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计必刷 ５５０ 题

第一章　总　论

扫 我 做 试 题

１． 根据资产定义， 下列各项中不属于资产特征的是（　 　 ）。
Ａ． 资产是企业拥有或控制的经济资源

Ｂ． 资产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

Ｃ． 资产是由企业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

Ｄ． 资产的成本或价值能够可靠地计量

２． 如果企业资产按照现在购买相同或者相似资产所需支付的现金或者现金等价物的金额计

量， 负债按照现在偿付该项债务所需支付的现金或者现金等价物的金额计量， 其所采用

的会计计量属性为（　 　 ）。
Ａ． 可变现净值 Ｂ． 重置成本

Ｃ． 现值 Ｄ． 公允价值

３． 下列有关项目中， 适用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业务是（　 　 ）。
Ａ． 存在弃置义务的固定资产入账成本的计量

Ｂ． 盘盈固定资产的入账成本的确认

Ｃ． 以具有融资性质的分期付款方式购买固定资产

Ｄ． 其他债权投资的后续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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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下列事项中， 属于计入当期损益的损失的是（　 　 ）。
Ａ．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的公允价值变动损失

Ｂ． 出售一批原材料， 售价低于账面价值

Ｃ． 出售固定资产净损失

Ｄ． 投资者投入资本小于注册资本份额的金额

５． （２０１７ 年）甲公司在编制 ２０１７ 年度财务报表时， 发现 ２０１６ 年度某项管理用无形资产未摊

销， 应摊销金额 ２０ 万元， 甲公司将该 ２０ 万元补记的摊销额计入 ２０１７ 年度的管理费用，
甲公司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７ 年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为 ２０ ０００ 万元和 １５ ０００ 万元， 不考虑其他因

素， 甲公司上述会计处理体现的会计信息质量要求是（　 　 ）。
Ａ． 重要性 Ｂ． 相关性

Ｃ． 可比性 Ｄ． 及时性

６． （２０１７ 年）甲公司销售乙产品， 同时对售后 ３ 年内出现的产品本身质量问题提供免费保修

服务（不构成单项履约义务）， 有关产品更换或修理至达到正常使用状态的支出由甲公司

负担。 ２×１６ 年甲公司共销售乙产品 １ ０００ 件， 根据历史经验估计， 因履行售后保修承诺，
预计将发生的支出为 ６００ 万元， 甲公司确认了销售费用， 同时确认为预计负债。 甲公司

该会计处理体现的会计信息质量要求是（　 　 ）。
Ａ． 可比性 Ｂ． 实质重于形式

Ｃ． 谨慎性 Ｄ． 及时性

７． 下列关于会计要素中利润的表述， 正确的是（　 　 ）。
Ａ． 利润体现的是企业某一时点的经营成果

Ｂ． 利润的增加， 会引起所有者权益的增加

Ｃ． 利润的金额是由收入减去费用确认的

Ｄ． 利润体现的是与企业日常经营活动相关的业绩

８． 下列关于企业会计信息的说法中， 不正确的是（　 　 ）。
Ａ． 可靠性要求企业在符合重要性和成本效益原则的前提下， 保证会计信息的完整性

Ｂ． 可比性要求包括在财务报告中的会计信息应当是中立的、 无偏的

Ｃ． 相关性要求企业在确认、 计量和报告会计信息的过程中， 充分考虑使用者的决策模式

和信息需要

Ｄ． 会计信息应当在可靠性的前提下， 尽可能做到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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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下列有关会计主体的表述， 错误的是（　 　 ）。
Ａ． 子公司是一个会计主体

Ｂ． 会计主体可以是独立的法人， 也可以是非法人

Ｃ． 会计主体可以是营利组织， 也可以是非营利组织

Ｄ． 会计主体必须要有独立的资金， 并独立编制财务报告对外报送

１０． 下列项目中， 能够引起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同时变动的是（　 　 ）。
Ａ． 盈余公积转增资本 Ｂ． 股东大会宣告分派股票股利

Ｃ． 股东大会宣告分派现金股利 Ｄ． 接受控股股东的非现金资产捐赠

１１． 下列资产或负债中， 一般应按照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的有（　 　 ）。
Ａ． 投资性房地产

Ｂ． 企业购买的认股权证

Ｃ． 实施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应确认的应付职工薪酬

Ｄ． 企业持有的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 且对被投资方不具有控制、 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

１２． 下列各项中， 属于利得的有（　 　 ）。
Ａ． 出租无形资产取得的收益

Ｂ． 接受投资产生的资本溢价

Ｃ． 出售无形资产产生的净收益

Ｄ． 非企业合并方式下取得长期股权投资时， 初始投资成本小于按比例享有被投资方可

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而形成的差额

１３． 甲公司 ２×１８ 年发生下列经济业务：
（１）７ 月委托 Ａ 公司代销商品， 商品成本为 １００ 万元， 合同规定售价为 １２０ 万元， Ａ 公

司按照售价的 ５％收取手续费， 商品已经发出， 至 ９ 月末甲公司未收到代销清单；
（２）８月甲公司因盘亏固定资产产生待处理财产损失 ２０万元， 截至 ９月末尚未报经批准；
（３）９ 月甲公司尚待加工的半成品为 ２ ０００ 万元；
（４）９ 月接受 Ｂ 公司委托代销商品， 合同规定售价为 １００ 万元， 甲公司按照收入的 １０％
收取手续费， 商品已经验收入库， 至 ９ 月末未对外销售。
根据上述资料， 不考虑其他因素， 则下列有关会计报表列示正确的有（　 　 ）。
Ａ． ７ 月， 委托 Ａ 公司代销的商品， 作为资产负债表存货列示， 并按照 １００ 万元计量

Ｂ． ８ 月， 因盘亏固定资产产生待处理财产损失， 在编制第 ３ 季度报时， 应作为利润表

营业外支出列示， 并按照 ２０ 万元计量

Ｃ． ９ 月， 尚待加工的半成品， 作为资产负债表存货列示， 并按照 ２ ０００ 万元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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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９月， 接受 Ｂ 公司委托代销的商品， 作为资产负债表存货列示， 并按照 １００万元计量

１４． （２０２０ 年）下列各项关于企业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的表述中， 正确的有（　 　 ）。
Ａ． 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应当清晰明了， 便于财务报告使用者理解和使用， 体现的是可

理解性要求

Ｂ． 同一企业不同时期发生的相同或相似的交易或者事项， 应当采用一致的会计政策，
不得随意变更， 体现的是一致性要求

Ｃ． 企业应当按照交易或事项的经济实质进行会计确认、 计量和报告， 而不仅仅以交易

或事项的法律形式为依据， 体现的是实质重于形式的要求

Ｄ． 企业对于已经发生的交易或事项， 应当及时进行确认、 计量和报告， 不得提前或延

后， 体现的是及时性要求

１５． （２０１５ 年） （改编） 下列各项交易事项的会计处理中， 体现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的

有（　 　 ）。
Ａ． 将发行的附有强制付息义务的优先股确认为负债

Ｂ． 将企业未持有权益但能够控制的结构化主体纳入合并范围

Ｃ． 将附有追索权的商业承兑汇票出售确认为质押贷款

Ｄ． 承租人针对租入设备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

１６． 下列各项中， 属于利得或损失的有（　 　 ）。
Ａ． 其他债权投资的公允价值变动

Ｂ． 处置无形资产产生的净收益

Ｃ．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期间所取得的现金股利

Ｄ． 具有商业实质且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换出投资性房地产的

账面价值低于其公允价值的差额

１７． 下列关于利润的说法正确的有（　 　 ）。
Ａ． 利润是指企业在一定会计期间的营业成果

Ｂ． 利润包括收入减去费用后的净额、 直接计入当期利润的利得和损失等

Ｃ． 利润反映的是收入减去费用、 利得减去损失后的净额的概念

Ｄ． 直接计入当期利润的利得和损失不影响所有者权益总额

１８． 根据现行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Ａ 公司下列支出中不能作为费用要素确认的有（　 　 ）。
Ａ． 销售原材料的成本 ５０ 万元

Ｂ． 采用经营租赁方式出租固定资产计提的折旧 ２０ 万元

Ｃ． 水灾导致一批商品发生霉烂的损失 ３０ 万元

Ｄ． 用银行存款 ４０ 万元购买的工程物资

１９． Ａ 公司发生的部分交易或事项如下： ①Ａ 公司起诉 Ｂ 公司侵犯其专利权， 至年末法院尚

未判决， Ａ 公司预计很可能胜诉并获得赔偿， Ａ 公司未进行会计处理； ②因违约被 Ｃ 公

司起诉， 至年末法院尚未判决， Ａ 公司预计很可能败诉并需要支付赔偿， 因此确认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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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 ③计提产品质量保修费用； ④有确凿证据表明未来期间很可能获得足够的应纳

税所得额用来抵扣暂时性差异， 从而确认相关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对 Ａ 公司下列会计

处理所遵循的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的表述中， 正确的有（　 　 ）。
Ａ． 起诉 Ｂ 公司侵犯专利权， Ａ 公司未进行会计处理， 遵循了谨慎性要求

Ｂ． 被 Ｃ 公司起诉， Ａ 公司确认预计负债， 遵循了可靠性要求

Ｃ． 计提产品质量保修费用， 遵循了谨慎性要求

Ｄ． 期末确认相关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遵循了实质重于形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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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存　货

扫 我 做 试 题

２０． 对于企业采购的用于广告营销活动的特定商品，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Ａ． 取得相关商品时计入销售费用

Ｂ． 取得相关商品时应该计入库存商品

Ｃ． 相关商品在实际领用时计入销售费用

Ｄ． 相关商品在期末应计提减值准备

２１． 下列有关存货的会计处理方法中， 不正确的是（　 　 ）。
Ａ． 投资者投入存货的成本， 应当按照投资合同或协议约定的价格确定， 但合同或协议

约定价格不公允的除外

Ｂ． 企业通常应当按照单个存货项目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Ｃ． 盘盈的存货应通过“以前年度损益调整”科目进行会计处理

Ｄ． 通过提供劳务取得的存货， 其成本按从事劳务提供人员的直接人工和其他直接费用

以及可归属于该存货的间接费用确定

２２． 下列有关存货的入账价值的表述中正确的是（　 　 ）。
Ａ． 企业以其生产的产品作为非货币性福利提供给职工的， 应当按照该产品的成本和相

关税费， 计量应计入成本费用的职工薪酬金额

Ｂ． 外购库存商品用于在建工程的， 应该用成本加相应利润计入在建工程成本

Ｃ． 自产产品用于在建工程的， 应该按照售价计入在建工程的成本

Ｄ． 自产产品对外捐赠的应该按账面价值结转， 不需要确认收入

２３． 下列各项业务中， 不会引起期末存货的账面价值发生增减变动的是（　 　 ）。
Ａ．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Ｂ． 已满足收入确认条件但商品尚未发出

Ｃ． 生产产品过程中领用原材料

Ｄ． 已收到发票账单并支付货款但尚未收到材料

２４． 甲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适用增值税税率为 １３％， 消费税税率为 １０％。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购进 Ａ 原材料 １００ 吨， 共发生成本 １０８ 万元。 发出本月购进的 Ａ 原材料， 委托乙

公司加工成产品。 该产成品属于消费税应税物资（非金银首饰）， 该应税物资在受托方

没有同类消费品的销售价格。 甲公司收回材料后将用于生产非应税消费品。 乙公司为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甲公司根据乙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向其支付加工费 ９ 万元和

增值税 １ １７ 万元， 另支付运杂费 ２ 万元。 不考虑其他因素， 甲公司收回的委托加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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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入账价值为（　 　 ）。
Ａ． １１７ 万元 Ｂ． １１９ 万元

Ｃ． １３０ ７ 万元 Ｄ． １３２ 万元

２５． （２０２０ 年）甲公司为生产重型设备的企业， 拥有库存商品 Ｍ 型号设备和 Ｎ 型号设备。
２×１９ 年末库存商品 Ｍ、 Ｎ 账面余额分别为 ２ ０００ 万元和 １ ０００ 万元， 可变现净值分别为

２ ４００ 万元和 ８００ 万元， Ｍ、 Ｎ 均属于单项金额重大的商品， 不考虑其他因素， ２×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资产负债表列示存货的金额为（　 　 ）。
Ａ． ３ ０００ 万元 Ｂ． ２ ８００ 万元

Ｃ． ３ ２００ 万元 Ｄ． ３ ４００ 万元

２６． （２０１９ 年）甲公司 ２０×８ 年末库存乙材料 １ ０００ 件， 单位成本为 ２ 万元。 甲公司将乙材料

加工成丙产品对外销售， 每 ２ 件乙材料可加工成 １ 件丙产品。 ２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乙

材料的市场售价为 １ ８ 万元 ／ 件， 用乙材料加工的丙产品市场售价为 ４ ７ 万元 ／ 件， 每将

２ 件乙材料加工成 １ 件丙产品预计将发生加工费用 ０ ６ 万元， 预计销售每件丙产品发生

销售费用的金额为 ０ ２ 万元。 ２０×９ 年 ３ 月， 在甲公司 ２０×８ 年度财务报表经董事会批准

对外报出日前， 乙材料市场价格为 ２ ０２ 万元 ／ 件。 不考虑其他因素， 甲公司 ２０×８ 年末

乙材料应当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是（　 　 ）。
Ａ． ５０ 万元 Ｂ． ０
Ｃ． ４５０ 万元 Ｄ． ２００ 万元

２７． （２０１７ 年）下列各项中， 应计入存货成本的是（　 　 ）。
Ａ． 超定额的废品损失 Ｂ． 季节性停工损失

Ｃ． 采购材料入库后的存储费用 Ｄ． 新产品研发人员的薪酬

２８． ２×２０ 年年末 Ａ 公司对其有关存货进行盘点， 发现以下异常情况： ①甲原材料收发过程

中因计量差错引起的存货盘亏 １０ 万元， 原进项税额为 １ ３ 万元； ②乙原材料由于管理

不善丢失 ２０ 万元， 原进项税额为 ２ ６ 万元； ③丙原材料由于管理不善造成盘亏 ３０ 万

元， 原进项税额为 ３ ９ 万元； ④丁原材料在 Ａ 公司生产中已不再需要， 且已无使用价

值和转让价值， 但尚未进行清理， 该批原材料的成本为 １ 万元， 进项税额为 ０ １３ 万元；
⑤戊原材料由于自然灾害损失了 ４０ 万元， 原进项税额为 ５ ２ 万元。 下列有关 Ａ 公司的

会计处理中， 不正确的是（　 　 ）。
Ａ． 进项税额需要转出的金额为 ６ ５ 万元

Ｂ． 应计入管理费用的金额为 ６６ ５ 万元

Ｃ． 丁原材料的进项税额无须转出

Ｄ． 应计入营业外支出的金额为 ４５ ２ 万元

２９． 某股份有限公司对期末存货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价。 ２×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库存

自制半成品的实际成本为 ２０ 万元， 预计进一步加工所需成本为 ８ 万元。 该半成品加工

完成后的产品预计销售价格为 ３０ 万元， 预计销售费用及税金为 ４ 万元。 假定该半成品

以前未计提过跌价准备。 ２×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该项半成品应计提的跌价准备为（　 　 ）。
Ａ． ０ 万元 Ｂ． １０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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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８ 万元 Ｄ． ２ 万元

３０． 采用先进先出法对发出的存货计价时， 在存货物价上涨的情况下， 下列表述正确的

是（　 　 ）。
Ａ． 期末存货价值降低， 当期利润增加

Ｂ． 期末存货价值降低， 当期利润减少

Ｃ． 期末存货价值升高， 当期利润减少

Ｄ． 期末存货价值升高， 当期利润增加

３１． 企业发生的存货盘亏或毁损， 不应计入管理费用的是（　 　 ）。
Ａ． 存货保管过程中发生的定额内自然损耗

Ｂ． 管理不善造成的存货盘亏

Ｃ． 泥石流灾害导致的材料毁损

Ｄ． 收发计量造成的盘亏

３２． 甲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适用增值税税率为 １３％， 消费税税率为 １０％。 本月购进 Ａ
原材料 １００ 吨， 货款为 １００ 万元， 增值税额为 １３ 万元； 发生的保险费为 ５ 万元， 入库

前的挑选整理费用为 ３ 万元； 验收入库时发现数量短缺 １０％， 经查属于运输途中合理损

耗。 不考虑其他因素， 该批 Ａ 原材料实际单位成本为每吨（　 　 ）。
Ａ． １ ２ 万元 Ｂ． １ 万元

Ｃ． １ ２５ 万元 Ｄ． １ ３９ 万元

３３． 下列业务中， 会影响存货账面价值的有（　 　 ）。
Ａ． 购买存货发生的保险费

Ｂ． 期末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

Ｃ． 生产过程中因自然灾害而发生的停工损失

Ｄ． 已确认销售收入但尚未发出的商品

３４． 下列关于存货的说法正确的有（　 　 ）。
Ａ． 存货出售时应结转其相应的跌价准备

Ｂ． 因管理不善造成的存货盘亏损失应先扣除过失人赔偿和保险公司赔款后计入管理费用

Ｃ． 因自然灾害造成的存货净损失应计入营业外支出

Ｄ． 企业采购用于广告营销的特殊商品， 应在取得时计入周转材料

３５． 下列关于存货核算的说法正确的有（　 　 ）。
Ａ． 盘盈的存货应以重置成本作为入账价值

Ｂ． 盘盈的存货应冲减管理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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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非正常消耗的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及制造费用， 不应计入存货成本

Ｄ． 投资者投入的存货， 一定按照投资合同或协议约定的价值确定

３６． 下列项目中， 计算生产产品的材料的可变现净值时， 会影响其可变现

净值的因素有（　 　 ）。
Ａ． 产品的估计售价

Ｂ． 材料的账面成本

Ｃ． 估计发生的销售费用

Ｄ． 至完工估计将要发生的加工成本

３７． （２０１９ 年）在确定存货的可变现净值时， 应当考虑的因素有（　 　 ）。
Ａ． 持有存货的目的 Ｂ． 存货的采购成本

Ｃ． 存货的市场销售价格 Ｄ． 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３８． 甲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 １３％， 消费税税率为 １０％。 甲公司

２×２０ 年度发生的部分交易或事项如下： ①１ 月 １ 日， 甲公司接受乙公司以一批原材料

进行投资， 双方签订投资合同约定该批原材料的价值为 １００ 万元， 但是该批原材料在当

地存在活跃市场， 市场价格仅为 ８０ 万元。 甲公司于当日收到该批原材料， 并取得乙公

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发票注明增值税税额为 １０ ４ 万元， 甲公司另支付运输费

１ ０９ 万元（含税金额， 税法允许按照 ９％计算进项税额抵扣）， 人员差旅费 ０ ２ 万元；
②１２ 月 ３１ 日库存商品 Ｍ， 账面余额为 ５００ 万元， 未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库存商品 Ｍ
中， 有 ４０％已签订销售合同， 合同价款为 ２３０ 万元； 另 ６０％未签订合同， 按照一般市场

价格预计销售价格为 ２９０ 万元。 库存商品 Ｍ 的预计销售费用和税金共计 ２５ 万元。 下列

各项关于甲公司存货的相关表述中， 正确的有（　 　 ）。
Ａ． 接受乙公司投入的原材料， 应当以市场价格 ８０ 万元为基础确定其入账价值

Ｂ． 甲公司发生的人员差旅费 ０ ２ 万元， 应计入当期损益

Ｃ． 甲公司发生的运费计入存货成本的金额为 １ 万元

Ｄ． 期末库存商品 Ｍ 发生减值， 应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２５ 万元

３９． 下列关于可变现净值的说法中正确的有（　 　 ）。
Ａ． 存货可变现净值的确定应以取得确凿的证据为基础

Ｂ． 为执行合同而持有的存货， 其可变现净值应该以市场价格为基础计

算确定

Ｃ． 企业销售合同中规定的标的资产尚未生产出来， 但企业已经持有专

门用于生产该存货的原材料， 此时产品可变现净值应以其合同价款为基础计算确定

Ｄ． 企业持有的存货数量大于企业销售合同中规定的数量时， 该存货的可变现净值应该

就合同价款和市场价款的平均数考虑

·９·



４０． 下列关于发出存货的计量说法中正确的有（　 　 ）。
Ａ． 企业销售的存货不属于其商品存货时， 企业一般应将其取得价款计入其他业务收

入， 将销售非商品存货作为主营业务的企业除外

Ｂ． 已售存货计提了存货跌价准备的， 应该将其存货跌价准备冲减收入金额

Ｃ． 企业领用的周转材料按照使用次数分次计入成本费用， 金额较小的， 可在领用时一

次计入成本费用

Ｄ． 企业销售存货时应相应结转存货成本， 其成本计算只能采用先进先出法核算

４１． 甲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委托外单位加工一批材料（属于应税消费品， 且为非金银

首饰）。 该批原材料加工收回后用于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 甲企业发生的下列各项支出

中， 会增加收回委托加工材料实际成本的有（　 　 ）。
Ａ． 支付的加工费 Ｂ． 支付的增值税

Ｃ． 支付的运输费 Ｄ． 支付的消费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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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固定资产

扫 我 做 试 题

４２． 甲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２×２０ 年 ２ 月购入设备安装某生产线， 设备购买价款为

２ ５００ 万元， 增值税额为 ３２５ 万元， 支付保险、 装卸费用 ２５ 万元（假定不考虑保险、 装

卸费用的相关增值税因素）。 生产线安装期间， 领用实际成本为 １００ 万元的生产用原材

料， 该批原材料所对应的增值税进项税额为 １３ 万元， 发生安装工人工资等费用 ３３ 万

元。 假定该生产线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其入账价值为（　 　 ）。
Ａ． ２ ６５０ 万元 Ｂ． ２ ６５８ 万元

Ｃ． ２ ６７５ 万元 Ｄ． ３ １００ 万元

４３． 对于高危企业发生的安全生产费用，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Ａ． 计提的安全生产费应记入“生产成本”科目

Ｂ． 使用提取的安全生产费形成固定资产的， 不可以直接记入“固定资产”科目

Ｃ． 使用提取的安全生产费形成固定资产的， 在固定资产的使用期内分期计提折旧

Ｄ． 安全生产费应在“专项储备”科目中核算， “专项储备”科目期末余额在资产负债表所

有者权益项下“其他综合收益”和“盈余公积”之间增设“专项储备”项目反映

４４． 甲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 日采用分期付款方式购入一台需要安装的大型设备， 合同约定价

款为 ８００ 万元， 约定自 ２０２０ 年起每年年末支付 １６０ 万元， 分 ５ 年支付完毕。 ２０２０ 年发

生安装费用 ５ ８７ 万元， 至本年年末该设备安装完成。 假定甲公司适用的折现率为 １０％，
已知（Ｐ ／ Ａ， １０％， ５）＝ ３ ７９０ ８。 不考虑其他因素， 则该项设备的入账价值为（　 　 ）。
（计算结果保留两位小数）
Ａ． ６０６ ５３ 万元 Ｂ． ６１２ ３５ 万元

Ｃ． ６７３ ０５ 万元 Ｄ． ８００ ００ 万元

４５． 甲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为顺应市场要求， 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开始对销售部门

的某项设备进行改良。 改良之前， 该设备的账面价值为 ８００ 万元。 改良过程中领用成本

为 １００ 万元的自产消费品， 该产品市场售价为 １５０ 万元， 适用的消费税税率为 １０％， 增

值税税率为 １３％。 另外， 领用了原打算用于生产产品的成本为 ５０ 万元的外购原材料。
改良于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完成， 并于当日再次投入使用。 预计该设备尚可使用年限为

８ 年， 仍旧适用于直线法计提折旧， 没有净残值。 为了保证设备良好运行， 企业决定于

每三个月对该设备进行一次全面的维护和保养， 每次发生费用为 １０ 万元。 假定不考虑

其他因素， 该设备于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完成第二次维护和保养后的账面价值为（　 　 ）。
（计算结果保留两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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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９１１ ０９ 万元 Ｂ． ９０４ ６９ 万元

Ｃ． ９５０ ５０ 万元 Ｄ． ９７０ ５０ 万元

４６． （２０１７ 年）（改编）甲公司 ２×２０ 年取得一项固定资产， 与取得该资产相关的支出包括：
①支付购买价款 ３００ 万元， 增值税进项税额 ３９ 万元， 另支付购入过程中运输费 ８ 万元，
相关增值税进项税额 ０ ７２ 万元； ②为使固定资产符合甲公司特定用途， 购入后甲公司

对其进行改造， 改造过程中领用本公司原材料 ６ 万元， 相关增值税 ０ ７８ 万元， 发生职

工薪酬 ３ 万元。 甲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不考虑其他因素， 甲公司该固定资产的入

账价值是（　 　 ）。
Ａ． ３１７ ００ 万元 Ｂ． ３６９ ９０ 万元

Ｃ． ３１７ ８８ 万元 Ｄ． ３１８ ０２ 万元

４７． （２０１６ 年）（改编）甲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２×２０ 年 １ 月 １ 日， 甲公司对一条生产线

进行改造， 该生产线改造时的账面价值为 ３ ５００ 万元。 其中， 拆除原冷却装置部分的账

面价值为 ５００ 万元。 生产线改造过程中发生以下费用或支出： ①购买新的冷却装置

１ ２００万元， 增值税税额 １５６ 万元； ②在资本化期间内发生专门借款利息 ８０ 万元； ③生

产线改造过程中发生人工费用 ３２０ 万元； ④领用库存原材料 ２００ 万元， 增值税税额

２６ 万元； ⑤外购工程物资 ４００ 万元（全部用于该生产线）， 增值税税额 ５２ 万元。 该改造

工程于 ２×２０ 年 １２ 月底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不考虑其他因素， 甲公司对该生产线更新

改造后的入账价值是（　 　 ）。
Ａ． ４ ０００ 万元 Ｂ． ５ ２００ 万元

Ｃ． ５ ７００ 万元 Ｄ． ５ ５０６ 万元

４８． ２×２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Ａ 公司购进一台不需要安装的设备， 不含税买价为 ７００ 万元， 另发

生运杂费 ２ 万元、 专业人员服务费 ２０ 万元， 款项均以银行存款支付。 该设备于购入当

日投入使用， 预计使用年限为 １０ 年， 预计净残值为 ２０ 万元， 采用年限平均法计提折

旧。 ２×２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Ａ 公司对该设备进行检查时发现其已经发生减值， 可收回金

额为 ５４０ 万元。 计提减值准备后， 该设备的预计使用年限、 折旧方法保持不变， 预计净

残值变更为 ０。 不考虑其他因素， 则 Ａ 公司在 ２×２２ 年度对该项设备应计提的折旧金额

为（　 　 ）。
Ａ． ５７ ７８ 万元 Ｂ． ６０ 万元

Ｃ． ７０ ２ 万元 Ｄ． ７１ ８ 万元

４９． 甲公司 ２×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将一栋自用办公楼进行处置， 收取价款 ３８０ 万元。 该办公楼为

２×１４ 年自行开发建造的， 于 ２×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完工并投入使用， 入账成本为 ４９０ 万

元。 甲公司对该项办公楼采用直线法计提折旧， 预计净残值为 １０ 万， 预计使用寿命为

２０ 年。 至 ２×１７ 年末， 该办公楼出现减值迹象， 可收回金额为 ３４０ 万元。 减值后原使用

寿命和折旧方法不变， 预计净残值为 ０。 假定不考虑其他因素， 处置该项办公楼对

２×１８ 年损益的影响金额为（　 　 ）。
Ａ． ２９ ５ 万元 Ｂ． ４０ 万元

Ｃ． －２６ 万元 Ｄ． ５０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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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 在财产清查中， 下列账务处理正确的是（　 　 ）。
Ａ． 企业盘盈现金冲减管理费用

Ｂ． 企业将因自然灾害造成的存货毁损计入管理费用

Ｃ． 企业将盘盈的固定资产计入营业外收入

Ｄ． 企业将盘亏的固定资产计入营业外支出

５１． 下列关于固定资产后续支出账务处理的表述中， 不正确的是（　 　 ）。
Ａ． 与固定资产有关的更新改造等后续支出， 符合固定资产确认条件的， 应当计入固定

资产成本， 同时将被替换部分的账面价值扣除

Ｂ． 与固定资产有关的大修理费用， 不符合固定资产确认条件的， 应当计入当期损益

Ｃ． 企业生产设备日常修理费用应计入管理费用

Ｄ． 销售部门所使用的固定资产发生的费用化后续支出， 应当计入销售费用

５２． 下列关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会计处理中， 正确的有（　 　 ）。
Ａ． 为购建厂房而通过出让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价款应计入无形资产

Ｂ． 外购生产设备安装过程中所耗用的生产用原材料不考虑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

Ｃ． 厂房建造工程所耗用的生产用原材料增值税进项税额不允许抵扣

Ｄ． 原拟用于建造生产线的工程物资改用于建造厂房时， 相关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允许

抵扣

５３． 下列支出中， 属于外购固定资产成本的有（　 　 ）。
Ａ． 购买生产设备的不含税货款

Ｂ． 专业人员的服务费用

Ｃ． 设备安装过程中发生的安装调试成本

Ｄ． 设备安装过程中领用自产产品的账面成本

５４． 下列资产项目中， 一般应计提折旧的有（　 　 ）。
Ａ． 因季节性原因而暂停使用的固定资产

Ｂ． 因改扩建而暂停使用的固定资产

Ｃ． 企业以经营租赁方式出租给其他企业使用的固定资产

Ｄ． 租入一项设备

５５． （２０２０ 年）下列各项有关固定资产会计处理的表述中， 正确的有（　 　 ）。
Ａ． 盘盈的固定资产经批准后计入当期营业外收入

Ｂ． 与存货相关的车间固定资产日常修理费用予以资本化后计入存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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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由于法律要求的原因， 履行特定固定资产的弃置义务可能发生支出金额变动而引起

的预计负债增加， 在固定资产寿命期内相应增加该固定资产的成本

Ｄ． 使用安全生产费购买的固定资产每月计提折旧， 并相应冲减专项储备

５６． （２０１５ 年）（改编）下列关于固定资产折旧会计处理的表述中， 正确的有（　 　 ）。
Ａ． 处于季节性修理过程中的固定资产在修理期间应当停止计提折旧

Ｂ． 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但尚未办理竣工决算的固定资产应当按暂估价值计提折旧

Ｃ． 自用固定资产转为成本模式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后仍应当计提折旧

Ｄ． 与固定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预期消耗方式发生重大改变的， 应当调整折旧方法

５７． 经国家审批， 某企业计划建造一座核电站， 其主体设备核反应堆将会

对当地的生态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 根据法律规定， 企业应在该项设

备使用期满后将其拆除， 并对造成的污染进行整治。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
该项设备建造完成并交付使用， 建造成本共 １００ ０００ 万元。 预计使用寿

命 ２０ 年， 预计弃置费用为 １ ０００ 万元。 假定折现率（即为实际利率）为
１０％。 已知（Ｐ ／ Ｆ， １０％， ２０） ＝ ０ １４８ ６４。 不考虑其他因素， 下列正确的会计处理有

（　 　 ）。 （计算结果保留两位小数）
Ａ．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弃置费用的现值为 １４８ ６４ 万元

Ｂ．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固定资产入账价值为 １００ １４８ ６４ 万元

Ｃ． ２０１４ 年应负担的利息费用为 １６ ３５ 万元

Ｄ．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预计负债的余额为 １７９ ８５ 万元

５８． 甲公司 ２０１７ 年发生如下业务： ①专设销售机构相关固定资产发生维护费用 ５ 万元；
②车间生产设备发生局部损耗， 进行维护时发生支出 １５ 万元； ③行政管理部门管理用

设备发生日常修理费用 １０ 万元； ④财务部门管理设施修理发生支出 ８ 万元。 假定不考

虑其他因素， 由于固定资产的日常修理和维护， 下列处理不正确的有（　 　 ）。
Ａ． 计入销售费用的金额为 ５ 万元

Ｂ． 计入制造费用的金额为 １５ 万元

Ｃ． 计入管理费用的金额为 １０ 万元

Ｄ． 计入财务费用的金额为 ８ 万元

５９． 下列项目中， 不会引起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发生变化的有（　 　 ）。
Ａ． 租入一台机器设备

Ｂ． 销售部门使用的固定资产发生的日常修理支出

Ｃ． 核电站企业预计将发生的弃置费用

Ｄ． 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４１·



６０． 甲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其动产适用的增值税税率均为 １３％。 ２０１９ 年甲公司与固

定资产相关的交易或事项资料如下。
（１）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７ 日， 甲公司购入一台需要安装的机器设备， 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

票上注明的设备价款为 ３００ 万元， 增值税进项税额为 ３９ 万元。 设备安装时， 领用本公

司库存商品一批， 成本为 １００ 万元， 售价为 １２０ 万元， 应支付安装工人的工资为 ５ 万

元。 该项固定资产于当月月末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２）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甲公司将自用的办公楼出租给乙公司， 租赁期为 ３ 年， 年

租金为 １００ 万元。 该办公楼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购入， 成本为 １ ５００ 万元， 预计使用年

限为 ５０ 年。 租赁期开始日， 该办公楼的公允价值为 １ ５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该

办公楼的公允价值为 １ ６００ 万元， 甲公司于当日收到 ２０１９ 年下半年的租金 ５０ 万元。 甲

公司采用公允价值模式对投资性房地产进行后续计量。
（３）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３１ 日， 甲公司认为已有的产品 Ａ 在未来销售量会越来越高， 但是

已有生产线的生产能力却难以满足企业需求， 甲公司决定对现有生产线进行改扩建。
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该生产线改扩建完成，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共发生支出

５００ 万元， 该生产线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之后， 其生产能力大大提高， 预计其总的使用

寿命延长至 ２０ 年。 该生产线为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３１ 日购入， 原成本为 １ ０００ 万元， 使用寿命

为 １０ 年。 假定改扩建之后， 该生产线的折旧方法、 预计净残值均不变。
（４）其他资料： 甲公司对上述固定资产采用平均年限法计提折旧， 预计净残值均为

０。 假定不考虑与不动产相关的税费， 不考虑其他因素。
要求：
（１）根据资料（１）计算该设备的入账价值， 并编制与之相关的会计分录。
（２）根据资料（２）编制甲公司的会计分录。
（３）根据资料（３）计算该生产线改扩建之后的入账价值， 并编制与之相关的会计

分录。
（４）根据资料（３）计算该生产线 ２０１９ 年应计提的折旧金额。
（答案中金额单位用万元表示， 计算结果不为整数的， 保留两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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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无形资产

扫 我 做 试 题

６１． 下列关于无形资产说法中， 不正确的是（　 　 ）。
Ａ． 企业取得的土地使用权通常应确认为无形资产

Ｂ． 企业接受捐赠获得的土地使用权通常应确认为无形资产

Ｃ． 对于一般企业来说， 企业改变土地使用权的用途， 将其用于出租或增值目的时， 一

般应将其转为投资性房地产

Ｄ． 企业外购的房屋建筑物支付的价款无法在地上建筑物与土地使用权之间分配的， 应

当全部确认为无形资产

６２． ２ 月 ５ 日， 甲公司以 １ ８００ 万元的价格从产权交易中心竞价获得一项专

利权， 另支付相关税费 ９０ 万元。 为推广由该专利权生产的产品， 甲公

司发生宣传广告费用 ２５ 万元、 展览费 １５ 万元。 该专利权预计使用

５ 年， 预计净残值为零， 采用直线法摊销。 甲公司竞价取得专利权的入

账价值是（　 　 ）。
Ａ． １ ８００ 万元 Ｂ． １ ８９０ 万元

Ｃ． １ ９１５ 万元 Ｄ． １ ９３０ 万元

６３． 下列关于无形资产的说法中不正确的是（　 　 ）。
Ａ． 无形资产是指由企业拥有或控制的没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的非货币性资产

Ｂ． 无形资产能够从企业中分离或划分出来， 并能够单独用于出售或转让

Ｃ． 无形资产通常表现为某种权利、 某种技术或是某种获取超额利润的综合能力

Ｄ． 无形资产包括专利权、 非专利技术、 商标权、 商誉、 土地使用权等

６４． ２０１８年 １月 １日， 甲公司与Ｍ公司签订合同自Ｍ公司购买一套管理软件， 合同总价款为２ ０００万
元。 按照合同规定， 价款自合同签订日起分 ４次支付， 每年末支付 ５００万元。 该软件取得后即

达到预定用途。 假定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 ５％。 已知： （Ｐ／ Ａ， ５％， ４）＝ ３ ５４６ ０， （Ｐ／ Ｆ， ５％，
４）＝ ０ ８２２ ７。 不考虑其他因素， 则甲公司取得的该无形资产的入账价值为（　 　 ）。
Ａ． ２ ０００ 万元 Ｂ． １ ６４５ ４ 万元

Ｃ． １ ７７３ 万元 Ｄ． １ ４５８ ６ 万元

６５． ２×２０ 年 １ 月 １ 日， Ｍ 公司开始一项新药物技术研发项目， 该项目历时 １ ５ 年， 并获得

成功。 在此期间， ２ × ２０ 年 １ 月 １ 日到 ９ 月末为研究阶段， 共发生支出 ５００ 万元；
２×２０年 １０ 月 １ 日开始进入开发阶段， 至年底共发生支出 ３００ 万元， 其中不符合资本化

条件的支出为 ５０ 万元。 ２×２１ 年 １ 月 １ 日到 ６ 月 ３０ 日， Ｍ 公司共发生支出 ８００ 万元， 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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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资本化条件。 该项药物技术于 ２×２１ 年 ７ 月 １ 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并于当日投入

使用。 Ｍ 公司预计该药物技术在 １０ 年内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 并按照直线法进行摊

销。 假定不考虑其他因素，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Ａ． ２×２０ 年 Ｍ 公司因该项目计入当期损益的金额为 ５００ 万元

Ｂ． ２×２０ 年 Ｍ 公司因该项目增加的“开发支出”项目金额为 ３００ 万元

Ｃ． ２×２１ 年 ７ 月 １ 日 Ｍ 公司因该项目确认无形资产 １ ０５０ 万元

Ｄ． ２×２１ 年年末 Ｍ 公司该项无形资产的列报金额为 ７６０ 万元

６６． （２０１７ 年）（改编）甲公司 ２×１６ 年 １ 月开始研发一项新技术， ２×１７ 年 １ 月进入开发阶段，
２×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完成开发并申请了专利。 该项目 ２×１６ 年发生研究费用 ６００ 万元， 截

至 ２×１７ 年末累计发生研发费用 １ ６００ 万元， 其中符合资本化条件的金额为 １ ０００ 万元，
假定按照税法规定， 研发支出可按实际支出的 １７５％税前抵扣∗。 不考虑其他因素， 下

列各项关于甲公司上述研发项目会计处理的表述中， 正确的是（　 　 ）。
Ａ． 将研发项目发生的研究费用确认为长期待摊费用

Ｂ． 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与其可予税前抵扣金额的差额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

Ｃ． 自符合资本化条件起至达到预定用途时所发生的研发费用资本化金额计入无形资产

Ｄ． 研发项目在达到预定用途后， 将所发生全部研究和开发费用可予税前抵扣金额的所

得税影响额确认为所得税费用

６７． （２０１５ 年）下列各项关于无形资产会计处理的表述中， 正确的是（　 　 ）。
Ａ． 自行研究开发的无形资产在尚未达到预定用途前无须考虑减值

Ｂ．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中， 购买方应确认被购买方在该项交易前未确认但可单独辨

认且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的无形资产

Ｃ． 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在持有过程中不应该摊销也不考虑减值

Ｄ．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中， 合并方应确认被合并方在该项交易前未确认的无形资产

６８． 关于无形资产的后续计量， 下列表述中正确的是（　 　 ）。
Ａ． 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 应于期末按照系统合理的方法摊销

Ｂ． 对于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 如果有证据表明其使用寿命是有限的， 应作为会

计政策变更处理， 从取得时开始追溯调整其每期应摊销额

Ｃ． 当月增加的无形资产当月开始计提摊销， 当月减少的无形资产当月起停止摊销

Ｄ． 无形资产的摊销均应计入当期管理费用

６９． ２０１８年 １ 月 １ 日， 东方公司从远大公司购得一项新专利技术用于产品生产， 支付价款

２２ ５００万元。 该项专利技术法律保护期限为 １５ 年， 公司预计运用该专利生产的产品在未来

１０年内会为公司带来经济利益， 假定该项无形资产的净残值为零， 并按年采用直线法摊销。
２０２０年 １月 １日， 东方公司根据其他相关技术的发展趋势判断， 该专利技术预计在 ３ 年后将

被淘汰， 故决定使用 ３年后不再使用， 东方公司 ２０２０年应该计提的摊销金额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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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２ ２５０ 万元 Ｂ． １ ５００ 万元 Ｃ． ６ ０００ 万元 Ｄ． ７ ５００ 万元

７０．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 Ｓ 公司支付价款 ４ ０００ 万元从外单位购得一项用于产品生产的非专利

技术， 款项已支付。 Ｓ 公司预计该非专利技术使用寿命为 １０ 年， 净残值为零， 采用直

线法摊销。 ２０１９ 年末由于市场上出现了新技术， 导致该非专利技术发生了减值， 预计

可收回金额为 ３ ０００ 万元， 进行减值测试后， Ｓ 公司预计其尚可使用年限为 ５ 年， 假定

摊销方法和预计净残值不变。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Ｓ 公司将该项非专利技术出售， 取得价款

１ ５００ 万元。 假定不考虑其他因素， Ｓ 公司处置该无形资产时产生的损益是（　 　 ）。
Ａ． －９００ 万元 Ｂ． １ １００ 万元 Ｃ． １ ３００ 万元 Ｄ． ９００ 万元

７１． 甲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５ 日开始自行研究开发一项无形资产， １２ 月 １ 日达到预定用途并交

付管理部门使用。 其中， 研究阶段支付现金 ３０ 万元、 发生职工薪酬和专用设备折旧 ２０ 万

元； 进入开发阶段后， 相关支出符合资本化条件前支付现金 ３０ 万元、 发生的职工薪酬和

计提专用设备折旧 ２０ 万元、 在开发该无形资产的过程中使用的其他专利权和特许权的摊

销额为 ３０ 万元， 符合资本化条件后发生职工薪酬 １００ 万元、 支付现金 １００ 万元、 在开发该

无形资产过程中使用的其他专利权和特许权的摊销额为 １００ 万元。 甲公司估计该项无形资

产的受益期限为 １０ 年， 采用直线法摊销， 预计净残值为 ０。 假定上述职工薪酬尚未实际支

付。 下列关于甲公司 ２０１８ 年财务报表列示的表述中， 正确的是（　 　 ）。
Ａ． 资产负债表中的开发支出项目应按 ３００ 万元列示

Ｂ． 资产负债表中的无形资产项目应按 ２９７ ５ 万元列示

Ｃ． 利润表中的研发费用项目应按 １３０ 万元列示

Ｄ． 与无形资产研发有关的现金支出在现金流量表中列示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１６０ 万元

７２． 下列关于无形资产的说法正确的是（　 　 ）。
Ａ． 企业取得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不需要计提摊销或减值

Ｂ． 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计提减值准备不影响无形资产摊销金额的计提

Ｃ． 如果无形资产预期不能给企业带来未来经济利益， 企业可以继续将其作为无形资产核算

Ｄ． 企业取得的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待其使用寿命确定后应在使用寿命内计提摊

销， 并作为会计估计变更进行处理

７３． 关于无形资产的初始计量， 下列说法中错误的有（　 　 ）。
Ａ． 外购无形资产的成本包括购买价款、 相关税费以及直接归属于该项

资产达到预定用途所发生的其他支出

Ｂ． 购买无形资产价款超过正常信用条件延期支付， 实质上具有融资性

质的， 应该按照购买价款的现值为基础确定无形资产的成本

Ｃ． 通过政府补助取得的无形资产， 应当按照名义金额计量

Ｄ． 同一项无形资产在达到资本化条件之前已经费用化计入当期损益的支出， 当资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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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点开始之后应进行调整

７４． 下列关于内部研发无形资产所发生支出的会计处理中， 正确的有（　 　 ）。
Ａ． 将研究阶段的支出计入当期管理费用

Ｂ． 若无法区分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的支出， 应将发生的全部研发支出费用化

Ｃ． 研究阶段的支出资本化的条件是能够单独核算

Ｄ． 开发阶段的支出在满足一定条件时， 允许确认为无形资产

７５． （２０２０ 年）甲公司发生的相关交易或事项如下： （１）经拍卖取得一块土地， 甲公司拟在

该土地上建造一栋办公楼； （２）经与乙公司交换资产取得土地使用权， 甲公司拟在该土

地上建造商品房； （３）购入一厂房， 厂房和土地的公允价值均能可靠计量； （４）将原自

用的土地改为出租。 不考虑其他因素， 下列各项关于甲公司持有土地使用权会计处理

的表述中， 正确的有（　 　 ）。
Ａ． 拍卖取得用于建造办公楼的土地确认为无形资产

Ｂ． 交换取得用于建造商品房的土地确认为存货

Ｃ． 购入厂房取得的土地确认为固定资产

Ｄ． 将自用改为出租的土地从租赁期开始日起确认为投资性房地产

７６． 甲公司为房地产开发企业， ２×１８ 年发生的与土地使用权有关的交易或事项如下： ①１ 月 １
日， 以出让方式取得一块土地使用权， 支付价款 ５００ 万元， 该土地使用权准备增值后转让。
年末， 该土地使用权的公允价值为 ４００ 万元。 ②２ 月 １ 日， 取得其他企业转让的一块土地使

用权， 支付价款 １ ５００万元， 当日开始建造自用办公楼。 ③５月 １日， 以出让方式取得一块土

地使用权， 支付出让金 ２ ０００万元。 甲公司打算在该土地上建造对外出租的办公楼， 已由董

事会作出书面决议， 且持有意图短期内不会发生变化。 年末， 该土地使用权的公允价值为

２ ３００万元。 甲公司对其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 对其无形资产采用直

线法摊销。 假定上述土地使用权的预计使用年限均为 ５０年， 预计净残值均为 ０。 假定不考虑

其他因素。 期末编制资产负债表时， 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有（　 　 ）。
Ａ． １ 月 １ 日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应该作为投资性房地产， 期末按照 ５００ 万元列示

Ｂ． ２ 月 １ 日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应该作为无形资产， 期末按照 １ ４７２ ５ 万元列示

Ｃ． ５ 月 １ 日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应该作为投资性房地产核算

Ｄ． 企业取得上述土地使用权后， 期末投资性房地产的列示金额为 ２ ７００ 万元

７７． 下列有关无形资产会计处理方法， 不正确的有（　 　 ）。
Ａ． 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不摊销， 但应在每一会计期末进行减值测试

Ｂ． 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 其残值一定为零

Ｃ． 符合资本化条件的无形资产的后续支出可以资本化， 应计入无形资产的成本

Ｄ． 无形资产的摊销金额一定计入当期损益

７８． 下列有关无形资产的表述中， 正确的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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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 其残值均应当视为零

Ｂ． 如果有第三方承诺在无形资产使用寿命结束时购买该无形资产， 应预计其残值

Ｃ． 如果可以根据活跃市场得到预计残值信息， 并且从目前情况看该市场在无形资产使

用寿命结束时可能存在， 应预计其残值

Ｄ． 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在使用期间不应摊销， 但应于每年年度终了时进行减值测试

７９． Ａ 房地产开发公司属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土地使用权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 ９％， 有关

业务如下：
（１）２×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 Ａ 公司以拍卖方式取得一宗土地使用权， 取得增值税专用发

票， 价款 ５０ ０００ 万元， 增值税进项税额为 ４ ５００ 万元， 以银行存款转账支付， 土地使用

权的使用年限为 ５０ 年， 并在该土地上以出包方式建造办公楼。
２×１９ 年 ３ 月 ３０ 日， 该工程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全部建造成本为 ２５ ７５０ 万元（不包

括土地使用权的摊销金额）， 以银行存款转账支付。 该办公楼的折旧年限为 ３０ 年。 假定不

考虑预计净残值及固定资产的增值税因素， 采用直线法进行摊销和计提折旧。
（２）２×１８ 年 ２ 月 ２０ 日， Ａ 公司取得一宗土地使用权， 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

明的价款为 １００ ０００ 万元， 增值税进项税额为 ９ ０００ 万元， 相关款项以银行存款转账支

付。 该土地使用权的使用年限为 ７０ 年。 Ａ 公司取得该土地使用权后即开始在该地块上

以出包方式建造住宅小区， 建成后将对外销售。 ２×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该小区达到预定

可销售状态， 全部开发成本为 ６０ ０００ 万元（不包括土地使用权）， 均以银行存款转账支

付。 假定不考虑开发成本的增值税因素。
（３）２×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 Ａ 公司与 Ｂ 公司就一宗土地使用权签订租赁协议， 协议内容

如下： Ａ 公司自合同签订日起从 Ｂ 公司租入一块土地用于建设与住宅小区配套的商贸

大楼， 并自行经营管理， 租赁期限为 ２０ 年， 每年租金为 １ ０００ 万元， 于每年年末支付。
假定不考虑租金的增值税等其他因素。

Ａ 公司无法确定租赁内含利率， 其增量借款利率为每年 ５％， 该利率反映的是 Ａ 公司以

类似抵押条件借入期限为 ２０年、 与使用权资产等值的相同币种的借款而必须支付的利率。
Ａ 公司自 ２×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开始建造商贸大楼工程， 并自当日开始陆续发生与建造

活动相关的资产支出。 ２×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该工程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建造过程中

共发生建造成本 ５ ０００ 万元（不包括与土地使用权相关的费用支出）， 假定不考虑建造成

本的增值税因素。
其他条件：
（Ｐ ／ Ａ， ５％， ２０）＝ １２ ４６２ ２。
要求：
根据以上资料编制 Ａ 公司各年的相关会计分录。 （答案中金额单位用万元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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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投资性房地产

扫 我 做 试 题

８０． 下列关于企业投资性房地产的说法中， 正确的是（　 　 ）。
Ａ． 投资性房地产的租金收入应作为企业的营业外收入

Ｂ． 企业将自身的办公楼用于出租后应作为投资性房地产核算

Ｃ． 房地产开发企业用于持有以备增值后转让的土地使用权作为投资性房地产核算

Ｄ． 企业将自身房地产出租给职工住宿， 收取租金， 应作为投资性房地产核算

８１．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２０ 日， 甲公司购买一块土地使用权， 不含税买价为 １ ８００ 万元， 支付相关

手续费 ３０ 万元， 契税 ５０ 万元， 差旅费 ３０ 万元， 款项全部以银行存款支付。 企业购买

后用于对外出租。 不考虑其他因素， 则该项投资性房地产的初始入账价值为（　 　 ）。
Ａ． １ ８００ 万元 Ｂ． １ ８３０ 万元

Ｃ． １ ８８０ 万元 Ｄ． １ ９１０ 万元

８２． 甲公司系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不动产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 ９％， ２×１９ 年 ４ 月 １ 日甲公司

经董事会批准购入一栋烂尾楼， 购入后准备继续建造。 董事会已作出书面决议， 该房

地产建成后将立即对外出租。 ５ 月 １ 日实际支付不含税价款 １０ ０００ 万元（不考虑土地使

用权）， 并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 当日办理相关手续取得烂尾楼的所有权。 ６ 月 １ 日开

始委托承包商继续建造， １２ 月 ３１ 日建造完成实际发生建造成本为不含税价款２０ ０００万
元， 甲公司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并支付了款项。 甲公司 ２×１９ 年相关会计处理的表述

中， 不正确的是（　 　 ）。
Ａ． ５ 月 １ 日实际支付价款 １０ ０００ 万元记入“在建工程”科目

Ｂ． ５ 月 １ 日实际支付价款 １０ ０００ 万元记入“投资性房地产———在建”科目

Ｃ． 实际建造成本为 ２０ ０００ 万元记入“投资性房地产———在建”科目

Ｄ． １２ 月 ３１ 日建造完成确认投资性房地产的成本为 ３０ ０００ 万元

８３． 关于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量方法， 下列表述中不正确的是（　 　 ）。
Ａ． 同一企业不能同时采用成本模式与公允价值模式对投资性房地产进行后续计量

Ｂ． 已经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计量的企业不能转为成本模式计量

Ｃ． 成本模式转为公允价值模式应作为会计政策变更处理

Ｄ． 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对某项投资性房地产可以成本模式与公允价值模式相互变换

８４． 下列各项中， 不影响企业当期损益的是（　 　 ）。
Ａ． 采用成本计量模式， 期末投资性房地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

Ｂ． 采用成本计量模式， 期末投资性房地产的可收回金额高于账面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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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 期末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高于账面余额

Ｄ． 自用的房地产转换为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时， 转换日房地产的公

允价值小于原账面价值

８５． （２０２０ 年）某公司为商业地产开发公司， 主营业务为开发销售商铺。 ２×１９ 年 １０ 月成立

商业地产租赁部门， 决定将已开发和拟出售的商铺全部出租。 该公司将这批店铺作为

存货核算， 账面成本为 ３ ０００ 万元， 已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３００ 万元。 该公司对投资性房

地产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 转换日该批商铺的公允价值为 ３ ５００ 万元。 该公

司上述转换对年度损益影响金额是（　 　 ）。
Ａ． ０ Ｂ． ８００ 万元

Ｃ． ５００ 万元 Ｄ． ３００ 万元

８６． 下列各项中关于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量表述中不正确的是（　 　 ）。
Ａ．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不计提折旧或摊销

Ｂ． 采用成本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应计提折旧或摊销

Ｃ．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对投资性房地产进行后续计量的企业如果第一次取得的一项非在

建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不能持续可靠取得的， 应对其采用成本模式进行后续计量

直至处置， 并假定无残值

Ｄ．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８７． 甲公司将其一栋写字楼租赁给乙公司使用， 并一直采用成本模式进行后续计量。
２×１８年 １ 月 １ 日， 该项投资性房地产具备了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条件， 甲公司决定

对该投资性房地产从成本模式转换为公允价值模式计量。 该写字楼的原价为３ ０００万元，
已计提折旧 １ ５００ 万元， 计提减值准备 ２５０ 万元， 当日该大楼的公允价值为３ ５００万元。
甲公司按净利润的 １０％计提盈余公积。 不考虑递延所得税等因素的影响， 该事项对“利
润分配———未分配利润”科目的影响金额为（　 　 ）。
Ａ． ２ ０２５ 万元 Ｂ． ２ ２５０ 万元

Ｃ． ０ 万元 Ｄ． １ ８００ 万元

８８． 甲公司为房地产开发企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收回一项已到期的用于经

营租赁的办公楼， 当即改为自用， 该办公楼的原价为 １ ２００ 万元， 累计

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为 １００ 万元， 系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自建完成并开始出

租， 预计使用年限为 ３０ 年。 甲公司对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模式

进行后续计量， 转换当日的公允价值为 １ ５００ 万元， 转换日对其使用年

限估计不变， 预计净残值为 ０， 采用直线法计提折旧。 下列说法中不正确的是（　 　 ）。
Ａ． 转换当日的固定资产的入账价值为 １ ５００ 万元

Ｂ． 转换当日影响当期损益的金额为 ２００ 万元

Ｃ． 转换日结转的投资性房地产的账面价值为 １ ３００ 万元

Ｄ． 转换当日影响其他综合收益的金额为 ２００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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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９． 甲公司采用成本模式计量投资性房地产。 有关资料如下： ①甲公司 ２×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将自用固定资产转为投资性房地产， 转换日该固定资产公允价值为 ２５ ０００ 万元， “固定

资产”科目余额为 ２２ ０００ 万元， “累计折旧”科目余额为 １ ０００ 万元， “固定资产减值准

备”科目余额为 １００ 万元。 ②甲公司 ２×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将上述投资性房地产转为自用固

定资产， 转换日该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为 ３０ ０００ 万元， “投资性房地产累计折旧”科
目余额为 ２ ０００ 万元， 投资性房地产持有期间未发生减值。 下列转换日的处理不正确的

是（　 　 ）。
Ａ． ２×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将自用固定资产转为投资性房地产， 年末资产负债表中“投资性

房地产”项目列示金额为 ２０ ９００ 万元

Ｂ． ２×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将自用固定资产转为投资性房地产， 不影响损益

Ｃ． ２×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将投资性房地产转为自用固定资产， 年末资产负债表中“固定资

产”项目的列示金额为 ３０ ０００ 万元

Ｄ． ２×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将投资性房地产转为自用固定资产， 不影响损益

９０． 甲公司对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 甲公司将

其持有的一项投资性房地产进行处置， 取得价款 ６ ０００ 万元， 出售时投资性房地产的账

面价值为 ５ ５００ 万元（其中成本 ５ ０００ 万元， 公允价值变动 ５００ 万元）。 该项投资性房地

产最初由企业的自用房地产转换而来， 转换时公允价值比其账面价值高 ２００ 万元。 不考

虑相关税费的因素。 甲公司处置该项投资性房地产应确认的处置损益的金额是（　 　 ）。
Ａ． １ ２００ 万元 Ｂ． ７００ 万元

Ｃ． １ ０００ 万元 Ｄ． ５００ 万元

９１． 下列有关采用公允价值模式对投资性房地产进行后续计量的说法中， 正确的有（　 　 ）。
Ａ． 将作为存货的房地产转换为投资性房地产的， 应按其在转换日的公允价值， 借记

“投资性房地产———成本”科目， 原已计提跌价准备的， 借记“存货跌价准备”科目， 按

其账面余额， 贷记“开发产品”等科目， 按其差额， 贷记“其他综合收益”科目或借记“公
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

Ｂ． 资产负债表日， 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高于其账面余额的差额， 借记“投资性房

地产———公允价值变动”科目， 贷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

Ｃ． 将投资性房地产转为存货时， 应按其在转换日的公允价值， 借记“开发产品”等科目，
结转“投资性房地产”的科目余额， 按其差额， 贷记或借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

Ｄ． 出售投资性房地产时， 除结转成本外， 还应将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和其他综合收益转

入“其他业务收入”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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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２． 下列各项中， 表述正确的有（　 　 ）。
Ａ． 同一企业不能同时采用成本模式与公允价值模式对投资性房地产进

行后续计量

Ｂ． 已经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计量的企业不能转为成本模式计量

Ｃ． 成本模式转为公允价值模式应作为会计政策变更处理

Ｄ． 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对某项投资性房地产可以成本模式与公允价值模式相互变换

９３．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甲公司将自用的一栋写字楼出租给乙公司， 租赁期开始日为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 日， 租期 ３ 年， 每年支付租金 ２００ 万元。 此写字楼的账面原价为 １ ０００ 万

元， 预计使用年限 ２０ 年， 至出租时已使用 ３ 年， 预计净残值为 ０， 采用直线法计提折

旧； 出租时的公允价值为 １ １００ 万元。 甲公司所在地房地产市场比较成熟， 写字楼的公

允价值能够持续可靠取得， 甲公司对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
２０１９ 年末该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为 １ ２００ 万元。 针对此业务下面处理正确的

有（　 　 ）。
Ａ． ２０１９ 年因该投资性房地产影响损益的金额为 ５５０ 万元

Ｂ． 投资性房地产的入账价值为 １ １００ 万元

Ｃ． 转换时增加其他综合收益的金额为 ２５０ 万元

Ｄ． 转换日为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９４． （２０１５ 年）（改编）下列资产分类或转换的会计处理中， 符合会计准则规定的有（　 　 ）。
Ａ． 将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量有公允价值模式转为成本模式

Ｂ． 因签订不可撤销的出售协议， 且将在 １ 年内履行该协议， 将对联营企业投资终止采

用权益法并作为持有待售资产列报

Ｃ． 对子公司失去控制或重大影响导致将长期股权投资转换为债权投资

Ｄ． 因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发生改变， 将债权投资转为其他债权投资

９５． 甲公司对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 ２０×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甲公司收回租赁期届满的一项投资性房地产将其处置， 取得价款

７ ５００ 万元。 该项投资性房地产在处置前的账面价值为 ７ ２００ 万元（其中成

本为 ７ ８００ 万元， 公允价值变动贷方 ６００ 万元）， 关于甲公司处置该项投

资性房地产的会计处理， 下列说法正确的有（　 　 ）。
Ａ． 应确认处置损益 ３００ 万元

Ｂ． 应确认投资收益－３００ 万元

Ｃ． 应确认其他业务成本 ７ ２００ 万元

Ｄ． 应增加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６００ 万元

９６． 下列有关投资性房地产的说法中， 正确的有（　 　 ）。
Ａ． 企业对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 不对投资性房地产计提折旧或进行

摊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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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企业将自用建筑物或土地使用权停止自用改为出租时， 其转换日为租赁期开始日

Ｃ． 企业将自用建筑物或土地使用权停止自用改为出租， 在成本模式下， 应当将房地产

转换前的账面价值作为转换后的入账价值

Ｄ． 企业将自用房地产转换为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转换当日的公允

价值小于原账面价值的， 其差额计入所有者权益

９７． 甲公司为房地产开发企业， ２０１２ 年与房地产开发、 建设和投资有关的

业务如下： ①自行开发建造一栋用于对外出租的写字楼， 建造成本合

计为 ２ ２００ 万元， 董事会作出书面决议， 将办公楼对外出租， 由于规模

较小， 年中完工并实际对外出租， 期末收到 ３００ 万元租金， 并发生修

理费用 ２０ 万元； ②外购一块土地并在土地上建造一栋自用办公楼， 土

地的购买价款为 ４００ 万元， 本期发生建造成本 １３０ 万元， 期末尚未完工； ③自行开发一

项对外出售的公寓， 本期累计发生建造成本 ４ ２００ 万元， 所在地块土地使用权的买价为

２ ０００ 万元。 假定不考虑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及土地、 建筑物的折旧摊销因素，
下列说法中， 正确的有（　 　 ）。
Ａ． 甲公司期末投资性房地产项目列示金额为 ２ ２２０ 万元

Ｂ． 甲公司期末在建工程科目余额为 ５３０ 万元

Ｃ． 本期房地产相关业务影响营业利润的金额为 ２８０ 万元

Ｄ． 甲公司期末存货项目的列示金额为 ６ ２００ 万元

９８． Ａ 公司采用成本模式对投资性房地产进行后续计量。 有关资料如下：
（１）Ａ 公司于 ２×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取得一栋写字楼， 该写字楼的成本为 ４ ０００ 万元，

款项已支付。 预计使用年限为 ２０ 年。 采用年限平均法计提折旧， 预计净残值为零； 假

定税法规定的折旧方法、 折旧年限及净残值与会计规定相同。
（２）２×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Ａ 公司与 Ｂ 企业签订经营租赁协议， 将该写字楼整体出租

给 Ｂ 企业， 租赁期开始日为 ２×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租期为 ３ 年， 年租金为 ４００ 万元， 每

年年末支付。
（３）２×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Ａ 公司有证据表明其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能够持续可

靠取得， 已具备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条件， 决定将其拥有的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

计量模式由从成本模式转为公允价值模式。 ２×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该项投资性房地产的

公允价值为 ４ １００ 万元。
（４）２×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项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为 ４ ２００ 万元。
（５）２×２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租赁期届满， Ａ 公司收回该项投资性房地产， 并于当日以

４ ２５０ 万元出售， 出售款项已收讫。
其他资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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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Ａ 公司的所得税税率为 ２５％， 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核算所得税；
（２）税法规定资产在持有期间公允价值的变动不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待处置时一并

计算确定应计入应纳税所得额的金额；
（３）Ａ 公司每年按 １０％提取盈余公积；
（４）假定 Ａ 公司每年均按期收到租金， 不考虑除所得税以外的其他税费。
要求：
编制该投资性房地产的有关会计分录（包括与该投资性房地产相关的递延所得税的

处理）。 （答案中金额单位用万元表示）

９９． 甲公司 ２０１８ 年至 ２０２３ 年发生的与房地产有关的业务如下：
（１）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甲公司从外部购入一栋建筑物， 购买价款为 １ ４５０ 万元，

相关税费为 ５０ 万元， 预计使用年限为 ５０ 年， 预计净残值为 ０， 采用直线法计提折旧。
（２）购入当日， 甲公司与承租人签订租赁协议， 将该项房地产对外出租， 租赁期开

始日为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 日， 租期 ２ 年， 年租金为 １２０ 万元。 甲公司对投资性房地产采用

成本模式进行后续计量。
（３）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该投资性房地产出现减值迹象， 可回收金额为 １ ２００ 万元。
（４）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 日， 甲公司收回该项投资性房地产， 进行改扩建， 预计改扩建完

成后继续将其对外出租。 共计发生支出 ５０４ 万元， 均以银行存款支付， 其中符合资本化

条件的支出 ３０４ 万元， 该项投资性房地产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改扩建完成， 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 甲公司将该项投资性房地产对外出租， 租赁期开始日为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１ 日，
年租金为 １５０ 万元， 租期为 ２ 年。 该投资性房地产的预计使用年限、 预计净残值、 折旧

方法均不变。
（５）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１ 日， 甲公司所在地房地产市场比较成熟、 能够满足采用公允价值

模式计量的条件， 甲公司于当日将该项投资性房地产改按公允价值模式计量， 变更当

日， 该项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为 １ ６００ 万元。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该项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为 １ ７００ 万元。
其他资料： 甲公司按 １０％计提盈余公积， 不考虑其他因素。
要求：
（１）确定该项投资性房地产的入账价值。
（２）编制 ２０２０ 年与投资性房地产有关的会计分录。
（３）编制 ２０２１ 年与投资性房地产改扩建相关的会计分录（假定不考虑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份

的折旧）。
（４）编制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１ 日该投资性房地产由成本模式转为公允价值模式的会计分录

（假定不考虑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份的折旧）。
（５）编制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的会计分录。
（答案中金额单位用万元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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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 甲公司对投资性房地产采用成本模式进行后续计量。 ２０１８ 年甲公司发生的与房地产有

关的业务如下。
（１）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 甲公司董事会决议购入一栋旧写字楼 Ａ， 并对其进行改

造， 改造完成后对外出租。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１ 日， 甲公司支付价款 ２ ４００ 万元取得该写字

楼， 并于当日开始进行改扩建。 改扩建过程中共计支出 ５００ 万元， 均以银行存款支付，
其中符合资本化条件的支出为 ３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２８ 日， 写字楼 Ａ 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 甲公司将其出租给丙公司， 租赁期开始日为 １０ 月 １ 日， 租期为 ３ 年， 甲公司

一次性收取三年租金 ９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２８ 日， 该项投资性房地产的预计尚可使用

寿命为 １０ 年， 预计净残值为 ０， 采用直线法计提折旧。
（２）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０ 日， 甲公司将自用办公楼 Ｂ 出租给乙公司使用， 租赁期为 ５

年， 租赁期开始日为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 日， 年租金为 ２４０ 万元， 从 ２０１８ 年开始于每年 ７ 月

１ 日收取。 办公楼 Ｂ 为甲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１ 日购入， 成本为 ３ ２００ 万元， 预计使用年

限为 ４０ 年， 预计净残值为零， 采用直线法计提折旧。
（３）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９ 日， 甲公司以投资性房地产 Ｃ 作为对价取得丁公司 ３０％的股

份， 取得这部分股权投资后， 甲公司能够对丁公司实施重大影响。 甲公司付出的该投

资性房地产的账面原值为 １ ２００ 万元， 投资性房地产累计折旧为 ２００ 万元， 公允价值为

１ １００ 万元。 当日丁公司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为 ４ ０００ 万元。
不考虑相关税费及其他因素。
要求：
（１）根据资料（１）， 编制甲公司的相关会计分录。
（２）根据资料（２）， 编制甲公司的相关会计分录。
（３）根据资料（３）， 计算甲公司长期股权投资的入账价值， 并编制相关会计分录。
（答案中金额单位用万元表示）

１０１． Ｍ 公司对投资性房地产采用成本模式进行后续计量， 适用的所得税税率为 ２５％， 盈余

公积的计提比例为 １０％。 Ｍ 公司 ２０×４ 年～２０×８ 年发生了下列经济业务：
（１）２０×４ 年 １ 月 １ 日， Ｍ 公司自 Ａ 公司购入一项土地使用权， 价款为 ５ ０００ 万元，

预计使用年限为 ５０ 年， 预计净残值为 ０， 采用直线法摊销。 甲公司计划在该地块上建

造办公楼。 该项工程于 ２０×４ 年 ４ 月 １ 日开工， 于 ２０×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

态， 共发生建造成本 ７ ０００ 万元（不包括土地使用权的摊销）。 建造的办公楼预计使用

年限为 ３０ 年， 预计净残值为 ０， 采用直线法计提折旧。 假定土地使用权摊销和办公楼

折旧的相关规定与税法规定一致。
（２）２０×６ 年 １ 月 １ 日， Ｍ 公司董事会作出书面决议， 将该项办公楼和土地使用权

一并对外出租， 并于当日与甲公司签订租赁协议， 协议约定， 租期为 ２ 年， 每年的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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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为 ３００ 万元， 租金于每年年末支付。
（３）２０×７ 年 １ 月 １ 日， Ｍ 公司的投资性房地产具备了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

计量的条件。 Ｍ 公司于当日决定将其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量模式由成本模式变更为

公允价值模式。 变更当日， 土地使用权的公允价值为 ５ １００ 万元， 建筑物的公允价值

为 ７ ５００ 万元。
（４）２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土地使用权的公允价值为 ５ ２００ 万元， 建筑物的公允价值

为 ７ ２００ 万元。
（５）２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 Ｍ 公司收回该租赁期届满的房地产， 并于当日将其出售，

出售价款为 １３ ０００ 万元。 不考虑增值税及其他因素。
要求：
（１）计算该办公楼的入账价值并编制 ２０×５ 年土地使用权及厂房的摊销及折旧的会

计分录。
（２）编制 ２０×６ 年自用房地产转换为投资性房地产的会计分录。
（３）编制 ２０×７ 年投资性房地产由成本模式变更为公允价值模式的会计分录。
（４）计算 ２０×７ 年 Ｍ 公司因该项房地产确认的损益金额。
（５）计算 ２０×８ 年出售该项房地产应确认的损益金额。
（答案中金额单位用万元表示， 计算结果不为整数的， 保留两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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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长期股权投资与合营安排

扫 我 做 试 题

１０２． 以发行权益性证券取得对联营企业、 合营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 初始投资成本应当

是（　 　 ）。
Ａ． 发行权益性证券的账面价值与为取得长期股权投资支付的相关税费

Ｂ． 发行权益性证券的公允价值与为取得长期股权投资支付的相关税费

Ｃ． 为取得长期股权投资支付的相关税费

Ｄ． 权益性证券的评估价格

１０３． ２×２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甲公司以银行存款 ８３９ 万元作为对价取得乙公司 ３０％的股权， 能

够对乙公司的生产经营决策实施重大影响。 投资当日， 乙公司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

值为 ３ ０００ 万元， 账面价值为 ２ ５００ 万元， 差额是一批库存商品的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

不等所引起的， 该批商品在 ２×２０ 年下半年已对外售出 ６０％。 在投资之前， 甲公司和

乙公司之间无关联方关系。 不考虑其他因素， 则甲公司取得上述长期股权投资的入账

价值为（　 　 ）。
Ａ． ９００ 万元 Ｂ． ８３９ 万元

Ｃ． ８７６ 万元 Ｄ． ８００ 万元

１０４． 甲公司、 乙公司同为丙公司的子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 日甲公司向丙公司定向增发

１ ２００万股普通股， 从丙公司手中取得乙公司 ６０％的股权， 并于当日办理完毕股权转让

手续， 当日甲公司即取得对乙公司的控制权。 甲公司发行的股票面值为 １ 元 ／ 股， 公允

价值为 ４ 元 ／ 股， 当日乙公司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为 ５ ０００ 万元， 相对于丙公司而言

的所有者权益的账面价值为 ４ ５００ 万元， 甲公司为发行股票支付券商佣金及手续费

３０ 万元。 另为该项企业合并支付审计、 评估费用 ２０ 万元。 甲公司取得该项长期股权

投资应确认的资本公积为（　 　 ）。
Ａ． ３ ５７０ 万元 Ｂ． １ ４７０ 万元

Ｃ． １ ４６０ 万元 Ｄ． １ ５００ 万元

１０５．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１５ 日， 甲公司以一项专利权和银行存款 １５０ 万元投资设立 Ｎ 公司， 占 Ｎ
公司注册资本的 ８０％， 对 Ｎ 公司形成控制。 该专利权的账面原价为 ５ ０００ 万元， 已计

提累计摊销 ３５０ 万元， 已计提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２００ 万元， 公允价值为 ４ ５００ 万元。 不

考虑其他相关税费。 甲公司的合并成本为（　 　 ）。
Ａ． ５ ０００ 万元 Ｂ． ４ ６５０ 万元

Ｃ． ４ ６００ 万元 Ｄ． ４ ０００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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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６． 下列有关长期股权投资的会计处理的表述中， 正确的是（　 　 ）。
Ａ． 企业无论以何种方式取得长期股权投资， 实际支付的价款或对价

中包含的已宣告但尚未领取的现金股利或利润， 应作为取得的长期股

权投资的成本

Ｂ． 投资企业无论采用成本法还是权益法核算长期股权投资， 均要在

被投资单位宣告分派利润或现金股利时， 按照应享有的部分确认为当期投资收益

Ｃ．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中所发生的审计、 评估费用， 计入合并成本

Ｄ． 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的， 初始投资成本大于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

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 不调整已确认的初始投资成本

１０７． （２０１８ 年）２×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 甲公司以 １ ５００ 万元的价格购入乙公司 ３０％的股权， 能够

对乙公司施加重大影响， 当日， 乙公司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为 ４ ８００ 万元， 与其

账面价值相同。 ２×１６ 年， 乙公司实现净利润 ８００ 万元， 其他综合收益增加 ３００ 万元。
乙公司从甲公司购入其生产的某产品并形成年末存货 ９００ 万元（未发生减值）。 甲公司

销售该产品的毛利率为 ２５％。 ２×１７ 年， 乙公司宣告分配现金股利 ４００ 万元， 实现净利

润 １ ０００ 万元。 上年度从甲公司购入的 ９００ 万元产品全部对外销售。 甲公司投资乙公司

前， 双方不存在关联方关系， 不考虑相关税费及其他因素的影响。 甲公司对乙公司股

权投资在其 ２×１７ 年年末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应列示的金额为（　 　 ）。
Ａ． ２ ０１０ ００ 万元 Ｂ． ２ ０６２ ５０ 万元

Ｃ． ２ ０７７ ５０ 万元 Ｄ． １ ９４２ ５０ 万元

１０８． （２０１７ 年）乙公司为丙公司和丁公司共同投资设立。 ２×１７ 年 １ 月 １ 日， 乙公司增资扩

股， 甲公司出资 ４５０ 万元取得乙公司 ３０％股权并能够对其施加重大影响。 甲公司投资

日， 乙公司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和账面价值均为 １ ６００ 万元。 ２×１７ 年， 乙公司实

现净利润 ９００ 万元， 其他综合收益增加 １２０ 万元。 甲公司拟长期持有对乙公司的投资。
甲公司适用的所得税税率为 ２５％。 不考虑其他因素， 下列各项关于甲公司 ２×１７ 年对

乙公司投资相关会计处理的表述中， 正确的是（　 　 ）。
Ａ． 按照实际出资金额确定对乙公司投资的投资资本

Ｂ． 将按持股比例计算应享有乙公司其他综合收益变动的份额确认为投资收益

Ｃ． 投资时将实际出资金额与享有乙公司可辨认净资产份额之间的差额确认为其他综合

收益

Ｄ． 对乙公司投资年末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不同产生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不应确认

递延所得税负债

１０９． （２０１５ 年）下列关于合营安排的表述中， 正确的是（　 　 ）。
Ａ． 当合营安排未通过单独主体达成时， 该合营安排为共同经营

Ｂ． 两个参与方组合能够集体控制某项安排的， 该安排构成合营安排

Ｃ． 合营安排中参与方对合营安排提供担保的， 该合营安排为共同经营

Ｄ． 合营安排为共同经营的， 参与方对合营安排有关的净资产享有权利

１１０．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Ｎ 公司以银行存款 ８００ 万元取得Ｍ 公司 ３０％的股权， 能够对Ｍ 公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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