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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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用成本模型进行最佳现金持有量决策时，下列成本因素中没有考虑在内的是

（ ）。

A.交易成本

B.短缺成本

C.管理成本

D.机会成本

【答案】A

【解析】成本模型考虑的现金持有成本包括机会成本、管理成本和短缺成本。在

存货模型和随机模型中考虑了交易成本。

【出题角度】考核现金管理的成本模型

【难易度】易

【点评】本题考核“现金管理的成本模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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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江老师教材精讲第七章第 02 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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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安富老师教材精讲第七章第 02 讲、模考点评模拟试题（三）第

03 讲；李忠魁老师 C 位夺魁班—考点精讲第 18 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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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杰老师私教直播班—精读精讲第 18 讲；VIP 绝密预

测卷（三）多选第 3 题；VIP 逐章精讲 2019 年 5 月 9 日直播课程持有现金的动机知

识点详解；VIP 魔法训练营 2019 年 7 月 16 日直播课程第七章第 2 题；VIP 通关密钥

2019 年 8 月 13 日直播课程持有现金的动机知识点详解；考试中心开通的模拟试题（三）

第 7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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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与银行借款筹资相比，下列属于普通股筹资特点的是（ ）。

A.资本成本较低

B.筹资速度较快

C.筹资数额有限

D.财务风险较小

【答案】D

【解析】股权资本不用在企业正常营运期内偿还，没有还本付息的财务压力。因

此相对于债务资金而言，普通股筹资的财务风险较小。

【出题角度】考核股权筹资的优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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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江老师教材精讲第四章第 05 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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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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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忠魁老师 C 位夺魁班—考点精讲第 09 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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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杰老师私教直播班—精读精讲第 09 讲；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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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中心开通的模拟试题（二）单选题

第 8 题；考试中心开通的预测试题（二）判断题第 4 题。

3.公司采用协商价格作为内部价格转移价格时，协商价格的下限一般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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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完全成本加成

B.市场价格

C.单位变动成本

D.单位完全成本

【答案】C

【解析】协商价格的上限是市场价格，下限则是单位变动成本。当双方协商陷入

僵持时，会导致公司高层的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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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江

老师教材精讲第八章第 12 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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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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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忠魁老师 C 位夺魁班—考点精讲第 24 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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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杰老师私教直播班—精读精讲第 23 讲；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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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中心开通的模拟试题（一）单选题第 20 题；考试中心开通的预测试题（二）

单选题第 21 题；面授班考前专属密卷（一）单选题第 17 题。

4.下列属于系统性风险的是（ ）。

A.违约风险

B.购买力风险

C.变现风险

D.破产风险

【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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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系统性风险包括价格风险、再投资风险和购买力风险。非系统性风险包

括违约风险、变现风险和破产风险。

【出题角度】考核系统风险

【难易度】易

【点评】本题考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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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江老师

教材精讲第二章第 06 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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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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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忠魁老师 C 位夺魁班—考点精讲第 05 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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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杰老师私教直播班—精读精讲第 04 讲；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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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试中心开通的模拟试题（一）单选题第 4 题；考试中心开通的模拟试题（三）单选题

第 2 题；预测试题（二）单选题第 3 题、预测试题（三）单选题第 4 题；面授班考前

专属密卷（一）单选题第 24 题。

5.企业在销售旺季为方便客户，提供商业信用而持有更多现金，该现金持有动机主

要表现为（ ）。

A.投机性需求

B.投资性需求

C.交易性需求

D.预防性需求

【答案】C

【解析】企业的交易性需求是指企业为了维持日常周转及正常商业活动所需持有

的现金额。企业在销售旺季为方便客户提供商业信用而持有更多现金是为了满足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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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季的正常周转，因此该现金持有动机主要表现为交易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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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江老师教材精讲第七章第 02 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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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安富老师教材精讲第七章第 02 讲；李忠魁老师 C 位夺魁班—考点

精讲第 18 讲；姚军胜老师教材精讲第七章第 02 讲；李杰老师私教直播班—精读精讲

第 18 讲；面授班考前专属密卷（三）多选题第 6 题；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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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某企业根据过去一段时间内的业务量和混合成本材料，应用最小二乘法原理，寻

求最能代表二者关系的函数表达式，据以对混合或成本进行分解，则该企业所采用的

混合成本分解方法是（ ）。

A.高低点法

B.账户分析法

C.回归分析法

D.技术测定法

【答案】C

【解析】回归分析法是一种较为精确的方法。它根据过去一定期间的业务量和混

合成本的历史资料，应用最小二乘法原理，算出最能代表业务量与混合成本关系的回

归直线，借以确定混合成本中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的方法。

【出题角度】考核混合成本的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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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易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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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江老师教材精讲第二章第 08 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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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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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忠魁老师 C 位夺魁班—考点精讲第 06 讲；姚军胜老师教材精讲第二章第 08 讲、

高频考点第二章第 08 讲；李杰老师私教直播班—精读精讲第 05 讲；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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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中心开通的模拟试题（三）单选题第 11 题。

7.某公司设立一项偿债基金项目，连续 10 年，每年年末存入 500 万元，第 10 年

年末可以一次性获取 9000 万元，已知（F/A，8%，10）＝14.487，（F/A，10%，10）

＝15.937，（F/A，12%，10）＝17.549，（F/A，14%，10）＝19.337，（F/A，16%，

10）＝21.321，则该基金的收益率介于（ ）。

A.12%～14%

B.14%～16%

C.10%～12%

D.8%～10%

【答案】A

【解析】500×（F/A，I，10）＝9000，即，（F/A，I，10）＝9000/500＝18，

已知（F/A，12%，10）＝17.549，（F/A，14%，10）＝19.337，由此可知，该基金

的收益率介于 12%－14%之间。

【提示】如果要计算本题基金收益率，可以有：（I－12%）/（14%－12%）＝（18

－17.549）/（19.337－17.549），即，I＝（18－17.549）/（19.337－17.549）×（14%

－12%）＋12%＝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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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题角度】考核利率的计算--内插法

【难易度】易

【点评】本题考核“利率的计算--内插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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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章第 04 讲；李斌老师教材精讲第二章第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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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讲、模考点评模拟试题（二）第

04 讲；李忠魁老师 C 位夺魁班—考点精讲第 04 讲；姚军胜老师教材精讲第二章第 03

讲、高频考点第六章第 02 讲；李杰老师私教直播班—精读精讲第 04 讲；VIP 模拟试

题（二）计算分析题第 2 题（2）小问；VIP 通关密钥 2019 年 8 月 6 日直播利率的计

算例题；考试中心开通的模拟试题（二）综合题第 2 题；考试中心开通的预测试题（三）

计算分析题第 2 题；面授班考前专属密卷（一）综合题第 2 题。

8.股利无关论认为股利分配对公司市场价值不产生影响，下列关于股利无关论的假

设表述错误的是（ ）。

A.不存在个人或企业所得税

B.不存在资本增值

C.投资决策不受股利分配影响

D.不存在股票筹资费用

【答案】B

【解析】股利无关论是建立在完全资本市场理论之上的，假定条件包括：第一，

市场具有强式效率，没有交易成本，没有任何一个股东的实力足以影响股票价格；第

二，不存在任何公司或个人所得税；第三，不存在任何筹资费用；第四，公司的投资

决策与股利决策彼此独立，即投资决策不受股利分配的影响；第五，股东对股利收入

和资本增值之间并无偏好。股东对股利收入和资本增值之间并无偏好，而非“不存在

资本增值”，所以选项 B 的说法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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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题角度】考核股利分配理论--股利无关论

【难易度】中

【点评】本题考核“股利分配理论--股利无关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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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章第 08 讲；李斌老师教材精讲第九章第 06 讲、私教直

播班--习题密训第 08 讲；杨安富老师教材精讲第九章第 05 讲、模考点评模拟试题（二）

第 01 讲；李忠魁老师 C 位夺魁班—考点精讲第 25 讲；姚军胜老师教材精讲第九章第

07 讲、高频考点第九章第 01 讲；李杰老师私教直播班—精读精讲第 25 讲；VIP 模拟

试题（一）单选题第 25 题；VIP 通关密钥 2019 年 8 月 2 日直播股利无关论知识点详

解；VIP 逐章精讲 2019 年 6 月 9 日直播股利无关论知识点详解；VIP 逐章精讲 2019

年 6 月 13 日直播课后练习单选第 5 题；考试中心开通的模拟试题（二）单选题第 21

题；考试中心开通的预测试题（一）多选题第 9 题；面授班考前专属密卷（三）单选

题第 12 题。

9.相对于资本市场而言，下列属于货币市场特点的是（ ）。

A.流动性强

B.期限长

C.收益高

D.风险大

【答案】A

【解析】货币市场的主要功能是调节短期资金融通。其主要特点是：（1）期限短；

（2）交易目的是解决短期资金周转；（3）货币市场上的金融工具有较强的“货币性”，

具有流动性强、价格平稳、风险较小等特性。

【出题角度】考核金融环境--货币市场

【难易度】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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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本题考核“金融环境--货币市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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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章第 04 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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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安富老师教材精讲第一章第 06 讲、模考点评模拟试题（一）第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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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章第 04

讲、高频考点第一章第 06 讲；李杰老师私教直播班—精读精讲第 02 讲；VIP 模拟题

（二）单选题 23 题； VIP 魔法训练营 2019 年 6 月 30 日直播课程货币市场知识点经

典例题-单选题第 6 题； VIP 逐章精讲 2019 年 3 月 16 日课后作业单选第 5 题，第

10 题；VIP 通关密钥 2019 年 8 月 6 日直播课程财务管理知识点详解及例题；考试中

心开通的模拟试题（一）多选题第 1 题；考试中心开通的预测试题（二）多选题第 1

题；面授班考前专属密卷（三）单选题第 14 题。

【相似考点 1】江老师教材精讲第一章第 04 讲

【相似考点 2】李斌老师教材精讲第一章第 02 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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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考点 3】杨安富老师教材精讲第一章第 06 讲

【相似考点 4】姚军胜老师教材精讲第一章第 04 讲

【相似题目 1】考试中心开通的预测试题（二）多选题第 1 题

【相似题目 2】面授班考前专属密卷（三）单选题第 14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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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若企业基期固定成本为 200 万元，基期息税前利润为 300 万元，则经营杠杆

系数为（ ）。

A.2.5

B.1.67

C.0.67

D.1.5

【答案】B

【解析】经营杠杆系数＝基期边际贡献/基期息税前利润＝1＋基期固定成本/基期

息税前利润＝1＋200/300＝1.67

【出题角度】考核经营杠杆系数

【难易度】易

【点评】本题考核“经营杠杆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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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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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安富老师教材精讲第五章第 06 讲、模考点评模拟试题（一）第 04

讲；李忠魁老师 C 位夺魁班—考点精讲第 12 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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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杰老师私教直播班—精读精讲第 12 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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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逐章精讲 2019 年 4

月 6 日课后作业单选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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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题；VIP 通关密钥 2019 年 8 月 10 日直播课程股权筹资知识点详解及例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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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中心开通的模拟试题（一）计算分析题第 2 题；考试中心开通的预测试题（二）

单选题第 13 题；面授班考前专属密卷（二）单选题第 6 题。

【相似考点 1】达江老师教材精讲第五章第 05 讲

【相似考点 2】李斌老师教材精讲第五章第 06 讲

【相似考点 3】杨安富老师教材精讲第五章第 06 讲

【相似考点 4】姚军胜老师教材精讲第五章第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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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题

【相似题目 2】面授班考前专属密卷（二）单选题第 6 题。

11.某公司股票的当前市场价格为 10 元/股，今年发放的现金股利为 0.2 元/股

（D0=0.2）,预计未来每年股利增长率为 5%，则该股票的内部收益率为（ ）。

A.7%

B.5%

C.7.1%

D.2%

【答案】C

【解析】该股票的内部收益率＝D1/P0＋g＝0.2×（1＋5%）/10＋5%＝7.1%

【出题角度】考核股票的内部收益率

【难易度】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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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本题考核“股票的内部收益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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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讲；李斌老师教材精讲第六章第 15 讲、私教直播班--

习题密训第 05 讲；杨安富老师教材精讲第六章第 08 讲、模考点评模拟试题（三）第

02 讲；李忠魁老师 C 位夺魁班—考点精讲第 17 讲；姚军胜老师教材精讲第六章第 08

讲、高频考点第六章第 06 讲；李杰老师私教直播班—精读精讲第 17 讲；VIP 魔法训

练营 2019 年 7 月 11 日直播课程第 6 题；VIP 通关密钥 2019 年 8 月 13 日直播股票

投资的收益率知识详解及例题；考试中心开通的预测试题（三）计算分析第 2 题。

12.制造业企业在编制利润表预算时，“销售成本”项目数据来源是（ ）。

A.销售预算

B.生产预算

C.直接材料预算

D.产品成本预算

【答案】D

【解析】产品成本预算的内容包括单位成本、生产成本、期末存货成本和销货成

本。

【出题角度】考核利润表预算

【难易度】易

【点评】本题考核“利润表预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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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 讲；李斌老师教材精讲第三章第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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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 讲、模考点评模拟试题（二）第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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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 05 讲、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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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考点第三章第 07 讲；李杰老师私教直播班—精读精讲第 07 讲；VIP 绝密预测卷（一）

单选题第 8 题；VIP 魔法训练营 2019 年 7 月 4 日直播课程第三章第 11 题；考试中心

开通的模拟试题（二）多选题第 3 题。

13.根据量本利分析原理，下列各项，将导致保本点销售额提高的是（ ）。

A.降低单位变动成本

B.降低变动成本率

C.降低边际贡献率

D.降低固定成本总额

【答案】C

【解析】保本点销售额＝固定成本总额/边际贡献率，因此降低边际贡献率，会提

高保本点销售额。

【出题角度】考核保本分析

【难易度】易

【点评】本题考核“保本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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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江老师

教材精讲第八章第 03 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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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安富老师教材精讲第八章第 02 讲、模考点评模拟试题（二）第 02 讲；

李忠魁老师 C 位夺魁班—考点精讲第 22 讲；姚军胜老师教材精讲第八章第 02 讲、高

频考点第八章第 02 讲；李忠魁老师 C 位夺魁班—考点精讲第 22 讲；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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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中心开通的模拟试题（二）单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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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 题、模拟试题（三）多选题第 8 题；考试中心开通的预测试题（二）判断题第 8

题。

14.公司编制下一年的生产预算，每季度末产成品存货按照下季度销量的 20%予以

安排，预计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的销售量分别为 150 件和 200 件，则第二季度的预计

生产量为（ ）件。

A.190

B.140

C.160

D.170

【答案】C

【解析】第二季度的预计生产量＝第二季度的销售量＋第二季度的期末存量－第

一季度的期末存量＝150＋200×20%－150×20%＝160（件）

【出题角度】考核生产预算

【难易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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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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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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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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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 04 讲、高

频考点第三章第 06 讲；李杰老师私教直播班—精读精讲第 07 讲；VIP 绝密预测卷（三）

单选第 11 题；VIP 模拟试题（一）单选题第 9 题；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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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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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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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已知当前市场的纯利率为 1.8%，通货膨胀补偿率为 2%，若某证券资产的风险

收益率为 4%，则该资产的必要收益率为（ ）。

A.8%

B.7.8%

C.9.6%

D.9.8%

【答案】B

【解析】必要收益率＝ 纯粹利率+ 通货膨胀补偿率＋风险收益率＝1.8%＋2%＋

4％＝7.8%

【出题角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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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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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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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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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忠魁老师 C 位夺魁班—考点精讲第 06 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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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杰老师私教直播班

—精读精讲第 05 讲；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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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中级职称《财务管理》辅导中均有体现：VIP 绝密预测卷（二）多选题 29 题；VIP

模拟题（二）判断题第 36 题，计算分析题第 29（1）题；VIP 魔法训练营 2019 年 7

月 16 日直播课程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知识点经典例题-单选题第 10 题，综合题第 49 题；

VIP 跨章节课后作业跨章节测试题（一）（第 1-3 章）单选题第 19 题；考试中心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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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模拟试题（一）综合题第 2 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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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关于获取现金能力的有关财务指标，下列表述正确的（ ）。

A.每股营业现金净流量是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与普通股股数之比

B.用长期借款方式购买固定资产会影响营业现金比率

C.全部资产现金回收率指标不能反映公司获取现金的能力

D.公司将销售政策由赊销调整为现销方式后，不会对营业现金比率产生影响

【答案】A

【解析】每股营业现金净流量＝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普通股股数，因此选项 A

的说法正确。营业现金比率＝经营活动现金流量金额÷营业收入，用长期借款购买固定

资产，影响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不影响经营活动现金流量金额，因此选项 B 的说

法错误。全部资产现金回收率是通过企业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与企业平均总资产之

比来反映的，它说明企业全部资产产生现金的能力，因此选项 C 的说法错误。企业将

销售政策由赊销调整为现销，会影响经营活动现金流量金额，进而会影响营业现金比

率，因此选项 D 的说法错误。

【出题角度】考核现金流量分析

【难易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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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江

老师教材精讲第十章第 04 讲；李斌老师教材精讲第十章第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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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讲、模考点评预测试题（一）第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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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第 04 讲；

李杰老师私教直播班—精读精讲第 25 讲；VIP 逐章精讲 2019 年 6 月 25 日课后作业



http://www.chinaacc.com

单选第 3 题；VIP 跨章节课后作业跨章节测试题（三）（第 8-10 章）单选题第 2 题；

VIP 通关密钥 2019 年 8 月 27 日直播课程财务报表分析知识点详解及例题；考试中心

开通的预测试题（一）判断题第 10 题。

17.某公司生产并销售单一产品，适用的销售税税率为 5%，本期计划销量 80000

件，公司产销平衡，完全成本总额为 360000 元，公司将目标利润定为 400000 元，

则单位产品价格为（ ）元。

A.5

B.9.5

C.10

D.4.5

【答案】C

【解析】单位产品价格＝（360000＋400000）/[80000×（1－5%）]＝10（元）

【出题角度】考核产品定价方法

【难易度】易

【点评】本题考核“产品定价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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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教材精讲第九章第 03 讲；李斌老师教材精讲第九章第 02 讲、私教直播班--习题

密训第 08 讲；杨安富老师教材精讲第九章第 02 讲、模考点评模拟试题（三）第 04

讲；李忠魁老师 C 位夺魁班—考点精讲第 25 讲；姚军胜老师教材精讲第九章第 02 讲；

李杰老师私教直播班—精读精讲第 25 讲；VIP 绝密预测卷（一）多选题 31 题；VIP

绝密预测卷（三）综合题 51（2）（3）题；VIP 模拟题（一）计算分析题第 48（4）

题；VIP 魔法训练营 2019 年 7 月 18 日直播课程产品定价方法知识点经典例题-多选题

第 10 题； VIP 逐章精讲 2019 年 6 月 9 日课后作业单选第 1 题，第 10 题；VIP 通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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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钥 2019 年 8 月 27 日直播课程销售定价管理知识点详解及例题；考试中心开通的模

拟试题（三）计算分析题第 4 题。

18.关于资产负债表预算，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利润表预算编制应当先于资产负债表预算编制而完成

B.编制资产负债预算的目的在于了解企业预算期的经营成果

C.资本支出的预算结果不会影响到资产负债表预算的编制

D.资产负债预算是现金预算编制的起点和基础

【答案】A

【解析】预计利润表用来综合反映企业在计划期的预计经营成果，因此选项 B 错

误。资本支出的预算结果会影响资产负债预算的非流动资产项目，因此选项 C 错误。

现金预算是以业务预算和专门决策预算为依据编制的，资产负债表预算是编制全面预

算的终点，因此选项 D 错误。

【出题角度】考核资产负债表预算

【难易度】中

【点评】本题考核“资产负债表预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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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 讲；李斌老师教材精讲第三章第 04 讲；杨安富老师教材

精讲第三章第 06 讲、模考点评模拟试题（三）第 01 讲；姚军胜老师教材精讲第三章

第 05 讲、高频考点第三章第 07 讲；VIP 绝密预测卷（二）多选题 34 题；VIP 通关密

钥 2019 年 8 月 6 日直播课程预算管理管理知识点详解及例题；考试中心开通的模拟

试题（三）单选题第 5 题；面授班考前专属密卷（一）单选题第 9 题。

19.在责任绩效评价中，用于评价利润中心管理者业绩的理想指标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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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部门税前利润

B.可控边际贡献

C.边际贡献

D.部门边际贡献

【答案】B

【解析】可控边际贡献也称部门经理边际贡献，它衡量了部门经理有效运用其控

制下的资源的能力，是评价利润中心管理者业绩的理想指标。

【出题角度】考核利润中心

【难易度】易

【点评】本题考核“利润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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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江老师

教材精讲第八章第 12 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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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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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讲；

李忠魁老师 C 位夺魁班—考点精讲第 24 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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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杰老师私教直播班—精读精讲第 23 讲；考试中心开通的模

拟试题（一）综合题第 1 题；VIP 绝密预测卷（一）多选题第 8 题；VIP 通关密钥 2019

年 8 月 27 日直播例题第 4 题；VIP 逐章精讲 2019 年 6 月 5 日直播课程利润中心知识

点详解及例题；考试中心开通的预测试题（二）计算分析题第 4 题；面授班考前专属

密卷（三）多选题第 3 题。

20.某公司生产和销售某单一产品，预计计划年度销售量为 10000 件，单价 300

元，单位变动成本 200 元，固定成本为 200000 元，假设销售单价增长了 10%，则销

售单价的敏感系数（即息税前利润变化百分比相当于单价变化百分比的倍数）为（ ）。

A.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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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C.3

D.0.1

【答案】A

【解析】目前的息税前利润＝10000×（300－200）－200000＝800000（元），

销售单价增长 10%导致销售收入增加 10000×300×10％＝300000（元），息税前利

润增加 300000 元，息税前利润增长率＝300000/800000×100％＝37.5％，所以，

单价敏感系数＝37.5％/10％＝3.75。

【出题角度】考核利润敏感性分析

【难易度】易

【点评】本题考核“利润敏感性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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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江老师教材精讲第八章第 06 讲；李斌老师教材精讲第八章第 03 讲、私教直播班--习

题密训第 06 讲；杨安富老师教材精讲第八章第 04 讲、模考点评模拟试题（与）第 01

讲；李忠魁老师 C 位夺魁班—考点精讲第 22 讲；姚军胜老师教材精讲第八章第 04 讲、

高频考点第八章第 02 讲；李杰老师私教直播班—精读精讲第 21 讲；VIP 绝密预测卷

（三）单选题第 9 题；VIP 魔法训练营 2019 年 7 月 18 日直播课程第八章第 10 题；

VIP 通关密钥 2019 年 8 月 20 日直播课程利润敏感分析例题；VIP 逐章精讲 2019 年 5

月 28 日直播课程利润敏感分析知识点详解；考试中心开通的模拟试题（一）单选题第

18 题；预测试题（三）判断题第 8 题。

21. 下列各项中属于衍生工具筹资方式的是（ ）。

A.融资租赁筹资

B.认股权证筹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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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商业信用筹资

D.普通股筹资

【答案】B

【解析】衍生工具筹资，包括兼具股权与债务筹资性质的混合融资和其他衍生工

具融资。我国上市公司目前最常见的混合融资方式是可转换债券融资，最常见的其他

衍生工具融资方式是认股权证融资。

【出题角度】考核衍生工具筹资

【难易度】易

【点评】本题考核“衍生工具筹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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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教材精讲第四章第 06 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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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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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忠魁老师 C 位夺魁班—考点精讲第 10 讲；姚军胜老师教材精讲第四章第 05 讲、

高频考点第四章第 02 讲；李杰老师私教直播班—精读精讲第 10 讲；考试中心开通的

模拟试题（一）多选题第 2 题；VIP 模拟试题（三）单选题第 7 题；VIP 模拟试题（二）

单选题第 4 题；VIP 魔法训练营 2019 年 7 月 9 日直播课程第四章第 2 题；VIP 逐章精

讲 2019 年 4 月 9 日直播课程衍生工具筹资知识点详解；VIP 逐章精讲 2019 年 4 月 9

日直播课后练习第 4、5 题；考试中心开通的预测试题二）单选题第 8 题；面授班考前

专属密卷（三）多选题第 10 题。

22.下列各项中，属于内部筹资方式的是（ ）。

A.向股东发行新股筹资

B.向企业职工借款筹资

C.向股东借款筹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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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利用留存收益筹资

【答案】D

【解析】内部筹资是指企业通过利润留存而形成的筹资来源。选项 D 是答案。外

部筹资是指企业向外部筹措资金而形成的筹资来源。如发行股票、债券，取得商业信

用、银行借款等。选项 ABC 对应的内容属于外部筹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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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江老

师教材精讲第四章第 01 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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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安富老师教材精讲第四章第 02 讲、模考点评模拟试题（三）第 03 讲；

李忠魁老师 C 位夺魁班—考点精讲第 09 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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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杰老师私教直播班—精读精讲第 09 讲；考试中心开通的模

拟试题（三）多选题第 4 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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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逐章精讲 2019 年 4 月 3

日直播课后练习多选题第 5 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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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中心开通的预测试题（三）多选题第 9 题；面授班考前

专属密卷（二）单选题第 4 题。

23.某公司向银行借款 2000 万元，期限 1 年，年利率 6.5%，银行要求的补偿性

余额比例为 12%，则借款的实际利率为（ ）。

A.7.28%

B.6.5%

C.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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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7.39%

【答案】D

【解析】借款实际利率＝2000×6.5%/[2000×（1－12%）]＝6.5%/（1－12%）

＝7.39%

【出题角度】考核短期借款的信用条件--补偿性余额

【难易度】易

【点评】本题考核“短期借款的信用条件--补偿性余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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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章第 11 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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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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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忠魁老师 C 位夺魁班—考点精讲第 21 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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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杰老师私教直播班—精读精讲第 20

讲；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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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中心开通的模拟试题（二）单选题第 17

题；面授班考前专属密卷（三）单选题第 1 题。

24.如果某公司以所持有的其他公司的有价证券作为股利发给本公司股东，则该股

利支付方式属于（ ）。

A.负债股利

B.财产股利

C.股票股利

D.现金股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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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B

【解析】财产股利是以现金以外的其他资产支付的股利，主要是以公司所拥有的

其他公司的有价证券，如债券、股票等，作为股利支付给股东。

【出题角度】考核股利支付形式

【难易度】中

【点评】本题考核“股利支付形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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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教材精讲第九章第 09 讲；李斌老师教材精讲第九章第 07 讲、私教直播班--习题

密训第 08 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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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忠魁老师 C 位夺魁班—考点精讲第 25 讲；姚军胜老师教材精讲第九章第 08 讲、

高频考点第九章第 03 讲；李杰老师私教直播班—精读精讲第 25 讲；VIP 魔法训练营

2019 年 7 月 23 日直播课程股利支付形式识点经典例题-单选题第 9 题；VIP 通关密钥

2019 年 8 月 27 日直播课程分配管理分析；考试中心开通的预测试题（二）单选题第

23 题；面授班考前专属密卷（一）单选题第 21 题。

25.相对于普通股筹资，下列属于留存收益筹资特点的是（ ）。

A.增强公司声誉

B.不发生筹资费用

C.资本成本较高

D.筹资额较大

【答案】B

【解析】利用留存收益的筹资特点：（1）不用发生筹资费用。与普通股筹资相比

较，留存收益筹资不需要发生筹资费用，资本成本较低。（2）维持公司的控制权分布。

（3）筹资数额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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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题角度】考核留存收益的筹资特点

【难易度】易

【点评】本题考核“留存收益的筹资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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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江老师教材精讲第四章第 05 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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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安富老师教材精讲第四章第 06 讲、模考点评模拟试题（三）第

03 讲；李忠魁老师 C 位夺魁班—考点精讲第 09 讲；姚军胜老师教材精讲第四章第 04

讲、高频考点第四章第 02 讲；李杰老师私教直播班—精读精讲第 09 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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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逐章精讲 2019

年 4 月 6 日课后作业单选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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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题；VIP 通关密钥 2019 年 8 月 10 日直播课程股权筹资知识点详解及

例题；考试中心开通的模拟试题（三）多选题第 4 题；面授班考前专属密卷（二）单

选题第 4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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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信用作为企业短期资金的一种来源，主要表现形式有（ ）。

A.应付票据

B.预收货款

C.季节性周转贷款

D.应付账款

【答案】ABD

【解析】商业信用的形式包括：应付账款、应付票据、预收货款、应计未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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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题角度】商业信用的形式

【难易度】易

【点评】本题考核“商业信用的形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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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老师教材精讲第七章第 12 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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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安富老师教材精讲第七章第 10 讲、模考点评预测试题（三）第 01

讲；李忠魁老师 C 位夺魁班—考点精讲第 21 讲；姚军胜老师教材精讲第七章第 08 讲、

高频考点第七章第 07 讲；李杰老师私教直播班—精读精讲第 20 讲；VIP 跨章节课后

作业跨章节测试题（二）（第 4-7 章）判断题第 45 题；VIP 通关密钥 2019 年 8 月 20

日直播课程流动负债管理知识点详解及例题；考试中心开通的预测试题（三）单选题

第 17 题；《中级财务管理·应试指南》（达江 主编）P204；《中级财务管理·经典题解》

（李斌 主编）P219。

2.根据有关要求，企业存在稀释性潜在普通股的，应计算稀释每股收益，下列属于

潜在普通股的有（ ）。

A.认股权证

B.可转换公司债券

C.不可转换优先股

D.股份期权

【答案】ABD

【解析】潜在普通股主要包括：可转换公司债券、认股权证和股份期权等。不可

转换优先股不能转换为普通股，不会增加企业的普通股股数。

【出题角度】每股收益

【难易度】易

【点评】本题考核“每股收益”知识点。该题目所涉及知识点在下列中华会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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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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讲；李斌老师教材精讲第十章第 06 讲；杨安富老师教材精讲第

十章第 04 讲、模考点评模拟试题（三）第 02 讲；姚军胜老师教材精讲第十章第 05

讲、高频考点第十章第 03 讲；VIP 通关密钥 2019 年 8 月 20 日直播课程流动负债管

理知识点详解及例题；考试中心开通的模拟试题（三）单选题第 25 题非常相似；《中

级财务管理·应试指南》（达江 主编）P205；《中级财务管理·经典题解》（李斌 主编）

P31；《中级财务管理·救命稻草》（达江 主编）P89。

【相似考点 1】达江老师教材精讲第十章第 05 讲

【相似考点 2】李斌老师教材精讲第十章第 06 讲

【相似考点 3】杨安富老师教材精讲第十章第 04 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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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考点 4】姚军胜老师教材精讲第十章第 05 讲

【相似题目】考试中心开通的模拟试题（三）单选题第 25 题非常相似

3.在息税前利润为正的前提下，经营杠杆系数与之保持同向变化的因素有（ ）。

A.销售量

B.单位变动成本

C.销售价格

D.固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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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BD

【解析】经营杠杆系数＝边际贡献/息税前利润＝销售量×（单价－单位变动成本）

/[销售量×（单价－单位变动成本）－固定成本]，销售量、销售价格与经营杠杆系数反

方向变化，单位变动成本、固定成本与经营杠杆系数同方向变化。关于这类题目，有

更简单的判断方法，凡是能提高利润的，都会导致杠杆系数下降。能降低利润的，都

会导致杠杆系数上升。

【出题角度】经营杠杆系数

【难易度】中

【点评】本题考核“经营杠杆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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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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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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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忠魁老师 C 位夺魁班—考点精讲第 12 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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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杰老师私教直播班—精读精讲第 12 讲；VIP 绝密预测卷

（一）单选题第 24 题；VIP 模拟试卷（一）单选题第 21 题；VIP 模拟试卷（三）计

算题第 49 题；VIP 魔法训练营 2019 年 7 月 11 日直播课程经营杠杆系数知识点经典

例题-多选题第 16 题，计算题 24（3）题；VIP 魔法训练营 2019 年 7 月 23 日直播课

程经营杠杆系数知识点经典例题-计算题 24 题；VIP 跨章节课后作业跨章节测试题（二）

（第 4-7 章）计算题第 20 题；VIP 通关密钥 2019 年 8 月 10 日直播课程杠杆效应知

识点详解及例题；考试中心开通的模拟试题（二）判断题第 5 题；考试中心开通的预

测试题（一）单选题第 14 题、预测试题（二）多选题第 5 题；面授班考前专属密卷（二）

多选题第 2 题；《中级财务管理·应试指南》（达江 主编）P119；《中级财务管理·经典

题解》（李斌 主编）P1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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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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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考点 1】达江老师教材精讲第五章第 05 讲

【相似考点 2】李斌老师教材精讲第五章第 06 讲

【相似考点 3】杨安富老师教材精讲第五章第 06 讲

【相似考点 4】姚军胜老师教材精讲第五章第 04 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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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题目】考试中心开通的预测试题（二）多选题第 5 题

4.在我国，下列关于短期融资券的说法，正确的有（ ）。

A.相对银行借款，信用要求等级高

B.相对企业债券，筹资成本较高

C.相对商业信用，偿还方式灵活

D.相对于银行借款，一次性筹资金额较大

【答案】AD

【解析】只有具备一定的信用等级的实力强的企业，才能发行短期融资券筹资，

银行借款没有这样的规定，选项 A 正确。相对于发行企业债券筹资而言，发行短期融

资券的筹资成本较低，选项 B 不正确。采用商业信用筹资，如果在期限内不能付款或

交货时，一般还可以通过与客户的协商，请求延长时限，偿还方式更为灵活，选项 C

不正确。相对于银行借款筹资而言，短期融资券一次性的筹资数额比较大，选项 D 正

确。

【出题角度】短期融资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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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易度】中

【点评】本题考核“短期融资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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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教材精讲第七章第 11 讲；李斌老师教材精讲第七章第 07 讲；杨安富老师教材精讲

第七章第 09 讲；姚军胜老师教材精讲第七章第 08 讲；VIP 通关密钥 2019 年 8 月 20

日直播课程流动负债管理知识点详解及例题。

5.如果某项目投资方案的内含报酬率大于必要报酬率，则（ ）。

A.年金净流量大于原始投资额现值

B.现值指数大于 1

C.净现值大于 0

D.静态回收期小于项目寿命期的一半

【答案】BC

【解析】某项目内含报酬率大于必要报酬率，则说明该项目具有可行性，则净现

值大于 0，年金净流量大于 0，现值指数大于 1，未来现金净流量现值大于原始投资额

现值。选项 A 不是答案，选项 BC 是答案。项目可行，则静态回收期小于项目寿命期，

但“静态回收期小于项目寿命期的一半”无法判断，选项 D 不是答案。

【出题角度】投资项目财务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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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江老师教材精讲第六章第 04 讲；李斌老师教材精讲第六章第 05 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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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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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P 绝密预测卷（三）单选题第 5 题，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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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题；VIP 逐章精讲 2019 年 4 月 26 日课后作业多选第 4 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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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点详解及例题；考试中心开通

的预测试题（二）多选题第 6 题；面授班考前专属密卷（三）单选题第 11 题。

6.假设某股份公司按照 1：2 的比例进行股票分割，下列说法正确的有（ ）。

A.股本总额增加一倍

B.每股净资产保持不变

C.股东权益总额保持不变

D.股东权益内部结构保持不变

【答案】CD

【解析】股票分割之后，股东权益总额及其内部结构都不会发生任何变化。因为

股数增加，股东权益总额不变，所以每股净资产下降。

【出题角度】考核股票分割与股票回购

【难易度】易

【点评】本题考核“股票分割与股票回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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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章第 10 讲；李斌老师教材精讲第九章第 8 讲；杨安富老师教材

精讲第九章第 7 讲、模考点评模拟试题（二）第 1 讲；姚军胜老师教材精讲第九章第

8 讲、高频考点第九章第 4 讲；VIP 模拟试卷（一）判断题第 41 题；VIP 模拟试卷（二）

单选题第 14 题；VIP 魔法训练营 2019 年 7 月 23 日直播课程股票分割与股票回购知

识点经典例题-计算分析题第 26 题；VIP 逐章精讲 2019 年 6 月 13 日直播课后作业单

选题第 6 题；VIP 跨章节课后作业跨章节测试题（三）（第 8-10 章）多选题第 42 题；

VIP 通关密钥 2019 年 8 月 27 日直播课程分配管理分析和例题；考试中心开通的模拟

试题（二）单选题第 23 题；考试中心开通的预测试题（三）判断题第 9 题；《中级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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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管理·应试指南》（达江 主编）P271；《中级财务管理·经典题解》（李斌 主编）P284；

《中级财务管理·救命稻草》（达江 主编）。

7.在单一产品量本利分析中，下列等式成立的有（ ）。

A.保本作业率＋安全边际率＝1

B.变动成本率×营业毛利率＝边际贡献率

C.安全边际率×边际贡献率＝销售利润率

D.变动成本率＋边际贡献率＝1

【答案】ACD

【解析】边际贡献率＝（单价－单位变动成本） /单价＝1－单位变动成本/单价

＝1－变动成本率，所以选项 B 错误。

【出题角度】考核单一产品量本利分析

【难易度】易

【点评】本题考核“单一产品量本利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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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江老师教材精讲第八章第 3 讲；李斌老师教材精讲第八章第 2 讲；杨安富老师教材

精讲第八章第 2 讲、模考点评模拟试题（二）第 1 讲；姚军胜老师教材精讲第八章第

2 讲、高频考点第八章第 1 讲；VIP 绝密预测卷（二）单选题第 9 题，综合题 50 题；

VIP 模拟试卷（一）单选题第 16 题；VIP 魔法训练营 2019 年 7 月 23 日直播课程单

一产品量本利分析知识点经典例题-计算分析题第 24 题；VIP 逐章精讲 2019 年 5 月

28 日直播课后作业单选题第 12 题，单选题第 12 题；VIP 跨章节课后作业跨章节测试

题（三）（第 8-10 章）判断题第 48 题；VIP 通关密钥 2019 年 8 月 20 日直播课程单

一产品量本利分析和例题；考试中心开通的模拟试题（二）单选题第 18 题；考试中心

开通的预测试题（二）多选题第 8 题；《中级财务管理·应试指南》（达江 主编）P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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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级财务管理·经典题解》（李斌 主编）P357；《中级财务管理·救命稻草》（达江 主

编）P138。

8.不考虑其他因素，企业采用宽松的流动资产投资策略将导致（ ）。

A.较低的资产流动性

B.较低的偿债能力

C.较低的流动资产短缺成本

D.较低的收益水平

【答案】CD

【解析】在宽松的流动资产投资策略下，企业将保持较高的流动资产，会增加流

动资产的持有成本，降低资产的收益性，但会提高资产的流动性，短缺成本会降低，

会提高偿债能力。

【出题角度】考核营运资金管理策略

【难易度】易

【点评】本题考核“营运资金管理策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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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章第 1 讲；李斌老师教材精讲第七章第 1 讲；杨安富老师教材

精讲第七章第 1 讲、模考点评模拟试题（二）第 1 讲；姚军胜老师教材精讲第七章第

1 讲、高频考点第七章第 1 讲；考试中心开通的模拟试题（二）单选题第 15 题；VIP

模拟试卷（二）单选题第 3 题；VIP 逐章精讲 2019 年 5 月 9 日直播课后作业单选题

第 2 题；VIP 通关密钥 2019 年 8 月 13 日直播课程营运资金管理分析和例题；考试中

心开通的预测试题（二）判断题第 7 题；《中级财务管理·应试指南》（达江 主编）P179；

《中级财务管理·经典题解》（李斌 主编）；《中级财务管理·救命稻草》（达江 主编）P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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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关于上市公司管理层讨论与分析，正确的有（ ）。

A.管理层讨论与分析是对本公司过去经营状况的评价，而不对未来发展作前瞻性

判断

B.管理层讨论与分析包括报表及附注中没有得到充分揭示，而对投资者决策有用的

信息

C.管理层讨论与分析包括对财务报告期间有关经营业绩变动的解释

D.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不是定期报告的组成部分，并不要求强制性披露

【答案】BC

【解析】管理层讨论与分析是上市公司定期报告中管理层对于本企业过去经营状

况的评价分析以及对企业未来发展趋势的前瞻性判断，选项 A 错误。管理层讨论与分

析信息大多涉及“内部性”较强的定性型软信息，无法对其进行详细的强制规定和有

效监控，因此，两方国家的披露原则是强制与自愿相结合，企业可以自主决定如何披

露这类信息，我因也基本实行这种原则，选项 D 错误。

【出题角度】考核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难易度】易

【点评】本题考核“管理层讨论与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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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江老师教材精讲第十章第 5 讲；李斌老师教材精讲第十章第 7 讲；杨安富老师教材

精讲第十章第 4 讲、模考点评模拟试题（一）第 3 讲；姚军胜老师教材精讲第十章第

5 讲；VIP 逐章精讲 2019 年 6 月 25 日直播课后作业单选题第 18 题；《中级财务管理·应

试指南》（达江 主编）P306；《中级财务管理·经典题解》（李斌 主编）P317；《中级

财务管理·救命稻草》（达江 主编）P68；考试中心开通的模拟试题（一）判断题第 10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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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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企业发生内部交易的双方之间，买卖双方所采用的内部转移价格必须保持一致。

（ ）

【答案】×

【解析】内部交易双方可以采用双重价格，即是由内部责任中心的交易双方采用

不同的内部转移价格作为计价基础。采用双重价格，买卖双方可以选择不同的市场价

格或协商价格，能够较好地满足企业内部交易双方在不同方面的管理需要。

【出题角度】内部转移价格的制定

【难易度】易

【点评】本题考核“内部转移价格的制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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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江老师教材精讲第八章第 12 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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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安富老师教材精讲第八章第 09 讲、模考点评预测试题（二）第

01 讲；李忠魁老师 C 位夺魁班—考点精讲第 24 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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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杰老师私教直播班—精读精讲第 23 讲；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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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P 逐章精讲 2019 年 6 月 5 日直播课后练习单选题第 2 题；VIP 逐章精讲

2019 年 8 月 20 日直播内部转移价格的制定知识点详解；考试中心开通的预测试题（二）

单选题第 21 题；《中级财务管理·应试指南》（达江 主编）P243；《中级财务管理·经典

题解》（李斌 主编）P252。

2.平均资本成本比较法侧重于从资本投入角度对筹资方案和资本结构进行优化分

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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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解析】平均资本成本比较法，是通过计算和比较各种可能的筹资组合方案的平

均资本成本，选择平均资本成本率最低的方案。即能够降低平均资本成本的资本结构，

就是合理的资本结构。这种方法侧重于从资本投入的角度对筹资方案和资本结构进行

优化分析。

【出题角度】平均资本成本比较法

【难易度】易

【点评】本题考核“平均资本成本比较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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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章第 08 讲；李斌老师教材精讲第五章第 10 讲、私教直播班--

习题密训第 03 讲；杨安富老师教材精讲第五章第 09 讲、模考点评模拟试题（一）第

01 讲；李忠魁老师 C 位夺魁班—考点精讲第 12 讲；姚军胜老师教材精讲第五章第 06

讲；李杰老师私教直播班—精读精讲第 12 讲；VIP 模拟试题（一）计算题第 1 题（1）；

VIP 绝密预测卷（一）计算题第 1 题（5）；VIP 逐章精讲 2019 年 4 月 14 日直播课程

平均资本成本知识点详解及例题；2019 年 4 月 14 日直播课程课后作业单选第 4 题；

考试中心开通的模拟试题（一）单选题第 12 题；《中级财务管理·应试指南》（达江 主

编）P353；《中级财务管理·经典题解》（李斌 主编）P149。

3.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如果债券的票面利率大于市场利率，则债券的期限越长，

价值就越低。（ ）

【答案】×

【解析】债券的票面利率大于市场利率时，为债券溢价发行，则债券的期限越长，

价值就越高。

【出题角度】债券的价值

【难易度】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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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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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江老

师教材精讲第六章第 09 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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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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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忠魁老师 C 位夺魁班—考点精讲第 17 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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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杰老师私教直播班—精读精讲第 17 讲；VIP 绝密预测卷（一）

单选题第 25 题；VIP 逐章精讲 2019 年 5 月 2 日课后作业单选第 9 题；VIP 逐章精讲

2019 年 5 月 5 日课后作业单选第 5 题；VIP 通关密钥 2019 年 8 月 13 日直播课程证

券投资管理知识点详解及例题；考试中心开通的模拟试题（二）单选题第 13 题；考试

中心开通的预测试题（三）多选题第 7 题；面授班考前专属密卷（二）单选题第 10 题；

《中级财务管理·应试指南》（达江 主编）P151；《中级财务管理·经典题解》（李斌 主

编）P189。

【相似考点 1】达江老师教材精讲第六章第 09 讲

【相似考点 2】李斌老师教材精讲第六章第 12 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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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考点 3】杨安富老师教材精讲第六章第 07 讲

【相似考点 4】姚军胜老师教材精讲第六章第 07 讲

【相似题目 1】考试中心开通的模拟试题（二）单选题第 13 题

【相似题目 2】考试中心开通的预测试题（三）多选题第 7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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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固定股利支付率政策下，各年的股利随着收益的波动而波动，容易给投资者带

来公司经营状况不稳定的印象。（ ）

【答案】√

【解析】采用固定股利支付率政策，由于大多数公司每年的收益很难保持稳定不

变，导致年度间的股利额波动较大，由于股利的信号传递作用，波动的股利很容易给

投资者带来经营状况不稳定、投资风险较大的不良印象，成为影响股价的不利因素

【出题角度】股利政策

【难易度】易

【点评】本题考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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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江老师

教材精讲第九章第 08 讲；李斌老师教材精讲第九章第 06 讲、私教直播班--习题密训

第 08 讲；杨安富老师教材精讲第九章第 05 讲、模考点评模拟试题（二）第 02 讲；

李忠魁老师 C 位夺魁班—考点精讲第 25 讲；姚军胜老师教材精讲第九章第 07 讲、高

频考点第九章第 02 讲；李杰老师私教直播班—精读精讲第 25 讲；VIP 模拟试卷（三）

单选题第 16 题；VIP 魔法训练营 7 月 23 日直播课程优先股的特点知识点经典例题-

单选题第 7 题，单选题第 15 题；VIP 逐章精讲 2019 年 6 月 13 日直播课后作业单选

题第 19 题；VIP 跨章节课后作业跨章节测试题（三）（第 8-10 章）单选题第 25 题；

VIP 通关密钥 2019 年 8 月 27 日直播课程分配管理知识点详解及例题；考试中心开通

的模拟试题（二）判断题第 9 题；《中级财务管理·应试指南》（达江 主编）P268；《中

级财务管理·经典题解》（李斌 主编）P357；《中级财务管理·救命稻草》（达江 主编）

P53。

5.如果企业利用应付账款进行筹资而无需支付利息，则可以认为采用这种商业信用

形式是没有筹资成本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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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解析】供应商提供现金折扣时，放弃现金折扣是有成本的。在附有现金折扣条

件的应付账款融资方式下，其筹资成本与银行信用相比较高。

【出题角度】商业信用

【难易度】易

【点评】本题考核“商业信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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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讲；②李斌老师教材精讲第七章第 07 讲；③杨安富老师教材

精讲第七章第 10 讲；④姚军胜老师教材精讲第七章第 08 讲、高频考点第七章第 07

讲；VIP 模拟试题（三）计算题第 2 题；VIP 绝密预测卷（三）单选第 21 题；VIP 魔

法训练营 2019 年 7 月 18 日直播课程第 15 题。

6.由于债券的面值、期限和票面利息是固定的，因此带给持有者的未来收益仅仅为

利息收益。（ ）

【答案】×

【解析】债券投资的收益是投资于债券所获得的全部投资报酬，这些投资报酬率

来源于三个方面：名义利息收益、利息再投资收益、价差收益。

【出题角度】债券投资的收益率

【难易度】易

【点评】本题考核“债券投资的收益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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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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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讲；③杨安富

老师教材精讲第六章第 08 讲；④姚军胜老师教材精讲第六章第 07 讲；2019 年中级

职称《财务管理》辅导中均有体现：VIP 绝密预测卷（一）单选题第 12 题；VIP 绝密

http://www.chinaacc.com）vip绝密预测卷（一）单选题第12
http://www.chinaacc.com）vip绝密预测卷（一）单选题第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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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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两项资产的收益率具有完全负相关关系时，两项资产的组合可以最大限度的抵消

非系统风险。（ ）

【答案】√

【解析】只有在完全正相关的情况下，投资组合才不会抵消非系统风险。相关系

数越小，抵消非系统风险的程度越大，当两项资产的收益率完全负相关时，两项资产

的风险可以充分地相互抵消，甚至完全消除。这样的组合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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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李斌老师教材精讲第二章第 07 讲；

③杨安富老师教材精讲第二章第 15 讲；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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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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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股的优先权体现在剩余财产清偿分配顺序上居于债权人之前。（ ）

http://www.chinaacc.com）vip魔法训练营第五章2019年7月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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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解析】优先股在年度利润分配和剩余财产清偿分配方面，具有比普通股股东优

先的权利。优先股可以先于普通股获得股息，公司的可分配利润先分给优先股，剩余

部分再分给普通股。在剩余财产方面，优先股的清偿顺序先于普通股而次于债权人。

一旦公司清算，剩余财产先分给债权人，再分给优先股股东，最后分给普通股股东。

【出题角度】优先股

【难易度】易

【点评】本题考核“优先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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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精讲第四章第 07 讲；李斌老师教材精讲第四章第 04 讲；杨安富老师教材精讲第四

章第 08 讲；姚军胜老师教材精讲第四章第 08 讲；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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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P 通关密钥 2019 年 8 月 10 日直播课程优先股分析和

例题。

9.投资项目是否具有财务可行性，主要取决于该项目在整个寿命周期内获得的利润

总额是否超过整个项目投资成本。（ ）

【答案】×

【解析】现金流量是投资项目财务可行性分析的主要分析对象。利润只是期间财

务报告的结果，对于投资方案财务可行性来说，项目的现金流量状况比会计期间盈亏

状况更为重要。一个投资项目能否顺利进行，有无经济上的效益，不一定取决于有无

会计期间利润，而在于能否带来正现金流量，即整个项目能否获得超过项目投资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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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回收。

【出题角度】投资项目财务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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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江老师教材精讲第六章第 03 讲；李斌老师教材精讲第六章第 05 讲；杨安富老

师教材精讲第六章第 02 讲；姚军胜老师教材精讲第六章第 03 讲；VIP 通关密钥 2019

年 8 月 13 日直播课程投资项目财务评价指标分析和例题。

10.企业利用商业信用筹资比较机动灵活，而且期限较短，不会恶化企业信用水平。

（ ）

【答案】×

【解析】商业信用筹资的缺点之一是容易恶化企业的信用水平。商业信用的期限

短，还款压力大，对企业现金流量管理的要求很高。如果长期和经常性地拖欠账款，

会造成企业的信誉恶化。

【出题角度】商业信用筹资的优缺点

【难易度】易

【点评】本题考核“商业信用筹资的优缺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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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章第 12 讲；②李斌老师教材精讲第七章第 07 讲；③杨

安富老师教材精讲第七章第 10 讲；④姚军胜老师教材精讲第七章第 08 讲、高频考点

第七章第 07 讲；⑤面授班考前专属密卷（二）单选题第 16 题；VIP 跨章节课后作业

跨章节测试题（二）（第 4-7 章）判断题第 45 题；VIP 通关密钥 2019 年 8 月 20 日直

播课程流动负债管理知识点详解及例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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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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公司发行在外的普通股总股数为 3000 万股，全部债务为 6000 万（年利息率

为 6%），因业务发展需要，追加筹资 2400 万元，有 AB 两个方案：

A 方案：发行普通股 600 万股，每股 4 元。

B 方案：按面值发行债券 2400 万，票面利率 8%。

公司采用资本结构优化的每股收益分析法进行方案选择，假设不考虑两个方案的

筹资费用，公司追加投资后的销售总额达到 3600 万元，变动成本率为 50%，固定成

本为 600 万元，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25%。

要求：

（1）计算两种方案的每股收益无差别点的息税前利润。

（2）公司追加筹资后，计算预计息税前利润。

（3）根据前两个问题计算的结果，选择最优方案。

【答案】

（1）根据（EBIT－6000×6％）×（1－25％）/（3000＋600）＝（EBIT－6000

×6％－2400×8％）×（1－25％）/3000 可知，每股收益无差别点的息税前利润＝1512

（万元）

（2）预计息税前利润＝3600×（1－50％）－600＝1200（万元）

（3）由于预计的息税前利润小于每股收益无差别点的息税前利润，所以，应该选

择发行普通股的方案。

【出题角度】考核每股收益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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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易度】易

【点评】本题考核“每股收益分析法”知识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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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讲、私教直播班--专题密训第 01 讲；李斌老师教材精讲

第五章第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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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讲、

模考点评模拟试题（二）第 4 讲、模拟试题（三）第 5 讲；李忠魁老师 C 位夺魁班—

考点精讲第 12、13 讲；姚军胜老师教材精讲第五章第 6 讲、高频考点第五章第 5 讲；

李杰老师私教直播班—精读精讲第 12、13 讲；VIP 绝密预测卷（三）单选第 13 题；

VIP 模拟试题（三）判断第 5 题；VIP 魔法训练营 2019 年 7 月 11 日直播课程第 27

题；VIP 通关密钥 2019 年 8 月 10 日直播资本结构优化计算分析例题；VIP 逐章精讲

2019 年 4 月 20 日直播资本结构优化知识点精讲及计算分析例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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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计算分析题第 2 题；面授班

考前专属密卷（二）单选题第 7 题；《中级财务管理·应试指南》（达江 主编）P133；

《中级财务管理·经典题解》（李斌 主编）P158 计算 2（节选“要求”部分）；《中级财

务管理·救命稻草》（达江主编）P28。

【相似考点 1】达江老师教材精讲第五章第 8 讲

【相似考点 2】李斌老师教材精讲第五章第 10 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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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考点 3】杨安富老师教材精讲第五章第 9 讲

【相似考点 4】姚军胜老师教材精讲第五章第 6 讲

【相似题目】考试中心开通的预测试题（三）综合题第 2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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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甲公司 2018 年实现销售收入 100000 万元，净利润 5000 万元，利润留存率为

20%，公司 2018 年 12 月 31 日资产负债表（简表）如下表所示：（单位：万元）

资产 期末余额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期末余额

货币资金 1500 应付账款 3000

应收账款 3500 长期借款 4000

存货 5000 实收资本 8000

固定资产 11000 留存收益 6000

资产合计 2100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合计 21000

公司预计 2019 年销售收入比上年增长 20%，假定经营性资产和经营性负债与销

售收入保持稳定的百分比，其他项目不随销售收入变化而变化，同时假设销售净利率

与利润留存率保持不变，公司使用销售百分比法预测资金需要量。

要求：

（1）计算 2019 预计经营性资产增加额。

（2）计算 2019 预计经营性负债增加额。

（3）计算 2019 预计留存收益增加额。

（4）计算 2019 预计外部资金需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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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1）经营性资产增加额

＝（1500＋3500＋5000）×20％＝2000（万元）

（2）经营性负债增加额＝3000×20％＝600（万元）

（3）留存收益增加额＝5000×（1＋20％）×20％＝1200（万元）

（4）外部资金需求量＝2000－600－1200＝200（万元）

【出题角度】考核销售百分比法

【难易度】易

【点评】本题考核“销售百分比法”知识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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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讲、私教直播班--专题密训第 01 讲；李斌老师教材精讲第

五章第 2 讲、私教直播班--习题密训第 03 讲；杨安富老师教材精讲第五章第 1 讲、模

考点评模拟试题（一）第 1 讲、第 5 讲；李忠魁老师 C 位夺魁班—考点精讲第 10 讲；

姚军胜老师教材精讲第五章第 6 讲、高频考点第五章第 1 讲；李杰老师私教直播班—

精读精讲第 11 讲；VIP 绝密预测卷（三）计算题第 2 题；VIP 模拟试题（一）综合题

第 2 题；VIP 魔法训练营 2019 年 7 月 18 日直播课程第 26 题；VIP 通关密钥 2019

年 8 月 20 日直播课程存货的控制系统知识点详解例题；VIP 逐章精讲 2019 年 5 月 17

日直播经济订货模型知识点详解及例题；考试中心开通的预测试题（三）单选题第 10

题；面授班考前专属密卷（二）单选题第 5 题；《中级财务管理·应试指南》（达江 主编）

P132 计算 1；《中级财务管理·经典题解》（李斌 主编）P362 综合 8 节选；《中级财务

管理·救命稻草》（达江主编）P24。

3.甲公司拟构置一套监控设备。有 X 和 Y 两种设备可供选择，二者具有同样的功

能，X 设备的购买成本为 480000 元，每年付现成本为 40000 元，使用寿命 6 年，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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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采用直线法折旧，年折旧额为 80000 元，税法残值为 0，最终报废残值为 12000

元。Y 设备使用寿命为 5 年，经测算，年金成本为 105000 元，投资决策采用的折现

率为 10%，公司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25%，有关货币时间价值系数为：

（P/F，10%，6）＝0.5645；（P/A，10%，6）＝4.3553；(F/A,10%.6)=7.7156

要求：

（1）计算 X 设备每年的税后付现成本。

（2）计算 X 设备每年的折旧抵税额和最后一年末的税后残值收入。

（3）计算 X 设备的年金成本。

（4）运用年金成本方式判断公司应选哪一设备。

【答案】

（1）X 设备每年的税后付现成本＝40000×（1－25％）＝30000（元）

（2）X 设备每年的折旧抵税额＝80000×25％＝20000（元）

最后一年末的税后残值收入＝12000×（1－25％）＝9000（元）

（3）X 设备的年金成本

＝[30000×（P/A，10％，6）－20000×（P/A，10％，6）＋480000－9000×

（P/F，10％，6）]/（P/A，10％，6）

＝(30000×4.3553－20000×4.3553＋480000－9000×0.5645)/4.3553

＝119044.04（元）

（4）由于 X 设备的年金成本大于 Y 设备，所以，应该选择 Y 设备。

【出题角度】考核固定资产更新决策的平均年成本法

【难易度】易

【点评】本题考核“寿命期不同的设备重置决策”知识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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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讲；②李斌老师教材精讲第六章第 10 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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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杨安富老师教材精讲第六章第 6 讲、模考点评模拟试题（二）第 2 讲；④姚军胜老

师教材精讲第六章第 6 讲、高频考点第六章第 3 讲；⑤考试中心开通的预测试题（二）

综合题第 2 题；⑥面授班考前专属密卷（二）综合题第 2 题。

【出题角度】考核固定资产更新决策的平均年成本法

【难易度】易

【点评】本题考核“寿命期不同的设备重置决策”知识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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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讲；李斌老师教材精讲第六章第 10 讲；杨安

富老师教材精讲第六章第 6 讲、模考点评模拟试题（二）第 2 讲；姚军胜老师教材精

讲第六章第 6 讲、高频考点第六章第 3 讲；VIP 绝密预测卷（一）单选第 23 题；VIP

绝密预测卷（二）多选第 5 题；VIP 魔法训练营 2019 年 7 月 11 日直播课程第 25 题；

VIP 通关密钥 2019 年 8 月 10 日直播课程销售百分比法知识点详解；VIP 逐章精讲

2019 年 4 月 9 日直播销售百分比法知识点详解及例题；考试中心开通的预测试题（二）

综合题第 2 题；面授班考前专属密卷（二）综合题第 2 题。

4.甲公司是一家标准件分销商，主要业务是采购并向固定客户供应某种标准件产品。

有关资料如下：

（1）该标准件上一年订货次数为 60 次，全年订货成本为 80 万元，其中，固定

成本总额为 26 万元，其余均为变动成本，单位变动成本和固定成本总额在下一年保持

不变。

（2）该标准件总储存费用中每年固定租金为 120 万元，每增加一件标准件，就增

加 1 元仓储费。每件标准件占用资金为 50 元，资金利息率为 6%。

（3）该标准件年需要量为 180 万件，一年按照 360 天计算。

（4）该标准件从发出订单到货物送达需 5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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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1）计算每次订货变动成本。

（2）计算单位变动储存成本。

（3）根据经济订货模型计算该标准件的经济订货量和最佳订货周期。（按天表示）

（4）计算再订货点。

【答案】

（1）每次订货变动成本＝（80－26）/60＝0.9（万元/次）＝9000（元/次）

（2）单位变动储存成本＝1＋50×6％＝4（元/件）

（3）经济订货量＝（2×1800000×9000/4）1/2＝90000（件）

最佳订货次数＝1800000/90000＝20（次）

最佳订货周期＝360/20＝18（天）

（4）再订货点＝1800000/360×5＝25000（件）

【出题角度】最优存货量的确定

【难易度】易

【点评】本题考核“最优存货量的确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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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江老师教材精讲第七章第 9 讲；李斌老师教材精讲第七章第 5 讲；杨安富老师教材

精讲第七章第 8 讲、模考点评模拟试题（一）第 3 讲、模拟试题（二）第 1 讲；姚军

胜老师教材精讲第七章第 6 讲、高频考点第七章第 5 讲；VIP 绝密预测卷（三）综合

题第 2 题；VIP 模拟试题（二）计算题第 2 题；VIP 魔法训练营 2019 年 7 月 16 日直

播课程第 26 题；VIP 通关密钥 2019 年 8 月 10 日直播课程固定资产更新决策知识点

详解例题；VIP 逐章精讲 2019 年 5 月 5 日直播例题详解均有涉及；考试中心开通的

面授班考前专属密卷（二）多选题第 6 题；面授班考前专属密卷（二）计算分析题第 1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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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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企业是某公司下属的一个独立分厂，该企业仅生产并销售 W 产品，2018 年

有关预算与考核分析资料如下：

资料一：W 产品的预计产销量相同，2018 年第一至第四季度的预计产销量分别是

100 件、200 件、300 件和 400 件，预计产品销售单价为 1000 元/件，预计销售收入

中，有 60%在本季度收到现金，40%在下一季度收到现金。2017 年末应收账款余额

80000 元。不考虑增值税及其它因素。

资料二：2018 年初材料存货量为 500 千克，每季度末材料存货量按下一季度生产

需用量 10%确定。单位产品用料标准为 10 千克/件。单位产品材料价格标准为 5 元/

千克。材料采购款有 50%在本季度支付现金，另外 50%下一季度支付。

资料三：企业在每季度末的理想现金余额是 50000 元，且不低于 50000 元。如果

当季现金不足，则向银行取得短期借款，如果当季现金溢余，则偿还银行短期借款。

短期借款的年利率为 10%。按季度付息。借款和还款的数额均为 1000 元的整数倍。

假设新增借款发生在季度初，归还借款在季度末。2018 年第一季度，在未考虑银行借

贷情况下的现金余额为 26700 元，假设 2018 年初企业没有借款。

资料四：2018 年末，企业对第四季度预算执行情况进行考核分析，第四季度 W 产

品的实际销量为 450 件。实际材料耗用量为 3600 千克，实际材料单价为 6 元/千克。

要求：

（1）根据资料一计算①W 产品的第一季度现金收入；②资产负债表预算中应收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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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的年末数。

（2）根据资料一和资料二计算①第二季度预计材料期末存货量；②第二季度预计

材料采购量；③第三季度预计材料采购金额。

（3）根据资料三计算第一季度现金预算中①取得短期借款金额；②短期借款利息

金额；③期末现金余额。

（4）根据资料一、二、四计算第四季度材料费用总额实际数与预算数之间的差额。

（5）根据资料一、二、四用连环替代法，按照产品产量、单位产品材料用量、材

料单价的顺序，计算对材料费用总额实际数与预算数差额的影响。

【答案】

（1） W 产品的第一季度现金收入

＝80000＋100×1000×60％＝140000（元）

资产负债表预算中应收账款的年末数

＝400×1000×40％＝160000（元）

（2）第二季度预计材料期末存货量＝300×10×10％＝300（千克）

第二季度预计材料采购量

＝300＋200×10－200×10×10％＝2100（千克）

第三季度预计材料采购金额

＝（400×10×10％＋300×10－300）×5＝15500（元）

（3）假设取得短期借款金额为 W 元，则：

26700＋W×（1－10％/4）≥50000

解得：W≥23897.44（元）

由于借款数额为 1000 元的整数倍，所以，借款 24000 元。

短期借款利息＝24000×10％/4＝600（元）

期末现金余额＝26700＋24000－600＝50100（元）



http://www.chinaacc.com

（4）第四季度材料费用总额实际数与预算数之间的差额

＝3600×6－400×10×5＝1600（元）

（5）预算金额＝400×10×5＝20000

实际单位产品材料用量＝3600/450＝8

实际金额＝450×8×6＝21600

产品产量对材料费用总额实际数与预算数差额的影响

＝（450－400）×10×5＝2500

单位产品材料用量对材料费用总额实际数与预算数差额的影响

＝450×（8－10）×5＝－4500

材料单价对材料费用总额实际数与预算数差额的影响

＝450×8×（6－5）＝3600

【出题角度】考核预算编制和连环替代法

【难易度】易

【点评】本题考核“直接材料预算、现金预算编制、因素分析法具体分解”知识

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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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讲、第 10 章第

1 讲；李斌老师教材精讲第三章第 3、4 讲、第 10 章第 1 讲；杨安富老师教材精讲第

三章第 4、5 讲、模考点评模拟试题（一）第 1 讲、第 5 讲，模拟试题（二）第 3 讲，

模拟试题（三）第 3 讲；姚军胜老师教材精讲第三章第 4、5 讲、第 10 章第 1 讲，高

频考点第三章第 6、7 讲；VIP 绝密预测卷（一）计算题第 47 题； VIP 魔法训练营 2019

年 7 月 9 日直播课程预算编制知识点经典例题-综合题第 32 题； VIP 逐章精讲 2019

年 4 月 3 日课后作业计算题第 21 题；VIP 通关密钥 2019 年 8 月 6 日直播课程预算编

制知识点详解及例题；VIP 跨章节课后作业跨章节测试题（一）（第 1-3 章）综合题第

50 题；考试中心开通的预测试题（二）单选题第 6 题；面授班考前专属密卷（二）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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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题第 1 题。

2.甲公司是一家国内中小板上市的制造企业，基于公司持续发展需要，公司决定优

化资本结构，并据以调整相关股利分配政策。有关资料如下：

资料一：公司已有的资本结构如下：债务资金账面价值为 600 万元，全部为银行

借款本金，年利率为 8%，假设不存在手续费等其他筹资费用，权益资金账面价值为

2400 万元，权益资本成本率采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计算。已知无风险收益率为 6%，

市场组合收益率为 10%。公司股票的β系数为 2，公司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25%。

资料二：公司当前销售收入为 12000 万元，变动成本率为 60%，固定成本总额

800 万元。上述变动成本和固定成本均不包含利息费用。随着公司所处资本市场环境

变化以及持续稳定发展的需要，公可认为已有的资本结构不够合理，决定采用公司价

值分析法进行资本结构优化分析。经研究，公司拿出两种资本结构调整方案，两种方

案下的债务资金和权益资本的相关情况如下表所示。

调整方案 全 部 债 务 市 场

价值（万元）

税 前 债

务利息率

公司权益资

本成本率

方案 1 2000 8% 10%

方案 2 3000 8.4% 12%

假定公司债务市场价值等于其账面价值，且税前债务利息率等于税前债务资本成

本率，同时假定公司息税前利润水平保持不变，权益资本市场价值按净利润除以权益

资本成本率这种简化方式进行测算。

资料三：公司实现净利润 2800 万元。为了确保最优资本结构，公可拟采用剩余股

利政策。假定投资计划需要资金 2500 万元，其中权益资金占比应达到 60%。公司发

行在外的普通股数量为 2000 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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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四：公司自上市以来一直采用基本稳定的固定股利政策，每年发放的现金股

利均在每股 0.9 元左右，不考虑其他因素影响。

要求：

（1）根据资料一，计算公司的债务资本成本率、权益资本成本率，并按账面价值

权数计算公司的平均资本成本率。

（2）根据资料二，计算公司当前的边际贡献总额、息税前利润。

（3）根据资料二，计算两种方案下的公司市场价值，并据以判断采用何种资本结

构优化方案。

（4）根据资料三，计算投资计划所需要的权益资本数额以及预计可发放的现金股

利，并据此计算每股股利。

（5）根据要求（4）的计算结果和资料四，不考虑其他因素，依据信号传递理论，

判断公司改变股利政策可能给公司带来什么不利影响。

【答案】

（1）债务资本成本率＝8%×（1－25%）＝6%

权益资本成本率＝6%＋2×（10%－6%）＝14%

平均资本成本率＝6%×600/（600＋2400）＋14%×2400/（600＋2400）＝12.4%

（2）边际贡献总额＝12000×（1－60%）＝4800（万元）

息税前利润＝4800－800＝4000（万元）

（3）方案 1 公司权益市场价值＝（4000－2000×8%）×（1－25%）/10%＝28800

（万元）

公司市场价值＝28800＋2000＝30800（万元）

方案 2 公司权益市场价值＝（4000－3000×8.4%）×（1－25%）/12%＝23425

（万元）

公司市场价值＝23425＋3000＝2642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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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1 的公司市场价值 30800 万元高于方案 2 的公司市场价值 26425 万元，故

公司应当选择方案 1。

（4）投资计划所需要的权益资本数额＝2500×60%＝1500（万元）

预计可发放的现余股利＝2800－1500＝1300（万元）

每股股利＝1300/2000＝0.65(元/股)

（5）信号传递理论认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公司可以通过股利政策向市场

传递有关公司未来获利能力的信息，从而会影响公司的股价。公司的股利支付水平在

过去一个较长的时期内相对稳定，一直是 0.9 元/股，而现在却下降到 0.65 元/股，投

资者将会把这种现象看作公司管理当局将改变公司未来收益率的信号，股票市价将有

可能会因股利的下降而下降。

【出题角度】考核平均资本成本的计算、企业价值分析法、剩余股利政策、信号

传递理论

【难易度】中

【点评】本题考核“平均资本成本的计算、公司价值分析法、剩余股利政策、信

号传递理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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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讲、第

五章第 9 讲、第九章第 8 讲；李斌老师教材精讲第五章第 5 讲、第五章第 10 讲、第

九章第 6 讲；杨安富老师第五章第 5 讲、第五章第 9 讲、第九章第 5 讲、模考点评模

拟试题（三）第 1 讲；姚军胜老师教材精讲第五章第 2 讲、第五章第 6 讲、第九章第

7 讲、高频考点第五章第 3 讲、第五章第 6 讲、第九章第 2 讲；考试中心开通的模拟

试题（三）单项选择题 22 题、计算分析题第 2 题；VIP 模拟试卷（一）单选题第 25

题；VIP 魔法训练营 2019 年 7 月 11 日直播课程公司价值分析法知识点经典例题-计算

分析题第 24 题；VIP 逐章精讲 2019 年 4 月 14 日直播课后作业计算题第 19 题，第

20 题；VIP 逐章精讲 2019 年 6 月 13 日直播课后作业单选题第 22 题，多选题第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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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第 22 题，判断题第 33 题；VIP 通关密钥 2019 年 8 月 10 日直播课程平均资本成

本分析和例题；VIP 通关密钥 2019 年 8 月 27 日直播课程分配管理分析和例题；考试

中心开通的预测试题（一）计算分析题第 2 题、考试中心开通的预测试题（三）计算

分析题第 3 题；面授班考前专属密卷（一）综合题第 1 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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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59；《中级财务管理·救命稻草》（达江 主编）P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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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