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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年备考先修

你在复习中是否有这样的疑惑？
（１）刚开始复习， 没有方向， 不知道从哪开始， 如何开始；
（２）复习一段时间， 发现手里的资料越来越多， 做不过来， 心里却更没数了；
（３）复习到一定程度后， 感觉什么都知道一些， 但是抓不住重点；
（４）临考前， 找不到考试的感觉， 担心手生， 发挥不好。
你需要有一本贯穿复习始终的核心材料！
《经典题解》就是奔着这个目的踏浪而来的。

一、 关于《初级会计实务》科目

１ 章节体系

２ 考试题型及各题型分值表（参照 ２０２１ 年）

考试题型 题量 分值 合计

单项选择题 ２０ ２ 分 ４０ 分

多项选择题 １０ ２ 分 ２０ 分

判断题 １０ １ 分 １０ 分

不定项选择题 ３ 大题（１５ 小题） ２ 分 ３０ 分

合计 — — １００ 分

３ 题目类型与评分规则（参照 ２０２１ 年）

题型 评分标准

单项选择题 每小题备选答案中， 只有一个符合题意的正确答案。 错选、 不选均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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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题型 评分标准

多项选择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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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至少选择两个答案， 全部

选对得满分， 少选得相应分值， 多选、 错选、 不选均不得分

判断题 每小题答题正确的得 １ 分， 错答、 不答均不得分， 也不扣分

不定项选择题
每小题备选答案中， 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符合题意的正确答案。 每小题全部选对得满分， 少

选得相应分值， 多选、 错选、 不选均不得分

４ ２０２２ 年考试变化

第 １ 章： 本章变动较大。
（１）新增会计核算、 会计监督、 会计基础、 会计资料、 会计信息的部分内容。
（２）新增会计职业道德、 内部控制基础的内容。
（３）调整会计的基本特征、 会计监督的依据、 会计监督有关内容， 扩充了会计信息质量要

求的有关内容。
第 ２ 章： 本章变动较大。
（１）新增收入确认条件的说明。
（２）新增电子形式原始凭证的要求和审核。
（３）新增信息化环境下的会计账务处理内容。
（４）新增会计凭证的保管要求、 会计账簿的保管。
（５）新增成本会计定义和核算的对象内容。
（６）新增了农业会计、 批发零售企业、 建筑企业等不同企业产品成本核算对象相关内容。
（７）利润要素部分删除了日常活动产生的收入所包含的内容。
（８）删除成本类科目中“合同取得成本”“合同履约成本”科目， 新增“劳务成本”科目。
（９）删除财务报告的内容。
（１０）删除管理会计应用原则和应用主体全部内容。
（１１）删除产品成本的归集和分配中“要素费用的归集和分配”“生产费用在完工产品和在产

品之间的归集和分配”全部内容。
（１２）删除品种法、 分批法中“核算的一般程序”。
（１３）政府会计与企业会计相比的特点中新增了“双要素”及其相关表述。
（１４）删除“政府财务报告和决算报告”“政府单位会计核算”全部内容。
第 ３ 章： 本章变动较大。
（１）新增金融资产的概念、 金融资产的管理、 小企业短期投资的核算， 补充了金融资产分

类相关内容。
（２）新增关于直接转销法坏账损失的确认， 修改了备抵法的表述， 新增预期信用损失的内

容和例题、 新增采用备抵法核算信用减值损失的优缺点。
（３）新增“消耗性生物资产”内容。
（４）新增小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第 ４ 章： 本章变动较大。
（１）新增“长期投资”“投资性房地产”“生产性生物资产”“无形资产的管理”内容。
（２）新增“固定资产的管理要求”“使用权资产的账务处理”内容。
（３）调整无形资产的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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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５ 章： 本章变动较大。
（１）新增辞退后福利、 其他长期职工福利的具体核算处理。
（２）新增长期借款和长期应付款的核算。
（３）删除应付账款部分涉及现金折扣的内容。
（４）删除应交个人所得税的处理。
第 ６ 章： 本章变动较小。
（１）新增有限责任公司和小企业发还投资的会计处理。
（２）新增资本溢价和其他资本公积确认与计量。
（３）新增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内容。
（４）删除资本公积与实收资本（或股本）、 留存收益、 其他综合收益的区别。
第 ７ 章： 本章变动较大。
（１）新增收入的概念和管理内容。
（２）新增现金结算方式、 委托收款结算方式、 商业汇票结算方式、 赊销方式销售业务的账

务处理。
（３）新增可变对价的账务处理。
（４）新增合同负债的内容。
（５）删除商业折扣、 现金折扣的账务处理。
（６）财务费用核算内容中删除了现金折扣。
第 ８ 章： 本章变动较大。
（１）新增现金流量表内容。
（２）新增利润表表体结构的依据、 利润表项目的性质、 功能、 利润表的作用等。
（３）补充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作用和结构内容。
（４）新增追溯调整法和追溯重述法概念。
（５）企业简介内容新增第（６）点。
（６）新增财务报告信息披露的要求。
（７）企业简介内容将“（１）企业注册地、 组织形式和总部地址”改为“（１）企业名称、 注册

地、 组织形式和总部地址”

二、 高分技巧及应试方法

需要说明的是， 应试技巧是为了使考生更好地解答各类问题而采取的一些特殊方法， 但相

应的技巧只能是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 只有建立在对基础内容掌握的基础上， 才能达到事半

功倍的效果。 针对初级会计实务考试不同题型的特点， 将答题技巧总结如下：
（一）单项选择题

单项选择题的主要特点是答案具有唯一性和最佳性， 因而对大多数考生而言都是最易得分

的题型。 本题型重点考查概念性内容， 以文字表述为主， 加以适量简单计算， 往往只涉及单一

知识点， 综合性不强， 复杂程度较低。 所以， 如果考生对该考点比较熟悉， 可采用直接选择

法， 选出正确答案； 对于不能直接看出答案的题目， 可采用排除法， 逐个排除不正确的干扰

项， 最后选出正确答案； 若仍有几个选项是不能排除的， 可以凭感觉随机猜测， 千万不要

空缺。
（二）多项选择题

多项选择题具有综合性强、 难度大、 对知识和能力要求高的特点。 本题型将一个知识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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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环节或者不同知识点的易混点综合在一起进行考查， 所以要求考生能够掌握完整的知识

点。 基于 ２０２１ 年对多项选择题的评分标准所进行的调整， 如果 ２０２２ 年沿用同样的评分标准，
那么对于不是十分有把握的选项， 应采用谨慎性原则， 宁可不选。 另外， 相互对立的选项一定

不会同时作为答案出现！
（三）判断题

判断题主要是针对一段文字表述判断其正误， 由于答对的概率为 ５０％， 所以表面上看， 难

度系数似乎低于选择题， 但本题型题目重点考查细节， 所以实际上不易得分。 因此， 抓住题干

中的关键词就是应对该题型的最好方法。 同时， 如果 ２０２２ 年仍沿用 ２０２１ 年的评分标准， 与单

选题类似， 对于不能确定的题目， 应大胆猜测， 不要空缺。
（四）不定项选择题

不定项选择题有较强的综合性， 既可以考查识记的内容， 又可以考查理解、 运用知识的层

次， 因而是考生感到难度较大且失分较多的题型。 本题型往往会涉及多笔业务， 每笔业务对应

的题目之间可能是相互关联的， 这就需要考生综合掌握， 融会贯通。 当然， 若 ４ 个选项相互矛

盾， 则为单项选择题， 只有一个正确答案。 对于没有把握全部选对的题目， 与多选题类似， 建

议秉持少选的原则。

三、 本书特点

本书作为 ２０２２ 年“初级会计实务”课程配套辅导用书， 与课程内容紧密结合， 不仅仅是讲

义， 更为考生的学习提供全面、 系统、 准确及具有针对性的同步指导。 本书分为上、 下两卷，
分别是打基础和做习题。

１ 打基础

（１）备考先修阶段。
关于《初级会计实务》科目。 关注大纲章节体系， 考试题型等， 分清备考重点与主次， 帮

助考生合理分配精力， 少花精力多得分。
高分技巧及应试方法。 关注往年命题大数据， 从中分类总结单项选择题、 多项选择题、 判

断题、 不定项选择题这四类题型的答题技巧， 帮助考生在掌握知识点的前提下， 运用技巧提高

正确率。
（２）强化讲解阶段。
考情分析。 分析章节特点及 ２０２２ 年考试的主要变动， 使考生的复习更有针对性。
核心考点及经典例题详解。
【经典例题】———标定核心试题、 例题。
【考点速学】———抽出考点， 系统精讲。
２ 做习题

（１）章节习题·巩固阶段： 即章节综合练习。 按照章节出题， 以试题的形式帮助考生自查

学习效果。
（２）不定项选择题·突破阶段： 专题专攻， 针对不定项选择题作专项训练， 跨章节、 多角

度单独训练， 有助于提高考生的综合分析能力。
（３）模拟试卷·决胜阶段： 模拟考试， 以考代查， 找出每一处扣分的原因， 落实补缺补差

措施。 同时， 在实战中训练答题速度， 积累考试经验。
就是这样一本《经典题解》， 不止帮你解题， 还帮你解决复习中的种种困难， 全程助你一

６



　 ２０２２ 年备考先修 

臂之力， 顺利过关， 拿下初级！

四、 老师的叮嘱

备考“初级会计实务”考试可以分为 ４ 个阶段：
１ 预习进阶阶段

预习进阶阶段要做到： 形成知识框架， 明确重点章节。 即从整体上对考试的大致结构进行

粗线条式的浏览， 在心里分出主次， 合理分配复习精力。 对于零基础或基础不扎实的学员， 可

以反复学习教材第一章节， 掌握会计必备知识。 比如， 能够分辨会计科目和会计要素， 理解

“借方”“贷方”的含义， 熟悉会计分录的编制规则等。
２ 基础学习阶段

基础学习阶段要做到： 扩展知识广度， 全方位熟悉； 扎根知识深度， 理解性掌握。 考生应

根据考试大纲， 结合网校基础班课程， 逐章进行系统学习， 将复习重点集中于对基础知识点的

全面把握和深刻理解。 “知其然， 知其所以然”是顺利通过考试的关键， 只有理解性掌握才能

将知识真正转化为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工具。
３ 强化提高阶段

强化提高阶段要做到： 通过历年试题把握命题思路和角度， 跟着习题班的课程节奏练习题

目， 培养解题技巧， 辨析易错易混点。 经过一段时间的复习和消化， 除了强化已经掌握的知识

点外， 逐一攻克未掌握的重难点， 注重独立思考和总结， 精益求精， 巩固基础。
４ 冲刺阶段

冲刺阶段要做到： 通过考点串讲班对所有知识点进行全面梳理， 借助预测试卷查漏补缺及

识别考试陷阱。
你们准备好了吗？ 请再次出发， 感受又一次年轻的奋斗。 用一段坚持告诉他们， 有一种困

难叫“你们眼中的困难”， 有一种知道叫“试过才知道”， 有一种快乐叫“我有我的快乐”。 认识

更好的自己， 奖赏那个迈出第一步的你！ 预祝 ２０２２ 年初级会计职称考生梦想成真！

考试是一段旅程， 在人生的某个重要阶段， 带着自己的心， 为设定的目标而去， 又不只是

为了实现那个目标。 也许你带着曾经的勇气， 要再感受一次年轻的奋斗， 或者再给自己一次机

会， 释放出未曾鼓起的勇气。
我们会因世俗的目标而开始， 但不妨碍我们带着情怀走完全程， 让过程感动和奖赏更好

的你！
———冯雅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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