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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发展：2000—2020年：感恩20年相伴，助你梦想成真

理念：学员利益至上，一切为学员服务

成果：18个不同类型的品牌网站，涵盖13个行业

奋斗目标：构建完善的“终身教育体系”和“完全教育体系”

发展：正保远程教育旗下的第一品牌网站

理念：精耕细作，锲而不舍

成果：每年为我国财经领域培养数百万名专业人才

奋斗目标：成为所有会计人的“网上家园”

发展：正保远程教育主打的品牌系列辅导丛书

理念：你的梦想由我们来保驾护航

成果：图书品类涵盖会计职称、注册会计师、税务师、经济

师、财税、实务等多个专业领域

奋斗目标：成为所有会计人实现梦想路上的启明灯

正保远程教育

中华会计网校

“梦想成真”书系



同步机考训练，模拟机考，
夯实基础

重点难点强化训练，直击考
点，逐个攻破

标准题型题量，名师精心预
测，模拟演练，助力通关

同步机考强化训练

同步机考模拟训练

第 ３ 章　 负　 债

Ｃ． 资料（８）分录为：

借： 管理费用 １９２

贷： 应交税费———应交个人所得税 １９２

Ｄ． 资料（９）分录为：

借： 应付职工薪酬 ６００

贷： 银行存款 ６００

１． 某企业用一张期限为 ６ 个月的带息商业承兑汇票支付货款， 票面价值为 ２００ 万元， 票面

年利率为 ４％。 该票据到期时， 企业应支付的金额为（　 　 ）万元。

Ａ． ２００ Ｂ． ２０４

Ｃ． ２０８ Ｄ． ２８０

２． 甲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 １３％， 从其他企业赊购一批原材料，

货款为 ８０００００ 元， 增值税税额为 １０４０００ 元， 对方代垫运杂费 １２０００ 元， 原材料已经验

收入库， 货款尚未支付。 假定不考虑其他因素， 甲公司该项购买业务应确认应付账款的

入账价值为（　 　 ）元。

Ａ． ９１６０００ Ｂ． ９０４０００

Ｃ． ８１２０００ Ｄ． ８０００００

３． 下列各项有关短期带薪缺勤的说法中， 正确的是（　 　 ）。

Ａ． 累积带薪缺勤均应计入管理费用

Ｂ． 产假期间的工资属于累积带薪缺勤

Ｃ． 短期带薪缺勤包括累积带薪缺勤和非累积带薪缺勤

Ｄ． 企业对累积带薪缺勤和非累积带薪缺勤的会计处理是一样的

４． 甲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２０１８ 年应交各种税金为： 增值税 ７００ 万元， 消费税 ３００ 万

元， 城市维护建设税 ７０ 万元， 车辆购置税 ２０ 万元， 耕地占用税 １０ 万元， 企业所得税

３００ 万元。 假定不考虑其他因素， 该企业当期“应交税费”科目发生额为（　 　 ）万元。

Ａ． １０７０ Ｂ． １０９０

Ｃ． １１００ Ｄ． １３７０

５．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份甲公司发生销项税额合计 ２４００００ 元， 因管理不善导致原材料毁损从而进

项税额转出合计 ４０００ 元， 进项税额合计 ８００００ 元， 当月甲公司用银行存款交纳增值税

１６００００ 元， 则下列关于甲公司月末增值税的会计处理中， 正确是（　 　 ）。

７５０

第 ２ 章　 资　 产

第 ２ 章　资　产
扫 我 拆 锦 囊

１． 企业在进行现金清查时， 发现库存现金短缺 ５００ 元， 无法查明原因。 经批准后， 应借记

的会计科目是（　 　 ）。

Ａ． 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Ｂ． 营业外支出

Ｃ． 财务费用 Ｄ． 管理费用

２． 下列项目中， 不属于货币资金的是（　 　 ）。

Ａ． 库存现金 Ｂ． 银行存款

Ｃ． 其他货币资金 Ｄ． 备用金

３． 甲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销售产品一批， 货款为 １０００ 万元， 增值

税税率为 １３％。 销售当日甲公司收到购货方寄来一张 ３ 个月到期不带息商业承兑汇票。

不考虑其他因素， 甲公司“应收票据”的入账金额为（　 　 ）万元。

Ａ． １０００ Ｂ． ８７０

Ｃ． １１３０ Ｄ． １１７０

４． 下列各项中， 构成应收账款入账价值的是（　 　 ）。

Ａ． 销售货物并已收到购货方开具的商业承兑汇票

Ｂ． 代购货方垫付的运杂费

Ｃ． 向销售方预付的购货款

Ｄ． 已收到的价款

５． 甲公司通过证券公司购入上市公司股票， 将其划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 共支付款项为

１０９ 万元， 其中包含交易费用 ９ 万元。 假设不考虑其他因素， 则该项交易性金融资产的

入账价值为（　 　 ）万元。

Ａ． １０４ Ｂ． １０５

Ｃ． １０９ Ｄ． １００

６． 某企业为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 本月购入原材料 ２１００ 公斤， 每公斤单价（含增值税）１００

元， 另外支付运杂费 ４０００ 元， 运输途中发生合理损耗 １００ 公斤， 入库前发生挑选整理费

用 ８００ 元。 该批材料入库的实际单位成本为（　 　 ）元。

５１０

模拟试题（Ａ）

（本类题共 ２４ 小题， 每小题 １ ５ 分， 共 ３６ 分。 每小题备选答案中， 只有一个符合题意的正

确答案。 多选、 错选、 不选均不得分。）

１． 某会计人员根据记账凭证登记明细账时， 误将 １４００ 元填写为 １４０００ 元， 而记账凭证无

误。 对于这一错误， 企业应采用的更正方法是（　 　 ）。

Ａ． 红字更正法 Ｂ． 补充登记法

Ｃ． 划线更正法 Ｄ． 平行登记法

２． 填制记账凭证时， 以下做法错误的是（　 　 ）。

Ａ． 根据每一张原始凭证填列

Ｂ． 根据若干张同类原始凭证汇总填制

Ｃ． 将若干张不同内容和类别的原始凭证汇总填制在一张记账凭证上

Ｄ． 根据原始凭证汇总表填制

３． 下列各项中， 通过“其他货币资金”科目核算的是（　 　 ）。

Ａ． 银行支票存款 Ｂ． 外埠存款

Ｃ． 银行承兑汇票 Ｄ． 备用金

４． 企业销售产品领用不单独计价的包装物一批， 其计划成本为 ２００００ 元， 材料成本差异率

为 ３％。 对于该项业务， 下列处理中正确的是（　 　 ）。

Ａ． 应计入其他业务成本的金额为 ２０６００ 元

Ｂ． 应计入其他业务成本的金额为 ２００００ 元

Ｃ． 应计入销售费用的金额为 ２００００ 元

Ｄ． 应计入销售费用的金额为 ２０６００ 元

５． 某商场库存商品采用售价金额核算法进行核算。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初， 库存商品的进价成本为

６８ 万元， 售价总额为 ９０ 万元。 当月购进商品的进价成本为 ２５２ 万元， 售价总额为 ３１０ 万

５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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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 章　会计概述
扫 我 拆 锦 囊

１． 下列各项中， 对企业会计核算资料的真实性、 合法性和合理性进行审查的会计职能

是（　 　 ）。

Ａ． 参与经济决策职能 Ｂ． 评价经营业绩职能

Ｃ． 监督职能 Ｄ． 核算职能

２． 下列各项中， 不属于企业会计基本假设的是（　 　 ）。

Ａ． 货币计量 Ｂ． 会计主体

Ｃ． 实质重于形式 Ｄ． 持续经营

３． 下列各项中， 不属于费用要素的是（　 　 ）。

Ａ． 已销产品的成本 Ｂ． 财务人员的职工薪酬

Ｃ． 罚款支出 Ｄ． 费用化的利息支出

４． 对存货进行期末计量时需要用到的会计计量属性是（　 　 ）。

Ａ． 公允价值 Ｂ． 重置成本

Ｃ． 可变现净值 Ｄ． 现值

５． 下列各项中， 属于对收入、 费用等要素的具体内容进行会计科目分类核算的是（　 　 ）。

Ａ． 成本类科目 Ｂ． 损益类科目

Ｃ． 所有者权益类科目 Ｄ． 资产类科目

６． 关于借贷记账法下的账户结构， 下列说法中不正确的是（　 　 ）。

Ａ． 一般情况下， 成本类账户的借方登记增加额， 贷方登记减少额

Ｂ． 损益类账户和成本类账户在期末均无余额

Ｃ． 一般情况下， 所有者权益类账户的借方登记减少额， 贷方登记增加额

Ｄ． 损益类账户主要包括收入类账户和费用类账户

７． 某企业应付账款的期初余额（贷方）为 ２０００００元， 企业在本期以银行存款偿还应付账款 １４４０００

元， 以现金偿还应付账款 ５００元。 不考虑其他因素， 则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Ａ． 该企业偿还应付账款时， 应贷记“应付账款”账户

Ｂ． 该企业“应付账款”账户的期末余额在借方

３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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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该企业以现金偿还应付账款时， 应借记“库存现金”账户

Ｄ． 该企业“应付账款”账户的期末余额 ５５５００元

８． 企业使用银行存款 １０００元支付广告费， 该项经济业务中与“银行存款”存在对应关系的

是（　 　 ）。

Ａ． 销售费用 Ｂ． 财务费用

Ｃ． 管理费用 Ｄ． 生产成本

９． 关于试算平衡， 下列说法中不正确的是（　 　 ）。

Ａ． 试算平衡包括发生额试算平衡和余额试算平衡

Ｂ． 发生额试算平衡的直接依据是借贷记账法的记账规则， 即“有借必有贷， 借贷必相等”

Ｃ． 试算不平衡， 表示记账一定有错误， 试算平衡时， 表明记账一定正确

Ｄ． 全部会计科目的期末借方余额合计＝全部会计科目的期末贷方余额合计

１０． 职工出差报销的飞机票属于（　 　 ）。

Ａ． 自制原始凭证 Ｂ． 外来原始凭证

Ｃ． 收款凭证 Ｄ． 付款凭证

１１． 外来原始凭证金额出现错误时， 正确的做法是（　 　 ）。

Ａ． 由经办人员更正， 并报单位负责人批准

Ｂ． 由出具单位更正， 并在更正处加盖公章

Ｃ． 由审核人员更正， 并报会计机构负责人审批

Ｄ． 由出具单位重新开具

１２． 关于原始凭证的填制， 下列表述中正确的是（　 　 ）。

Ａ． 大写金额到元为止的， 后面要写“整”或“正”字； 大写金额到角或分为止的， 不写

“整”或“正”字

Ｂ． 小写金额前要标明货币币种符号或货币名称缩写， 以元为单位的金额一般要写至分，

无角分的， 可直接写至元

Ｃ． 原始凭证上阿拉伯数字应逐个书写清楚， 不得连写

Ｄ． 单位自制的原始凭证必须加盖本单位公章或者财务专用章

１３． 下列不属于原始凭证审核内容的是（　 　 ）。

Ａ． 外来原始凭证是否有填制单位公章或财务专用章和填制人员签章

Ｂ． 外来通用凭证本身是否真实

Ｃ． 凭证是否符合计划、 预算和合同等规定

Ｄ． 会计科目使用是否正确

１４． 下列各项中， 不属于记账凭证的是（　 　 ）。

Ａ． 收款凭证 Ｂ． 工资结算表

Ｃ． 付款凭证 Ｄ． 转账凭证

１５． 企业发生的下列情形中， 一般不需要进行全面清查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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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年终决算前

Ｂ． 单位主要领导调离工作前

Ｃ． 库房失火后

Ｄ． 合并、 撤销或改变隶属关系前

１． 可比性要求具体包括（　 　 ）。

Ａ． 同一企业不同时期发生的相同或者相似的交易或者事项， 应当采用一致的会计政策，

不得随意变更

Ｂ． 不同企业同一会计期间发生的相同或者相似的交易或者事项， 应当采用规定的会计政

策， 确保会计信息口径一致、 相互可比

Ｃ． 企业不得变更会计政策

Ｄ． 不同企业所采用的会计政策必须完全相同

２． 下列各项中， 属于会计的基本职能的有（　 　 ）。

Ａ． 核算职能 Ｂ． 评估经营业绩职能

Ｃ． 监督职能 Ｄ． 参与经济决策职能

３． 下列选项中， 可以作为一个会计主体单独进行核算的有（　 　 ）。

Ａ． 事业部 Ｂ． 销售部门

Ｃ． 生产车间 Ｄ． 海外分公司

４． 下列各分录中， 属于复合会计分录的有（　 　 ）。

Ａ． 借： 管理费用 ６００

生产成本 １００

贷： 应付职工薪酬 ７００

Ｂ． 借： 银行存款 ２２６

贷： 主营业务收入 ２００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２６

Ｃ． 借： 营业外支出 ２００

贷： 预计负债 ２００

Ｄ． 借： 利润分配———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１０００

———提取任意盈余公积 ５００

贷： 盈余公积———法定盈余公积 １０００

———任意盈余公积 ５００

５． 下列各项中， 属于资产要素的特征的有（　 　 ）。

Ａ． 资产应为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资源

Ｂ． 资产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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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资产是由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

Ｄ． 资产的成本或者价值能够可靠地计量

６． 下列各项中， 属于会计账簿的有（　 　 ）。

Ａ． 备查簿 Ｂ． 日记账

Ｃ． 总账 Ｄ． 明细账

７． 关于会计账簿的启用与登记， 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有（　 　 ）。

Ａ． 启用订本式账簿应当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顺序编定页数， 不得跳页、 缺号

Ｂ． 使用活页式账簿应当按账户顺序编号， 并须定期装订成册， 装订后再按实际使用的账

页顺序编定页码

Ｃ． 库存现金日记账和银行存款日记账只需在每一账页登记完毕时或每月月末结出余额

Ｄ． 每一账页登记完毕时， 应当结出本页发生额合计及余额

８． 企业应当对账簿记录进行核对， 下列各项中， 属于账账核对的有（　 　 ）。

Ａ． 总分类账簿之间的核对

Ｂ． 总分类账簿与所辖明细分类账簿之间的核对

Ｃ． 库存现金总账和银行存款总账的期末余额， 与相应的日记账的期末余额之间的核对

Ｄ． 各项财产物资、 债权债务等账面余额与实有数额之间的核对

９． 下列各项中， 属于序时账簿的有（　 　 ）。

Ａ． 银行存款日记账 Ｂ． 库存现金日记账

Ｃ． 总分类账簿 Ｄ． 明细分类账簿

１０． 下列各项中， 需要对财产物资进行不定期局部清查的有（　 　 ）。

Ａ． 库存现金、 财产物资保管人员更换时

Ｂ． 年终决算之前

Ｃ． 发生自然灾害造成部分财产物资损失时

Ｄ． 企业进行临时性清产核资时

１１． 关于错账的更正， 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有（　 　 ）。

Ａ． 在结账前发现账簿记录有文字或数字错误， 而记账凭证没有错误， 应当采用划线更

正法更正

Ｂ． 记账凭证中的文字或数字发生错误， 在尚未过账前， 只能采用红字更正法更正

Ｃ． 记账后发现记账凭证和账簿记录中应借、 应贷会计科目无误， 只是所记金额大于应

记金额所引起的记账错误， 一般应当采用红字更正法更正

Ｄ． 记账后发现记账凭证和账簿记录中应借、 应贷会计科目无误， 只是所记金额小于应

记金额时， 一般应当采用补充登记法更正

１２． 下列各项中， 会使企业银行存款日记账余额大于银行对账单余额的有（　 　 ）。

Ａ． 银行代扣利息费用， 企业尚未接到通知

Ｂ． 企业销售商品一批， 收到对方开具的转账支票已入账， 而银行尚未入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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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企业开出支票， 对方未到银行兑现

Ｄ． 银行收到委托收款结算方式下的结算款项， 企业尚未收到通知

１． 增值税专用发票属于通用凭证。 （　 　 ）

２． 权责发生制， 是指收入、 费用的确认应当以收入和费用的实际收支而非实际发生作为确

认的标准。 （　 　 ）

３． 企业对售出商品可能发生的保修义务确认预计负债、 对可能承担的环保责任确认预计负

债等， 体现会计信息质量要求中的实质重于形式要求。 （　 　 ）

４． “合同取得成本”“生产成本”及“其他业务成本”等科目均属于成本类科目。 （　 　 ）

５． “股本”账户期末余额的方向与“长期借款”账户期末余额的方向不一致。 （　 　 ）

６． 利得和损失均是由企业日常活动所形成的、 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变动的、 与所有者投入资

本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流入或流出。 （　 　 ）

７． 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制作商业汇票属于专用凭证。 （　 　 ）

８． “收入－费用＝利润”属于财务状况等式。 （　 　 ）

９． 从外单位取得的原始凭证和对外开出的原始凭证均必须盖有本单位的公章。 （　 　 ）

１０． 已经登记入账的记账凭证， 在当年内发现科目、 金额有误， 可以用红字填写一张与原

内容相同的记账凭证， 在摘要栏注明冲销某月某日某号凭证字样， 再用蓝字重新填制

一张正确的记账凭证。 （　 　 ）

１１． 备查账簿有固定的格式要求。 （　 　 ）

１２． 多栏式账簿一般适用于各种日记账、 总分类账及资本、 债权、 债务明细账。 （　 　 ）

１３． 在不设借贷等栏的多栏式账页中登记减少数时， 不得用红色墨水登记。 （　 　 ）

１４． “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可以作为调整企业银行存款账面记录的记账依据。 （　 　 ）

１． 关于重要性要求， 下列表述中不正确的是（　 　 ）。

Ａ． 企业应根据项目的性质来判断会计信息是否具有重要性， 而不应根据项目金额的大

小来进行判断

Ｂ． 对于次要的会计事项， 在不影响会计信息真实性和不至于误导财务报告使用者作出正

确判断的前提下， 可适当简化处理

Ｃ． 要求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应当反映与企业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有关的所有

重要交易或者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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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重要性的应用需要依赖职业判断

２． 企业为生产工人计提职工薪酬， 这项经济业务将引起本企业（　 　 ）。

Ａ． 资产减少， 所有者权益增加 Ｂ． 负债增加， 资产增加

Ｃ． 负债减少， 所有者权益增加 Ｄ． 负债减少， 资产增加

３． 下列经济业务会导致资产和负债同时减少的是（　 　 ）。

Ａ． 以银行存款支付职工工资

Ｂ． 以现金购买办公用品

Ｃ． 以银行存款向投资者退回投入的资本

Ｄ． 从银行提取现金

４． Ｍ公司月初资产总额为 ２００万元， 本月发生下列业务： （１）以银行存款 ２０ 万元购买一项

固定资产； （２）向银行借款 １２０ 万元， 款项存入银行； （３）以银行存款归还前欠货款 ６０

万元。 不考虑其他因素， 则月末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万元。

Ａ． ２６０ Ｂ． ３２０

Ｃ． ２００ Ｄ． ２２０

５． 某企业“累计摊销”账户的年初贷方余额为 １２００ 万元， 假设该企业“累计摊销”账户当年

的借方发生额为 ４００万元， 贷方发生额为 ６００万元， 则该企业“累计摊销”账户的年末余

额为（　 　 ）。

Ａ． 贷方 １０００万元 Ｂ． 借方 １０００万元

Ｃ． 贷方 １４００万元 Ｄ． 借方 １４００万元

６． 下列会计账户中， 如月末有余额， 一般在贷方的是（　 　 ）。

Ａ． 库存现金 Ｂ． 预计负债

Ｃ． 在途物资 Ｄ． 应收利息

７． 一般采用多栏式账簿的是（　 　 ）。

Ａ． 收入明细账 Ｂ． 总账

Ｃ． 日记账 Ｄ． 债务明细账

８． 以下记账凭证中， 可以不附原始凭证的是（　 　 ）。

Ａ． 更正错误的记账凭证

Ｂ． 从外单位购入原材料的记账凭证

Ｃ． 对外销售商品的记账凭证

Ｄ． 职工临时性借款的记账凭证

９． 关于会计账簿的格式与登记方法， 下列说法中不正确的是（　 　 ）。

Ａ． 库存现金日记账必须使用订本账

Ｂ． 银行存款日记账必须每日结出余额

Ｃ． 明细分类账一律采用活页式账簿

Ｄ． 数量金额式账页适用于既要进行金额核算又要进行数量核算的账户， 如原材料、 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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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商品等存货账户

１０． ７月末， 企业的银行存款日记账余额为 ３００万元， 与银行对账单对比， 发现企业 ７月 １２

日收到货款 ２０万元， 银行没有收到通知， 银行 ７月 ３１日代缴水电费 ４万元， 企业未收

到通知。 不考虑其他因素， 调节后的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的金额为（　 　 ）万元。

Ａ． ２９６ Ｂ． ２８４

Ｃ． ３２４ Ｄ． ３１６

１． 下列选项中， 属于总账科目的有（　 　 ）。

Ａ． 应计利息 Ｂ． 交易性金融资产

Ｃ． 应交所得税 Ｄ． 固定资产

２． 根据会计基本等式的原理， 下列情形不可能存在的有（　 　 ）。

Ａ． 负债减少， 所有者权益减少， 资产不变

Ｂ． 资产内部一增一减，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不变

Ｃ． 资产增加， 负债减少， 所有者权益不变

Ｄ． 资产不变， 负债增加， 所有者权益增加

３． 甲企业月末编制试算平衡表， 全部账户的借方余额合计为 ３０００００元， 全部账户的贷方余

额合计为 ３６００００元。 经检查后发现， 漏记了一个账户的余额， 下列相关漏记账户表述正

确的有（　 　 ）。

Ａ． 为借方余额 Ｂ． 为贷方余额

Ｃ． 余额为 ３００００元 Ｄ． 余额为 ６００００元

４． 下列各项中， 属于审核原始凭证时的审核内容的有（　 　 ）。

Ａ． 从外单位取得的原始凭证， 必须盖有填制单位的公章或财务专用章和填制人员签章

Ｂ． 自制的原始凭证， 必须盖有填制单位的公章或财务专用章

Ｃ． 经济业务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政策、 法令、 制度的规定

Ｄ． 原始凭证所记录经济业务应当符合会计主体生产经营活动的需要

５． 下列关于实物资产清查的表述中， 正确的有（　 　 ）。

Ａ． 只需从数量上进行严格的清查

Ｂ． 大多数财产物资都可以采用实地盘点法进行清查

Ｃ． 在对实物资产的清查中， 实物保管人员应自始至终在场

Ｄ． 清查时填写的“实存账存对比表”是用于调整账簿记录的原始凭证

６． 下列结账方法中， 正确的有（　 　 ）。

Ａ． 现金、 银行存款日记账， 每月要结出本月发生额和余额， 在摘要栏内注明“本月合

计”字样， 并在下面通栏划双红线

Ｂ． 需要结计本年累计发生额的明细账， 每月结账时， 应在“本月合计”行下结出自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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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至本月末的累计发生额

Ｃ． 总账账户平时只需结出月末余额。 年终结账时， 将所有总账账户结出全年发生额和年

末余额， 在摘要栏内注明“本年合计”字样， 并在合计数下通栏划双红线

Ｄ． 年度终了时， 对有余额的账户， 要将其余额结转下年， 并在摘要栏注明“结转下年”字样

１． 科目汇总表账务处理程序下， 企业应直接根据记账凭证逐笔登记总分类账。 （　 　 ）

２． 账证核对包括原始凭证与记账凭证之间的核对。 （　 　 ）

３． 发现以前年度记账凭证有错误的， 填制更正的记账凭证时应当用红字。 （　 　 ）

４． 在清查库存现金的实际结存数时， 不需要检查企业有无挪用公款、 有无白条抵库、 有无

账外资金等。 （　 　 ）

５． 实存账存对比表和往来款项清查报告单都不属于调整账簿记录的原始凭证。 （　 　 ）

６． 往来款项清查一般采用发函询证方法。 （　 　 ）

７． 附注是对财务报表所作的补充说明， 附注有助于向使用者提供更为有用的决策信息， 帮

助其作出更加科学合理的决策。 （　 　 ）

８． 企业银行存款账面余额与银行对账单余额之间存在差异的， 应该作为会计差错予以

更正。 （　 　 ）

１． Ｃ　 【解析】 会计的监督职能， 是指对企业相关会计核算的真实性、 合法性和合理性进行

审查。

２． Ｃ　 【解析】 选项 Ｃ， 属于企业会计信息质量要求。

３． Ｃ　 【解析】 罚款支出产生于非日常经营活动， 属于损失， 不属于费用要素。

４． Ｃ　 【解析】 存货在期末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 本题中， 涉及的计量属性为可

变现净值。

５． Ｂ　 【解析】 损益类科目， 是对收入和费用等要素的相关内容进行分类核算的项目。

６． Ｂ　 【解析】 成本类账户可能存在期末余额， 其期末余额一般在借方。

７． Ｄ　 【解析】 “应付账款”属于负债类账户， 借方登记减少额， 因此偿还应付账款时， 应

借记该账户； “库存现金”属于资产类账户， 贷方登记减少额， 因此以现金偿还应付账款

时， 应贷记“库存现金”账户。 该企业“应付账款”账户期末余额 ＝ ２０００００－１４４０００－５００ ＝

５５５００（元）。

８． Ａ　 【解析】 正确分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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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 销售费用 １０００

贷： 银行存款 １０００

９． Ｃ　 【解析】 有些错误并不影响借贷双方的平衡， 因此， 试算平衡时， 不能表明记账一定

正确。

１０． Ｂ　 【解析】 外来原始凭证是指从其他单位或个人直接取得的原始凭证， 如职工出差报

销的飞机票、 火车票和餐饮费发票等。

１１． Ｄ　 【解析】 原始凭证金额有错误的， 应当由出具单位重开， 不得在原始凭证上更正。

１２． Ｃ　 【解析】 选项 Ａ， 大写金额到元或角为止的， 后面要写“整”或“正”字； 大写金额到

分为止的， 不写“整”或“正”字。 选项 Ｂ， 以元为单位的金额数字一律填写到角、 分；

无角、 分的， 应填写“００”或符号“—”。 选项 Ｄ， 单位自制的原始凭证必须有经办单位

相关负责人的签名盖章； 对外开出的原始凭证必须加盖本单位公章或者财务专用章。

１３． Ｄ　 【解析】 会计科目使用是否正确属于记账凭证审核的内容。

１４． Ｂ　 【解析】 记账凭证分为收款凭证、 付款凭证和转账凭证。 选项 Ｂ， 工资结算表属于

原始凭证。

１５． Ｃ　 【解析】 选项 Ｃ， 一般只需要进行局部清查。

１． ＡＢ　 【解析】 选项 Ｃ， 如果按照规定或者在会计政策变更后能够提供更可靠、 更相关的

会计信息， 企业可以变更会计政策； 选项 Ｄ， 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的前提下， 不同

企业在会计政策的选择上具有一定的灵活性， 并不要求不同企业所采用的会计政策必须

完全相同。

２． ＡＣ　 【解析】 会计的基本职能为会计核算和会计监督； 会计的拓展职能包括预测经济前

景、 参与经济决策、 评价经营业绩等。

３． ＡＢＣＤ　 【解析】 会计主体首先可以是一个企业， 然后也可以是企业内部某一单位或企业

中的一个特定的部门； 再然后也可以是单一企业、 企业集团或者分支机构。

４． ＡＢＤ　 【解析】 选项 Ｃ， 是一借一贷的会计分录， 属于简单会计分录。

５． ＡＢＣ　 【解析】 选项 Ｄ， 属于资产的确认条件之一， 并非资产的特征。

６． ＡＢＣＤ　 【解析】 会计账簿按照用途， 可分为序时账簿（日记账）、 分类账簿和备查账簿，

分类账簿可分为总分类账簿和明细分类账簿。

７． ＡＢＤ　 【解析】 选项 Ｃ， 库存现金日记账和银行存款日记账必须逐日结出余额。

８． ＡＢＣ　 【解析】 选项 Ｄ， 属于账实核对。

９． ＡＢ　 【解析】 序时账簿是按照发生时间的先后顺序逐日、 逐笔登记的账簿， 比如库存现

金日记账和银行存款日记账。

１０． ＡＣ　 【解析】 选项 Ｂ， 年终决算之前的清查属于定期全面清查； 选项 Ｄ， 企业进行临时

性清产核资时的清查属于不定期清查， 但是应进行全面清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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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ＡＣＤ　 【解析】 选项 Ｂ， 记账凭证中的文字或数字发生错误， 在尚未过账前， 可用划线

更正法更正。

１２． ＡＢ　 【解析】 选项 Ａ， 属于银行已付、 企业未付； 选项 Ｂ， 属于企业已收、 银行未收；

选项 ＡＢ均会导致企业银行存款日记账余额大于银行对账单余额。 选项 Ｃ， 属于企业已

付、 银行未付； 选项 Ｄ， 属于银行已收、 企业未收； 选项 ＣＤ都会导致企业银行存款日

记账余额小于银行对账单余额。

１． √

２． ×　 【解析】 权责发生制， 是指收入、 费用的确认应当以收入和费用的实际发生而非实际

收支作为确认的标准。

３． ×　 【解析】 企业对售出商品可能发生的保修义务确认预计负债、 对可能承担的环保责任

确认预计负债等， 体现会计信息质量要求中的谨慎性要求。

４． ×　 【解析】 “其他业务成本”属于损益类科目。 成本类科目包括“生产成本”“制造费用”

“合同取得成本”“合同履约成本”和“研发支出”等。

５． ×　 【解析】 “股本”属于所有者权益类的账户， “长期借款”属于负债类的账户， 两者期

末余额在贷方， 方向一致。

６． ×　 【解析】 利得是指由企业非日常活动所形成的、 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的、 与所有者

投入资本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流入； 损失是指由企业非日常活动所发生的、 会导致所有者

权益减少的、 与向所有者分配利润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流出。

７． ×　 【解析】 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制作的支票、 商业汇票等结算凭证属于通用凭证。

８． ×　 【解析】 “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属于财务状况等式； “收入－费用＝利润”属于经营

成果等式。

９． ×　 【解析】 从外单位取得的原始凭证， 必须盖有填制单位的公章或财务专用章； 对外开

出的原始凭证， 必须加盖本单位公章或财务专用章。

１０． √

１１． ×　 【解析】 备查账簿根据企业的实际需要设置， 没有固定的格式要求。

１２． ×　 【解析】 三栏式账簿一般适用于各种日记账、 总分类账及资本、 债权、 债务明细账。

１３． ×　 【解析】 下列情况下， 可以使用红色墨水记账： （１）按照红字冲账的记账凭证， 冲销

错误记录； （２）在不设借贷等栏的多栏式账页中， 登记减少数； （３）在三栏式账户的余

额栏前， 如未印明余额方向的， 在余额栏内登记负数余额； （４）根据国家统一的会计制

度的规定可以用红字登记的其他会计记录。

１４． ×　 【解析】 “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只是为了核对账目， 不能作为调整企业银行存款账

面记录的记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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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Ａ　 【解析】 企业应当根据其所处环境和实际情况， 从项目的性质和金额大小两方面对会

计信息的重要性进行判断。

２． Ｂ　 【解析】 企业为生产工人计提职工薪酬， 最终会导致存货资产增加， 同时导致应付职

工薪酬这一负债增加。

３． Ａ　 【解析】 选项 Ｃ， 导致资产和所有者权益同时减少； 选项 ＢＤ， 引起资产内部一增

一减。

４． Ａ　 【解析】 业务（１）属于资产内部一增一减， 资产总额不变； 业务（２）导致资产总额增

加； 业务（ ３）导致资产总额减少。 所以， 月末该公司资产总额 ＝ ２００ ＋ １２０ － ６０ ＝ ２６０

（万元）。

５． Ｃ　 【解析】 累计摊销属于资产类账户的备抵账户， 借方表示减少， 贷方表示增加， 余额

一般在贷方。 该账户的期末贷方余额 ＝年初贷方余额 １２００ 万元＋本期贷方发生额 ６００ 万

元－本期借方发生额 ４００万元＝ １４００（万元）。

６． Ｂ　 【解析】 选项 Ｂ， 预计负债属于负债类账户， 期末余额一般在贷方； 选项 ＡＣＤ， 均为

资产类账户， 期末余额一般在借方。

７． Ａ　 【解析】 收入、 成本、 费用明细账一般采用多栏式账簿。

８． Ａ　 【解析】 除结账和更正错误的记账凭证可以不附原始凭证外， 其他记账凭证必须附有

原始凭证。 选项 ＢＣＤ， 均应附有相关原始凭证。

９． Ｃ　 【解析】 明细分类账一般采用活页式账簿、 卡片式账簿。

１０． Ａ　 【解析】 企业 ７月 １２日收到的货款 ２０万元， 在银行存款日记账上已经反映， 已包含

在 ３００万元中。 银行 ７月 ３１日代缴水电费 ４万元， 已在银行的对账单中反映， 但未在银行

存款日记账中反映， 所以调节后的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的金额＝３００－４＝２９６（万元）。

１． ＢＤ　 【解析】 选项 Ａ， “应计利息”属于“长期借款”等总账科目的明细科目； 选项 Ｃ，

“应交所得税”属于“应交税费”总账科目的明细科目。

２． ＡＣＤ　 【解析】 选项 ＡＣＤ， 会破坏会计等式“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的平衡。

３． ＡＤ　 【解析】 根据“全部会计科目本期借方发生额合计＝全部会计科目本期贷方发生额合

计”， 漏记的账户应该是借方余额 ６００００元。

４． ＡＣＤ　 【解析】 选项 Ｂ， 自制的原始凭证， 必须有经办部门和经办人员的签名或者盖章。

５． ＢＣＤ　 【解析】 选项 Ａ， 对实物资产进行清查时， 应从数量上和质量上进行严格的清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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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ＢＣＤ　 【解析】 选项 Ａ， 应当通栏划单红线。

１． ×　 【解析】 科目汇总表账务处理程序下， 应根据科目汇总表登记总分类账。

２． ×　 【解析】 原始凭证与记账凭证之间的核对不属于对账的内容。

３． ×　 【解析】 发现以前年度记账凭证有错误， 应当用蓝字填制一张更正的记账凭证予以

更正。

４． ×　 【解析】 库存现金清查时应重点检查账款是否相符、 有无白条抵库、 有无私借公款、

有无挪用公款、 有无账外资金等违纪违法行为。

５． ×　 【解析】 实存账存对比表是调整账簿记录的原始凭证。 往来款项清查结束后， 应将清

查结果编制往来款项清查报告单， 但其不属于原始凭证。

６． √

７． √

８． ×　 【解析】 企业银行存款账面余额与银行对账单余额之间存在差异， 属于未达账项， 不

需要进行账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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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 章　资　产
扫 我 拆 锦 囊

１． 企业在进行现金清查时， 发现库存现金短缺 ５００ 元， 无法查明原因。 经批准后， 应借记

的会计科目是（　 　 ）。

Ａ． 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Ｂ． 营业外支出

Ｃ． 财务费用 Ｄ． 管理费用

２． 下列项目中， 不属于货币资金的是（　 　 ）。

Ａ． 库存现金 Ｂ． 银行存款

Ｃ． 其他货币资金 Ｄ． 备用金

３． 甲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２０２０年 １０月 ３１日销售产品一批， 货款为 １０００万元， 增值

税税率为 １３％。 销售当日甲公司收到购货方寄来一张 ３ 个月到期不带息商业承兑汇票。

不考虑其他因素， 甲公司“应收票据”的入账金额为（　 　 ）万元。

Ａ． １０００ Ｂ． ８７０

Ｃ． １１３０ Ｄ． １１７０

４． 下列各项中， 构成应收账款入账价值的是（　 　 ）。

Ａ． 销售货物并已收到购货方开具的商业承兑汇票

Ｂ． 代购货方垫付的运杂费

Ｃ． 向销售方预付的购货款

Ｄ． 已收到的价款

５． 甲公司通过证券公司购入上市公司股票， 将其划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 共支付款项为

１０９万元， 其中包含交易费用 ９ 万元。 假设不考虑其他因素， 则该项交易性金融资产的

入账价值为（　 　 ）万元。

Ａ． １０４ Ｂ． １０５

Ｃ． １０９ Ｄ． １００

６． 某企业为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 本月购入原材料 ２１００公斤， 每公斤单价（含增值税）１００

元， 另外支付运杂费 ４０００元， 运输途中发生合理损耗 １００公斤， 入库前发生挑选整理费

用 ８００元。 该批材料入库的实际单位成本为（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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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１００ Ｂ． １０２ ２９

Ｃ． １４０ Ｄ． １０７ ４

７． 下列购买原材料的业务中， 企业需在月末暂估入账并于下月初红字冲回的是（　 　 ）。

Ａ． 发票账单未到， 但相关原材料已入库

Ｂ． 发票账单已到， 相关原材料已入库， 但货款未付

Ｃ． 发票账单已到， 货款已付且相关原材料已入库

Ｄ． 发票账单未到， 相关原材料尚在运输途中

８． 企业销售产品领用不单独计价的包装物一批， 其计划成本为 １００００ 元， 材料成本差异率

为 ２％。 对于该项业务， 不考虑其他因素， 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Ａ． 应计入其他业务成本的金额为 １０２００元

Ｂ． 应计入其他业务成本的金额为 ９８００元

Ｃ． 应计入销售费用的金额为 １０２００元

Ｄ． 应计入销售费用的金额为 ９８００元

９． 下列关于低值易耗品的说法中， 不正确的是（　 　 ）。

Ａ． 低值易耗品的单位价值较低， 或使用期限相对于固定资产较短， 在使用过程中保持

其原有实物形态基本不变

Ｂ． 低值易耗品属于周转材料

Ｃ． 金额较小的低值易耗品， 可在领用时计入成本费用

Ｄ． 摊销低值易耗品的价值时， 均应计入管理费用

１０． 某商场采用毛利率法计算期末存货成本。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Ａ 商品的成本为 ７０００ 万

元。 ２０１８年 ７月， 该商场购入的 Ａ商品总成本为 １０００万元， 对外售出的 Ａ产品的销售

收入为 ９０００万元。 Ａ商品在第二季度的实际毛利率为 ２０％。 不考虑其他因素， 则 ２０１８

年 ７月 ３１日， Ａ商品结存成本为（　 　 ）万元。

Ａ． ７０００ Ｂ． １０００

Ｃ． ８００ Ｄ． ７２００

１１． 某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购入一台不需要安装的生产设备， 取得的增

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价款为 ２０００ 万元， 增值税税额为 ２６０ 万元， 另发生运费并取得

增值税专用发票， 注明价款为 ２０万元， 增值税税额为 １ ８万元， 款项以银行存款支付。

假定不考虑其他因素， 该企业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购入生产设备的会计处理结果正确的

是（　 　 ）。

Ａ． 借： 固定资产 ２２６０

贷： 银行存款 ２２６０

Ｂ． 借： 固定资产 ２０００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２６０

销售费用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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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 银行存款 ２２８０

Ｃ． 借： 固定资产 ２０２０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２６１ ８

贷： 银行存款 ２２８１ ８

Ｄ． 借： 固定资产 ２０２１ ８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２６０

贷： 银行存款 ２２８１ ８

１２． 某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 日， 该企业购入甲、 乙、 丙三项没有单独

标价且均不需安装的固定资产。 购买过程中实际支付的不含税价款总额为 ２００万元。 其

中固定资产甲的公允价值为 １２０万元， 固定资产乙的公允价值为 ８０ 万元， 固定资产丙

的公允价值为 ４０万元。 固定资产甲的入账价值为（　 　 ）万元。

Ａ． １２０ Ｂ． １００

Ｃ． ２００ Ｄ． ２４０

１３． 甲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该企业自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 日起自建一幢厂房， 当日购入工

程物资 ６００万元， 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增值税税额为 ７８ 万元， 该批工程物资已在

厂房建造过程中被全部领用。 除此之外， 该厂房建造过程中还发生了如下支出： 领用

生产用材料一批， 账面价值为 １００万元（未计提跌价准备）， 公允价值为 １２０万元； 计提

建筑工人工资 ７２万元。 ２０２０年 ９月该厂房建造完成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不考虑其

他因素， 则该厂房的入账价值为（　 　 ）万元。

Ａ． ７００ Ｂ． ７８５

Ｃ． ７７２ Ｄ． ８５７

１４． ２０１８年 ３月 ３１日， 甲公司采用出包方式对某固定资产进行改良， 该固定资产账面原价

为 ７２００万元， 预计使用年限为 ５ 年， 已使用 ３ 年， 预计净残值为零， 采用年限平均法

计提折旧。 甲公司支付出包工程款 １９２万元。 ２０１８年 ８月 ３１ 日， 该项固定资产改良完

毕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预计尚可使用 ４年， 预计净残值为零， 采用年限平均法计提

折旧。 ２０１８年度该固定资产应计提的折旧额为（　 　 ）万元。

Ａ． ２５６ Ｂ． ３６０

Ｃ． ６１６ Ｄ． ７６８

１５． 关于固定资产折旧的会计处理， 下列表述中不正确的是（　 　 ）。

Ａ． 对内部研发无形资产过程中使用的固定资产计提的折旧应计入研发支出

Ｂ． 对财务部门使用的固定资产计提的折旧应计入财务费用

Ｃ． 对生产车间使用的固定资产计提的折旧应计入制造费用

Ｄ． 对专设销售机构使用的固定资产计提的折旧应计入销售费用

１６． 甲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该公司购入一台设备， 购买价款为

１２０万元， 增值税税额为 １５ ６万元。 另外， 甲公司为该设备支付了运输费 ６ 万元（不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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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 安装调试费 ４万元（不含税）。 该项固定资产于 ２０２０年 １２月 ３１日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 采用直线法计提折旧， 预计使用寿命为 ４ 年， 预计净残值为零。 ２０２３ 年年末，

甲公司将这台设备处置时， 取得价款 ４０万元（不含税）。 不考虑其他因素， 则甲公司处

置该项资产影响损益的金额为（　 　 ）万元。

Ａ． －７ ５ Ｂ． ４０

Ｃ． ３２ ５ Ｄ． ７ ５

１７． 某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现出售一台设备， 出售价款为 ２２６０００ 元， 增值税税额为

２９３８０元。 该设备原价为 ３２００００ 元， 已计提折旧 ７００００ 元， 已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２００００元。 处置过程中支付清理费用 ６０００ 元。 不考虑其他因素， 则该设备的处置净损

益为（　 　 ）元。

Ａ． －４０００ Ｂ． ４０００

Ｃ． １００００ Ｄ． －１００００

１８． 甲公司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购入一台设备， 实际成本为 １００ 万元， 预计使用年限为 ５

年， 预计净残值为零， 采用直线法计提折旧。 ２０１８ 年年末对该设备进行检查， 估计其

可收回金额为 ７２ 万元。 不考虑其他因素， ２０１８ 年年末应确认资产减值损失的金额为

（　 　 ）万元。

Ａ． ２８ Ｂ． ０

Ｃ． ２０ Ｄ． ８

１９． 下列各项中， 应确认为无形资产的是（　 　 ）。

Ａ． 已对外出租的土地使用权

Ｂ． 商誉

Ｃ． 取得的用于建造自用厂房的土地使用权

Ｄ． 尚未研发成功的非专利技术

２０． 甲公司（一般纳税人）购入一项专利技术， 购买价款为 ２０００万元， 增值税税额 １２０万元，

为使无形资产达到预定用途发生专业服务费用 １４０万元， 为测试无形资产是否能够正常

发挥作用发生测试费用 ２０ 万元。 不考虑其他因素， 该专利技术的入账价值为（　 　 ）

万元。

Ａ． １０４ Ｂ． ２１８０

Ｃ． ２１６０ Ｄ． ２２００

２１． 某企业为研究开发一项新技术共发生研究开发费用 ４００万元， 其中， 满足资本化条件的

开发支出为 ２４０万元。 开发成功后申请专利权时， 发生律师费及注册费等 ２０ 万元， 另

发生广告宣传费 １０万元。 不考虑其他因素， 则该项技术的入账价值为（　 　 ）万元。

Ａ． ４００ Ｂ． ２４０

Ｃ． ２６０ Ｄ． ２７０

２２． 乙公司于 ２０１８年 ７月 １日购入一项非专利技术， 购买价格为 ４２００万元。 为宣传由该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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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技术生产的产品， 发生广告宣传费 １００ 万元。 该非专利技术预计使用年限为 ５ 年，

预计净残值为零， 采用直线法进行摊销。 不考虑其他因素， 则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非

专利技术的账面价值为（　 　 ）万元。

Ａ． ３３６０ Ｂ． ３７８０

Ｃ． ３８５０ Ｄ． ４２００

２３． ２０１８年 １月 １日， Ａ公司接受甲公司以一项账面价值为 ４２０万元的专利权投资， 该项专

利权在投资合同约定价值为 ３３０ 万元（与公允价值相等）。 Ａ 公司预计该项专利权尚可

使用年限为 １０年， 预计净残值为零， 采用直线法进行摊销。 不考虑其他因素， ２０１８ 年

度 Ａ公司对该项无形资产的摊销额为（　 　 ）万元。

Ａ． ５０ Ｂ． ６６

Ｃ． ２６ Ｄ． ３３

２４． 某企业出售一项专利技术（不考虑相关税费）， 该专利技术原价 １６００００ 元， 已摊销

４５０００元， 出售专利技术时发生各种费用 ３０００ 元， 出售所得不含税价款 １１３０００ 元。 该

专利技术出售净损益为（　 　 ）元。

Ａ． －２０００ Ｂ． ２０００

Ｃ． ５０００ Ｄ． －５０００

２５． ２０１８年 ３月 １日， 某企业对一栋自有的办公楼进行装修， 发生职工薪酬 ３０ 万元， 其他

费用 ９０万元。 ２０１８年 １０月 ３１日， 该办公楼装修完工，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并交付使

用， 该办公楼的预计尚可使用寿命为 １０ 年， 预计下次装修时间为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份， 采

用直线法计提折旧。 不考虑其他因素， 该企业发生的装修费用对 ２０１８ 年度损益的影响

金额为（　 　 ）万元。

Ａ． ９０ Ｂ． ２４

Ｃ． ４ Ｄ． １２０

１． 企业进行无形资产摊销时， 下列会计处理表述正确的有（　 　 ）。

Ａ． 无形资产的摊销金额均应计入管理费用

Ｂ． 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不需摊销

Ｃ． 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应当自可供使用当月起开始摊销， 处置当月不再摊销

Ｄ． 自建工程使用的无形资产的摊销额应计入在建工程

２． 下列各项中， 会引起其他货币资金发生增减变动的有（　 　 ）。

Ａ． 企业赊销商品

Ｂ． 企业将库存现金送存银行

Ｃ． 企业将款项汇往外地开立的采购专用账户

Ｄ． 企业为购买基金， 将资金存入在证券公司指定银行开立的投资款专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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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下列各项中， 关于商业汇票的表述中正确的有（　 　 ）。

Ａ． 纸质商业汇票的付款期限， 最长不得超过六个月

Ｂ． 企业持有的商业汇票应通过“应收票据”科目核算

Ｃ． 将应收票据贴现时实际收到的金额与票面金额的差额计入财务费用

Ｄ． 商业承兑汇票的付款人收到开户银行的付款通知， 应该在 １０日内通知银行付款

４． 关于预付账款， 下列说法正确的有（　 　 ）。

Ａ． 预付账款属于资产

Ｂ． 企业不单独设置“预付账款”科目的， 应将预付的货款记入“应付账款”科目的借方

Ｃ． “预付账款”科目贷方余额反映的是应付供应单位的款项

Ｄ． “预付账款”科目只核算企业因销售业务产生的往来款项

５． 关于应收账款减值， 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有（　 　 ）。

Ａ．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企业只能采用备抵法核算应收款项的减值

Ｂ． 收回已转销的应收账款而恢复坏账准备时， 应借记“坏账准备”科目

Ｃ． 实际发生坏账损失时， 应借记“坏账准备”科目

Ｄ． 直接转销法不符合权责发生制原则

６． 下列关于交易性金融资产会计处理的表述中， 正确的有（　 　 ）。

Ａ． 交易性金融资产持有期间发生的公允价值变动， 应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Ｂ． 为购入交易性金融资产所支付的相关交易费用， 不计入该资产的成本

Ｃ．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时， 其售价与账面价值的差额应计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Ｄ． 交易性金融资产在持有期间取得的现金股利， 应确认为投资收益

７． 某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委托其他单位加工应税消费品， 该产品收回后将直接对外出售， 下

列各项中， 应计入委托加工物资成本的有（　 　 ）。

Ａ． 发出材料的实际成本 Ｂ． 发出材料时发生的运输费

Ｃ． 支付给受托方的增值税 Ｄ． 受托方代收代缴的消费税

８． 关于库存商品， 下列说法正确的有（　 　 ）。

Ａ． 库存商品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允许转回

Ｂ． 商品流通企业购入的商品采用售价金额核算法进行核算的， 商品售价和进价的差额，

通过“商品进销差价”科目核算

Ｃ． 库存商品可以采用实际成本核算， 也可以采用计划成本核算

Ｄ． 接受来料加工制造的代制品和为外单位加工修理的代修品不属于库存商品

９． 关于存货清查， 下列表述中正确的有（　 　 ）。

Ａ． 盘盈的存货净收益一般应冲减管理费用

Ｂ． 存货盘亏应通过“待处理财产损溢”科目核算， 存货盘盈应通过“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科目核算

Ｃ． 因管理不善造成的存货盘亏净损失应计入管理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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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企业清查的各种存货损溢， 应在期末结账前处理完毕， 期末处理后， “待处理财产损

溢”科目应无余额

１０． 下列各项中， 不属于加速折旧方法的有（　 　 ）。

Ａ． 双倍余额递减法 Ｂ． 工作量法

Ｃ． 平均年限法 Ｄ． 年数总和法

１１． 下列关于固定资产会计处理的表述中， 正确的有（　 　 ）。

Ａ． 未使用的固定资产不需要计提折旧

Ｂ． 固定资产的安装调试支出应计入固定资产成本

Ｃ． 季节性停用的固定资产不停止计提折旧

Ｄ． 自行建造的固定资产应自办理竣工决算时开始计提折旧

１． 无形资产的减值损失在以后期间可以转回。 （　 　 ）

２． 其他货币资金是指企业除银行存款以外的其他各种货币资金。 （　 　 ）

３． 企业销售商品时， 代购货单位垫付的包装费、 运杂费等， 在尚未收回时应计入其他应

收款。 （　 　 ）

４． 企业应收的各种赔款、 罚款一般应记入“其他应收款”科目。 （　 　 ）

５． 企业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备抵法或直接转销法核算其应收账款的减值。 （　 　 ）

６． 交易性金融资产在持有期间的公允价值变动应计入留存收益。 （　 　 ）

７． 在投资企业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期间， 被投资方宣告发放现金股利的， 投资企业应将其

记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 （　 　 ）

８． 先进先出法适用于一般不能替代使用的存货、 为特定项目专门购入或制造的存货以及提

供的劳务， 如珠宝、 名画等贵重物品。 （　 　 ）

９． 企业领用的低值易耗品均应采用分次摊销法进行摊销。 （　 　 ）

１０． 委托代销商品属于受托方的存货。 （　 　 ）

１１． 存货采购过程中发生的仓储费、 包装费、 运输途中的合理损耗、 入库前的挑选整理费

用等均应计入存货成本。 （　 　 ）

１２． 由于自然灾害造成存货盘亏的， 应将相关的进项税额转出。 （　 　 ）

１３． 企业在存货采购入库后发生的储存费用， 均应在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　 　 ）

１４． 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但尚未办理竣工决算的固定资产不应计提折旧。 （　 　 ）

１５． 固定资产使用寿命、 预计净残值和折旧方法的改变应当作为会计政策变更进行会计

处理。 （　 　 ）

１６． 采用双倍余额递减法计提固定资产折旧的， 一般应在固定资产使用寿命到期前两年内，

将固定资产账面净值平均摊销， 不需要扣除预计净残值。 （　 　 ）

１７． 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 均应当采用年限平均法摊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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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与固定资产有关的后续支出， 均应当计入当期损益。 （　 　 ）

１９． 内部研发无形资产的， 应在期末将“研发支出———费用化支出”科目归集的金额转入“营

业外支出”科目。 （　 　 ）

１． 甲公司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为拓展业务需要购置设备以及建造一条新的生产线。 ２０１９

年至 ２０２０年该企业发生的有关固定资产业务如下：

（１）２０１９年 ５月购入一台需要安装的 Ａ 设备， 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价款为

１４００万元， 增值税税额为 １８２万元， ２０１９年 １２ 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发生安装费 ４０

万元， 增值税税额为 ３ ６万元， 已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 款项均以银行存款支付， 该设

备预计使用年限为 ５年， 预计净残值率为 ３％， 采用双倍余额递减法计提折旧。

（２）２０１９年 ７月开始筹建一条生产线， 总价款为 １２００万元， 按总价款 ６０％向建设单位预

付工程款， 预付工程款时还未动工。 生产线于 ２０２０年 １２月交付使用， 并支付剩余款项。

该生产线按平均年限法计提折旧， 预计使用年限为 ５年， 预计净残值率为 ５％。

（３）２０２０年 １２月末， Ａ设备由于自然灾害毁损， 应由保险公司赔偿 ６００ 万元， 款项尚未

收到。

要求： 根据上述资料， 假定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均已经税务机关认证， 不考虑其他因

素， 分析回答下列小题。 （答案中的金额单位用万元表示）

（１）根据资料（１）， Ａ设备的入账价值为（　 　 ）万元。

Ａ． １４４０ Ｂ． １６３８

Ｃ． １４００ Ｄ． １６７８

（２）根据资料（１）， Ａ设备 ２０２０年应计提折旧（　 　 ）万元。

Ａ． ５７６ Ｂ． ５５９ ２

Ｃ． ７７２ Ｄ． ７３６

（３）根据资料（２）， 生产线交付使用时会计处理正确的是（　 　 ）。

Ａ． 借： 在建工程 ７２０

贷： 银行存款 ７２０

Ｂ． 借： 在建工程 ７２０

贷： 预付账款 ７２０

Ｃ． 借： 在建工程 １２００

贷： 银行存款 １２００

Ｄ． 借： 固定资产 １２００

贷： 在建工程 １２００

（４）根据资料（２）， 该生产线 ２０２０年的折旧额为（　 　 ）万元。

Ａ． ２２８ Ｂ． １３６ ８

２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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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０ Ｄ． １９

（５）根据资料（３）， 下列表述正确的是（　 　 ）。

Ａ． 应由保险公司赔偿的 ６００万元记入“应收账款”科目

Ｂ． 应由保险公司赔偿的 ６００万元记入“其他应收款”科目

Ｃ． 固定资产毁损净损失为 ２６４万元

Ｄ． 固定资产毁损净损失为 ４８１ ２万元

２． 甲有限责任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 １３％， 原材料采用实际成本

法进行核算， 发出材料成本采用月末一次加权平均法计算。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 日， 该公司 Ａ

材料库存 ８００千克， 每千克成本为 ４００元， ２０１９年 ７月该公司发生有关存货业务如下：

（１）３日， 购买 Ａ材料 １０００千克， 每千克不含税价为 ５００ 元， 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

注明的增值税税额为 ６５０００元， 购入时发生运费共计 ９０００元， 增值税税额为 ８１０元， 已

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 材料验收入库， 甲公司开出面值为 ６０００００ 元的银行汇票予以支

付， 多余款项通过银行退回。

（２）１５日， 乙公司向甲公司作为资本投入 Ａ材料 ５０００千克， 甲公司取得了增值税专用发

票并已验收入库， 投资合同约定该材料不含税价款 ２２０００００ 元， 增值税进项税额为

２８６０００元， 假设合同约定价值与公允价值相同， 乙公司在甲公司注册资本中占有的份额

为 ２００００００元。

（３）月末， 发料凭证汇总表中 Ａ材料共领用 ３０００ 千克， 其中： 生产产品领用 ２２００ 千克，

车间一般领用 ５００千克， 行政管理部门领用 ２００千克， 销售部门领用 １００千克。

（４）月末， 在财产清查中发现盘亏材料 ２００００ 元， 相关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增值税

税额为 ２６００元， 经查系管理不善而造成的丢失， 属于一般经营损失， 其中应由保管人员

赔偿 ４０００元， 由保险公司赔偿 １００００元， 款项尚未收到。

要求： 根据上述资料， 假定甲公司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已经税务机关认证， 不考虑其

他因素， 回答下列小题。 （答案中的金额单位用元表示， 计算结果保留两位小数）

（１）根据资料（１）， 下列各项关于甲公司会计处理的表述中正确的是（　 　 ）。

Ａ． 申请签发银行汇票， 增加了甲公司的其他货币资金

Ｂ． 用银行汇票购买材料， 应贷记其他货币资金

Ｃ． 用银行汇票购买材料， 应贷记银行存款

Ｄ． 退回银行汇票的多余款项分录为：

借： 银行存款 ２００００

贷： 其他货币资金 ２００００

（２）根据资料（２）， 下列关于甲公司的会计处理表述正确的是（　 　 ）。

Ａ． 借： 原材料 ２４８６０００

贷： 实收资本 ２４８６０００

Ｂ． 借： 原材料 ２４８６０００

３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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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 实收资本 ２００００００

资本公积 ４８６０００

Ｃ． 借： 原材料 ２２０００００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２８６０００

贷： 实收资本 ２４８６０００

Ｄ． 借： 原材料 ２２０００００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２８６０００

贷： 实收资本 ２００００００

资本公积———资本溢价 ４８６０００

（３）根据资料（１）至（３）， 甲公司本月发出 Ａ材料的平均单价为（　 　 ）元。

Ａ． ４４５ ４４ Ｂ． ２５１ ５

Ｃ． ４５０ Ｄ． ４６０ ５６

（４）根据资料（３）， 下列关于原材料领用的会计处理表述正确的是（　 　 ）。

Ａ． 生产产品领用的材料计入制造费用

Ｂ． 车间一般耗用的材料计入制造费用

Ｃ． 行政管理部门领用的材料计入管理费用

Ｄ． 销售部门领用的材料计入销售费用

（５）根据资料（４）， 下列关于盘亏原材料的会计处理表述正确的是（　 　 ）。

Ａ． 应确认资产减值损失 Ｂ． 其他应收款增加 １４０００元

Ｃ． 营业外支出增加 ６０００元 Ｄ． 管理费用增加 ８６００元

３． 甲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２０１９年发生固定资产业务如下：

（１）５月 ２日， 管理部门购入一台不需安装的 Ａ设备， 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设

备价款为 １２８７万元， 增值税税额为 １６７ ３１ 万元， 另发生运费价款 ９ 万元， 增值税税额

为 ０ ８１万元， 款项均以银行存款支付， 根据税法相关规定增值税可以抵扣。

（２）Ａ设备经过调试后， 于 ５月 ２２日投入使用， 预计使用年限为 １０年， 预计净残值为 ７０

万元， 采用双倍余额递减法计提折旧。

（３）７月 １５日， 公司生产车间购入一台需要安装的 Ｂ设备， 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

明的设备价款为 １４００万元， 增值税税额为 １８２ 万元， 另发生保险费 ２０ 万元， 增值税税

额为 １ ２万元， 款项均以银行存款支付。 根据税法规定增值税可以抵扣。

（４）８月 １９日， 将 Ｂ设备投入安装， 以银行存款支付安装费 ６ 万元（不考虑增值税）。 Ｂ

设备于 ８月 ２５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并投入使用。

（５）Ｂ设备采用工作量法计提折旧， 预计净残值为 ７１ ３万元， 预计总工时为 ５万小时。 ９

月， Ｂ设备实际使用工时为 ７２０小时。

要求： 根据上述资料， 不考虑其他因素， 分析回答下列小题。 （答案中的金额单位用万

元表示）

４２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