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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循环审计 主要考点 1.固定资产的内部控制的内容、控制测

试程序和实质性程序，特别是有关固定资产的计价、折旧、

减值的处理，固定资产审计应重点验证其存在、所有权、计

价和分摊等问题，累计折旧应重点验证其折旧计算的准确性

； 2.应付账款的实质性程序，特别注意将其函证程序与应收

账款、银行存款的函证程序进行比较，应付账款属于负债，

应重点验证其完整性； 3.预付款项、应付票据的实质性程序

，特别注意在资产负债表中披露要求。 典型例题 一、单项选

择题 1.以下审计程序中，D注册会计师最有可能证实已记录

应付账款存在的是（ ）。 A.从应付账款明细账追查至购货发

票、购货合同和入库单等凭证 B.检查采购文件以确定是否使

用预先编号的采购单 C.抽取购货合同、购货发票和入库单等

凭证，追查至应付账款明细账 D.向供应商函证零余额的应付

账款 【答案】A 【解析】从应付账款明细账追查到原始凭证

是能够实现存在的目标。 2.在验证应付账款余额不存在漏报

时，D注册会计师获取的以下审计证据中，证明力最强的是

（ ）。 A.供应商开具的销售发票 B.供应商提供的月对账单 C.

丁公司编制的连续编号的验收报告 D.丁公司编制的连续编号

的订货单 【答案】B 【解析】一般情况下，为了证实应付账

款的完整性，可从连续编号验收报告来查找是否漏记相应的

应付账款，但如果丁公司的某一笔购货业务验收报告不连续

编号且同时漏记相应的应付账款，则注册会计师无法通过该



程序验证是否漏报，而如果供应商的月对账单中可发现有该

笔应付账款的存在，则是证明力最强的证据。 3.在查找已提

前报废但尚未做出会计处理的固定资产时，以下审计程序中

，C注册会计师最有可能实施的是（ ）。 A.以检查固定资产

实物为起点，检查固定资产的明细账和投保情况 B.以检查固

定资产明细账为起点，检查固定资产实物和投保情况 C.以分

析折旧费用为起点，检查固定资产实物 D.以检查固定资产实

物为起点，分析固定资产维修和保养费用 【答案】B 【解析

】已经提前报废但尚未做出会计处理的固定资产影响到的是

真实性的问题，所以应当从明细账追查到固定资产实物。 4.

以下审计程序中，C注册会计师最有可能获取固定资产存在

的审计证据的是（ ）。 A.观察经营活动，并将固定资产本期

余额与上期余额进行比较 B.询问被审计单位的管理当局和生

产部门 C.以检查固定资产实物为起点，检查固定资产明细账

和相关凭证 D.以检查固定资产明细账为起点，检查固定资产

实物和相关凭证 【答案】D 【解析】选项Ｄ能够实现存在目

标的程序。 5.在对L公司在建工程进行审计时。A注册会计师

注意到下列四项在建工程未结转固定资产，其中处理正确的

是（ ）。（2004年） A.甲在建工程已经试运行，且已经能够

生产合格产品，但产量尚未达到设计生产能力 B.乙在建工程

已经试运行，产量已经达到设计生产能力，但生产的产品中

仅有少量合格产品 C.丙在建工程不需试运行，其实体建造和

安装工程全部完成，并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但尚未办理

验收手续 D.丁在建工程不需试运行，其实体建造和安装工程

全部完成，并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但资产负债表日后尚

发生少量的购建支出 【答案】B 【解析】根据《企业会计准



则第4号固定资产》规定：“自行建造的固定资产，按建造该

项资产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前所发生的必要支出，作为入账

价值。”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4号固定资产》指南的相关规

定：“如果所购建固定资产需要试生产或试运行，则在试生

产结果表明资产能够正常生产出合格产品时，或试运行结果

表明能够正常运转或营业时，就应当认为资产已经达到预计

可使用状态。” 6.在对固定资产和累计折旧进行审计时，A注

册会计师注意到：L公司于2002年12月31日增加投资者投入的

一条生产线，其折旧年限为10年，残值率为0，采用直线法计

提折旧，该生产线账面原值为1 500万元，累计折旧为900万元

，评估增值为200万元，协议价格与评估价值一致；2003年6

月30日L公司对该生产线进行更新改造，2003年12月31日该生

产线更新改造完成，发生的更新改造支出为1 000万元，该次

更新改造提高了使用性能，但并未延长其使用寿命；截

止2003年12月31日，上述生产线账面原值和累计折旧分别为2

700万元和1 100万元。在对固定资产和累计折旧进行审计后

，A注册会计师应提出的审计调整建议是（ ）。（2004年）

A.固定资产原值调减200万元，累计折旧调减1 100万元 B.固定

资产原值调减200万元，累计折旧调减100万元 C.固定资产原

值调减1 000万元，累计折旧调减1 100万元 D.固定资产原值调

减1 000万元，累计折旧调减100万元 【答案】C 【解析】请参

考本题的全部会计分录： 接受投资时： 借：固定资产 800（1

500－900＋200） 贷：股本 800 2003年上半年计提折旧时 借：

制造费用等 100（800/4×6/12） 贷：累计折旧 100 进行更新改

造，应转入到在建工程科目中，即 借：在建工程 700 累计折

旧 100 贷：固定资产 800 发生的更新改造支出， 借：在建工



程 1 000 贷：工程物资 1 000 2003年12月31日工程竣工： 借：

固定资产 1 700（700＋1 000） 贷：在建工程 1 700 但是原题中

记入到固定资产科目的金额是2 700万元，所以应该冲减的固

定资产金额是2 700－1 700＝1 000（万元）。对于累计折旧来

说，已经计入到在建工程，工程完工后转入到了固定资产科

目了，而且在更新改造过程中是不计提折旧的。所以应该将

企业原来计提的折旧1 100全部冲减了，即正确答案是固定资

产原值调减1 000万元，累计折旧调减1 100万元。即选项C。

7.A注册会计师对L公司2006年中有关固定资产进行审计，假

定不考虑审计重要性水平，A注册会计师对下列事项应提出

审计调整建议的是（ ）。 A.L公司2006年10月从母公司购买办

公楼，并于当月启用，该办公楼自2006年11月起计提折旧。

截止2006年12月31日，L公司尚未取得该办公楼的产权证明 B.

为保持某设备的生产能力，L公司对该设备进行修理和改造，

发生80万元维修改造费，并将其计入固定资产账面价值 C.因

尚未办理竣工决算，L公司对于2006年5月启用的厂房暂估入

账，并按规定计提折旧。该厂房的竣工决算于2007年1月5日

完成，其固定资产原值也相应自2007年1月起按决算金额进行

调整，但未调整累计折旧 D.L公司的某台生产设备因关键部

件老化而经常生产大量不合格产品，因此，L公司对该设备全

额计提了减值准备 【答案】B 【解析】选项A由于已经对该

固定资产开始使用了，所以应当对其计提折旧，即不用建议

调整；选项B因为为了保持生产能力进行的修理应当计入到当

期损益，而不是计入固定资产价值，所以应该建议调整；即

对于尚未办理竣工决算手续的固定资产先暂估入账，并按照

规定计提折旧，竣工决算后，再对原固定资产原值按照决算



金额进行调整，但不调整已计提的累计折旧金额。选项D该

固定资产的使用价值已经是丧失了，应当全额计提减值准备

。 二、多项选择题 1.为判断L公司财务报表中固定资产项目的

总体合理性，通常可以采用分析程序程序的有（ ）。（2005

年） A.比较和分析本期与以前各期固定资产增减变动的差异

，并根据L公司各期生产经营的变化情况，判断差异产生的原

因是否合理 B.计算固定资产原值与本期产品产量的比率，并

与以前期间比较，以判断是否存在闲置的固定资产或已减少

而未注销的固定资产 C.比较本期各月之间、本期与以前各期

之间的修理和维护费用，以判断资本性支出和收益性支出的

区分是否存在错误 D.分析固定资产的构成及其变动情况，与

现金流量表、在建工程等的相关信息进行核对，以判断固定

资产相关金额的合理性 【答案】ABCD 【解析】对于固定资

产的分析程序程序包括：（1）计算固定资产原值与本期产品

产量的比率，并与以前期间比较，可能发现闲置固定资产或

已经减少固定资产未在账户上注销的问题；（2）计算本期计

提折旧额与固定资产总成本的比率，将此比率同上期比较，

旨在发现本期折旧计算上的错误；（3）计算累计折旧与固定

资产总成本的比率，将此比率同上期比较，旨在发现累计折

旧核算上的错误；（4）比较本期各月之间、本期与以前各期

之间的修理和维护费用，以判断资本性支出和收益性支出的

区分是否存在错误；（5）分析固定资产的构成及其变动情况

，与现金流量表、在建工程等的相关信息进行核对，以判断

固定资产相关金额的合理性。 2.在对在建工程项目进行审计

时遇到下列事项，其中，L公司会计处理正确的有（ ）。 A.L

公司将用于建造该项工程时购买材料的借款利息计入该在建



工程成本，该借款属流动资金借款，并非专门用于工程的借

款（假设在资本化期间） B.2004年12月31日，L公司经对一项

停建且预计未来3年内不会重新开工建设的在建工程进行减值

测试后，计提了相应的减值准备 C.L公司将计划用于生产的

某项完工工程的剩余材料，按其账面价值减去可抵扣进项税

额的余额转入存货项目核算 D.L公司在建工程中的某单项工

程安全事故停工70天，L公司将在此期间的专门借款利息暂停

资本化 【答案】ABC 【解析】非正常中断且中断时间连续超

过3个月（含）的借款费用应暂停资本化。 3.注册会计师在

对L公司2006年度固定资产和累计折旧项目进行审计时遇到下

列事项，注册会计师的判断不正确的是（ ）。 A.L公司对长

期未使用的某项固定资产计提了折旧，注册会计师复核了其

折旧政策和计提核算程序后，认为L公司的折旧处理是恰当的

B.由于产品更新，某车间及设备停用，L公司对车间的厂房计

提了折旧，但生产设备未计提折旧，注册会计师查看了现场

，已证实停用 C.某固定资产2005年计提了减值，2006年价值

回升，L公司对固定资产的减值进行了转回并调整了累计折旧

的会计处理，注册会计师通过咨询证实其价值回升的准确性

D.L公司新建的写字楼于2006年6月对1－5层装修营业，第6

－10层未完工，整体工程于2007年2月完工验收合格，L公司

本年未计提折旧，注册会计师询问了相关人员和检查了相关

文件予以确认，同意从2007年3月开始计提折旧 【答案

】ABCD 4.注册会计师在对L公司的应付账款进行审计时发现

如下问题，注册会计师认为L公司会计处理正确的有（ ） A.

由于债权单位已撤销，L公司将确实无需支付的应付账款应转

入资本公积项目，相关依据及审批手续完备 B.由于产品质量



发生争议，原已计入应付账款的50万元的材料款，供应商同

意少付5万元，L公司将5万元计入营业外收入 C.2006年6月向B

公司购货100万元，现在已经到期，由于L公司资金周转困难

，B公司同意L公司少付5万元，L公司将5万元计入营业外收入

D.在确认对C公司销售收入计3000万元（不含税，增值税率

为17%）。相关会计记录显示：根据双方签订的协议，销售

给C公司该批产品所形成的债权直接冲抵L公司所欠C公司原

材料采购款；相关冲抵手续办妥后，L公司已经向C公司开具

增值税发票；该批产品的成本为2500万元。 【答案】CD 【

解析】 对确实无需支付的应付账款应转入营业外收入项目 借

：应付账款 贷：营业外收入 债务人以低于债务账面价值的现

金清偿债务时，债务人应将重组债务的账面价值与支付的现

金之间的差额，确认为当期损益 借：应付账款 （账面价值） 

贷：银行存款 （支付现金） 营业外收入债务重组收益 （账面

价值－支付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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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