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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6_B3_A8_c45_448440.htm 一、单项选择题 1、假设期初单

位产成品负担的固定性制造费用为12元，本期单位产成品负

担的固定性制造费用为10元，期初产成品结存200件，本期产

量3000件，本期销售3100件，期末产成品结存100件，存货发

出按先进先出法，在其他条件不变时，按变动成本法与按完

全成本法所确定的净收益相比，前者较后者为（ ）。 A．

大1600元 B．小1600元 C．小1400元 D．大1400元 2、某种产

品由三个生产步骤组成，采用逐步结转分步法计算成本。本

月第一生产步骤转入第二生产步骤的生产费用为3000元，第

二生产步骤转入第三生产步骤的生产费用为5000元。本月第

三生产步骤发生的费用为4600元（不包括上一生产步骤转入

的费用），第三步骤月初在产品费用为1100元，月末在产品

费用为700元，本月该种产品的产成品成本为（）元。 A

．9200 B．7200 C．10000 D．6900 3、某公司的主营业务是从

事家用洗衣机的生产和销售，目前准备投资汽车产业。汽车

产业上市公司的β值为1.6，行业标准产权比率为0.85，投资

汽车产业项目后，公司的产权比率将达到1.2。两公司的所得

税税率均为24%，则该项目的股东权益β值是（ ） A．1.8921

B．1.2658 C．0.9816 D．1.8587 4、当标的股票市场价格将发

生剧烈变动，但无法判断是上升不是下降时，则最适合的投

资组合是（ ） A．购进看跌期权与购进股票的组合 B．购进

看涨期权与购进股票的组合 C．售出看涨期权与购进股票的

组合 D．购进看跌期权、购进看涨期权的组合 5、“沉没成本



”概念的提出是基于（ ） A．自利行为原则 B．资本市场有

效原则 C．引导原则 D．净增效益原则 6、设某企业有固定搬

运工10名，工资总额5000元；当产量超过3000件时，就需雇佣

临时工。临时工采用计件工资制，单位工资为每件1元，则该

企业搬运工工资属于（ ） A．阶梯式成本 B．半变动成本 C

．延期变动成本 D．曲线成本 7、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

．安全边际越小，企业发生亏损的可能性也越小 B．变动成

本法所确定的成本数据符合通常会计报表编制的要求 C．内

含报酬率是使投资项目的现值指数等于1的贴现率 D．在终值

与计息期一定的情况下，贴现率越高，则计算的现值越大 8

、某公司2003年流动负债为300万元，其中金融流动负债为200

万元，长期负债为500万元，其中金融长期负债300万元，股

东权益为600万元；2004年流动负债为550万元，其中金融流动

负债为400万元，长期负债为700万元，其中金融长期负债580

万元，股东权益为900万元。由2004年的本年净投资额为（ ）

万元。 A．780 B．725 C．654 D．692 9、出租人既出租某项

资产，又以该资产为担保借入资金的租赁方式是（ ）。 A．

经营租赁 B．售后回租 C．杠杆租赁 D．直接租赁 10、某产

品的变动制造费用标准成本为：工时消耗4小时，变动制造费

用小时分配率6元。本月生产产品300件，实际使用工时1500

小时，实际发生变动制造费用12000元。则变动制造费用效率

差异为（ ）元。 A．1800 B．1650 C．1440 D．1760 二、多项

选择题 1、股利无关论成立的条件是（ ） A．不存在税负 B．

股票筹资无发行费用 C．投资者与管理者拥有的信息不对称

D．股利支付比率不影响公司价值 2、下列关于资本资产定价

原理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 A．股票的预期收益率与β值



线性正相关 B．无风险资产的β值为零 C．资本资产定价原

理既适用于单个证券，同时也适用于投资组合 D．市场组合

的β值为1 3、租赁存在的主要原因有（ ） A．通过租赁可以

减税 B．租赁合同可以减少某些不确定性 C．购买比租赁有

着更高的交易成本 D．购买比租赁的风险更大 4、固定制造费

用的能量差异和闲置能量差异分别是指（ ） A．实际产量标

准工时未能充分使用现有生产能量而形成的差异 B．实际工

时未达到标准生产能量而形成的差异 C．实际工时脱离标准

工时而形成的差异 D．固定制造费用的实际金额脱离预算金

额而形成的差异 5、下列关于理财原则的表述中，正确的有

（ ） A．理财原则既是理论，也是实务 B．理财原则在一般

情况下是正确的，在特殊情况下不一定正确 C．理财原则是

财务交易与财务决策的基础 D．理财原则只解决常规问题，

对特殊问题无能为力 6、在租金可直接扣除的“租赁与购买

”决策中，承租人的相关现金流量包括（ ） A．避免资产购

置支出作为相关现金流入 B．失去折旧抵税作为相关现金流

出 C．税后租金支出作为相关现金流出 D．失去期满租赁资

产余值变现价值及变现净损失抵税作为相关现金流出 7、布

莱克斯科尔斯期权定价模型涉及的参数有（）。 A．标的资

产的现行价格 B．看涨期权的执行价格 C．连续复制计算的

标的资产年收益率的标准差 D．连续复制的短期无风险年利

率 8、下列有关资本市场线和证券市场线的说法中，正确的

有（ ） A．证券市场表示系统性风险与报酬的权衡关系 B．

两条线均表示系统性风险与报酬的权衡关系 C．证券市场线

和资本市场线的纵轴表示的均是预期报酬率，且在纵轴上的

截距均表示无风险报酬率 D．证券市场线的横轴表示的是β



值，资本市场线的横轴表示的是标准差 9、全部成本计算制

度和变动成本计算制度的主要区别有（ ） A．全部成本计算

制度适用于财务会计，主要对外提供财务信息；变动成本计

算制度适用于管理会计，主要对内提供决策信息。 B．全部

成本计算制度下，生产成本的构成项目包括：直接材料、直

接人工和全部制造费用；变动成本计算制度下，生产成本的

构成项目包括：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和变动性制造费用 C．

两者的主要区别围绕固定性制造费用的处理上，即在全部成

本计算制度下，固定性制造费用计入产品成本；变动成本计

算制度下，固定性制造费用不计入产品成本，而作为期间费

用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D．全部成本计算制度下的成本要严格

受国家统一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约束，而变动成本计算制度

下的成本并不严格受国家统一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的约束 10

、某公司2005年14月份预计的销售收入分别为100万元、200万

元、300万元和400万元，当月销售当月收现60%，下月收

现30%，再下月收现10%。则2005年3月31日资产负债表“应

收账款”项目金额和2005年3月的销售现金流入分别为（ ）万

元。 A．140 B．250 C．160 D．240 三、判断题 1、工业工程

法可能是各种混合成本分解的方法中最完备的方法，它可以

用于研究各种成本性态，所以，它可以独立于其他混合成本

分解方法而运用。（ ） 2、管理费用多属于固定成本，所以

，管理费用预算一般是以过去的实际开支为基础，按预算期

的可预见性变化来调整。（ ） 3、预期通货膨胀提高时，无

风险利率也会随着提高，进而导致证券市场线的向上平移。

风险厌恶感的加强，会提高证券市场线的斜率。（ ） 4、作

业成本法是一种独立于传统成本计算方法之外的新的成本计



算方法。（ ） 5、在套利驱动的均衡态下，具有相同执行价

格和到期日的欧式看跌期权和看涨期权，购进股票、购进看

跌期权，同时售出看涨期权策略的目前投资成本等于到期日

期权的执行价格的现值。（ ） 6、为了贯彻一致性原则，会

计期末各种成本差异的处理方法必须一致。 7、在作业成本

法下，同一作业成本库中的成本均由同质作业引起，也即是

在同一成本库中，成本受单一作业或主要作业驱使而致。 8

、租赁可以减税是短期租赁存在的主要原因；交易成本的差

异是长期租赁存在的主要原因。（ ） 9、评估企业价值的市

盈率模型，除了受企业本身基本面的影响以外，还受到整个

经济景气程度的影响。在整个经济衰退时将会使价值低估。

（ ） 10、对于两种证券形成的投资组合，当相关系数为1时

，投资组合的预期报酬率和标准差均为单项资产阶的预期报

酬率和标准差的加权平均数。（ ） 四、计算分析题 1、B公司

属于拥有大量资产、净资产为正值的上市公司，2004年度该

公司财务报表的主要数据如下（单位：万元） 该公司负债全

部为金融长期负债，该公司2004年12月31日的股票市价为10元

。要求计算：（1） 2004年的可持续增长率。（2） 2004年的

市盈率和收入乘数。（3） 若该公司处于稳定状态，其权益

资本成本是多少？（4） 若该公司2004年的每股资本支出

为0.6元，每股折旧与摊销0.4元，该年比上年经营营运资本每

股增加0.2元。公司欲继续保持现有的财务比率和增长率不变

，计算该公司每股股权价值（保留整数）。（5） 与B公司所

在行业相同的代表性公司有甲、乙两家公司。甲、乙两家公

司的有关资料如下： 请按修正平均市价/净资产比率法和股价

平均法评估B公司的价值。 2、某商业企业2005年有两种信用



政策可供选用：甲方案预计应收账款平均周转天数为50天，

其收账费用为0.2万元，坏账损失率为货款的3%。乙方案的信

用政策为（2/10、1/20、n/90），预计将有40%的货款于第10

天收到，30%的货款于第20天收到，其余30%的货款于第90天

收到（前两部分货款不会产生坏账，后一部分货款的坏账损

失率为该部分货款的3%），收账费用为0.15万元。假设该企

业所要求的最低报酬率为10%。该企业按经济订货量进货，

假设购销平衡、销售无季节性变化。商品的进货单价45元，

售价90元，单位储存成本5元（含占用资金利息），一次订货

成本100元。甲方案的年销售量4000件；乙方案的年销售

量4500件。改变信用政策预计不会影响进货单价、售价、单

位储存成本、一次订货成本等，所有销货假设均为赊销（一

年按360天计算）。要求：（1） 计算甲、乙两方案毛利之差

。（2） 计算甲方案的下列指标： ①应收账款的机会成本； 

②坏账成本； ③按经济进货批量进货的相关最低总成本； ④

经济订货量； ⑤达到经济进货批量时存货平均占有资金； ⑥

采纳甲方案的相关总成本。（3）计算乙方案的下列指标： 

①应收账款的机会成本； ②坏账成本； ③现金折扣成本； ④

按经济进货批量进货的相关最低总成本； ⑤经济订货量； ⑥

达到经济进货批量时存货平均占用资金； ⑦采纳乙方案的相

关总成本。（4）计算甲、乙两方案相关总成本之差。（5）

为该企业作出采取何种信用政策的决策，并说明理由。 3、

某工厂只生产一种产品，其单件产品的有关资料如下所示： 

要求：（1） 计算直接材料成本差异；（2） 计算直接人工成

本差异；（3） 计算变动制造费用差异；（4） 分别用二因素

法和三因素法计算固定制造费用差异。 4、某企业生产和销



售甲、乙、丙三种产品，全年固定成本为144000元（含利息

费用44000元），有关资料见表： 要求：站在全体投资者的角

度，计算下列指标：（1）加权平均边际贡献率；（2）盈亏

临界点的销售额（精确到分）；（3）甲、乙、丙三种产品的

盈亏临界点的销售量；(四舍五入保留整数) （4）计算安全边

际；（5）预计利润；（6）如果增加促销费用10000元，可使

甲产品的销量增至1200件，乙产品的销量增至2500件，丙产

品的销量增至2600件。计算增加促销费用后的利润；（7）计

算增加促销费用前后的经营杠杆系数、财务杠杆系数和总杠

杆系数；（8）在既考虑收益又考虑风险的情况下，请决定是

否增加促销费用。（除特殊要求外，每问都保留两位小数） 

五、综合题 1、假设某公司股票目前的市场价格为25元，而

在6个月后的价格可能是32元和18元两种情况。再假定存在一

份100股该种股票的看涨期权，期限是半年，执行价格为28元

。投资者可以按10%的无风险年利率借款。一投资者购进上

述股票且按无风险年利率10%借入资金，同时售出一份100股

该股票的看涨期权。要求：（1） 根据单期二叉树期权定价

模型，计算一份该股票的看涨期权的价值（精确到分）。（2

） 假设股票目前的市场价格、期权执行价格和无风险年利率

均保持不变，若把6个月的时间分为两期，每期3个月，若该

股票收益率的标准差为0.35，计算每期股价上升百分比和股价

下降百分比（精确到万分之一）。（3） 结合（2）分别根据

套期保值原理、风险中性原理和两期二叉树期权定价模型，

计算一份该股票的看涨期权的价值。 2、甲企业准备进入汽

车发动机行业。为此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计划按30%的资产负

债率融资，固定资产原始投资额为6000万元，当年投资当年



完工投产，借款期限为4年，利息分期按年支付，本金到期偿

还。该项目预计有6年的使用年限，投产后预计销售单价45元

，单位变动成本15元，每年经营性固定付现200万元，年销售

量为50万台，预计使用期满有残值12万元。税法规定的使用

年限是6年，残值为8万元。会计和税法规定的折旧方法均为

直线法。目前该行业有一家代表性的企业A，A企业的资产负

债率为40%，权益的贝他系数为2。A的借款利率为15%，甲为

该项目筹资的借款利率为12%。该公司和A公司的所得税率均

为25%。市场风险溢价为8%，无风险利率为5%。预计4年该

项目还本付息后该公司权益的贝他值降低30%。要求：分别

根据实体现金流量法和股权现金流量法用净现值进行投资决

定（折现率小数点保留到1%，各种系数保留两位小数，计算

结果保留两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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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