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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5_88_9D_c43_451523.htm 一、单项选择题 题号 考查知识

点 网校资料中涉及的内容 第1题 材料成本差异的计算 此题与

应试指南第二章同步系统训练单选题第2题的题型、知识点一

致。 第2题 账务处理程序的区别 此题与应试指南第一章同步

系统训练单选题第11题的题型、知识点一致。 第3题 存货跌

价准备的计算 此题与应试指南第二章同步系统训练单选题

第77题的题型、知识点一致。 第4题 双倍余额递减法的运用 

此题与应试指南第二章同步系统训练单选题第20题的题型、

知识点一致。 第5题 所得税费用的计算 此题与应试指南第五

章同步系统训练单选题第22题的题型、知识点一致。 第6题 

一般纳税企业存货采购成本的计算 此题与应试指南第二章同

步系统训练单选题第4题的题型、知识点一致。 第7题 政府补

助 此题与应试指南第五章同步系统训练单选题第23题的题型

、知识点一致。 第8题 产品成本计算方法的适用范围 此题与

应试指南第七章同步系统训练单选题第9题的题型、知识点一

致。 第9题 期末未分配利润的计算 此题与应试指南第四章同

步系统训练单选题第2题的题型、知识点一致。 第10题 原材

料明细账的格式 此题与应试指南第二章同步系统训练多选题

第33题的知识点一致。 第11题 存货发出方法的运用 （此题与

应试指南 第二章 例题21知识点相同） 第12题 计入管理费用

的应交税费的计算 此题与应试指南 第五章 同步训练 单选11

题类型相似 第13题 营业利润的构成 此题与应试指南 第五章 

同步训练 单选2题知识点类似 第14题 外来原始凭证 此题与应



试指南 第一章 同步训练 单选22题知识点类似 第15题 发出商

品的账务处理 此题与应试指南 第五章 历年考题 单选4题知识

点相同 第16题 账实核对 此题与应试指南 第一章 同步训练 单

选21题知识点相同 第17题 应收账款的核算 此题与应试指南 

第五章 同步训练 单选17题类型相似 第18题 营业外支出的范

围 此题与应试指南 第五章 同步训练 多选14题 知识点相同 

第19题 发行普通股的核算 此题与应试指南 第四章 历年考题

解析 单选1题 知识点类似 第20题 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核算 此题

与应试指南 第二章 同步训练 单选58题 知识点相同 二、多选

题 题号考查知识点 网校资料中涉及的内容 第1题 留存收益包

括的内容 此题与应试指南 第四章 同步训练 多选1题知识点相

同 第2题 其他应付款核算的内容 此题与应试指南 第三章 同步

训练 多选1题类型相同 第3题 管理费用的核算内容 此题与应

试指南 第五章 历年考题 多选3题知识点相同 第4题 利润总额

的影响因素 此题与应试指南 第五章 历年考题 多选1题知识点

类似 第5题 长期借款利息费用的处理 此题与应试指南 第三章 

同步训练 单选14题知识点类似 第6题 所有者权益变动的影响

因素 此题与应试指南 第四章 同步训练 多选3题知识点类似 

第7题 现金等价物的概念 此题与应试指南 第六章 同步训练 单

选8题类型相同 第8题 委托加工物资的成本 此题与应试指南 

第六章 同步训练 单选6题类型相同 第9题 营业税金及附加科

目包含的内容 此题与应试指南 第五章 同步训练 多选16题知

识点相同 第10题 无形资产的摊销 此题与应试指南 第二章 同

步训练 单选47题知识点类似 第11题 计提折旧的固定资产范围

此题与应试指南 第二章 同步训练 单选14题知识点类似 第12

题 生产成本在完工产品和在产品之间分配的方法 此题与应试



指南 第七章 同步训练 单选3题类型相似 第13题 应交税费科目

核算的内容 此题与应试指南 第三章 同步训练 多选10题知识

点类似 第14题 计提折旧的影响因素 此题与应试指南 第二章 

同步训练 多选27题知识点类似 第15题 筹资活动现金流量的判

断 此题与应试指南 第六章 同步训练 多选16题类型相同 三、

判断题 题号考查知识点 网校资料中涉及的内容 第1题 营业外

支出的核算内容 此题与应试指南 第二章 同步训练 判断5题类

型相同 第2题 库存商品的核算内容 此题与应试指南 第五章 同

步训练 判断1题类型相同 第3题 销售原材料的账务处理 此题

与应试指南 第五章 同步训练 判断7题类知识点相近 第4题 原

始凭证遗失的处理 此题与应试指南 第一章 同步训练 判断29

题知识点相同 第5题 资产减值的相关处理原则 此题与应试指

南 第二章 例题37 知识点相近 第6题 进销差价率与进价率的区

别 此题与应试指南 第二章 例题23题知识点相同 第7题 劳务收

入的确认 此题与应试指南 第五章 同步训练 判断3题题目相同 

第8题 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的作用 此题与应试指南 第二章 例

题14题知识点相同 第9题 固定资产折旧计提的相关规定 此题

与应试指南 第二章 同步训练 判断43题类型相同 第10题 职工

薪酬的范围 此题与应试指南 第三章 同步训练 判断14题类型

相同 四、计算分析题 题号考查知识点 网校资料中涉及的内容

第1题 长期股权投资权益法的核算 此题与应试指南第二章同

步系统训练计算分析题第7题的题型、知识点一致。 第2题 库

存商品销售及存货跌价准备的相关核算 此题与应试指南第五

章同步系统训练计算分析题第6题的题型、知识点一致。 第3

题 无形资产的形成、摊销、处置的账务处理 此题与应试指南

第二章同步系统训练计算分析题第10题的题型、知识点一致



。 第4题 约当产量比例法的运用 此题与应试指南第七章同步

系统训练计算题第2题的题型、知识点一致。 五、综合题 题

号考查知识点 网校资料中涉及的内容 第1题 应付职工薪酬的

相关处理 此题与应试指南跨章节综合演练题第8题的题型、

知识点一致。 第2题 基本业务处理及资产负债表的编制 此题

与应试指南第六章同步系统训练综合题第1题的题型、知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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