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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审计 基础练习题 一、单项选择题 1．乙公司的会计记录显

示，2005年12月某类存货销售激增，导致该类存货库存下降

为零。B注册会计师对该类存货采取的以下措施中，难以发现

可能存在虚假销售的是( )。 A. 计算该类存货2005年12月的毛

利率，并与以前月份的毛利率进行比较 B．进行销货截止测

试 C．仍将该类存货列入监盘范围 D．选择2005年12月大额销

售客户寄发询证函 6．在审查上市公司的销货业务时，下列

程序中的( )一股无须实施。 A. 从主营业务明细账中抽取几笔

分录，追查有尢发运凭证及其他佐证凭证 B．从发货部门的

卡当案中选取部分发运凭证，追查至有关的销售发票副本 C. 

将销售发票副本上所列的单价与经批准的商品价目表进行比

较核对 D．将所选取的发运凭证的日期与主营业务收入明细

账的日期进行比较 7. 为证实某月份被审计单位关于销售收入

的" 存在或发生" 认定或" 完整性" 认定，下列程序中的（）是

最有效的。 A. 汇总当月销售收入明细账的金额，与当月开出

销售发票的金额相比较 B. 汇总当月销售收入明细账的笔数，

与当月开出销售发票的张数相比较 C. 汇总当月销售发票的金

额，与当月所开发运凭证及商品价目表相核对 D. 汇总当月销

售发票的销售商品数量，与当月开出的发运单数量相比较 8. 

被审计单位为了虚报销售收入，可能会采取各种各样的不当

手法。为了证实被审计单位是否存在对同一笔销货重复人账

的情况，注册会计师应实施以下（）方法，以使审计程序的



针对性更强。 A. 追查应收账款明细账中贷方发牛额的相应凭

证，重点检查贷方所反映的发生坏账及尚未收回货款的业务

B. 清点某一时期填制的发货凭证的数量，与同期登记入账的

业务数量比较，确定入账的业务笔数是否超过开具的发货凭

证的张数 C. 检查主营业务收入明细账中与销货分录相应的销

货单，以确定销货是台经过赊销审批于续和发货审批手续 D. 

从主营业务明细账中抽取若干记录，追杏有无发运凭证和其

他佐证 9. 为了证实被审计单位登记人账的销售是否均经正确

的估价，下列审计程序中的（）是最无效的。 A. 将销售发票

上的数量与发运凭证上的数量相核对 B. 将销售发票上的单价

与商品价口表上的价格核对 C. 将发运凭证上的数量与销售单

上的数量相核对 D. 将销售单上金额与顾客订货单上的金额相

核对 10. 注册会计师在检查被审计单位的所有销售业务是否均

已登记入账时，最有效的程序是（）。 A. 从销售单追杏至销

售收入明细账 B. 从货运文件追查至销售收入明细账 C. 从销售

单追查至货运文件 D. 从货运文件查至销售发票 11. 注册会计

师在审计上市公司的销售业务时，下面所陈述的（）情况属

于严重的市计缺陷。 A. 因认定内部控制健全、有效而完全取

消对完整性目标的实质性测试 B. 为证实销售业务的估价或分

摊认定，由主营业务收入明细账追查发运凭证 C. 将实质性测

试的重点确定为对检查多报资产或销售业务 D. 为测定真实性

目标，以发运凭证为起点追查至主营业务明细账 12. 正确的授

权审批是销货业务中重要的内部控制措施。注册会计师应当

关注以下四个关键点上的审批程序。其中，（）的目的是防

止因审批人决策失误而造成严重损失。 A. 在销货发生之前，

赊销经止确批准 B. 非经正当审批，不得发出实物 C. 销售价格



、条件、运费、折扣必须经过审批 D. 审批应在授权范围内进

行，不得超越审批权限 13. 审查应收账款项目时，除非有充分

证据表明实施（）程序是无效的，否则注册会计师必须在实

质性测试中实施。 A.函证 B. 询问 C. 观察 D重新计算 14. 在确

定函证对象时，以下项目中，应当进行函证的是（）。 A. 函

证很可能无效的应收账款 B. 交易频繁但期末余额较小的应收

款项 C. 执行其他审计程序可以确认的应收款项 D. 应纳入审

计范围内子公司的款项 15. 注册会计师对于下列（）的应收账

款最应当使用积极式方式函证。 A. 账龄短且金额大 B. 账龄短

且金额小 C. 账龄长且金额小 D. 账龄长且金额大 16. 在确定函

证时间时，以下方案中，不应选取的是（）。 A. 因J公司固

有风险和控制风险低，在预审时函证 B. 在年终对存货监盘的

同时，对应收账款进行函证 C. 项目小组进驻审计现场后立即

进行函证 D. 为减少函证回函差异，在执行其他审计程序后函

证 17. 以下与回函结果相关的审计建议中，正确的是（）。

A. 对由于地址不详导致询证函退回的应收款项，全额计提坏

账准备 B. 对函让结果相符的应收款项，仍应进一步检查是否

需按个别认定法计提坏账准备 C. 对回函金额与函证金额不一

致的应收款项根据回函金额调整应收款项 D. 对已经审计确认

，但在审计报告日后回函不符，且影响重大的应收款项，提

请修正报告期财务报表 18. 在对询证函的以下处理方法中，正

确的是（）。 A. 在粘封询证函时，进行统一编号 B. 寄发询让

函时，将重要的询证函复制给J公司进行催收 C. 有lO封询证

函直接交给J 公刮的业务员，由其到被询证单位盖章后取回

D. 有10封询证函要求被询证单位传真至J 公司，并将原件盖章

后寄至会计师事务所 19. 对于通过函证程序无法证实的应收账



款，注册会计师应当执行的最有效的审计程序是（）。 A. 重

新测试相关的内部控制 B. 审查与应收账款相关的销货凭证 C. 

进行分析性复核 D. 审查资产负债表日后的收款情况 20. 被审

计单位管理人员、附属公司所欠款项应与客户的欠款分开记

录，是被审计单位确保其关于应收账款（）认定的重要方法

。 A. 存在或发生 B. 完整性 C. 表达与披露 D. 所有权 21. 注册

会计师在审计过程中，可以采用函证程序获取充分、适当的

审计证据。根据函证程序的操作特性，这一程序最易发现下

列（）存在的问题。 A. 应收账款 B. 账户记录中 C. 应付账款

D. 账户记录外 22. 为了提高函证应收账款所得证据的可靠性

，函证的时间最好安排在被审计年度的（）。 A. 被审计年度

的年中 B. 资产负债表日临近 C. 被审计年度的年初 D. 外勤工

作结束日 23. 注册会计师在确定应收账款的函证时间时，下列

四种决策中的（）最需要以较低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评估水

平为前提。 A. 以资产负债表日为截止日，充分考虑对方的复

函时间 B. 以资产负债表日前适当时间为截止日，并刈昕函证

项目自截止日起至资产负债表日为止发生的变动实施实质性

程序 C. 在期后适当时间实施，尽可能做到在审计工作结束前

取得全部资料 D. 以资产负债表日后适当时间为截止日，并对

所函证项目自资产负债表日起至截止日为止发生的变动实施

实质性程序 24. 在关于应收账款的以下各种情况中，注册会计

师无法通过现金、银行存款日记账借方发生额证实其真实性

的是（）。 A. 询证函发出时，债务人已付款，而被审计单位

尚未收到货款 B. 询证函发出时，货物已发出并已作销售处理

，但债务人尚未收到货物 C. 债务人因种种原因将货物退回并

拒付款项，被审计单位尚未收到退货 D. 债务人对收到的货物



的数量、质量及价格等有争议而拒付部分货款 25. 注册会计师

王惠在审查x 公司2005年度财务报表时，发现x 公司于2005

年10月以其应收甲公司的销售货款100 万元与Y公司应收乙公

司的80万元货款及账面价值分别为8 万元、6 万元、10万元的

短期投资、固定资产、原材料进行交换。对于这一债务重组

事项，王惠无须经过计算就可以直接判断x 公司对换人资产

的人账价值是否正确的是（）。 A. 应收账款 B. 固定资产 C. 

原材料 D. 短期投资 26. 在对坏账损失进行审计时，A 注册会

计师发现K 公司存在以下处理情况，其中不正确的是（）。

A. 某债务人失踪，在取得相关法律文件予以证实后，确认坏

账损失 B. 某债务人被撤销，尽管尚未完成清算，但根据政府

相关部门责令关闭的文件等有关资料，确认坏账损失 C. 对某

债务人提起诉讼，虽然胜诉但因无法执行被裁定终止执行，

确认坏账损失 D. 某债务人已经注销，在取得相关法律文件了

以证实后，确认坏账损失 27. 注册会计师在检查上市公司在财

务报表附注中关于其坏账准备的披露时，应检查的内容不包

括（）。 A. 减值准备明细表中有关坏账准备披露的恰当性 B. 

对于某些较大金额的应收账款计提坏账比例低于15％的原因

C. 本期实际冲销的应收账款及其理由 D. 本期计提坏账比例较

大或超过40％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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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