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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53/2021_2022_2008_E5_B9_

B4_E4_BC_9A_c42_453031.htm （一）单项选择题（在四每小

题的4个备选答案中，选出1个正确答案)1．可以随时用作购

买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资金是（ ） A．现金 B．银行存款 C．

外埠存款 D．货币资金2．为了保证现金账实相符，应对库存

现金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盘点清查。库存现金清查的主要方

法是（ ）。 A．实地盘点 B．不定期清查 C．账面盘存 D．

抽样清查3．出纳员应按照现金收付业务发生的时间先后顺序

，采用（ ）方法登记现金日记账。 A．三栏式登记 B．多栏

式登记 C、逐笔登记 D、汇总登记4、商业承兑汇票是由收款

人或付款人签发，由( )承兑的票据。 A．收款人 B．付款人 C

、银行 D、付款人或银行5．商业汇票兑付期限由交易双方商

定，但一般不超过( ) A．5个月 B．7个月 C．9个月 D．1年6

．银行汇票提示付款期为（ ）。 A．5天 B．10天 C、30天 D

．9个月7、甲企业欲从外地采购一批材料，现向银行申请办

理用于材料货款结算的银行汇票一张，在办妥汇票时应借记

（ ）帐户。 A、银行存款 B、银行汇票存款 C．原材料 D．

其他货币资金8、支票的有效期为( )。 A、3天 B、10天 C．1

个月 D．3个月9．异地托收承付结算方式适用于( )。 A．异

地或同城的商品交易 B．异地或同城的劳务交易 C、订有合

同的修理劳务 D、订有合同的商品交易10．下列结算方式中

，普遍应用于同城结算的是 ( ) A．银行汇票 B．支票 C．商

业汇票 D．银行本票11．与银行对账发现有几笔支出银行已

经付账，而企业尚未作付账记录，此时应（ ）。 A．根据银



行对账单逐笔编制记账凭证登记入账 B．根据总数编制记账

凭证登记入账 C、根据企业已有凭证和银行对账单的有关数

字入账 D．待有关凭证送达后入账 12．企业在开展外币业务

时，随时将外币金额折合为人民币记账，并且同时登记外币

金额和记账汇率。这种外币核算方法是( )。 A．外汇分账制 B

、外汇统账制 C．记账汇率制 D、原币记账制13．某企业以

人民币作为记账本位币，当本币贬值时，企业会产生( ) A．

汇兑收益 B．汇兑损失 C．外币资产出现汇兑损失 D、外币负

债出现汇兑损失14．调整后的各外币账户人民币余额与原账

面余额的差额作为汇兑损益列入( )。 A．制造费用 B．销售费

用 C．管理费用 D．财务费用(二)多项选择题(在每小题的4个

备选答案中，选取2~4个正确答案)1．根据银行现金管理的规

定，下列支出能使用现金结算的是 ( )。 A．支付给个人劳务

报酬 B．支付职工福利费用 C．支付金额很大的材料购货款 D

、购买90元的办公用品2．下列银行转账结算方式中，适用于

同城结算的有( )。 A．支票 B、银行本票 C．银行汇票 D．委

托收款3．在商品交易款项结算中，商业汇票的承兑人可以( )

。 A．付款人 B．收款人 C．销货方 D．银行4．企业的银行

存款日记账与银行对账单产生差异的原因可能是 ( ) A．企业

或银行记账差错 B．企业将收到的转账支票登记记入银行存

款，但由于款项未到账银行尚未记收账 C、托收贷款，银行

已经收账，但收账通知还未到达企业 D、向企业提供劳务的

单位委托银行收款，银行已付款，但付款通知未到达企业5．

采用托收承付方法结算商品交易款要求（ ）。 A．销货方按

合同发货 B．购销双方签定合法的购销合同 C．购货方收到

货物后无条件付款 D．销货方能向银行提供符合规定的单据6



、属于其他货币资金有（ ）。 A、外埠存款 B．银行汇票存

款 C．信用证存款 D．银行本票存款7．企业销货时取得一张

兑付期为3个月的商业承兑汇票，在汇票到期收妥款项时所做

的分录为（ ）。 A、借：银行存款 B．贷：销售收入 C．贷

：应收账款 D．贷：应收票据8、外币核算的方法有( )。 A．

帐面汇率制 B． 记账汇率制 C．外汇分账制 D．外汇统账制9

．某企业按外币统账制核算外币，月底"应收账款--外币户"帐

户余额为人民币150 000元，若按当日外汇牌价折合该帐户余

额应为人民币148 000元，月末应作调整分录为( )。 A．借：

财务费用汇兑损益2 000元 B．贷：应收账款2 000元 C．借：

应收账款2 000元 D．贷：财务费用汇兑损益2 000元10．在金

融市场外汇牌价持续下降时期，月底对（ ）帐户金额进行调

整时会产生汇兑收益。 A．银行存款--外币户 B．预收账款--

外币户 C．应付账款--外币户 D．应收账款--外币户11、月未

按新的汇率折算外汇资产和外汇负债类帐户余额，若与原来

的余额出现差额，这时应确认汇兑损益。这体现了（ ）原则

。 A．收付实现制 B．权责发生制 C．配比原则 D．谨慎原则

（三）填空题1、货币资金的内容包括 （ ）、（ ） 和（ ）三

项。2、货币资金是资金的原始形态，它的基本特点是（ ）

和（ ）。3．按承兑方式不同，商业汇票有两种，即（ ）和

（ ）。4．在发现现金短少时应借记（ ）帐户。5．企业库存

现金的收支、结存情况，一般设置（ ）账户反映。其余额在

（ ）方。6．若排除了记账错误，银行存款帐面余额与银行

对账单余额不相等可以肯定是由于（ ）引起的。7．汇兑损

益的确认有两种基本方法：一是以（ ）为确认标准，体现了

（ ）原则；二是（ ）为确认标准，体现了（ ）原则。(四)简



答题1．库存现金的使用范围主要有哪些?2．企业外汇的核算

应符合哪些要求?3．什么是外汇统账制?4．什么是外汇分账

制?（五）核算和计算题1、 [目的]：练习现金的核算。 [资

料]：以下是华发企业19××年11月的经济业务：1) 签发现金

支票向银行提取现金1500元，以备零星支出。2) 采购员张林

出差，预借差旅费500元。3) 行政部门报销办公用品45元，用

现金支付。4) 收到海天公司交来出租包装物押金30元。5) 采

购员李明出差归来，报销差旅费430元，并交回余额70元，结

清预借款。 [要求]：编制以上经济业务的会计分录。2、[目

的]：练习银行存款、其他货币资金和各种结算方式的核算。

[资料]：红日工厂19××年6月30日银行存款余额105 000元，

其他货币资金余额15 000元，该厂7月份发生有关银行存款的

收、付业务如下：1) 销售A产品100件，售价每件150元，货款

已由银行划入本企业账户。2) 预付第三季度保险费2 800元，

已由银行转账划出。3) 采购员在外地采购，以外埠存款支付

材料款9 500元。4) 销售B产品200件，每件售价100元，对方单

位出具商业承兑汇票。约定3个月到期后付款。5) 上月签发的

银行汇票存款3 000元，因未能采购到所需物资申请退款。银

行同意退款，转入结算户存款。6) 因到广州采购需要，委托

银行汇出存款45 000元，在广州工商行开立临时存款户。7) 从

科海工厂采购材料一批，计价40 000元，开出付款期半年的商

业承兑汇票结算材料货款。8) 收到购货单位送来支付其所欠

货款1 000元的转账支票一张，已存入银行。9) 开出转账支票

一张，预付购料款25 000元。10) 接到银行转来托收承付付款

通知，承付期已到，付购料款5 000元。11) 在广州采购材料一

批，计价45 000元，从广东临时存款户中支付货款。 [要求]：



根据以上经济业务编制会计分录。3、[目的]：练习外币的核

算。 [资料]：海虹公司采用外币统账制核算外币，以下为该

公司19××年5月的部分经济业务：1) 出口商品一批，收到货

款100 000美元(记账汇率为8．52元)2) 从国外购进材料一批，

价值35 000美元，从中国银行购入美元支付材料款。(记账汇

率为8．52元)3) 支付外籍经理上月工薪3000美元，以银行外

币支票支付。(记账汇率为8．52元)4) 本月未银行存款美元户

余额40000美元，其账面汇率为8．30元。 [要求]：根据以上

情况做会计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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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