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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强化提高阶段学习方法及注意事项

经过了基础阶段的学习，我们也要迎来提高强化阶段的学习，这一阶段在学

习的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心态上的调整。在学习的过程中可能会感觉到迷茫，这个

时候不要焦虑不要心急，就像诗人普希金在《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中说的一样：

“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里需要镇静，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

《孟子》中也有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

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所以放平心态，

越是难学就越要勇往直前，勇攀高峰。小编也在此给各位小伙伴就强化提高阶段

提供一些可行性的建议，以助您顺利通过注会会计科目的考试。

一、先抓住重点进行学习

2015 年-2019 年分值比例最高的知识点

知识点 分值比例（%）

履行每一单项履约义务时收入的确认 7.03

长期股权投资的权益法 3.78

职工薪酬的核算（综合） 3.72

限制性股票的核算 2.79

所得税费用的核算 2.38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涉及的或有对价、反向购买 2.33

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的核算 2.09

内部固定资产交易的抵销 1.92

递延所得税的确认和计量 1.86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的核算
1.74

每年的考题都有其规律性，越容易考的部分越容易出题。我们当然也要对分

值高的知识点重点学习，比如说表中所示的履行每一单项履约义务时收入的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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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就可以单独拿出这一部分，了解时段时点义务的判断等，拓展一下，再结合

相关的例题来把握重要的知识点。

二、把握住每一章节的关键考点

2015 年-2019 年每章中分值最高的知识点

章节 分值最多知识点
占总分值

比例（%）

占本章分

值比例

（%）

第一章 总论 会计信息质量要求 0.81 66.67

第二章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

及其变更和差错更正
前期差错更正的会计处理 1.22 44.68

第三章 存货 存货的可变现净值 0.70 50.00

第四章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的后续支出 1.22 51.22

第五章 无形资产 自行研发无形资产的处理 0.93 42.11

第六章 投资性房地产
自用房产转为以公允价值计

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1.05 42.86

第七章 长期股权投资与合营

安排
长期股权投资的权益法 3.78 49.24

第八章 资产减值 单项资产减值 1.05 52.94

第九章 负债 应付股利 0.47 100.00

第十章 职工薪酬 职工薪酬的核算（综合） 3.72 77.11

第十一章 借款费用 借款费用的核算 0.70 60.00

第十二章 股份支付 限制性股票的核算 2.79 50.53

第十三章 或有事项

产品质量保证 0.47 25.00

或有事项概述 0.47 25.00

债务担保的核算 0.47 25.00

第十四章 金融工具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的核算

1.74 27.03

第十五章 所有者权益 其他综合收益的判断 0.93 3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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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 分值最多知识点
占总分值

比例（%）

占本章分

值比例

（%）

第十六章 收入、费用和利润
履行每一单项履约义务时收

入的确认
7.03 83.45

第十七章 政府补助 政府补助的核算 1.16 50.00

第十八章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认定 1.63 77.78

第十九章 债务重组 修改其他债务条件 0.58 38.46

第二十章 所得税费用 所得税费用的核算 2.03 32.71

第二十一章 外币折算 外币交易的会计处理 1.40 75.00

第二十二章 租赁 经营租赁的会计处理 0.70 66.67

第二十三章 财务报告 资产负债表项目的列报 1.63 27.45

第二十四章 资产负债表日后

事项
日后事项的分类 1.69 56.86

第二十五章 持有待售的非流

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
终止经营 0.93 30.19

第二十六章 企业合并 反向购买 1.86 80.00

第二十七章 合并财务报表 内部固定资产交易的抵销 1.92 15.64

第二十八章 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 1.28 57.89

第二十九章 公允价值计量 公允价值层次 0.47 50.00

第三十章 政府及民间非营利

组织会计
财政授权支付业务的核算 0.47 25.00

通过表格不难看出，每一章中都有较难或者较复杂的内容，我们最好就是在

提高阶段把握住每一章节的核心，一个难点一个难点进行突破。最后达到一个每

一章节的重点内容都能够游刃有余的水平。

三、重点加强对于主观题的强化

2015 年-2019 年主观题分值比例最高的章节

知识点 分值比例（%）

第 27 章 合并财务报表 1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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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 章 收入、费用和利润 11.47

第 20 章 所得税费用 9.71

第 7 章 长期股权投资与合营安排 9.12

第 12 章 股份支付 7.84

第 14 章 金融工具 7.45

第 10 章 职工薪酬 5.88

第 26 章 企业合并 3.92

第 6 章 投资性房地产 3.24

第 25 章 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 2.94

在强化阶段，我们面对的最大的障碍应该就是主观题了，客观题我们可以用

各种方法，比如排除法，代入法等等，甚至可以听天由命法，不过主观题就是实

打实的了，考试中能把主观题中的分录和金额蒙对的概率是很低的。这里侧重于

对于合并财务报表的内容，考查的内容主要包括：合并范围的确定、合并财务报

表的编制、内部固定资产交易的合并处理、集团内应收账款处置等事项对合并财

务报表项目的影响、合并财务报表中调整抵销分录的处理、购买子公司少数股东

权益的处理和不丧失控制权下处置子公司部分投资的处理，合并抵消分录一般是

每年的必考内容，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四、注意错题的整理。

艾宾浩斯遗忘曲线告诉我们遗忘对于我们来说是必然的，尤其是对于会计这

类偏重记忆的知识更是如此，可能学的内容睡一觉就忘了。没关系。人生豪迈，

大不了从头再来，忘了就再记忆一遍，反复的记。同时还要把之前做错的题目从

新回看，最好可以从新做一遍，如果能够一气呵成答完，那么恭喜，这道题基本

成功上岸。

在强化学习阶段要对所学的内容有自己的总结，这样更有利于提高，同时注

意一下较为冷门的知识点，做到粗中带细，大手笔之余也要对细枝末节有所了解，

这样方能在考场之上临危不乱。

查看更多注会考试政策，请进入中华会计网校注册会计师考试栏目进行查看>>

http://www.chinaacc.com/zhucekuaiji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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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获得更多注会备考干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