印花税税额的计

算

单选题 印花税的征税范围 考核印花税征税范围—租赁合同

单选题 车船税的征税范围 考核车船税的征税范围

多选题、

判断题

土地增值税的扣除项目及

其金额

考核纳税人虚报房地产成交价格时，土地

增值税计税依据的确定；

考核土地增值税扣除项目—与转让房地

产有关的税金

多选题 土地增值税征收管理 考核土地增值税的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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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题 房产税的计税依据 考核以房产投资，房产税的计税依据

单选题 房产税税收优惠 考核房产税税收优惠

多选题 资源税的征税范围 考核资源税的征税范围

判断题
环境保护税的纳税义务发

生时间
考核环境保护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判断题 环境保护税的计税依据 考核环境保护税的计税依据

单选题 城市维护建设税
考核城市维护建设税应纳税额的计算；

考核城市维护建设税的计税依据

第七章 税收征收管理法律制度

题型 知识点 出题角度 考核形式

多选题 责令提供纳税担保 考核纳税担保的方式

本章相对其他章节

考频较低，多以教材

原文进行考核

单选题、

多选题
税收保全措施

考核税收保全措施；

以小案例形式考核不适用税收保全的财

产

多选题、

判断题
应纳税额的核定与调整

考核税务机关有权核定纳税人应纳税额

的情形；

考核应纳税额核定的概念

判断题 邮寄申报的实际申报日期 考核邮寄申报的实际申报日期

判断题 税款征收措施 考核税款征收措施中的强制执行措施

多选题 税收法律责任
考核重大税收违法失信案件公布信息的

案件范围

多选题 税务行政复议的范围 考核税务行政复议的范围

多选题 税务行政复议管辖 考核税务行政复议管辖的一般规定

第八章 劳动合同与社会保险法律制度

题型 知识点 出题角度 考核形式

单选题 劳务派遣

考核劳务派遣中被派遣劳动者无工作

期间的工资标准；

考核劳务派遣的基本规定
本章考核形式较为

灵活，以小案例形式

考核或者直接考核

教材原文内容，该章

内容比较贴近日常

生活，理解难度较

小，掌握劳动合同法

的制定原理

多选题 劳动合同的履行与变更 考核劳动合同的履行与变更

多选题
劳动仲裁开庭、裁决、执

行
考核劳动争议一裁终局的案件范围

单选题 医疗期
以小案例的形式考核劳动者可享受的

医疗期期限

单选题
劳动合同可备条款—试用

期

考核试用期的最低工资；

考核试用期期限；

考核违法约定试用期用人单位应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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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赔偿金数额

单选题、

判断题

劳动合同必备条款—劳动

报酬

考核最低工资包括的内容；

考核劳动者给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

的赔偿标准

单选题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享受条

件
考核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享受条件

多选题、

判断题
劳动合同的解除

考核经济性裁员优先留用的人员；

经济性裁员后重新招用人员的相关规

定

多选题 劳动合同的效力
考核劳动合同无效或者部分无效的情

形

判断题 集体合同 考核集体合同中劳动者的待遇标准

判断题 劳动争议仲裁案件的管辖 考核劳动争议仲裁案件的管辖

单选题 工伤保险待遇负担 考核工伤保险待遇负担

单选题
劳动合同可备条款—服务

期

考核劳动者违反服务期约定应支付的

违约金数额

多选题
劳动合同解除和终止的经

济补偿

考核用人单位需要支付经济补偿金的

情形

多选题 工伤保险待遇 考核停工留薪期待遇

多选题 社会保险的缴纳 考核社会保险的缴纳

三、不定项命题特点分析

章节 知识点 出题角度

第三章

银行结算账户＋商业

汇票

基本存款账户的开立使用、专用存款账户的开立使用、签发银

行承兑汇票的手续、贴现的必须记载事项；

支票
支票的必须记载事项、支票的提示付款期限、提示付款的手续、

空头支票的相关规定

第四章

增值税

销售自产活动板房同时提供安装服务增值税销项税额的计算、

准予抵扣的进项税额、建筑服务增值税销项税额的计算、建筑

服务简易计税方法应纳税额的计算

增值税＋消费税

增值税销项税额的计算、增值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生产销

售应税消费品应纳税额的计算、消费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进项税额转出的计算；

消费税的征税范围、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应纳消费税的计算、

进口应税消费品应纳消费税的计算、应纳增值税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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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税
生产销售应纳消费税的计算、消费税特殊情形下销售额和销售

数量的确定、消费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消费税的视同销售；

第五章 个人所得税

经营所得中不得扣除项目、经营所得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股

息所得应纳税额的计算、财产转让所得应纳税额的计算；

综合所得应纳税额的计算、财产转让所得应纳税额的计算、股

息红利所得与股票转让所得的相关规定、经营所得应纳税额的

计算；

经营所得应纳税额的计算、劳务报酬所得预扣预缴税额的计算、

综合所得应纳税额的计算、个人所得税的税收优惠

第八章 劳动合同＋社会保险

劳动关系建立的时间、社会保险费的缴纳、加班工资的计算、

劳动合同的终止；

劳动合同可备条款-竞业限制的相关规定、工伤认定、工伤保险

待遇、劳动合同的解除、劳动争议的解决

不定项选择题中考核的知识点，都可以单独作为客观题进行考核，不定项选择题一般以一个比较完整的案

例进行考查，一般每个小题根据每个资料进行考查，且一道完整的不定项主要考查单独一章的内容。也会出现

同一章的知识点相互结合进行考核，计算税额的题目会给出具体的计算列式，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题目的难度。

四、中华会计网校专家对 2021 年考试的预测

根据上述考题分析，中华会计网校对于 2021 年考试预测如下：

（1）客观题

近几年客观题考核内容范围越来越广，备战 2021 年考试的考生在学习时，应注重教材细节内容，全面备

考。

（2）不定项选择题

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八章一直是历年不定项的重点考核章节，预计明年考试依然“逃不出”这

几章，备战 2021 年考试的考生应重点关注及学习。

最后中华会计网校祝所有参加初级会计职称考试的考生，逢考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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