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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说明

1.专业类代码指《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0）》

中的专业类代码（四位数字）。

2.文中○为单选；□可多选。

3.团队主要成员一般为近 5年内讲授该课程教师。

4.文本中的中外文名词第一次出现时，要写清全称和缩

写，再次出现时可以使用缩写。

5.具有防伪标识的申报书及申报材料由推荐单位打印留

存备查，国家级评审以网络提交的电子版为准。

6.涉密课程或不能公开个人信息的涉密人员不得参与申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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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情况

实验名称 增值税纳税申报虚拟仿真实验 是否曾被推荐 ○是●否

实验所属课程

(可填多个)
税务流程与纳税申报实训

性质 ●独立实验课 ○课程实验

实验对应专业 120204

实验类型 ●基础练习型 ○综合设计型 ○研究探索型 ○其他

虚拟仿真必要性
□高危或极端环境 高成本、高消耗 不可逆操作

□大型综合训练

实验语言
●中文

○中文+外文字幕（语种） ○外文（语种）

实验已开设期次

共 2次：

1．2020 年 3--6 月、120 人

2. 2021 年 3--6 月、117 人

有效链接网址 http://jgyxnsy.snsy.edu.cn

2.教学服务团队情况

2-1 团队主要成员（含负责人，总人数限 5人以内）

序

号
姓名

出生

年月
单位 职务 职称

手机

号码

电子

邮箱
承担任务

1 崔洁 1974.06
陕西学前师范

学院经济与管

理学院

院长 教授
131860
19955

cuijie19
74@163
.com

总体指导

统筹规划

2 刘家瑛 1979.11
陕西学前师范

学院经济与管

理学院

副院

长

副教

授

180492
43977

100534
1226@
qq.com

项目指导

3 程莉娜 1981.06
陕西学前师范

学院经济与管

理学院

无
副教

授

189928
39210

1209930
959@q
q.com

专业支持

4 于欢 1988.08
陕西学前师范

学院经济与管

理学院

实验

室主

任

讲师
134687
03625

6098931
76@qq.
com

基地建设

5 毛东 1989.02
陕西学前师范

学院经济与管

理学院

无
会计

师

133092
72159

4216958
08@qq.
com

教学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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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团队其他成员

序

号
姓名 出生年月 单位 职务 职称 承担任务

1 张薇 1984.05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
系主任 副教授 社会实践

2 刘馨阳 1992.01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
无 讲师 教学人员

3 任健华 1987.08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
无 讲师 教学人员

4 梅林晨 1985.10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
无 讲师 技术人员

5 宁忱 1992.05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
无 讲师 技术人员

6 李瑾 1980.11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

党支部

书记
副教授 实验评价

7 宋昭 1979.4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
无 副教授 实验督导

8 王维维 1990.11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
无 助教 教学人员

9 郭薇 1979.04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

副处

组织员
经济师 专业支持

10 曹雨薇 1987.11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财务处
无 会计师 专业支持

11 牛安军 1973.12
西安市雁塔区

税务局
科长

注册

税务师
专业支持

12 贺雪梅 1974.06
西安市高新区

税务局
科长

注册

税务师
专业支持

13 赵凯 1975.07
中天银会计师事务所

陕西分所
副所长

注册

会计师
专业支持

团队总人数：18 人 其中高校人员数量： 15 人 企业人员数量：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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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团队主要成员教学情况（限 500 字以内）

（近 5年来承担该实验教学任务情况，以及负责人开展教学研究、学术研究、获

得教学奖励的情况）

2-3-1.团队主要成员近 5年来承担该实验教学任务情况

1. 2019-2020-2 崔洁 于欢 2017级财务管理班 40人
2. 2019-2020-2 刘家瑛 毛东 2018级会计班 80人
3. 2020-2021-2 毛东 程莉娜 2018级财务管理班 117人

2-3-2.负责人开展教学研究、学术研究、获得教学奖励的情况

1.教学研究课题：

（1）《中级财务会计》课程 2012年省精品课程项目 陕西省教育厅;
（2）“地方本科高校教师教学业绩考核和激励机制研究(19BY126)”2019年省级教改项

目 陕西省教育厅;
（3）《财务会计》课程 2021年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和教学团队项目 陕西省教育厅;
（4）“互联网环境下财务会计课程自主学习模式创新研究（SGH16H130）”2016年省教

育科学“十三五”规划项目;
（5）“项目教学理念在财务会计课程教学中的应用（SHG12537）”2012年省教育科学

“十二五”规划项目.
2.教学研究论文：

（1）“基于内外结合 三层双轨三能力模式的会计综合模拟实训改革”《财会研究》2013.5;
（2）“新会计准则下离职后福利会计核算的探讨”《财会研究》，2015.2;
（3）“以‘就业+发展’为导向铸就会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陕西教育(高教)》，2016.2;
（4）“陕西应用型本科高校教师实践教学能力提升策略研究”《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2016.5;
（5）“多媒体教学在会计教学中的应用”《财会月刊》，2019.9.
3.教学奖励：

（1）2008.11 第八届全国多媒体课件大赛三等奖 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
（2）2016. 6 陕西普通高校优秀教材二等奖 陕西省教育厅;
（3）2018.11 首届课堂创新大赛三等奖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4）2019.06 教学名师奖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5）2019.11 教学成果一等奖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4.学术研究课题：

（1）“基于成本核算的陕西国际物流发展战略研究”2016年省教育厅科项目，主持;
（2）“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陕西物流国际化发展路径研究”2017年省社科联项目，主持;
（3）“陕西科技型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构建与运行机制研究”2017年陕西省科技厅软科学

资助计划，主持;
（4）“陕西省农村学前教育投资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2019年度统计局与省社科联研

究项目，主持;
（5）“陕西生态空间治理资金投入机制创新研究”2020年省社科联科研项目，主持.
5.学术研究论文：

（1）“金融衍生产品单期二项式定价模型及其风险估计”《统计与决策》独著，20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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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西部地区民间资本投资环境分析”《新西部》独著，2016.9;
（3）“基于灰色 GM(1,1)模型的陕西国际物流发展战略探讨”《商业经济研究》独著，

2017.11;
（4）“陕西国际物流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现代商业》独著，2018.6;
（5）“陕西中小企业研发投入与公司业绩相关性分析”《西部财会》独著，2020.7.
6.学术表彰：

2017.1 西安市第九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西安市人民政府

注：必要的技术支持人员可作为团队主要成员；“承担任务”中除填写任务分工

内容外，请说明属于在线教学服务人员还是技术支持人员。

3.实验描述

3-1 实验简介（实验的必要性及实用性，教学设计的合理性，实验系统的先进性）

《增值税纳税申报虚拟仿真实验项目》是由陕西学前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

学院院长崔洁教授、副院长刘家瑛副教授等专家学者，整合校内外资源建设的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1）实验的必要性及实用性

本实验项目呈现企业财务人员纳税申报的全过程虚拟仿真，也是《税务流

程与纳税申报实训》这门课程的实践环节。增值税纳税申报是企业日常工作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企业核算经营成本的基础工作，税收缴纳情况直接影响企业

年底经营业绩及利润分配，因而纳税申报是企业财务人员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

通过本项目的实践训练，使学生将理论知识转化成实践能力，快速适应岗位技

能要求。本实验项目使用全过程虚拟仿真，通过纳税申报虚拟仿真实验能弥补

传统教学中诸多的不足与局限性，实用性、应用性极强，消除学生心理紧张情

绪，增强工作自信。

（2）教学设计的合理性

该项目为财务管理、会计专业必修课程《税务流程与纳税申报实训》的实

践教学内容，将企业涉税的最新动态应用到实践教学中，依靠空间模拟技术呈

现的真实报税环境，采用人机交互的方式，将学生置身于系统呈现的虚拟环境

当中，使学习者对企业税务基本信息、税额计算、纳税申报、特殊情况处理等

的认知更加便捷清晰，将抽象的知识形象化、情境化、具体化、动态化，有效

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和潜能，全面地提升了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和综合能

力。

（3）实验系统的先进性

该项目需要学习者认知企业真实现状，收集大量的报税资料，梳理纳税申

报流程，实践操作纳税申报过程。同时可满足财务管理、会计专业的本专科学

生实践教学，为管理类本专科专业提供税务通识教育模拟环境，也可对从事财

税工作人员创业创新教育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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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实验教学目标（实验后应该达到的知识、能力水平）

本项目能有效解决传统课程教学中教学方式方法的局限性问题，利用虚拟

仿真模式增加增值税相关专业知识，提高增值税纳税申报操作的专业技能。

（1）模拟企业纳税申报业务场景

本项目以一家生产制造企业为背景，学生通过 3D虚拟仿真项目中的情景互

动，了解企业基本税务信息。在学生进入企业后，能够将所学的理论知识和财

税政策运用到具体的实务操作中，举一反三，具备税务基本职业判断思维方式。

（2）提高增值税日常业务处理能力

本项目通过模拟企业日常发生的增值税相关业务进行案例设计，将实务工

作中的增值税防伪开票系统、增值税发票综合服务系统等纳税申报相关系统逐

一呈现，提供真实纳税申报查询数据资料环境，旨在培养学生增值税计算技能。

（3）掌握企业增值税纳税申报技能

本项目通过增值税纳税申报虚拟仿真实验环境，将工作中所涉及到的业务实

践融于一体，采用仿真式的企业模拟界面，无缝对接企业的纳税申报实务工作和

教学实训。通过本项目的学习和实验，可提高学生理论水平、实务技能、就业水

平。在理论知识与实务技能交互式渗透中，使学生了解和掌握增值税纳税申报业

务流程和操作实务，为今后走向社会，胜任税务相关岗位的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3-3 实验课时

（1）实验所属课程课时：32 学时

（2）该实验所占课时： 4 学时

3-4 实验原理

（1）实验原理：

增值税纳税申报虚拟仿真实验，操作者通过 3D 虚拟仿真项目中的情景互

动，了解企业基本税务信息；模拟企业日常发生的增值税相关业务进行案例设

计，将实务工作中的增值税防伪开票系统、增值税发票综合服务系统等纳税申

报相关系统逐一呈现，提供真实纳税申报查询数据资料环境；通过模拟真实电

子税务局和增值税纳税申报虚拟仿真实验环境，将工作中所涉及到的业务实践

融于一体，采用仿真式的企业模拟界面，无缝对接企业实务工作。

知识点：共 24 个

具体知识点如下：

第一部分：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模块一：企业税务基本信息

知识点 1：纳税人类型

知识点 2：征税范围

知识点 3：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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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点 4：纳税期限

知识点 5：纳税地点

模块二：增值税的计算

知识点 6：销项税额计算

知识点 7：进项税额计算

知识点 8：进项税额转出

知识点 9：应纳税额计算

模块三：特殊情况处理

知识点 10：逾期申报处理

知识点 11：申报错误处理

模块四：增值税纳税申报

知识点 12：附列资料填写

知识点 13：申报主表填写

第二部分：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

模块一：企业税务基本信息

知识点 14：纳税人类型

知识点 15：征税范围

知识点 16：征收率

知识点 17：纳税期限

知识点 18：纳税地点

模块二：增值税的计算

知识点 19：不含税销售额

知识点 20：本期应纳税额

知识点 21：应纳税额减征额

知识点 22：应纳税额合计

模块三：增值税纳税申报

知识点 23：申报主表填写

知识点 24：附列资料填写

（2）核心要素仿真设计（对系统或对象的仿真模型体现的客观结构、功能及其运

动规律的实验场景进行如实描述，限 500 字以内）

该项目包含 3D 虚拟仿真动画和虚拟仿真“电子税务局”实操系统，其中

3D虚拟仿真动画依靠空间模拟技术呈现了财务部真实的办公环境、财务岗位、

工作流程，通过实习会计与财务主管的“新老会计”对话，把抽象的纳税申报

流程以及零碎的税务知识形象、生动地展现出来，让学习者切身融入到真实工

作环境实习；虚拟仿真“电子税务局”实操系统，完全按照最新国家税务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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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税务局”系统标准开发，包含申报表格结构、表内数据勾稽关系、表间

数据勾稽关系、数据校验逻辑等标准完全一致，让学习者通过虚拟仿真实操能

积累实务工作经验。

3-5 实验教学过程与实验方法

增值税纳税申报虚似仿真实验，学习者通过实习会计与财务主管的“新老会

计”对话，生动的展现财务工作，将静态知识与经验动态化，通过学习者互动回

答相应问题将抽象的知识具体形象化、趣味化。其后进入增值税纳税申报虚拟仿

真实验模块，该部分的实操完全仿真“电子税务局”申报环境与数据勾稽关系，

让学习者切身感受真实纳税申报工作情境。本实验以营造轻松自然的学习环境为

手段，从而能够吸引学习者注意，诱发其情感共鸣，最后引导学习者独立完成增

值税纳税申报的全部工作。

项目主要由操作帮助、开始实验、拓展学习三大板块构成，核心部分为开始

实验板块，此板块将相关知识点分为一般纳税人纳税申报和小规模纳税人纳税申

报两个部分，学习者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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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步骤要求（不少于 10步的学生交互性操作步骤。操作步骤应反映实质性实验

交互，系统加载之类的步骤不计入在内）

3-6-1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1）学生交互性操作步骤，共 13 步

步骤

序号
步骤目标要求

步骤合

理用时

目标达成度

赋分模型

步骤

满分
成绩类型

1 纳税人类型 5 分钟 完成题目 解析

操作成绩

实验报告

预习成绩

教师评价报告

2 征税范围 5 分钟 完成题目 解析

3 税率 5 分钟 完成题目 解析

4 纳税期限 5 分钟 完成题目 解析

5 纳税地点 5 分钟 完成题目 解析

6 销项税额计算 5 分钟 完成题目 解析

7 进项税额计算 5 分钟 完成题目 解析

8 进项税额转出 5 分钟 完成题目 解析

9 应纳税额计算 5 分钟 完成题目 解析

10 逾期申报处理 5 分钟 完成题目 解析

11 申报错误处理 5 分钟 完成题目 解析

12 附列资料填写 20 分钟 完成填写 70 分

13 申报主表填写 10 分钟 完成填写 30 分

（2）交互性步骤详细说明

步骤 1：纳税人类型

增值税纳人划分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根据划分的具体标准判段企

业属于哪一类纳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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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征税范围

增值税征税范围包括在中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进口货物、销售劳务、销售服

务、销售无形资产、销售不动产。根据征税范围的基本规定判断企业销售商品、

厂房出租等业务属于增值税征税范围的哪些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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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税率

增值税的税率分别为 13%、9%、6%和零税率。适用 13%税率的有：销售或

进口货物、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提供有形动产租赁服务；适用 9%税率

有销售交通运输、邮政、基础电信、建筑、不动产租赁服务，销售不动产，转让

土地使用权等。根据税率的适用规定判断企业销售商品及厂房出租适用哪些增值

税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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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纳税期限

增值税的纳税期限分别为 1日、3日、5日、10日、15日、1个月或者 1个
季度。纳税人以 1个月或者 1个季度为 1个纳税期的，自期满之日起 15日内申报

纳税。

根据纳税期限的规定判断企业 06月增值税申报期限是什么时间。

步骤 5：纳税地点

固定业户应当向其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机构所在地是指纳税

人的注册登记地。判断企业要缴纳增值税应当向哪个地区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

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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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6：销项税额的计算

销项税额是指纳税人发生应税销售行为时，按照销售额与规定税率计算并向

购买方收的增值税税额，计算公式是当期销项税额=不含税销售额×适用税率。根

据提供的单据计算本月销项税额。



14

步骤 7：进项税额的计算

进项税额是指纳税人购进货物、劳务、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所支付或者

负担的增值税税额。

准予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的进项税额分为凭票抵扣与计算抵扣，凭票抵扣的税

额可以查询增值税发票综合服务平台，计算抵扣的税额根据提供的单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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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8：进项税额转出

一般纳税人已抵扣进项税额的，发生非正常损失，或者改变用途，专用于简

易计税方法、免证增值税项目、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的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需做进项税额转出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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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9：应纳税额计算

增值税应纳税额=当期销项税额-当期实际抵扣的进项税额+进项税额转出-上
期留抵税额。根据前面填写的计算结果计算出应纳税额。

步骤 10：逾期申报处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纳税人未按照规定期

限缴纳税款的，必须进行补申报。增值税申报逾期，已经无法再通过网上补申报，

只能通过介质或者持纸质申报表去纳税服务大厅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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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1：申报错误处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一条规定，纳税人超过应纳税额

缴纳的税款，税务机关发现后应当立即退还；纳税人自结算缴纳税款之日起三年

内发现的，可以向税务机关要求退还多缴的税款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税务

机关及时查实后应当立即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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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2：附列资料填写

1.登录申报平台，了解平台信息

①点击进入增值税纳税申报虚拟仿真实验平台。根据页面提供的虚拟仿真体

验账号、密码登陆进去，点击“进入实验”。可以看到主页面有【企业信息】、

【待办业务】、【开票系统】、【增值税发票综合服务平台】、【电子税务局】、

【我的成绩】这 6个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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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点击【企业信息】了解案例企业基本信息，然后点击【待办业务】-“申报

增值税”，根据增值税申报说明去【电子税务局】申报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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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点击【电子税务局】，登陆进去，点击“增值税及附加税申报”，根据企

业信息选择一般纳税人申报或者小规模纳税人申报，本案例选择增值税一般纳税

人申报。

④增值税申报表附列资料表格有 6个，按顺序先填写《增值税纳税申报表》

附列资料（一），所有附列资料表格填写保存后，再填写主表，主表填写保存后，

点击正式申报。

2.填写《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一）

①点击《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一），申报表中“开具增值税专用

发票”与“开具其他发票”数据是根据开票系统开具的发票信息生成，需登录【开

票系统】，点击“汇总处理”-“月度统计”查询 06月开具的增值税专普票进行

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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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申报表中“未开具发票”查询【待办业务】的增值税报税说明，可知 06
月发生了两笔未开具发票的业务。报税说明中的资料 3、资料 4及提供的价格表

可算出未开具发票的金额是 70支*200元+10支*200元+10支*220元=18200元；

把计算出来的金额填入报表中相应的栏次（销项税额系统会自动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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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从报税说明中的资料及提供的单据判断可知，《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

资料（一）其他栏次无需填写，点击保存表格。

3.填写《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二）

①点击《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二），然后点击“已签名确认或无

需签名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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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申报表中“认证相符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数据是根据【增值税发票综合服

务平台】已认证抵扣的发票数据生成，需登录〖增值税发票综合服务平台〗，首

页点击“6月”查询相关数据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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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申报表中“其他扣税凭证”根据【待办业务】的增值税报税说明及提供的

单据可知，06月员工报销的差旅费取得的单据可以抵扣进项，票据共有 3份，机

票和火车票的金额合计是 1000+720=1720元，税额是 1720/1.09*0.09≈142.02元，

本期用于抵扣的旅客运输服务的金额是 1720-142.02+120（滴滴电子普通发票金

额）=1697.98元，税金额是 142.02+3.6（滴滴电子普通发票税额）=145.62元； 填

列在“本期用于抵扣的旅客运输服务”扣税凭证的相关数据还需要填列在其他-8b
那栏次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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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申报表中“进项税额转出额”根据【待办业务】的增值税报税说明的资料

2、资料 5可知：06月用于集体福利的进项税额转出税额为 30*40*13%=156元；

06月因非正常损失需转出的进项税额为 100*3*13%=39元。计算后填列在“本期

进项税额转出额”相应的栏次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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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从报税说明中的资料及提供的单据判断可知，《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

资料（二）其他栏次无需填写，点击保存表格。

4.《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三）填写

登陆〖开票系统〗，点击“发票管理”-“发票查询”查询 06月开具的增值

税发票明细得知本期有“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扣除项目”，根据查询到的发

票信息，将价税合计额 10900元填列至 9%税率的项目，然后保存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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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四）填写

查看【待办业务】的增值税报税说明可知，本期无增值税税控系统专用设备

费及技术维护费等税额抵减情况，无须填写，直接保存表格。

6.《增值税减免税申报明细表》填写

查看【待办业务】的增值税报税说明可知，本期无减税项目及免税项目，无

须填写，直接保存表格。

7.农产品收购发票或普通发票明细表填写

查看【待办业务】的增值税报税说明可知，本期无农产品收购项目，无须填

写，直接保存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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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3：申报主表填写

1.增值税申报表（一般纳税人适用）填写

查询“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一）”里的合计那栏销售额可知销售额

为 1560400，填入“应税货物销售额”本月数那栏。

②查询《增值税申报表》附列资料（二）可知，当期申报抵扣进项税额合计

是 154984.62，填入“进项税额”本月数那栏；本期进项税额转出是 195，填入“进
项税额转出” 本月数那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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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栏次本期并没有发生相关业务，无须填写。所有数据填写好后，“应纳税

额合计”系统会自动生成，然后保存表格，点击正式申报。

2.查询成绩

点击〖我的成绩〗，然后点击 “计算成绩”即可查询成绩，点击“看明细”可核

对做题结果及核对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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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

（1）学生交互性操作步骤，共 11 步

步骤

序号
步骤目标要求

步骤合

理用时

目标达成度

赋分模型

步骤

满分
成绩类型

1 纳税人类型 5 分钟 完成题目 解析

操作成绩

实验报告

预习成绩

教师评价报告

2 征税范围 5 分钟 完成题目 解析

3 征收率 5 分钟 完成题目 解析

4 纳税期限 5 分钟 完成题目 解析

5 纳税地点 5 分钟 完成题目 解析

6 不含税销售额 5 分钟 完成题目 解析

7 本期应纳税额 5 分钟 完成题目 解析

8 应纳税额减征额 5 分钟 完成题目 解析

9 应纳税额合计 5 分钟 完成题目 解析

10 申报主表填写 10 分钟 完成填写 50 分

11 附列资料填写 10 分钟 完成填写 50 分

（2）交互性步骤详细说明

步骤 1：纳税人类型

增值税纳人划分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根据划分的具体标准判段企

业属于哪一类纳税人。

步骤 2：征税范围

增值税征税范围包括在中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进口货物、销售劳务、销售服

务、销售无形资产、销售不动产。根据征税范围的基本规定判断企业销售商品、

厂房出租等业务属于增值税征税范围的哪些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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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征收率

增值税征收率适用于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征收率的一般规定有 5%征收率

和 3%征收率。除了适用 5%征收率以外的纳税人选择简易计税方法的应税销售行

为均适用 3%的征收率。根据征收率的适用规定判断企业销售塑料杯、保温杯适

用哪些增值税征收率。

步骤 4：纳税期限

按固定期限的小规模纳税人可以选择以日或月或季度为纳税期限，一经选择，

1个会计年度内不得变更。纳税人以 1个月或者 1个季度为 1个纳税期的，自期

满之日起 15日内申报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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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5：纳税地点

固定业户应当向其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机构所在地是指纳税

人的注册登记地。判断企业要缴纳增值税应当向哪个地区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

税。

步骤 6：不含税销售额的计算

小规模纳税人发生应税销售行为，实行按照销售额和征收率计算应纳税额的

简易办法，并不得抵扣进项税额。按季缴纳增值税的不含税销售额合计是本季度

三个月税务机关代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含税销售额和税控器具开具的普通发票

不含税销售额。

步骤 7：本期应纳税额的计算

自 2021年 4月 1日至 2022年 12月 31日，对月销售额 15万元以下（含本数）

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本季度月销售额超过 45万，应缴纳增值税，

计算公式：应纳税额=不含税销售额×征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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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8：本期应纳税额减征额

缴纳的技术维护费(不含补缴的 2011年 11月 30日以前的技术维护费)，可凭

技术维护服务单位开具的技术维护费发票，在增值税应纳税额中全额抵减，不足

抵减的可结转下期继续抵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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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9：应纳税额计算

增值税应纳税额=当期销项税额-当期实际抵扣的进项税额+进项税额转出-上
期留抵税额。

根据前面的填写的计算结果计算出应纳税额。

步骤 10：申报主表填写

1.登录申报平台，了解平台信息

①点击进入增值税纳税申报虚拟仿真实验平台。根据页面提供的虚拟仿真体

验账号、密码登陆进去，点击“进入实验”。可以看到主页面有【企业信息】、

【待办业务】、【开票系统】【电子税务局】、【我的成绩】这 5个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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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点击【企业信息】了解案例企业基本信息，然后点击【待办业务】“申报

增值税”，根据增值税申报说明去【电子税务局】申报纳税。

③点击【电子税务局】，登陆进去，点击“增值税及附加税申报”，根据企

业信息选择一般纳税人申报或者小规模纳税人申报，本案例选择增值税小规模纳

税人申报。

④增值税申报表附列资料表格有 3个，按顺序先填写《增值税纳税申报表》

（适用小规模）、《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适用小规模）附列资料、增值税减免

税申报明细表，所有资料表格填写完成并保存后，再点击正式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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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填写《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适用小规模纳税人）

①查询“增值税防伪税控开票系统”里的 4月、5月和 6月的开票情况，根

据税控器具开具的普通发票不含税销售额填写货物及劳务对应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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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查询“待办业务”里的报税说明，根据报税说明内容填写本期应纳税额减

征额。

步骤 11：附列资料填写

1.填写《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适用小规模）附列资料

由于北京永康贸易有限公司无相关扣除额业务，《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适

用小规模）附列资料直接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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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填写值税减免税申报明细表

查询“待办业务”里的报税说明，根据报税说明内容填写增值税减免税申报

明细表，通过减税代码 0001129914选择“减税性质代码及名称”，填写“本期发

生额”和“本期实际抵减税额”。

3.查询成绩

点击〖我的成绩〗，然后点击 “计算成绩”即可查询成绩，点击“看明细”可核

对做题结果及核对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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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实验结果与结论（说明在不同的实验条件和操作下可能产生的实验结果与结

论）

3-7-1 实验结果

（1）掌握增值税纳税申报相关知识点

增值税纳税申报虚拟仿真实验，是在虚拟仿真情境中使学习者能够获得较为

真切的体验。利用 3D技术对增值税纳税申报流程及其知识要点的讲解，使学生

能够掌握增值税纳税申报的理论知识。

（2）熟悉增值税纳税申报业务流程

增值税纳税申报虚拟仿真实验，在实际操作仿真实验后，学习者体验了从企

业类型判断、增值税计税方法选择与应纳税额计算、到最后纳税申报的全流程各

环节。相应的处理流程主要包括：

①企业税务基本信息

②增值税的计算

③特殊情况处理

④增值税纳税申报

3-7-2 实验结论

最终能够独立完成增值税纳税申报的全部工作。

①熟练掌握增值税纳税申报的相关知识要点；

②通过情境互动掌握增值税纳税申报的各步骤的操作技能；

③切实感受增值税纳税申报虚拟仿真的形象化与实务性。



41

3-8 面向学生要求

（1）专业与年级要求

增值税纳税申报虚拟仿真实验，首先满足财务管理、会计专业的本专科大三

学生实践教学，为管理类本专科专业提供税务通识教育模拟环境，也可对从事财

税工作人员创业创新教育提供帮助。

（2）基本知识和能力要求

增值税纳税申报虚拟仿真实验在学习前，要求对于参加实验和实践观摩的财

会相关专业学生应较系统地学习财务会计基础、企业财务会计、税法等课程知识。

在实验过程应掌握增值税纳税申报的相关知识要点，并最终能够独立完成增值税

纳税申报的全部工作。

3-9 实验应用及共享情况

（1）本校上线时间 ： 2019 年 5 月 10 日

（2）已服务过的学生人数：本校 800 人，外校 200 人

（3）附所属课程教学计划或授课提纲并填写：

纳入教学计划的专业数：2 ，具体专业：财务管理，会计

教学周期：2 ，学习人数：237人。

（4）是否面向社会提供服务：●是 ○否

（5）社会开放时间： 2019 年 5 月 10 日

（6）已服务过的社会学习者人数：1000 人

4.实验教学特色

（该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课程的实验设计、教学方法、评价体系等方面的特色，限

800字以内）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增值税纳税申报

虚拟仿真实验》注重拓展实验教学广度和深度，延伸实验教学时间和空间，全面

提升实验教学质量和水平。突出以人为本、创新教学、技术融合和开放运行的实

验原理，实验系统可以达到真实体验和基于自然技能的人机交互，使学习者真正

成为虚拟现实系统内部的参与者，提供驾驭虚拟操作的学习环境。传统的纳税申

报课程无法为学习者提供真实申报平台环境和实务操作机会，因此该项目教学内

容使用虚拟仿真实验，帮助学习者充分理解相关专业知识，掌握增值税纳税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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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操技能。

1.方案设计思路新颖

增值税纳税申报虚拟仿真实验，可以提供真实纳税申报情境式的模拟实验，

突破传统课程教学在教学方式方法和学习者学习成果体现上一定局限。虚拟仿真

实验让增值税纳税申报呈现实务工作流程，引导学生回顾知识点并采用一步一步

渐进式的情境教学实验方法。解决学习者不能身临其境的问题，为学习者提供了

实践学习与亲手操作的机会，并将抽象的理论知识形象化、情境化、具体化、动

态化。

2.教学方法持续更新

通过虚拟仿真，可以让学习者体验真实报税情境，呈现“电子税务局”真实

申报界面和纳税申报数据勾稽关系。进一步加深学习者对增值税纳税申报知识掌

握程度，有助于提高学习者学以致用的能力。增值税纳税申报虚拟仿真实验，创

新地使用了任务驱动、系统引导、模块化教学、场景化教学等多种实验教学方法

和反向课程设计方法，改变了传统的“先讲授后实验”的理论和实务分离式教学

方式。模拟“老会计手把手带领新会计 3D虚拟仿真实验情境”的学习方式，有

效地激发了学习者学习热情和潜能。侧重培养学习者的动手能力，使学习者有真

切的现场感，充分调动学习者进行实验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发学习者的求知欲；

此外，通过独立思考和自主归纳，增强学习者自主学习的能力。

3.评价体系创新

增值税纳税申报虚拟仿真实验，课程评价主要包括学生实验的知识点预习、

参与模拟实验的 3D虚拟交互式学习与问答、增值税纳税申报全过程展现。线上

考核的成绩及错误发生的知识点、采用实验过程与结果结合的评价体系。基于虚

拟仿真平台能够对实验全过程进行实时记录，并能够随时进行实验指导，具备完

善的实验步骤和实验成绩评价标准，确保评价的公正性。虚拟仿真实验平台还具

有完善的反馈机制，能够将实验学习者给出的建议、评价与反馈信息进行跟进分

析与系统升级，为指导教师改进和完善实验提供数据参考，进而不断提高教学效

果。

4.对传统教学的延伸与拓展

增值税纳税申报虚拟仿真实验，以增值税主要知识内容为导向、特别是最新

的税法知识普及，同时也暴露了传统教学的滞后性和局限性，而虚拟仿真实验教

学的延伸恰好弥补了传统教学的时效性、理论前沿性、先进性不足的缺陷，拓展

了传统教学内容的深度和广度。增值税纳税申报虚拟仿真实验课程是传统教学的

重要组成部分，可以非常好的服务于传统教学。在传统教学中，除了课堂讲授外，

也需要配合学习者的角色扮演和操作，但因纳税申报实务情境无法模仿或实现，

学习者难以领悟相关情境的专业性和数据勾稽关系。因此，借助虚拟仿真实验课

程，可以让学生更深入领会并延伸相关情境和问题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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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实验教学在线支持与服务

（1）教学指导资源：教学指导书 教学视频 电子教材 课程教案

（申报系统上传）课件（演示文稿）其他

（2）实验指导资源：实验指导书 操作视频 知识点课件库 习题库

（申报系统上传）测试卷 考试系统 其他

（3）在线教学支持方式：热线电话 实验系统即时通讯工具 论坛

支持与服务群 其他

（4） 4名提供在线教学服务的团队成员；2名提供在线技术支持的技术人员；教

学团队保证工作日期间提供 8小时/日的在线服务

6.实验教学相关网络及安全要求描述

6-1 网络条件要求

（1）说明客户端到服务器的带宽要求（需提供测试带宽服务）

 基于公有云服务器部署的系统，5M-10M带宽

 基于局域网服务器部署的系统，10M-50M带宽

（2）说明能够支持的同时在线人数（需提供在线排队提示服务）

支持 100个学生同时在线并发访问和请求，如果单个实验被占用，则提示后面进

行在线等待，等待前面一个预约实验结束后，进入下一个预约队列。

6-2 用户操作系统要求（如 Windows、Unix、IOS、Android 等）

（1）计算机操作系统和版本要求

 客户端操作系统： Windows 7及以上(推荐使用 64位系统）

 客户端操作系统： Mac OS10.9以上

 客户端操作系统： Linux，需要有图形化界面，且支持最新 Firefox浏览器

（2）其他计算终端操作系统和版本要求

无

（3）支持移动端：○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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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用户非操作系统软件配置要求（兼容至少 2种及以上主流浏览器）

（1）非操作系统软件要求（支持 2种及以上主流浏览器）

谷歌浏览器 IE浏览器 360浏览器 火狐浏览器 ○其他

（2）需要特定插件 ○是 ●否

如勾选“是”，请填写：

插件名称：（插件全称）

插件容量：M

下载链接：

（3）其他计算终端非操作系统软件配置要求（需说明是否可提供相关软件下载

服务）

无

6-4 用户硬件配置要求（如主频、内存、显存、存储容量等）

（1）计算机硬件配置要求

 CPU主频：2.0GHz+；

 显存容量 2GB

 内存容量：4G+

 硬盘容量： 40G

 显示器分辨率：1920×1080

 输入设备：鼠标、键盘

 网卡：1000Mbps以太网卡

（2）其他计算终端硬件配置要求

无

6-5 用户特殊外置硬件要求（如可穿戴设备等）

（1）计算机特殊外置硬件要求

无

（2）其他计算终端特殊外置硬件要求：●无 ○有

如勾选“有”，请填写其他计算终端特殊外置硬件要求：

6-6 网络安全（实验系统要求完成国家信息安全等级二级认证）

（1） 证书编号：

无

（2） 请附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备案证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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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实验教学技术架构及主要研发技术

指标 内容

系统架构图及简要说明

增值税纳税申报虚拟仿真实验由 Web 页

面和虚拟仿真实验两部分组成，并利用超链

接和内置 Javascrip 函数进行调用和数据传

递。

（1）Web页面，是用户访问虚拟实验的入

口，页面上提供了访问虚拟仿真实验的超链

接、理论学习页面系统和申报资料等内容。

（2）虚拟仿真实验平台，它是整个系统的核

心，为学生构建一个完整的虚拟实验学习环

境，学生在此虚拟环境中可完成企业税务基

本信息、增值税计税方法、增值税的计算、

增值税纳税申报等内容的学习。

实验

教学

开发技术

VR AR MR 3D 仿真 二维动画

HTML5

其他

开发工具

Unity3D 3D Studio Max Maya

ZBrush SketchUp Adobe Flash

Unreal Development Kit Animate CC

Blender Visual Studio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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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环境

服务器

CPU 8 核、内存 8 GB、磁盘 40 GB、

显存 2 GB、GPU 型号 Nvida GTX730 以上

操作系统

Windows Server Linux 其他

具体版本：

数据库

Mysql SQL Server Oracle

其他

备注说明（需要其他硬件设备或服务器数量

多于 1台时请说明）

是否支持云渲染：○是 ●否

实验品质（如：单场景模

型总面数、贴图分辨率、

每帧渲染次数、动作反馈

时间、显示刷新率、分辨

率等）

3D模型贴图分辨率

普通模型：512×512 或 256×256

分辨率（由用户屏幕决定）

最低要求分辨率：1366×768

推荐分辨率：1920×1080

动作反馈时间（由用户计算机性能决定）

常规交互操作响应时间＜500 毫秒；

帧频、刷新率、动作反馈时间和使用者

的计算机硬件性能有直接关系，计算机性能

越高帧频、刷新率越高、动作反馈时间越短。

分辨率与使用者屏幕分辨率有直接关系。

8.实验教学课程持续建设服务计划

（本实验教学课程今后 5年继续向高校和社会开放服务计划及预计服务人数）

（1）课程持续建设

日期 描述

第一年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确保课程建设可持续发展

第二年 强化教改立项研究内容与课程建设有机结合，不断更新课程

建设内容

第三年 打造精品教材，落实立德树人载体

第四年 更新相关教学内容，确保两性一度

第五年 建立科学合理的管理机制，确保课程建设质量

其他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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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课程建设是提高整体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举措，涉及教师队

伍、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手段、教材、教学管理等教学基本建设工作的诸多方

面。

（2）面向高校、社会的教学推广应用计划

日期 推广高校数 应用人数 推广行业数 应用人数

第一年 5 1000 1 100

第二年 5 1000 1 100

第三年 5 1000 1 100

第四年 5 1000 1 100

第五年 5 1000 1 100

其他描述：无

9.知识产权

软件著作权登记情况

以下填写内容须与软件著作权登记一致

软件名称

是否与课程名称一致 ○是 ○否

每栏只填写一个著作权人，并勾选该著作权人类型。如勾选“其他”需填写具

体内容；如存在多个著作权人，可自行增加著作人填写栏进行填报。

著作权人 著作权人类型

○课程所属学校 ○企业

○课程负责人 ○学校团队成员

○企业人员 ○其他

权利范围

软件著作登记号

如软件著作权正在申请过程中，尚未获得证书，请填写受理流水号。

受理流水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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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诚信承诺

本团队承诺：申报课程的实验教学设计具有一定的原创性，课程所属学校对

本实验课程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实验软件、操作系统、教学视频、教学课件、辅

助参考资料、实验操作手册、实验案例、测验试题、实验报告、答疑、网页宣传

图片文字等组成本实验课程的一切资源）享有著作权，保证所申报的课程或其任

何一部分均不会侵犯任何第三方的合法权益。

实验教学课程负责人（签字）：

2021 年 5 月 10 日

11.附件材料清单

1.课程团队成员和课程内容政治审查意见（必须提供）

（申报课程高校党委负责对本校课程团队成员以及申报课程的内容进行政

审，出具政审意见并加盖党委印章；团队成员涉及多校时，各校党委分别对本校

人员出具意见；非高校成员由其所在单位党组织出具意见。团队成员政审意见内

容包括政治表现、是否存在违法违纪记录、师德师风、学术不端、五年内是否出

现过重大教学事故等问题；课程内容审查包括价值取向是否正确，对于我国政治

制度以及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等理解和表述是否准确无误，对于国家主

权、领土表述及标注是否准确，等等。）

2.课程内容学术性评价意见（必须提供）

[由学校学术性组织（校教指委或学术委员会等），或相关部门组织的相应学

科专业领域专家（不少于 3名）组成的学术审查小组，经一定程序评价后出具。

须由学术性组织盖章或学术审查小组全部专家签字。无统一格式要求。]

3.校外评价意见（可选提供）

（评价意见作为课程有关学术水平、课程质量、应用效果等某一方面的佐证

性材料或补充材料，可由课程应用高校或社会应用机构等出具。评价意见须经相

关单位盖章，以 1份为宜，不得超过２份。无统一格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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