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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55/2021_2022__E5_8C_97_

E4_BA_AC_E5_AE_89_E9_c44_455127.htm 一、单项选择题(本

类题共15题，每小题1分，共15分。每小题备选答案中，只有

一个符合题意的正确答案。多选、错选、不选均不得分) 1．

甲公司库存原材料100件，每件材料的成本为100万元，所存

材料均用于产品生产，每件材料经追加成本20万元后加工成

一件完工品。其中合同定货60件，每件完工品的合同价为180

万元，单件完工品的市场售价为每件140万元，预计每件完工

品的销售税费为30万元，该批库存材料已提存货跌价准备

为100万元，则期末应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万元。 A、129 B

、230 C、100 D、300 2．甲公司于2000年初开始对销售部门用

的设备提取折旧，该固定资产原价为100万元，折旧期为5年

，甲公司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法进行固定资产的期末

计价。2001年末可收回价值为48万元，2003年末可收回价值

为18万元.则2003年末该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为（ ）万元.A

、10 B、18 C、16 D、123．企业以75000元的价格出售了一项

固定资产，该固定资产原价为150000元，已提折旧60000元，

款项已收到；另发生清理费用7500元，用银行存款支付。此

项业务，企业发生了损失22500元。则由于该项业务，企业现

金流量表中“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而收

到的现金净额”项目的金额应为（ ）元。 A、67500 B、75000

C、-22500 D、225004．某企业研制一项新技术，开始并无成

功把握。该企业在该新技术的研究过程中发生材料费100000

元，人工费200000元。开发阶段发生相关费用600000元，均符



合资本化条件，研究成功后申请获得专利权，在申请过程中

发生专利登记费80000元，律师费10000元。则该项专利权的入

账价值为（ ）元。 A、690000 B、30000 C、380000 D

、3900005．事业单位的下列基金中，按规定从结余中提取的

是（ ）。 A、职工福利基金 B、固定基金 C、医疗基金 D、

财政拨款 6．某企业一项生产车间用固定资产，原价420万元

，预计净残值20万元，估计使用年限为10年，2002年1月1日按

直线法计提折旧。由于技术进步，企业于2004年初变更设备

的折旧年限为8年，预计净残值为10万元（企业所得税率

为33%）。此项会计估计变更对2004年净利润的影响数为（ 

）元。 A、减少净利润10.05万元 B、减少净利润4.95万元 C、

增加净利润 10.05万元 B、增加净利润4.95万元 7．甲公司2004

年1月1日购入一项无形资产，该无形资产的实际成本为500万

元，摊销年限为10年。2008年12月31日，该无形资产发生减值

，预计可收回金额为180万元。计提减值准备后，该无形资产

原摊销年限不变。2009年12月31日，该无形资产的摊余额为

（ ）万元。 A、170 B、214 C、200 D、1448.上市公司在其年

度资产负债表日后至财务会计报告批准报出日前发生的下列

事项中，属于调整事项的有（ ）。 A、因发生火灾导致存货

严重损失 B、上年度售出商品发生退货 C、因市场汇率变动

导致外币存款严重贬值 D、董事会提出现金股利分配方案 9. 

益兴公司于2006年10月5日接收一项安装劳务，合同期为8个

月，合同总收入为180万元，已经预收70万元，余额在安装完

成时收回。至2006年12月31日已发生的成本为67。5万元，预

计完成劳务还将发生成本45万元。则该企业2006年应确认的

收入为（ ）万元。 (本文由北京安通学校提供 欢迎阅读)A



、108 B、180 C、70 D、7210. 顺兴公司于2008年4月1日从二级

股票市场购入大通公司20万股股票，每股面值为1元，持股比

例为25%，按权益法核算长期股权投资，2008年初大通公司的

可辨净资产的公允价值为1000万元，当年的5月共分红200万

元，上半年实现公允净利润360万元，假定利润在各月间平均

分配，6月1日新发股份20万股，全部被新投资者购入，每股

发行价为15元，按发行价的1%支付发行手续费，则此次新股

发行造成顺兴公司的投资价值追加（ ）万元。 A、5.6 B、4.4

C、3.2 D、6.511. 甲公司有一生产线，由A、B、C三台设备组

成，2006年末A设备的账面价值为60万元，B设备的账面价值

为40万元，C设备的账面价值为100万元。三部机器均无法单

独产生现金流量，但整条生产线构成完整的产销单位，属于

一个资产组。2006年该生产线所生产的替代产品上市，到年

底导致企业产品销路锐减，因此，甲公司于年末对该条生产

线进行减值测试。其中，A机器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

的净额为50万元，B、C机器都无法合理估计其公允价值减去

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以及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整条生产线预

计尚可使用5年。经估计生产线未来5年现金流量及其折现率

，得到其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为120万元。则B设备应提减

值额（ ）万元。A、16 B、24 C、30 D、2012. 甲公司为建造一

条生产线，于2008年1月1日借入一笔长期借款，本金为6000万

元，年利率为8%，期限为3年，每年末支付利息，到期还本

。工程采用出包方式，于2008年1月1日开工，工程期为3年

，2008年相关资产支出如下：1月1日支付工程预付款2400万元

；7月1日支付工程进度款1300万元；8月1日因工程事项一直

停工至12月1日，12月1日支付了工程进度款500万元。闲置资



金因购买国债可取得0.3%的月收益。则2008年专门借款利息

资本化额为（ ）。 A、320 B、223.7 C、236.6 D、242.913. 甲

公司以一批库存商品交换乙公司的房产，库存商品的成本

为140万元，已提减值准备16万元，公允价值为200万元，增

值税率为17%，消费税率为10%。房产的原价为400万元，已

提折旧200万元，已提减值准备40万元，公允价值为220万元

，营业税率为5%。双方均保持资产的原始使用状态。则甲公

司换入房产的入账成本为（ ）万元。 A、220 B、234 C、185

D、21514. 甲、乙企业为一般纳税企业，增值税率为17%、消

费税率为10%。2006年3月6日，甲企业因购买商品而欠乙企业

购货款及税款合计234万元。由于甲企业财务发生困难，不能

按照合同规定支付货款。于2007年3月5日，双方经协商，甲

企业以其生产的产品偿还债务，该产品的销售价格220万元，

账面成本180万元，已计提存货跌价准备1万元。乙企业接受

甲企业以产品偿还债务时，将该产品作为库存商品入库；乙

企业对该项应收账款计提了4万元的坏账准备。则甲公司应确

认的债务重组收益为（ ）。 (本文由北 京 安 通 学 校 提 供 欢

迎阅读)A、18.5 B、22.4 C、23.4 D、33.415. 报告年度所售商品

于资产负债表日后期间退回时，正确的处理方法是（ ）。 A

、冲减发生退货当期的主营业务收入 B、调整报告年度年初

未分配利润 C、调整企业报告年度的主营业务收入和主营业

务成本 D、计入前期损益调整项目二、多项选择题(本类题

共10题，每小题1.5分，共15分。每小题备选答案中，有两个

或两个以上符合题意的正确答案。多选、少选、错选、不选

均不得分)。 1．企业发生的下列支出中，属于收益性支出的

是( )。 A、固定资产的大修理支出 B、业务招待费 C、．无形



资产的后续支出 D、固定资产改良支出 2．下列业务处理中，

符合会计制度规定的是（ ） A、将固定资产折旧方法的修改

认定为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进行处理。 B、鉴于

利润计划完成情况不佳，将固定资产折旧方法由原来的双倍

余额递减法改为直线法 C、将固定资产的装修费用计入固定

资产的成本 D、鉴于某固定资产经改良性能提高，决定延长

其折旧年限 E、债务人对未实现的或有支出应贷记“营业外

收入” 3. 下列各项中，增值税一般纳税企业应计入收回委托

加工物资成本的有（ ）。 A、支付的加工费 B、随同加工费

支付的增值税 C、支付的收回后继续加工的委托加工物资的

消费税 D、支付的收回后直接销售的委托加工物资的消费税 4

．采用权益法核算长期股权投资，下列事项中需要调整“长

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的事项有( )。 A、被投资企业发行亏

损 B、被投资企业接受新投资者加入出现资本公积 C、被投

资企业发放股票股利 D、被投资企业提取盈余公积 5．以下适

用未来适用法的是（ ）。 A、固定资产的折旧方法由直线法

改为加速折旧法 B、坏账估计由应收账款余额百分比法改为

账龄分析法 C、存货发出计价由先进先出法改为加权平均法

D、所得税核算方法由应付税款法改为资产负债表债务法 6．

在下列业务的会计处理中，体现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的是（ ）

。 A、融资租赁 B、长期股权投资由成本法转权益法 C、受托

加工物资 D、合并会计报表 (本文由北京安 通学校提供)7．下

列属于不予抵扣项目的有( )。 A、将购进货物用于非应税项

目 B、将购买的物资用于捐赠 C、非正常损失的自产产品对

应的进项税额 D、用于集体福利的购进物资 8. 下列项目中，

应当作为营业外收入核算的有（ ）。 A、债务重组中债务人



确认的债务重组收益 B、出售无形资产净收益 C、出租固定

资产的净收益 D、转让股权投资产生的收益 9. 下列（ ）科目

的余额应纳入资产负债表中的存货项目。 A、消耗性生物资

产 B、工程物资 C、材料采购 D、发出商品 E、商品进销差价

10. 下列有关收入确认的论断中，正确的是（ ）。 A、宣传媒

介的佣金收入应在广告公诸于众时确认收入，而广告制作佣

金的收入则是按完工程度确认收入。 B、入场费收入应在相

关活动发生时一次或分次确认收入。 C、在确认特许权费收

入时，如果提供后续服务则应在提供服务时分期确认收入，

提供设备和有形资产的应在资产所有权转移时确认收入。 D

、定期收费的收入应在合同约定的收款日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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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