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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4_B8_AD_c44_455130.htm 一、单项选择题 1.甲公司2008

年3月1日开始自行开发成本管理软件，在研究阶段发生材料

费用25万元，开发阶段发生开发人员工资125万元，福利费25

万元，支付租金41万元。开发阶段的支出满足资本化条件。

2008年3月16日，甲公司自行开发成功该成本管理软件，并依

法申请了专利，支付注册费1.2万元，律师费2.3万元，甲公

司2008年3月20日为向社会展示其成本管理软件，特举办了大

型宣传活动，支付费用49万元，则甲公司该项无形资产的入

账价值应为（ ）万元。 A．243.5 B．3.5 C．219.5 D．194.5 2.

下列各项中，不属于无形资产的是（ ）。 A．土地使用权 B

．专利技术 C．高速公路收费权 D．企业自创的商誉 3.无形

资产的期末借方余额，反映企业无形资产的（ ）。 A．摊余

价值 B．账面价值 C．可收回金额 D．成本 4.按照现行会计准

则规定，下列各项中，股份有限公司应作为无形资产入账的

是（ ）。 A．开办费 B．商誉 C．为获得土地使用权支付的

土地出让金 D．研发新技术发生的项目研究费 5.由投资者投

资转入的无形资产，应按合同或协议约定的价值（假定该价

值是公允的），借记“无形资产”科目，按其在注册资本中

所占的份额，贷记“实收资本”科目，按其差额计入下列科

目的是（ ）。 Ａ．资本公积资本（或股本）溢价 Ｂ．营业外

收入 Ｃ．资本公积股权投资准备 Ｄ．最低租赁付款额 6.企业

购入或支付土地出让金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在已经开发或建

造自用项目的，通常通过（ ）科目核算。 A．固定资产 B．



在建工程 C．无形资产 D．长期待摊费用 7.关于无形资产的

后续计量，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有（ ）。 A．在对无形资产的

残值进行期末复核时，如果无形资产的残值重新估计以后高

于其账面价值的，则无形资产不再摊销，直至残值降至低于

账面价值时再恢复摊销 B．对于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

，如果有证据表明其使用寿命是有限的，则应视为政策变更

，从取得时开始追溯调整其每期应摊销额 C．无形资产的后

续支出计入无形资产的成本 D．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

，应于期末按照系统合理的方法摊销 8.20×9年1月1日，L公

司将某专利权的使用权转让给W公司，每年收取租金16万元

，适用的营业税税率为5％。转让期间L公司不使用该项专利

。该专利权系L公司20×8年2月1日购入的，初始入账价值

为24万元，预计使用年限为6年。该无形资产按直线法摊销。

假定不考虑其他因素，L公司20×9年度因该专利权影响营业

利润的金额为（ ）万元。 A．11.13 B．9.2 C．11.2 D．11.53 9.

伊诺股份有限公司于2008年6月1日，以78万元的价格转让一

项无形资产给A公司，同时发生相关税费4万元。该无形资产

系伊诺公司于2005年7月1日购入并投入使用，入账价值为240

万元，预计使用年限为6年，法律规定的有效年限为8年。该

无形资产按直线法摊销。转让该无形资产发生的净损失为( )

万元。 A．46 B．38 C．49.33 D．78.5 10.L公司于2007年1月30

日购入一项专利权，用银行存款支付价款360万元。该无形资

产预计使用年限为10年，法律规定有效年限为9年。2008年12

月31日，由于与该无形资产相关的经济因素发生不利变化，

致使其发生减值，L公司估计可收回金额为175万元。假定无

形资产按照直线法进行摊销。则至2009年底，无形资产的累



计摊销额为（ ）万元。 A．120 B．130 C．105 D．135 11.关于

无形资产的初始计量，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 A．外购的

无形资产，其成本一般由购买价款、相关税费以及直接归属

于该项资产达到预定用途所发生的其他支出 B．自行开发的

无形资产，其成本包括自满足无形资产确认条件后至达到预

定用途前所发生的支出总额，但是对于以前期间已费用化的

支出不再作调整 C．购买无形资产的价款超过正常信用条件

延期支付，实质上具有融资性质，应当以购买价款的现值为

基础确定 D．投资者投入的无形资产，其成本按投资合同或

协议约定的价款确定 12.S公司以180万元的价格对外转让一项

专利权。该项专利权系S公司以410万元的价格购入，购入时

该专利权预计使用年限为10年，法律规定的有效使用年限

为11年。转让时该专利权已使用7年。转让该专利权应交的营

业税为9万元，该无形资产按直线法摊销。假定不考虑其他相

关税费。该专利权在第7年年末计提减值准备24万元。S公司

转让该专利权所获得的净收益为（ ）万元。 A．72 B．48 C

．45.91 D．45 13.甲公司用一项无形资产换入乙公司的一台设

备，此项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中，甲公司为换出无形资产交纳

的营业税的正确处理方法是（ ）。 A．作为甲公司支付的相

关税费，计入甲公司换入固定资产的成本 B．不用作处理 C

．减少无形资产的处置损益，计入营业外收支 D．计入营业

税金及附加 14.L企业用一项专利权偿还所欠W企业的债务90

万元，专利权的账面原价为100万元，已计提的累计摊销额

为20万元，减值准备5万元，则L企业在债务重组中获得的损

益为（ ）万元。 A．收益15万元 B．损失10万元 C．收益10万

元 D．损失15万元 15.下列各项中，说法正确的是（ ）。 A．



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的残值，一定为零 B．对于使用寿

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应每年末进行减值测试 C．对于使用

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有证据表明其使用寿命有限时，要

对以前没有摊销的年限进行追溯调整 D．使用寿命有限的无

形资产和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都应在每个会计年度

末进行减值测试 16.企业让渡无形资产使用权形成的租金收入

，计入（ ）。 A．营业外收入 B．其他业务收入 C．冲减营

业外支出 D．主营业务收入 17.企业改变自有土地使用权的用

途，用于赚取租金或资本增值时，应将其转为（ ）。 A．继

续在无形资产中核算 B．固定资产 C．投资性房地产 D．金融

资产 18.下列各项中，不会引起无形资产账面价值发生增减变

动的是（ ）。 A．对无形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B．转让无形资

产所有权 C．摊销无形资产 D．发生无形资产的后续支出 二

、多项选择题 1.关于无形资产的核算与固定资产核算，下列

说法正确的是（ ）。 A．计提减值准备的思路相同 B．固定

资产计提折旧与无形资产成本的摊销的处理思路相同 C．固

定资产计提折旧与无形资产摊销的起止时间的确认原则不同

D．固定资产与无形资产的后续支出的处理思路相同 2.企业

按期（月）计提无形资产的摊销，借方科目有可能为（ ）。

A．管理费用 B．其他业务成本 C．销售费用 D．制造费用 3.

外购无形资产的成本，包括（ ）。 A．购买价款 B．进口关

税 C．其他相关税费 D．可直接归属于使该项无形资产达到

预定用途所发生的其他支出 4.下列属于研究活动的是（ ）。

A．意在获取知识而进行的活动 B．研究成果或其他知识的应

用研究、评价和最终选择 C．材料、设备、产品、工序、系

统或服务替代品的研究 D．新的或经改进的材料、设备、产



品、工序、系统或服务的可能替代品的配制、设计、评价和

最终选择 5.下列有关土地使用权的会计处理，正确的是（ ）

。 A．土地使用权用于自行开发建造厂房等地上建筑物时，

土地使用权与地上建筑物一般应当分别进行摊销和提取折旧

B．房地产开发企业取得土地用于建造对外出售的房屋建筑物

，相关的土地使用权应当计入所建造的房屋建筑物成本 C．

企业改变土地使用权的用途，将其作为用于出租或增值目的

时，应将其账面价值转为投资性房地产 D．企业外购的房屋

建筑物支付的价款无法在地上建筑物与土地使用权之间分配

的，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4 号固定资产》规定，确认

为固定资产原价 6.通常情况下，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应

当在其预计使用年限内摊销。但是，如果预计使用年限超过

了相关合同规定的受益年限或法律规定的有效年限，应按以

下原则确定摊销年限的是（ ）。 A．合同没有规定受益年限

，法律规定有效年限的，摊销年限不应该超过有效年限 B．

合同规定受益年限，法律也规定了有效年限的，摊销年限按

照不短于10年摊销 C．合同规定受益年限，法律也规定了有

效年限的，摊销年限按二者中较短者摊销 D．合同规定受益

年限，法律没有规定有效年限的，摊销年限不应当超过受益

年限 7.无形资产的可收回金额是按下面（ ）两者中的较大者

确定。 A．无形资产的账面原值 B．无形资产的公允价值减

去处置费用后的金额 C．无形资产的净值 D．无形资产的预

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 8.关于无形资产取得成本的确定，下

列说法中正确的有（ ）。 A．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中（

吸收合并），购买方取得的无形资产应以其在购买日的公允

价值计量 B．通过政府补助取得的无形资产，应按公允价值



确定其成本 C．企业取得的土地使用权，通常应当按取得时

所支付的价款及相关税费确定无形资产的成本 D．通过分期

支付价款方式购入的无形资产，应按所取得无形资产购买价

款的现值计量其成本，现值和长期应付款之间的差额作为未

确认融资费用，在付款期内按照实际利率法摊销 9.下列事项

中，可能影响企业当期利润表中营业利润的有（ ）。 A．计

提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B．接受其他单位捐赠的专利权 C．出

租无形资产取得的租金收入 D．新技术项目研究过程中发生

的人工费用 10.下列有关无形资产的会计处理中，不正确的是

（ ）。 A．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不应摊销，但应于

每个会计期末进行减值测试 B．转让无形资产所有权取得的

收入计入其他业务收入 C．转让无形资产使用权取得的收入

计入营业外收入 D．购入但尚未投入使用的、使用寿命有限

的无形资产的成本不应进行摊销 11.下列各项中，属于无形资

产的确认条件的是（ ）。 A．必须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 B．

是没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的非货币性资产 C．与该无形资产

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 D．该无形资产的成本能够

可靠计量 12.对于企业自行进行的研究开发项目，在开发阶段

，满足下列（ ）条件时，可将有关支出计入无形资产的成本

。 A．完成该无形资产以使其能够使用或出售在技术上具有

可行性 B．具有完成该无形资产并使用或出售的意图 C．有

足够的技术、财务和其他资源支持 D．归属于该无形资产开

发阶段的支出能够可靠地计量 三、判断题 1.无形资产的成本

只能采用直线法进行摊销。（ ） 2.企业自行开发无形资产发

生的研发支出，无论是否满足资本化条件，均应先在“研发

支出”科目中归集。（ ） 3.企业自行进行的研究开发项目，



在研究阶段发生的有关支出，符合资本化条件的予以资本化

。（ ） 4.房地产开发企业取得的土地使用权用于建造对外出

售的房屋建筑物的，其相关的土地使用权的价值应当计入所

建造的房屋建筑物成本。（ ） 5.无形资产是指企业为生产商

品、提供劳务、出租给他人、或为管理目的而持有的、没有

实物形态的非货币性长期资产。（ ） 6.自行开发并按法律程

序申请取得的无形资产， 应按在研发过程中发生的材料费用

、直接参与开发人员的工资及福利费、开发过程中发生的租

金、借款费用，以及注册费、聘请律师费等费用作为无形资

产的实际成本。（ ） 7.工业企业为建造生产车间而购入的土

地使用权，应先通过工程物资核算。 （ ） 8.无形资产预期不

能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应先将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转入

“管理费用”科目，期末转入“营业外支出”。（ ） 9.出售

无形资产属于企业的日常活动，出售无形资产所取得的收入

应通过“其他业务收入”科目核算；而出租无形资产属于企

业的非日常活动，出租取得的收入通过营业外收支核算。（ 

） 10.对于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如果有证据表明其使

用寿命是有限的，则应按会计政策变更处理，对以前未摊销

的年限追溯调整。（ ） 四、计算题 1.W公司2008年1月11日，

从L公司购买一项专利权，经与L公司协议采用分期付款方式

支付款项。假定合同规定，该项专利权总计9 000 000元，每

年末付款3 000 000元，两年付清。假定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6

％，3年期年金现值系数为2.673。 要求：编制W公司购买专

利权相关的会计分录。 2.北方公司正在研究和开发一项新工

艺，2007年1至7月发生的各项研究、调查、试验等费用120万

元，2007年10月至12月发生材料人工等各项支出70万元，



在2007年9月末，该公司已证实该项新工艺能够研发成功，并

满足无形资产确认标准。2008年1至6月又发生材料费用、直

接参与开发人员的工资、场地设备等租金和注册费等支出210

万元。2008年6月末该项新工艺完成，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要求做出相关的会计处理。（答案以万元为单位） 3.L电子有

限公司2006年1月1日以银行存款280万元购入一项商标权。该

项无形资产的预计使用年限为10年，2009年末预计该项无形

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为110万元，尚可使用年限为5年。另外，

该公司2007年1月内部研发成功并可供使用非专利技术的无形

资产的入账价值210万元，且一直（截至2009年末）无法可靠

预见这一非专利技术为企业带来未来经济利益的期限，2009

年末预计其可收回金额为170万元，预计该非专利技术可以继

续使用4年，该企业按直线法摊销无形资产，计算2009年末计

提无形资产减值准备和2010年的摊销金额，并编制会计分录

。 4.甲企业外购的一项专利权专门用于该企业产品的生产

，2008年末，甲企业对外购专利权的账面价值进行了检查，

发现市场上存在对甲企业产品的销售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因

素。该专利权的入账时原值为9 000万元，已累计摊销3 375万

元（包括2008年摊销额），该无形资产按直线法进行摊销，

剩余摊销年限为5年。按2008年末该项专利权市场的行情，如

果此时甲企业将该专利权予以出售，则在扣除发生的律师费

和其他相关税费后，可以获得5 400万元。但是，如果甲企业

继续利用该专利权进行产品生产，则在未来5年内预计可获得

的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为4 700万元（假定使用年限结束时处

置收益为零）。2009年4月1日甲企业将该专利权出售，价款5

800万元已收存银行，营业税税率为5％，应交营业税290万元



。要求计算2008年计提无形资产减值准备和2009年出售专利

权的会计分录。（答案以万元为单位） 5.S股份有限公司2006

年至2009年无形资产业务有关的资料如下： （1）2006年12

月3日，以银行存款360万元购入一项无形资产（不考虑相关

税费）。该无形资产的预计使用年限为10年，其他采用直线

法进行摊销该无形资产。 （2）2008年12月31日对该无形资产

进行减值测试时，该无形资产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是230

万元，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为240万元。减值测试

后该资产的使用年限不变。 （3）2009年4月1日，S公司将该

无形资产对外出售，取得价款275万元并收存银行（不考虑相

关税费）。 要求： （1）编制购入该无形资产的会计分录； 

（2）计算2006年12月31日无形资产的摊销金额及编制会计分

录； （3）计算2007年12月31日该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 （4

）计算该无形资产2008年年底计提的减值准备金额并编制会

计分录； （5）计算该无形资产出售形成的净损益； （6）编

制该无形资产出售的会计分录。 （答案中的金额单位用万元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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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