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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涉税服务实务》科目学习计划表

2019 年税务师教材已出，距离考试只有短短 5 个月的时间了，《涉税服务实务》考试科目是税务师 5
科考试科目中，考生普遍认为最有难度的一科，不仅需要结合《税法一》和《税法二》的科目进行学习，
还需要考生具备相应的会计基础知识。对于重点章节第九章、第十章需要考生在理解的基础上学习，并反
复练习，历年考试的综合分析题基本都来自这两章，每道综合分析题 25 分，因此考生需要熟练掌握这两章
的知识点。此外，还需要注意教材变化的地方，2019 年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变动较大，并且增加了第十二
章“社会保险费与非税收入申报代理与审核”的内容，考生对于这些变动的内容尤其要引起注意。

日期

阶
段

章节

学习知识点

2019.6.17

税务师的概述

2019.6.18

税务师与税务师事务所
第一章

2019.6.19

涉税服务的范围和规则

2019.6.20

涉税服务的法律关系与法律责任

2019.6.21

税务登记管理、账簿、凭证管理

2019.6.22

纳税申报、纳税评估

2019.6.23

第二章

2019.6.24
2019.6.25
2019.6.26
2019.6.27
2019.6.28
2019.6.29
2019.6.30

税款征收、税务检查
税务机关的权利、义务和责任
纳税人的权利、义务和责任

基
础
阶
段

以理解记忆为主，主要考
查客观题

以理解记忆为主，主要考
查客观题，主观题中也会
涉及，其中纳税评估、税
务机关和纳税人的权利、
义务和责任都是重点内容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法律责任
第三章

涉税鉴证服务
非涉税签证服务

非重点章节，主要考查客
观题

企业信息报告代理
第四章

以理解记忆为主，主要考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认定登记、税种认定登 查客观题，主观题中也会
涉及
记

2019.7.1

发票的种类与适用范围、增值税发票管理
系统

2019.7.2

发票领用

2019.7.3

发票印制、发票的保管、保存和缴销
第五章

2019.7.4

学习提醒

次重要章节，理解记忆为
主，客观题和主观题均会
开具发票的范围、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开具
涉及
范围

2019.7.5

发票开具、税务机关代开发票

2019.7.6

发票使用的审核

2019.7.7

发票违章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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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7.8
2019.7.9

代理建账建制的适用范围与基本要求
第六章

代理建账建制的基本内容

2019.7.10

代理记账操作规范

2019.7.11

“应交增值税”明细科目

2019.7.12

应交税费的其他科目

非重点章节，主要考查客
观题

2019.7.16

“税金及附加”科目、“所得税费用”科
目、“递延所得税资产”科目、“递延所
得税负债”科目、“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科目、“营业外收入”科目、“应收出口 应交税费明细科目是历年
考试的重点，需要熟练掌
退税款”科目、其他税种的核算
握，以理解为主，会和其
他章节结合出题，此知识
出口货物“免、抵、退”税的会计核算
点内容较多，并且是高频
工业企业增值税的核算
考点，需要考生熟练掌握
工业企业增值税的核算

2019.7.17

工业企业消费税的核算

2019.7.18

工业企业所得税及其他税费的核算

2019.7.19

商品流通企业增值税的核算

2019.7.20

商品流通企业消费税的核算

2019.7.21

纳税审查的基本方法

2019.7.13

2019.7.14

第七章

2019.7.15

2019.7.22

第八章

纳税审查的基本内容

2019.7.23

账务调整的基本方法

2019.7.24

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划分的审核

2019.7.25

增值税征税范围的审核、视同销售货物、
服务、无形资产或者不动产的审核

2019.7.26
2019.7.27
2019.7.28
2019.7.29
2019.7.30
2019.7.31
2019.8.1
2019.8.2
2019.8.3
2019.8.4
2019.8.5
2019.8.6

第九章

需要重点掌握错账的调整
方法

本章为重要章节，在客观
增值税税率与征收率的审核
题，简答题和综合分析题
中均会出现，需要熟练掌
增值税税收优惠的审核
握各知识点，反复练习，
销项税额的审核、进项税额的审核
尤其是综合分析题，一道
预缴税款的审核
综合分析题 25 分，增值税
应纳税额的审核
和消费税常常结合出综合
一般纳税人纳税申报代理
分析题，还会考查纳税申
报表，在学习本章节时，
应税销售额扣除的审核——差额纳税
每个知识点都要熟练掌
购进农产品的进项税额
握，今年增值税税率调整，
不准抵扣的进项税额
新旧税率并存，需要根据
建筑服务纳税申报和纳税审核
考试设置的时间选择相应
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不动产纳税申报和 的税率
纳税审核
不动产经营租赁服务、金融服务、现代服
务和生活服务的纳税申报和纳税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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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8.7

小规模纳税人纳税申报代理和纳税审核

2019.8.8

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纳税期限和纳
税地点

2019.8.9

消费税的征税范围及征税环节、税率

2019.8.10

消费税应纳税额的计算及账务处理

2019.8.11

自产自用应税消费品、委托加工应税消费
品、进口应税消费品、零售环节应税消费
品

2019.8.12

企业所得税的基本规定

2019.8.13

年度收入总额的审核、视同销售收入

2019.8.14

扣除项目的审核

2019.8.15

扣除项目的审核

2019.8.16

扣除项目的审核

2019.8.17

资产的税务处理

2019.8.18

企业所得税优惠

2019.8.19

企业所得税优惠

2019.8.20

长期股权投资的税务处理

2019.8.21

第十章

一般性税务处理、特殊性税务处理

2019.8.22

非货币性资产投资企业所得税处理

2019.8.23

企业所得税应纳税额的计算

2019.8.24

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义务人、征税范围税率

2019.8.25

个人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的规定

2019.8.26

个人所得税税收优惠

2019.8.27

个人所得税应纳税额的计算

2019.8.28

个人所得税应纳税额的计算

2019.8.29

自行申报纳税、全员全额扣缴申报纳税

本章为重要章节，在客观
题，简答题和综合分析题
中均会出现，需要熟练掌
握各知识点，反复练习，
尤其是综合分析题，一道
综合分析题 25 分，需要熟
练掌握所得税纳税申报表
的填写，本章个人所得税
的内容变动较大，尤其要
引起考生的注意，长期股
权投资的税务处理和非货
币性资产投资企业所得税
的处理几乎是每年必考
的，学员熟练掌握

2019.9.4

土地增值税转让房地产收入审核要点、土
地增值税扣除项目金额审核要点
本章为次重要章节，主要
土地增值税应纳税额的审核
在客观题和简答题中出
现，综合分析题可能会结
印花税纳税申报和纳税审核
合小部分内容进行出题，
房产税的纳税申报和纳税审核
考生需要熟练掌握各税种
城镇土地使用税纳税申报和纳税审核
的基本知识点和应纳税额
资源税纳税申报和纳税审核
的计算。

2019.9.5

环境保护税法纳税申报和纳税审核

2019.8.30
2019.8.31
2019.9.1
2019.9.2
2019.9.3

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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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9.6

第十二章

社会保险费与非税收入申报代理与审核

2019.9.7

税务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

2019.9.8

税务行政复议的参加人、管辖原则
第十三章

2019.9.9

税务行政复议申请、受理、证据

2019.9.10

税务行政复议审查和决定

2019.9.11

税务行政复议和解与调解

2019.9.12

第十四章

2019.9.13
2019.9.14

第十五章

2019.9.15
2019.9.16

税务咨询
税收筹划
税务师执业风险
税务师事务所质量控制

第二章 税务管理概述

2019.9.18

第三章 涉税服务业务

2019.9.20

2019.9.21

2019.9.22

以理解记忆为主，客观题
和主观题均会涉及

一般结合其他章节进行考
查
以理解记忆为主，客观题
和主观题均会涉及

第一章 导论

2019.9.17

2019.9.19

本章为今年新增的章节，
每年教材变动的内容都是
考试的高频考点，需要引
起考生的注意

强
化
提
高
阶
段

第一部分
（1-6 章）

第四章 税务登记代理

第五章 发票领用与审核代理

第一、三、四、五、六章
往往是一些客观题，难度
不大，重在记忆。第二章
关于征管法的内容一般在
客观题中是记忆性的题
目，在综合分析题中往往
结合税额的计算和缴纳，
要求我们判断企业的涉税
处理是否正确，不正确的，
可能受到哪些处罚、税务
机关可以采取什么措施，
对于纳税人不服的，还会
结合第十三章行政复议的
规定，问纳税人是否可以
提起复议，是否要复议前
置。对于此类问题要一问
一答，问什么答什么，不
要任意扩展，以免浪费时
间或者答错。

第六章 建账建制代理记账实务

第二部分
第七章 企业涉税会计核算
（第 7-8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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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企业涉税会计核
算，主要是对企业的涉税
业务要求我们做出正确的
会计处理，从根本上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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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9.23

第七章 企业涉税会计核算

2019.9.24

第七章 企业涉税会计核算

2019.9.25

第八章 代理纳税审查方法

2019.9.26

第九章 货物和劳务税纳税申报代理和纳
税审核

2019.9.27

第九章 货物和劳务税纳税申报代理和纳
税审核

2019.9.28

第九章 货物和劳务税纳税申报代理和纳
税审核

2019.9.29

第九章 货物和劳务税纳税申报代理和纳
税审核

2019.9.30

第九章 货物和劳务税纳税申报代理和纳
税审核

2019.10.1

第九章 货物和劳务税纳税申报代理和纳
税审核

2019.10.2

第九章 货物和劳务税纳税申报代理和纳
税审核

2019.10.3

第三部分
（第 9-11
章）

第九章 货物和劳务税纳税申报代理和纳
税审核

2019.10.4

第十章 所得税纳税申报和纳税审核

2019.10.5

第十章 所得税纳税申报和纳税审核

2019.10.6

第十章 所得税纳税申报和纳税审核

2019.10.7

第十章 所得税纳税申报和纳税审核

2019.10.8

第十章 所得税纳税申报和纳税审核

2019.10.9

第十章 所得税纳税申报和纳税审核

2019.10.10

第十章 所得税纳税申报和纳税审核

2019.10.11

第十章 所得税纳税申报和纳税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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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章不算是难点章节，
主要是会计基础的考核，
所以，打好会计基础是关
键。对于纳税人相关业务
要按顺序逐笔做出相关账
务处理，对于把握不大能
分开做的会计分录尽量分
开做，以增加得分机会。
第八章主要注意错账的调
整和处理

这三章是从申报和审核的
角度来考核我们的税法知
识，与单纯的税法科目考
试不同的是，涉税服务实
务考试中会结合申报表的
填写，所以，对于相关的
申报表也要复习到位，尤
其是一般纳税人使用的增
值税纳税申报表、企业所
得税纳税申报表。纳税审
核的题目，一般来说，题
目会先说明企业发生的经
济业务，再说明企业自己
的理解或已经做出的会计
处理是什么，要求我们作
为税务师指出企业存在的
问题，并说明政策依据，
最后计算正确税额并进行
相应的账务调整。在解答
时，要注意按题目的要求
进行，对于题目中要求指
出问题的，一定要明确指
出企业是否存在错误，错
在哪里；要求说明政策依
据的，不需要按税法原文
表述，但在表述时一定要
注意关键字、词的运用，
这些也是影响得分的关
键；对于税额的正确计算，
首先要写明您计算的是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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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0.12

第十一章 其他税种纳税申报和纳税审核

2019.10.13

第十一章 其他税种纳税申报和纳税审核

2019.10.14

第十一章 其他税种纳税申报和纳税审核

2019.10.15

第十一章 其他税种纳税申报和纳税审核

2019.10.16

第十一章 其他税种纳税申报和纳税审核

2019.10.17

第十二章 社会保险费与非税收入申报代
理与审核

2019.10.18

第十三章 税务行政复议代理
第四部分
（第 12-15
章）

2019.10.19

第十五章 税务师执业风险与税务师事务
所质量控制

2019.10.20

2019.10.21

2019.10.22
2019.10.23
2019.10.24
2019.10.25
2019.10.26
2019.10.27
2019.10.28
2019.10.29
2019.10.30
2019.10.31

第十四章 税务咨询与税务顾问

冲
刺
阶
段

整体把握

么税的金额，计算过程中，
尽量分步进行，以免一步
走错，全盘皆输。

第十二章是新增章节，需
要引起关注，对于第十三
章的内容一般来说，会结
合纳税审核、征管法的内
容在简答题或综合分析题
中考核，解答时要特别注
意的是税务师只能代理税
务行政复议，而不能代理
税务行政诉讼。另外对于
税务行政复议前置的内容
要记忆清楚。

总结以往练习中的错误，
及时进行查漏补缺。建议
各位考生要通读全书，尽
量减少自己遗漏的知识
点，因为现在考试考查的
重点复习之前学习过程中易错的知识点， 越来越细致了，很多特别
进行反复练习。回归教材，掌握基础知识 细节的知识点都会出考
点内容。利用历年真题，掌握常考的知识 题，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
点内容。
仔细认真的通读教材，遇
到自己之前有遗漏的知识
点，一定要记下来，重点
复习，做网校提供的模拟
试题，将错误的知识点重
点复习，做到全面掌握。

2019.11.1
2019.11.2
2019.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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