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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高级会计职称《高级会计实务》预习计划

俗话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为帮助各位新考试尽快适应《高级会计实务》

的学习，中华会计网校制定了 2021 年预习计划表，以方便同学们整体把握高会

的预习进度，希望这份计划表帮助大家顺利通过 2021 年的考试。

整体进度说明：本计划表共计 18 周；学员可根据本表的提示，结合自己的

时间安排、学习情况进行细化，并按网校要求完成听课、做题的学习任务。

周次 学习章节 学习重点 学习提示

1 第一章 1.战略制定

2.企业总体战略类型及

其选择

3.企业经营战略类型及

其选择

4.业务组合管理模型

5.财务战略

第一章考核分值一般在 3 分左

右。重点掌握企业总体战略类型，

企业经营战略类型，波士顿矩阵

和 SWOT 模型，财务战略分类，投

资战略、融资战略、分配战略的

类型选择、原则、作用等。

2 第二章 1.投资决策方法

2.现金流量估计

3.投资项目的风险调整

4.私募股权投资决策

5.境外直接投资决策

第二章考核分值一般在 10 分左

右。重点掌握投资决策的五种方

法，能够进行计算、分析决策；

理解现金流量估计中应注意的问

题、现金流量的相关性，熟练掌

握现金净流量的计算；掌握私募

股权投资的类型与退出方式，境

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与方式等。

3 第二章 1.融资规划与企业增长

管理

2.企业融资方式决策

3.企业资本结构决策与

管理

4.企业集团资金管理

重点掌握外部融资需要量预测、

内部增长率和可持续增长率计算

及增长管理框架，可根据计算结

果判断观点是否合理；熟悉战略

投资者特征、增发条件与配股相

关指标计算；掌握可转换债券的

基本要素及相关指标的计算；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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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无差别点分析法、资本成本比

较分析法的计算及决策分析；熟

悉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的服务对

象、设立条件、业务范围、管理

模式和风险管控等。

4 第三章 1.全面预算编制

2.全面预算执行

第三章考核分值一般在 8 分左

右。重点掌握预算目标确定方法

的应用、全面预算编制方法的类

型判断及其优缺点、全面预算分

析方法类型、全面预算控制方式

和原则、全面预算调整的条件和

原则；熟悉全面预算编制方式、

全面预算编制流程等。

5 第四章 1.企业绩效计划的制定

2.关键绩效指标法

第四章考核分值一般在 5 分左

右。掌握绩效评价指标分类、指

标权重设置方法、目标值如何确

定、评价计分方法的运用、关键

绩效指标的含义与类型。

6 第四章 1.经济增加值法

2.平衡计分卡

重点掌握经济增加值的计算，平

衡计分卡不同维度指标的识别；

掌握经济增加值法和平衡计分卡

的优缺点。

7 第五章 1.内部控制目标、原则

和要素

2.内部控制建设的组织

体系

3.企业层面控制

4.业务层面控制

第五章考核分值一般在 15～25

分左右。重点掌握内部控制目标、

原则和要素、企业层面控制和业

务层面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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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第五章 1.内部控制评价

2.内部控制审计

重点掌握内部控制评价原则、内

部控制评价报告的编制时间、编

制主体、编制程序、报送和使用；

重点掌握内部控制审计意见类

型；理解内部控制审计与内部控

制评价、内部控制审计与财务报

表审计的联系与区别。

9 第五章 1.风险的分类

2.风险分析

3.风险应对

重点掌握风险的分类（按照内容

分类），能够准确分析某公司面

临的风险类型；掌握风险分析方

法、风险分析描述；重点掌握风

险应对的 4 种策略，能够准确分

析实际案例。

10 第六章 1.价值链分析

2.变动成本法

3.标准成本法

第六章考核分值一般在 10 分左

右。掌握价值链分析中的各种活

动识别、纵向价值链和横向价值

链的识别及其优势；重点掌握变

动成本法在短期经营决策中的应

用、标准成本差异计算与动因分

析。

11 第六章 1.作业成本法

2.目标成本法

重点掌握作业成本法的相关计

算、目标成本的确定、确定竞争

性市场价格需要考虑的因素、生

命周期成本管理理念；掌握作业

基础管理、作业成本法和目标成

本法的应用环境及优缺点。

12 第七章 1.并购的动因和类型

2.并购流程

3.并购价值评估

第七章考核分值一般在 20 分左

右。重点掌握企业并购的动因和

类型，并购溢价、并购收益和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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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并购融资与支付

5.并购后整合

购净收益的计算，并判断财务可

行性，并购价值评估的收益法和

市场法；掌握并购融资渠道与方

式、并购支付方式、并购后的整

合。

13 第七章 企业合并会计 重点掌握企业合并的判定、企业

合并类型的划分、购买日（合并

日）的确定、企业合并的处理、

多次交易分步实现的企业合并的

会计处理、反向购买的会计处理、

购买子公司少数股权、不丧失控

制权情况下处置部分对子公司投

资的会计处理、丧失控制权情况

下处置子公司投资的处理。

14 第八章 1.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

的确认和计量

2.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

的区分

3.金融资产的转移

第九章考核分值一般在 10 分左

右、2019 年单独考核了 20 分的

选做题，重点掌握金融工具的类

型、确认和计量、金融负债与权

益工具的区分、金融资产转移的

会计处理。

15 第八章 1.套期保值

2.股权激励

重点掌握套期保值的原则与方

式、套期保值的操作及会计处理、

股权激励方式的特征及适用范

围、实施股权激励的条件、股权

激励计划的拟定和实施、股份支

付的会计处理。

16 第九章 1.部门预算管理

2.国库集中收付制度

3.政府采购制度

第十章考核分值一般在 30 分左

右。重点掌握中央部门预算的编

制原则、政府收支分类、中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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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

产管理

5.预算绩效管理

门收入预算编制、中央部门支出

预算编制、预算执行及调整、中

央部门结转和结余资金管理、国

库集中收付制度、政府采购制度

的相关内容、行政事业单位国有

资产配置、使用和处置，行政事

业单位国有资产评估、清查、登

记和报告，中央级行政事业单位

国有资产管理的特殊规定、预算

绩效管理。

17 第九章 1.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处

理

重点掌握行政事业单位的会计处

理（政府会计制度）。

18 第九章 1.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

制

重点掌握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

的目标与原则、内部控制建设的

组织与实施、行政事业单位风险

评估和控制方法、行政事业单位

单位和业务层面内部控制、内部

控制的评价与监督及内部控制报

告。

备注：

1.整体进度说明：计划共计 18 周；学员可根据本表的提示，结合自己的时

间安排，学习情况进行细化，并按网校要求完成听课、做题的学习任务。

2.已报网校 2021 年高级会计职称课程的同学，可在“我的网校我的家”查

看更详尽的计划表，如与本表不一致，请以购课后获得的学习计划为准。

3.以上预习计划，包含学员预习教材，正式听课，做练习题的时间，对刚接

触高会考试的同学来说，刚开始学习节奏可能比较慢，但没关系，以后熟悉高级

会计实务教材及考试特点后，大家的学习效率就会逐步提升。最后建议各位学员

要根据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合理安排好学习进度，祝大家顺利通过 2021 年高

会考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