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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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编
有
话
说



命题趋势预测及应试技巧

解读考试整体情况，掌握解题突破口，

精准预测，提供备考指导

为有错误的， 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

再审； 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或者当事人双

方为公民的案件， 也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

申请再审。 但不停止判决、 裁定的执行。
６． √　 【解析】 本题考核诉讼时效的中断。 引

起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有： （１）权利人向义

务人提出履行请求； （２）义务人同意履行义

务； （３） 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
（４）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

的其他情形。 本题中乙银行的行为属于权

利人提起诉讼引起诉讼时效中断。

一、 单项选择题

１． 下列关于经济法的渊源的说法中， 不正确

的是（　 ）。
Ａ．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属于法律

Ｂ． 国务院制定的《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

例》属于行政法规

Ｃ．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制定的《吉
林省反不正当竞争条例》属于地方性法规

Ｄ． 财政部颁布的《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

暂行办法》属于行政法规

２． 根据法律行为的成立是否要求当事人互为

给付一定代价来划分， 可以将法律行为划

分为（　 ）。
Ａ． 单方的法律行为和多方的法律行为

Ｂ． 有偿的法律行为和无偿的法律行为

Ｃ． 要式的法律行为和不要式的法律行为

Ｄ． 主法律行为和从法律行为

３． 下列各项中， 关于行为人的民事行为能力

表述不正确的是（　 ）。
Ａ． 民事行为能力是指法律确认公民、 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通过自己的行为实现

民事权利、 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

Ｂ． 只有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才能

进行民事法律行为

Ｃ． 不满 ８ 周岁的未成年人属于限制民事行

为能力人

Ｄ． １６ 周岁以上不满 １８ 周岁但以自己的劳

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公民， 可以独立

地在其民事权利能力范围内进行民事活

动， 属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４． 下列各项中， 属于附期限的法律行为的

是（　 ）。
Ａ． 由于老张的工作表现出色， 所以公司

年终奖励给了他一台笔记本电脑

Ｂ． 老张对小王说， 等他的儿子结婚时， 老

张租给小王的房子要收回

Ｃ． 老张和某银行签订房屋抵押合同， 双方

约定将抵押物的登记作为抵押权设立的

条件

Ｄ． 小张对其朋友许诺， 今年春节放假的

时候将计算机送给朋友

５． 下 列 情 形 中， 属 于 有 效 法 律 行 为 的

是（　 ）。
Ａ． 限制行为能力人甲临终立下遗嘱： “我
死后， 我的全部财产归大姐。”
Ｂ． 甲、 乙双方约定， 若乙将与甲有宿怨

的丙殴伤， 甲愿付乙酬金 ５ ０００ 元

Ｃ． 甲因妻子病重， 急需医药费， 遂向乙

筹款。 乙提出， 可按市场价买下甲的祖传

清代青花瓷瓶， 甲应允

Ｄ． 甲要求乙为其债务提供担保， 乙拒绝。
甲向乙出示了自己掌握的乙虚开增值税发

票的证据， 并以检举相要挟， 乙被迫为甲

出具了担保函

６． 根据《民法总则》的规定， 对于受欺诈形成

的可撤销民事法律行为， 享有撤销权的当

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

未在法定期间内行使撤销权， 该行为对当

事人具有约束力。 当事人可行使撤销权的

５３０

图书特色

核心考点精析及习题训练2

4 机考通关模拟试题演练

1

全方位透析考试，钻研考点

夯实基础，快速掌握答题技巧

权威解读考试情况，总结规律

跨章节主观题突破3
找准致错关键，避开设题陷阱

２０２０ 年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的大幕即将拉开， 广大考生又要投入到紧张的复习备考

之中。 考生普遍认为审计科目内容抽象， 难以理解， 实务性强。 考生要想顺利通过考试， 有必

要了解下面的信息。

一、 考试基本情况介绍

１． 教材基本结构

２０２０ 年审计教材共八编 ２３ 章， 充分体现了职业道德守则和执业准则的内容。 具体如下：
第一编　 审计基本原理（第 １ 章～第 ６ 章）
本编主要系统介绍注册会计师审计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注册会计师在执行财务报表审计业

务时， 就是将本编所学习的理论和方法运用于实务。 从学习难度上讲， 由于涉及一些重要的审

计理论和方法， 因此， 具有一定的难度， 特别是对于第一次学习审计科目的考生， 会明显感到

抽象和难以理解。 从命题形式上看， 多为客观题， 但在简答题和综合题中也会涉及本编的知

识， 尤其是将一些重要理论与实务相结合， 如审计风险的识别、 评估和应对的综合题中就会运

用到本编的审计目标、 认定等内容。
第二编　 审计测试流程（第 ７ 章～第 ８ 章）
本编是非常重要的内容， 风险导向审计是当今主流的审计方法， 该部分内容系统介绍注册

会计师如何对重大错报风险进行评估和应对， 并最终将审计风险降至可接受的低水平。 从审计

测试流程的基本思路来讲， 就是识别、 评估和应对。 在考试时， 经常会将风险识别、 评估和应

对的理念与实务融合在一起进行考查， 这样就会大幅度地提高题目的难度， 这部分内容要求考

生必须具有一定的风险导向审计的理念。 此外， 这部分内容涉及的知识点非常广泛， 考点非常

多， 即使只考基本知识， 对考生的记忆力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因此， 对这部分内容， 希望考

生能够关注各种题型， 尤其是综合性题目。
第三编　 各类交易和账户余额的审计（第 ９ 章～第 １２ 章）
这部分内容是各业务循环中交易、 账户余额的审计， 注册会计师根据风险评估的结果， 对

各类交易、 账户余额执行进一步审计程序。 由于该部分与审计实务密切相关， 因此， 对没有实

务经验的考生来说有一定难度。 考生在复习这部分内容时， 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根据

重要的具体审计目标， 能够确定为实现目标应实施的实质性程序； 第二， 重点掌握重要的审计

程序， 如函证、 监盘等基本内容； 第三， 关注基本的会计知识。
第四编　 对特殊事项的考虑（第 １３ 章～第 １７ 章）
这部分内容介绍的是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对舞弊、 违反法律法规行为、 审计沟通、 利用他

人工作、 对集团财务报表审计的特殊考虑、 会计估计、 关联方、 持续经营假设以及期初余额等

特殊事项的考虑。 这部分内容涉及的审计准则较多， 重要程度也较高。 重点应关注对舞弊的考

虑、 对集团财务报表审计的特殊考虑、 会计估计审计、 关联方审计。 从命题来看， 该部分知识

不仅以客观题进行考查， 对重要知识点也经常考查简答题， 如会计估计审计、 关联方审计、 集

团财务报表审计， 在综合题中也可能涉及， 如集团财务报表审计。

３００

作》， 对利用内部审计人员的工作内容进行了重新编写。

二、 命题规律总结及趋势预测

１． 近三年题型、 题量及分值分布分析， 见表 ２。

表 ２　 近三年题型、 题量及分值分布

年份
单项选择题 多项选择题 简答题 综合题

题量 分值 题量 分值 题量 分值 题量 分值

２０１９ 年 ２５ ２５ １０ ２０ ６ ３６ １ １９

２０１８ 年 ２５ ２５ １０ ２０ ６ ３６ １ １９

２０１７ 年 ２５ ２５ １０ ２０ ６ ３６ １ １９

自 ２０１２ 年开始实行机考， 题型、 题量与分值分布方面没有发生变化。
２． 命题规律分析

（１）审计考试基本特点分析。
①以风险导向审计为基本思路， 注重审计工作的基础技能考核；
②在全面考查的基础上， 突出重点， 对于重点内容不回避， 可以多次反复考核。
（２）审计考试趋势分析。
①注重基础内容的考查， 非常强调对基础知识的准确掌握；
②考题不拘泥于审计教材， 更多注重考核执业准则、 执业准则应用指南的原文；
③考试注重对相关知识掌握的精确性， 主观题非常强调关键词语以准则或教材原文内容进

行答题。
３． 趋势预测

通过对近几年的试题分析， 预计 ２０２０ 年的试题整体难度保持适中， 客观题除少量题目与

实务相关构成一定难度外， 预计大部分题目来自于教材或准则； 简答题基本为分析性题目， 要

求考生正确运用相关准则， 就实际问题进行判断或分析； 综合题是难度最高的题型， 在命题上

会一贯保持理论结合实务的原则。

三、 应试技巧

１． 客观题

客观题通常总体难度不高， 大部分题目能从教材中找到答案， 但有一部分题目有一定难

度， 这类题目或非常具有实务性， 或是对教材知识点的延伸， 或是来自于准则、 应用指南、 问

题解答的原文。
下面我们结合个别真题来分析一下客观题的特点：
（１）直接考查教材原文或纯粹的理论。
【例题·单选题】 下列各项中， 属于舞弊发生的首要条件的是（　 ）。
Ａ． 实施舞弊的动机或压力

Ｂ． 实施舞弊的机会

Ｃ． 为舞弊行为寻找借口的能力

Ｄ． 治理层和管理层对舞弊行为的态度

６００

作》， 对利用内部审计人员的工作内容进行了重新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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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考题不拘泥于审计教材， 更多注重考核执业准则、 执业准则应用指南的原文；
③考试注重对相关知识掌握的精确性， 主观题非常强调关键词语以准则或教材原文内容进

行答题。
３． 趋势预测

通过对近几年的试题分析， 预计 ２０２０ 年的试题整体难度保持适中， 客观题除少量题目与

实务相关构成一定难度外， 预计大部分题目来自于教材或准则； 简答题基本为分析性题目， 要

求考生正确运用相关准则， 就实际问题进行判断或分析； 综合题是难度最高的题型， 在命题上

会一贯保持理论结合实务的原则。

三、 应试技巧

１． 客观题

客观题通常总体难度不高， 大部分题目能从教材中找到答案， 但有一部分题目有一定难

度， 这类题目或非常具有实务性， 或是对教材知识点的延伸， 或是来自于准则、 应用指南、 问

题解答的原文。
下面我们结合个别真题来分析一下客观题的特点：
（１）直接考查教材原文或纯粹的理论。
【例题·单选题】 下列各项中， 属于舞弊发生的首要条件的是（　 ）。
Ａ． 实施舞弊的动机或压力

Ｂ． 实施舞弊的机会

Ｃ． 为舞弊行为寻找借口的能力

Ｄ． 治理层和管理层对舞弊行为的态度

６００

简答题总体难度适中， 但属于“绵里藏针”类型， 基本上每个题目都会设置个别“难点”“陷
阱”， 使得考生“难做又难舍”。 当然除了这些“难点”和“陷阱”外， 大部分题目考查的都是比较

常规的， 比如会计师事务所的质量控制、 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等内容， 而且考查角度及具体知

识点的设置也较为常见， 甚至一些考点与往年真题有所重复。 所以只要考生在学习过程中认真

听课做题， 拿到这部分分数不成问题。
另外， 个别题目可能会突破常见的考查范围， 比如在 ２０１７ 年的考试中考查了货币资金审

计当中除库存现金监盘、 银行存款函证之外的实质性程序的恰当与否的判断， 虽与我们常见的

知识点有所差距， 但是并不算对冷僻知识点的考查。 这就需要考生在平时学习的过程中进行全

面的学习， 这样遇到这类题目时， 才不至于慌了手脚。
最后， 提醒考生在书写简答题的理由的时候， 最好使用“专业术语”。 如果能够明确题目

考查的知识点， 将理由表述为对应教材的原文内容是最好的。 但这并不是一定的， 还需具体情

况具体分析。
３． 综合题

综合题以风险评估、 风险应对为主要思路， 设置大概 ５ 个资料。 前两个资料主要为了解到

的被审计单位的情况及相关财务数据， 要求据此识别风险， 指出相关报表项目及认定； 后续资

料主要考查风险应对过程中涉及的各种做法的判断， 涉猎面广泛， 最后往往考查完成审计工作

当中涉及的错报评价、 书面声明等内容。 通过 ５ 个资料将整个审计过程当中的要点进行考查。
除资料一、 资料二关系密切之外， 其他资料基本可单独拿出来作为一道简答题。 其中资料一和

资料二中涉及的内容大部分为会计知识， 这就要求考生要有一定的会计基础。 总之， 综合题不

愧于“综合”二字， 想要拿到综合题的 １９ 分， 对大多数考生来说， 着实不易， 需要考生充分储

备风险应对当中方方面面的知识， 以恰当运用。

四、 本书特点及备考建议

本书第一部分从总体上介绍教材基本结构、 分值分布及各章难易度、 应试技巧和备考建

议； 第二部分分章讲解核心考点， 通过介绍考点的基本内容， 辅以阶段性测试对相关知识点进

行测试， 并提供经典习题辅助练习； 第三部分跨章节主观题突破， 旨在提高各位考生跨章节综

合题的答题能力； 第四部分机考通关模拟试题， 以整套试卷的形式进行模拟训练， 为应考做足

准备。
最后提醒各位考生， 在审计的学习过程中注意以下几点。
１． 重在理解

对于重要的知识点“背”是必要的， 但是这种“背”绝不是死记硬背， 考生应在理解的基础

上加以记忆。
２． 勤思考， 多归纳

审计课程的考点很多， 容易混淆的点也非常多。 因此， 考生在复习过程中应注意归纳和

总结。
３． 在全面复习的基础上， 把握好重点知识

审计的考点非常多， 且考试考查得很全面， 因此考生必须全面系统地看书。 很多题目是综

合进行考查的， 考生应在全面复习的基础上把握好重点， 将这些知识融会贯通。
４． 适当做练习

在复习过程中， 做一些习题是必需的， 只有通过不断地练习， 才能发现自己薄弱的知识

８００

审计程序， 并获取了充分、 适当的审计

证据

Ｂ． 注册会计师在审计过程中是否保持了职

业怀疑

Ｃ． 注册会计师是否识别出舞弊导致的财务

报表重大错报

Ｄ． 注册会计师是否根据审计证据评价结

果出具了恰当的审计报告

１． Ｃ　 【解析】 由于固有风险等因素的存在，
审计提供的只是高水平的合理保证， 而不

是绝对保证。

２． Ｄ　 【解析】 注册会计师需要对职业判断作

出适当的书面记录， 但是并非其在审计过

程中 作 出 的 所 有 职 业 判 断 均 进 行 书 面

记录。
３． Ｃ　 【解析】 由于审计的固有限制， 即使注

册会计师按照审计准则的规定恰当计划和

执行了审计工作， 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财务

报表中的某些重大错报未被发现的风险。
完成审计工作后发现由于舞弊导致的财务

报表重大错报， 其本身并不表明注册会计

师没 有 按 照 审 计 准 则 的 规 定 执 行 审 计

工作。

一、 单项选择题

１． 下列有关财务报表审计的说法中， 错误的

是（　 ）。
Ａ． 财务报表审计的目的是改善财务报表

的质量或内涵

Ｂ． 财务报表审计的基础是独立性和专业性

Ｃ． 财务报表审计可以有效满足财务报表预

期使用者的需求

Ｄ． 财务报表审计提供的合理保证意味着

注册会计师可以通过获取充分、 适当的审

计证据消除审计风险

２． 下列关于财务报表审计和财务报表审阅的

区别的说法中， 错误的是（　 ）。
Ａ． 财务报表审计所需的审计证据的数量

多于财务报表审阅

Ｂ． 财务报表审计采用的证据收集程序少于

财务报表审阅

Ｃ． 财务报表审计提供的保证水平高于财务

报表审阅

Ｄ． 财务报表审计提出结论的方式与财务

报表审阅不同

３． 下列各项中， 通常不属于财务报表预期使

用者的是（　 ）。

Ａ． 被审计单位的管理层

Ｂ． 被审计单位的股东

Ｃ． 为被审计单位提供贷款的银行

Ｄ． 对被审计单位财务报表执行审计的注

册会计师

４． 下列各项业务中， 属于合理保证业务的

是（　 ）。
Ａ． 财务报表审计

Ｂ． 财务报表审阅

Ｃ． 预测性财务信息审核

Ｄ． 对财务信息执行商定程序

５． 下列与注册会计师审计有关的说法中， 错

误的是（　 ）。
Ａ． 财务报表审计的基础是注册会计师的

独立性和专业性

Ｂ． 注册会计师审计与政府审计的对象是一

致的

Ｃ． 审计不涉及为财务报表预期使用者如何

利用相关信息提供建议

Ｄ． 注册会计师职业界应了解期望差距并

尽可能缩小期望差距

６． 下列有关审计业务的说法中， 正确的

是（　 ）。

１２０

▶▶ 历年考情分析

本章作为注册会计师审计基本理论的重要内容， 可能以各种题型考查考生对本章基本概

念、 基本理论知识的理解。 近几年来， 每年均考查多个客观题， 同时在风险导向审计的综合题

中考查审计目标理论在实务中的运用。 考生应重点关注审计的保证程度、 审计要素、 审计目

标、 审计基本要求、 审计风险等知识点。

▶▶ 本章 ２０２０ 年考试主要变化

本章主要根据修订的《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１１０１ 号———注册会计师的总体目标和审

计工作的基本要求》， 对认定和具体审计目标的内容进行修改， 将原来“三大类”认定中的“与
列报和披露相关的认定”并入到“关于所审计期间各类交易、 事项及相关披露的认定”和“关于

期末账户余额及相关披露的认定”中， 构成了新的“两大类”认定， 并对应出新的具体审计目

标。 同时对涉及的其他内容在表述上进行了调整。

考点一　 审计的概念与

保证程度★
扫 我 解 疑 难

【例题 １·单选题】 （２０１９ 年）下列有关财务报

表审计的说法中， 错误的是（　 ）。
Ａ． 审计不涉及为如何利用信息提供建议

Ｂ． 审计的目的是增强预期使用者对财务报告

的信赖程度

Ｃ． 审计只提供合理保证， 不提供绝对保证

Ｄ． 审计的最终产品是审计报告和已审计财务

报表

【答案】 Ｄ

【解析】 审计的最终产品是审计报告。
【例题 ２·多选题】 （２０１８ 年）下列有关鉴证业

务保证程度的说法中， 正确的有（　 ）。
Ａ． 合理保证是高水平的保证， 有限保证是中

等水平的保证

Ｂ． 审计提供合理保证， 审阅和其他鉴证业务

提供有限保证

Ｃ． 合理保证所需证据的数量较多， 有限保证

所需证据的数量较少

Ｄ． 合理保证以积极方式提出结论， 有限保证

以消极方式提出结论

【答案】 ＣＤ
【解析】 选项 Ａ， 有限保证提供的是有意义水

平的保证； 选项 Ｂ， 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其

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３１０１ 号———历史财务信息

４１０

▶▶ 历年考情分析

本章作为注册会计师审计基本理论的重要内容， 可能以各种题型考查考生对本章基本概

念、 基本理论知识的理解。 近几年来， 每年均考查多个客观题， 同时在风险导向审计的综合题

中考查审计目标理论在实务中的运用。 考生应重点关注审计的保证程度、 审计要素、 审计目

标、 审计基本要求、 审计风险等知识点。

▶▶ 本章 ２０２０ 年考试主要变化

本章主要根据修订的《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１１０１ 号———注册会计师的总体目标和审

计工作的基本要求》， 对认定和具体审计目标的内容进行修改， 将原来“三大类”认定中的“与
列报和披露相关的认定”并入到“关于所审计期间各类交易、 事项及相关披露的认定”和“关于

期末账户余额及相关披露的认定”中， 构成了新的“两大类”认定， 并对应出新的具体审计目

标。 同时对涉及的其他内容在表述上进行了调整。

考点一　 审计的概念与

保证程度★
扫 我 解 疑 难

【例题 １·单选题】 （２０１９ 年）下列有关财务报

表审计的说法中， 错误的是（　 ）。
Ａ． 审计不涉及为如何利用信息提供建议

Ｂ． 审计的目的是增强预期使用者对财务报告

的信赖程度

Ｃ． 审计只提供合理保证， 不提供绝对保证

Ｄ． 审计的最终产品是审计报告和已审计财务

报表

【答案】 Ｄ

【解析】 审计的最终产品是审计报告。
【例题 ２·多选题】 （２０１８ 年）下列有关鉴证业

务保证程度的说法中， 正确的有（　 ）。
Ａ． 合理保证是高水平的保证， 有限保证是中

等水平的保证

Ｂ． 审计提供合理保证， 审阅和其他鉴证业务

提供有限保证

Ｃ． 合理保证所需证据的数量较多， 有限保证

所需证据的数量较少

Ｄ． 合理保证以积极方式提出结论， 有限保证

以消极方式提出结论

【答案】 ＣＤ
【解析】 选项 Ａ， 有限保证提供的是有意义水

平的保证； 选项 Ｂ， 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其

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３１０１ 号———历史财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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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项目 管理层认定 具体审计目标

分类 资产、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已记录于恰当的账户
确认资产、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已记录于恰当的

账户

列报

资产、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已被恰当地汇总或分解

且表述清楚， 相关披露在适用的财务报告编制基

础下是相关的、 可理解的

确认资产、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已被恰当地汇总

或分解且表述清楚， 相关披露在适用的财务报

告编制基础下是相关的、 可理解的

【知识点拨】 ①将以上认定与通过风险评

估程序所评估的认定层次的重大错报风险相

结合；
②将以上审计目标与财务报表各业务循

环中主要项目的实质性程序相结合， 即针对

具体审计项目， 考生应能够指出注册会计师

为实现该审计目标所应实施的实质性程序。

考点四　 审计基本要求★★
扫 我 解 疑 难

【例题 １·单选题】 （２０１８ 年）下列有关职业怀

疑的说法中， 错误的是（　 ）。
Ａ． 注册会计师应当在整个审计过程中保持职

业怀疑

Ｂ． 保持职业怀疑是注册会计师的必备技能

Ｃ． 保持职业怀疑可以使注册会计师发现所有

由于舞弊导致的错报

Ｄ． 保持职业怀疑是保持审计质量的关键要素

【答案】 Ｃ
【解析】 保持职业怀疑， 可以使注册会计师合

理发现由于错误和舞弊导致的重大错报， 而

并非所有错报。
【例题 ２·单选题】 （２０１７ 年）下列关于职业判

断的说法中， 错误的是（　 ）。
Ａ． 职业判断能力是注册会计师胜任能力的

核心

Ｂ． 注册会计师保持独立有助于提高职业判断

质量

Ｃ． 注册会计师工作的可辩护性是衡量职业判

断质量的重要方面

Ｄ． 注册会计师应当书面记录其在审计过程中

作出的所有职业判断

【答案】 Ｄ
【解析】 注册会计师需要对职业判断作出适当

的书面记录， 但是并非对在审计过程中作出

的所有职业判断均进行书面记录。

审计基本要求包括遵守审计准则、 遵守

职业道德守则、 保持职业怀疑、 合理运用职

业判断。 此处主要讲解保持职业怀疑和合理

运用职业判断两方面要求。
一、 保持职业怀疑

１． 职业怀疑的内涵

职业怀疑是指注册会计师执行审计业务

的一种态度， 包括采取质疑的思维方式， 对

可能表明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错报的情况保

持警觉， 以及对审计证据进行审慎评价。
２． 职业怀疑的要求

第一， 秉持质疑的理念。
第二， 对引起疑虑的情形保持警觉， 如：

相互矛盾的证据； 引起对文件记录和询问的

答复的可靠性产生怀疑的信息； 可能存在舞

弊的情况； 需要实施除审计准则规定外的其

他审计程序的情形。
第三， 审慎评价审计证据。 当存在相互

矛盾的审计证据时， 注册会计师需要作出进

一步调查。
第四， 客观评价管理层和治理层。 注册

会计师不应依赖以往对管理层和治理层诚信

形成的判断。
注意： 职业怀疑与职业道德基本原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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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难点精析

以题带点，深入解读真题

扫 我 做 试 题

一、 简答题

１． 本题考核知识点： 银行借款的函证、 函证

实施的时间、 函证能够证实的认定、 评价

管理层不实施函证的理由、 针对低估风险

的函证

ＡＢＣ 会计师事务所的 Ａ 注册会计师负责审

计甲公司 ２０１９ 年度财务报表。 审计工作底

稿中与函证相关的部分内容摘录如下：
（１）甲公司 ２０１９ 年末的一笔大额银行借款

已于 ２０２０ 年初到期归还。 Ａ 注册会计师检

查了还款凭证等支持性文件， 结果满意，
决定不实施函证程序， 并在审计工作底稿

中记录了不实施函证程序的理由。
（２）Ａ 注册会计师评估认为应收账款的重

大错报风险较高， 为尽早识别可能存在的

错报， 在期中审计时对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末

的余额实施了函证程序， 在期末审计时对

剩余期间的发生额实施了细节测试， 结果

满意。
（３）Ａ 注册会计师对应收乙公司的款项实

施了函证程序。 因回函显示无差异， Ａ 注

册会计师认可了管理层对应收乙公司款项

不计提坏账准备的处理。
（４）Ａ 注册会计师拟对甲公司应付丙公司

的款项实施函证程序。 因甲公司与丙公司

存在诉讼纠纷， 管理层要求不实施函证程

序。 Ａ 注册会计师认为其要求合理， 实施

了替代审计程序， 结果满意。
（５）Ａ 注册会计师评估认为应付账款存在

低估风险， 因此， 在询证函中未填列甲公

司账面余额， 而是要求被询证者提供余额

信息。
要求： 针对上述第（１）至（５）项， 逐项指出

Ａ 注册会计师的做法是否恰当。 如不恰当，
简要说明理由。

２． 本题考核知识点： 审计工作底稿通常不包

括的内容、 审计工作底稿归档后的变动、
审计工作底稿的保存期限、 现金监盘、 评

价会计估计的合理性并确定错报

甲公司为 ＡＢＣ 会计师事务所的常年审计客

户， Ａ 注册会计师负责对甲公司 ２０１８ 年度

财务报表进行审计。 与审计工作底稿相关

的部分事项如下：
（１）Ａ 注册会计师发现甲公司有虚减成本

的舞弊风险， 并将其作为重大事项记录在

审计工作底稿中， 而后 Ａ 注册会计师阅读

甲公司的纳税记录， 发现与虚减成本的舞

弊风险不一致， 经详查是甲公司纳税记录

有误， Ａ 注册会计师将甲公司的纳税记录

情况以及虚减成本的舞弊风险等内容详细

记录于工作底稿。
（２）２０１８ 年年末， 甲公司厂房发生重大火

灾， 甲公司管理层根据保险合同和损失情

况确认了应收理赔款 １５０ 万元， Ａ 注册会

计师在有相关证据支持的情况下， 作出的

区间估计为 ５０ 万元至 １００ 万元， 据此认为

应收账款存在多计 ５０ 万元的事实错报。
（３）考虑到甲公司现金收支业务较少， 基

１６３

强化解题能力，速查漏补缺

模拟试卷（二）

一、 单项选择题（本题型共 ２５ 小题， 每题 １ 分，
共 ２５ 分。 每题只有一个正确答案， 请从每题的

备选答案中选出一个你认为正确的答案。）
１． 如果已在财务报表中披露的某事项不会导

致发表非无保留意见， 也未被确定为将要

在审计报告中沟通的关键审计事项， 但根

据职业判断认为对财务报表使用者理解财

务报表至关重要的， 注册会计师的下列做

法中恰当的是（　 ）。
Ａ． 在审计报告中增加强调事项段描述

Ｂ． 在审计报告中增加其他事项段描述

Ｃ． 在审计报告中的“形成审计意见的基

础”段进行描述

Ｄ． 在审计报告中的“关键审计事项”段进

行描述

２． 下列有关注册会计师在实施分析程序时的

说法中， 错误的是（　 ）。
Ａ． 实质性分析程序仅仅是细节测试的一

种补充

Ｂ． 当使用分析程序比细节测试能更有效地

将认定层次的检查风险降至可接受的水平

时， 分析程序可以用作实质性程序

Ｃ． 在风险评估过程中使用分析程序的目的

在于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并评估财务

报表层次和认定层次的重大错报风险

Ｄ． 在审计结束或临近结束时， 注册会计

师运用分析程序的目的是确定财务报表整

体是否与其对被审计单位的了解一致

３． 如果识别出由于舞弊导致的影响存货数量

的重大错报风险， 下列应对措施中， 针对

性较差的是（　 ）。
Ａ． 在不预先通知的情况下对特定存放地

点的存货实施监盘

Ｂ． 在同一天对所有存放地点的存货实施

监盘

Ｃ． 在连续审计中， 注册会计师可以考虑在

不同期间的审计中变更所选择实施监盘的

地点

Ｄ． 对以往进行监盘的存货进行复盘

４． 注册会计师计划实施审计抽样， 从而获取

充分、 适当的审计证据， 下列说法中正确

的是（　 ）。
Ａ． 注册会计师应当根据具体情况并运用

职业判断， 确定使用统计抽样或非统计抽

样方法， 以最有效率地获取审计证据

Ｂ． 审计抽样适用于控制测试和实质性程序

中的所有审计程序

Ｃ． 统计抽样和非统计抽样方法的选用， 影

响运用于样本的审计程序的选择

Ｄ． 注册会计师采用不适当的审计程序可

能导致抽样风险

５． 集团项目组通过集团管理层获取了重大敏

感信息， 该信息可能对组成部分财务报表

产生重大影响而组成部分管理层尚未知

悉。 集团管理层要求集团项目组对该信息

保密， 集团项目组的下列处理中， 错误的

是（　 ）。
Ａ． 要求集团管理层将该信息告知组成部

分管理层

Ｂ． 如果集团管理层拒绝向组成部分管理层

通报， 与集团治理层沟通

Ｃ． 如果该事项没有得到解决， 集团项目组

在遵守保密原则的前提下， 建议组成部分

注册会计师在该事项未得到解决前， 不对

组成部分财务报表发表意见

Ｄ． 如果该事项没有得到解决， 视为审计

范围受到限制， 出具保留或无法表示意见

的审计报告

６． 在制定财务报表整体重要性水平时， 需要

确定适当的百分比， 以下关于确定百分比

的说法中， 错误的是（　 ）。
Ａ． 当财务报表含有高度不确定性的大额

估计， 注册会计师可能需要考虑制定一个

较低的重要性水平

Ｂ． 在确定百分比时需要考虑财务报表使用

者对基准数据的敏感程度

Ｃ． 如果被审计单位为公众利益实体， 制定

５９３

扫 我 做 试 题

模拟试题（一）

一、 单项选择题（本题型共 ２５ 小题， 每题 １ 分，
共 ２５ 分。 每题只有一个正确答案， 请从每题的

备选答案中选出一个你认为正确的答案。）
１． 关于审计重要性， 下列说法中错误的

是（　 ）。
Ａ． 注册会计师在制定具体审计计划时，
应当确定财务报表整体的重要性

Ｂ． 注册会计师在确定重要性水平时， 不需

要考虑与具体项目计量相关的固有不确

定性

Ｃ． 实际执行的重要性可能是一个或多个

金额

Ｄ． 注册会计师在审计过程中发现， 实际

财务成果与最初确定财务报表整体重要性

时使用的预期本期财务成果相比存在很大

差异， 则需要修改重要性

２． 下列关于审计业务与审阅业务的说法中，
正确的是（　 ）。
Ａ． 审计业务提供绝对保证， 审阅业务提

供合理保证

Ｂ． 审计业务的检查风险较高， 审阅业务的

检查风险较低

Ｃ． 审计业务所需证据数量比审阅业务所需

证据数量少

Ｄ． 经过审计的财务报表的可信性比经过

审阅的财务报表的可信性高

３． 下列关于控制测试的说法中， 正确的

是（　 ）。
Ａ． 检查非常适用于测试留有书面证据的

控制运行情况

Ｂ． 观察程序适用于所有控制测试

Ｃ． 询问本身可以为测试控制运行的有效性

提供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Ｄ． 分析程序可以用于控制测试

４． 下列有关货币单元抽样的说法中， 错误的

是（　 ）。
Ａ． 货币单元抽样不适用于测试总体的

低估

Ｂ． 货币单元抽样适用于从大规模总体中选

取大金额样本

Ｃ． 当预计总体错报的金额增加时， 货币单

元抽样的样本规模可能大于传统变量抽样

所需的规模

Ｄ． 确定货币单元抽样的样本规模时需要

考虑被审计金额的预计变异性

５． 下 列 关 于 职 业 怀 疑 的 说 法 中 错 误 的

是（　 ）。
Ａ． 职业怀疑在本质上要求秉持一种质疑

的理念

Ｂ． 职业怀疑要求对相互矛盾的审计证据保

持警觉

Ｃ． 职业怀疑要求假设管理层是不诚信的

Ｄ． 职业怀疑要求审慎评价审计证据

６． 下 列 各 项 中， 无 须 列 入 书 面 声 明 的

是（　 ）。
Ａ． 管理层已向注册会计师提供所有相关

信息并允许注册会计师不受限制地接触所

有相关信息以及被审计单位内部人员或其

他相关人员

Ｂ． 被审计单位将及时支付审计费用

Ｃ． 管理层和治理层认可其设计、 执行和

维护内部控制以防止和发现舞弊的责任

Ｄ． 管理层认为在作出会计估计时使用的

重要假设是合理的

７． 下列各项中， 不属于应在审计报告的“审
计意见”段中说明的内容是（　 ）。

５８３

扫 我 做 试 题

模拟试题（一）

一、 单项选择题（本题型共 ２５ 小题， 每题 １ 分，
共 ２５ 分。 每题只有一个正确答案， 请从每题的

备选答案中选出一个你认为正确的答案。）
１． 关于审计重要性， 下列说法中错误的

是（　 ）。
Ａ． 注册会计师在制定具体审计计划时，
应当确定财务报表整体的重要性

Ｂ． 注册会计师在确定重要性水平时， 不需

要考虑与具体项目计量相关的固有不确

定性

Ｃ． 实际执行的重要性可能是一个或多个

金额

Ｄ． 注册会计师在审计过程中发现， 实际

财务成果与最初确定财务报表整体重要性

时使用的预期本期财务成果相比存在很大

差异， 则需要修改重要性

２． 下列关于审计业务与审阅业务的说法中，
正确的是（　 ）。
Ａ． 审计业务提供绝对保证， 审阅业务提

供合理保证

Ｂ． 审计业务的检查风险较高， 审阅业务的

检查风险较低

Ｃ． 审计业务所需证据数量比审阅业务所需

证据数量少

Ｄ． 经过审计的财务报表的可信性比经过

审阅的财务报表的可信性高

３． 下列关于控制测试的说法中， 正确的

是（　 ）。
Ａ． 检查非常适用于测试留有书面证据的

控制运行情况

Ｂ． 观察程序适用于所有控制测试

Ｃ． 询问本身可以为测试控制运行的有效性

提供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Ｄ． 分析程序可以用于控制测试

４． 下列有关货币单元抽样的说法中， 错误的

是（　 ）。
Ａ． 货币单元抽样不适用于测试总体的

低估

Ｂ． 货币单元抽样适用于从大规模总体中选

取大金额样本

Ｃ． 当预计总体错报的金额增加时， 货币单

元抽样的样本规模可能大于传统变量抽样

所需的规模

Ｄ． 确定货币单元抽样的样本规模时需要

考虑被审计金额的预计变异性

５． 下 列 关 于 职 业 怀 疑 的 说 法 中 错 误 的

是（　 ）。
Ａ． 职业怀疑在本质上要求秉持一种质疑

的理念

Ｂ． 职业怀疑要求对相互矛盾的审计证据保

持警觉

Ｃ． 职业怀疑要求假设管理层是不诚信的

Ｄ． 职业怀疑要求审慎评价审计证据

６． 下 列 各 项 中， 无 须 列 入 书 面 声 明 的

是（　 ）。
Ａ． 管理层已向注册会计师提供所有相关

信息并允许注册会计师不受限制地接触所

有相关信息以及被审计单位内部人员或其

他相关人员

Ｂ． 被审计单位将及时支付审计费用

Ｃ． 管理层和治理层认可其设计、 执行和

维护内部控制以防止和发现舞弊的责任

Ｄ． 管理层认为在作出会计估计时使用的

重要假设是合理的

７． 下列各项中， 不属于应在审计报告的“审
计意见”段中说明的内容是（　 ）。

５８３

模拟试卷（二）

一、 单项选择题（本题型共 ２５ 小题， 每题 １ 分，
共 ２５ 分。 每题只有一个正确答案， 请从每题的

备选答案中选出一个你认为正确的答案。）
１． 如果已在财务报表中披露的某事项不会导

致发表非无保留意见， 也未被确定为将要

在审计报告中沟通的关键审计事项， 但根

据职业判断认为对财务报表使用者理解财

务报表至关重要的， 注册会计师的下列做

法中恰当的是（　 ）。
Ａ． 在审计报告中增加强调事项段描述

Ｂ． 在审计报告中增加其他事项段描述

Ｃ． 在审计报告中的“形成审计意见的基

础”段进行描述

Ｄ． 在审计报告中的“关键审计事项”段进

行描述

２． 下列有关注册会计师在实施分析程序时的

说法中， 错误的是（　 ）。
Ａ． 实质性分析程序仅仅是细节测试的一

种补充

Ｂ． 当使用分析程序比细节测试能更有效地

将认定层次的检查风险降至可接受的水平

时， 分析程序可以用作实质性程序

Ｃ． 在风险评估过程中使用分析程序的目的

在于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并评估财务

报表层次和认定层次的重大错报风险

Ｄ． 在审计结束或临近结束时， 注册会计

师运用分析程序的目的是确定财务报表整

体是否与其对被审计单位的了解一致

３． 如果识别出由于舞弊导致的影响存货数量

的重大错报风险， 下列应对措施中， 针对

性较差的是（　 ）。
Ａ． 在不预先通知的情况下对特定存放地

点的存货实施监盘

Ｂ． 在同一天对所有存放地点的存货实施

监盘

Ｃ． 在连续审计中， 注册会计师可以考虑在

不同期间的审计中变更所选择实施监盘的

地点

Ｄ． 对以往进行监盘的存货进行复盘

４． 注册会计师计划实施审计抽样， 从而获取

充分、 适当的审计证据， 下列说法中正确

的是（　 ）。
Ａ． 注册会计师应当根据具体情况并运用

职业判断， 确定使用统计抽样或非统计抽

样方法， 以最有效率地获取审计证据

Ｂ． 审计抽样适用于控制测试和实质性程序

中的所有审计程序

Ｃ． 统计抽样和非统计抽样方法的选用， 影

响运用于样本的审计程序的选择

Ｄ． 注册会计师采用不适当的审计程序可

能导致抽样风险

５． 集团项目组通过集团管理层获取了重大敏

感信息， 该信息可能对组成部分财务报表

产生重大影响而组成部分管理层尚未知

悉。 集团管理层要求集团项目组对该信息

保密， 集团项目组的下列处理中， 错误的

是（　 ）。
Ａ． 要求集团管理层将该信息告知组成部

分管理层

Ｂ． 如果集团管理层拒绝向组成部分管理层

通报， 与集团治理层沟通

Ｃ． 如果该事项没有得到解决， 集团项目组

在遵守保密原则的前提下， 建议组成部分

注册会计师在该事项未得到解决前， 不对

组成部分财务报表发表意见

Ｄ． 如果该事项没有得到解决， 视为审计

范围受到限制， 出具保留或无法表示意见

的审计报告

６． 在制定财务报表整体重要性水平时， 需要

确定适当的百分比， 以下关于确定百分比

的说法中， 错误的是（　 ）。
Ａ． 当财务报表含有高度不确定性的大额

估计， 注册会计师可能需要考虑制定一个

较低的重要性水平

Ｂ． 在确定百分比时需要考虑财务报表使用

者对基准数据的敏感程度

Ｃ． 如果被审计单位为公众利益实体， 制定

５９３



上　　册

第一部分　命题趋势预测及应试技巧

2020 年命题趋势预测及应试技巧 003

一、大纲内容概述　 ／ ／ ００３

二、命题规律　 ／ ／ ００６

三、学习方法　 ／ ／ ００６

第二部分　核心考点精析及习题训练

第1 章　财务管理基本原理 011

考情分析　 ／ ／ ０１１

核心考点及经典例题详解　 ／ ／ ０１１

本章综合练习　 ／ ／ ０２０

本章综合练习参考答案及详细解析　 ／ ／ ０２１

第2 章　财务报表分析和财务预测 024

考情分析　 ／ ／ ０２４

核心考点及经典例题详解　 ／ ／ ０２４

本章综合练习　 ／ ／ ０３７

本章综合练习参考答案及详细解析　 ／ ／ ０４４

Ⅰ



第3 章　价值评估基础 051

考情分析　 ／ ／ ０５１

核心考点及经典例题详解　 ／ ／ ０５１

本章综合练习　 ／ ／ ０６３

本章综合练习参考答案及详细解析　 ／ ／ ０６９

第4 章　资本成本 074

考情分析　 ／ ／ ０７４

核心考点及经典例题详解　 ／ ／ ０７４

本章综合练习　 ／ ／ ０８２

本章综合练习参考答案及详细解析　 ／ ／ ０８７

第5 章　投资项目资本预算 091

考情分析　 ／ ／ ０９１

核心考点及经典例题详解　 ／ ／ ０９１

本章综合练习　 ／ ／ １００

本章综合练习参考答案及详细解析　 ／ ／ １０８

第6 章　债券、 股票价值评估 116

考情分析　 ／ ／ １１６

核心考点及经典例题详解　 ／ ／ １１６

本章综合练习　 ／ ／ １２１

本章综合练习参考答案及详细解析　 ／ ／ １２４

第7 章　期权价值评估 128

考情分析　 ／ ／ １２８

核心考点及经典例题详解　 ／ ／ １２８

本章综合练习　 ／ ／ １３９

本章综合练习参考答案及详细解析　 ／ ／ １４３

Ⅱ



第8 章　企业价值评估 147

考情分析　 ／ ／ １４７

核心考点及经典例题详解　 ／ ／ １４７

本章综合练习　 ／ ／ １５３

本章综合练习参考答案及详细解析　 ／ ／ １５６

第9 章　资本结构 160

考情分析　 ／ ／ １６０

核心考点及经典例题详解　 ／ ／ １６０

本章综合练习　 ／ ／ １６６

本章综合练习参考答案及详细解析　 ／ ／ １６９

第10 章　长期筹资 173

考情分析　 ／ ／ １７３

核心考点及经典例题详解　 ／ ／ １７３

本章综合练习　 ／ ／ １８０

本章综合练习参考答案及详细解析　 ／ ／ １８６

第11 章　股利分配、 股票分割与股票回购 192

考情分析　 ／ ／ １９２

核心考点及经典例题详解　 ／ ／ １９２

本章综合练习　 ／ ／ １９９

本章综合练习参考答案及详细解析　 ／ ／ ２０３

下　　册　　　　

第12 章　营运资本管理 207

考情分析　 ／ ／ ２０７

核心考点及经典例题详解　 ／ ／ ２０７

本章综合练习　 ／ ／ ２１５

本章综合练习参考答案及详细解析　 ／ ／ ２２２

Ⅲ



第13 章　产品成本计算 229

考情分析　 ／ ／ ２２９

核心考点及经典例题详解　 ／ ／ ２２９

本章综合练习　 ／ ／ ２３６

本章综合练习参考答案及详细解析　 ／ ／ ２４７

第14 章　标准成本法 256

考情分析　 ／ ／ ２５６

核心考点及经典例题详解　 ／ ／ ２５６

本章综合练习　 ／ ／ ２６０

本章综合练习参考答案及详细解析　 ／ ／ ２６３

第15 章　作业成本法 267

考情分析　 ／ ／ ２６７

核心考点及经典例题详解　 ／ ／ ２６７

本章综合练习　 ／ ／ ２７０

本章综合练习参考答案及详细解析　 ／ ／ ２７６

第16 章　本量利分析 280

考情分析　 ／ ／ ２８０

核心考点及经典例题详解　 ／ ／ ２８０

本章综合练习　 ／ ／ ２８６

本章综合练习参考答案及详细解析　 ／ ／ ２９０

第17 章　短期经营决策 294

考情分析　 ／ ／ ２９４

核心考点及经典例题详解　 ／ ／ ２９４

本章综合练习　 ／ ／ ２９７

本章综合练习参考答案及详细解析　 ／ ／ ３００

Ⅳ



第18 章　全面预算 304

考情分析　 ／ ／ ３０４

核心考点及经典例题详解　 ／ ／ ３０４

本章综合练习　 ／ ／ ３１２

本章综合练习参考答案及详细解析　 ／ ／ ３１６

第19 章　责任会计 322

考情分析　 ／ ／ ３２２

核心考点及经典例题详解　 ／ ／ ３２２

本章综合练习　 ／ ／ ３２６

本章综合练习参考答案及详细解析　 ／ ／ ３２８

第20 章　业绩评价 330

考情分析　 ／ ／ ３３０

核心考点及经典例题详解　 ／ ／ ３３０

本章综合练习　 ／ ／ ３３５

本章综合练习参考答案及详细解析　 ／ ／ ３３７

第21 章　管理会计报告 340

考情分析　 ／ ／ ３４０

核心考点及经典例题详解　 ／ ／ ３４０

本章综合练习　 ／ ／ ３４２

本章综合练习参考答案及详细解析　 ／ ／ ３４３

第三部分　跨章节主观题突破

跨章节主观题 347

跨章节主观题参考答案及解析 358

Ⅴ



第四部分　机考通关模拟试题演练

机考通关模拟试题 369

模拟试卷（一）　 ／ ／ ３６９

模拟试卷（二）　 ／ ／ ３７６

机考通关模拟试题参考答案及解析 383

模拟试卷（一）参考答案及详细解析　 ／ ／ ３８３

模拟试卷（二）参考答案及详细解析　 ／ ／ ３８８

附录　系数表

Ⅵ







日月更替， 岁月如梭， 我们共同迎来了特殊的 ２０２０ 年。 温暖的春风已经吹散了疫情的阴

霾， 崭新的希望在每位同学心中涌动， 是的， 当你翻开这一页， 便意味着站在了新的起跑线

上， 目标就在前方， 奋斗就在当下。 这一年， 注定是付出的一年， 付出汗水， 付出时间， 同

时， 也注定是收获的一年， 收获证书， 收获成功。 做好准备， 让我们一起开启一段难忘而精彩

的注会备考旅程吧！
就《财务成本管理》这个科目而言， 颇具特色， 公式多， 计算多， 方法多， 似乎成为了它

的标签， 加之考场上题量大， 时间紧， 很多同学是谈财管变色， 内心是拒绝的， 情绪是烦躁

的。 真的是这样吗？ 其实不然， 君不见， 每年成绩公布， 很多同学得了高分， 是他们智力超

群， 还是天赋异能？ 都不是， 真正的原因是： 一方面， 是他们付出了很多， 投入了大量的时间

和精力， 另一方面， 他们也确实掌握了比较有效的学习方法。
基于以上， 在正式学习之前， 有必要对考试情况进行概率性的把握， 对学习方法， 进行简

要的提示。

一、 大纲内容概述

（一）知识体系

《财务成本管理》共分为三大部分， 分别为财务管理、 成本计算和管理会计。 其中， 财务

管理是核心， 内容多难度大， 是成功通过考试的关键； 成本计算内容单一， 难度较低， 考核点

也相对突出， 容易把握； 管理会计内容较为宽泛， 但难度有限， 具有面广易掌握的特点。 三部

分的内容框架体系如下：

财务管理

第一章　 财务管理基本原理

第二章　 财务报表分析和财务预测　 } 基础导论

第三章　 价值评估基础　

第四章　 资本成本 } 估价基础

第五章　 投资项目资本预算

第六章　 债券、 股票价值评估　

第七章　 期权价值评估

第八章　 企业价值评估

ü

þ

ý

ï
ï

ï
ï

价值评估

第九章　 资本结构

第十章　 长期筹资

第十一章　 股利分配、 股票分割与股票回购　
} 长期筹资

第十二章　 营运资本管理　 　 营运资本

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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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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ï
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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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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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计算

第十三章　 产品成本计算

第十四章　 标准成本法

第十五章　 作业成本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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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会计

第十六章　 本量利分析

第十七章　 短期经营决策

第十八章　 全面预算

第十九章　 责任会计

第二十章　 业绩评价

第二十一章　 管理会计报告

ì

î

í

ï
ï
ïï

ï
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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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财务管理部分

（１）基础导论部分， 本部分包含了财务管理基本原理、 财务报表分析和财务预测两章， 财

务管理基本原理内容不多， 但作为开篇之章， 是“财务管理”部分的“总纲”， 涉及到的基本概

念、 基本理论在后面章节中都会灵活运用， 所以应当有所理解； 主要考点有财务管理的目标、
利益冲突的协调、 资本市场效率等。 财务分析和预测部分是后续章节（如企业价值评估）的基

础知识， 涉及到的考点有财务报表分析指标的计算， 销售百分比法、 增长率（内含、 可持续）
的计算、 外部资本需求的测算等内容。

（２）估价基础部分， 本部分包含了价值评估基础和资本成本两章， 其中， 价值评估基础主

要介绍了利率、 货币时间价值、 风险与报酬等内容， 解决了价值评估过程中折现方法、 风险衡

量两大问题， 和后面章节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是资本成本、 价值评估、 资本预算内容的基础，
学习的时候应该力求掌握运用。 资本成本部分介绍了资本成本确定的相关问题， 主要解决价值

评估中“折现率”参数的确定， 属于基础性章节。
（３）价值评估部分， 本部分包括了投资项目资本预算、 证券价值评估、 期权价值评估和企

业价值评估四章内容。 该部分内容多， 难度大， 是对前面基础知识的灵活运用， 分值比例也较

高， 出主观题概率较大。 投资项目资本预算主要是对项目投资进行评估， 内容广泛， 需要解决

项目现金流量的确定、 折现率的估计、 评价指标的计算等问题。 证券价值评估是使用折现原理

对公司债券、 普通股和优先股进行价值评估， 是对前面章节基础原理的运用， 难度不大。 主要

的考点有价值评估方法、 价值的影响因素、 报酬率（收益率）的计算。 期权价值评估是本科目

学习中的一个难点， 涉及到的原理、 模型较多， 内容抽象。 近些年来， 常以计算分析题的形式

进行考核， 但试题难度不大。 企业价值评估介绍了两种典型的评估模型， 一是在解决企业的

“现金流量”“折现率”两个要素基础上， 用现金流量模型计算价值； 二是根据“可比公司”的具

体参数， 计算企业的“相对价值”。
（４）长期筹资部分， 本部分包括了资本结构、 长期筹资、 股利分配、 股票分割与回购三

章。 资本结构部分内容不多， 难度不大， 属于学习容易、 考试简单的章节， 主要的考点有： 资

本结构理论、 资本结构决策方法、 杠杆原理。 长期筹资是重点章节， 很多内容需要在理解的基

础上予以掌握， 尤其是发行附认股权证债券、 发行可转债筹资的成本计算， 租赁方案的决策，
既是重点， 也是难点。 股利分配、 股票分割与股票回购是非重点章， 内容不多， 计算相对简

单。 学习中， 注重对典型题目的演练即可， 考点有股利分配理论及政策、 制定股利分配政策应

考虑的因素、 股票分割与股票回购等。
（５）营运资本部分， 本部分只有一章， 主要探讨了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的管理。 内容较

多， 主要围绕“营运资本＝流动资产－流动负债”公式中各要素展开， 介绍了现金、 应收账款和

存货等流动资产管理， 短期借款、 商业信用等短期负债管理。 各部分内容之间横向联系较少，
独立成体系， 属于“组合型”的知识， 学习难度较低。 本章题目零散， 但都属于应得分值， 务

必尽量拿分。

４００



　 　 ２ 成本计算部分

本部分包括产品成本计算、 作业成本法和标准成本法三章。 产品成本计算是本部分的核心

章节， 学习的时候要注重对表格计算的把握， 本章的很多方法都需要通过题目练习来予以解

决， 需要亲力亲为做题， 而不是停留在表面“看题”。 主要考点包括辅助生产费用分配、 完工

产品与在产品的成本分配方法、 分批法、 逐步结转分步法、 平行结转分步法等。
标准成本法内容不多， 考点突出， 难度不大， 学习任务相对轻松， 主要的考点有成本差异

计算、 变动成本差异形成的原因、 标准成本的含义及制定。
作业成本法， 由于在实务工作中接触较少， 故有些概念显得比较晦涩难懂。 从历年的考试

情况来看， 本章分值不多， 可以考核客观题， 也可以和其他章节结合考主观题， 但总体难度都

不是很大。
３ 管理会计部分

本部分涉及到本量利分析、 短期经营决策、 全面预算、 责任会计、 业绩评价和管理会计报

告共计六章。 本量利分析涉及到计算性的题目较多。 学习的时候抓住本量利的基本公式即可，
大量的公式可据此展开； 重要考点包括各种成本特征、 利润的计算方法、 盈亏临界点、 安全边

际和敏感系数的计算等。 短期经营决策是本量利分析的拓展和运用， 主要围绕生产决策和定价

决策两方面内容展开， 学习方法上应该以例题为主线， 以此理解并掌握多种决策思路和方法。
全面预算属于重点章节， 学习中要注意预算之间的逻辑关系， 建立预算的整体体系； 重要考点

有预算编制的方法、 销售预算、 直接材料预算和现金预算的编制。 责任会计属于非重点章， 记

忆性的内容较多， 涉及到计算的是三种责任中心的评价指标。 业绩评价主要围绕经济增加值展

开， 主要考点有各种经济增加值的区别； 经济增加值的计算， 经济增加值评价的优点和缺点。
管理会计报告的重要考点包括责任中心（成本、 利润和投资）业绩报告的基本形式、 质量成本

的分类等， 属于非重点的内容。
（二）近五年各章分值分布

章节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５ 年 平均值

第 １ 章 ０ １ ５ ２ ４ ３ ５ ２ ２

第 ２ 章 ６ ５ １３ ５ ８ １３ ９ ５ １０ １

第 ３ 章 ３ ５ ３ ５ ５ ８ １ ５ ４ ３

第 ４ 章 ６ ５ ３ ５ ８ ６ ５ ４ ５ ７

第 ５ 章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２ １６ ５ １１ ７

第 ６ 章 ５ ５ ５ ５ ３ ５ ４ ２ ４ １

第 ７ 章 ３ ５ ６ ４ ９ ５ １０ ６ ６

第 ８ 章 ８ １ ５ ２ １ ５ １ ５ ２ ９

第 ９ 章 ２ １０ ３ ３ ３ ５ ４ ３

第 １０ 章 ８ ５ １ ５ ２ ５ ３ ５ ４ １

第 １１ 章 ８ ３ ５ ３ １ ５ ３ ５ ３ ９

第 １２ 章 ３ ５ ２ ６ ５ ３ ５ ３ ３ ７

第 １３ 章 ３ ５ ５ ８ ８ ８ ６ ５

５００



续表

章节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５ 年 平均值

第 １４ 章 ３ ５ ３ ５ １ ５ ３ ５ ５ ３ ４

第 １５ 章 １０ ４ ３ ５ １ ５ ２ ４ ２

第 １６ 章 ８ ３ ５ １１ ９ ５ ７ ５ ７ ９

第 １７ 章 ４ ５ ８ ５ ４ ０ ０ ３ ４

第 １８ 章 １ ５ ８ ９ ５ ２ ２ ４ ６

第 １９ 章 ０ １ ５ １ ５ ２ １ ５ １ ３

第 ２０ 章 ２ ２ ２ ２ ８ ３ ２

第 ２１ 章 ２ １ ５ ２ ０ ０ １ １

二、 命题规律

从近几年的考题来看， 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规律：
（一）考查内容全面， 几乎章章有题目

从每年真题可以看出， 出题面广泛， 原则上每一章都会“雨露均沾”， 都会在考试中予以

体现。
（二）重者恒重， 热点依旧

考试的重点章节， 每年分数都较多， 如项目投资决策、 企业价值评估、 长期筹资、 产品成

本计算、 全面预算等， 主观题非常青睐这些内容。
（三）主观题考核相对单一

主观题尤其是计算分析题的考核， 逐渐从多知识点过渡到少量知识点甚至特定知识点的考

核。 计算分析题涉及到跨章节的情况有所减少。
（四）题量大， 计算繁琐

每年财管考试都存在“时间紧， 计算多”的情况， 很多同学没有在规定的时间顺利答完题

目， 这也是该科目通过率较低的原因之一。
（五）出题角度灵活多样

在主观题的考核中， 改变了以前“计算指标－得出结论”的单一模式， 在个别题目中， 已经

改变为“计算指标－分析问题－得出结论”的模式， 答案的自由度更大， 对考生就具体问题分析

的能力要求更高。

三、 学习方法

（一）关于教材

教材是考试命题的根本， 是整个复习备考和教学工作的基础， 同学们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教材中的例题， 是决策方法、 评价指标、 分析思路的具体化， 实战化， 考生应该熟练掌握， 最

好能在听课学习之后， 亲力亲为地理思路， 做答案， 这对把握整个教材大有裨益。
（二）关于公式

谈到《财务成本管理》， 公式一定绕不过去， 全教材的公式数以百计。 提及公式， 很多同

学脑海中就出现一个字“背”， 这种学习方法效果并不好， 如果“背”下来了， 但是不会在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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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中运用， 结果依然是“零”。 对于公式， 一定要“理解”， 理解的方式有很多， 听课， 做题，
总结等， 都是可以达到掌握公式的目的。 如“本量利分析”中， 教材涉及的公式大约有二十多

个， 但是如果同学们掌握了该部分的“核心公式”， 通过公式的推导， 很多由核心公式衍生的

公式也就迎刃而解。 公式不在于“背”， 而是在于“理解”。
（三）关于听课和做题的关系

很多同学喜欢听课， 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听课上， 一遍又一遍， 诚然， 听课很重要， 可以

说是入门之路。 刚开始做陌生的题目， 很多同学觉得“痛不欲生”———题目看不懂， 思路理不

清， 公式不会用， 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智商， 其实， 这种状态是每位同学都会经历的， 从听懂

课， 到会做题， 这是一个质的变化。 第一遍， 可以看着答案理解题目， 还不懂， 通过网校答疑

板予以解决， 这是一个痛苦的阶段， 同学们会“备受煎熬”， 但只要坚持， 成功的大门就向你

打开了一半。
（四）关于时间安排

每位同学的时间和精力都是宝贵的， 也是有限的， 要在繁重的工作和生活中， 再抽

出时间来进行学习， 本身就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但， 请你坚信你的未来一定会比

别人更美好。 想比别人更优秀， 就需要合理安排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把尽量多的时间和

精力投入到学习中来。 在备考过程中， 让每一分钟都发挥它最大的功效。 目的明确， 方

向清晰， 教材之外的内容不要纠缠， 思考问题一律以教材表述为依据， 因为批卷时一定

认为教材的说法是正确的。
（五）关于遗忘

很多同学在学习过程中， 都会出现如下状态： “备考前半程， 看看后面， 何时才能结束？”
“复习到后半程， 看看前面， 好像全部都忘光”， 经常发出感叹———“时间都去哪里了”， 复习

效果———“都不知道是我在看书， 还是书在看我”， 总觉得遗忘太快， 效果不好。 其实， 几个

月的备考， 我们都在做同样的一件事情———和遗忘作斗争， 而斗争最好的方法就是反复， 所以

在复习备考中， 同学们应该牢记“温故而知新”， 及时复习， 及时巩固， 争取做到“小步快跑常

回头”。
最后， 衷心祝福每一位怀揣梦想并为之奋斗的同学们， 光阴不负坚持， 岁月善待自律。 在

奋斗之旅前行的你， 必将破茧而出， ２０２０ 年必定会“梦想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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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年考情分析

本章作为全教材的开篇之章， 内容不多， 难度较低， 但其涉及到的基本概念， 基本理论在

后面章节中都会灵活运用， 所以应当有所理解。 主要考点有财务管理的目标、 利益冲突的协

调、 资本市场效率等。
从历年考试情况来看， 常以客观题的形式考查， 分值一般在 ２ 分左右， 属于非重点章节。

▶▶ 本章 ２０２０ 年考试主要变化

合伙企业的相关表述变更。

考点一　 企业的组织形式★①

扫 我 解 疑 难

【例题·单选题】 某上市公司职业经理人在任

职期间不断提高在职消费， 损害股东利益。

这一现象所揭示的公司制企业的缺点主要

是（　 ）。
Ａ． 产权问题 Ｂ． 激励问题

Ｃ． 代理问题 Ｄ． 责任分配问题

【答案】 Ｃ
【解析】 代理问题指的是所有者和经营者分开

后， 经营者成为代理人， 所有者成为委托人，
代理人可能为了自身利益而伤害委托人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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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企业的概念

企业是依法设立的， 以营利为目的， 运

用各种生产要素， 向市场提供商品或服务，

实行自主经营、 自负盈亏、 独立核算的法人

或其他社会经济组织。 目标是创造财富（或价

值）。
二、 组织形式（见表 １－１）

表 １－１　 组织形式

组织形式 法律特征 优点和约束条件

个人独资企业

合伙企业

非法人实体

优点： 创立便捷、 成本较低、 没有企业所得税；

约束条件： 无限责任、 有限寿命、 筹资困难

约束条件： 无限连带责任； 所有权转让困难；

『注意』 “特殊普通合伙企业”———故意或重大过失承担无限（连带）责

任， 其他承担有限责任

公司制企业 法人实体
优点： 无限存续、 股权可以转让、 有限责任；

约束条件： 双重课税、 组建成本高、 存在代理问题

『提示』 关于有限责任、 无限责任和无限

连带责任的区别。
（１）有限责任： 所有者对公司债务的责任

以出资额为限；
（２）无限责任： 所有者对公司债务的责任

以个人财产为限；
（３）无限连带责任： 某合伙人除了有义务

以个人财产偿还属于自己的债务以外， 还有

义务替其他合伙人偿债。

考点二　 财务管理基本目标★★
扫 我 解 疑 难

【例题 １·单选题】 在股东投资资本不变的情

况下， 下列各项中能够体现股东财富最大化

这一财务管理目标的是（　 ）。
Ａ． 利润最大化

Ｂ． 每股收益最大化

Ｃ． 每股股价最大化

Ｄ． 企业价值最大化

【答案】 Ｃ
【解析】 股东财富可以用股东权益的市场价值

来衡量， 股东权益的市场价值 ＝ 股东持有的

股数×每股股价， 在股东投资资本不变的情况

下， 股东持有的股数不变， 所以， 每股股价

最大化就意味着股东权益的市场价值最大化，
即意味着股东财富最大化。
【例题 ２·多选题】 每股收益最大化和利润最

大化作为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的共同缺陷包

括（　 ）。
Ａ． 没有考虑时间性

Ｂ． 没有考虑风险性

Ｃ． 没有考虑投入和产出的关系

Ｄ． 不具有现实意义

【答案】 ＡＢ
【解析】 每股收益最大化目标克服了利润最大

化目标没有考虑投入与产出关系的缺点， 但

是仍然存在利润最大化目标的另外两个缺点：
没有考虑时间性、 没有考虑风险性。

一、 利润最大化（见表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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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２　 利润最大化

项目 内容

观点
利润＝收入－成本费用

利润代表了企业新创造的财富， 利润越多， 财富增加得越多， 越接近企业的目标

缺点 没有考虑利润的取得时间； 没有考虑所获利润和投入资本额的关系； 没有考虑取得利润和承担风险的关系

说明
如果投入资本、 利润取得时间、 相关风险均相等， 是可以接受的。

很多企业把提高利润作为短期目标

二、 每股收益最大化（见表 １－３）

表 １－３　 每股收益最大化

项目 内容

观点
每股收益＝净利润÷普通股股数

用每股收益（或权益净利率）来概括企业的财务目标， 以克服“利润最大化”目标的缺点

缺点 仍然没有考虑每股收益取得的时间； 依然没有考虑每股收益的风险

说明 如果取得时间、 风险相同， 是可以接受的。 许多公司把每股收益作为评价业绩的关键指标

三、 股东财富最大化

增加股东财富是财务管理的目标。 股东

财富可以用股东权益的市场价值来衡量。
权益的市场增加值 ＝ 股东权益的市场价

值－股东投资资本

『提示 １』 假设股东投资资本不变， 股价

最大化与增加股东财富具有同等意义。
『提示 ２』 假设股东投资资本和债务价值

不变， 公司价值最大化与增加股东财富具有

相同的意义。
『提示 ３』 三种目标主要对比点总结如下

所示。

利润最大化 每股收益最大化 股东财富最大化

资本投入 没有考虑 考虑 考虑

时间价值 没有考虑 没有考虑 考虑

风险因素 没有考虑 没有考虑 考虑

其他 — — 注意与股价最大化、 公司价值最大化的关系

考点三　 利益相关者的要求★
扫 我 解 疑 难

【例题 １·多选题】 债权人为防止其利益被侵

害， 通常采取的措施有（　 ）。
Ａ． 监督 Ｂ． 激励

Ｃ． 限制债务规模 Ｄ． 提前收回贷款

【答案】 ＣＤ
【解析】 债权人为了防止其利益被损害， 除了

寻求立法保护， 如破产时先行接管、 先于股

东分配剩余财产之外， 通常会采取以下制度

性措施： （１）在借款合同中加入限制性条款，
如规定贷款的用途、 规定不得发行新债或者

限制发行新债的额度等。 （２）发现公司有损害

其债权利益意图时， 拒绝进一步合作， 不再

提供新的贷款或提前收回贷款。 选项 ＣＤ 的说

法正确。
【例题 ２·多选题】 下列各项中， 属于狭义的

利益相关者的有（　 ）。
Ａ． 股东 Ｂ． 债权人

Ｃ． 员工 Ｄ． 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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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ＣＤ
【解析】 狭义的利益相关者是指除股东、 债权

人和经营者之外的、 对企业现金流量有潜在

索偿权的人。

一、 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利益冲突与协调

（１）利益冲突： 经营者希望增加报酬、 增

加闲暇时间、 避免风险（少干活多拿钱）， 所

有者希望以较小的代价（支付较少的报酬）实
现更多的财富（马儿快跑最好别吃草）。

经营者有可能为了自身利益而背离股东

利益。 这种背离表现在两个方面： 道德风险

（有力不使劲）和逆向选择（有力乱使劲）。
（２）协调措施： 监督、 激励。

『结论』 监督成本、 激励成本和偏离股东

目标的损失之间， 此消彼长， 相互制约。 股

东力求找出能使三项之和最小的解决办法，
它就是最佳的解决办法。

二、 所有者与债权人的利益冲突与协调

（１）利益冲突： 债权人希望到期收回本

金， 并获得约定的利息收入； 股东为了自身

的利益可能通过经营者伤害债权人的利益。
例如： 股东不经债权人同意， 投资于比

债权人预期风险更高的新项目。 在未征得现

有债权人同意而发行新债。
（２）协调措施： 限制性借债、 收回贷款或

停止贷款。
三、 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与协调

１ 利益相关者范围（见表 １－４）

表 １－４　 利益相关者范围

类别 含义 典型主体

广义
一切与企业决策

有利益关系的人

资本市场利益相关者（股东和债权人）； 产品市场利益相关者（客户、 供应商、 社区、

工会）； 企业内部利益相关者（经营者、 员工）

狭义 除股东、 债权人和经营者之外对企业现金流量有潜在索偿权的人

２ 股东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及其协调（见表 １－５）

表 １－５　 股东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及其协调

类别 主体 协调方法

合同利益相关者 客户、 供应商、 员工

原则： 通过立法调节， 守约与道德约束。

（１）企业只要遵守合同就可以基本满足合同利益相关者的要求；

（２）还需要道德规范的约束， 以缓和双方的矛盾

非合同利益相关者 社区居民、 其他群体 公司的社会责任政策

考点四　 财务管理的核心概念和

基本理论★
扫 我 解 疑 难

【例题·单选题】 关于货币的时间价值， 下列

说法不正确的是（　 ）。
Ａ． 货币时间价值是财务管理中最基本的概念

Ｂ． 货币的时间价值， 是指货币在经过一定时

间的投资和再投资后得到的价值

Ｃ． 现值概念和“早收晚付”观念是货币时间价

值原则的应用

Ｄ． 如果不考虑货币的时间价值， 就无法合理

地决策和评价财富的创造

【答案】 Ｂ
【解析】 财务管理中最基本的概念是货币具有

时间价值， 所以选项 Ａ 正确。 货币的时间价

值， 是指货币在经过一定时间的投资和再投

资后所增加的价值， 所以选项 Ｂ 不正确。 货

币时间价值原则的首要应用是现值概念， 另

一个重要应用是“早收晚付”观念， 所以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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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正确。 如果不考虑货币的时间价值， 就无

法合理地决策和评价财富的创造， 所以选项

Ｄ 正确。

一、 核心概念

１ 货币的时间价值

货币的时间价值， 是指货币经过一定时

间的投资和再投资后所增加的价值。

『问题』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 １００ 万元和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 １２０ 万元， 谁的价值

高？ ———无法比较。 故需要进行等值的换算。
『结论』 通常， 要把不同时间的货币折算

到“现在”或“零”时点， 然后进行现值运算或

比较， 从而做出决策。
『应用』 早收晚付。
２ 风险与报酬（见表 １－６）

表 １－６　 风险与报酬

项目 内容

投资人的期望 低风险高报酬， 这是由“风险厌恶”所决定。 由此引发的竞争投资会使风险和收益趋于平衡

现实
由于以上的平衡关系， 实际投资中， 体现为“高风险高收益， 低风险低收益”， 即风险和收益对等，

投资人不会去冒没有价值的风险

二、 财务管理的基本理论（见图 １－１）

图 １－１　 财务管理的基本理论

『提示 １』 依据现金流量， 建成现金流量

折现模型， 取代过去使用的收益折现模型，
用于证券投资、 项目投资等价值评估。

『提示 ２』 以自由现金流量为基础的现金

流量折现模型， 已经成为价值评估领域理论

最健全、 最广泛的评估模型。 资本资产定价

模型就是一种用于估计折现率的模型。
『提示 ３』 会计学的现金流量包括现金等

价物， 而财务学不包括现金等价物。

考点五　 金融工具与金融市场★
扫 我 解 疑 难

【例题 １·多选题】 下列金融工具在货币市场

中交易的有（　 ）。
Ａ． 股票

Ｂ． 银行承兑汇票

Ｃ． 期限为 ３ 个月的政府债券

Ｄ． 期限为 １２ 个月的可转让定期存单

【答案】 ＢＣ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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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货币市场工具包括国库券、 可转让存

单、 商业票据、 银行承兑汇票等。
【例题 ２·单选题】 以下金融资产中， 收益与

发行人的财务状况相关程度较高、 持有人非

常关心公司的经营状况的证券是（　 ）。
Ａ． 变动收益证券 Ｂ． 固定收益证券

Ｃ． 权益证券 Ｄ． 衍生证券

【答案】 Ｃ
【解析】 不存在变动收益证券， 选项 Ａ 错误。
固定收益证券的收益与发行人的财务状况相

关程度低， 除非发行人破产或违约， 证券持

有人将按规定数额取得收益， 选项 Ｂ 错误。
由于衍生品的价值依赖于其他证券， 因此选

项 Ｄ 错误。 权益证券的收益与发行人的财务

状况相关程度高， 其持有人非常关心公司的

经营状况， 因此选项 Ｃ 正确。

一、 金融工具

金融工具是指形成一方的金融资产并形

成其他方的金融负债或权益工具的合同。 包

括股票、 债券、 外汇、 保单等。
金融工具具有期限性、 流动性、 风险性

和收益性等特征。 不同金融工具的具体特性

表现不尽相同， 具体见表 １－７ 所示。

表 １－７　 不同金融工具的具体特性

金融工具 具体特征

固定收益证券

能够提供固定或根据固定公式计算出来的现金流的证券。

（１）公司债券的发行人承诺每年向债券持有人支付固定的利息。

（２）某公司债券规定按国库券利率上浮两个百分点计算支付利息

权益证券
权益证券代表特定公司所有权的份额。 发行人事先不对持有者作出支付承诺， 收益的多少不确

定， 要看公司经营的业绩和公司净资产的价值， 因此其风险高于固定收益证券

衍生证券
衍生证券的种类繁多， 并不断创新， 包括各种形式的金融期权、 期货远期和利率互换合约。 既可

套期保值， 也可投机， 风险较大

二、 金融市场

１ 金融市场的类型（见表 １－８）

表 １－８　 金融市场的类型

标准 分类 特点

交易证

券期限

货币市场
短期金融工具交易的市场， 期限不超过 １ 年。 包括国库券、 可转让存单、 商业票据、

银行承兑汇票等

资本市场
期限在 １ 年以上的金融工具交易市场。 包括银行中长期存贷市场和有价证券市场。 工

具包括股票、 公司债券、 长期政府债券和银行长期贷款等

证券

属性

债务市场 交易对象是债务凭证， 例如公司债券、 抵押票据等

股权市场 交易的对象是股票

是否初

次发行

一级市场
也称发行市场或初级市场， 是资金需求者将证券首次出售给公众时形成的市场。 是新

证券和票据等金融工具的买卖市场

二级市场
也称流通市场或次级市场。 证券发行后， 各种证券在不同投资者之间买卖流通所形成

的市场

交易

程序

场内交易市场 各种证券的交易所。 证券交易所有固定的场所， 固定的交易时间和规范的交易规则

场外交易市场
没有固定场所， 而由持有证券的交易商分别进行。 任何人都可以在交易商的柜台上买

卖证券， 价格由双方协商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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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金融市场的参与者

金融市场的参与者主要是资金的提供者和需求者。
３ 金融市场的中介机构

（１）银行金融机构： 商业银行、 信用社等。
（２）非银行金融机构： 保险公司、 投资基金、 证券市场机构。
４ 金融市场的功能（见表 １－９）

表 １－９　 金融市场的功能

功能 内容

基本

功能

资金融通 提供场所， 将资金提供者手中的资金转移到资金需求者

风险分配 转移资金同时， 将实际资产预期现金流的风险重新分配

附带

功能

价格发现 买卖双方决定了证券的价格（金融资产要求的报酬率）

调节经济
政府通过央行实施货币政策对各经济主体的行为加以引导调节。 工具： 公开市场操作、 调整

贴现率和改变存款准备金率

节约信

息成本

完善的金融市场提供了充分的信息， 可以节约寻找投资对象的成本和评估投资价值的成本。

『提示』 要实现上述功能， 金融市场必须满足： （１）充分、 准确和及时的信息； （２）市场价格

完全由供求关系决定

『记忆』 基本通（资金融通） 风（风险分

配）、 附带价格（价格发现）调节（调节经济）
成本（节约成本信息）。

考点六　 资本市场的效率★★
扫 我 解 疑 难

【例题 １·单选题】 （２０１８ 年）如果当前资本市

场弱式有效，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Ａ． 投资者不能通过投资证券获取超额收益

Ｂ． 投资者不能通过获取证券非公开信息进行

投资获取超额收益

Ｃ． 投资者不能通过分析证券历史信息进行投

资获取超额收益

Ｄ． 投资者不能通过分析证券公开信息进行投

资获取超额收益

【答案】 Ｃ
【解析】 弱式有效资本市场， 是股价只反映历

史信息的市场， 所以投资者不能通过分析证

券历史信息进行投资获取超额收益。
【例题 ２·单选题】 （２０１８ 年）如果投资基金经

理根据公开信息选择股票， 投资基金的平均

业绩与市场整体收益大体一致， 说明该资本

市场至少是（　 ）。
Ａ． 弱式有效 Ｂ． 半强式有效

Ｃ． 完全无效 Ｄ． 强式有效

【答案】 Ｂ
【解析】 半强式有效资本市场的价格不仅反映

历史信息， 还能反映所有的公开信息。
【例题 ３·多选题】 假设市场是完全有效的，
基于 资 本 市 场 有 效 原 则 可 以 得 出 的 结 论

有（　 ）。
Ａ． 在证券市场上， 购买和出售金融工具的交

易的净现值等于零

Ｂ． 股票的市价等于股票的内在价值

Ｃ． 账面利润始终决定着公司股票价格

Ｄ． 财务管理目标是股东财富最大化

【答案】 ＡＢ
【解析】 价值决定了公司股票的价格， Ｃ 选项

的说法不正确； 在有效资本市场上， 只获得

与投资风险相称的报酬， 也就是与资本成本

相同的报酬， 很难增加股东财富。 股东财富

最大化不是以资本市场有效为前提的， 所以

Ｄ 选项的说法不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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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 ４·多选题】 根据有效市场假说， 下列

说法中正确的有（　 ）。
Ａ． 只要所有的投资者都是理性的， 市场就是

有效的

Ｂ． 只要投资者的理性偏差具有一致倾向， 市

场就是有效的

Ｃ． 只要投资者的理性偏差可以互相抵消， 市

场就是有效的

Ｄ． 只要有专业投资者进行套利， 市场就是有

效的

【答案】 ＡＣＤ
【解析】 导致市场有效的条件有三个： 理性的

投资人、 独立的理性偏差和套利。 这三个条

件只要有一个存在， 资本市场就会是有效的。
其中“理性的投资人”指的是所有的投资人都

是理性的， 所以， 选项 Ａ 是答案。 “独立的理

性偏差”指的是如果乐观的投资者和悲观的投

资者人数大体相同， 则他们的非理性行为就

可以相互抵消， 使得股价变动与理性预期一

致， 市场仍然是有效的。 所以， 选项 Ｃ 是答

案， 选项 Ｂ 不是答案。 “套利”指的是如果有

专业的投资者进行套利， 则就能够控制业余

投资者的投机， 使市场保持有效。 所以， 选

项 Ｄ 是答案。
【例题 ５·多选题】 （２０１６ 年）在有效资本市场

上， 管理者可以通过（　 ）。
Ａ． 财务决策增加公司价值从而提升股票价格

Ｂ． 从事利率、 外汇等金融产品的投资交易获

取超额利润

Ｃ． 关注公司股价对公司决策的反映而获得有

益信息

Ｄ． 改变会计方法增加会计盈利从而提升股票

价格

【答案】 ＡＣ
【解析】 在有效资本市场， 管理者不能通过改

变会计方法提升股票价格， 因此选项 Ｄ 不是

答案； 管理者不能通过金融机构获利， 因此

选项 Ｂ 不是答案。 在有效资本市场中， 财务

决策会改变企业的经营和财务状况， 而企业

状况会及时被市场价格所反映， 因此关注自

己公司的股价是有 益 的， 选 项 ＡＣ 是 本 题

答案。

一、 资本市场效率的意义

１ 有效资本市场的含义

“有效资本市场”是指资本市场上的价格

能够同步地、 完全地反映全部的可用信息。
『结论 １』 尽管投资者都力图获取最大的

收益， 追求超出平均收益的回报， 但若证券

市场上的有关信息对每个投资者都是均等的，
而且每个投资者都能根据自己掌握的信息及

时地进行理性的投资决策， 那么任何投资者

都不能获得超额收益。
『结论 ２』 市场有效的外部标志有两个：

一是证券的有关信息能够充分地披露和均匀

地分布， 使每个投资者在同一时间内得到等

量等质的信息； 二是价格能迅速地根据有关

信息变动， 而不是没有反应或反应迟纯。
２ 资本市场有效的基础条件（见表 １－１０）

表 １－１０　 资本市场有效的基础条件

项目 内容

理性的投资人 面对新信息所有投资者都会以理性的方式调整自己对股价的估计

独立的理性偏差
每个投资人都是独立的； 如果假设乐观的投资者和悲观的投资者人数大体相同， 非理性行为就可

以互相抵消， 股价变动与理性预期一致， 市场仍然是有效的

套利 非理性的投资人的偏差不能互相抵消时， 专业投资者会理性地重新配置资产组合， 进行套利交易

『结论』 以上三个条件只要有一个存在， 资本市场就会是有效的。
３ 有效资本市场对财务管理的意义

（１）管理者不能通过改变会计方法提升股票价值；

８１０



（２）管理者不能通过金融投机获利；
（３）关注自己公司的股价是有益的。
４ 市场有效性的理论研究（见图 １－２）

图 １－２　 市场有效性的理论研究

『结论 １』 资本市场连接理财行为、 公司

价值和股票价格。 如果省去中间环节， 股票

价格（股东财富）是“理财行为”的函数。
『结论 ２』 如果资本市场是无效的， 明智

的理财行为不能增加企业价值， 公司价值的

增加不能提高股价， 则理财行为就失去了目

标和依据。
二、 资本市场效率的程度

１ 有效资本市场的类型（见图 １－３、 表

１－１１）

图 １－３　 有效资本市场的类型

表 １－１１　 有效资本市场的类型

类型 影响

弱式 有关证券的历史信息对证券的现在和未来价格变动没有任何影响， 即历史信息已经反映在了股票价格中

半强式 不能通过对公开信息的分析获得超额利润。 公开信息已反映于股票价格， 所以基本分析是无用的

强式
市价能充分反映所有公开和私下的信息， 对于投资人来说， 不能从公开的和非公开的信息分析中获得

超额利润， 内幕消息无用

『提示』 历史信息： 证券价格、 交易量等与证券交易有关的过去信息； 公开信息： 公司的

财务报表、 附表、 补充信息等公司公布的信息， 以及政府和有关机构公布的影响股价的信息；
内部信息： 没有发布的只有内幕人知悉的信息。

２ 有效资本市场的验证（表 １－１２）

表 １－１２　 有效资本市场的验证

类型 验证

弱式
（１）检验证券价格的变动模式， 是否与历史价格有关（随机游走模型）。 （２）设计一个投资策略， 将其所

获收益与“简单购买 ／ 持有”策略所获收益相比较（过滤检验）

半强式

（１）比较事件发生前后的投资收益率， 看特定事件的信息能否被价格迅速吸收（事件研究法）。 即超额

收益率只与当天披露的事件相关。 （２）技术分析、 基本面分析和各种估价模型均无效， 各种投资基金

就不能取得超额收益， 即与市场整体的收益率一致（投资基金表现研究法）

强式
（１）主要考察“内幕者”参与交易时能否获得超额收益。 （２）收集“内幕者”交易的数据估计内幕者的平

均盈利， 然后与资本市场平均收益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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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单项选择题

１． 下列关于财务目标与经营者的说法中， 不

正确的是（　 ）。
Ａ． 股东的目标是使自己的财富最大化，
要求经营者以最大的努力去完成这个目标

Ｂ． 经营者对股东目标的背离表现为道德风

险和逆向选择

Ｃ． 激励是解决股东与经营者矛盾的最佳

方法

Ｄ． 经营者的主要要求是增加报酬、 增加

闲暇时间、 避免风险

２． 下列有关现金和现金流的表述中， 不正确

的是（　 ）。
Ａ． 股东财富增加与减少， 必须用现金来

计量

Ｂ． 现金净流量是一定期间现金流入量和现

金流出量的差额

Ｃ． 现金是流动性最强的资产

Ｄ． 现金流量是公司收益的会计计量

３． 下列各项中， 属于货币市场工具的是（　 ）。
Ａ． 优先股 Ｂ． 可转换债券

Ｃ． 银行长期贷款 Ｄ． 银行承兑汇票

４． 在证券发行后， 各种证券在不同投资者之

间买卖流通所形成的市场为（　 ）。
Ａ． 货币市场 Ｂ． 流通市场

Ｃ． 发行市场 Ｄ． 场外交易市场

５． 如果股票价格的变动与历史股价相关， 资

本市场（　 ）。
Ａ． 无效 Ｂ． 弱式有效

Ｃ． 半强式有效 Ｄ． 强式有效

６． 实证研究表明， 投资基金没有 “跑赢大

盘”， 说明市场属于（　 ）。
Ａ． 弱式有效资本市场

Ｂ． 强式有效资本市场

Ｃ． 半强式有效资本市场

Ｄ． 弱式有效资本市场或半强式有效资本

市场

７． 下列关于有效资本市场的叙述中正确的

是（　 ）。
Ａ． 所谓“有效资本市场”是指市场上的价

格能够同步地、 完全地反映全部的可用

信息

Ｂ． 若资本市场上的有关信息对每个投资者

都是均等的， 而且每个投资者都能根据自

己掌握的信息及时地进行理性的投资决

策， 那么任何投资者都不能获得收益

Ｃ． 市场有效的条件有三个： 理性的投资

人、 独立的理性偏差和套利行为。 三个条

件不能同时满足， 则市场就不是有效的

Ｄ． 市场有效性要求所有的非理性预期都

会相互抵消

二、 多项选择题

１． 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相比， 下列属

于公司制企业特点的有（　 ）。
Ａ． 以出资额为限， 承担有限责任

Ｂ． 所有权转让比较困难

Ｃ． 存在重复纳税的缺点

Ｄ． 更容易筹集资金

２． 下列有关企业财务目标的说法中， 正确的

有（　 ）。
Ａ． 企业的财务目标是利润最大化

Ｂ． 增加借款可以增加债务价值以及企业价

值， 但不一定增加股东财富， 因此企业价

值最大化不是财务目标的准确描述

Ｃ． 追加投资资本可以增加企业的股东权益

价值， 但不一定增加股东财富， 因此股东

权益价值最大化不是财务目标的准确描述

Ｄ． 财务目标的实现程度可以用股东权益

的市场增加值度量

３． 下列有关利益相关者要求的表述中， 正确

的有（　 ）。
Ａ． 追求股东财富最大化， 兼顾其他利益

相关者利益

Ｂ． 经营者背离股东利益的表现有道德风险

０２０



和逆向选择

Ｃ． 债权人利益被侵害的表现为公司随意增

加负债规模和投资比债权人预期风险更高

的项目

Ｄ． 遵守合同规定即可满足合同利益相关

者利益要求， 无需道德规范的约束

４． 经营者对股东目标的背离表现在道德风险

和逆向选择两个方面， 下列属于逆向选择

的有（　 ）。
Ａ． 不愿为提高股价而冒险

Ｂ． 装修豪华的办公室

Ｃ． 借口工作需要乱花公司的钱

Ｄ． 蓄意压低股票价格， 以自己的名义借

款买回

５． 下列关于金融市场的说法中， 正确的

有（　 ）。
Ａ． 货币市场的主要功能是保持金融资产

的流动性

Ｂ． 资本市场的主要功能是进行长期资本的

融通

Ｃ． 股票的风险小于债务金融工具

Ｄ． 按照证券的资金来源不同， 金融市场

分为债务市场和股权市场

６． 为防止经营者背离股东目标， 股东可采取

的措施有（　 ）。
Ａ． 对经营者实行固定年薪制

Ｂ． 要求经营者定期披露信息

Ｃ． 给予经营者股票期权奖励

Ｄ． 聘请注册会计师审计财务报告

７． 公司的下列行为中， 可能损害债权人利益

的有（　 ）。
Ａ． 提高股利支付率

Ｂ． 加大为其他企业提供的担保

Ｃ． 加大高风险投资比例

Ｄ． 提高资产负债率

８． 以下属于狭义利益相关者的有（　 ）。
Ａ． 经营者 Ｂ． 债权人

Ｃ． 供应商 Ｄ． 工会组织

９． 下列金融资产中， 属于固定收益证券的

有（　 ）。
Ａ． 固定利率债券 Ｂ． 浮动利率债券

Ｃ． 可转换债券 Ｄ． 优先股

１０． 金融市场的基本功能包括（　 ）。
Ａ． 风险分配功能 Ｂ． 价格发现功能

Ｃ． 调节经济功能 Ｄ． 资金融通功能

１１． 如果资本市场半强式有效， 投资者（　 ）。
Ａ． 通过技术分析不能获得超额收益

Ｂ． 运用估价模型不能获得超额收益

Ｃ． 通过基本面分析不能获得超额收益

Ｄ． 利用非公开信息不能获得超额收益

１２． 甲投资基金利用市场公开信息进行价值

分析和投资。 在下列效率不同的资本市

场中， 该投资基金可获取超额收益的

有（　 ）。
Ａ． 无效市场

Ｂ． 弱式有效市场

Ｃ． 半强式有效市场

Ｄ． 强式有效市场

一、 单项选择题

１． Ｃ　 【解析】 股东通常同时采取监督和激励

两种方式来协调自己和经营者的目标。 尽

管如此， 仍不可能使经营者完全按照股东

的意愿行动， 经营者仍然可能采取一些对

自己有利而不符合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决

策， 并由此给股东带来一定的损失。 监督

成本、 激励成本和偏离股东目标的损失之

间， 此消彼长， 相互制约。 股东要权衡轻

重， 力求找出能使监督成本、 激励成本和

偏离股东目标的损失三项之和最小的解决

办法， 它就是最佳的解决办法。
２． Ｄ　 【解析】 净利润是公司收益的会计计

量， 选项 Ｄ 的说法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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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Ｄ　 【解析】 货币市场工具包括短期国债

（在英美称国库券）、 可转让存单、 商业票

据、 银行承兑汇票等， 所以选项 Ｄ 正确。
４． Ｂ　 【解析】 在不同投资者之间买卖流通所

形成的市场是流通市场。
５． Ａ　 【解析】 判断证券市场弱式有效的标志

是有关证券的历史信息对证券的现在和未

来价格变动没有任何影响。 反之， 如果有

关证券的历史信息对证券的价格变动仍有

影响， 则证券市场尚未达到弱式有效。
６． Ｃ　 【解析】 实证研究表明， 投资基金没有

“跑赢大盘”， 说明市场属于半强式有效

市场。
７． Ａ　 【解析】 选项 Ｂ 的正确说法应该是任何

投资者都不能获得超额收益； 三个条件中

只要有一个存在， 市场就将是有效的， 所

以选项 Ｃ 的说法不正确； 市场有效性并不

要求所有的非理性预期都会相互抵消， 所

以选项 Ｄ 的说法不正确。
二、 多项选择题

１． ＡＣＤ　 【解析】 股份有限公司的所有者权

益被划分为若干股权份额， 每个份额可以

单独转让， 无需经过其他股东同意， 公司

制企业容易转让所有权。
２． ＢＣＤ　 【解析】 利润最大化仅仅是企业财

务目标的一种， 所以， 选项 Ａ 的说法不正

确； 财务目标的准确表述是股东财富最大

化， 企业价值＝权益价值＋债务价值， 企业

价值的增加， 是由于权益价值增加和债务

价值增加引起的， 只有在债务价值以及股

东投入资本不变的情况下， 企业价值最大

化才是财务目标的准确描述， 所以， 选项

Ｂ 的说法正确； 股东财富的增加可以用股

东权益的市场价值与股东投资资本的差额

来衡量， 只有在股东投资资本不变的情况

下， 股价的上升才可以反映股东财富的增

加， 所以， 选项 Ｃ 的说法正确； 股东财富

的增加被称为“权益的市场增加值”， 权益

的市场增加值就是企业为股东创造的价

值， 所以， 选项 Ｄ 的说法正确。

３． ＡＢＣ　 【解析】 一般说来， 企业只要遵守

合同就可以基本满足合同利益相关者的要

求， 在此基础上股东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也会有利于合同利益相关者。 当然， 仅有

法律是不够的， 还需要道德规范的约束，
以缓和双方的矛盾。 因此， 选项 Ｄ 的说法

错误。
４． ＢＣＤ　 【解析】 选项 Ａ 属于道德风险， 经

营者没有尽全力增加股东财富。 选项 ＢＣＤ
都是经营者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属于逆

向选择。
５． ＡＢ　 【解析】 股票的收益不固定， 因此风

险比债务工具大， 所以选项 Ｃ 的说法不正

确； 按照证券的不同属性， 金融市场分为

债务市场和股权市场， 所以选项 Ｄ 的说法

不正确。
６． ＢＣＤ　 【解析】 为了防止经营者背离股东

目标， 一般有两种方式： 监督和激励。 选

项 Ｃ 属于激励措施， 选项 ＢＤ 属于监督

措施。
７． ＡＢＣＤ　 【解析】 股东可以通过经营者为了

自身利益伤害债权人的利益， 可能采取的

方式有： ①股东不经债权人的同意， 投资

于比债权人预期风险更高的新项目； ②为

其他企业提供担保。 因此选项 ＢＣ 是答案；
提高股利支付率会减少企业的利润留存，
在存在资本需求时就很可能增加外部负债

融资， 可能会损害债权人利益， 因此选项

Ａ 是答案； 提高资产负债率， 提高了负债

比重， 增加了财务风险， 可能会损害债权

人利益， 因此选项 Ｄ 是答案。
８． ＣＤ　 【解析】 狭义的利益相关者是除了股

东、 债权人和经营者之外的所有的利益相

关者， 所以本题答案是选项 ＣＤ。
９． ＡＢＤ　 【解析】 固定收益证券是指能够提

供固定或根据固定公式计算出来的现金流

的证券。 浮动利率债券的利率虽然是浮动

的， 但是规定有明确的计算方法， 所以，
也属 于 固 定 收 益 证 券， 即 选 项 Ｂ 也 是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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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ＡＤ　 【解析】 金融市场的功能包括： （１）
资金融通功能； （２）风险分配功能； （３）
价格发现功能； （４）调节经济功能； （５）
节约信息成本。 其中前两项属于基本功

能， 后三项属于附带功能。
１１． ＡＢＣ　 【解析】 如果市场半强式有效， 技

术分析、 基本面分析和各种估价模型都

是无效的。 此时通过非公开信息（内部信

息）是可以获得超额收益的。
１２． ＡＢ　 【解析】 无效市场和弱式有效市场的

股价没有反映公开的信息， 因此利用公

开信息可以获得超额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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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年考情分析

本章主要介绍了基于财务报表的分析和预测两大部分内容。 是后续章节（如企业价值评

估）的基础知识， 涉及到的考点有财务报表分析指标的计算， 销售百分比法、 增长率（内含、
可持续）的计算、 外部资金需求的测算等内容。

本章学习难度较高， 尤其是管理用财务报表， 很多考生学得“痛不欲生”， 无比崩溃， 甚

至有些自我怀疑。 其实大可不必， 一方面， 平时工作中本身就很少接触， 初次见面， 难免有些

陌生； 另一方面， 只要我们静下心， 梳理出传统财务报表和管理用财务报表之间的关系， 并把

几个特定指标熟悉起来， 相信每位同学都能顺利迈过去。
从历年考试情况看， 本章分值较多， 经常在计算分析题中体现， 属于重点章节。

▶▶ 本章 ２０２０ 年考试主要变化

１． 降低短期偿债能力的表外因素删除“经营租赁合同中的承诺付款事项”。
２． 影响长期偿债能力的其他因素删除“长期租赁”及其相关解释。

考点一　 财务报表分析的方法★
扫 我 解 疑 难

【例题 １·单选题】 下列有关财务报表分析局

限性的有关说法中， 不正确的是（　 ）。
Ａ． 财务报表中的数据用于预测未来发展趋

势， 只有参考价值， 并非绝对合理

Ｂ． 财务报表是根据会计准则编制， 在可靠性

原则指引下， 能准确地反映企业的客观实际

Ｃ． 在比较分析法下， 即使和同行标准比较，
也有可能得出不合理的结论

Ｄ． 不同企业计算出来的同一财务指标， 也并

非一定具有可比性

【答案】 Ｂ
【解析】 财务报表虽然是按照会计准则编制

的， 但不一定能准确地反映企业的客观实际。
以同业标准为比较基础， 也并不一定合理，
因为行业标准并不一定具有代表性。 不同企

业的同一财务指标， 也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

响， 并非严格可比。
【例题 ２·单选题】 某施工承包单位承包一工

程， 计划砌砖工程量 １２００ｍ３， 按预算定额规

定， 每立方米耗用空心砖 ５１０ 块（单耗）， 每

块空心砖计划价格为 ０ １２ 元（单价）； 而实际

砌砖工程量却达 １５００ｍ３， 每立方米实耗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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砖 ５００ 块， 每块空心砖实际购入价为 ０ １８
元。 根据以上影响因素的顺序， 用因素分析

法进行成本分析， 每立方米耗用空心砖对总

体成本差异的影响是（　 ）元。
Ａ． １８３６０ Ｂ． －１８００
Ｃ． ４５０００ Ｄ． ６１５６０
【答案】 Ｂ
【解析】 工程量的影响 ＝ （１５００－１２００） ×５１０×
０ １２＝ １８３６０（元）； 单耗的影响 ＝ １５００×（５００－
５１０）×０ １２＝ －１８００（元）； 单价的影响 ＝ １５００×
５００×（０ １８－０ １２）＝ ４５０００（元）。

一、 比较分析法（见表 ２－１）
财务报表分析的比较分析法， 是对两个

或以上有关的可比数据进行对比， 从而揭示

趋势或差异。

表 ２－１　 比较分析法

项目 具体内容

比较对象

不同

（１）本企业历史（３～１０ 年）， 趋势分析；

（２）同类公司（行业平均）， 横向比较；

（３）计划预算， 预算差异分析

比较内容

不同

（１）会计要素的总量比较分析；

（２）结构百分比比较分析；

（３）财务比率比较分析（最常用）

二、 因素分析法

因素分析法， 是依据财务指标与其驱动

因素之间的关系， 从数量上确定各因素对指

标影响程度的一种方法。

设某一财务指标 Ｎ 是由相互联系的 Ａ、
Ｂ、 Ｃ 三个因素组成， 计划（标准）指标和实际

指标的公式是：
计划（标准）指标 Ｎ０ ＝Ａ０×Ｂ０×Ｃ０； 实际指

标 Ｎ３ ＝Ａ１×Ｂ１×Ｃ１

第一次替代 Ｎ１ ＝Ａ１×Ｂ０×Ｃ０

第二次替代 Ｎ２ ＝Ａ１×Ｂ１×Ｃ０

第三次替代 Ｎ３ ＝Ａ１×Ｂ１×Ｃ１

据此测定的结果：
（Ｎ１－Ｎ０）…………Ａ 因素变动的影响

（Ｎ２－Ｎ１）…………Ｂ 因素变动的影响

（Ｎ３－Ｎ２）…………Ｃ 因素变动的影响

三因素影响合计：
（Ｎ１－Ｎ０）＋（Ｎ２－Ｎ１）＋（Ｎ３－Ｎ２）＝ Ｎ３－Ｎ０

『提示 １』 注意替代的顺序性； 注意替代

的连环性。
『提示 ２』 所有影响因素数值之和， 等于

实际总额 （或分析对象） 与计划 （或分析基

数）差。
『提示 ３』 在实务中， 首先进行比较分

析， 找出差异， 然后进行因素分析， 找出原

因及影响的程度， 两者的关系可以表示如下：

三、 财务报表分析的局限性（见表 ２－２）

表 ２－２　 财务报表分析的局限性

项目 内容

财务报表信息的

披露问题

（１）没有披露公司的全部信息； （２）已披露的财务信息存在会计估计误差； （３）会计政策的选择，

有可能降低信息可比性

财务报表信息的

可靠性问题

提示可靠性问题的危险信号有： （１）财务报告失范； （２）数据出现异常； （３）关联方交易异常；

（４）资本利得金额大； （５）审计报告异常

比较基础

的问题

横向比较 以同业标准为比较基础， 不一定有代表性

趋势分析 以历史数据为比较基础， 只代表过去， 并不代表合理性

实际与预算比较分析 以预算为比较基础， 可能是执行问题， 也可能是预算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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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二　 偿债能力比率★★★
扫 我 解 疑 难

【例题 １·单选题】 （２０１６ 年）下列关于营运资

本的说法中， 正确的是（　 ）。
Ａ． 营运资本越多的企业， 流动比率越大

Ｂ． 营运资本越多， 长期资本用于流动资产的

金额越大

Ｃ． 营运资本增加， 说明企业短期偿债能力

提高

Ｄ． 营运资本越多的企业， 短期偿债能力越强

【答案】 Ｂ
【解析】 营运资本 ＝ 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是

个绝对数， 流动比率 ＝ 流动资产 ／ 流动负债，
是个相对数， 绝对数大的， 相对数不一定大，
所以选项 Ａ 不正确。 同理， 绝对数不能代表

偿债能力。 选项 ＣＤ 不正确。
【例题 ２·单选题】 下列事项中， 有助于提高

公司短期偿债能力的是（　 ）。
Ａ． 利用短期借款增加对流动资产的投资

Ｂ． 为扩大营业面积， 与租赁公司签订一项新

的长期房屋租赁合同

Ｃ． 补充长期资本， 使长期资本的增加量超过

长期资产的增加量

Ｄ． 提高流动负债中的无息负债比率

【答案】 Ｃ
【解析】 选项 Ａ 不会增加营运资本， 但是会增

加流动负债， 举个例子说明， 比如流动资产 ／

流动负债＝５ ／ ３， 利用短期借款增加对流动资产

的投资， 会导致流动比率的分子分母增加的绝

对数一致， 假设增加 １， 则流动比率＝ ６ ／ ４， 显

然 ５ ／ ３ 大于 ６ ／ ４， 降低了流动比率， 短期偿债

能力下降， 因此选项 Ａ 错误； 选项 Ｂ 不影响

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 所以， 选项 Ｂ 错误。
营运资本＝长期资本－长期资产， 选项 Ｃ 可以

导致营运资本增加， 流动负债不变， 流动比

率提高， 所以， 有助于提高公司短期偿债能

力， 选项 Ｃ 正确。 提高流动负债中的无息负

债比率， 不影响流动负债总额， 也不影响流

动资产， 所以， 不影响短期偿债能力， 即选

项 Ｄ 不是答案。
【例题 ３·多选题】 已知甲公司 ２０×１ 年末负

债总额为 ２００ 万元， 资产总额为 ５００ 万元，
流动资产为 ２４０ 万元， 流动负债为 １６０ 万元，
２０×１ 年利息费用为 ２０ 万元， 净利润为 １００ 万

元， 所得税为 ３０ 万元， 则该公司（　 ）。
Ａ． ２０×１ 年末资产负债率为 ４０％
Ｂ． ２０×１ 年末产权比率为 ２ ／ ３
Ｃ． ２０×１ 年利息保障倍数为 ７ ５
Ｄ． ２０×１ 年末长期资本负债率为 ２０％
【答案】 ＡＢＣ
【解析】 ２０ × １ 年末资产负债率 ＝ ２００ ／ ５００ ×
１００％ ＝ ４０％， 产权比率 ＝ ２００ ／ （ ５００ － ２００） ＝
２ ／ ３， 利息保障倍数＝ （１００＋３０＋２０） ／ ２０ ＝ ７ ５，
长期资本负债率 ＝ （２００ － １６０） ／ （５００ － １６０） ×
１００％ ＝ １１ ７６％。

偿债能力评价指标一览表见表 ２－３。

表 ２－３　 偿债能力评价指标一览表

短期偿债能力比率 营运资本、 流动比率、 速动比率、 现金比率、 现金流量比率

长期偿债能力比率
资产负债率、 产权比率、 权益乘数、 长期资本负债率、 利息保障倍数、 现金流量利息保

障倍数、 现金流量与负债比率

一、 短期偿债能力指标

１ 营运资本

营运资本＝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提示 １』 营运资本是流动负债偿还的缓

冲垫， 因为长期资本用于流动资产的部分，
不需要在 １ 年或 １ 个营业周期内归还。

『提示 ２』 由于该指标是一个绝对指标，
所以不能用于不同规模企业的比较。 如 Ａ 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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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营运资本为 １０００ 万（流动资产 ２０００ 万， 流

动负债 １０００ 万）， Ｂ 企业营运资本 ５００ 万（流

动资产 ８００ 万， 流动负债 ３００ 万）， 虽然 Ａ 企

业的营运资本高于 Ｂ 企业， 但是并不代表 Ａ
企业偿还流动负债的能力强于 Ｂ 企业。

２ 短期债务的存量比率

（１）流动比率。
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流动比率＝ １÷（１－营运资本配置比率）＝ １
÷（１－营运资本÷流动资产）

『拓展』 上述公式的推导过程如下：
１÷（１－营运资本÷流动资产）
＝ １÷［１－（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流动资

产］
＝ １÷（１－流动资产÷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流动资产）
＝ １÷（１－１＋流动负债÷流动资产）
＝ １÷（流动负债÷流动资产）
＝ 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流动比率

（２）速动比率（酸性测试比率）。
速动比率＝速动资产÷流动负债

『提示 １』 因为存货的变现速度慢， 估价

可能与变现金额相差甚远， 预付账款、 一年

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具有偶

然性， 不代表正常变现能力。 上述这些资产

对于偿付流动负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所以

把他们定义为非速动资产， 并将它们从流动

资产中去掉， 剩下的就是速动资产。
『提示 ２』 速动资产包括货币资金、 交易

性金融资产、 各种应收款项等。
『提示 ３』 在评价短期偿债能力时， 速动

比率比流动比率更加可靠。
『提示 ４』 不同行业速动比率差别很大。
『提示 ５』 现金的收益能力最弱， 所以，

大量现销的商店不会保留大量的现金， 由于

速动资产的主体是货币资金和应收账款， 而

大量现销的商店的应收账款很少， 并且不会

保留大量的现金， 所以， 大量现销的商店的

速动资产低于流动负债是正常现象， 即其速

动比率低于 １ 也属正常。
（３）现金比率。
现金比率＝货币资金÷流动负债

『记忆』 短期偿债能力的比率指标， 其分

母均为流动负债， 区别在分子。 分子的记忆

可以通过其指标名称得出。
３ 现金流量比率

现金流量比率＝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流动负债

『提示 １』 注意现金流量净额仅指“经营

活动”， 对于偿债能力评价涉及到的现金流量

均使用该指标（如长期偿债能力）。
『提示 ２』 时期数和时点数配比的问题：

（１）期初期末平均数（绝大部分情况）； （２）直

接用期末数（题目直接要求， 或在偿债能力指

标分析中）。
『提示 ３』 现金流量比率表明每 １ 元流动

负债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保障程度。 该比率

越高， 偿债能力越强。
二、 长期偿债能力比率

衡量长期偿债能力的财务比率， 也分为

存量比率和流量比率两类。
１ 总债务存量比

总债务存量比包括： 资产负债率、 产权

比率、 权益乘数和长期资本负债率。
资产负债率＝总负债 ／ 总资产×１００％
产权比率＝总负债 ／ 股东权益

权益乘数＝总资产 ／ 股东权益

长期资本负债率 ＝ 非流动负债 ／ （非流动

负债＋股东权益）×１００％
２ 总债务流量比

利息保障倍数＝息税前利润 ／ 利息费用

现金流量利息保障倍数 ＝ 经营活动现金

流量净额 ／ 利息费用

现金流量与负债比率 ＝ 经营活动现金流

量净额 ／ 负债总额×１００％
『提示 １』 息税前利润＝利润总额＋利息费

用＝净利润＋所得税费用＋利息费用

『提示 ２』 分母的利息费用是指本期全部

应付利息， 不仅包括计入利润表中的财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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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利息， 还包括计入资产负债表中的资本

化利息。
『提示 ３』 现金流量利息保障倍数比以收

益为基础的利息保障倍数更可靠。
『提示 ４』 现金流量与负债比率公式中的

负债总额用期末数而非平均数， 因为需要偿

还的是期末金额， 而不是平均金额。 短期偿

债能力比率中的现金流量比率也是如此。
三、 影响偿债能力的其他因素（见表 ２－４）

表 ２－４　 影响偿债能力的其他因素

项目 其他因素

影响短期偿债

能力因素

增强偿债能力： 可动用的银行授信额度； 可以快速变现的非流动资产； 良好的偿债能力声誉；

降低偿债能力： 与担保有关的或有负债事项

影响长期偿债

能力因素
债务担保、 未决诉讼

考点三　 营运能力比率★★
扫 我 解 疑 难

【例题·多选题】 下列关于营运能力比率的说

法中， 不正确的有（　 ）。
Ａ． 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核算的内容不同， 计

算应收账款周转率时不应该考虑应收票据

Ｂ． 计算存货周转次数时， 分子是营业收入

Ｃ． 如果 １１ 月份至 ２ 月份是经营淡季， 使用

应收账款年初余额和年末余额的平均数计算

应收账款周转次数， 则会高估应收账款周转

速度

Ｄ． 应收账款和存货的周转天数越少说明现金

回流越快， 所以， 应收账款和存货的周转天

数越少越好

【答案】 ＡＢＤ
【解析】 大部分应收票据是赊销形成的， 是应

收账款的另一种形式， 所以， 应将应收票据

纳入应收账款周转率的计算， 选项 Ａ 的说法

不正确； 如果是为了评估存货管理的业绩，
应当使用营业成本计算存货周转率， 所以，
选项 Ｂ 的说法不正确。 如果 １１ 月份至 ２ 月份

是经营淡季， 应收账款年初余额和年末余额

的平均数小于多个时点的平均数， 因此， 使

用应收账款年初余额和年末余额的平均数计

算应收账款周转次数， 则会导致计算结果偏

高， 即高估应收账款周转速度， 选项 Ｃ 的说

法正确。 应收账款和存货的周转速度并不是

越快越好， 周转天数不是越少越好， 所以，
选项 Ｄ 的说法不正确。

各指标周转率的公式如图 ２－１ 所示。

图 ２－１　 各指标周转率的公式

１ 年按 ３６５ 天计算时， （年） ××周转天数

＝ ３６５÷（年）周转率

『提示 １』 对于应收账款周转率， 分子

理论上应使用“赊销额” ， 但外部分析人员

无法取得赊销数据， 只好直接使用营业收

入进行计算。 这样会高估应收账款的周转

速度。
『提示 ２』 减值准备的数额较大， 就应进

行调整， 使用未提取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计

算周转天数。
『提示 ３』 计算存货周转率时， 分子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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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 短期偿债能力分析或分解总资产周转率，
用营业收入； 评估存货管理水平， 用营业

成本。
『提示 ４』 在计算周转率指标的时候， 如

果分子是时期数， 分母是时点数， 合理的做

法是分母用期初期末平均数。

考点四　 盈利能力比率★★
扫 我 解 疑 难

【例题·单选题】 某公司今年与上年相比， 营

业收入增长 １０％， 净利润增长 ８％， 资产总额

增加 １２％， 负债总额增加 ９％。 可以判断， 该

公司权益净利率比上年（　 ）。
Ａ． 提高 Ｂ． 降低

Ｃ． 不变 Ｄ． 不确定

【答案】 Ｂ
【解析】 资产总额增加 １２％， 所以（负债总额

＋股东权益） 增加 １２％， 因此负债总额增加

１２％， 同时股东权益增加 １２％， 或者负债和

股东权益一个增加小于 １２％， 另一个增加大

于 １２％， 从而使得总额增加等于 １２％。 因此，
资产总额增加 １２％， 负债增加 ９％， 股东权益

增加一定大于 １２％。 那么就可以得出， 权益

净利率的分母股东权益的增长大于分子净利

润的增长， 那么权益净利率是降低的， 选项

Ｂ 是正确的。

反映企业盈利能力的指标： 营业净利率、
总资产净利率、 权益净利率。

【公式记忆】 ＸＸ 净利率 ＝ 净利润 ÷ ＸＸ
×１００％

『拓展』 相关公式推导如下：
因为： 总资产净利率 ＝净利润÷总资产 ＝

（净利润 ／ 营业收入）×（营业收入 ／ 总资产）
所以： 总资产净利率 ＝营业净利率×总资

产周转次数

因为： 权益净利率 ＝净利润÷股东权益 ＝
（净利润 ／ 总资产）×（总资产 ／ 股东权益）

所以： 权益净利率 ＝总资产净利率×权益

乘数

考点五　 市价比率★★
扫 我 解 疑 难

【例题·多选题】 甲公司 ２０１６ 年净利润为 ２５０
万元，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 日发放 １５ 万股股票股

利，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 日增发了 ６０ 万股普通股，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回购了 ３０ 万股普通股， 年

末的流通在外的普通股股数为 １２０ 万股。 甲

公司的优先股为 ５０ 万股， 优先股股息为每股

１ 元， 优 先 股 清 算 价 值 为 每 股 ２ 元。 如 果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７ 日甲公司普通股的每股市价为

２４ 元， 则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有（　 ）。
Ａ． ２０１６ 年每股收益为 １ ６ 元

Ｂ． ２０１６ 年流通在外普通股的加权平均股数为

１２２ ５ 万股

Ｃ． ２０１６ 年每股收益为 １ ６３ 元

Ｄ．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７ 日甲公司的市盈率为 １５
【答案】 ＡＤ
【解析】 ２０１６ 年年初流通在外的普通股股数

为 １２０＋３０－６０－１５＝ ７５（万股）。 由于发放股票

股利并不增加股东权益， 所以， 对于发放股

票股利增加的普通股股数不用考虑时间权重，
视为在年初时增加普通股股数。 因此， ２０１６
年流通在外普通股的加权平均股数 ＝ ７５＋１５＋
６０×８ ／ １２－３０×２ ／ １２ ＝ １２５（万股）， 普通股每股

收益＝（２５０－５０×１） ／ １２５ ＝ １ ６（元），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７ 日甲公司的市盈率 ＝ 每股市价 ／ 每股收益

＝ ２４ ／ １ ６ ＝ １５。

（１）市盈率＝每股市价÷每股收益

『提示』 每股收益 ＝ （净利润－优先股股

息）÷流通在外普通股加权平均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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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期流通在外普通股加权平均数 ＝ 期初

发行在外普通股股数＋当期新发行普通股股数

×发行在外时间÷报告期时间－当期回购普通

股股数×回购时间÷报告期时间

（２）市净率＝每股市价÷每股净资产

『提示』 每股净资产 ＝ 普通股股东权益÷

流通在外普通股股数（注意不是加权）
（３）市销率＝每股市价÷每股营业收入

『提示』 每股营业收入 ＝ 营业收入÷流通

在外普通股加权平均股数

『总结』

财务比率分析评价指标一览表

偿债能力比率

短期偿债能力 营运资本、 流动比率、 速动比率、 现金比率、 现金流量比率

长期偿债能力
资产负债率、 产权比率、 权益乘数、 长期资本负债率、 利息保障倍数、

现金流量利息保障倍数、 现金流量与负债比率

营运能力比率
应收账款周转率、 存货周转率、 流动资产周转率、 营运资本周转率、 非流动资产周转率、 总资

产周转率

盈利能力比率 营业净利率、 总资产净利率、 权益净利率

市价比率 市盈率、 市净率、 市销率

１． 【单选题】 现金流量比率是反映企业短期

偿债能力的一个财务指标。 在计算年度现

金 流 量 比 率 时， 通 常 使 用 流 动 负 债

的（　 ）。
Ａ． 年初余额

Ｂ． 年末余额

Ｃ． 年初余额和年末余额的平均值

Ｄ． 各月末余额的平均值

２． 【多选题】 权益乘数为 ４， 则（　 ）。
Ａ． 资产权益率为 ２５％
Ｂ． 资产负债率为 １ ／ ４
Ｃ． 产权比率为 ３
Ｄ． 资产负债率为 ７５％

３． 【单选题】 （２０１８ 年） 在“利息保障倍数 ＝
（净利润＋利息费用＋所得税费用） ／ 利息费

用”计算式中， 分子的“利息费用”是（　 ）。
Ａ． 计入本期现金流量表的利息支出

Ｂ． 计入本期利润表的费用化利息

Ｃ． 计入本期利润表的费用化利息和资产负

债表的资本化利息

Ｄ． 计入本期资产负债表的资本化利息

４． 【单选题】 甲公司上年净利润为 ２５０ 万元，
流通在外的普通股的加权平均股数为 １００

万股， 优先股为 ５０ 万股， 优先股股息为每

股 １ 元。 如果上年末普通股的每股市价为

３０ 元， 甲公司的市盈率为（　 ）。
Ａ． １２ Ｂ． １５
Ｃ． １８ Ｄ． ２２ ５

１． Ｂ　 【解析】 一般来讲， 现金流量比率中流

动负债采用的是期末数而非平均数， 因为

实际需要偿还的是期末金额， 而非平均

金额。
２． ＡＣＤ　 【解析】 权益乘数 ＝ 总资产 ／ 股东权

益＝ ４， 即总资产＝股东权益×４， 所以资产

权益率 ＝ 股东权益 ／ 总资产× １００％ ＝ １ ／ ４ ×
１００％ ＝ ２５％； 根据总资产 ＝ 总负债＋股东

权益， 以及总资产＝股东权益×４ 可知， 总

负债＝股东权益×３， 资产负债率 ＝总负债 ／
总资产＝ ３ ／ ４×１００％ ＝ ７５％； 产权比率 ＝ 总

负债 ／ 股东权益＝ ３。
３． Ｂ　 【解析】 分子的“利息费用”是指计入本

期利润表中财务费用的利息费用； 分母的

“利息费用”是指本期的全部应付利息， 不

仅包括计入利润表中财务费用的利息费

用， 还包括计入资产负债表固定资产等成

本的资本化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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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还需要发行 １００ 万元的股票， 这不符合

经济原则。 所以， 选项 Ｃ 的说法不正确。
由于本题中 ２０１７ 年的利润留存为 ２００ 万元

大于 １００ 万元， 所以， 考虑了提取法定公

积金（１００ 万元）的限制。 即选项 Ｄ 的说法

正确。
１０． Ｄ　 【解析】 负债股利是公司以负债方式

支付的股利， 通常以公司的应付票据支

付给股东， 在不得已情况下也有发行公

司债券抵付股利的。
１１． Ｃ　 【解析】 财产股利是以现金以外的资

产支付的股利， 主要是以公司所拥有的

其他企业的有价证券， 如债券、 股票，
作为股利支付给股东。

１２． Ｃ　 【解析】 在除权（除息）日， 上市公司

发放现金股利与股票股利， 股票的除权

参考价＝ （股权登记日收盘价－每股现金

股利） ／ （１＋送股率＋转增率）＝ （２１－１） ／ （１
＋３ ／ １０＋３ ／ １０）＝ １２ ５（元）。

１３． Ｄ　 【解析】 股票股利并不直接增加股东

的财富， 不会导致公司资产的流出和负

债的增加， 同时也并不因此而增加公司

的财产， 但会引起所有者权益各项目的

结构发生变化。 发放股票股利后， 如果

盈利总额不变， 会由于普通股股数的增

加而引起每股收益的下降。 所以本题答

案为选项 Ｄ。
１４． Ｃ　 【解析】 股票股利会改变股东权益结

构、 股票分割不会改变股东权益结构。
股票分割和股票股利都不会增加股东权

益； 都会使得发行在外的股数增加， 会

降低股票每股价格； 股票股利不会影响

每股面值， 而股票分割会降低每股面值。
１５． Ｃ　 【解析】 在公司股价上涨幅度不大时，

往往通过发放股票股利将股价维持在理

想的范围之内， 所 以 选 项 Ｃ 的 说 法 不

正确。
１６． Ａ　 【解析】 如果按 ２ 股换成 １ 股的比例

进行股票反分割， 则每股面值 ＝ １×２ ＝ ２
（元）， 股数＝ ４００ ／ ２ ＝ ２００（万股）， 股本 ＝

２００×２＝ ４００（万元）， 股东权益总额不变，
仍为 １４００ 万元。

１７． Ｄ　 【解析】 通货膨胀时期， 为弥补折旧

基金购买力水平下降的资金缺口， 公司

的股利政策往往偏紧， 选项 Ａ 排除； 金

融市场利率上升会提高公司的外部融资

成本， 使公司偏向于内部融资， 此时公

司应采取低股利支付率政策， 选项 Ｂ 排

除； 销售渠道受阻， 库存积压会导致公

司资产流动性下降， 此时应采取低股利

支付率政策， 选项 Ｃ 排除； 经济增长速

度减慢， 企业缺乏良好的投资机会， 保

留大量现金会导致资金闲置， 应采取高

股利支付率政策， 选项 Ｄ 是答案。
二、 多项选择题

１． ＣＤ　 【解析】 剩余股利政策就是在公司有

着良好的投资机会时， 根据一定的目标资

本结构（最佳资本结构）， 测算出投资所需

的权益资金， 先从盈余中留用， 然后将剩

余的盈余作为股利予以分配。 奉行剩余股

利政策， 意味着公司只将剩余的盈余用于

发放股利。 这样做的根本理由是为了保持

理想的资本结构， 使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最低。
２． ＡＣＤ　 【解析】 股东出于稳定收入考虑，

希望多发股利， 是采用高股利政策的， 所

以选项 Ａ 是答案； 处于成长中的公司， 是

有着比较好的投资机会的， 这样是希望少

发股利的， 所以选项 Ｂ 不是答案。 处于经

营收缩的公司， 没有好的投资项目， 可以

多发放股利， 所以选项 Ｃ 是答案。 资产流

动性强的公司， 可以多发股利， 所以选项

Ｄ 是答案。
３． ＢＤ　 【解析】 一般来说， 股权登记日的下

一个交易日为除息日。 在除息日前， 股利

权是从属于股票的。
４． ＡＤ　 【解析】 有些国家税法规定出售股票

资本利得税率比现金股利的税率低， 因

此， 选项 Ａ 是答案； 由于发放股票股利不

会影响资产、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额，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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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选项 Ｂ 不是答案； 发放股票股利会导

致普通股股数增加， 如果盈利总额与市盈

率不变， 则每股收益会下降， 因此， 选项

Ｃ 也不是答案。 发放股票股利不用支付现

金， 所以， 选项 Ｄ 是答案。
５． ＢＣＤ　 【解析】 股票分割时， 流通在外的

股数增加， 每股面额下降。 而盈利总额和

市盈率不变， 则每股收益下降， 但公司价

值不变， 股东权益（即净资产）总额、 以及

股东权益内部各项目相互间的比例（即股

权结构）也不会改变。 由于不影响债务资

本和权益资本， 所以， 资本结构不变。
６． ＢＤ　 【解析】 如果盈利总额与市盈率不变，

发放股票股利之后， 股票总市场价值不

变， 选项 Ａ 错误； 发放股票股利后的原股

东所持股票的市场价值 ＝ 发放股票股利后

原股东持股比例×发放股票股利后的盈利

总额×发放股票股利后的市盈率， 由于发

放股票股利不改变股东的持股比例和盈利

总额， 因此， 发放股票股利后的市盈率增

加将会导致原股东所持股票的市场价值增

加， 选项 Ｂ 正确； 发放股票股利会导致所

有者权益相关项目的变动（未分配利润减

少、 股本增加）， 而股票分割不会导致所

有者权益各项目的变动， 选项 Ｃ 错误； 股

票回购本质上是现金股利的一种替代选

择， 但股票回购股东需要缴纳资本利得

税， 而发放现金股利股东则需要缴纳股利

所得税， 两者带给股东的净财富效应不

同， 选项 Ｄ 正确。
７． ＡＢＤ　 【解析】 发放股票股利对于每股面

额不会产生影响， 股票分割会导致每股面

额的降低， 所以选项 Ｃ 错误。
８． ＢＣＤ　 【解析】 股票回购利用企业多余现

金回购企业股票， 减少了企业的自由现金

流量， 同时减少企业外部流通股的数量，
减少企业的股东权益， 因此选项 Ｂ、 Ｄ 正

确； 企业外部流通股的数量减少， 净收益

不变， 因此每股收益增加， 选项 Ｃ 正确；
股票回购不影响每股面值， 选项 Ａ 错误。

三、 计算分析题

１． 【答案】
（１）在保持目标资本结构的前提下：
２０×５ 年投资方案所需的自有资金额 ＝ ７００×
６０％ ＝ ４２０（万元）
２０×５ 年投资方案所需从外部借入的资金额

＝ ７００×４０％ ＝ ２８０（万元）
（２）如果公司执行剩余股利政策：
２０× ４ 年度应分配的现金股利 ＝ 净利润 －
２０×５年投资方案所需的自有资金额 ＝ ９００－
４２０＝ ４８０（万元）
（３）如果公司执行固定股利政策：
２０×４ 年度应分配的现金股利 ＝上年分配的

现金股利

可用于 ２０×５ 年投资的留存收益 ＝ ９００－５５０
＝ ３５０（万元）
２０×５ 年投资需要额外筹集的资金额 ＝ ７００－
３５０＝ ３５０（万元）
（４）如果公司执行固定股利支付率政策：
该公司的股利支 付 率 ＝ ５５０ ／ １０００ × １００％
＝ ５５％
２０×４ 年度应分配的现金股利 ＝ ９００×５５％ ＝
４９５（万元）
（５）因为公司只能从内部筹资， 则 ２０×５ 年

的投资需要从 ２０×４ 年的净利润中留存 ７００
万元。
所以， ２０×４ 年度应分配的现金股利 ＝ ９００－
７００＝ ２００（万元）。

２． 【答案】
（１）由于采用固定股利政策， 则 ２０１９ 年支

付的现金股利为 ３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９ 年 股 利 支 付 率 ＝ ３０００ ／ １２０００ × １００％
＝ ２５％
（２）２０１９ 年股利支付率 ＝ ２０１８ 年股利支付

率＝ ３０００ ／ １００００×１００％ ＝ ３０％
（３）投资需要的权益资金＝ ８０００×３ ／ ５ ＝ ４８００
（万元）
股利支付率 ＝ （１２０００－４８００） ／ １２０００×１００％
＝ ６０％
（４）额外股利 ＝ （１２０００－２０００） ×１６％ ＝ １６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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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股利支付率 ＝ （２０００ ＋ １６００） ／ １２０００ × １００％
＝ ３０％
（５）①剩余股利政策

优点： 保持理想的资本结构， 加权平均资

本成本最低。
缺点： 受到当年盈利水平和未来投资规模

影响， 每年股利发放额不稳定。
②固定股利政策

优点： 稳定的股利向市场传递着公司正常

发展的信息， 有利于树立公司良好形象，
增强投资者对公司的信心， 稳定股票的价

格； 稳定的股利有利于投资者安排股利收

入和支出。
缺点： 股利的支付与盈余脱节， 可能造成

公司资金短缺； 不能像剩余股利政策那样

保持较低的资本成本。
③固定股利支付率政策

优点： 使股利与公司盈余紧密结合， 以体

现多 盈 多 分、 少 盈 少 分、 无 盈 不 分 的

原则。
缺点： 各年的股利变动较大， 极易造成公

司不稳定的感觉， 对稳定股票价格不利。
④低正常加额外股利政策

优点： 具有较大灵活性， 有利于股东增强

对公司的信心， 有利于股票价格稳定； 可

使那些依靠股利度日的股东每年至少可以

得到虽然较低但比较稳定的股利收入， 从

而吸引住这部分股东。

３． 【答案】
（１）发放股票股利后的普通股股数 ＝ ２００×
（１＋１０％）＝ ２２０（万股）
发放股票股利后的普通股股本 ＝ ２× ２２０ ＝
４４０（万元）
发放股票股利后的资本公积 ＝ １００＋（３５－２）
×２０＝ ７６０（万元）
现金股利＝ ０ ２×２２０＝ ４４（万元）
股利分配后的未分配利润 ＝ ８５０－３５×２０－４４
＝ １０６（万元）
盈余公积没有变化。
（２）除权参考价＝（２４ ４５－０ ０６） ／ （１＋３０％＋
５０％）＝ １３ ５５（元）
（３）股票分割后的普通股股数＝ ２００×２＝ ４００
（万股）
股票分割后的普通股股本＝ １×４００ ＝ ４００（万

元）
股票分割后的资本公积、 盈余公积和未分

配利润均不变。
（４）股利分配前的市净率 ＝ ３５ ／ （１４００ ／ ２００）
＝ ５
在市净率不变时， 每股市价为 ３０ 元的情况

下， 每股净资产＝ ３０ ／ ５ ＝ ６（元）。
股利分配后的股东权益 ＝ ６ × （２００ ＋ ２００ ×
１０％）＝ １３２０（万元）
由于只有现金股利导致股东权益减少， 所

以： 每股现金股利 ＝ （１４００ － １３２０） ／ ２２０ ＝
０ ３６（元）。

６０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