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度全国税务师职业资格考试大纲

《涉税服务相关法律》

本科目考试内容涉及 2018 年 3 月 31 日前颁布的相关法律法规及

司法解释的范围。本科目在行政法部分增加税收违法案件审理程序的

内容；在民商法律制度部分的细目上对“了解、熟悉、掌握”的层次

作了一些调整；在刑事法律制度部分，将原大纲的第十二章和第十三

章的内容合并，删减了一些内容。

第一篇 行政法律制度

第一章 行政法基本理论

一、行政法与行政法律关系

（一）了解行政法特征

（二）掌握行政法的基本原则

（三）熟悉行政法的渊源

（四）了解行政法律关系

二、行政主体

（一）熟悉行政主体的特征及行政职权

（二）掌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

（三）熟悉其他行使行政职权的组织



三、行政行为

（一）熟悉行政行为基本理论

（二）了解抽象行政行为

（三）掌握具体行政行为

（四）掌握行政行为程序与行政程序法

（五）了解行政事实行为

第二章 行政许可法律制度

一、行政许可概述

（一）了解行政许可的分类

（二）熟悉行政许可的特征

（三）熟悉《行政许可法》的基本原则

二、行政许可的设定

（一）熟悉行政许可设定的有关程序制度及可设定事项

（二）掌握行政许可设定权划分

三、行政许可的实施

（一）熟悉行政许可实施主体

（二）掌握行政许可实施程序

（三）熟悉行政许可实施的期限规定

（四）熟悉行政许可实施的费用制度

四、行政许可的监督检查和法律责任

（一）了解行政许可监督检查制度

（二）掌握行政许可撤销和注销制度



（三）熟悉违反《行政许可法》的法律责任

第三章 行政处罚法律制度

一、行政处罚概述

（一）了解行政处罚的特征

（二）熟悉行政处罚的基本原则

二、行政处罚的种类和设定

（一）熟悉行政处罚的种类

（二）掌握行政处罚的设定

三、行政处罚的实施主体、管辖及适用

（一）掌握行政处罚的实施主体

（二）掌握行政处罚的管辖和适用

四、行政处罚程序

（一）掌握行政处罚决定程序

（二）掌握行政处罚执行程序

（三）熟悉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程序

五、税务行政处罚

（一）熟悉税务行政处罚的种类

（二）熟悉税收违法行为及其处罚规定

（三）税务行政处罚裁量权行使规则

（四）掌握税务行政处罚听证程序

（五）税收违法案件审理程序

第四章 行政强制法律制度



一、行政强制概述

（一）熟悉行政强制的种类

（二）掌握行政强制的基本原则

（三）掌握行政强制的设定

二、行政强制措施的实施

（一）掌握行政强制措施实施的一般规定

（二）掌握查封、扣押

（三）掌握冻结

三、行政强制执行的实施

（一）掌握行政强制执行实施的一般规定

（二）掌握金钱给付义务的执行

（三）了解代履行

（四）熟悉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四、违反《行政强制法》的法律责任

（一）熟悉行政机关违反《行政强制法》的法律责任

（二）熟悉金融机构违反《行政强制法》的法律责任

（三）了解人民法院违反《行政强制法》的法律责任

第五章 行政复议法律制度

一、行政复议概述

（一）了解行政复议的特征

（二）熟悉行政复议的基本原则

二、行政复议受案范围



（一）掌握行政复议受案范围

（二）熟悉行政复议中的抽象行政行为审查

三、行政复议参加人

（一）掌握行政复议申请人

（二）掌握行政复议被申请人

（三）掌握行政复议第三人

四、行政复议机关及行政复议管辖

（一）了解行政复议机关的范围

（二）掌握行政复议管辖

五、行政复议程序

（一）掌握行政复议的申请和受理

（二）掌握行政复议的审理

（三）熟悉行政复议中止和终止

（四）掌握行政复议和解与调解

（五）掌握行政复议决定及其执行

六、税务行政复议

（一）了解税务行政复议的特征

（二）掌握税务行政复议的范围和管辖

（三）掌握税务行政复议申请人和被申请人

（四）掌握税务行政复议申请和受理

（五）掌握税务行政复议证据

（六）掌握税务行政复议审查和决定



（七）掌握税务行政复议和解与调解

第二篇 民商法律制度

第六章 民法总论

一、民法概述

（一）了解民法的特征

（二）掌握民法的基本原则

二、民事法律关系

（一）掌握民事法律关系的特征

（二）掌握民事法律关系的要素

（三）熟悉民事义务、民事责任

（四）掌握民事法律事实

三、权利主体

（一）掌握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

（二）熟悉法人的特征、分类

（三）掌握法人的成立条件

（四）熟悉法人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

四、民事权利

（一）掌握民事权利的分类

（二）掌握民事权利的变动

（三）熟悉民事权利的保护

五、法律行为与代理



（一）掌握法律行为的特征

（二）掌握法律行为的分类

（三）熟悉法律行为的形式

（四）掌握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和生效要件

（五）掌握法律行为的效力样态

（六）掌握法律行为的条件附款和期限附款

（七）掌握代理的特征

（八）熟悉代理的分类

（九）掌握狭义无权代理和表见代理

六、诉讼时效与期间

（一）了解诉讼时效的要素

（二）了解期间、期日的概念及适用范围

（三）掌握诉讼时效期间的类型

（四）掌握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中止、中断和延长

第七章 物权法

一、物权法概述

（一）熟悉物权的客体——物

（二）掌握物权的特征

（三）熟悉物权的分类

（四）掌握物权法的基本原则

（五）掌握物权的效力

（六）掌握物权的变动



二、所有权

（一）熟悉所有权的特征、权能

（二）掌握所有权的取得和消灭

（三）掌握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

（四）熟悉建筑物区分所有权

（五）熟悉相邻权

三、用益物权

（一）掌握用益物权的特征

（二）掌握各类用益物权的内容、效力及变动

四、担保物权

（一）掌握担保物权的特征

（二）掌握各类担保物权的内容、效力及变动

五、占有

（一）掌握占有的分类

（二）掌握占有的取得、变更与消灭

（三）掌握占有的效力

第八章 债法

一、债法概述

（一）掌握债的构成要素

（二）掌握债的发生原因

（三）熟悉债的分类

（四）掌握债的效力



（五）掌握债的保全

（六）掌握债的担保

（七）掌握债的移转

（八）掌握债的消灭原因

二、合同法

（一）了解合同概述

（二）熟悉合同的分类

（三）掌握合同的订立

（四）掌握合同的效力

（五）掌握合同的变更和解除

（六）掌握合同的救济（违约责任）

（七）熟悉合同的主要类型

三、侵权责任法

（一）了解侵权行为与侵权责任法

（二）掌握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

（三）掌握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

（四）掌握侵权责任的免责和减责事由

（五）熟悉法律特别规定的各类型侵权

第九章 个人独资企业法与合伙企业法

一、个人独资企业法

（一）了解个人独资企业的特征

（二）掌握个人独资企业的设立、变更和终止



（三）掌握个人独资企业的管理

二、合伙企业法

（一）熟悉合伙企业的特征

（二）掌握合伙企业的种类

（三）掌握合伙企业的设立、变更、解散和清算

（四）掌握合伙企业的管理

第十章 公司法律制度

一、公司概述

（一）了解公司类型

（二）熟悉公司能力

（三）掌握公司章程

（四）熟悉公司独立法人地位

二、公司基本制度

（一）掌握公司出资

（二）掌握股东权利

（三）掌握公司董事、经理、高级管理人员

（四）掌握股东诉讼

（五）了解公司财务会计

（六） 熟悉公司变更、解散与清算

三、有限责任公司

（一）熟悉公司设立

（二）掌握组织机构



（三）熟悉特殊形式

（四）熟悉股东资格与股权转让

四、股份有限公司

（一）熟悉公司设立

（二）掌握组织机构

（三）熟悉股份转让

第十一章 破产法律制度

一、破产概述

（一）了解破产及破产法

（二）掌握破产原因

二、破产案件的申请与受理

（一）了解破产案件的管辖

（二）掌握破产案件的申请

（三）熟悉破产申请的受理

（四）掌握破产申请受理的法律后果

三、管理人制度

（一）了解管理人的种类及任职条件

（二）熟悉管理人的确定与更换

（三）熟悉管理人的职责及报酬

四、破产债权

（一）掌握破产债权的申报

（二）掌握债权人会议及债权人委员会



五、债务人财产

（一）掌握债务人财产的范围与认定

（二）掌握涉及债务人财产行为的撤销与无效

（三）了解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

六、追回权、取回权、抵销权

（一）掌握追回权

（二）掌握取回权

（三）掌握抵销权

七、重整与和解

（一）掌握重整程序

（二）熟悉和解程序

八、破产宣告与破产清算

（一） 熟悉破产宣告

（二）了解破产清算

（三）了解破产终结

第三篇 刑事法律制度

第十二章 刑法基础

一、刑法概述

（一）了解刑法的解释和效力

（二）熟悉刑法基本原则

（三）熟悉追诉时效



二、犯罪构成与犯罪形态

（一） 熟悉犯罪构成

（二） 了解犯罪形态

三、刑罚适用

（一）熟悉刑罚种类

（二）了解量刑的原则和情节

（三）掌握累犯、自首、立功

（四）掌握数罪并罚和缓刑

（五）掌握减刑和假释

第十三章 涉税犯罪法律制度

一、涉税犯罪概述

（一）熟悉危害税收征管罪

（二）了解渎职罪

二、危害税收征管罪

（一）掌握逃税罪

（二）了解抗税罪

（三）熟悉逃避追缴欠税罪

（四）熟悉骗取出口退税罪

（五）掌握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

款发票罪

（六）熟悉伪造、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七）了解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八）熟悉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购买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罪

（九）熟悉非法制造、出售非法制造的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

发票罪

（十）了解非法制造、出售非法制造的发票罪

（十一）了解非法出售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

（十二）熟悉非法出售发票罪

（十三）掌握虚开发票罪

（十四）掌握持有伪造的发票罪

三、渎职罪

（一）熟悉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

（二）熟悉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

（三）熟悉徇私舞弊发售发票、抵扣税款、出口退税罪

（四）了解违法提供出口退税凭证罪

第四篇 诉讼法律制度

第十四章 行政诉讼法律制度

一、行政诉讼概述

（一）了解行政诉讼的特征

（二）熟悉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

（三）掌握行政诉讼与行政复议的关系

二、行政诉讼受理范围



（一）了解受案范围的确定标准

（二）掌握行政诉讼受理案件的范围及不受理的案件

三、行政诉讼管辖

掌握行政诉讼管辖的种类

四、行政诉讼参加人

（一）掌握行政诉讼原告

（二）掌握行政诉讼被告

（三）掌握行政诉讼第三人

（四）掌握行政诉讼代表人和代理人

五、行政诉讼证据

（一）熟悉行政诉讼证据的种类

（二）掌握行政诉讼证据的收集、质证和审查认定

（三）掌握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

六、行政诉讼程序

（一）掌握行政诉讼的起诉和受理

（二）掌握行政诉讼第一审程序

（三）掌握行政诉讼第二审程序

（四）了解行政诉讼审判监督程序

（五）掌握行政赔偿诉讼

七、行政诉讼的执行与非诉行政案件的执行

（一）了解行政诉讼的执行

（二）熟悉非诉行政案件的执行



第十五章 民事诉讼法律制度

一、民事诉讼法概述

（一）了解民事诉讼及民事诉讼法

（二）掌握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

二、民事诉讼受案范围和管辖

（一）了解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

（二）掌握民事诉讼管辖的种类

三、民事诉讼参加人

（一）熟悉民事诉讼当事人的特征

（二）掌握共同诉讼

（三）掌握代表人诉讼

（四）熟悉民事公益诉讼

（五）掌握第三人诉讼

（六）掌握诉讼代理人

四、民事诉讼证据和证明

（一）熟悉民事诉讼证据的种类

（二）掌握民事诉讼证明

五、民事诉讼程序

（一）掌握民事诉讼的起诉和受理

（二）掌握民事诉讼第一审程序

（三）掌握民事诉讼第二审程序

（四）掌握民事诉讼再审程序



第十六章 刑事诉讼法律制度

一、刑事诉讼法概述

（一）了解刑事诉讼

（二）熟悉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

二、刑事诉讼参与人

（一）掌握刑事诉讼的当事人

（二）熟悉其他诉讼参与人

三、刑事诉讼有关制度

（一） 掌握辩护

（二） 熟悉代理

（三） 掌握强制措施

四、证据

（一）了解刑事诉讼证据

（二）熟悉刑事诉讼证据的种类

（三）熟悉刑事诉讼证据的收集与判断

（四）熟悉非法证据及排除

五、立案、侦查、提起公诉

（一）掌握立案

（二）掌握侦查

（三）熟悉提起公诉

六、刑事诉讼程序

（一）掌握刑事诉讼第一审程序



（二）掌握刑事诉讼第二审程序

（三）熟悉死刑复核程序

（四）熟悉刑事诉讼审判监督程序

2018 年 1 月 31 日

《涉服务相关法律》编写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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