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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27/2021_2022_2007_E5_B9_

B4_E6_B3_A8_c45_227880.htm 导言 注册会计师作为向社会提

供审计、咨询等专业服务的执业人员，应具备与其执行业务

相适应的知识与技能。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的目的就是

考察考生是否具备了加入行业应当具备的知识和技能。 注册

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分会计、审计、财务成本管理、经济法

、税法五个部分，测试考生是否具备了执业所具备的处理信

息能力、理解能力、分析能力、判断能力和表达能力等。 本

大纲分别规定了会计、审计、财务成本管理、经济法、税法

五个科目的基本要求和考试范围等，并列示了主要参考法规

及修改说明。 第一部分 会计科目 一、基本要求 为证明考生

具有相关的知识和技能，考生需能够： 1.熟练掌握并能够理

解、应用企业会计准则体系； 2.获取、评价、分析并处理编

制财务报表所需要的相关信息； 3.分析判断与会计处理和财

务报告相关的其他资料； 4.掌握并运用适当的会计处理方法

； 5.进行相关运算； 6.清晰表达结论； 7.在财务报表或其他

相关表格中填列结果。 二、知识要求 （一）总论 1.会计概述 

（1）会计的概念和起源 （2）会计的作用 2.财务报告的目标 

（1）向财务报告使用者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 （2）反映企业

管理层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 3.会计基本假设与会计基础 （1）

会计基本假设 ①会计主体 ②持续经营 ③会计分期 ④货币计

量 （2）会计基础 4.会计信息质量要求 （1）可靠性 （2）相

关性 （3）可理解性 （4）可比性 （5）实质重于形式 （6）

重要性 （7）谨慎性 （8）及时性 5.会计要素及其确认与计量



原则 （1）资产的定义及其确认条件 （2）负债的定义及其确

认条件 （3）所有者权益的定义及其确认条件 （4）收入的定

义及其确认条件 （5）费用的定义及其确认条件 （6）利润的

定义及其确认条件 （7）会计要素计量属性及其应用原则 ①

会计计量属性 ②各种计量属性之间的关系 ③计量属性的应用

原则 6.财务报告 （1）财务报告及其编制 （2）财务报告的构

成 （二）货币资金 1.货币资金概述 （1）库存现金 （2）银行

存款 （3）其他货币资金 2.货币资金业务的会计处理 （1）货

币资金业务的会计处理 （2）银行存款业务的会计处理 （3）

其他货币资金的会计处理 3.货币资金管理与控制 （1）货币资

金管理与控制的原则 （2）国家有关货币资金管理的规定 （

三）金融资产 1.金融资产的定义和分类 2.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1）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概述 ①交易性金融资产 ②指定

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2）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的会计处

理 3. 持有至到期投资 （1）持有至到期投资概述 （2）持有至

到期投资的会计处理 4.贷款和应收款 （1）贷款和应收款概述

（2）贷款和应收款的会计处理 5.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 （1）

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概述 （2）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的会计

处理 6.金融资产的减值 （1）金融资产减值损失的确认 （2）

金融资产减值损失的计量 7.金融资产转移 （1）金融资产转移

概述 （2）金融资产转移的确认和计量 （四）存货 1.存货的

确认和初始计量 （1）存货的定义与确认条件 （2）存货的初

始计量 2.发出存货的计量 （1）确定发出存货的成本 ①先进

先出法 ②移动加权平均法 ③月末一次加权平均法 ④个别计价



法 （2）确定发出包装物和低值易耗品的成本 ①一次转销法 

②五五摊销法 3.期末存货的计量 （1）存货期末计量原则 （2

）可变现净值的含义 （3）存货期末计量的具体方法 （五）

长期股权投资 1.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计量 （1）长期股权投资

初始计量原则 （2）企业合并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 （3）企业

合并以外其他方式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 （4）投资成本中包

含的已宣告尚未发放现金股利或利润的处理 2.长期股权投资

的后续计量 （1）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法 （2）长期股权投资

的权益法 （3）长期股权投资的减值 3.长期股权投资核算方法

的转换及处置 （1）长期股权投资核算方法的转换 （2）长期

股权投资的处置 （六）固定资产 1.固定资产的确认和初始计

量 （1）固定资产的定义和确认条件 （2）固定资产的初始计

量 2.固定资产的后续计量 （1）固定资产折旧 （2）固定资产

后续支出 ①资本化的后续支出 ②费用化的后续支出 3.固定资

产的处置 （1）固定资产终止确认的条件 （2）固定资产处置

的会计处理 （3）持有待售的固定资产 （七）无形资产 1.无

形资产的确认和初始计量 （1）无形资产的定义与特征 （2）

无形资产的内容 （3）无形资产的确认条件 （4）无形资产的

初始计量 2.内部研究开发费用的确认和计量 （1）研究阶段与

和开发阶段的划分 （2）开发阶段有关支出资本化的条件 （3

）内部开发的无形资产的计量 （4）内部研究开发费用的会

计处理 3.无形资产的后续计量 （1）无形资产后续计量的原则

（2）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 （3）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

资产 4.无形资产的处置 （1）无形资产的出售 （2）无形资产

的出租 （3）无形资产的报废 （八）投资性房地产 1.投资性

房地产的特征与范围 （1）投资性房地产的定义及特征 （2）



投资性房地产的范围 2.投资性房地产的确认和初始计量 （1）

投资性房地产的确认和初始计量 （2）与投资性房地产有关

的后续支出 3.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量 （1）采用成本模式进

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2）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

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3）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模式的

变更 4.投资性房地产的转换和处置 （1）投资性房地产的转换

（2）投资性房地产的处置 （九）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1.非货币

性资产交换的认定 ①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认定 ②非货币性资

产交换设计的交易和事项 2.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确认和计量 

（1）确认和计量原则 （2）商业实质的判断 3.非货币性资产

交换的会计处理 （1）以公允价值计量的会计处理 （2）以换

出资产账面价值计量的会计处理 （3）涉及多项非货币性资

产交换的会计处理 （十）资产减值 1.资产减值概述 （1）资

产减值的范围 （2）资产减值的迹象和测试 2.资产可收回金额

的计量 （1）估计资产可收回金额的基本方法 （2）资产的公

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的估计 （3）资产预计未来现

金流量的现值的估计 3.资产减值损失的确认和计量 （1）资产

减值损失的确认和计量的一般原则 （2）资产减值损失的账

务处理 4.资产组的认定及其减值处理 （1）资产组的认定 （2

）资产组减值测试 （3）总部资产的减值测试 5.商誉减值测试

与处理 （1）商誉减值测试的基本要求 （2）商誉减值测试的

方法与会计处理 （十一）负债 1.流动负债 （1）短期借款 （2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3）

应付票据 （4）应付及预收款项 （5）职工薪酬 ①职工薪酬的

内容 ②职工薪酬的确认和计量 ③辞退福利的确认与计量 （6

）应交税费 ①应交增值税 ②应交营业税 ③应交消费税 ④其



他应交税费 （7）应付利息 （8）应付股利 （9）其他应付款

2.非流动负债 （1）长期借款 （2）应付债券 （3）长期应付

款 （十二）所有者权益 1.实收资本 （1）实收资本确认和计

量的基本要求述 （2）实收资本增减变动的会计处理 2.资本公

积 （1）资本公积概述 （2）资本公积的确认和计量 3.留存收

益 （1）盈余公积 （2）未分配利润 （十三）收入、费用和利

润 1.收入 （1）收入的定义及其分类 （2）销售商品收入 ①销

售商品收入的确认和计量 ②销售商品收入的会计处理 （3）

提供劳务收入 ①提供劳务交易结果能够可靠估计 ②提供劳务

交易结果不能可靠估计 ③同时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交易 ④特

殊劳务收入 （4）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 ①让渡资产使用权收

入的确认 ②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的计量 （5）建造合同收入 

①建造合同概述 ②合同分立与合同合并 ③合同收入与合同成

本 ④合同收入与合同费用的确认 2.费用 （1）费用的确认 （2

）期间费用 ①管理费用 ②销售费用 ③财务费用 3.利润 （1）

利润的构成 （2）营业外收支的会计处理 ①营业外收入 ②营

业外支出 （3）本年利润的会计处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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