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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4_B8_AD_E7_BA_c49_455163.htm 201、 资产负债表中的“

待摊费用”项目的金额应包括：“待摊费用”科目的期末借

方余额、“预提费用”科目的期末借方余额。 202、资产负债

表中能直接根据某一科目总帐余额填列的有：实收资本、短

期借款、资本公积。 203、 企业将一项投资确认为现金等价

物应当满足的条件有：期限短、流动性强、易于转换为已知

金额的现金、价值变动风险很小。 204、 不会引起现金变动

的项目有：到期未级收回的应收票据转为应收帐款、赊购商

品、计提坏帐准备。 205、 不减少现金的费用和损失包括：

固定资产折旧、无形资产摊销、转固定资产盘亏、结转固定

资产清理净损失。 206、 经济业务属于经营活动引起的流入

项目有：收到出租固定的租金收入、购货退回而收到的退货

款、收到出口退回的增值税款。 207、 属于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有：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融资租赁所支付的租

赁费、减少注册资本所支付的现金。 208、 相关财务比率是

同一时期财务报表及有关资料中两项相关数值的比率，这类

比率包括：尝债能力比率、赢利能力比率、营运能力比率。

209、 动态比率是财务报表及有关财会资料中某项目不同时期

的两项数值的比率，这类比率可分为：环比比率和定基比率

。 210、 财务分析的基本方法有：比较分析法、比率分析法

、趋势分析法。 211、 反映尝债能力的比率有：已获利息倍

数、现金比率。 212、 反映营运能力的比率有：存货周转天

数、应收帐款周转次数。 213、 反映赢利能力的比率有：净



值报酬率、市盈率。 214、 计算速动比率时，把存货从流动

资产中剔除，原因是：存货变现速度最慢、存货可能存在盘

亏、毁损，存货可能已充当了抵押品、存货可能已降价。 215

、 流动比率过高，可能说明：企业流动资产占用较多，应收

帐款占用过多，在产品、产成品呆滞、积压。 216、 企业净

资产收益率的计算公式有：净利润/平均净资产×100%、净利

润/[(年初净资产 年末净资产)/2] ×100%、净利润/年度末股东

权益×100%；217、 下列几项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履行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履行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境内履行的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218

、 以下几项属于无效合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

人利益的合同、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损害社会公

共利益的合同、违法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219、 下面

几项属于效力未定合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

无权代理人订立的合同。220、 申请人民法院或仲裁机关确认

合同无效，应依据：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

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221、 在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按照

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习惯仍不能确定发情况下，应该按照下面

的方法履行合同：质量要求不明确，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

准旅行，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按照通常标准或者符

合符号合同目的的特定标准履行；价款或者报酬不明确的，

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履行期限不明确的

，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要求随时履行，但应

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履行费用的负担不明确的，由履

行义务一方负担。222、 应当先履行债务的当事人，有确切证



据证明对方有以下情形之一时，可以中止履行：经营状况严

重恶化；转移资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丧失商业信誉

；有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行债务的其他情形。223、 合同的转

让必须具备如下要件：才能发生法律效力：必须有合法有效

的合同关系存在，合同的转让应当符合法律规定的程序，合

同的转让必须由让与人与受让人达成协议，合同的转让必须

合法且不得违反社会公共利益。224、 有下列情形之一，难以

履行债务，债务人可以将标的物提存：无正当理由拒绝受领

；下落不明；死亡未确定继承人；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未确定

监护人。225、 我国的《担保法》规定，担保方式包括：保证

、质押、留置、定金。226、 下列部门不能作为保证人：学校

、幼儿园、医院等以公益事业为目的的事业单位；以公益为

目的的社会团体；没有法人书面授权的企业法人分支机构；

企业法人的职能部门。227、 以下财产可以抵押：抵押人所有

的房屋和其他地上定着物；抵押人所有的机器、交通运输工

具和其他财产；抵押人依法有权处分的国有的土地使用权、

房屋其他地上定着物.228、 下列几项可以成为权利质押的物

质：汇票、支票、本票、债券、存款单、仓单、提单；依法

可以转让的股份、股票；依法可以转让的商标专有权、专利

权、著作权。229、 关于公司特征的提法，下列几项是正确的

：公司是依照公司法规定设立的社会经济组织；公司是依赢

利为目的的法人组织；公司必须是企业法人，独立承担民事

责任。230、 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以生产经营

为主的公司人民币50万元；以商品批发为主的公司人民币50

万元；以商业零售为主的公司人民币30万元；科技开发、咨

询、服务性公司人民币10万元；231、 股东会对公司的下列几



项做出决议，必须经过代表2/3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增加

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公司分立、合并、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

式；修改公司章程。232、 在下列情况下，可以提议召开临时

会议：代表1/4以上表决权的股东提议；1/3以上的董事提议

；1/3以上监事提议。233、 董事会是股东会的执行机构，对

股东会负责，行使以下职权等：负责召集股东会，并向股东

会报告工作；执行股东会的决议；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

资方案。234、 监事会或者监事行使的职权包括：当董事或经

理的行为损害公司的利益时，要求董事和经理予以纠正；检

查公司财务；对董事、经理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法规

或者公司章程的行为进行监督。235、 下列情形不得担任公司

的董事、监事、经理：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

力；因犯有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罪或者破坏社

会经济秩序罪，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5年，或者因犯罪

被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5年；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

执照的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并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

公司、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3年；个人所负数额较

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236、 国有独资公司的合并、分立、解

散、增减资本、发行公司债券必须由国家授权的机构或代表

国家授权的部门决定。237、 股份有限公司的创立大会行使的

职权：审议发起人关于公司筹办情况的报告；通过公司章程

；选举董事会及监事会成员；对公司设立费用进行审核。238

、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在2个月内召开临时鼓动大会：董

事人数不足法定人数或者公司章程所定人数的2/3时；公司未

弥补的亏损达股本总额的1/3时；持有公司股份10%以上的股

东请求时；股东会认为必要时。239、 公司发行新股必须具备



的条件：前一次发行股份已募足，并间隔一年以上；公司在

最近三年内连续赢利，并可向股东支付股利；公司在最近三

年内财务会计文件无虚假记载。240、 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

上市必须符合：公司股本总额不少于人民币5000万元；开业

时间三年以上，最近三年连续赢利；公司股本总额超过人民

币4亿元的，其向社会公开发行股份的比率为15%以上；公司

在最近三年内无重大违法行为，财务会计报告无虚假记载，

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条件。241、 发行公司债券，必须符合下列

条件：股份有限公司净资产额不低于3000万元，有限责任公

司净资产额不低于6000万元；最近三年平均可分配利润足以

支付公司债券一年的利息；筹集的资金投向符合国家产业政

策；债券的利率不得超过国务院限定的利率水平。242、 关于

公司合并、分立的提法，以下是正确的：公司合并可以采取

吸收合并和新设合并两种形式；一个公司吸收其他公司为吸

收合并，被吸收的公司解散；两个以上公司合并设立一个新

的公司为新设公司，合并各方解散；公司应当自作出合并或

分立决议之日起10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30日内在报纸上至

少广告3次。243、 公司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可以解散：公司

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股东会决议解散；因公司合并或

者分立需要解散的；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时

。244、 公司依法解散成立的清算组在清算期间行使以下职权

：清理公司财产，分别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通知或

公告债权人；清理债权、债务；代表公司参与民事诉讼活动

。245、 证券是表示一定权利的书面凭证，即记载并代表一定

权利的书面文书。包括：股票、债券、证券投资基金券。246

、 证券法禁止的证券交易行为包括：市场操作、虚假陈述、



欺诈客户。247、 有关证券公司办理经纪业务，下列表述是正

确的：不得接受客户的全权委托；客户的证券买卖委托，无

论是否成交，其委托记录应当按照规定的期限，保存于证券

公司；证券公司应置备统一制定的证券买卖委托书；证券公

司不得以任何方式对客户证券买卖的收益或者赔偿证券买卖

的损失作出承诺。248、 证券时市场主体构成包括：证券投资

者、证券交易服务机构、证券公司、证券交易场所。249、 我

国《证券法》规定，证券交易所应当从其得到或收取的下列

费用中提取一定比例的金额设立风险基金：交易费用、会员

费、席位费。250、 《证券法》规定提出股票上市交易申请的

文件包括：上市报告书、公司章程、最近一次招股说明书

。251、 当以下情况出现时，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决

定暂停公司债券的上市交易：公司有重大违法行为；公司对

所募集的资金不按照审批机关批准的用途使用；公司情况发

生重大变化，不符合公司债券上市的条件。252、 工业产权包

括：发明、外观设计、实用新型；253、 我国的注册商标实行

自愿注册原则，但法律规定生产和销售下列产品必须使用注

册商标：降压药物、香烟。254、 根据《商标法》规定，下列

行为属于侵犯商标专用权：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

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相近的商

标的；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的；伪造、擅自制造他

人注册商标标识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

的；在同一种或者类似的商品上，将与他人在注册商标相同

或相近的文字、图形作为商品名称或者商品装潢使用，并足

以造成误认的；255、 根据《专利法》的规定，以下提出专利

申请时，应该按照实用新型申报：对产品的构造提出适于实



用的新的技术方案；对产品的形状提出适于实用的新的技术

方案；256、 甲委托乙开发一项科技成果，乙顺利完成，双方

就科技成果的专利申请权、使用权未做约定，那么双方的权

利应该按如下方法分配：乙享有专利申请权、甲、乙都有使

用权。数值型数据的图示：直方图、折线图。257、 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是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

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基

本确定开始，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整个历史阶段

。258、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我国具有特殊的含义表明了

我国现阶段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说明我国实现的社会主义

还不成熟、不完善。259、 在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形

式全民所有制、集体公有制。260、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

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

济制度。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表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

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

导作用。261、 市场经济的存在和正常运行必须具体必须具备

：市场主题具有自主性，完善的市场体系和健全的市场机制

，规范的市场运作规则，间接的宏观调体系262、 市场经济的

一般特征：一切经济活动都被直接或间接地纳入市场关系之

中，企业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的市

场主体，政府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所以的经济

活动都是在一整套法律法规体系的约束下进行的。263、 构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环节包括：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塑造出充满活力的微观经济主体，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

场体系，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完善的宏观调体系，建立以

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建立



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264、 个体所有制的基本特征是：生

产资料归劳动者个人所有；主要依靠个体劳动从事生产经营

活动；产品和收入归劳动者所有；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它

从属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265、 典型的集体所有制的基本

特征是：财产所有权基本上集中在集体单位内部；集体经济

单位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劳动者收入完全取决于本单

位的生产经营状况；集体单位的领导人由本单位劳动者民主

选举产生。266、 如果产权的所有者对他所拥有的权利具有排

他的使用权、收入的独享权、自由的转让权，那么他所拥有

的产权就是完整的，否则就是产权的残缺。267、 一个有效的

产权制度应当包括明确的产权规则、清晰的企业产权结构、

有效的产权保护制度。268、 在市场经济中，产权制度的功能

主要表现在确立排他性产权关系，界定交易界区、确定产权

主体的行为边界，规范交易行为，界定财产最终归属，保护

产权主体不受侵害。269、 现代企业制度的主要内容包括企业

资产：所有者和企业经营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企业资产

所有者的有限财产责任制度，法人财产制度，法人治理结

构270、 按生产要素分配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提高资源

配置效率的有效途径。271、 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实行按

劳分配的直接原因是：旧的社会分工的存在，劳动差别的存

在，劳动仍具有谋生的性质272、 社会成员之间收分配的不平

等除来自收入分配方式本身外，也与其他因素有关，这些因

素包括：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

经济体制是否完善和经济政策是否正确；市场经济运行过程

中经营风险与机遇的存在273、 经济发展比经济增长具有更广

的外延，它不仅包括经济增长，还包括伴随着经济增长而出



现的：技术进步、结构优化、福利改善、制度变迁、人与自

然之间关系的进一步和谐。274、 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主

要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投入量、生产要素的效率。275、 影响

生产要素效率高低的因素主要有：技术进步和管理效率的提

高、制度创新、知识积累和人力资本的增进。276、 实现经济

增长方式转换的核心是通过：制度创新、技术进步、管理的

改善来提高生产要素的效率。277、 为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

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必须：加快实现高技术产业化，

实现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增加教育投入；深化体制改革，

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78、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当一国处于景气上升阶段时，经济上可能出现的一般特征

是：市场需求旺盛，就业机会增加；投资持续增长，产量不

断扩大；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会有不同程度的提高。279、 在

市场经济条件下，当一国处于景气下降时，经济上可能出现

的一般特征是：投资需求下降，失业增加，居民收入水平下

降，消费需求不足；市场疲软，产品滞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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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