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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级经济基础知识》重要公式汇总

第一章

1.需求价格弹性系数：需求量变动百分比与价格变动百分比的比率。

类型 公式 适应场合

点弹性 Ed＝｜（△Q/Q）/（△P/P）＝（△Q/△P）×（P/Q）｜ 价格和需求量变动较小

弧弹性 Ed＝｜（△Q/（Q0＋Q1）/2）÷（△P/（P0＋P1）/2）｜ 价格和需求量变动较大

2.需求交叉弹性：一种商品价格相对变化与由此引起的另一种商品需求量相对变化之间的比

率。

计算公式：Eij＝（△Qi/Qi）/（△Pj/Pj）

Eij＞0，替代品；Eij＜0，互补品；Eij＝0，无关品。

3.需求收入弹性：需求变动对消费者收入变动的反应程度。

计算公式：Ey ＝（△Q/Q）÷（△y/y）＝（△Q/△y）×（y/Q）

Ey＞1，高档品；0＜Ey＜1，必需品；Ey＜0，低档品。

第二章

1.商品边际替代率：MRS＝－（△X2/△X1），表示为了获得第一种商品△X1个单位，愿意放

弃第二种商品△X2个单位。加负号是为了使边际替代率成正数。

2.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均衡条件：商品边际替代率＝商品的价格之比，MRS＝P1/P2

第三章

1.总产量、平均产量和边际产量

（1）总产量：生产出来的用实物单位衡量的产出总量。

（2）平均产量：每一单位劳动 L 生产的产量。AP＝TP/L

（3）边际产量：在其他投入保持不变的条件下，增加一单位的劳动△L投入而增加的总产

量△TP。MP＝△TP/△L

2.短期成本变量

成本变量 公式

TC（总成本） TC＝TFC＋TVC

ATC（平均总成本） ATC＝TC/Q

AFC（平均固定成本） AFC＝TFC/Q

AVC（平均变动成本） AVC＝TVC/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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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边际成本）增加一单位产量时总成本的增加额 MC＝△TC/△Q

第四章

完全垄断企业定价法则：

（P－MC）/P ＝－1/Ed

【结论 1】边际成本上的加价额占价格的比例等于需求价格弹性倒数的相反数（需求价格弹

性是负数）。

【结论 2】一个垄断企业索取的价格超过边际成本的程度，受制于需求价格弹性。

公式整理后：

当需求价格弹性较低（注意需求价格弹性是负数）， 即 Ed 的绝对值较小时，垄断者可以确

定较高的价格；但是，随着需求价格弹性的增大，则价格将非常接近边际成本。

第五章

1.生产要素的相关变量

生产要素变量

边际产量 MP

边际物质产品（MPP）

边际收益产品（MRP）＝MPP×MR

边际产品价值（VMP）＝MPP×P

边际要素成本（MFC）＝MPP×MC

2.生产者使用生产要素的原则：MRP＝MFC，边际收益产品等于边际要素成本。

3.劳动的供给原则

劳动的边际效用＝闲暇的边际效用，△U／△L＝△U／△l

第七章

1.国内生产总值的计算方法

收入法增加值＝劳动者报酬+固定资产折旧+生产税净额+营业盈余

支出法：GDP＝C＋I＋G＋（X－M）

2.四部门经济中的储蓄－投资恒等式：I＝S＋（T－G）＋（M－X）

3.边际消费倾向：消费的增量和收入的增量之比率。MPC＝△C/△Y或β＝△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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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消费倾向：消费总量在收入总量中所占比重。APC＝C/Y

【注意】边际消费倾向总是小于平均消费倾向；边际消费倾向递减。

4.凯恩斯的消费函数：C＝α+βY

5.投资乘数＝1/（1－边际消费倾向）＝1/边际储蓄倾向

k＝△Y/△I＝1/（1－β）＝1/s

6.简单的国民收入决定：Y＝（α＋I）/（1－β）

第八章

三因素分解法：

经济增长率＝ （劳动产出弹性×劳动增加率）+（资本产出弹性×资本增长率）+技术进步

率

即 GY ＝αGL+βGK+GA

GA＝GY－αGL－βGK

第九章

1.价格总水平的决定

π＝m＋v－y

价格总水平变动率（通货膨胀率）＝货币供给量的变动率＋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率－GDP 的

变动率

2.奥肯定律

如果用 y 表示实际 GDP，用 y*表示潜在的 GDP，用μ表示实际失业率，用μ*表示自然失业率，

奥肯定律可以用公式表示为（y－y*）/y*＝－2×（μ－μ*）。

3.就业弹性系数＝就业增长速度/经济增长速度

即：Ee＝E/Y

第十二章

财政支出规模变化的指标:

1.财政支出增长率（ΔG（%））

ΔG（%）＝（当年财政支出－上年财政支出）/上年财政支出＝（Gn－Gn－1）/Gn－1＝ΔG/Gn－1

2.财政支出增长的弹性系数（Eg）

Eg＝财政支出增长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ΔG（%）/ΔGDP（%）

弹性系数大于 1，表明财政支出增长速度快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

3.财政支出增长的边际倾向（M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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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P＝财政支出增长额/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额＝ΔG/ΔGDP

第十三章

衡量国债相对规模的两个指标：

（1）国债负担率＝国债累计余额/国内生产总值

（2）债务依存度＝当年的债务收入/当年财政支出

第十四章

1.一般纳税人

应纳税额＝销项税额－进项税额。

税率

一般纳税人四档税率：13%、9%、6%、0%

9%

（1）销售或者进口货物：

√生活必需品：粮食在内的农产品、自来水、暖气、石油液化气、天然气、

食用植物油、冷气、热水、煤气、居民用煤炭制品、沼气、食用盐；

√农业生产资料：农机（整套设备）、饲料、农药、农膜、化肥；

√文化用品：图书、报纸、杂志、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

√其他：二甲醚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货物；

（2）提供交通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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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提供增值电信服务、金融服务、生活服务

√除不动产租赁以外的现代服务

√除转让土地使用权之外的销售无形资产

2.小规模纳税人和特定一般纳税人

增值税按 3%的征收率计征；但销售自行开发、取得、自建的不动产以及不动产经营租赁服

务按 5%计征。应纳税额＝销售额×征收率。

3.企业所得税

（1）税率：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25%；非居民企业适用税率为 20%。

（2）应纳税所得额＝收入总额－不征税收入－免税收入－各项扣除－允许弥补的以前年度

亏损

（3）应纳税额＝应纳税所得额×适用税率－减免税额－抵免税额

4.个人所得税应纳税额＝应纳税所得额×适用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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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纳税所得额的确定：

①居民个人的综合所得：以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额减除费用 60000 元以及专项扣除、专项附

加扣除和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②非居民个人：工资、薪金所得以每月收入额减除费用 5000 元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以每次收入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③经营所得：以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减除成本、费用以及损失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④财产租赁所得：每次收入不超过 4000 元的减除费用 800 元；4000 元以上减除费用 20%后

为应纳税所得额。

⑤财产转让所得：转让财产的收入额减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⑥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和偶然所得：以每次收入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第十七章

1.税收乘数：税收变动对国民收入变动的影响程度。

KT＝△Y/△T＝－b/（1－b）

KT表示税收乘数，△Y 表示国民收入变动率，△T表示税收变动率，b 表示边际消费倾向。

2.政府购买支出乘数：购买性支出变动对国民收入变动的影响程度。

KG＝△Y/△G＝1/（1－b）

△Y 表示国民收入的变动率，△G 表示政府支出的变动率，b 代表边际消费倾向。

3.平衡预算乘数：政府收入和支出同时以相等数量增加或减少时，即政府在增加（或减少）

税收的同时，等量增加（或减少）购买性支出，维持财政收支平衡，对国民收入变动的影响

程度。

Kb＝△Y/△G（△T）＝（1－b）/（1－b）＝1

第十八章

1.货币层次的划分

（1）M0＝流通中货币，指企事业单位、个人、机关团体、非存款类金融机构所持有的硬币

和现钞总和（即通常所指的现金）。

（2）M1＝M0＋单位活期存款，是狭义的货币供应量，因流动性较强，是中央银行重点调控对

象。

（3）M2＝M1＋单位定期存款＋个人存款＋其他存款（财政存款除外），是广义的货币供应量，

是研究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变量，其中单位定期存款、个人存款、其他存款（财政存款除外）

的流动性较弱，属于准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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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货币供应量 M＝B×K

B 表示基础货币，包括：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和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存款。

K表示货币乘数，是基础货币扩张的倍数。K＝1/（存款准备金率＋货币结构比率）

3.货币均衡与经济增长及物价水平的关系：

考虑物价水平的变动，存在物价水平自然上升的倾向

△M1＝（Y′＋P′）×M0 或 M1′＝Y′＋P′

第二十四章

1.集中趋势的测度

（1）均值：也叫平均数，就是数据组中所有数值的总和除以该组数值的个数。

（2）中位数

（3）众数：一组数据中出现次数（频数）最多的变量值。

2.离散程度的测度

（1）方差

（2）标准差：方差的平方根。

（3）离散系数＝标准差/均值

3.分布形态的测度

（1）偏态系数：取决于离差三次方的平均数与标准差三次方的比值。

①SK＝0：数据分布是对称的；

②SK＞0：数据分布右偏；

0～0.5（轻度）0.5～1（中度）大于 1（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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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SK＜0：数据分布左偏；

0～－0.5（轻度）－0.5～－1（中度）大于－1（严重）

（2）标准分数＝（数值－均值）÷标准差

第二十五章

估计量的方差估计：

Y^表示样本均值，n为样本数量，N 为总体个数，s2为样本方差。

第二十六章

1.一元线性回归模型：描述两个变量之间相关关系最简单的回归模型。只涉及一个自变量的

回归问题。

Y＝β0＋β1X＋ε

误差项ε是随机变量：除 X 和 Y 的线性关系之外的随机因素对 Y 的影响，是不能由 X和 Y

的线性关系所解释的 Y 的变异性。

2.回归方程：E（Y）＝β0＋β1X

β1是回归直线的斜率，表明 X每变动一个单位，E（Y）的变动量。

第二十七章

1.绝对数时间序列序时平均数的计算方法

（1）时期序列：简单算术平均

（2）时点序列

①连续时点，资料逐日登记且逐日排列

②连续时点，只在指标值发生变动时才登记

③间隔时点，每隔一定的时间登记一次，每次登记间隔时间相等



2021 年经济师考试辅导

第 8页

④间隔时点，每隔一定的时间登记一次，每次登记间隔时间不相等

2.增长量

逐期增长量＝报告期水平－前一期水平

累计增长量＝报告期水平－某一固定时期水平（最初水平）

两者关系：累计增长量等于相应时期逐期增长量之和。

3.平均增长量：时间序列中逐期增长量的序时平均数

n表示逐期增长量个数，N 表示时间序列项数。

4.定基发展速度与环比发展速度

（1）定基发展速度等于相应时期内各环比发展速度的连乘积：

（2）两个相邻时期定基发展速度的比率等于相应时期的环比发展速度：

5.平均发展速度与平均增长速度

（1）平均发展速度是一定时期内各期环比发展速度的序时平均数。通常采用几何平均法。

公式：b�＝n yn
y0
，n 为环比发展速度的时期数

（2）平均增长速度＝平均发展速度－1

6.增长 1%的绝对值



2021 年经济师考试辅导

第 9页

7.平滑预测法

（1）移动平均法：使用时间数列中最近 k 期数据值的平均数作为下一期的预测值

就是对时间序列的 Yt预测结果；k为移动间隔（1＜k＜t）

（2）指数平滑法：利用过去时间序列值的加权平均数作为预测值，即使得第 t＋1 期的预测

值等于第 t期的实际观察值与第 t期预测值的加权平均值。

Ft＋1＝αYt＋（1－α）Ft

F 为指数平滑预测值；Y 为实际观测值；ɑ为平滑系数（权重），取值范围 0＜ɑ＜1。

第二十九章

试算平衡公式：

全部账户借方发生额合计＝全部账户贷方发生额合计

全部账户的借方期初（期末）余额合计＝全部账户的贷方期初（期末）余额合计

第三十章

1.利润表

（1）营业利润＝营业收入－营业成本－税金及附加－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研发费用－财

务费用－资产减值损失－信用减值损失＋其他收益＋投资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收益＋资产

处置收益

（2）利润总额＝营业利润＋营业外收入－营业外支出

（3）净利润＝利润总额－所得税

2.现金流量表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额

第三十一章

1.偿债能力分析指标

（1）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2）速动比率＝速动资产/流动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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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现金比率＝现金/流动负债

（4）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100%

（5）产权比率＝负债总额/所有者权益总额×100%

（6）已获利息倍数＝息税前利润/利息费用

2.营运能力分析指标

（1）应收账款周转次数＝营业收入净额/应收账款平均余额

（2）存货周转次数＝营业成本/平均存货

（3）流动资产周转率＝营业收入净额/流动资产平均余额

（4）总资产周转率＝营业收入净额/总资产平均余额

3.盈利能力分析指标

（1）营业利润率＝营业利润/业务收入×100%

（2）营业净利润率＝净利润/营业收入净额×100%

（3）资本收益率＝净利润/实收资本（或股本）×100%

（4）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所有者权益平均余额×100%

（5）资产净利润率＝净利润/平均资产总额×100%

（6）普通股每股收益＝（净利润－优先股股利）/发行在外的普通股股数

（7）市盈率＝普通股每股市场价格/普通股每股收益

（8）资本保值增值率＝期末所有者权益/期初所有者权益×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