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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BA_A7_E8_B4_A2_E5_c48_219277.htm １、多选 （１）下

列企业中，应当纳入华丰公司合并会计报表合并范围的有（ 

） Ａ、甲公司，其５０％的权益性资本由华丰公司所拥有 Ｂ

、乙公司，其７０％的权益性资本由华丰公司所拥有 Ｃ、丙

公司，其３０％的权益性资本由华丰公司所拥有，另有３０

％的权益性资本由甲公司所拥有 Ｄ、丁公司，其３０％的权

益性资本由华丰公司所拥有甲公司，另有３０％的权益性资

本由乙公司所拥有 （２）下列子公司中，母公司可以将其排

除在合并会计报表合并范围之外的有（ ） Ａ、所有者权益为

负数的子公司 Ｂ、宣告破产的子公司 Ｃ、临时拥有其半数以

上权益性资本的子公司 Ｄ、境外子公司 （３）在下列情况下

，必须纳入其母公司合并会计报表合并范围的有（ ）。 Ａ通

过与被投资企业的其他投资者之间的协议，持有该被投资企

业半数以下表决权Ｂ根据章程或协议，有权控制被投资企业

财务和经营政策Ｃ有权任免董事会等类似权力机构的多数成

员Ｄ在董事会或类似权力机构的会议上有半数以上表决权 （

４）下列情况下，可能引起合并会计报表编制问题产生的有

（ ） Ａ对被投资企业进行长期债券投资 Ｂ对被投资企业进行

短期债券投资 Ｃ对被投资企业进行长期股票投资 Ｄ对被投资

企业进行直接股权投资 （５）甲公司在Ａ、Ｂ、Ｃ、Ｄ四个

被投资企业均拥有权益性资本，在这些被投资企业中，纳入

甲公司合并会计报表合并范围的有（ ）。 Ａ Ａ公司（甲公司

直接拥有Ａ公司６０％的权益性资本，Ａ公司已宣告被清理



整顿） Ｂ Ｂ公司（甲公司直接拥有Ｂ公司５２％的权益性资

本） Ｃ Ｃ公司（甲公司直接拥有Ｃ公司３０％的权益性资本

，Ｂ公司直接拥有Ｃ公司２５％的权益性资本） Ｄ Ｄ公司（

甲公司直接拥有Ｄ公司４０％的权益性资本，根据有关协议

，甲公司在Ｄ公司董事会持有半数以上的表决权） （６）编

制合并资产负债表时需要进行抵销的项目有（ ）Ａ长期股权

投资 Ｂ货币资金 Ｃ存货 Ｄ固定资产原价 （７）编制合并利

润表时，需要进行抵销的项目有（ ） Ａ产品销售收入 Ｂ投资

收益 Ｃ管理费用 Ｄ营业外收入 （８）与个别现金流量表相比

，合并现金流量表增加的项目有（ ） Ａ子公司支付少数股东

的股利项目 Ｂ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权益性投资收入的现金项

目 Ｃ子公司依法减资支付给少数股东的现金项目 Ｄ汇率变动

对现金的影响额项目 （９）对于以前年度内部交易形成的计

提折旧的固定资产，在编制合并会计报表时应当（ ） Ａ将固

定资产原价中包括的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予以抵销 Ｂ将本期

多计提或少计提的折旧费用予以抵销 Ｃ将以前会计期间多计

提或少计提的累计折旧予以抵销 Ｄ调整期初未分配利润的数

额 （１０）在连续编制合并会计报表的情况下，母公司在编

制合并会计报表时需要考虑调整其期初未分配利润的因素有

（ＡＢＣ） Ａ期初存货之中包含有以前期间内部交易形成的

存货Ｂ期初固定资产中包含有以前期间内部交易形成的固定

资产Ｃ期末存货之中包含有以前期间内部交易形成的存货Ｄ

期末固定资产中包含有以前期间内部交易形成的固定资产 ２

、名词解释 （１）货币性项目 （２）增补折旧费 （３）财务

会计理论的基本结构 （４）单一交易观点 （５）合并会计报

表 （６）上市差异（７）纳税影响会计法 （８）购买力损益 



（９）清算会计 （１０）合并价差 （１１）实物资本维护 （

１２）时态法 （１３）清算费用 （１４）权益集合法及合并

原则 （１５）母公司理论. （１６）汇兑损益 （１７）纳税

影响会计法 （１８）经营租赁 （１９）个别会计报表 （２０

）实物资本维护 （２１）.现时重置成本 （２２）两项交易

观点 （２３）永久性差异 （２４）吸收合并 （２５）财务资

本 ３、荣华公司１996年１月１日与另一投资者共同组建昌盛

公司。荣华公司拥有昌盛公司75％的股份,从１996年开始将昌

盛公司纳入合并范围编制合并会计报表。 (１)荣华公司１996

年5月１5日从昌盛公司购进不需安装的设备一台,用于公司行

政管理,设备价款１92万元(含增值税)以银行存款支付,于6月2

０日投入使用。该设备系昌盛公司生产,其生产成本为１44万

元。 荣华公司对该设备采用直线法计提折旧,预计使用年限

为4年,预计净残值为零。 (2)荣华公司１998年8月１5日变卖该

设备,收到变卖价款１6０万元,款项已收存银行。变卖该设备

时支付清理费用3万元,支付营业税8万元。 要求：(１)代荣华

公司编制１996年度该设备相关的合并抵销分录。 (2)代荣华

公司编制１997年度该设备相关的合并抵销分录。 (3)代荣华

公司编制１998年度该设备相关的合并抵销分录。(答案中的

金额以万元为单位)［解答］(１)１996年度该设备相关的合并

抵销分录 该机器不含增值税价格＝１９２／１.１７＝１６

４.１０销售方据此确认销售收入，固定资产原价中包含的内

部销售利润＝１６４.１０－１４４＝２０.１０万元 １９９

６年度的多提的折旧２０.１０÷４÷２＝２.５１万元 借：

产品销售收入 １64.１０ 贷：产品销售成本 １44 固定资产原

价 2０.１０ 借：累计折旧 2.5l 贷：管理费用 2.5l (2)１997年度



该设备相关的合并抵销分录 借：年初(期初)未分配利润2０.

１０ 贷：固定资产原价 2０.１０ 借：累计折旧 2.5１ 贷：年

初(期初)未分配利润 2.5l 借：累计折旧 5.０3 贷：管理费用 5.

０3(2０.１０÷4×１2/１2 ) (3)１998年度该设备相关的抵销分

录 借：年初(期初)未分配利润 2０.１０ 贷：营业外收入 2０.

１０ 借：营业外收入 7.54(l分) 贷：年初(期初)未分配利润

7.54(2.5１ 5.０3) 借：营业外收入 3.35(l分) 贷：管理费用

3.35(2０.１０÷4×8/１2) ４、简答（１）试分析上市公司年

度报告与临时报告的相同点与差异。（２）租赁会计对传统

财务会计的基本原则有了进一步发展，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３）简评现时成本会计的优缺点。（４）我国《合并会计

报表暂行规定》中应纳入合并会计报表的企业范围如何? （５

）简述汇率的标价方法和特点。（６）什么是上市公司信息

披露?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的意义是什么?（７）简述不应

纳入合并会计报表的企业范围。（８）试述一般物价水平会

计的程序。（９）现时成本会计有哪些主要缺点?（１０）清

算会计工作包括哪些主要内容?（１１）简述上市公司信息披

露应遵循哪些原则?（１２）试述汇兑损益及其类型。 ５、甲

公司采用债务法核算所得税。１９９９年适用所得税税率为

３０％；当年实现利润总额８００００００元；会计折旧１

５０００元；税法折旧１００００元。２０００年适用所得

税税率为３３％；当年实现利润总额５０４００００元，其

中国债利息收入６００００元；会计折旧１００００元，税

法折旧１５０００元；当年年末以银行存款支付应交所得税

１５０００００元。要求：(１)为甲公司编制１９９９年确

认所得税和应交所得税会计分录；(２)为甲公司编制２００



０年确认所得税、应交所得税及支付应交所得税会计分录。 

６、公司采用应付税款法核算所得税，适用的所得税税率

为33％，１999年度结帐前各损益类帐户的余额如下： 主营业

务收入 １4０００００元（贷） 主营业务成本 8０００００元

（借）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2０００元（借） 营业费用 6０

０００元（借） 其他业务收入 26０００元（贷） 其他业务支

出 １8０００元（借） 管理费用 3００００元（借） 财务费

用 4００００元（借） 投资收益 2０００元（贷） 营业外收

入 3１００元（贷） 营业外支出 57００元（借） 其他有关资

料如下：本年度会计核算的收支中有企业违法经营的罚款5０

０００元，国库券的利息收入2００００元，超支的业务招待

费3００００元，固定资产折旧费5０００元（税法规定的折

旧额为35００无）。要求： （１）计算D公司本年度的利润

总额。 （2）计算D公司本年度的纳税所得额及应交的所得税

。 （3）结转D公司本年应交的所得税。 （4）本题中，如

果D公司采用纳税影响会计法核算所得税，请计算D公司本年

度的所得税费用，编制应交所得税的会计分录。 ７、资料

：2００１年8月3１日，甲公司以银行存款4０００００元购

得乙公司8０％的股份，购买后两公司分别编制的资产负债表

的有关项目如下： 项 目 甲公司 乙公司 应收账款乙公司 8０

０００ ０ 长期投资股票投资 4０００００ ０ 资产合计 49００

０００ 85００００ 应付账款甲公司 ０ 8００００ 负债合计 

１8０００００ 35００００ 所有者权益合计 3１０００００ 5

０００００ 要求：计算甲乙公司合并后资产负债表中下列各

项目的金额。 (１)少数股权；(2)资产总额；(3)负债总额；(4)

所有者权益总额(包括少数股东权益)。 解答： (１)少数股权



：5０００００×2０％＝１０００００元 (2)资产总额：49０

００００8００００4０００００ 85００００＝527００００元

(3)负债总额：１8０００００ 35００００8００００＝2０7０

０００元 (4)所有者权益：3l０００００ 5０００００×2０％

＝32０００００元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