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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19/2021_2022_2005_E5_B9_

B4_E4_BC_9A_c44_519174.htm 一、单选题 1、某种股票的期

望收益率为10%，其标准离差为0.04，风险价值系数为30%，

则该股票的风险收益率为（ ）。 A. 40% B. 12% C. 6% D. 3% 

参考答案：B 答案解析： 标准离差率＝标准离差/期望值

＝0.04/10％＝0.4 风险收益率＝风险价值系数×标准离差率

＝0.4×30％＝12％。（教材P53） 2. 根据财务管理理论，按照

资金来源渠道不同，可将筹资分为（ ）。 A. 直接筹资和间接

筹资 B. 内源筹资和外源筹资 C. 权益筹资和负债筹资 D. 短期

筹资和长期筹资 参考答案：C 答案解析：按照资金来源渠道

不同，可将筹资分为权益筹资和负债筹资。（教材P56） 3. 某

企业按年率5.8%向银行借款1000万元，银行要求保留15%的补

偿性余额，则这项借款的实际利率约为（ ）。 A. 5.8% B.

6.4% C. 6.8% D. 7.3% 参考答案：C 答案解析：实际利率＝5.8

％/（1－15％）×100％＝6.8％。（教材P100） 4. 在计算优先

股成本时，下列各因素中，不需要考虑的是（ ）。 A. 发行优

先股总额 B. 优先股筹资费率 C. 优先股的优先权 D. 优先股每

年的股利 参考答案：C 答案解析：优先股成本＝优先股每年

股利/[发行优先股总额×（1－优先股筹资费率）]，其中并未

涉及到优先股的优先权。（教材P127） 5. 下列各项中，运用

普通股每股利润（每股收益）无差别点确定最佳资金结构时

，需计算的指标是（ ）。 A. 息税前利润 B. 营业利润 C. 净利

润 D. 利润总额 参考答案：A 答案解析：每股收益无差别点法

就是利用预计的息税前利润与每股收益无差别点的息税前利



润的关系进行资金结构决策的。 6. 下列资金结构调整的方法

中，属于减量调整的是（ ）。 A. 债转股 B. 发行新债 C. 提前

归还借款 D. 增发新股偿还债务 参考答案：C 答案解析：AD

属于存量调整；B属于增量调整。（教材P171） 7. 将企业投资

区分为固定资产投资、流动资金投资、期货与期权投资等类

型所依据的分类标志是（ ）。 A. 投入行为的介入程度 B. 投

入的领域 C. 投资的方向 D. 投资的内容 参考答案：D 答案解

析：根据投资的内容，投资可以分为固定资产投资、无形资

产投资、开办费投资、流动资金投资、房地产投资、有价证

券投资、期货与期权投资、信托投资、保险投资等。（教

材P179） 8. 在投资收益不确定的情况下，按估计的各种可能

收益水平及其发生概率计算的加权平均数是（ ）。 A. 实际投

资收益（率） B. 期望投资收益（率） C. 必要投资收益（率）

D. 无风险收益（率） 参考答案：B 答案解析：期望投资收益

是在投资收益不确定的情况下，按估计的各种可能收益水平

及其发生概率计算的加权平均数。（教材P183） 9. 在计算由

两项资产组成的投资组合收益率的方差时，不需要考虑的因

素是（ ）。 A. 单项资产在投资组合中所占比重 B. 单项资产

的β系数 C. 单项资产的方差 D. 两种资产的协方差 参考答案

：B 答案解析：根据教材P186投资组合收益率方差的计算公

式，其中并未涉及到单项资产的贝它系数。 10. 下列各项中，

不属于投资项目现金流出量内容的是（ ）。 A. 固定资产投资

B. 折旧与摊销 C. 无形资产投资 D. 新增经营成本 参考答案：B

答案解析：折旧与摊销属于非付现成本，并不会引起现金流

出企业，所以不属于投资项目现金流出量内容。（教材P206

～208） 11. 如果某投资项目的相关评价指标满足以下关系



：NPV＞0，NPVR＞0，PI＞1，IRR＞ic，PP＞n/2，则可以得

出的结论是（ ）。 A. 该项目基本具备财务可行性 B. 该项目

完全具备财务可行性 C. 该项目基本不具备财务可行性 D. 该

项目完全不具备财务可行性 参考答案：A 答案解析：主要指

标处于可行区间（NPV≥0，NPVR≥0，PI≥1，IRR≥ic），

但是次要或者辅助指标处于不可行区间（PP＞n/2，PP撇

＞P/2或ROI＜i），则可以判定项目基本上具备财务可行性。

（教材P250） 12. 下列各项中，属于证券投资系统性风险（市

场风险）的是（ ）。 A，利息率风险 B. 违约风险 C. 破产风

险 D. 流动性风险 参考答案：A 答案解析：证券投资系统性风

险包括利息率风险、再投资风险、购买力风险；其余各项属

于证券投资的非系统风险。（教材P277－278） 13. 下列各项

中，不能衡量证券投资收益水平的是（ ）。 A. 持有期收益率

B. 到期收益率 C. 息票收益率 D. 标准离差率 参考答案：D 答

案解析：标准离差率衡量的是证券投资的风险。 14. 下列各项

中， 属于现金支出管理方法的是（ ）。 A. 银行业务集中法 B

合理运用“浮游量” C. 账龄分析法 D. 邮政信箱法 参考答案

：B 答案解析：现金支出管理的方法包括合理利用“浮游量

”；推迟支付应付款；采用汇票付款；改进工资支付方式。

（教材P319） 15. 在计算存货保本储存天数时，以下各项中不

需要考虑的因素是（ ）。 A. 销售税金（营业税金） B. 变动

储存费 C. 所得税 D. 固定储存费 参考答案：C 答案解析：存

货保本储存天数＝（毛利－固定储存费－销售税金及附加）/

每日变动储存费，其中并未涉及到所得税。（教材P348） 16. 

相对于其他股利政策而言，既可以维持股利的稳定性，又有

利于优化资本结构的股利政策是（ ）。 A. 剩余股利政策 B. 



固定股利政策 C. 固定股利支付率政策 D. 低正常股利加额外

股利政策 参考答案：D 答案解析：低正常股利加额外股利政

策的优点包括：具有较大的灵活性；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维

持股利的稳定性，又有利于企业的资金结构达到目标资金结

构，是灵活性与稳定性较好的相结合。（教材P369） 17. 下列

各项中， 不属于股票回购方式的是（ ）。 A. 用本公司普通

股股票换回优先股 B. 与少数大股东协商购买本公司普通股股

票 C. 在市上直接购买本公司普通股股票 D. 向股东标购本公

司普通股股票 参考答案：A 答案解析：股票回购方式包括：

在市场上直接购买；向股东标购；与少数大股东协商购买。

（教材P377） 18. 下列项目中， 原本属于日常业务预算，但

因其需要根据现金预算的相关数据来编制因此被纳入财务预

算的是（ ）。 A. 财务费用预算 B. 预计利润表 C. 销售费用预

算 D. 预计资产负债表 参考答案：A 答案解析：财务费用预算

就其本质而言属于日常业务预算，但由于该预算必须根据现

金预算中的资金筹措及运用的相关数据来编制，因此将其纳

入财务预算范畴。（教材P433）〕 19. 不论利润中心是否计算

共同成本或不可控成本， 都必须考核的指标是（ ）。 A. 该

中心的剩余收益 B. 该中心的边际贡献总额 C. 该中心的可控利

润总额 D. 该中心负责人的可控利润总额 参考答案：B 答案解

析：当利润中心不计算共同成本或不可控成本时，其考核指

标是利润中心的边际贡献总额；当利润中心计算共同成本或

不可控成本，并采用变动成本法计算成本时，其考核指标是

利润中心的边际贡献总额、利润中心负责人可控利润总额、

利润中心可控利润总额。（大纲P117） 20. 在分权组织结构下

， 编制责任预算的程序通常是（ ）。 A. 自上而下、层层分



解 B. 自上而下、层层汇总 C. 由下而上、层层分解 D. 由下而

上、层层汇总 参考答案：D 答案解析：在分权组织结构下， 

编制责任预算的程序通常是由下而上、层层汇总。（大

纲P119） 21. 如果流动负债小于流动资产，则期末以现金偿付

一笔短期借款所导致的结果是（ ）。 A. 营运资金减少 B. 营

运资金增加 C. 流动比率降低 D. 流动比率提高 参考答案：D 

答案解析：流动负债小于流动资产，假设流动资产是300万元

，流动负债是200万元，即流动比率是1.5，期末以现金100万

元偿付一笔短期借款，则流动资产变为200万元，流动负债变

为100万元，所以流动比率变为2（增大）。原营运资金＝300

－200＝100万元，变化后的营运资金＝200－100＝100万元（

不变）。 22. 下列各项展开式中不等于每股收益的是（ ）。

A. 总资产收益率×平均每股净资产 B. 股东权益收益率×平均

每股净资产 C. 总资产收益率×权益乘数×平均每股净资产 D.

主营业务收入净利率×总资产周转率×权益乘数×平均每股

净资产 参考答案：A 答案解析：每股收益＝股东权益收益率

×平均每股净资产 ＝总资产收益率×权益乘数×平均每股净

资产 ＝主营业务收入净利率×总资产周转率×权益乘数×平

均每股净资产（教材P521～522） 23. 在没有通货膨胀的条件

下，纯利率是指（ ）。 A. 投资期望收益率 B. 银行贷款基准

利率 C. 社会实际平均收益率 D. 没有风险的均衡点利率 参考

答案：D 答案解析：纯利率是指没有风险、没有通货膨胀情

况下的均衡点利率。（教材P20） 24. 下列各项中，不能协调

所有者与债权人之间矛盾的方式是（ ）。 A. 市场对公司强行

接收或吞并 B. 债权人通过合同实施限制性借款 C. 债权人停止

借款 D. 债权人收回借款 参考答案：A 答案解析：为协调所有



者与债权人之间矛盾，通常采用的方式是：限制性借债；收

回借款或停止借款。（教材P25） 25. 某企业于年初存入银

行10000元，假定年利息率为12%，每年复利两次。已知（F/P

，6%，5）=1.3382，（F/P，6%，10）= 1.7908，（F/P，12%

，5）=1.7623，（F/P，12%，10）=3.1058，则第5年末的本利

和为（ ）元。 A. 13382 B. 17623 C. 17908 D. 31058 参考答案：C

答案解析：第5年末的本利和＝10000×（F/P，6%，10）

＝1790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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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