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级会计实务》模拟试卷（一）

２０２０ 年度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初级会计实务》

模拟试卷（一）

一、 单项选择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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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各项中， 不符合资产定义的是（　 　 ）。

Ａ． 工程物资 Ｂ． 待处理财产损失

Ｃ． 在建工程 Ｄ． 在产品

２． 下列各项中， 不属于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的是（　 　 ）。

Ａ． 会计核算方法一经确定不得随意变更

Ｂ． 会计核算应当注重交易和事项的实质

Ｃ． 会计核算应当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

Ｄ． 会计核算应当以实际发生的交易或事项为依据

３． 同一企业不同时期发生的相同或相似的交易或事项， 应当采用一致的会计政策， 不得随

意变更。 确需变更的， 应当在附注中说明， 属于（　 　 ）原则的要求。

Ａ． 可比性 Ｂ． 及时性

Ｃ． 相关性 Ｄ． 实质重于形式

４． 企业对无法查明原因的现金溢余和现金短缺进行会计处理时， 下列各项中， 金额不会受

到影响的是（　 　 ）。

Ａ． 营业利润 Ｂ． 利润总额

Ｃ． 营业外支出 Ｄ． 期间费用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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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行本票存款

Ｃ． 银行承兑汇票 Ｄ． 备用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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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对于商业承兑汇票， 付款人在接到通知日的次日起（　 　 ）内（遇到法定节假日顺延）未通

知银行付款的， 视同付款人承诺付款。

Ａ． １ 日 Ｂ． ２ 日

Ｃ． ３ 日 Ｄ． ４ 日

７． 企业申请银行承兑汇票时交纳的手续费与票据贴现时的贴现息， 应记入的科目

是（　 　 ）。

Ａ． 管理费用 Ｂ． 投资收益

Ｃ． 财务费用 Ｄ． 营业外支出

８． 下列各项中， 应通过“其他应收款”科目核算的是（　 　 ）。

Ａ． 应收的出租包装物的租金

Ｂ． 预付的购货款

Ｃ． 应向购货方收取的代垫的运杂费

Ｄ． 收取的出租包装物的押金

９． 某增值税一般纳税企业委托外单位加工一批应税消费品， 材料成本为 １５０ 万元， 加工费

为 １２ 万元， 受托方增值税税率为 １３％， 受托方代扣代缴消费税 １８ 万元。 该批材料加工

后委托方直接出售， 则该批材料加工完成入库时的成本为（　 　 ）万元。

Ａ． １６２ Ｂ． １８０

Ｃ． １８２ ０４ Ｄ． １６８

１０． 乙企业在建工程（动产）领用自产产品一批， 成本为 ５００００ 元， 市场价格为 ６００００ 元（不

含增值税）， 应交消费税为 ６０００ 元， 不考虑其他相关税费， 则领用该产品计入在建工程

的金额为（　 　 ）元。

Ａ． ６０２００ Ｂ． ５６０００

Ｃ． ７６２００ Ｄ． ６６２００

１１．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 日， 某企业向银行借款 ５００ 万元， 期限 ３ 个月，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年利

率为 ３％， 借款利息按月预提，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该短期借款的账面价值为（　 　 ）万元。

Ａ． ４９６ ２５ Ｂ． ５１５

Ｃ． ５０３ ７５ Ｄ． ５００

１２． 下列各项中， 不会引起实收资本增加的是（　 　 ）。

Ａ． 接受现金资产投资

Ｂ． 盈余公积转增资本

Ｃ． 资本公积转增资本

Ｄ． 对被投资单位追加现金投资

１３． 某有限责任公司由甲、 乙两个股东各出资 １４０ 万元设立， 设立时注册资本总额为 ２８０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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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经过两年营运， 该公司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合计为 ８０ 万元， 所有者权益总额为

３６０ 万元。 投资者丙有意加入， 经各方协商同意丙投资者以 ２４０ 万元出资， 且丙在注册

资本中享有的金额为该有限责任公司接受投资后所有者权益总额的 １ ／ ３， 则该有限责任

公司在接受丙投资者投资时， 应借记“银行存款”科目 ２４０ 万元， 贷记（　 　 ）。

Ａ． “实收资本”科目 １６０ 万元， “资本公积———资本溢价”科目 ８０ 万元

Ｂ． “实收资本”科目 １４０ 万元， “资本公积———资本溢价”科目 １００ 万元

Ｃ． “实收资本”科目 ２００ 万元， “资本公积———资本溢价”科目 ４０ 万元

Ｄ． “实收资本”科目 ２００ 万元

１４． 下列各项中， 不会引起企业期末存货账面价值发生变动的是（　 　 ）。

Ａ． 已发出商品但尚未确认销售收入

Ｂ． 已确认销售收入但尚未发出商品

Ｃ． 已收到材料但尚未收到发票账单

Ｄ． 已收到发票账单并付款但尚未收到材料

１５． 企业对于已经发出但尚未确认销售收入的商品， 一般应借记的会计科目是（　 　 ）。

Ａ． 在途物资 Ｂ． 主营业务成本

Ｃ． 发出商品 Ｄ． 库存商品

１６． 下列项目中， 属于工业企业其他业务收入的是（　 　 ）。

Ａ． 罚款收入 Ｂ． 出售固定资产的净收益

Ｃ． 材料销售收入 Ｄ． 出售无形资产的净收益

１７． 某企业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 日因出售商品应收 Ａ 企业商业汇票金额为 １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３

日因提供服务应收甲企业商业汇票金额为 ２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 日因购买材料应付乙

企业的商业汇票金额为 ６０ 万元， 至 １２ 月 ３１ 日将所持 Ａ 企业金额为 １００ 万元的未到期

商业汇票向银行贴现， 实际收到金额 ８０ 万元。 则该企业资产负债表“应收票据”项目的

期末余额为（　 　 ）万元。

Ａ． ２００ Ｂ． ３００

Ｃ． ２６０ Ｄ． ３６０

１８． 某企业年末“本年利润”未结转前贷方余额为 １７ 万元， “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账户

年初贷方余额为 １８ 万元， 本年分配现金股利 １２ 万元， 则当期资产负债表中“未分配利

润”项目的期末余额应为（　 　 ）万元。

Ａ． ３５ Ｂ． ２３

Ｃ． ５ Ｄ． １７

１９． Ａ 企业因自然灾害造成一批库存材料毁损， 根据有关增值税专用发票确认其成本为

２０００ 元， 增值税税额为 ２６０ 元。 则该批材料需要转出的进项税额为（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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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２２６０ Ｂ． ２０００

Ｃ． ２６０ Ｄ． ０

２０． 下列关于品种法的表述中， 不正确的是（　 　 ）。

Ａ． 适用于大量大批、 多步骤且要求分步计算产品成本的企业

Ｂ． 一般定期计算产品成本

Ｃ． 适用于单步骤、 大量生产的企业

Ｄ． 如果只生产一种产品， 则不需要在成本计算对象之间分配间接费用

２１． 某公司因持续暴雨导致停工 ５ 天， 停工期间发生的原材料损耗 ５０００ 元， 应分摊的人工

费 ２０００ 元， 应分摊的水电费 １５００ 元， 该停工损失应由保险公司赔偿 ２０００ 元， 假定不

考虑其他因素， 下列关于停工损失会计处理正确的是（　 　 ）。

Ａ． 停工净损失为 ８５００ 元， 记入“营业外支出”科目

Ｂ． 停工净损失为 ８５００ 元， 记入“生产成本”科目

Ｃ． 停工净损失为 ６５００ 元， 记入“营业外支出”科目

Ｄ． 停工净损失为 ６５００ 元， 记入“生产成本”科目

２２． 下列各项中， 不属于政府会计主体的是（　 　 ）。

Ａ． 社会团体 Ｂ． 国家机关

Ｃ． 事业单位 Ｄ． 小型微利企业

２３． 下列各项中， 核算政府单位本期各项收入、 费用相抵后的余额的是（　 　 ）。

Ａ． 本期盈余 Ｂ． 本年盈余分配

Ｃ． 累计盈余 Ｄ． 专用基金

２４． 企业自行开发的管理用无形资产的摊销额， 应在利润表的（　 　 ）项目中列示。

Ａ． 管理费用 Ｂ． 研发费用

Ｃ． 财务费用 Ｄ． 销售费用

二、 多项选择题（本类题共 １２ 小题， 每小题 ２ 分， 共 ２４ 分。 每小题备选答案中， 有两个或

两个以上符合题意的正确答案。 多选、 少选、 错选、 不选均不得分。）

１． 下列各项中， 可以使用现金结算的有（　 　 ）。

Ａ． 职工工资、 津贴

Ｂ． 结算起点以下的零星支出

Ｃ． 个人劳务报酬

Ｄ． 向个人收购农副产品和其他物资的价款

２． 甲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 日向乙公司销售一批产品， 货款为 ８００００ 元， 增值税税率为

１３％， 已开出增值税专用发票， 并办妥托收手续且满足收入确认条件， 乙公司开出一张

３ 个月不带息商业承兑汇票。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１ 日甲公司该票据到期， 收回到期票款。 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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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公司的会计处理， 下列选项中正确的有（　 　 ）。

Ａ． 销售时：

借： 应收票据 ８００００

贷： 主营业务收入 ８００００

Ｂ． 销售时：

借： 应收票据 ９０４００

贷： 主营业务收入 ８００００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１０４００

Ｃ． 票据到期时：

借： 银行存款 ８００００

贷： 应收票据 ８００００

Ｄ． 票据到期时：

借： 银行存款 ９０４００

贷： 应收票据 ９０４００

３． 下列各项中， 会引起期末应收账款账面余额发生变化的有（　 　 ）。

Ａ． 收回应收账款

Ｂ． 收回已转销的坏账

Ｃ． 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Ｄ． 结转到期不能收回的应收票据

４． 下列各项中， 应计入增值税一般纳税企业所收回的委托加工物资成本的有（　 　 ）。

Ａ． 支付的加工费

Ｂ． 随同加工费支付的增值税

Ｃ． 收回后继续加工应税消费品的， 由受托方代收代缴的消费税额

Ｄ． 收回后直接销售的， 由受托方代收代缴的消费税

５． 应付票据到期无力偿还时， 可能涉及的科目有（　 　 ）。

Ａ． 应付票据 Ｂ． 应付账款

Ｃ． 应付利息 Ｄ． 短期借款

６． 下列关于企业所有者权益项目的表述中， 正确的有（　 　 ）。

Ａ． 资本公积可以弥补企业亏损

Ｂ． 盈余公积可以按照规定转增资本

Ｃ． 未分配利润可以弥补亏损

Ｄ． 资本公积可以按照规定转增资本

７． 下列关于销售退回的会计处理表述正确的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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