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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5_88_9D_c43_352431.htm 3、现金短缺无法查明原因→借

：管理费用。 4、现金-溢余 无法查明原因→贷：营业外收入

7、银行定额本票1000、5000、10000、50000元。提示付款期

不超过2个月。8、单位卡不得用于10万以上交易、不得支取

现金。9、准贷记卡透支期限最长60天，贷记卡首月还款不低

于透支余额10%。第二节：交易金融资产交易金融资产－－

－－-股票、债券、基金。设置明细科目：交易性金融资产。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投资收益三个科目。⑴ 交易金融资产取

得：借：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公允价值） 2550投资收

益（发生的交易费） 30应收股利（已宣告尚未发放的现金股

利） 应收利息（已到付息期但未领取的利息） 50贷：其他货

币资金－－－－存出投资款（股票） 2630或：银行存款（债

券）⑵持有期间交易金融资产收到现金股利、利息借 ： 银行

存款 50贷：应收股利（已宣告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 或应收

利息（已到付息期但未领取的利息） 50⑶交易金融资资产期

末计量。资产负债表日交易金融资资产应当按公允价值计量

，公允价值与帐面余额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例：金融资资

产成本2550，6月30日市价2580，12月30日市价2560。⑴ 公允

价值（市价）上升 借：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 30贷：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0⑵公允价值（市价）下降 借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20贷： 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 20（4）交易金融资资产处置。借：银行存款（实际

售价 ） 2565贷：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 2550交易性金融



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10投资收益 5同时：借： 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10贷： 投资收益 10 四、其他应收款：其他应收

款核算应收的各种赔款、罚款 出租包装物租金、垫付款项（

为职工垫付水电费、医药费、房租费）存出保证金（租入包

装物支付的押金）。五、应收款项减值⑴计提坏帐准备：例

：2007年12月31日应收帐款余额100万元，按10%计提坏帐准

备。借：资产减值损失－－－－计提坏帐准备 10贷：坏帐准

备 10⑵发生坏帐损失： 借：坏帐准备 3贷：应收帐款 3⑶补

提坏帐准备：例2008年12月31日应收帐款余额120万元，

按10%计提坏帐准备。借：资产减值损失－－－－计提坏帐

准备 （12-7）=5贷：坏帐准备 5⑷已确认的坏帐以后又收回

。借：应收帐款 3贷：坏帐准备 3借：银行存款 3贷：应收帐

款 3⑵存货成本包括采购成本、加工成本和其他成本。⑶采

购成本包括买价、税金、运费、装卸、保险费。⑷相关税金

：进口关税、消费税、资源税、不能低扣的进项税金、教育

费附加。⑸采购成本还包括：采购过程中发生的仓储费、包

装费、运输途中的合理损耗、入库前的挑选整理费。⑹商业

企业采购过程中发生的运输费、装卸费、保险费计入采购成

本。⑺其他成本：企业设计产品设计费计入当期损益，但为

特定客户设计产品发生的设计费计入存货成本。⑻下列费用

不计入成本、应在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A、非正常消耗的

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制造费用。B、仓储费用。不包括在生

产过程中为达到下一个生产阶段所必须的仓储费用应计入存

货成本。C、不能归属于使存货达到目前场所和状态的其他

支出。⑼发出存货的4种计价方法：个别计价法、先进先出法

、月末一次加权平均法、移动加权平均法。（二）计划成本



核算计划成本核算使用会计科目3个：原材料、材料采购、材

料成本差异注意计算题：（1）发出材料应负担节约差记借方

。发出材料应负担超支差记贷方。（2）计算实际成本不管损

耗数。（3）计算计划成本减除损耗数。（三）包装物⑴不单

独计价的包装物、出借的包装物计入销售费用。⑵单独计价

、出租的包装物收入计入其他业务收入、成本计入其他业务

成本。⑷随同商品出售不单独计价的包装物、出租、出借的

包装物。贷：周转材料－－－－包装物 50000单独计价的包装

物⑸随同商品出售单独计价的包装物。⑶毛利率法计算库存

商品（1） 销售净额= 销售收入- 退回、折让（2）销售成本= 

销售净额×（1- 销售毛利）（3）期末存货成本=期初存货成

本 本期购入-销售成本（七）存货清查⑴存货清查设置”待处

理财产损益”1个科目。⑵存货盘盈、盘亏（除自然损耗外）

一律计入管理费用.（八）存货减值⑴资产负债表日，存货应

当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熟低原则计量。⑵可变现净值=存货

估计售价-估计成本-估计销售费-相关税费⑶可变现净值的特

征表现为存货未来净现金流量，而不是存货的售价或合同价

。⑷存货跌价准备核算：A、 存货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时：

借：资产减值损失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贷：存货跌价准备B、 

可变现净值高于存货帐面价值转回计提减值准备借： 存货跌

价准备贷：资产减值损失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第五节 长期股权

投资（一）长期股权投资概述：⑴长期股权投资核算方法2种

：成本法、权益法。⑵对子公司用成本法核算，编制合并报

表按权益法调整。⑶成本法核算范围：“两头”用成本法即

对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50%以上、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

重大影响20%以下⑷权益法核算范围：“中间”用权益法即



对被投资单位具有重大影响20%－－－－50%。（二）成本法

核算⑴取得时初始投资成本确定：借：长期股权投资（买价 

相关费用 税金） 987000应收股利 （已宣告尚未发放的现金股

利）20000贷：银行存款 1007000⑵长期股权投资持有期间被

投资单位宣告发放现金股利或利润的核算。A、取得投资前

实现的利润发放的现金股利借：应收股利 3000贷：长期股权

投资 3000C、 取得投资后实现的利润发放的现金股利借：应

收股利 2000贷：投资收益 2000⑶长期股权投资处置： 借：银

行存款（实际收到的金额）（价款150000-税费1000）149000

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原已计提的减值准备） 0贷： 长期

股权投资（长期股权投资帐面余额）140000应收股利（未领

取的现金股利） 0投资收益 9000（三）权益法核算⑴权益法

设置3个科目： 长期股权投资－－-成本、长期股权投资－－-

损益调整、长期股权投资－－-其他权益变动⑵取得长期股权

投资时2种情况：A、 取得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投资成本大于投

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不调

整已确认的初始投资成本。借：长期股权投资－－-成本贷：

银行存款B、 取得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投资成本小于投资时应

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例：甲公

司07年1月20日购入乙公司500万股占乙公司35%股份。每股购

入价6元，发生税费50万元，款项银行支付，2006年12约1日乙

公司所有者权益帐面价值（与其公允价值不存在差异）12000

万元。借：长期股权投资－－-成本〔12000×35% 〕4200贷：

银行存款 3050 营业外收入1150或 借：长期股权投资－－-成

本 〔（500×6） 50）3050贷：银行存款 3050 借：：长期股权

投资－－-成本（4200-3050）1150营业外收入1150⑶持有期间



被投资单位宣告发放现金股利每10股派3元、实现净利润1000

万或发生净亏损200万的核算。A、 持有期间被投资 实现净利

润核算借：长期股权投资－－-损益调整（1000×35%） 350贷

：投资收益 350B、 持有期间被投资单位发生净亏损的核算借

：投资收益 （200×35%）70贷： 长期股权投资－－-损益调

整 70 C、 持有期间被投资单位宣告发放现金股利。借：应收

股利 （ 500/10 ）×3 150贷： 长期股权投资－－-损益调整

150D、 收到现金股利借：银行存款 150贷：应收股利 150⑷ 

持有期间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的其他变动例：乙公司可供

出售的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增加400万元，甲公司确认资本公

积400×35%=140万元借：长期股权投资－－-其他损益变动

140贷：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140 ⑸长期股权投资

处置A、全部处置 借：银行存款（实际收到的金额） 5000长

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原已计提的减值准备） 0贷： 长期股

权投资成本 3050－－-损益调整 130应收股利（未领取的现金

股利） 0投资收益 1820同时：借：资本公积－－－－其他资

本公积 140 贷 ：投资收益 140第六节 固 定 资 产固定资产重点

概述：⑴固定资产的核算设置8个科目：固定资产、累计折旧

、在建工程、工程物资、固定资产清理、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在建工程减值准备、工程物资减值准备。⑵影响折旧的因

素4个：固定资产原价、预计残净值、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固

定资产使用使用寿命。⑶除以下情况外，对所有固定资产计

提折旧。1． 已提足折旧继续使用的固定资产。2． 单独入帐

的土地。⑷计算题时千万注意当月增加固定资产当月不提折

旧，当月减少固定资产当月照提折旧。⑸当月增加无形资产

当月摊销，当月减少无形资产不在摊销。⑹固定资产的主要



折旧方法4种：年限平均法、工作量法、双倍余额递减法、年

数总和法。C、 一次购入多项没有单独标价的固定资产基本

公式：每一项固定资产入帐价值=（单项固定资产公允价值÷

总固定资产公允价值）×总成本例：甲公司购进设备A、B

、C、共支出10000万元，增值税额1700万元，包装物75万元

，银行支付，A、B、C设备公允价值分别为4500万元、3850万

元、1650万元。A设备的入帐价值=〔4500÷（4500 3850 1650

）〕×11775=5298.75B设备的入帐价值=〔3850÷（4500 3850

1650）〕×11775=4533.375C设备的入帐价值=〔1650÷（4500

3850 1650）〕×11775=1942.875（三） 固定资产的折旧方法⑴

年限平均法 或 年折旧额=固定资产原价×（ 1 － 预计净残值

率）÷预计使用年限⑶双倍余额递减法 （重点） 年折旧率＝ 

（ 2 ÷ 预计使用年限 ）× 100％年折旧额＝每年年初固定资

产帐面净值×年折旧率最后2年折旧额= （固定资产帐面净值

－预计净残值）÷ 2 ⑷年数总和法 （重点） 年折旧率＝（尚

可使用年限 ÷ 预计使用年限的年数总和）×100％年折旧率

＝（固定资产原价－预计净残值）×年折旧率例某企业固定

资产原价1000000元，预计使用年限5年，预计净残值4000元每

年折旧计算如：（1）第1年计提折旧=（1000000-4000）

×5/15=332000（2）第2年计提折旧=（1000000-4000）

×4/15=26500（3）第3年计提折旧=（1000000-4000）

×3/15=199200（4）第4年计提折旧=（1000000-4000）

×2/15=132800（5）第5年计提折旧=（1000000-4000）

×1/15=66400注意：年数总和法开始就减预计净残值而双倍余

额递减法最后两年才减预计净残值。（五） 固定资产的后续

支出（重点考点）⑴固定资产的后续支出是指更新改造支出



、修理费用。⑵在对固定资产发生可资本化的后续支出后，

企业应将固定资产原价、已计体的折旧和减值准备转销，将

固定资产的帐面价值转入在建工程。⑶对固定资产发生可资

本化的后续支出通过“在建工程”核算。⑷在固定资产发生

后续支出完工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应在后续支出资本

化后的固定资产帐面价值不超过可收回金额的范围内，从“

在建工程”转入“固定资产”科目。例：在建工程成本65万

元，可收回金额60万元借：固定资产 60贷：在建工程 60例：

在建工程成本65万元，可收回金额70万元借：固定资产 65贷

：在建工程 65⑸注意：不管是企业生产车间（部门）和行政

管理部门发生的固定资产修理费都转入“管理费用 ”科目。 

⑹销售部门发生的固定资产修理费转入“销售费用”。⑺对

机器设备的日常修理没有满足固定资产的确认条件，将固定

资产发生后续支出在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六） 固定资产

处置⑴固定资产处置包括：固定资产出售、报废、毁损、对

外投资、非货币性资产:）、债务重组。⑵处置固定资产通过

“固定资产清理”科目核算。⑶固定资产出售、报废、毁损

处置核算：（七） 固定资产清查（一）盘盈固定资产⑴盘盈

的固定资产作为前期差错处理，通过“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科目核算。（二）固定资产盘亏⑴盘亏的固定资产通过“待

处理财产损益”报经批准转销 营业外支出。 （八） 固定资产

减值⑴注意：固定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定，在以后会计期间

不得转回。总结：（1）更新改造通过“在建工程”核算。

（2）盘盈通过“以前年度损益调整”科目核算。（3）盘亏

的固定资产通过“待处理财产损益”核算。（5）固定资产出

售、报废、毁损“固定资产清理”科目核算。第七节 无形资



产（一）无形资产概述⑴无形资产核算设置2个科目：无形资

产、累计摊销。⑵广告费一般不作为商标权的成本，而在发

生时直接计入当期损益。⑶无形资产三个特征：不具有实物

形态、具有可辨认性、属于非货币性长期资产。（二）无形

资产的取得：B、 自行研究开发无形资产（1） 研究阶段：发

生研发支出时 借：研发支出－－－－费用化支出 200贷：银

行存款 200期末研发支出转管理费用 借：管理费用200贷：研

发支出－－－－费用化支出 200 （2） 开发阶段开发支出满足

资本化条件借：研发支出－－－－资本化支出 30贷：银行存

款 30开发完成并形成无形资产借：无形资产 30贷：研发支出

－－－－资本化支出 30（三）无形资产摊销记忆：⑴使用寿

命有限的无形资产应进行摊销。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

不应摊销。⑵无形资产摊销方法直线法、生产总量法。⑶企

业选择摊销方法，应当反映与该项无形有关的经济利益的预

期实现方式。⑷无法可靠确定预期实现方式的，应当采用直

线法摊销。⑸无形资产的摊销额一般应当计入当期损益。自

用无形资产摊销计入管理费用，出租的无形资产摊销计入其

他业务成本。（四）无形资产处置⑴处置时取得的价款扣除

无形资产的帐面价值以及相关税费后的差额计入营业外收入

或营业外支出。借：银行存款 500000累计摊销 220000营业外

支出（计算的负数） 贷：无形资产（成本） 600000应交税费

25000营业外收入（计算的正数） 95000（五）：无形资产减

值⑴注意区别：无形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定，在以后会计期

间不得转回。固定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定，在以后会计期间

不得转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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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