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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本部分的主要内容包括：现金流量表、其他财务会计报

告、财务报表分析。 二、主要考点（一）现金流量表 1.掌握

现金流量表的概念和作用、基本格式和内容、编制要求及各

项目的编制方法 2.熟悉现金流量的含义 （二）其他财务会计

报告 1.熟悉会计报表附表的内容 2.掌握会计报表附注的概念

、作用和内容 （三）财务报表分析1， 熟悉财务报表分析的

目的2， 掌握财务报表分析的主要方法、一般步骤，熟悉财

务报表分析的主要依据和资料来源、比率分析法中常用的比

率和比较分析法中的指标评价标准3， 掌握反映偿债能力、

营运能力和盈利能力的各项指标的含义、作用及计算方法 三

、内容讲解（一）现金流量表 1.概念和作用 概念：现金流量

表是反映企业在一定会计期间内有关现金和现金等价物的流

入和流出的报表。 这里对现金的衡量是从流动性上看的，现

金包括企业库存现金、可随时支付的存款，现金等价物指企

业持有的期限短、流动性强、易于转换为已知金额的现金、

价值变动风险很小的投资。现金流量指一定会计期间内企业

现金和现金等价物流入和流出的数量。若企业发生的经济业

务只涉及现金各项目之间的变动或只涉及非现金项目之间的

变动，则不会影响现金流量；只有发生的经济业务涉及现金

各项目和非现金各项目之间的变动时，才会影响现金流量。 

作用：编制现金流量表，主要是为企业报表使用者提供企业

一定会计期间内现金和现金等价物的流入和流出信息，以便



于报表使用者了解和评价企业获取现金和现金等价物的能力

，并据以企业未来现金流量。 单选（2004年试题）：在企业

发生的下列经济业务中，影响现金流量的有（）A,现金存入

银行 B,用固定资产偿还债务C,用原材料对外投资 D,用银行存

款购买材料 答案：D单选（2004年试题）：下列各项中，一

定不会引起现金流量表中现金数额变动的是（）A,从银行提

取现金 B,非现金资产的增加或减少C,长期负债的增加或减少

D,所有者权益的增加或减少答案：A 2.内容和格式 内容：报

表正表和补充资料两部分正表采用报告式，分为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量、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和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补充资料包括：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的现金

流量（即按间接法编制经营活动现金流量）；不涉及现金收

支的投资和筹资活动；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情况。 3.编

制方法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的编制方法 直接法：通过现

金收入和支出的主要类别反映企业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 间

接法：以本期净利润为起算点，调整不涉及现金的收入、费

用、营业外收支以及应收应付等项目的增减变动，据此计算

并列示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 我国企业按直接法编制现金流

量正表，按间接法编制补充资料。 在编制过程中，对于 “其

他”类科目，如价值较大，则应单列项目反映。 例题：多选 

下列各项经济业务属于经营活动引起的现金流入的有（ ）。

A 收到出租固定资产的租金收入 B 购货退回而收到的退货款

C 收到出口退回的增值税款 D 取得债券利息收入所收到的现

金 答案：ABC 解析：D项属于投资活动所收到的现金。

-----------------------------------------------------------------------

-------- （二）其他财务会计报告 1.会计报表附表 包括：资产



减值准备明细表、股东权益增减变动表、应交增值税明细表

、利润分配表、分部报表等。 多选（2004年试题）：下列报

表中，属于我国现行企业会计制度规定企业编制的会计报表

附表的有（）A,资产减值明细表 B,财务状况变动表C,利润分

配表 D,股东权益增减变动表E,现金流量表答案：ACD 2.会计

报表附注 对会计报表的编制基础、编制依据、编制原则和方

法及主要项目等所作的解释。 3.财务情况说明书 对企业一定

会计期间内生产经营、资金周转和利润实现及分配等情况的

综合性说明。

-----------------------------------------------------------------------

--------- （三）财务报表分析的意义和内容 意义 ：会计报告

的编制是一种综合，会计报告的分析则是一种分解。 内容：

分析企业的偿债能力、营运能力和盈利能力。 （四）财务报

表分析的基本方法 一般程序：第一，明确分析目的，制定分

析工作计划；第二，收集有关的信息资料；第三，根据分析

目的，运用科学的分析方法，对资料做比较和研究；第四，

做出分析结论，提出分析报告。1.比率分析法 常用的三种比

率：相关比率、结构比率和效率比率。 例题：多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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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这类比率包括（ ）。A 偿债能力比率 B 营运能力比率 C 盈

利能力比率 D 结构比率 答案：ABC 2.比较分析法 最基本的分

析方法。按比较对象，可分为：绝对数比较分析、绝对数增

减变动分析、百分比增减变动分析。按比较标准，可分为：

实际指标同计划指标比较，本期指标同上期指标比较；本企

业指标同国内外先进企业指标比较。该方法要注意所用指标

的可比性。常用的评价标准：公认指标、行业指标、本企业



目标指标、历史指标。 3.趋势分析法 具体做法：编制绝对数

趋势会计报表；编制相对数趋势会计报表

-----------------------------------------------------------------------

--------- （五）财务报表分析的基本指标 1.偿债能力分析 是

指企业偿还到期债务的能力，包括短期偿债能力和长期偿债

能力。 短期偿债能力衡量指标： （1）流动比率 = 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一般认为流动比率应维持在2：1左右，不宜过高

或过低。 （2）速动比率 = 速动资产/流动负债 =（流动资产-

存货）/ 流动负债，速动资产包括货币资金、短期投资和应收

帐款等，等于流动资产减存货，因为存货是企业流动资产中

流动性最差的一种。采用速动比率指标时，要注重对应收帐

款变现能力的分析。（3）现金比率 = 现金/流动负债 这三个

指标分母相同，分子范围逐渐缩小，反映短期偿债能力越来

越严格。 例题：多选 流动比率过高，可能表明（ ）。A 企业

的流动资产占用较多 B 应收账款占用过多 C 难以如期偿还债

务 D 在产品、产成品呆滞、积压 答案：ABD 长期偿债能力衡

量指标： 资产负债率 = 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产权比率 = 负

债总额/所有者权益总额 = 负债总额/（资产总额-负债总额）

； 有形资产负债率 = 负债总额/（资产总额-无形资产净值）

。 这三个指标分子相同，分母范围逐渐缩小。反映长期偿债

能力越来越严格 已获利息倍数 = 息税前利润/利息费用 多选

（2004年试题）：下列各项属于反映企业偿债能力的指标有

（）A, 净资产总额 B, 资产负债率C, 流动比率 D, 总资产周转

率E, 利润总额答案：BC2.营运能力分析 指标：应收账款周转

率和应收账款周转天数，存货周转率和存货周转天数，流动

资产周转率，总资产周转率。这几个指标都是在数值上越大



，则企业营运能力越强。 公式：应收帐款周转次数= 主营业

务收入净额 / 应收帐款平均余额主营业务收入净额= 主营业务

收入  销售退回、转让和折扣应收帐款平均余额=（期初应收

帐款 期末应收帐款）/ 2应收帐款周转天数= 360 / 应收帐款周

转次数例题：单选 某企业年销售收入为3000万元，其中销货

退回、转让和折扣30%，应收账款年初数为199万元，年末数

为398万元，则应收账款周转率为（ ）。 A.4 B.5 C.6 D.7 答案

：D 解析：应收账款周转率=（3000*70%）/[（199 398）/2]=7

。 3.获利能力分析 是指企业获取利润的能力。主营业务净利

润率 = 净利润/主营业务收入净额 资产净利润率 = 净利润/资

产平均总额资本收益率= 净利润/实收资本（股本） 净资产收

益率 = 净利润/所有者权益平均余额注意净资产收益率和资本

金利润率分母不同，所有者权益范围要大于实收资本。 普通

股每股收益=（净利润-优先股股利）/ 发行在外的普通股股数

市盈率 = 普通股每股市场价格/普通股每股收益资本保值增值

率=期末所有者权益 / 期初所有者权益 单选（2004年试题）：

资产净利润率是反映企业（）能力的指标。A,偿债 B,盈利 C,

发展 D,营运答案：B 例题：单选 某公司普通股股票每股面值1

元,每股市价3元，每股利润0.2元，每股股利0.15元，该公司无

优先股，则该公司市盈率为（ ）。 A. 15% B. 20% C.15D.20 答

案：C 解析：市盈率=3/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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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