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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70/2021_2022_2005_E5_B9_

B4_E4_BC_9A_c42_170860.htm 第三节 会计要素和会计等式 一

、单选题 1、以下哪项不可能形成预计负债？（ ） a、应收票

据贴现 b、债务担保 c、已决诉讼 d、产品质量担保 2、以下

哪项不是预算会计要素资产的基本特征？（ ） a、 资产的内

涵是经济资源 b、资产被特定单位占有或者控制 c、资产能够

用货币可靠地加以计量 d、资产能够带来未来经济利益 3、以

下哪项不是企业会计的会计等式？（ ） a、资产=负债 所有者

权益 b、收入-费用=利润 c、资产=负债 净资产 收入-支出 d、

资产=负债 所有者权益 利润 二、多选题 1、以下哪些属于企

业资产项目？（ ） a企业发行的债券 b、企业拨出的备用金 c

、企业自创的商誉 d、长期待摊费用 2、以下哪些是确认销售

商品收入的条件？（ ） a企业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

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 b、企业仅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

部分管理权 c、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企业 d、相关

的收入和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三、判断题 1、资产是指过去

的交易、事项形成并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资源。（ ） 2、

预算会计的会计要素有资产、负债、净资产、收入、支出和

结余六项。（ ） 3、预算单位的收入可按照预算会计主体的

不同，分为财政总预算收入、行政单位收入和事业单位收入

。（ ） 4、“收入-支出=结余”是预算会计的动静态结合会

计方程式。（ ） 来源：www.examda.com 第一节单选：1、d 2

、d 3、a多选：1、abcd 2、abcd判断：1、√ 2、√ 3、× 4、

× 第二节单选：1、a 2、a 3、b多选：1、abcd 2、abcd判断



：1、√ 第三节单选：1、a 2、d 3、c多选：1、bd 2、acd判断

：1、× 2、× 3、√ 4、× 第二章会计核算基础 一、单选题 1

、 会计核算是以（ ）为主要计量单位的。 a贷币量 b实物量 c

、劳动量d 以上都不是 2、（ ）是会计核算的第三步，它反映

每笔经济业务事项是如何入帐。 a会计确认 b会计计量 c、会

计报告d会计记录 3、解决经济业务事项是应该、能不能在会

计中反映，以及应该在什么项目中反映，是（ ）的目的。 a

会计确认b、会计计量c、会计报告d会计记录 4、入帐的会计

业务事项按什么样的金额予以记录和报告，是（ ） a会计确

认 b、会计计量 c会计报告 d、会计记录 二、多选题 1、下列

各项中，属于会计确认的标准是（ ） a、可计量性 b、可靠

性c、合规性d、确定性 2、 会计确认基础主要有（ ） a、历

史成本计价b、权责发生制 c、净值计价d、收付实现制 3、财

务成果的计算和处理一般包括（ ） a、财产清查 b、利润的计

算 c、所得税的计算和交纳d、利润分配或亏损弥补 三、判断

题 1、会计是一种管理活动，是以货币作为唯一计量单位进

行核算。（ ） 2、我国《企业会计制度》规定：会计核算应

当以权责制为基础。（ ） 3、会计计量是会计处理的第一步

，用货币量来表示每笔经济精力事项。（ ） 4、 款项和有价

证券是单位的一项资产，也是流动性最强的两类资产。（ ） 

一、单选题 1a 2d 3a 4b 二、多选题 1abcd 2bd 3bcd 三、判断题

2 4 对 一、单选题 1、企业会计核算的基础是（ ） a、收付实

现制 b、现金收付制 c、权责发生制 d、现收现付制 2、会计

六要素的计量中，最基本的是：（ ） a净资产 b、收入 c、资

产 d、负债 3、资产计算最重要的基础是：（ ） a、现行成本

b、历史成本 c、现行市价 d、可变现净值 二、多选题 1、会



计计量的属性主要有：（ ） a、历史和现行成本 b、现行市价

c、可变现净值 d、可收回金额 三、判断题 1、会计核算是以

净资产为主要计量单位。（ ） 2、资产、负债、利润三要素

是会计计量的基本内容。（ ） 单选：1、c 2、c 3、b 多选：1

、abcd 判断：1、× 2、× 一、单选题 1、（ ）是会计人员从

事会计工作必须遵循基本原则和共同标准。 a、会计法 b、会

计制度 c、会计准则 d、会计科目 2、《企业会计制度》于（ 

）发布。 a、1993年7月1日 b、2000年7月1日 c2000年12月29日

d2001年元月1日 3、（ ）是指运用货币计量专门的会计方法

，对企业发生的经济业务进行确认、计量、报告。 a、会计核

算 b、会计分析 c、会计预测 d、会计决策 来源

：www.examda.com 3、 我国的会计事项记录，在（ ）时期已

形成。 a、东周 b、殷商 c、西周 d、伏羲 4、 会计的基本职能

是（ ） a、计帐与算帐 b、反映与核算 c、核算与监督 d、计

帐、算帐与报帐。 二、多选题 1、会计核算贯穿于经济活动

的全过程，会计核算的主要环节包括（ ）。 a、确认b、计

量c、记录d、报告 2、会计在经济过程中所具有的客观功能叫

做 会计的职能，包括（ ）等。 a、核算 b、监督 c、分析 d、

控制 3、按照提供信息的对象不同，会计分为（ ） a、财务会

计 b、管理会计 c、企业会计 d、政府会计 4、会计作为一种

经济计算工具，具有以下特点（ ） a、以货币为主要计量单

位 b、以凭证为依据 c、提供的财务信息具有连续性、系统性

、全面性 d、事前、事中、事后监督，对经济活动具有促进

、控制、考核和指导作用。 5、 按会计主体的不同范围可将

会计学分为（ ） a、微观会计学 b、宏观会计学 c、初级会计

学 d、中级会计学 6、 会计核算的方法有（ ） a、填制会计凭



证 b、财产清查 c、复式记帐 d、成本计算 7我国最新制定的

企业会计制度包括（ ） a、企业会计制度 b、小企业会计制度

c、金融企业会计制度 d、现行预算单位会计制度 三、判断题

1、1494年，意大利数学家卢卡在其著作《算术、几何及比例

概要》中论述了复式记帐方法，从此标志着近代会计的开始

，卢卡也由此被称为“会计之父”。（ ） 2、企业会计的对

象就是企业发生的各种经济活动。（ ） 3、会计核算是会计

监督的基础；会计监督是会计核算质量的保障。（ ） 4、《

企业会计制度》从2001年1月1日在股份有限公司执行，从2002

年1月1日起在外商投资企业范围施行。（ ） 5、具体会计准

则包括行业共同准则，特殊业务准则和披露会计准则。（ ）

6、会计只能用货币量度进行反映和监督。（ ）7、会计准则

是制定会计制度的标准和依据。（ ） 8、财务会计也叫对内

报告会计，管理会计也叫对外报告会计。（ ） 9、会计检查

和会计分析方法是会计核算的廷伸，属于会计核算的方法。

（ ） 10、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lasc）发布的会计准则，各

国必须执行。（ ） 单选: 1：c 2c 3a 4b 5c多选:1abcd 2.abcd 3.ab

4.abcd 5.ab 6.abcd 7.ac 判断：1.对 2错 3对 4对 5对 6错 7对8错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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