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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8_B5_84_c47_544617.htm 一、单项选择题1.财务评价多用

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以（ ）为主的办法进行。财务评

价是项目可行性研究的核心内容，其评价结论是决定项目取

舍的重要决策依据。 A.动态 B.静态 C.动态与静态 D.以上均不

正确 【正确答案】A 【答案解析】财务评价多用静态分析与

动态分析相结合，以动态为主的办法进行。 2.经营成本与总

成本费用的大小关系是（ ）。 A．经营成本等于总成本费用

B．经营成本大于总成本费用 C．经营成本小于总成本费用 D

．无法确定它们的大小关系 【正确答案】C 【答案解析】经

营成本=总成本费用-折旧费-摊销费-利息支出 所以经营成本

小于总成本费用。 3.根据财务评价指标体系，按评价指标是

否考虑资金价值分类，可分为静态评价指标和（ ）指标。 A.

时间性评价 B.价值性评价 C.比率性评价 D.动态评价 【正确答

案】D 【答案解析】根据是否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分为静

态评价指标和动态评价指标。根据指标的性质可分为时间性

、价值性和比率性指标。 4.现金流量表是对建设项目计算期

内各年的现金流量系统的反映，用以计算各项静态和动态评

价指标，进行项目财务盈利。按投资计算基础的不同，现金

流量表分为项目投资的现金流量表、项目资本金现金流量表

和（）流量表。 A.投资各方现金 B.自有资金现金 C.借入资金

现金 D.综合资金现金 【正确答案】A 【答案解析】现金流量

表是对建设项目计算期内各年的现金流量系统的反映，用以

计算各项静态和动态评价指标，进行项目财务盈利。按投资



计算基础的不同，现金流量表分为项目投资的现金流量表、

项目资本金现金流量表和投资各方现金流量表。 5.折旧在财

务现金流量中是属于（）。 A．现金流入 B．现金流出 C．经

营成本 D．不考虑项目 【正确答案】D 【答案解析】现金流

量表反映项目在计算期内逐年发生的现金流入和现金流出。

与常规会计方法不同，现金收支在何时发生就在何时计算，

不作分摊。由于投资已按其发生的时间作为一次性支出被计

入现金流出，所以不能再以折旧和摊销方式计算现金流出。

6.借款还本付息表的结构包括两大部分，即借款和还本付息

部分及（ ）。 A.财务内部收益率指标 B.偿债能力分析指标 C.

现金流量分析指标 D.项目盈利能力分析指标 【正确答案】B 

【答案解析】借款还本付息表的结构包括两大部分，即借款

和还本付息部分及偿债能力分析指标。 7.企业实现的利润在

缴纳所得税后，一般应进行以下几方面的分配：①弥补以前

年度亏损；②向投资者分配利润；③提取任意公积金；④提

取法定公积金。其正确的分配顺序应是（ ）。 A．①一④一

③一② B．①一②一③一④ C．④一②一③一① D．②一①一

④一③ 【正确答案】A 【答案解析】利润首先要弥补原来的

亏损，然后缴纳相应的公积金，最后剩下的才是属于自己的

，可以当作盈利来给各个投资者分配。 8.财务内部收益率是

指项目在整个计算期内各年净现金流量现值累计（ ）时的折

现率。 A.等于零 B.大于零 C.小于1 D.大于1 【正确答案】A 【

答案解析】财务内部收益率是指项目在整个计算期内各年净

现金流量现值累计等于零时的折现率。它的经济含义是在项

目终了时，保证所有投资全部被回收的折现率。 9.某建设项

目的现金流量如下表，若基准收益率为12％，则该方案的净



现值为（ ）万元。 年份（年末）01234 现金流入（万元

）050505060 现金流出（万元）10010101010A．27．88 B．72

．45 C．34．20 D．35．52 【答疑编号6920,点击提问】 【您

的答案】 【正确答案】A 【答案解析】-100 （50-10）（P/A

，12%，3） （60-10）（P/F，12%，4） =-100 40×2.402 50

×0.567 =-100 96.08 31.8 =27.88（万元） 10.某项目财务评价时

，当ic=18％时，NPV=100万元；当ic=22％时，NPV=-100万

元，则该项目的IRR为（ ）。 A．19％B．20％C．19．5％D

．20．5％ 【正确答案】B 【答案解析】采用内差法：

IRR=18% 100*4%/（100 100）=20% 11.根据下表中的现金流量

数据，计算出该投资方案的投资回收期为（ ）。 单位：万元 

年份每年净现金流量累计净现金流量 0-270-270 152-280

250.8-167.2 349.6-117.6 448.4-69.2 5117.248 A．4年 B．4.4年 C

．4.6年 D．5年 【正确答案】C 【答案解析】投资回收期=项

目累计净现值出现正值或为零的年份-1 出现正值前一年累计

净现金流量的绝对值/出现正值年份的净现金流量 =5-1

69.2/117.2=4.6年 12.在偿债能力指标中，关于利息备付率的说

法正确的是（ ）。 A.应当大于1，一般情况下不宜低于2 B.应

当小于1 C.一般情况下不应高于2 D.应当大于3 【正确答案】A

【答案解析】利息备付率应当大于1，并结合债权人的要求确

定。根据我国企业的历史数据分析，一般情况下利息备付率

不宜低于2。 13.下列指标中，属于住宅小区功能评价指标的

是（ ）。 A．平均每套建筑面积 B．土地利用系数 C．平面

系数 D．居住建筑密度 【正确答案】D 【答案解析】小区住

宅功能性评价指标主要有：容积率、住宅平均层数、居住建

筑密度、居住建筑面积密度、人口净密度、人口毛密度、建



筑面积密度、建筑毛密度、平均每户居住用地面积、住宅层

数面积、绿化覆盖率、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公共建筑面积及

其居住建筑面积之比、工程造价。 14.某住宅小区居住建筑面

积为96000m2，居住小区用地总面积为240000m2，公共建筑面

积与居住建筑面积之比为0.3：l，则该小区的容积率为（ ）。

A．0.40 B．0.48 C．0.52 D．0.60 【正确答案】C 【答案解析

】住宅小区的容积率=总建筑面积/居住小区用地总面

积=96000×（1 0.3）/240000=0.52 15.评估人员拟对某建筑工程

进行功能评价，共有甲、乙、丙三项指标。已知指标甲与乙

、乙与丙的重要度比值分别为0.5和1.5，则采用环比评分法时

指标乙的权重值为（ ）。 A.0.23 B.0.25 C.0.31 D.0.46 【正确答

案】D 【答案解析】1.求修正重要度比值甲、乙、丙分别

为0.75、1.5、1 2.修正重要度比值合计3.25 3.乙指标权

重=1.5/3.25=0.4615 二、多项选择题1.财务评价的基本报表包

括（ ）。 A．现金流量表 B．利润与利润分配表 C．总投资

使用计划与资金筹措表 D．营业收入估算表 E．资产负债表 

【正确答案】ABE 【答案解析】财务评价的基本报表有：现

金流量表、利润与利润分配表、财务计划现金流量表、资产

负债表和借款还本付息估算表等。 2.在建设项目财务评价指

标体系中，属于静态评价指标的有（ ）。 A.财务内部收益率

B.财务外部收益率 C.投资利润率 D.财务净现值 E.利息备付率 

【正确答案】CE 【答案解析】项目财务评价指标根据是否考

虑资金时间价值，可分为静态评价指标和动态评价指标，其

中静态评价指标包括：投资回收期、借款偿还期、投资利润

率、投资利税率、资本金利润率、利息备付率、偿债备付率

；动态评价指标包括：投资回收期、财务静现值、财务内部



收益率。 3.在实际应用中，内部收益率的计算都采取近似计

算方法，其步骤为（ ）。 A．根据已有的经验，选定一个适

当的折现率i0 B．根据投资方案的现金流量情况，利用选定的

折现率i0，求出所用的方案的净现值NPV C．若NPVlt.0，则

适当使i0减小 D．反复验算NPV值，直到找出两个折现率i0

和i1，其所对应的净现值NPV1lt.0，其中i2-i1一般不超过2％

～5％ E．采用线性插值公式求出内部收益率的近似解 【正确

答案】BCDE 【答案解析】A选项错在不能根据已有的经验来

选择，应该要根据投资方案的现金流量情况来初步选择。所

以A不能选。 4.常见的还本付息方式包括：（ ）。 A．隔三

差五还款 B．最大额偿还 C．等额还本付息 D．逐年还本年末

付息 E．期末本利和一次付清 【正确答案】BCDE 【答案解

析】常见的还本付息方式包括：最大额偿还方式，逐年等额

还本、年末付息方式，本利等额偿还方式，年末付息、期末

一次还本方式，期末本利和一次付清。 5.常用的建筑工程功

能评价的方法从大的方面来讲有（ ）。 A．多比例评分法 B

．专家评议法 C．综合评分法 D．对比求和评分法 E．功能系

统评分法 【正确答案】BC 【答案解析】常用的建筑工程功

能评价的方法有专家评议法和综合评分法。其余的都是细分

后的方法，与题干要求的从大的方面来讲有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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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