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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中级会计职称《中级财务管理》考后回忆试题及参考答案

一、单项选择题（本类题共 25 小题，每小题 1 分，共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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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筹资和间接筹资，下列表述错误的是（ ）。

A. 直接筹资仅可以筹集股权资金

B. 发行股票属于直接筹资

C. 直接筹资的筹资费用较高

D. 融资租赁属于间接筹资

【答案】A

【解析】直接筹资是企业直接与资金供应者协商融通资金的筹资活动。直接筹资

不需要通过金融机构来筹措资金，是企业直接从社会取得资金的方式。直接筹资方式

主要有发行股票、发行债券、吸收直接投资等。

【出题角度】考核筹资的分类

【难易度】易

【点评】本题考核“筹资的分类”知识点。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中华会计

网校（www.chinaacc.com）2019 年中级职称《财务管理》辅导中均有体现：①达江

老师教材精讲第四章第 01 讲；②李斌老师教材精讲第四章第 01 讲、私教直播班--习

题密训第 03 讲；③杨安富老师教材精讲第四章第 02 讲、模考点评模拟试题（一）第

03 讲；④李忠魁老师 C 位夺魁班—考点精讲第 09 讲；⑤姚军胜老师教材精讲第四章

第 01 讲、高频考点第四章第 02 讲；⑥李杰老师私教直播班—精读精讲第 09 讲；⑦

VIP 模拟试题（三）单选题第 7 题、VIP 逐章精讲 2019 年 4 月 3 日直播课程直接筹资

与间接筹资知识点详解、VIP 通关密钥 2019 年 8 月 10 日直播课程筹资管理的原则知

识点详解及例题；⑧考试中心开通的模拟试题（一）判断题第 4 题；⑨应试指南 85 页

表 4-2、经典题解 112 页表 4-4、经典题解 113 页判断 4、机考题库一本通 43 页多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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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冲刺通关必刷模拟试卷 29 页判断 5、历年真题全解 73 页判断 9。

2.关于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下列表述错误的是（ ）。

A. 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中，β系数衡量的是投资组合的非系统风险

B. 若证券组合中各证券收益率之间负相关，则该组合能分散非系统风险

C. 证券市场的系统风险，不能通过证券组合予以消除

D. 某公司新产品开发失败的风险属于非系统风险

【答案】A

【解析】某资产的β系数表达的含义是该资产的系统风险相当于市场组合系统风险

的倍数，因此β系数衡量的是系统风险。

【出题角度】考核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

【难易度】易

【点评】本题考核“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知识点。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

列中华会计网校（www.chinaacc.com）2019 年中级职称《财务管理》辅导中均有体

现：①达江老师教材精讲第二章第 06 讲；②李斌老师教材精讲第二章第 07 讲、私教

直播班--习题密训第 02 讲；③杨安富老师教材精讲第二章第 15 讲、模考点评模拟试

题（一）第 01 讲；④李忠魁老师 C 位夺魁班—考点精讲第 05 讲；⑤姚军胜老师教材

精讲第二章第 06 讲、高频考点第二章第 04 讲；⑥李杰老师私教直播班—精读精讲第

04 讲；⑦VIP 绝密预测卷（一）多选题第 2 题、VIP 逐章精讲 2019 年 5 月 5 日直播

课程证券资产的投资风险知识点详解及例题、VIP 通关密钥 2019 年 8 月 13 日直播课

程证券资产的投资风险详解；⑧考试中心开通的模拟试题（一）单选题第 4 题；⑨考

试中心开通的模拟试题（三）单选题第 2 题；⑩预测试题（二）单选题第 3 题、预测

试题（三）单选题第 4 题；⑪面授班考前专属密卷（一）单选题第 24 题；⑫应试指南

43 页表 2-12、经典题解 52 页表 2-12、机考题库一本通 14 页单选 11、历年考题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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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89 页单选 22、救命稻草第 10 页表五、精编教材 33 页“系统风险及其衡量”。

【相似考点 1】达江老师教材精讲第二章第 06 讲

【相似考点 2】李斌老师教材精讲第二章第 07 讲

【相似考点 3】杨安富老师教材精讲第二章第 15 讲

【相似考点 4】姚军胜老师教材精讲第二章第 06 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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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题目 1】考试中心开通的模拟试题（一）单选题第 4 题

【相似题目 2】考试中心开通的预测试题（三）单选题第 4 题

3.若上市公司以股东财富最大化作为财务管理目标，则衡量股东财富大小的最直观

的指标是（ ）。

A. 每股收益

B. 股价

C. 净利润

D. 净资产收益率

【答案】B

【解析】股东财富最大化是指企业财务管理以实现股东财富最大为目标。在上市

公司，股东财富是由其所拥有的股票数量和股票市场价格两方面决定的。在股票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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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时，股票价格达到最高，股东财富也就达到最大。因此衡量股东财富大小最直观

的指标是股价。

【出题角度】考核股东财富最大化

【难易度】易

【点评】本题考核“股东财富最大化”知识点。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中华

会计网校（www.chinaacc.com）2019 年中级职称《财务管理》辅导中均有体现：①

达江老师教材精讲第一章第 02 讲；②李斌老师教材精讲第二章第 01 讲、私教直播班

--习题密训第 01 讲；③杨安富老师教材精讲第二章第 02 讲、模考点评模测试题（二）

第 01 讲；④李忠魁老师在 C 位夺魁班—考点精讲第 02 讲；⑤姚军胜老师教材精讲第

二章第 02 讲、高频考点第二章第 02 讲；⑥李杰老师私教直播班—精读精讲第 01 讲；

⑦VIP 绝密预测三单选题第 1 题、VIP 模拟试题（一）单选题第 22 题、VIP 逐章精讲

2019 年 3 月 14 日直播课程股东财富最大化知识点详解；⑧考试中心开通的预测试题

（二）单选题第 1 题；⑨应试指南第 14 页讲解、经典题解第 19 页表 1-3 讲解、经典

题解 21 页单选 2 与本题非常类似、冲刺通关必刷模拟试卷第 11 页多选 1、精编教材

第 6 页讲解。

4.有甲、乙两种证券，甲证券的必要收益率为 10%，乙证券要求的风险收益率是

甲证券的 1.5 倍，如果无风险收益率为 4%，则根据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乙证券的必要

收益率为（ ）。

A. 13%

B. 12%

C. 15%

D. 16%

【答案】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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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甲证券的风险收益率＝10%－4%＝6%，乙证券的必要收益率＝4%＋1.5

×6%＝13%

【出题角度】考核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难易度】易

【点评】本题考核“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知识点。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中

华会计网校（www.chinaacc.com）2019 年中级职称《财务管理》辅导中均有体现：

①达江老师教材精讲第二章第 07 讲、私教直播班--专题密训第 01 讲；②李斌老师教

材精讲第二章第 08 讲、私教直播班--习题密训第 02 讲；③杨安富老师教材精讲第二

章第 15 讲、模考点评模拟试题（一）第 05 讲；④李忠魁老师在 C 位夺魁班—考点精

讲第 06 讲；⑤姚军胜老师教材精讲第二章第 07 讲、高频考点第二章第 06 讲；⑥李

杰老师私教直播班—精读精讲第 05 讲；⑦VIP 绝密预测卷（三）计算题第 3 题、VIP

模拟试题（三）计算题第 1 题、VIP 魔法训练营 2019 年 6 月 30 日第二章直播课程第

20、21 题；⑧考试中心开通的模拟试题（一）综合题第 2 题；⑨面授班考前专属密卷

（一）计算分析第 1 题、面授班考前专属密卷（三）计算分析第 4 题；⑩应试指南 44

页讲解和 63 页单选 15、经典题解 52~53 页讲解和 54 页单选 6、机考题库一本通 18

页单选 7、冲刺通关必刷模拟题 17 页单选 4、历年考题全解 107 页单选 22、救命稻

草 11 磁讲解和 76 页单选 5、考前必刷 550 第 522 题 1 小问。

5.下列各项中，通常会引起资本成本上升的情形是（ ）。

A. 预期通货膨胀率呈下降趋势

B. 证券市场流动性呈恶化趋势

C. 企业总体风险水平得到改善

D. 投资者要求的预期报酬率下降

【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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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如果资本市场缺乏效率，证券的市场流动性低，投资者投资风险大，要

求的预期报酬率高，那么通过资本市场融通的资本，其成本水平就比较高。

【出题角度】考核影响资本成本的因素

【难易度】易

【点评】本题考核“影响资本成本的因素”知识点。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

中华会计网校（www.chinaacc.com）2019 年中级职称《财务管理》辅导中均有体现：

①达江老师教材精讲第五章第 03 讲、私教直播班--专题密训第 01 讲；②李斌老师教

材精讲第五章第 04 讲、私教直播班--习题密训第 03 讲；③杨安富老师教材精讲第五

章第 03 讲、模考点评模拟试题（二）第 02 讲；④李忠魁老师在 C 位夺魁班—考点精

讲第 12 讲；⑤姚军胜老师教材精讲第五章第 02 讲、高频考点第五章第 02 讲；⑥李

杰老师私教直播班—精读精讲第 12 讲；⑦VIP 模拟试题（二）多选题第 8 题、VIP 逐

章精讲 2019 年 5 月 2 日直播课程动态回收期知识点详解；⑧考试中心开通的模拟试

题（二）多选题第 5 题；⑨考试中心开通的预测试题（二）单选题第 12 题；⑩面授班

考前专属密卷（三）判断题第 2 题；⑪应试指南 115 页讲解和 116 页例 5、经典题解

32 页判断 14、冲刺通关必刷模拟卷第 2 页单选 9。

6.下列各项中，不属于销售预算编制内容的是（ ）。

A. 销售费用

B. 单价

C. 销售收入

D. 销售量

【答案】A

【解析】销售费用属于“销售及管理费用预算”的内容，不属于销售预算。

【出题角度】考核销售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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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易度】易

【点评】本题考核“销售预算”知识点。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中华会计网

校（www.chinaacc.com）2019 年中级职称《财务管理》辅导中均有体现：①达江老

师教材精讲第三章第 3 讲；②李斌老师教材精讲第三章第 3 讲、私教直播班--习题密

训第 02 讲；③杨安富老师教材精讲第三章第 4 讲、模考点评模拟试题（一）第 1 讲、

模考点评预测试题（一）第 2 讲；④李忠魁老师 C 位夺魁班—考点精讲第 07 讲；⑤

姚军胜老师教材精讲第三章第 4 讲、高频考点第三章第 2 讲；⑥李杰老师私教直播班

—精读精讲第 07 讲；⑦VIP 魔法训练营 2019 年 7 月 4 日直播课程预算管理知识点经

典例题-多选题第 11 题；⑧考试中心开通的模拟试题（一）单选题第 7 题；⑨考试中

心开通的预测试题（一）多选题第 3 题。

7.某企业生产销售 A 产品，且产销平衡。其销售单价为 25 元/件，单位变动成本

为 18 元/件，固定成本为 2520 万元，若 A 产品的正常销售量为 600 万件，则安全边

际率为（ ）。

A. 40%

B. 60%

C. 50%

D. 30%

【答案】A

【解析】保本销售量＝2520/（25-18）＝360（万件），安全边际量＝600－360

＝240（万件），安全边际率＝240/600×100％＝40%。

【出题角度】考核安全边际分析

【难易度】易

【点评】本题考核“安全边际分析”知识点。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中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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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网校（www.chinaacc.com）2019 年中级职称《财务管理》辅导中均有体现：①达

江老师教材精讲第八章第 03 讲；②李斌老师教材精讲第八章第 02 讲、私教直播班--

习题密训第 06 讲；③杨安富老师教材精讲第八章第 02 讲、模考点评模拟试题（三）

第 03 讲；④李忠魁老师 C 位夺魁班—考点精讲第 22 讲；⑤姚军胜老师教材精讲第八

章第 02 讲、高频考点第八章第 01 讲；⑥李杰老师私教直播班—精读精讲第 21 讲；

⑦VIP 绝密预测卷（一）综合题第 50（1）题④、VIP 模拟试卷（三）综合题第 50（1）

题、VIP 魔法训练营 2019 年 7 月 23 日直播课程安全边际分析知识点经典例题-计算分

析题第 24（2）题、VIP 逐章精讲 2019 年 5 月 28 日直播课后作业多选题第 12 题、

VIP 通关密钥 2019 年 8 月 20 日直播课程利润敏感性分析和例题；⑧考试中心开通的

模拟试题（三）多选题第 8 题；⑨应试指南 221 页讲解和例题 4、经典题解 253 页单

选 5、一本通 97 页单选 1、冲刺通关必刷模拟题第 11 页 21 题、历年考题 68 页单选

15、救命稻草第 40 页考点 2 讲解。

8.关于可转换债券，下列表述正确的是（ ）。

A. 可转换债券的转换权是授予持有者一种买入期权

B. 可转换债券的回售条款有助于可转换债券顺利转换股票

C. 可转换债券的赎回条款有利于降低投资者的持券风险

D. 可转换债券的转换比率为标的股票市值与转换价格之比

【答案】A

【解析】可转换债券给予了债券持有者未来的选择权，在事先约定的期限内，投

资者可以选择将债券转换为普通股票，也可以放弃转换权利，持有至债券到期还本付

息。由于可转换债券持有人具有在未来按一定的价格购买股票的权利，因此可转换债

券实质上是一种未来的买入期权。所以 A 的说法正确；可转换债券的回售条款对于投

资者而言实际上是一种卖权，有利于降低投资者的持券风险，所以 B 的说法错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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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债券的赎回条款最主要的功能是强制债券持有者积极行使转股权，所以 C 的说法

错误；可转换债券的转换比率是债券面值与转换价格之商，所以 D 的说法错误。

【出题角度】考核可转换债券的基本性质

【难易度】易

【点评】本题考核“可转换债券的基本性质”知识点。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

列中华会计网校（www.chinaacc.com）2019 年中级职称《财务管理》辅导中均有体

现：①达江老师教材精讲第四章第 06 讲；②李斌老师教材精讲第四章第 04 讲、私教

直播班--习题密训第 03 讲；③杨安富老师教材精讲第四章第 07 讲、模考点评模拟试

题（一）第 02 讲、模考点评预测试题（一）第 02 讲；④李忠魁老师 C 位夺魁班—考

点精讲第 10 讲；⑤姚军胜老师教材精讲第四章第 05 讲、高频考点第四章第 06 讲；

⑥李杰老师私教直播班—精读精讲第 10 讲；⑦VIP 绝密预测卷（一）单选题第 12 题、

VIP 绝密预测卷（二）单选题 15 题、VIP 绝密预测卷（三）判断题第 39 题、VIP 模拟

题（一）单选题第 7 题、VIP 魔法训练营 2019 年 7 月 9 日直播课程可转换债券知识

点经典例题-单选题第 10、11 题，多选题第 13 题、VIP 逐章精讲 2019 年 4 月 9 日直

播课后作业单选题第 1 、3 题，多选题第 8 题，判断题第 12 题、VIP 逐章精讲 2019

年 4 月 16 日课后作业单选题第 12 题、VIP 通关密钥 2019 年 8 月 10 日直播课程衍生

工具筹资分析和例题；⑧考试中心开通的模拟试题（一）多选题第 4 题；⑨考试中心

开通的预测试题（一）多选题第 4 题；⑩面授班考前专属密卷（一）单选题第 7 题；

⑪《中级财务管理·应试指南》（达江 主编）352 页预测（二）单选 12、《中级财务

管理·经典题解》（李斌 主编）128 页单选 21、《中级财务管理·冲刺通关必刷模拟试

卷》（中华会计网校 主编）28 页多选 4、《中级财务管理·救命稻草》（达江 主编）

21 页考点 7 讲解。

【相似考点 1】达江老师教材精讲第四章第 06 讲

http://www.chinaacc.com）vip绝密预测卷（一）单选题第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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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考点 2】李斌老师教材精讲第四章第 04 讲

【相似考点 3】杨安富老师教材精讲第四章第 07 讲

【相似考点 4】姚军胜老师教材精讲第四章第 05 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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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题目 1】考试中心开通的模拟试题（一）多选题第 4 题

【相似题目 2】考试中心开通的预测试题（一）多选题第 4 题

9.下列筹资方式中，筹资速度较快，但在资金使用方面往往是有较多限制条款的是

（ ）。

A. 银行借款

B. 发行债券

C. 发行股票

D. 融资租赁

【答案】A

【解析】银行借款筹资的特点是，筹资速度快、资本成本较低、筹资弹性较大、

限制条款多、筹资数额有限。

【出题角度】考核银行借款的筹资特点

【难易度】易

【点评】本题考核“银行借款的筹资特点”知识点。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

中华会计网校（www.chinaacc.com）2019 年中级职称《财务管理》辅导中均有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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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达江老师教材精讲第四章第 02 讲；②李斌老师教材精讲第四章第 02 讲、私教直播

班--习题密训第 03 讲；③杨安富老师教材精讲第四章第 03 讲、模考点评模拟试题（三）

第 03 讲、模考点评预测试题（二）第 01 讲；④李忠魁老师在 C 位夺魁班—考点精讲

第 09 讲；⑤姚军胜老师教材精讲第四章第 02 讲、高频考点第四章第 03 讲；⑥李杰

老师私教直播班—精读精讲第 09 讲；⑦考试中心开通的模拟试题（三）判断题第 4

题；⑧VIP 绝密预测卷（一）单选题第 14 题、VIP 模拟试卷（一）单选题第 28 题、

多选题第 35 题、VIP 魔法训练营 2019 年 7 月 9 日直播课程筹资管理知识点经典例题

-单选题第 4 题、VIP 通关密钥 2019 年 8 月 10 日直播课程债务筹资分析；⑨考试中

心开通的预测试题（二）单选题第 7 题；⑩《中级财务管理·应试指南》（达江 主编）

86 页表 4-6 讲解、《中级财务管理·经典题解》（李斌 主编）111 页单选 1、《中级

财务管理·机考题库一本通》（中华会计网校 主编）43 页单选 3、《中级财务管理·救

命稻草》（达江 主编）20 页筹资方式优缺点讲解（续表中）。

10.与普通股筹资相比，下列属于优先股筹资优点的是（ ）。

A. 有利于降低公司财务风险

B. 优先股股息可以抵减所得税

C. 有利于保障普通股股东的控制权

D. 有利于减轻公司现金支付的财务压力

【答案】C

【解析】优先股筹资的优点：①有利于丰富资本市场的投资结构；②有利于股份

公司股权资本结构的调整；③有利于保障普通股收益和控制权；④有利于降低公司财

务风险。优先股筹资的缺点：可能给股份公司带来一定的财务压力。降低公司财务风

险是与债券筹资相比的优点。由于优先股股东无表决权，因此不影响普通股股东对企

业的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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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题角度】考核优先股的特点

【难易度】易

【点评】本题考核“优先股的特点”知识点。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中华会

计网校（www.chinaacc.com）2019 年中级职称《财务管理》辅导中均有体现：①达

江老师教材精讲第四章第 07 讲；②李斌老师教材精讲第四章第 04 讲、私教直播班--

习题密训第 03 讲；③杨安富老师教材精讲第四章第 08 讲、模考点评模拟试题（二）

第 01 讲、模考点评预测试题（三）第 01 讲；④李忠魁老师 C 位夺魁班—考点精讲第

10 讲；⑤姚军胜老师教材精讲第四章第 05 讲；⑥李杰老师私教直播班—精读精讲第

10 讲；⑦VIP 绝密预测卷（二）单选题第 16 题，判断题第 45 题、VIP 绝密预测卷（三）

单选题第 19、32 题、VIP 模拟试卷（一）单选题第 8 题、VIP 魔法训练营 7 月 9 日直

播课程优先股的特点知识点经典例题-单选题第 12 题，多选题第 21 题、VIP 逐章精讲

2019 年 4 月 9 日直播课后作业多选题第 9 题，判断题第 14、15 题中、VIP 通关密钥

2019 年 8 月 10 日直播课程优先股分析和例题；⑧考试中心开通的模拟试题（二）单

选题第 9 题；⑨考试中心开通的预测试题（三）单选题第 9 题；⑩面授班考前专属密

卷（二）单选题第 3 题；⑪《中级财务管理·应试指南》（达江 主编）97 页例 16、《中

级财务管理·经典题解》（李斌 主编）123 页例 4、《中级财务管理·历年真题全解》（中

华会计网校 主编）31 页、《中级财务管理·救命稻草》（达江 主编）23 页考点 9 讲

解。

11.关于产权比率指标和权益乘数指标之间的数量关系，下列表达正确的是（ ）。

A. 权益乘数×产权比率＝1

B. 权益乘数－产权比率＝1

C. 权益乘数＋产权比率＝1

D. 权益乘数/产权比率＝1

http://www.chinaacc.com）绝密预测卷（二）单选题第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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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B

【解析】产权比率＝负债总额÷股东权益，权益乘数＝总资产÷股东权益，因此权

益乘数－产权比率＝总资产÷股东权益－负债总额÷股东权益＝股东权益÷股东权益＝

1。

【出题角度】考核长期偿债能力分析

【难易度】易

【点评】本题考核“长期偿债能力分析”知识点。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中

华会计网校（www.chinaacc.com）2019 年中级职称《财务管理》辅导中均有体现：

①达江老师教材精讲第十章第 02 讲、教直播班--专题密训第 03 讲；②李斌老师教材

精讲第十章第 03 讲、私教直播班--习题密训第 08 讲；③杨安富老师教材精讲第十章

第 02 讲、模考点评模拟试题（三）第 02 讲；④李忠魁老师在 C 位夺魁班—考点精讲

第 26 讲；⑤姚军胜老师教材精讲第十章第 02 讲、高频考点第十章第 01 讲；⑥李杰

老师私教直播班—精读精讲第 25 讲；⑦VIP 绝密预测卷（一）单选题第 5 题、VIP 逐

章精讲 2019 年 6 月 25 日直播课程长期偿债能力分析知识点详解；⑧考试中心开通的

模拟试题（三）单选题第 24 题；⑨应试指南 297 页表 10-7 和图 10-1 讲解、经典题

解 305 页表 10-6 讲解、经典题解 351 页单选 6 与本题非常相似、冲刺通关必刷模拟

题 27 页单选 23 与本题类似。

12.某投资项目只有第一年年初产生现金净流出，随后各年均产生现金净流入，且

其动态回收期短于项目的寿命期，则该投资项目的净现值（ ）。

A. 无法判断

B. 小于 0

C. 大于 0

D. 等于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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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C

【解析】由于该项目的动态回收期小于项目的寿命期，而按照动态回收期计算的

净现值等于 0，因此项目的净现值大于 0。

【出题角度】考核净现值

【难易度】易

【点评】本题考核“净现值”知识点。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中华会计网校

（www.chinaacc.com）2019 年中级职称《财务管理》辅导中均有体现：①达江老师

教材精讲第六章第 03 讲、私教直播班--专题密训第 01 讲；②李斌老师教材精讲第六

章第 05 讲、私教直播班--习题密训第 04；③杨安富老师教材精讲第六章第 02 讲、模

考点评预测试题（二）第 01 讲；④李忠魁老师在 C 位夺魁班—考点精讲第 15 讲；⑤

姚军胜老师教材精讲第六章第 03 讲、高频考点第六章第 02 讲；⑥李杰老师私教直播

班—精读精讲第 15 讲；⑦VIP 模拟试题（二）多选题第 8 题、VIP 逐章精讲 2019 年

5 月 2 日直播课程动态回收期知识点详解；⑧考试中心开通的预测试题（二）多选题

第 6 题；⑨应试指南 145 页讲解、经典题解 174 页讲解和 177 页多选 7、机考题库一

本通 71 页多选 3、救命稻草 134 页讲解。

13.根据债券估计基本模型，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当市场利率上升时，固定利

率债券价值的变化方向是（ ）。

A. 不确定

B. 不变

C. 下降

D. 上升

【答案】C

【解析】计算固定利率债券价值时，折现率为市场利率，所以市场利率上升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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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债券价值下降。

【出题角度】考核债券的价值

【难易度】易

【点评】本题考核“债券的价值”知识点。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中华会计

网校（www.chinaacc.com）2019 年中级职称《财务管理》辅导中均有体现：①达江

老师教材精讲第六章第 09 讲；②李斌老师教材精讲第六章第 12 讲、私教直播班--习

题密训第 05 讲；③杨安富老师教材精讲第六章第 07 讲、模考点评模拟试题（二）第

01 讲；④李忠魁老师 C 位夺魁班—考点精讲第 17 讲；⑤姚军胜老师教材精讲第六章

第 07 讲、高频考点第六章第 05 讲；⑥李杰老师私教直播班—精读精讲第 17 讲；⑦

VIP 模拟试题（一）单选题第 10 题；VIP 魔法训练营 2019 年 7 月 16 日直播课程第

24 题；⑧考试中心开通的模拟试题（二）单选题第 13 题；⑨考试中心开通的预测试

题（二）多选题第 2 题、预测试题（三）单选题第 15 题；⑩面授班考前专属密卷（一）

多选题第 7 题、面授班考前专属密卷（二）单选题第 10 题；⑪应试指南 156 页表 6-12

讲解，161 单选 11 与本题几乎一样、经典题解 185 页表 6-11 讲解、186 页多选 3、

机考题库一本通 71 页多选 5、冲刺通关必刷模拟试卷 61 页判断 6、历年考题 87 页单

选 9、救命稻草 67 页单选 15、精编教材 142 页例 6-20、考前必刷 550 第 16 页 139

题。

14.股票股利与股票分割都将增加股份数量，二者的主要差别在于是否改变公司的

（ ）。

A. 资产总额

B. 股东权益总额

C. 股东持股比例

D. 股东权益的内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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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D

【解析】发放股票股利，未分配利润减少，股本（资本公积）增加，所以股东权

益的内部结构变化。股票分割，股东权益的内部结构不变。

【出题角度】考核股票股利与股票分割

【难易度】易

【点评】本题考核“股票股利与股票分割”知识点。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

中华会计网校（www.chinaacc.com）2019 年中级职称《财务管理》辅导中均有体现：

①达江老师教材精讲第九章第 10 讲；②李斌老师教材精讲第九章第 08 讲、私教直播

班--习题密训第 08 讲；③杨安富老师教材精讲第九章第 06 讲、模考点评模拟试题（二）

第 01 讲；④李忠魁老师在 C 位夺魁班—考点精讲第 25 讲；⑤姚军胜老师教材精讲第

九章第 08 讲、高频考点第九章第 04 讲；⑥李杰老师私教直播班—精读精讲第 25 讲；

⑦VIP 绝密预测卷（一）单选第 18 题、VIP 魔法训练营 2019 年 7 月 23 直播课程第

25 题、VIP 通关密钥 2019 年 8 月 27 日直播课程股票股利与股票分割对比知识点详解；

⑧考试中心开通的模拟试题（二）单选题第 23 题；⑨考试中心开通的预测试题（三）

判断题第 9 题；⑩面授班考前专属密卷（一）单选题第 21 题；⑪应试指南 271 页表

9-33 讲解和 271 页例 16、经典题解 284 页第 7 题、机考一本通 113 页多选 2、冲刺

通关必刷模拟卷 27 页单选 19、救命稻草 57 页表 19 讲解。

15.在以成本为基础制定内部转移价格时，下列各项中，不适合作为转移定价基础

的是（ ）。

A. 变动成本

B. 固定成本

C. 变动成本加固定制造费用

D. 完全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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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B

【解析】采用以成本为基础的转移定价是指所有的内部交易均以某种形式的成本

价格进行结算，它适用于内部转移的产品或劳务没有市价的情况，包括完全成本、完

全成本加成、变动成本以及变动成本加固定制造费用四种形式。

【出题角度】考核内部转移价格

【难易度】易

【点评】本题考核“内部转移价格”知识点。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中华会

计网校（www.chinaacc.com）2019 年中级职称《财务管理》辅导中均有体现：①达

江老师教材精讲第八章第 12 讲；②李斌老师教材精讲第八章第 07 讲、私教直播班--

习题密训第 07 讲；③杨安富老师教材精讲第八章第 09 讲、模考点评模拟试题（一）

第 02 讲；④李忠魁老师在 C 位夺魁班—考点精讲第 24 讲；⑤姚军胜老师教材精讲第

八章第 09 讲、高频考点第八章第 05 讲；⑥李杰老师私教直播班—精读精讲第 23 讲；

⑦VIP 绝密预测卷（二）单选第 12 题、VIP 逐章精讲 2019 年 6 月 5 日直播内部转移

价格的制定知识点详解；⑧考试中心开通的模拟试题（一）单选题第 20 题；⑨考试中

心开通的预测试题（二）单选题第 21 题；⑩面授班考前专属密卷（一）单选题第 17

题；⑪应试指南 242 页多选 16、经典题解 252 页第 4 题、冲刺通关必刷模拟试卷第 3

页单选 18 与本题几乎一样、救命稻草 48 页表 2 讲解、精编教材 204 页讲解。

16.下列各种中，属于资本成本中筹资费用的是（ ）。

A. 融资租赁的资金利息

B. 银行借款的手续费

C. 债券的利息费用

D. 优先股的股利支出

【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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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资本成本是企业筹集和使用资金所付出的代价，包括筹资费用和占用费

用。在资金筹集过程中，要发生股票发行费、借款手续费、证券印刷费、公证费、律

师费等费用，这些属于筹资费用。在企业生产经营和对外投资活动中，要发生利息支

出、股利支出、融资租赁的资金利息等费用，这些属于占用费用。

【出题角度】考核筹资管理的内容

【难易度】易

【点评】本题考核“筹资管理的内容”知识点。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中华

会计网校（www.chinaacc.com）2019 年中级职称《财务管理》辅导中均有体现：①

达江老师教材精讲第四章第 01 讲；②李斌老师教材精讲第四章第 01 讲、私教直播班

--习题密训第 03 讲；③杨安富老师教材精讲第四章第 01 讲；④李忠魁老师 C 位夺魁

班—考点精讲第 11 讲；⑤姚军胜老师教材精讲第四章第 01 讲；⑥李杰老师私教直播

班—精读精讲第 12 讲；⑦VIP 绝密预测卷（一）判断题第 42 题、VIP 模拟试题（二）

单选题第 5 题、VIP 魔法训练营 2019 年 7 月 9 日直播课程筹资管理知识点经典例题-

多选题第 14 题；⑧应试指南 125 页真题精练单选 1、经典题解 155 页多选 4、机考题

库一本通 148 页模拟一多选 5、救命稻草 25 页表二讲解、考前必刷 550 第 37 页 314

题。

17.某公司全年（360 天）材料采购量预计为 7200 吨，假定材料日耗均衡，从订

货到送达正常需要 3 天，鉴于延迟交货会产生较大损失，公司按照延误天数 2 天建立

保险储备。不考虑其他因素，材料再订货点为（ ）吨。

A. 40

B. 80

C. 60

http://www.chinaacc.com）vip绝密预测卷（一）判断题第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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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100

【答案】D

【解析】日耗用量＝7200/360＝20（吨），保险储备量＝20×2＝40（吨），再

订货点＝20×3＋40＝100（吨）

【出题角度】考核再订货点

【难易度】易

【点评】本题考核“再订货点”知识点。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中华会计网

校（www.chinaacc.com）2019 年中级职称《财务管理》辅导中均有体现：①达江老

师教材精讲第七章第 09 讲；②李斌老师教材精讲第七章第 06 讲、私教直播班--习题

密训第 06 讲；③杨安富老师教材精讲第七章第 08 讲、模考点评模拟试题（二）第 01

讲；④李忠魁老师在 C 位夺魁班—考点精讲第 21 讲；⑤姚军胜老师教材精讲第七章

第 07 讲、高频考点第七章第 05 讲；⑥李杰老师私教直播班—精读精讲第 19 讲；⑦

VIP 绝密预测卷（三）第 47（5）题；模拟试题（一）第 51（5）题、VIP 通关密钥

2019 年 8 月 20 日直播课程存货的控制系统例题；⑧考试中心开通的模拟试题（二）

单选题第 16 题；⑨面授班考前专属密卷（二）计算分析题第 1 题；⑨应试指南 64 页

讲解、经典题解 85 页表 3-8 讲解、冲刺通关模拟试卷第 1 页单选 3、救命稻草第 16

页表五讲解。

18.某公司 2019 年第四季度预算生产量为 100 万件，单位变动制造费用为 3 元/

件，固定制造费用总额为 10 万元（含折旧费 2 万元），除折旧费外，其余均为付现费

用，则 2019 年第四季度制造费用的现金支出预算为（ ）万元。

A. 308

B. 312

C.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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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292

【答案】A

【解析】制造费用的现金支出预算＝3×100＋（10－2）＝308（万元）

【出题角度】考核制造费用预算

【难易度】易

【点评】本题考核“制造费用预算”知识点。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中华会

计网校（www.chinaacc.com）2019 年中级职称《财务管理》辅导中均有体现：①达

江老师教材精讲第三章第 04 讲；②李斌老师教材精讲第三章第 03 讲、私教直播班--

习题密训第 02 讲；③杨安富老师教材精讲第三章第 04 讲；④李忠魁老师在 C 位夺魁

班—考点精讲第 07 讲；⑤姚军胜老师教材精讲第三章第 04 讲、高频考点第三章第 06

讲；⑥李杰老师私教直播班—精读精讲第 07 讲；⑦VIP 魔法训练营 7 月 9 日直播课程

制造费用预算知识点经典例题-计算分析题第 28（1）（2）题、VIP 逐章精讲 2019 年

3 月 31 日直播课后作业计算分析题第 18（1）④、VIP 跨章节课后作业跨章节测试题

（一）（第 1-3 章）计算分析题第 48 题；⑧经典题解 77 页例 4、一本通 31 页计算 3、

历年考题 108 页 25 题。

19.某公司发现某股票的价格因突发事件而大幅下降，预判有大的反弹空间，但苦

于没有现金购买。这说明该公司持有的现金未能满足（ ）。

A. 交易性需求

B. 预防性需求

C. 决策性需求

D. 投机性需求

【答案】D

【解析】投机性需求是企业需要持有一定量的现金以抓住突然出现的获利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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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机会大多是一闪即逝的，如证券价格的突然下跌，企业若没有用于投机的现金，

就会错过这一机会。所以该公司是持有的现金未能满足投机性需求。

【出题角度】考核持有现金的动机

【难易度】易

【点评】本题考核“持有现金的动机”知识点。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中华

会计网校（www.chinaacc.com）2019 年中级职称《财务管理》辅导中均有体现：①

达江老师教材精讲第七章第 02 讲；②李斌老师教材精讲第七章第 02 讲、私教直播班

--习题密训第 05 讲；③杨安富老师教材精讲第七章第 02 讲；④李忠魁老师 C 位夺魁

班—考点精讲第 18 讲；⑤姚军胜老师教材精讲第七章第 02 讲；⑥李杰老师私教直播

班—精读精讲第 18 讲；⑦面授班考前专属密卷（三）多选题第 6 题；⑧VIP 绝密预测

卷（三）多选题第 28 题；VIP 模拟试卷（三）单选题第 20 题、VIP 魔法训练营 2019

年 7 月 16 日直播课程持有现金的动机知识点经典例题-多选题第 32 题、VIP 逐章精讲

2019 年 5 月 9 日直播第 5 题、VIP 通关密钥 2019 年 8 月 13 日直播课程现金管理分

析和例题。

20.某公司采用随机模型计算得出目标现金余额为 200 万元，最低限额为 120 万

元，则根据该模型计算的现金上限为（ ）万元。

A. 360

B. 320

C. 240

D. 280

【答案】A

【解析】根据 H＝3R-2L 可知，上限 H＝3×200－2×120＝360（万元）。

【出题角度】考核随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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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易度】易

【点评】本题考核“随机模型”知识点。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中华会计网

校（www.chinaacc.com）2019 年中级职称《财务管理》辅导中均有体现：①达江老

师教材精讲第七章第 02 讲；②李斌老师教材精讲第七章第 02 讲、私教直播班--习题

密训第 06 讲；③杨安富老师教材精讲第七章第 02 讲、模考点评预测试题（二）第 01

讲；④李忠魁老师在 C 位夺魁班—考点精讲第 18 讲；⑤姚军胜老师教材精讲第七章

第 02 讲、高频考点第七章第 02 讲；⑥李杰老师私教直播班—精读精讲第 18 讲；⑦

VIP 绝密预测（二）单选题第 8 题、VIP 模拟试卷（三）多选题第 30 题、VIP 逐章精

讲 2019 年 5 月 9 日直播课后作业单选题第 7 题、VIP 跨章节课后作业跨章节测试题

（二）（第 4-7 章）单选题第 20 题；⑧考试中心开通的预测试题（二）单选题第 17

题；⑨面授班考前专属密卷（一）单选题第 13 题。

21.某年金在前 2 年无现金流入，从第三年开始连续 5 年每年年初现金流入 300

万元，则该年金按 10%的年利率折现的现值为（ ）万元。

A.300×（P/A，10%，5）×（P/F，10%，1）

B.300×（P/A，10%，5）×（P/F，10%，2）

C.300×（P/F，10%，5）×（P/A，10%，1）

D.300×（P/F，10%，5）×（P/A，10%，2）

【答案】A

【解析】由于第 3 年开始连续 5 年每年年初现金流入 300 万元，即第 2 年开始连

续 5 年每年年末现金流入 300 万元，所以是递延期为 1 年，期数为 5 年的递延年金，

P＝300×（P/A，10%，5）×（P/F，10%，1）。

【出题角度】考核递延年金现值

【难易度】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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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本题考核“递延年金现值”知识点。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中华会计网

校（www.chinaacc.com）2019 年中级职称《财务管理》辅导中均有体现：达江老师

教材精讲第二章第 2 讲；李斌老师教材精讲第二章第 2 讲、私教直播班--习题密训第

01 讲；杨安富老师教材精讲第二章第 7 讲、模考点评模拟试题（一）第 4 讲；李忠魁

老师 C 位夺魁班—考点精讲第 03 讲；姚军胜老师教材精讲第二章第 2 讲、高频考点

第二章第 1 讲；李杰老师私教直播班—精读精讲第 03 讲；VIP 魔法训练营 6 月 30 日

直播课程年金现值知识点经典例题-单选题第 9 题；VIP 逐章精讲 2019 年 3 月 23 日

直播课后作业单选题第 8 题；VIP 通关密钥 2019 年 8 月 6 日直播课程递延年金现值

分析和例题；考试中心开通的模拟试题（一）计算分析题第 1 题；考试中心开通的预

测试题（二）单选题第 2 题；面授班考前专属密卷（一）判断题第 7 题；《中级财务

管理·应试指南》（达江 主编）P337；

《中级财务管理·经典题解》（李斌 主编）P60；

《中级财务管理·救命稻草》（达江 主编）P126。

22.有一种资本结构理论认为，有负债企业的价值等于无负债企业价值加上税赋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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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现值，再减去财务困境成本的现值，这种理论是（ ）。

A.代理理论

B.权衡理论

C.MM 理论

D.优序融资理论

【答案】B

【解析】权衡理论认为，有负债企业的价值等于无负债企业价值加上税赋节约现

值，再减去财务困境成本的现值。

【出题角度】考核资本结构理论

【难易度】易

【点评】本题考核“资本结构理论”知识点。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中华会

计网校（www.chinaacc.com）2019 年中级职称《财务管理》辅导中均有体现：达江

老师教材精讲第五章第 7 讲；李斌老师教材精讲第五章第 9 讲、私教直播班--习题密

训第 04 讲；杨安富老师教材精讲第五章第 8 讲、模考点评模拟试题（三）第 1 讲；李

忠魁老师 C 位夺魁班—考点精讲第 13 讲；姚军胜老师教材精讲班第五章第 5 讲；李

杰老师私教直播班—精读精讲第 13 讲；VIP 绝密预测卷（一）多选题第 30 题；VIP

模拟试卷（三）单选题第 18 题；VIP 通关密钥 2019 年 8 月 10 日直播课程资本结构

分析和例题；考试中心开通的模拟试题（三）单选题第 10 题；面授班考前专属密卷（一）

多选题第 6 题；《中级财务管理·应试指南》（达江 主编）P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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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级财务管理·经典题解》（李斌 主编）P156；

《中级财务管理·救命稻草》（达江 主编）p27。

23.某公司在编制生产预算时，2018 年第四季度期末存货量为 13 万件，2019 年

四个季度的预计销售量依次为 100 万件、130 万件、160 万件和 210 万件，每季度末

预计产品存货量占下季度销售量的 10%，则 2019 年第三季度预计生产量为（ ）万

件。

A.210

B.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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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00

D.165

【答案】D

【解析】第三季度预计生产量＝第三季度销售量＋第三季度期末存货量－第二季

度末存货量＝160＋210×10%－160×10%＝165（万件）

【出题角度】考核生产预算

【难易度】易

【点评】本题考核“生产预算”知识点。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中华会计网

校（www.chinaacc.com）2019 年中级职称《财务管理》辅导中均有体现：达江老师

教材精讲第三章第 3 讲；李斌老师教材精讲第三章第 3 讲、私教直播班--习题密训第

02 讲；杨安富老师教材精讲第三章第 4 讲、模考点评模拟试题（一）第 1 讲；李忠魁

老师 C 位夺魁班—考点精讲第 07 讲；姚军胜老师教材精讲班第三章第 4 讲、高频考

点第三章第 6 讲；李杰老师私教直播班—精读精讲第 07 讲；VIP 绝密预测卷（三）单

选题第 11 题；VIP 魔法训练营 7 月 16 日直播课程年金现值知识点经典例题-综合题第

32（3）（4）题；VIP 逐章精讲 2019 年 4 月 3 日直播课后作业计算题第 19（1）（2）

（4）题；VIP 通关密钥 2019 年 8 月 6 日直播课程预算管理分析和例题；考试中心开

通的模拟试题（一）单选题第 6 题；面授班考前专属密卷（一）单选题第 1 题；《中

级财务管理·应试指南》（达江 主编）P65；

《中级财务管理·经典题解》（李斌 主编）P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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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级财务管理·救命稻草》（达江 主编）P91。

24.如果某投资项目在建设起点一次性投入资金，随后每年都有正的现金净流量，

在采用内含报酬率对该项目进行财务可行性评价时，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如果内含报酬率大于折现率，则项目净现值大于 1

B.如果内含报酬率大于折现率，则项目现值指数大于 1

C.如果内含报酬率小于折现率，则项目现值指数小于 0

D.如果内含报酬率等于折现率，则项目动态回收期小于项目寿命期

【答案】B

【解析】内含报酬率是使净现值等于零时的贴现率。内含报酬率大于项目折现率

时，项目净现值大于 0，现值指数＞1。内含报酬率等于项目折现率时，项目动态回收

期等于项目寿命期。

【出题角度】考核内含报酬率

【难易度】中

【点评】本题考核“内含报酬率”知识点。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中华会计

网校（www.chinaacc.com）2019 年中级职称《财务管理》辅导中均有体现：达江老

师教材精讲第六章第 4 讲；李斌老师教材精讲第六章第 6 讲、私教直播班--习题密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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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4 讲；杨安富老师教材精讲第六章第 3 讲、模考点评预测试题（二）第 1 讲；李忠

魁老师 C 位夺魁班—考点精讲第 15 讲；姚军胜老师教材精讲班第六章第 4 讲、高频

考点第六章第 2 讲；李杰老师私教直播班—精读精讲第 15 讲；VIP 绝密预测卷（三）

单选题第 5 题、单选题第 15 题；VIP 模拟试卷（三）单选题第 11 题；VIP 逐章精讲

2019 年 4 月 26 日直播课后作业判断题第 21 题；VIP 通关密钥 2019 年 8 月 13 日直

播课程项目评价指标分析和例题；考试中心开通的预测试题（二）多选题题第 6 题；

面授班考前专属密卷（二）单选题第 9 题；《中级财务管理·应试指南》（达江 主编）

P146；

《中级财务管理·经典题解》（李斌 主编）P189。

25.某企业当年实际销售费用为 6000 万元，占销售额的 30%，企业预计下年销售

额增加 5000 万元，于是就将下年销售费用预算简单地确定为 7500（6000＋5000×

30%）万元。从中可以看出，该企业采用的预算编制方法为（ ）。

A.弹性预算法

B.零基预算法

C.滚动预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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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增量预算法

【答案】D

【解析】增量预算法，是指以历史期经济活动及其预算为基础，结合预算期经济

活动及其相关影响因素的变动情况，通过调整历史期经济活动项目及金额形成预算的

预算编制方法。

【出题角度】考核预算的编制方法

【难易度】易

【点评】本题考核“预算的编制方法”知识点。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中华

会计网校（www.chinaacc.com）2019 年中级职称《财务管理》辅导中均有体现：达

江老师教材精讲第三章第 2 讲；李斌老师教材精讲第三章第 2 讲、私教直播班--习题

密训第 02 讲；杨安富老师教材精讲第三章第 2 讲、模考点评模拟试题（一）第 1 讲、

预测试题（一）第 1 讲；李忠魁老师 C 位夺魁班—考点精讲第 07 讲；姚军胜老师教

材精讲班第三章第 2 讲、高频考点第三章第 3 讲；李杰老师私教直播班—精读精讲第

07 讲；VIP 魔法训练营 7 月 4 日直播课程预算的编制方法知识点经典例题-单选题第

10 题、多选题第 18 题；VIP 跨章节课后作业跨章节测试题（一）（第 1-3 章）单选

题第 23 题；VIP 通关密钥 2019 年 8 月 6 日直播课程预算的编制方法分析和例题；考

试中心开通的模拟试题（一）单选题第 5 题；考试中心开通的预测试题（一）单选题

第 6 题；《中级财务管理·应试指南》（达江 主编）P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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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级财务管理·经典题解》（李斌 主编）P80；

《中级财务管理·救命稻草》（达江 主编）P15。

二、多项选择题（本类题共 10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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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预算体系中，编制产品成本预算的依据有（ ）。

A. 制造费用预算

B. 直接材料预算

C. 直接人工预算

D. 生产预算

【答案】ABCD

【解析】产品成本预算是销售预算、生产预算、直接材料预算、直接人工预算和

制造费用预算的汇总。

【出题角度】考核产品成本预算

【难易度】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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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本题考核“产品成本预算”知识点。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中华会

计网校（www.chinaacc.com）2019 年中级职称《财务管理》辅导中均有体现：①达

江老师教材精讲第三章第 04 讲、私教直播班--专题密训第 01 讲；②李斌老师教材精

讲第三章第 03 讲、私教直播班--习题密训第 02 讲；③杨安富老师教材精讲第三章第

04 讲、模考点评模拟试题（一）第 01 讲；④李忠魁老师在 C 位夺魁班—考点精讲第

07 讲；⑤姚军胜老师教材精讲第三章第 04 讲、高频考点第三章第 06 讲；⑥李杰老师

私教直播班—精读精讲第 07 讲；⑦VIP 绝密预测卷（一）单选题第 8 题、VIP 通关密

钥 2019 年 8 月 6 日直播课程产品成本预算知识点详解；⑧考试中心开通的模拟试题

（一）单选题第 7 题相似度很高；⑨考试中心开通的预测试题（二）多选题第 3 题；

⑩《中级财务管理·应试指南》（达江 主编）74 页多选 4、《中级财务管理·经典题解》

（李斌 主编）88 页多选 6、《中级财务管理·机考题库一本通》（中华会计网校 主编）

28 页单选 8、《中级财务管理·历年真题全解》（中华会计网校 主编）72 页判断 8、

《中级财务管理·救命稻草》（中华会计网校 主编）87 页单选 5。

【相似考点 1】达江老师教材精讲第三章第 04 讲

【相似考点 2】李斌老师教材精讲第三章第 03 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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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考点 3】杨安富老师教材精讲第三章第 04 讲

【相似考点 4】姚军胜老师教材精讲第三章第 04 讲

【相似题目 1】考试中心开通的模拟试题（一）单选题第 7 题相似度很高

【相似题目 2】考试中心开通的预测试题（二）多选题第 3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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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应对通货膨胀给企业造成的不利影响，企业可采取的措施包括（ ）。

A. 放宽信用期限

B. 减少企业债权

C. 签订长期购货合同

D. 取得长期负债

【答案】BCD

【解析】在通货膨胀初期，货币面临着贬值的风险，这时企业进行投资可以避免

风险，实现资本保值；与客户应签订长期购货合同，以减少物价上涨造成的损失；取

得长期负债，保持资本成本的稳定。在通货膨胀持续期，企业可以采用比较严格的信

用条件，减少企业债权；调整财务政策，防止和减少企业资本流失等。

【出题角度】考核经济环境

【难易度】易

【点评】本题考核“经济环境”知识点。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中华会计网

校（www.chinaacc.com）2019 年中级职称《财务管理》辅导中均有体现：①达江老

师教材精讲第一章第 04 讲；②李斌老师教材精讲第一章第 02 讲、私教直播班--习题

密训第 01 讲；③杨安富老师教材精讲第一章第 06 讲；④李忠魁老师 C 位夺魁班—考

点精讲第 02 讲；⑤姚军胜老师教材精讲第一章第 04 讲、高频考点第一章第 05 讲；

⑥李杰老师私教直播班—精读精讲第 02 讲；⑦VIP 模拟试题（三）判断题第 1 题、VIP

通关密钥 2019 年 8 月 6 日直播课程金融环境例题；⑧《中级财务管理·应试指南》（达

江 主编）22 页例题 24、《中级财务管理·经典题解》（李斌 主编）28 页单选 2、《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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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财务管理·机考题库一本通》（中华会计网校 主编）148 页多选 1、《中级财务管理·冲

刺通关必刷模拟试卷》（中华会计网校 主编）57 页单选 2、《中级财务管理·历年真

题全解》（中华会计网校 主编）50 页。

3.下列各项中，影响经营杠杆效应的因素有（ ）。

A. 销售量

B. 单价

C. 利息

D. 固定成本

【答案】ABD

【解析】影响经营杠杆的因素包括：企业成本结构中的固定成本比重；息税前利

润水平。其中，息税前利润水平又受产品销售数量、销售价格、成本水平（单位变动

成本和固定成本总额）高低的影响。选项 C 是影响财务杠杆效应的因素。

【出题角度】考核经营杠杆和经营风险

【难易度】易

【点评】本题考核“经营杠杆和经营风险”知识点。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

中华会计网校（www.chinaacc.com）2019 年中级职称《财务管理》辅导中均有体现：

①达江老师教材精讲第五章第 05 讲；②李斌老师教材精讲第五章第 06 讲、私教直播

班--习题密训第 04 讲；③杨安富老师教材精讲第五章第 06 讲、模考点评模拟试题（二）

第 02 讲；④李忠魁老师 C 位夺魁班—考点精讲第 12 讲；⑤姚军胜老师教材精讲第五

章第 04 讲、高频考点第五章第 04 讲；⑥李杰老师私教直播班—精读精讲第 12 讲；

⑦VIP 魔法训练营 2019 年 7 月 11 日直播课程经营杠杆和经营风险知识点经典例题多

选题第 16 题、VIP 逐章精讲 2019 年 4 月 20 日直播课程经营杠杆效应知识点详解；

⑧考试中心开通的模拟试题（二）判断题第 5 题；⑨《中级财务管理·应试指南》（达

http://www.chinaacc.com）vip魔法训练营第五章2019年7月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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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主编）119 页；《中级财务管理·经典题解》（李斌 主编）155 页多选 8；《中级

财务管理·机考题库一本通》（中华会计网校 主编）54 页多选 2 与本题高度相似；《中

级财务管理·冲刺通关必刷模拟试卷》（中华会计网校 主编）18 页单选 13。

4.在责任成本管理体制下，有关成本中心说法错误的有（ ）。

A. 成本中心对边际贡献负责

B. 成本中心对不可控成本负责

C. 成本中心对可控成本负责

D. 成本中心对利润负责

【答案】ABD

【解析】成本中心只对可控成本负责，不负责不可控成本、收入和利润。

【出题角度】考核成本中心

【难易度】易

【点评】本题考核“成本中心”知识点。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中华会计网

校（www.chinaacc.com）2019 年中级职称《财务管理》辅导中均有体现：①达江老

师教材精讲第八章第 12 讲；②李斌老师教材精讲第八章第 07 讲、私教直播班--习题

密训第 07 讲；③杨安富老师教材精讲第八章第 09 讲、模考点评模拟试题（三）第 03

讲；④李忠魁老师 C 位夺魁班—考点精讲第 24 讲；⑤姚军胜老师教材精讲第八章第

09 讲、高频考点第八章第 05 讲；⑥李杰老师私教直播班—精读精讲第 23 讲；⑦VIP

模拟试题（二）单选题第 13 题、VIP 通关密钥 2019 年 8 月 20 日直播课程成本中心

知识点详解；⑧考试中心开通的模拟试题（三）多选题第 8 题；⑨《中级财务管理·应

试指南》（达江 主编）242 页多选 14；《中级财务管理·经典题解》（李斌 主编）250

页例 4；《中级财务管理·机考题库一本通》（中华会计网校 主编）98 页多选 7；《中

级财务管理·救命稻草》（中华会计网校 主编）45 页考点 9 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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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平均资本成本计算涉及对个别资本的权重选择问题，对于有关价值权数的说法，

正确的有（ ）。

A. 账面价值权数不适合评价现时的资本结构合理性

B. 目标价值权数一般以历史账面价值为依据

C. 目标价值权数更适用于企业未来的筹资决策

D. 市场价值权数能够反映现时的资本成本水平

【答案】ACD

【解析】目标价值权数的确定一般以现时市场价值为依据，选项 B 的说法不正确。

【出题角度】考核平均资本成本的计算

【难易度】易

【点评】本题考核“平均资本成本的计算”知识点。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

中华会计网校（www.chinaacc.com）2019 年中级职称《财务管理》辅导中均有体现：

①达江老师教材精讲第五章第 04 讲；②李斌老师教材精讲第五章第 05 讲、私教直播

班--习题密训第 03 讲；③杨安富老师教材精讲第五章第 05 讲、模考点评模拟试题（三）

第 03 讲；④李忠魁老师在 C 位夺魁班—考点精讲第 12 讲；⑤姚军胜老师教材精讲第

五章第 03 讲、高频考点第五章第 03 讲；⑥李杰老师私教直播班—精读精讲第 12 讲；

⑦VIP 绝密预测（一）判断题第 44 题、VIP 魔法训练营 2019 年 7 月 11 日直播课程

资本成本知识点经典例题-单选题第 7 题、VIP 逐章精讲 2019 年 4 月 14 日直播课后

作业单选题第 11 题、VIP 跨章节课后作业跨章节测试题（二）（第 4-7 章）单选题第

15 题、VIP 通关密钥 2019 年 8 月 10 日直播课程筹资管理分析；⑧考试中心开通的模

拟试题（三）多选提第 5 题相似度很高；⑨考试中心开通的预测试题（三）单选题第

11 题；⑩《中级财务管理·应试指南》（达江 主编）131 页多选 2；《中级财务管理·经

典题解》（李斌 主编）154 页单选 10；《中级财务管理·历年真题全解》（中华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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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校 主编）11 页判断 9；《中级财务管理·救命稻草》（中华会计网校 主编）26 页

表四讲解；《中级财务管理·考前必刷 550 题》（中华会计网校 主编）38 页 325 题。

【相似考点 1】达江老师教材精讲第五章第 04 讲

【相似考点 2】李斌老师教材精讲第五章第 05 讲

【相似考点 3】杨安富老师教材精讲第五章第 05 讲

【相似考点 4】姚军胜老师教材精讲第五章第 03 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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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题目 1】考试中心开通的模拟试题（三）多选题第 5 题相似度很高

【相似题目 2】考试中心开通的预测试题（三）单选题第 11 题

6.下列筹资方式，可以降低财务风险的有（ ）。

A. 银行借款筹资

B. 留存收益筹资

C. 融资租赁筹资

D. 普通股筹资

【答案】BD

【解析】普通股筹资和留存收益筹资属于股权筹资方式，股权筹资的财务风险较

小。

【出题角度】考核股权筹资的优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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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易度】易

【点评】本题考核“股权筹资的优缺点”知识点。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中

华会计网校（www.chinaacc.com）2019 年中级职称《财务管理》辅导中均有体现：

①达江老师教材精讲第四章第 05 讲；②李斌老师教材精讲第四章第 03 讲、私教直播

班--习题密训第 03 讲；③杨安富老师教材精讲第四章第 06 讲、模考点评模拟试题（二）

第 01 讲；④李忠魁老师在 C 位夺魁班—考点精讲第 09 讲；⑤姚军胜老师教材精讲第

四章第 04 讲、高频考点第四章第 04 讲；⑥李杰老师私教直播班—精读精讲第 09 讲；

⑦VIP 逐章精讲 2019 年 4 月 6 日直播课程股权筹资的特点知识点经典例题单选第 8

题、VIP 逐章精讲 2019 年 4 月 26 日课后作业单选第 4 题；⑧考试中心开通的模拟试

题（二）单选题第 8 题；⑨考试中心开通的预测试题（二）判断题第 4 题。

7.在标准成本差异的计算中，下列成本差异属于价格差异的有（ ）。

A. 直接人工工资率差异

B. 变动制造费用耗费差异

C. 固定制造费用能量差异

D. 变动制造费用效率差异

【答案】AB

【解析】直接人工工资率差异、变动制造费用耗费差异是价格差异，变动制造费

用效率差异是用量差异。固定制造费用成本差异不区分为用量差异和价格差异。

【出题角度】成本差异分析

【出题角度】考核成本差异分析

【难易度】易

【点评】本题考核“成本差异分析”知识点。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中华会

计网校（www.chinaacc.com）2019 年中级职称《财务管理》辅导中均有体现：①达

http://www.chinaacc.com）vip逐章精讲2019年4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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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老师教材精讲第八章第 08 讲；②李斌老师教材精讲第八章第 04 讲、私教直播班--

习题密训第 07 讲；③杨安富老师教材精讲第八章第 06 讲、模考点评模拟试题（一）

第 02 讲；④李忠魁老师在 C 位夺魁班—考点精讲第 23 讲；⑤姚军胜老师教材精讲第

八章第 06 讲、高频考点第八章第 03 讲；⑥李杰老师私教直播班—精读精讲第 21 讲；

⑦VIP 逐章精讲 2019 年 5 月 28 日直播成本差异分析知识点详解、VIP 通关密钥 2019

年 8 月 20 日直播课程标准成本控制与分析；⑧考试中心开通的模拟试题（一）单选题

第 19 题。

8.关于银行借款筹资的资本成本，下列说法错误的有（ ）。

A. 银行借款的资本成本与还本付息方式无关

B. 银行借款的手续费会影响银行借款的资本成本

C. 银行借款的资本成本仅包括银行借款的利息支出

D. 银行借款的资本成本率一般等于无风险利率

【答案】ACD

【解析】银行借款还本付息的方式影响货币时间价值的计算，因此影响银行借款

资本成本，所以选项 A 的说法错误。银行借款的资本成本包括借款利息和借款手续费

用，所以选项 C 的说法错误。一般情况下，为了方便起见，通常用短期国债的利率近

似地代替无风险收益率，而不是使用银行借款的资本成本率作为无风险利率，因此选

项 D 的说法错误。

【出题角度】考核银行借款资本成本

【难易度】易

【点评】本题考核“银行借款资本成本”知识点。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中

华会计网校（www.chinaacc.com）2019 年中级职称《财务管理》辅导中均有体现：

①达江老师教材精讲第四章第 2 讲；②李斌老师教材精讲第四章第 2 讲、私教直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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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密训第 03 讲；③杨安富老师教材精讲第四章第 3 讲；④李忠魁老师 C 位夺魁班

—考点精讲第 09 讲；⑤姚军胜老师教材精讲第四章第 2 讲、高频考点第四章第 3 讲；

⑥李杰老师私教直播班—精读精讲第 09 讲；⑦VIP 绝密预测卷（一）三判断题第 42

题、VIP 绝密预测卷（一）四计算分析题第 49 题（1）、VIP 模拟试卷（二）单选题

第 5 题、VIP 逐章精讲 2019 年 4 月 14 日直播课后作业多选题第 8 题、VIP 跨章节课

后作业跨章节测试题（二）（第 4-7 章）五综合题第 48（2）题、VIP 通关密钥 2019

年 8 月 10 日直播课程筹资管理分析。

9.在一定期间及特定的业务量范围内，关于成本与业务量关系，下列说法正确的有

（ ）。

A. 变动成本总额随业务量的增加而增加

B. 单位固定成本随业务量的增加而降低

C. 固定成本总额随业务量的增加而增加

D. 单位变动成本随业务量的增加而降低

【答案】AB

【解析】】变动成本的基本特征是：在特定的业务量范围内，变动成本总额因业

务量的变动而成正比例变动，但单位变动成本不变，选项 A 的说法正确，选项 D 的说

法不正确。固定成本的基本特征是：在一定期间及特定的业务量范围内，固定成本总

额不因业务量的变动而变动，但单位固定成本会与业务量的增减成反方向变动，选项 B

的说法正确，选项 C 的说法不正确。

【出题角度】考核成本性态分析

【难易度】易

【点评】本题考核“成本性态分析”知识点。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中华会

计网校（www.chinaacc.com）2019 年中级职称《财务管理》辅导中均有体现：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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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老师教材精讲第二章第 8 讲；②李斌老师教材精讲第二章第 9 讲、私教直播班--习

题密训第 02 讲；③杨安富老师教材精讲第二章第 16 讲；④李忠魁老师在 C 位夺魁班

—考点精讲第 06 讲；⑤姚军胜老师教材精讲第二章第 8 讲、高频考点第二章第 7 讲；

⑥李杰老师私教直播班—精读精讲第 05 讲；⑦VIP 绝密预测卷（一）单选第 22 题、

VIP 模拟试卷（一）单选题第 3 题、VIP 模拟试卷（三）多选题第 7 题、VIP 魔法训练

营 2019 年 6 月 30 日直播课程成本性态分析知识点经典例题-单选题第 13 题、VIP 逐

章精讲 2019 年 5 月 28 日直播课后作业单选题第 7 题。

10.基于成本性态分析，对于企业推出的新产品所发生的混合成本，不适宜采用

（ ）。

A. 合同确认法

B. 技术测定法

C. 回归分析法

D. 高低点法

【答案】CD

【解析】高低点法和回归分析法，都属于历史成本分析的方法，它们仅限于有历

史成本资料数据的情况，而新产品并不具有足够的历史数据。

【出题角度】考核混合成本的分解

【难易度】易

【点评】本题考核“混合成本的分解”知识点。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中华

会计网校（www.chinaacc.com）2019 年中级职称《财务管理》辅导中均有体现：①

达江老师教材精讲第二章第 08 讲；②李斌老师教材精讲第二章第 09 讲、私教直播班

--习题密训第 02 讲；③杨安富老师教材精讲第二章第 16 讲、模考点评模拟试题（三）

第 01 讲；④李忠魁老师在 C 位夺魁班—考点精讲第 06 讲；⑤姚军胜老师教材精讲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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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章第 08 讲、高频考点第二章第 08 讲；⑥李杰老师私教直播班—精读精讲第 05 讲；

⑦VIP 魔法训练营 2019 年 6 月 30 日直播课程混合成本的分解知识点经典例题-单选题

第 14 题、多选题第 25 题；⑧考试中心开通的模拟试题（三）单选题第 11 题。

三、判断题（本类题共 10 小题，每小题 1 分，共 10 分。请判断每小题的表述是

否正确。每小题答题正确的得 1 分，答题错误的扣 0.5 分，不答题的不得分也不扣分。

本类题最低得分为零分）

1.不考虑其他因素，固定成本每增加 1 元，边际贡献就减少 1 元。（ ）

【答案】×

【解析】边际贡献是销售收入减去变动成本之后的余额。如果销售收入和变动成

本不变，则边际贡献不变。固定成本每增加 1 元，息税前利润就减少 1 元。

【出题角度】量本利分析

【难易度】易

【点评】本题考核“量本利分析”知识点。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中华会计

网校（www.chinaacc.com）2019 年中级职称《财务管理》辅导中均有体现：①达江

老师教材精讲第八章第 02 讲、习题精讲第八章第 01 讲；②李斌老师教材精讲第八章

第 01 讲、习题精讲第八章第 01 讲、私教直播班--习题密训第 06 讲；③杨安富老师

教材精讲第八章第 02 讲；④李忠魁老师在 C 位夺魁班—考点精讲第 22 讲；⑤姚军胜

老师教材精讲第八章第 02 讲、高频考点第八章第 01 讲；⑥李杰老师私教直播班—精

读精讲第 21 讲；⑦VIP 绝密预测卷（二）单选第 9 题、VIP 魔法训练营 2019 年 7 月

18 日直播课程第 10、11 题、VIP 通关密钥 2019 年 8 月 20 日直播课程量本利分析及

运用详解；⑧《中级财务管理·应试指南》（达江主编）1340 页多选 8；253 页单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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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留存收益在实质上属于股东对企业的追加投资，因此留存收益资金成本的计算也

应像普通股筹资一样考虑筹资费用。（ ）

【答案】×

【解析】留存收益是由企业税后净利润形成的，是一种所有者权益，其实质是所

有者向企业的追加投资。企业利用留存收益筹资不需要发生筹资费用。

【出题角度】个别资本成本的计算

【难易度】易

【点评】本题考核“个别资本成本的计算”知识点。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

中华会计网校（www.chinaacc.com）2019 年中级职称《财务管理》辅导中均有体现：

①达江老师教材精讲第五章第 03 讲；②李斌老师教材精讲第五章第 05 讲、习题精讲

第五章第 02 讲、私教直播班--习题密训第 03 讲；③杨安富老师教材精讲第五章第 04

讲、模考点评预测试题（二）第 01 讲；④李忠魁老师 C 位夺魁班—考点精讲第 12 讲；

⑤姚军胜老师教材精讲第五章第 02 讲、高频考点第五章第 03 讲；⑥李杰老师私教直

播班—精读精讲第 12 讲；⑦VIP 绝密预测卷（一）计算分析题第 49（4）题、VIP 绝

密预测卷（二）单选题第 17 题、VIP 模拟试卷（三）单选题第 7 题、VIP 魔法训练营

2019 年 7 月 11 日直播课程资本成本知识点经典例题-多选题第 15 题、VIP 逐章精讲

2019 年 4 月 6 日直播单选题第 11 题、VIP 跨章节课后作业跨章节测试题（二）（第

4-7 章）单选题第 5、8 题、VIP 通关密钥 2019 年 8 月 10 日直播课程股权筹资分析；

⑧考试中心开通的预测试题（二）单选题第 9 题；⑨面授班考前专属密卷（二）单选

题第 4 题；⑩《中级财务管理·应试指南》（达江主编）1341 页判断 5；《中级财务管

理·经典题解》（李斌 主编）122 页单选 2。

【相似考点 1】达江老师教材精讲第五章第 03 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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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考点 2】李斌老师教材精讲第五章第 05 讲

【相似考点 3】杨安富老师教材精讲第五章第 04 讲

【相似考点 4】姚军胜老师教材精讲第五章第 02 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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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题目 1】考试中心开通的预测试题（二）单选题第 9 题；

【相似题目 2】面授班考前专属密卷（二）单选题第 4 题

3.企业向银行借款时，如果银行要求一定比例的补偿性余额，则提高了借款的利率

水平。（ ）

【答案】√

【解析】补偿性余额是银行要求借款企业在银行中保持按贷款限额或实际借用额

一定比例计算的最低存款余额。对借款企业来说，补偿性余额使得实际可使用的资金

减少了，所以提高了借款的实际利率水平。

【出题角度】流动负债管理

【难易度】易



http://www.chinaacc.com

【点评】本题考核“流动负债管理”知识点。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中华会

计网校（www.chinaacc.com）2019 年中级职称《财务管理》辅导中均有体现：①达

江老师教材精讲第七章第 11 讲；②李斌老师教材精讲第七章第 07 讲、私教直播班--

习题密训第 06 讲；③杨安富老师教材精讲第七章第 09 讲、模考点评模拟试题（二）

第 01 讲；④李忠魁老师 C 位夺魁班—考点精讲第 21 讲；⑤姚军胜老师教材精讲第七

章第 08 讲、高频考点第七章第 06 讲；⑥李杰老师私教直播班—精读精讲第 20 讲；

⑦VIP 绝密预测卷（三）单选题第 16 题、VIP 模拟试卷（一）单选题第 11 题、VIP

模拟试卷（三）计算分析题第 48（4）题、VIP 魔法训练营 2019 年 7 月 16 日直播课

程流动负债知识点经典例题-单选题第 20 题、多选题第 39 题、VIP 通关密钥 2019 年

8 月 20 日直播课程流动负债管理分析；⑧考试中心开通的模拟试题（二）单选题第 17

题；⑨面授班考前专属密卷（三）单选题第 1 题；⑩《中级财务管理·机考题库一本通》

（中华会计网校 主编）149 页判断 7。

【相似考点 1】达江老师教材精讲第七章第 11 讲

【相似考点 2】李斌老师教材精讲第七章第 07 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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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考点 3】杨安富老师教材精讲第七章第 09 讲

【相似考点 4】姚军胜老师教材精讲第七章第 08 讲

【相似题目 1】考试中心开通的模拟试题（二）单选题第 17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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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题目 2】面授班考前专属密卷（三）单选题第 1 题

4.不考虑其他因素，如果企业临时融资能力较强，则其预防性需求的现金持有量一

般较低。（ ）

【答案】√

【解析】确定预防性需求的现金数额时，需要考虑以下因素：①企业愿冒现金短

缺风险的程度；②企业预测现金收支可靠的程度；③企业临时融资的能力。临时融资

能力强的企业，由于融资比较容易，所以，预防性需求的现金持有量一般较低。

【出题角度】持有现金的动机

【难易度】易

【点评】本题考核“持有现金的动机”知识点。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中华

会计网校（www.chinaacc.com）2019 年中级职称《财务管理》辅导中均有体现：①

达江老师教材精讲第七章第 02 讲；②李斌老师教材精讲第七章第 02 讲、私教直播班

--习题密训第 05 讲；③杨安富老师教材精讲第七章第 02 讲；④李忠魁老师在 C 位夺

魁班—考点精讲第 18 讲；⑤姚军胜老师教材精讲第七章第 02 讲；⑥李杰老师私教直

播班—精读精讲第 18 讲；⑧VIP 绝密预测卷（三）多选题第 28 题、VIP 模拟试卷（三）

单选题第 20 题、VIP 魔法训练营 2019 年 7 月 16 日直播课程持有现金的动机知识点

经典例题-多选题第 32 题、VIP 逐章精讲 2019 年 5 月 9 日直播课后作业单选题第 5

题、VIP 通关密钥 2019 年 8 月 13 日直播课程现金管理分析；⑨《中级财务管理·应试

指南》（达江 主编）198 页多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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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证券组合的风险水平不仅与组合中各证券的收益率标准差有关，而且与各证券收

益率的相关程度有关。（ ）

【答案】√

【解析】根据证券资产组合的收益率的方差公式可知，证券资产组合的收益率和

单项资产收益率的标准差、资产收益率的相关程度都有关系。

【出题角度】证券资产组合的风险与收益

【难易度】易

【点评】本题考核“证券资产组合的风险与收益”知识点。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

在下列中华会计网校（www.chinaacc.com）2019 年中级职称《财务管理》辅导中均

有体现：①达江老师教材精讲第二章第 06 讲、习题精讲第二章第 02 讲、私教直播班

--专题密训第 01 讲；②李斌老师教材精讲第二章第 07 讲、习题精讲第二章第 02 讲

（角度相似）、私教直播班--习题密训第 01 讲；③杨安富老师教材精讲第二章第 15

讲；④李忠魁老师在 C 位夺魁班—考点精讲第 04 讲；⑤姚军胜老师教材精讲第二章

第 06 讲、高频考点第二章第 04 讲；⑥李杰老师私教直播班—精读精讲第 04 讲；⑦

VIP 魔法训练营 2019 年 6 月 30 日直播第 4 题、VIP 逐章精讲 2019 年 3 月 28 日直

播证券资产组合的风险与收益知识点详解。

6.对单个投资项目进行财务可行性评价时，利用净现值法和现值指数法所得出结论

一致。（ ）

【答案】√

【解析】现值指数＝1＋净现值/原始投资额现值，因此净现值大于 0 时，现值指

数大于 1，原题的说法正确。

【出题角度】投资项目财务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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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易度】易

【点评】本题考核“投资项目财务评价指标”知识点。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

列中华会计网校（www.chinaacc.com）2019 年中级职称《财务管理》辅导中均有体

现：①达江老师教材精讲第六章第 04 讲、习题精讲第六章第 02 讲；②李斌老师教材

精讲第六章第 05 讲、习题精讲第六章第 02 讲、私教直播班--习题密训第 04 讲；③

杨安富老师教材精讲第六章第 03 讲、模考点评预测试题（二）第 01 讲；④李忠魁老

师 C 位夺魁班—考点精讲第 15 讲；⑤姚军胜老师教材精讲第六章第 04 讲、高频考点

第六章第 02 讲；⑥李杰老师私教直播班—精读精讲第 15 讲；⑦VIP 魔法训练营 2019

年 7 月 16 日直播课程第 16 题、VIP 逐章精讲第六章 2019 年 5 月 2 日直播课程四、

现值指数知识点详解；⑧考试中心开通的预测试题（二）多选题第 6 题；⑨面授班考

前专属密卷（三单选题）第 11 题。

7.净收益营运指数作为一个能反映公司收益质量的指标，可以揭示净收益与现金流

量的关系。（ ）

【答案】×

【解析】净收益营运指数是指经营净收益与净利润之比，所以，不能揭示净收益

与现金流量的关系。可以揭示净收益与现金流量关系的是现金营运指数。

【出题角度】现金流量分析

【难易度】易

【点评】本题考核“现金流量分析”知识点。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中华会

计网校（www.chinaacc.com）2019 年中级职称《财务管理》辅导中均有体现：①达

江老师教材精讲第十章第 04 讲、习题精讲第十章第 02 讲；②李斌老师教材精讲第十

章第 05 讲、习题精讲第十章第 01 讲、私教直播班--习题密训第 08 讲；③杨安富老

师教材精讲第十章第 03 讲；④李忠魁老师 C 位夺魁班—考点精讲第 26 讲；⑤姚军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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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教材精讲第十章第 04 讲；⑥李杰老师私教直播班—精读精讲第 25 讲；⑦VIP 绝

密预测卷（三）单选第 18 题、VIP 逐章精讲 2019 年 6 月 25 日直播课程现金流量分

析知识点详解。

8.在标准成本法下，变动制造费用成本差异指实际变动制造费用与预算产量下的标

准变动制造费用之间的差额。（ ）

【答案】×

【解析】变动制造费用成本差异分析，都是基于实际产量进行分析的，变动制造

费用成本差异指实际变动制造费用与实际产量下的标准变动制造费用之间的差额。

【出题角度】变动制造费用成本差异

【难易度】易

【点评】本题考核“变动制造费用成本差异”知识点。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

列中华会计网校（www.chinaacc.com）2019 年中级职称《财务管理》辅导中均有体

现：①达江老师教材精讲第八章第 08 讲、习题精讲第八章第 03 讲；②李斌老师教材

精讲第八章第 04 讲、习题精讲第八章第 02 讲（基本一致）、私教直播班--习题密训

第 07 讲；③杨安富老师教材精讲第八章第 06 讲、模考点评模拟试题（一）第 04 讲；

④李忠魁老师 C 位夺魁班—考点精讲第 23 讲；⑤姚军胜老师教材精讲第八章第 06 讲、

高频考点第八章第 03 讲；⑥李杰老师私教直播班—精读精讲第 21 讲；⑦考试中心开

通的模拟试题（一）计算分析题第 4 题；⑧VIP 逐章精讲第八章 2019 年 5 月 28 日直

播课程变动制造费用差异的计算和分析知识点详解及例题；⑨考试中心开通的预测试

题（三）综合题第 1 题；⑩面授班考前专属密卷（一）计算分析题第 2 题。

9.对于以相关者利益最大化为财务管理目标的公司来说，最为主要的利益相关者应

是公司员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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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解析】相关者利益最大化目标强调股东的首要地位，并强调企业与股东之间的

协调关系，可见最为主要的利益相关者应是股东。

【出题角度】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理论

【难易度】中

【点评】本题考核“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理论”知识点。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

列中华会计网校（www.chinaacc.com）2019 年中级职称《财务管理》辅导中均有体

现：①达江老师教材精讲第一章第 02 讲、习题精讲第一章第 01 讲；②李斌老师教材

精讲第一章第 01 讲、习题精讲第一章第 01 讲、私教直播班--习题密训第 01 讲；③

杨安富老师教材精讲第一章第 03 讲、模考点评模拟试题（二）第 01 讲；④李忠魁老

师在 C 位夺魁班—考点精讲第 02 讲；⑤姚军胜老师教材精讲第一章第 02 讲、高频考

点第一章第 02 讲；⑥李杰老师私教直播班—精读精讲第 01 讲；⑦VIP 绝密预测卷（一）

单选题第 19 题、VIP 绝密预测卷（三）单选题第 1 题、VIP 模拟试卷（一）单选题第

22 题、VIP 魔法训练营 2019 年 6 月 30 日直播课程财务管理目标理论知识点经典例题

-单选题第 2 题、VIP 逐章精讲 2019 年 3 月 14 日直播单选题第 2 题、多选题第 10 题、

判断题第 19 题、VIP 逐章精讲 2019 年 4 月 6 日直播单选题第 11 题、VIP 通关密钥

2019 年 8 月 6 日直播课程财务管理理论分析；⑧考试中心开通的模拟试题（二）单选

题第 1 题。

10.企业持有现金的机会成本指企业为了取得投资机会所产生的佣金，手续费等相

关成本。（ ）

【答案】×

【解析】转换成本是指企业用现金购入有价证券以及用有价证券换取现金时付出

的交易费用，即现金同有价证券之间相互转换的成本，如买卖佣金、手续费等。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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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会成本是指企业因持有一定现金余额丧失的再投资收益。

【出题角度】目标现金余额的确定

【难易度】易

【点评】本题考核“目标现金余额的确定”知识点。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

中华会计网校（www.chinaacc.com）2019 年中级职称《财务管理》辅导中均有体现：

①达江老师教材精讲第七章第 02 讲；②李斌老师教材精讲第七章第 02 讲、私教直播

班--习题密训第 05 讲；③杨安富老师教材精讲第七章第 02 讲；④李忠魁老师在 C 位

夺魁班—考点精讲第 18 讲；⑤姚军胜老师教材精讲第七章第 02 讲、高频考点第七章

第 02 讲；⑥李杰老师私教直播班—精读精讲第 18 讲；⑦VIP 绝密预测卷（三）单选

题第 17 题、VIP 通关密钥 2019 年 8 月 13 日直播课程现金管理分析；⑧面授班考前

专属密卷（二）单选题第 2 题。

四、计算分析题（本类题共 4 小题，每小题 5 分，共 20 分。凡要求计算的，可

不列出计算过程；计算结果出现两位以上小数的，均四舍五入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小数，

百分比指标保留百分号前两位小数。凡要求解释、分析、说明理由的，必须有相应的

文字阐述）

1.甲公司是一家生产经营比较稳定的制造企业，假定只生产一种产品，并采用标准成本

法进行成本计算与分析。单位产品用料标准为 6 千克/件，材料标准单位为 1.5 元/千克。

2019 年 1 月份实际产量为 500 件，实际用料 2500 千克，直接材料实际成本为 5000

元。另外，直接人工成本为 9000 元，实际耗用工时为 2100 小时，经计算，直接人工

效率差异为 500 元，直接人工工资率差异为－1500 元。

要求：

（1）计算单位产品直接材料标准成本。

（2）计算直接材料成本差异、直接材料数量差异和直接材料价格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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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计算该产品的直接人工单位标准成本。

【答案】

①单位产品直接材料标准成本＝6×1.5＝9（元）

②直接材料成本差异＝5000－500×9＝500（元）

直接材料数量差异＝（2500－500×6）×1.5＝－750（元）

直接材料价格差异＝2500×（5000/2500－1.5）＝1250（元）

③直接人工总差异＝直接人工实际成本－直接人工标准成本＝500－1500＝－1000

（元）

因此；直接人工标准成本＝直接人工实际成本＋1000＝9000＋1000＝10000（元）

该产品的直接人工单位标准成本＝10000/500＝20（元/件）

【出题角度】考核成本差异的计算与分析

【难易度】易

【点评】本题考核“成本差异的计算与分析”知识点。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

列中华会计网校（www.chinaacc.com）2019 年中级职称《财务管理》辅导中均有体

现：①达江老师教材精讲第八章第 08 讲、私教直播班--专题密训第 03 讲；②李斌老

师教材精讲第八章第 04 讲、私教直播班--习题密训第 07 讲；③杨安富老师教材精讲

第八章第 06 讲、模考点评预测试题（三）第 03 讲；④李忠魁老师 C 位夺魁班—考点

精讲第 23 讲；⑤姚军胜老师教材精讲第八章第 06 讲、高频考点第八章第 03 讲；⑥

李杰老师私教直播班—精读精讲第 22 讲；⑦VIP 绝密预测卷（二）计算题第 2 题、VIP

模拟试题（二）计算题第 4 题、VIP 魔法训练营第八章 2019 年 7 月 18 日直播课程成

本管理知识点经典例题第 23 题；⑧考试中心开通的预测试题（三）综合题第 1 题；⑨

面授班考前专属密卷（一）计算分析题第 2 题、面授班考前专属密卷（二）单选题第

18 题；⑩《中级财务管理·应试指南》（达江主编）第八章知识点“成本差异的计算及

分析-变动成本差异的计算分析”、《中级财务管理·经典题解》（李斌主编）第八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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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点“成本差异的计算及分析-变动成本差异的计算分析”、《中级财务管理·机考题库

一本通》（中华会计网校主编）第 96 页计算 4；《中级财务管理·冲刺通关必刷模拟试

卷》（中华会计网校主编）63 页计算 4。

2.甲公司现有一笔闲置资金，拟投资于某证券组合，该组合由 X、Y、Z 三种股票

构成，资金权重分别为 40%、30%、30%， 系数分别为 2.5、1.5 和 1。其中 X 股票

投资收益率的概率分布如下表所示：

状况 概率 投资收益率

行情较好 30% 20%

行情一般 50% 12%

行情较差 20% 5%

Y、Z 股票的预期收益率分别为 10%和 8%，当前无风险利率为 4%，市场组合的

必要收益率为 9%。

要求：

（1）计算 X 股票的预期收益率。

（2）计算该证券组合的预期收益率。

（3）计算该证券组合的 系数。

（4）采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计算该证券组合的必要收益率，并据以判断该证券组

合是否值得投资。

【答案】

（1）X 股票预期收益率＝30%×20%＋50%×12%＋20%×5%＝13%

（2）证券组合的预期收益率＝40%×13%＋10%×30%＋8%×30%＝10.6%

（3）证券组合的贝塔系数＝2.5×40%＋1.5×30%＋1×30%＝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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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该证券组合的必要收益率＝4%＋1.75×（9%－4%）＝12.75%

组合的预期收益率低于组合的必要报酬率，所以该组合不值得投资。

【出题角度】考核资产组合的风险与收益、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难易度】易

【点评】本题考核“资产组合的风险与收益、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知识点。该题

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中华会计网校（www.chinaacc.com）2019 年中级职称《财务

管理》辅导中均有体现：①达江老师教材精讲第二章第 06 和 07 讲、私教直播班--专

题密训第 01 讲；②李斌老师教材精讲第二章第 07 和 08 讲、私教直播班--习题密训

第 01 讲；③杨安富老师教材精讲第二章第 15 讲、模考点评模拟试题（二）第 04 讲；

④李忠魁老师在 C 位夺魁班—考点精讲第 04 讲；⑤姚军胜老师教材精讲第二章第 06

和 07 讲、姚军胜老师高频考点第二章第 06 讲；⑥李杰老师私教直播班—精读精讲第

04 讲；⑦VIP 绝密预测卷（三）计算题第 3 题、VIP 模拟试题（三）计算题第 1 题、

VIP 魔法训练营第二章 2019 年 6 月 30 日直播课程第 20、21 题；⑧考试中心开通的

模拟试题（二）综合第 2 题；⑨考试中心开通的模拟试题（三）计算分析题第 2 题；

⑩考试中心开通的预测试题（一）计算分析题第 1 题；⑪面授班考前专属密卷（一）

综合题第 1 题、面授班考前专属密卷（三）计算分析题第 4 题；⑫《中级财务管理·应

试指南》（达江 主编）55 页计算 4；《中级财务管理·经典题解》（李斌 主编）66

页计算 5；《中级财务管理·机考题库一本通》（中华会计网校 主编）第 17 页计算 2；

《中级财务管理·考前必刷 550 题》（中华会计网校 主编）第 52 页第 503 题。

3.甲公司 2018 年度全年营业收入为 4500 万元（全部为赊销收入），应收账款平

均收现期为 60 天。公司产品销售单价为 500 元/件，单位变动成本为 250 元/件。若

将应收账款所占用的资金用于其他等风险投资可获得收益率为 10%，2019 年调整信

用政策，全年销售收入（全部赊销收入）预计增长 40%，应收账款平均余额预计为 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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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假定今年按照 360 天计算。

要求：

（1）计算 2018 年应收账款平均余额。

（2）计算 2018 年变动成本率。

（3）计算 2018 年应收账款的机会成本。

（4）计算 2019 年预计的应收账款周转率和周转天数。

【答案】

（1）2018 年应收账款平均余额＝4500/360×60＝750（万元）

（2）2018 年变动成本率＝250/500×100%＝50%

（3）2018 年应收账款占用资金应计利息＝750×50%×10%＝37.5（万元）

（4）2019 年应收账款周转率＝4500×（1＋40%）/840＝7.5（次）

2019 年应收账款周转天数＝360/7.5＝48（天）

【出题角度】应收账款机会成本与周转期的计算

【难易度】易

【点评】本题考核“应收账款信用政策和周转期”知识点。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

在下列中华会计网校（www.chinaacc.com）2019 年中级职称《财务管理》辅导中均

有体现：①达江老师教材精讲第七章第 05 讲，第十章第 03 讲；②李斌老师教材精讲

第七章第 03 讲，第十章第 04 讲；③杨安富老师教材精讲第七章第 04 讲、第十章第

03 讲、模考点评模拟试题（二）第 03 讲；④姚军胜老师教材精讲第七章第 04 讲、第

十章第 03 讲、高频考点第七章第 04 讲、第 10 章第 02 讲；⑤考试中心开通的预测试

题（一）综合题第 1 题；⑥VIP 绝密预测卷（二）单选题第 4 题、VIP 模拟试题（一）

单选题第 14 题、VIP 模拟试题（二）综合题第 51（1）题、VIP 魔法训练营 2019 年

7 月 16 日直播课程应收账款知识点经典例题-单选题第 18 题、VIP 魔法训练营 2019

年 7 月 18 日直播课程应收账款知识点经典例题-计算题第 24（1）题，计算题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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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VIP 逐章精讲 2019 年 5 月 17 日直播课后作业单选题第 7 题，多选题第 10 题、

VIP 跨章节课后作业跨章节测试题（二）（第 4-7 章）单选题第 23 题，多选题 33 题；

⑦考试中心开通的预测试题（二）多选题第 7 题；⑧考试中心开通的预测试题（三）

单选题第 24 题；⑨面授考前专属密卷（二）计算分析题第 2 题；⑩《中级财务管理·应

试指南》（达江 主编）208 页计算 4、《中级财务管理·经典题解》（李斌 主编）368

页计算 22（节选）。

4.甲公司近年来受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努力加强资产负债管理，不断降低杠杆水平，

争取在 2018 年末将资产负债率控制在 55%以内。为考察降杠杆对公司财务绩效的影

响，现基于杜邦分析体系，将净资产收益率指标依次分解为营业净利率、总资产周转

率和权益乘数三个因素，采用连环替代法予以分析。近几年有关财务指标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1

6 年末

201

7 年末

201

8 年末

201

7 年度

2018

年度

资产总

额

648

0

652

0

698

0

负债总

额

408

0

372

0

378

0

所有者

权益总额

240

0

280

0

320

0

营业收

入

975

0

1620

0

净利润 117 1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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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要求：

（1）计算 2018 年末的资产负债率，并据以判断公同是否实现了降低杠杆目标。

（2）计算 2017 年和 2018 年的净资产收益率（涉及的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

均采用平均值计算）。

（3）计算 2017 年和 2018 年的权益乘数（涉及的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均采

用平均值计算）。

（4）计算 2018 年与 2017 年净资产收益率之间的差额，运用连环替代法，计算

权益乘数变化对净资产收益率变化的影响（涉及的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均采用平

均值计算）。

【答案】

（1）2018 年未的资产负债率＝3780/6980＝54.15%

由于目标是 2018 年末将资产负债率控制在 55%以内，所以实现了降低杠杆目标。

（2）2017 年净资产收益率＝1170/[（2400＋2800）/2]＝45%

2018 年净资产收益率＝1458/[（2800＋3200）/2]＝48.6%

（3）2017 年的权益乘数＝[（6480＋6520）/2]/[（2400＋2800）/2]＝2.5

2018 年的权益乘数＝[（6520＋6980）/2]/[（2800＋3200）/2]＝2.25

（4）2018 年与 2017 年净资产收益率的差额＝48.6%－45%＝3.6%

2018 年营业净利率＝1458/16200×100%＝9%

2018 年总资产周转率＝16200/[（6980＋6520）/2]＝2.4

2017 年营业净利率＝1170/9750×100%＝12%

2017 年总资产周转率＝9750/[（6480＋6520）/2]＝1.5

替代营业净利率：净资产收益率＝9%×1.5×2.5＝3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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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总资产周转率：净资产收益率＝9%×2.4×2.5＝54%

替代权益乘数：净资产收益率＝9%×2.4×2.25＝48.6%

权益乘数变化对净资产收益率变化的影响＝48.6%－54%＝－5.4%

【出题角度】考核偿债能力分析、盈利能力分析、杜邦分析体系

【难易度】中

【点评】本题考核“偿债能力分析、盈利能力分析、杜邦分析体系”知识点。该

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中华会计网校（www.chinaacc.com）2019 年中级职称《财

务管理》辅导中均有体现：达江老师教材精讲第十章第 2 讲、第十章第 3 讲、第十章

第 6 讲、私教直播班--专题密训第 02、04 讲；李斌老师教材精讲第十章第 3 讲、第

十章第 5 讲、第十章第 8 讲、私教直播班--习题密训第 08 讲；杨安富老师教材精讲第

十章第 2 讲、第十章第 3 讲、第十章第 5 讲、模考点评模拟试题（二）第 3 讲；李忠

魁老师 C 位夺魁班—考点精讲第 26 讲；姚军胜老师教材精讲班第十章第 2 讲、第十

章第 3 讲、第十章第 6 讲、高频考点第十章第 1 讲、第十章第 4 讲；李杰老师私教直

播班—精读精讲第 25 讲；VIP 绝密预测卷（一）计算题第 48 题，综合题第 50（3）

题；VIP 模拟试卷（二）综合题 51 题；VIP 逐章精讲 2019 年 6 月 25 日直播课后作

业单选题 4 题、单选题第 6 题、判断题第 26 题、计算题 33 题；VIP 通关密钥 2019

年 8 月 27 日直播课程财务分析与评价分析和例题；考试中心开通的模拟试题（二）计

算分析题第 4 题；面授班考前专属密卷（一）计算分析题第 4 题；《中级财务管理·应

试指南》（达江 主编）P318（题目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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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级财务管理·经典题解》（李斌 主编）（题目节选）；

《中级财务管理·机考题库一本通》（中华会计网校 主编）P134（题目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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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综合题（本类题共 2 小题，第 1 小题 12 分，第 2 小题 13 分，共 25 分。凡

要求计算的，可不列出计算过程；计算结果出现两位以上小数的，均四舍五入保留小

数点后两位小数，百分比指标保留百分号前两位小数。凡要求解释、分析、说明理由

的，必须有相应的文字阐述）

1.甲公司是一家上市公司，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25%。公司现阶段基于发展需要，

拟实施新的投资计划，有关资料如下：

资料一：公司项目投资的必要收益率为 15%，有关货币时间价值系数如下：（P/A，

15%，2）＝1.6257；（P/A，15%，3）＝2.2832；（P/A，15%，6）＝3.7845；

（P/F，15%，3）＝0.6575；（P/F，15%，6）＝0.4323。

资料二：公司的资本支出预算为 5000 万元，有 A、B 两种互斥投资方案。A 的建

设期为 0 年，需于建设起点一次性投入 5000 万元；运营期 3 年，无残值，现金净流

量每年均为 2800 万元。B 方案建设期 0 年，需于建设起点一次性投入 5000 万元，其

中：固定资产投资 4200 万元，采用直线法计提折旧，无残值；垫支营运资金 800 万

元，第 6 年末收回垫支的营运资金。预计投产后 1－6 年每年营业收入 2700 万元，每

年付现成本 700 万元。

资料三：经测算，A 方案的年金净流量为 610.09 万元。

资料四：针对上述 5000 万元的资本支出预算所产生的融资需求，公司为保持合理

的资本结构，决定调整股利分配政策。公司当前的净利润为 4500 万元，过去长期以来

一直采用固定股利支付率政策进行股利分配，股利支付率为 20%，如果改为剩余股利

政策，所需权益资本应占资本支出预算金额 70%。

要求：

（1）根据资料一和资料二，计算 A 方案的静态投资回收期、动态投资回收期、净

现值、现值指数。

（2）根据资料一和资料二，计算 B 方案的净现值、年金净流量。



http://www.chinaacc.com

（3）根据资料二，判断公司在选择 A、B 方案时，应采用净现值法还是年金净流

量法。

（4）根据（1）（2）（3）的结果和资料三，判断公司应选择 A 方案还是 B 方案。

（5）根据资料四，如果继续执行固定股利支付率政策，计算公司的收益留存额。

（6）根据资料四，如果改用剩余股利政策，计算公司的收益留存额及可发放股利额。

【答案】

（1）静态投资回收期＝5000/2800＝1.79（年）

假设动态回收期为 n 年，则：

2800×（P/A，15%，n）＝5000

（P/A，15%，n）＝1.79

由于（P/A，15%，2）＝1.6257,（P/A，15%，3）＝2.2832

所以（n－2）/（3－2）＝（1.79－1.6257）/（2.2832－1.6257）

解得：n＝2.25（年）

净现值＝2800×（P/A，15%，3）－5000＝2800×2.2832－5000＝1392.96（万

元）

现值指数＝2800×（P/A，15%，3）/5000＝2800×2.2832/5000＝1.28

或：现值指数＝1＋1392.96/5000＝1.28

（2）NCF0＝－5000（万元）

年折旧抵税＝4200/6×25％＝175（万元）

NCF1～5＝（2700－700）×（1－25％）＋175＝1675（万元）

NCF6＝1675＋800＝2475（万元）

净现值

＝1675×（P/A，15％，6）＋800×（P/F，15％，6）－5000

＝1675×3.7845＋800×0.432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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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4.88（万元）

年金净流量＝1684.88/（P/A，15％，6）＝1684.88/3.7845＝445.21（万元）

（3）由于寿命期不同，所以，应该选择年金净流量法。

（4）由于 A 方案的年金净流量大于 B 方案，所以，应该选择 A 方案。

（5）收益留存额＝4500×（1－20％）＝3600（万元）

（6）收益留存额＝5000×70％＝3500（万元）

可发放的股利＝4500－3500＝1000（万元）

【出题角度】项目投资指标计算和决策，股利政策

【难易度】易

【点评】本题考核“项目投资指标计算和决策，股利政策”知识点。该题目所涉

及知识点在下列中华会计网校（www.chinaacc.com）2019 年中级职称《财务管理》

辅导中均有体现：①达江老师教材精讲第六章第 3、4、5 讲，第九章第 8 讲；②李斌

老师教材精讲第六章第 5、6、7 讲，第九章第 6 讲；③杨安富老师教材精讲第六章第

2、3、4 讲，第九章第 5 讲、模考点评模拟试题（一）第 1 讲、模拟试题（二）第 4

讲、模拟试题（三）第 5 讲；④姚军胜老师教材精讲第六章第 3、4、5 讲，第九章第

7 讲、高频考点第六章第 2 讲、第 9 章第 2 讲；⑤考试中心开通的预测试题（一）计

算题第 4 题、单选题第 15 题；⑥考试中心开通的预测试题（二）单选题第 15 题；⑦

考试中心开通的预测试题（三）单选题第 14 题、综合题第 2 题；⑧面授班考前专属密

卷（一）综合题第 2 题；⑨面授班考前专属密卷（三）综合题第 1 题。

2. 甲公司是一家制造企业，近几年公司生产经营比较稳定，并假定产销平衡，公

司结合自身发展和资本市场环境，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并以每股收益作为主要评价

指标。有关资料如下：

资料一：2016 年度公司产品产销量为 2000 万件，产品销售单价为 50 元，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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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成本为 30 元，固定成本总额为 20000 万元，假定单价、单位变动成本和固定成

本总额在 2017 年保持不变。

资料二：2016 年度公司全部债务资金均为长期借款，借款本金为 200000 万元，

年利率为 5%，全部利息都计入当期费用，假定债务资金和利息水平在 2017 年保持不

变。

资料三：公司在 2016 年末预计 2017 年的产销量将比 2016 年增长 20%。

资料四：2017 年度的实际产销量与上年末的预计有出入，当年实际归属于普通股

股东的净利润为 8400 万元，2017 年初，公司发行在外的普通股数为 3000 万股，2017

年 9 月 30 日，公司增发普通股 2000 万股。

资料五：2018 年 7 月 1 日，公司发行可转换债券一批，债券面值为 8000 万元，

期限为 5 年，2 年后可以转换为本公司的普通股，转换价格为每股 10 元，可转换债券

当年发生的利息全部计入当期损益。其对于公司当年净利润的影响数为 200 万元。公

司当年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10600 万元，公司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25%。

资料六：2018 年末，公司普通股的每股市价为 31.8 元，同行业类似可比公司的

市盈率均在 25 左右（按基本每股收益计算）。

要求：

（1）根据资料一，计算 2016 年边际贡献总额和息税前利润。

（2）根据资料一和资料二，以 2016 年为基期计算经营杠杆系数，财务杠杆系数

和总杠杆系数。

（3）根据要求（2）的计算结果和资料三，计算：①2017 年息税前利润预计增长

率；②2017 年每股收益预计增长率。

（4）根据资料四，计算公司 2017 年的基本每股收益。

（5）根据资料四和资料五，计算公司 2018 年的基本每股收益和稀释每股收益。

（6）根据要求（5）基本每股收益的计算结果和资料六，计算公司 2018 年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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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盈率，并初步判断市场对于该公司股票的评价偏低还是偏高。

【答案】

（1）2016 年边际贡献总额＝2000×（50－30）＝40000（万元）

2016 年息税前利润＝40000－20000＝20000（万元）

（2）经营杠杆系数＝40000/20000＝2

财务杠杆系数＝20000/（20000－200000×5%）＝2

总杠杆系数＝2×2＝4

或总杠杆系数＝40000/（20000－200000×5%）＝4

（3）①2017 年息税前利润预计增长率＝2×20%＝40%

②2017 年每股收益预计增长率＝4×20%＝80%

（4）2017 年的基本每股收益＝8400/（3000＋2000×3/12）＝2.4（元/股）

（5）2018 年的基本每股收益＝10600/（3000＋2000）＝2.12（元/股）

2018 年的稀释每股收益＝（10600＋200）/（3000＋2000＋8000/10×6/12）

＝2（元/股）

（6）2018 年年末市盈率＝31.8/2.12＝15

该公司的市盈率 15 低于同行业类可比公司的市盈率 25，市场对于该公司股票的

评价偏低。

【出题角度】考核杠杆效应、上市公司特殊财务分析指标

【难易度】易

【点评】本题考核“杠杆效应”知识点。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中华会计网

校（www.chinaacc.com）2019 年中级职称《财务管理》辅导中均有体现：达江老师

教材精讲第五章第 5、6 讲、私教直播班--专题密训第 03、04 讲；李斌老师教材精讲

第五章第 6、7、8 讲、私教直播班--习题密训第 07、08 讲；杨安富老师教材精讲第

五章第 6 和 7 讲、模考点评模拟试题（一）第 4 讲、模拟试题（二）第 2 讲、模拟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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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三）第 1 讲；李忠魁老师在 C 位夺魁班—考点精讲 12、26 讲；姚军胜老师教材

精讲第五章第 4 讲、高频考点第五章第 4 讲；李杰老师私教直播班—精读精讲第 12、

25 讲； VIP 绝密预测卷（一）计算题第 48 题、综合题第 50（1）题；VIP 绝密预测

卷（三）计算题第 46 题、综合题第 50（1）题；VIP 模拟试卷（三）计算题 49 题；

VIP 魔法训练营 7 月 11 日直播课程财务分析指标知识点经典例题-计算题第 24 题；VIP

逐章精讲 2019 年 4 月 14 日直播课后作业计算题 20 题；VIP 通关密钥 2019 年 8 月

27 日直播课程财务分析与评价分析和例题；考试中心开通的预测试题（一）计算题第

3 题；考试中心开通的预测试题（二）计算题第 2 题、单选题第 13 题；考试中心开通

的预测试题（三）综合题第 2 题；面授班考前专属密卷（二）单选题第 6 题、面授班

考前专属密卷（三）多选题第 2 题；《中级财务管理·应试指南》（达江 主编）P343

（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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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试题为考生回忆版，仅供参考！如有出入请以官方公布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