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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4_BC_9A_c43_271938.htm 一、单项选择题 1、某企业根

据按照应收账款余额的10%计提坏账准备。该企业2005年应收

账款余额为2000万元，坏账准备余额为200万元。2006年发生

坏账50万元，发生坏账收回60万元，2006年底应收账款余额

为2500万元，那么该企业2006年应该提取的坏账准备为（ ）

万元。 A、40 B、50 C、30 D、60 正确答案:A 解析:应该提取

坏账准备2500*10%-（200-50 60）=40（万元） 2、某企业为小

规模纳税人，该企业购入某种原材料200公斤，每公斤单

价1000元（含税），发生运杂费1000元，同时在运输途中发

生合理损耗5公斤，这批材料的入账价值为（）元。 A

、196000 B、201000 C、206000 D、220000 正确答案:B 解析:这

批材料的入账价值为200*1000 1000=201000（元）。合理损耗

的原材料不影响入账价值。 3、某企业发出材料采用先进先

出法进行核算，1月初某种材料库存60件，每件1000元，1月

又购进两批，第一批200件，单价960元，第二批100件，每

件980元，1月没有发出该种材料，2月5日发出该种材料100件

，那么发出材料的成本为（ ）。 A、100000 B、98400 C

、96000 D、97222 正确答案:B 解析:该单位采用的是先进先出

法，所以发出材料的成本为（60*1000 40*960）=98400（元）

4、某企业月初结存材料的计划成本为30000元，成本差异为

超支200元，本月入库材料的计划成本为70000元，成本差异

为节约700元，当月领用材料的计划成本为60000元，那么领

用材料负担的材料成本差异为（ ）。 A、-300 B、300 C



、-460 D、460 正确答案:A 解析:领用材料应负担的材料成本

差异为60000*[（200-700）/（30000 70000）]=-300（元） 5、

某企业对一条生产线进行改建，该设备的原始价值为1000万

元，已经提取折旧500万元，以改建过程中发生支出共计500

万元，同时替换拆下一台设备，该设备账面原值300万元，将

其出售取得价款500万元，则改建后该生产线的入账价值为（ 

）万元。 A、500 B、1000 C、1200 D、850 正确答案:D 解析:从

本题题意看出，改建过程中发生的支出符合资本化的条件即

与该固定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且该固定资产

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所以应该资化，同时新会计准则规

定，如有被替换部分，应同时将被替换部分的账面价值从该

固定资产原账面价值中扣除，所以改建后该生产线的入账价

值为[（1000-500）-（300-300*500/1000）] 500=850（万元） 6

、某项固定资产的原值为1000万元，预计净残值为10%，预计

使用年限为5年，那么在年数总和法下第四年计提的折旧为（

）： A、120 B、240 C、133.33 D、266.67 正确答案:A 解析:第

四年为倒数第二年，应该计提旧1000*（1-10%）*2/15=120（

万元） 7、某企业自行研究开发一项专利技术。第一年为研

究阶段，发生研究支出100万元，第二年进入开发阶段，发生

研发支出300万元，于年底开发出一项专利技术并申请了专利

，申请专利时支出费用500万元，那么该项专利的入账价值为

（ ）万元。 A、900 B、800 C、300 D、500 正确答案:B 解析:

第一年研究阶段的支出为费用化支出，第二年是开发阶段的

支出，符合资本化的条件，另外申请专利的支出也符合资本

化的条件，所以本题的入账价值为300 500=800（万元） 8、在

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的情况下，已确认的坏账又收回时，



应借记（ ），贷记坏账准备。 A、银行存款 B、应收账款 C

、营业外收入 D、资产减值损失计提的坏账准备 正确答案:B 

解析:对于确认坏账以后又收回的，先要借记应收账款贷记坏

账准备，然后再借记银行存款贷记应收账款。 9、随同产品

出售但不单独计价的包装物，应该在发出时将其实际成本计

入（ ）： A、营业费用 B、销售费用 C、管理费用 D、主营

业业务成本 正确答案:B 解析:这是今年变化的内容，对于随同

产品出售但不单独计价的包装物，应该在发出时将其实际成

本计入销售费用（原来教材是营业费用）。 10、某一般纳税

企业委托外单位加工一批消费税应税消费品，材料成本50万

元，加工费5万元（不含税），受托方增值税率为17%，受托

方代扣代交消费税1万元，该批材料加工后委托方直接出售，

那么该批材料加工完毕入库时的成本为（ ）万元。 A、63.5 B

、56 C、58.5 D、56.85 正确答案:B 解析:成本应该为50 5 1=56

万元，注意直接出售的，其消费税不能抵扣，要记入成本。

11、某百货商场年初商品的成本为28万元，售价总额为35万

元，当年购入商品的成本为20万元，售价总额为25万元，当

年实现的销售收入为42万元，在采用售价金额核算法的情况

下，该商场年末库存商品的成本为（ ）万元。 A、18 B、14.4

C、12 D、9.6 正确答案:B 解析:该商场年末库存商品的成本

为28 20-[（28 20）/（35 25）]*42=14.4（万元） 12、下列原材

料相关损失项目中，应该计入原材料成本的是（ ）。 A、计

量差错引起的原材料盘亏 B、自然灾害造成的原材料损失 C

、原材料运输途中发生的合理损耗 D、人为责任造成的原材

料损失 正确答案:C 解析:A记入待处理财产损益经批准后记入

管理费用，B记入营业处支出，D应该记入其他应收款由造成



损失的人员进行赔偿。C是运输过程中的合理损耗，要记入

原材料的成本。 13、存货采用先进先出法计价的情况下，如

果物价上涨，将会使企业（ ）： A、期末存货升高，当期利

润减少 B、期末存货升高，当期利润增加 C、期末存货降低

，当期利润增加 D、期末存货降低，当期利润减少 正确答

案:B 解析:在先进先出法同时物价上涨的情况下，以前发出的

存货成本较以后低，所以期末存货的价值升高，同时由于以

前发出的成本低，那么产品的成本低，当期利润增加。 14、

某商场采用毛利率法对商品的发出和结存进行日常核算

，2006年10月，A类商品期初余额为20万元，该类商品本月购

进60万元，本月销售收入92万元，本月销售折让为2万元。上

月该类商品按扣除销售折让后计算的毛利率为30%。2006年10

月该库 存商品的月末库存成本为（ ）万元。 A、15.6 B、17 C

、52.4 D、53 正确答案:B 解析:该库存商品的月末库存成本为

（20 60）-（90-90*30%）=17（万元） 15、某企业购入一公司

的股票进行长期投资，采用成本法进行核算，购入时支付价

款11900元，同时支付相关税费100元，购入2个月后收到企业

购入时已宣布分配的上年度股利1000元，则购入时长期股权

投资的入账价值为（ ）元。 A、10900 B、11000 C、11900 D

、12000 正确答案:B 解析:从题意看出，购入支付的价款中含

有企业已宣布的分配的股利，在这种情况下，该股利要记入

“应收股利”而不记入投资成本，所以长期股权投资的入账

价值为11900 100-1000=11000（元） 16、某企业购入一公司

的30%的股份进行长期投资，采用权益法进行核算，购入时

支付价款11900元，同时支付相关税费100元，购入时被投资

企业公允价值为500000元，一月后收到被投资企业投资前发



放的股利是1000元，则购入时长期股权投资的入账价值为（ 

）元。 A、10900 B、11000 C、15000 D、16000 正确答案:B 解

析:按今年教材的规定，购入价格低于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公允

价值的，那么以购入时支付的全部价款作为投资的入账价值

，二者之间的差额记入营业外收入。 17、采用成本法核算长

期股权投资的情况下，被投资单位发生亏损时，投资企业应

当（ ） A、借记“投资收益” B、借记“资本公积” C、贷

记“长期股权投资” D、不作处理 正确答案:D 解析:在采用成

本法的情况下，当被投资企业宣布发入股利时进行相应的会

计处理，除此之处投资企业不进行会计处理。 18、采用权益

法核算长期股权投资的情况下，被投资单位接受捐赠时，投

资企业的做法是（ ）。 A、贷记“投资收益” B、贷记“长

期股权投资其他权益变动” C、贷记“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

积” D、贷记“长期股权投资损益调整” 正确答案:C 解析:按

今年的教材，在持股比例不变的情况下，被投资单位除净损

益以外的所有者权益的其他变动，企业按持股比例计算应享

有的份额，借记或贷记“长期股权投资其他权益变动”，贷

记或借记“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19、某企业2006年3

月1日购入一公司的股票进行长期投资，企业采用成本法核算

，支付价款共计300万元，4月1日收到被投资公司宣布发放

的2005年的现金股利100万元，2006年被投资企业实现利润200

万元，那么2006年末该企业该项投资的账面价值为（ ）万元

。 A、300 B、200 C、500 D、400 正确答案:B 解析:成本法核算

的情况下，收到投资以前的现金红利要冲减投资成本，被投

资企业实现利润投资企业不进行账务处理。所以2006年末该

项投资的账面价值为300-100=200（万元） 20、某企业自行建



造一条生产线，于2006年6月投入使用，其建造成本为370万

元，预计使用年限为5年，净残值为10万元，在采用年数总和

法计提折旧的情况下，2006年该设备应计提的折旧额为（ ）

万元。 A、120 B、70 C、60 D、74 正确答案:C 解析:应计提折

旧（370-10）*5/15*6/12=60（万元） 21、企业的固定资产在盘

盈时，应该通过以下（ ）科目进行核算。 A、待处理财产损

溢 B、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C、资本公积 D、营业外收入 正确

答案:B 解析:这是今年新变化的内容，在盘盈时，应该先记入

“以前年度损益调整”，再结转为“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 22、对固定资产折旧提取时采用加速折旧法比采用直线折

旧法（ ）。 A、使企业的资产净值增加利润增加 B、使企业

的资产净值减小利润增加 C、使企业的资产净值增加利润减

少 D、使企业的资产净值减少利润减少 正确答案:D 解析:加速

折旧法比直线折旧法提取的折旧多，那么可以使资产的净值

减少，折旧提取的多，那么记入成本（费用）的就多，利润

就减少。 23、下列说法中，不正确的是（ ）。 A、无形资产

的出租收入应当确认为其他业务收入 B、无形资产的成本应

自取得当月按直线法摊销 C、无形资产的研究与开发费用应

在发生时记入无形资产的成本 D、处置无形资产时应当将取

得的价款扣除该无形资产账面价值及出售相关税费后的差额

记入营业外收入或营业外支出 正确答案:C 解析:对于研究开发

费用符合资本化条件的才可确认为无形资产的成本，否则记

入本期损益。 24、下列各项中，不通过其他货币资金核算的

是（ ）。 A、信用证存款 B、备用金 C、信用卡存款 D、银

行本票存款 正确答案:B 解析:企业的备用金通过“其他应收款

”科目进行核算。 25、下列各项支出中，一般纳税企业不计



入存货成本的是（ ）。 A、购入货物时支付的增值税进项税

额 B、入库前的挑选整理费用 C、购买货物而发生的运输费

用 D、从国外购买货物支付的关税 正确答案:A 解析:购入货物

进支付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可以进行抵扣，所以不记入存货的

成本。 26、以下不属于货币资金的是（ ）。 A、现金 B、银

行存款 C、其他货币资金 D、应收账款 正确答案:D 解析:货币

资金是指企业生产过程中处于货币形态的资产，包括现金、

银行存款和其他货币资金。应收账款不是货币资金。 27、某

一般纳税企业因火灾盘亏一批材料，其成本为16000元，增值

税率为17%，收到保险公司赔款1500元，残料收入200元，批

准后记入营业处支出的金额为（ ）。 A、17020 B、18620 C

、14300 D、14400 正确答案:A 解析:应记入营业外支出的金额

为16000*（1 17%）-1500-200=17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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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