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年一级建造师工程经济练习含解释（3）一级建造师考试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93/2021_2022_2009_E5_B9_

B4_E4_B8_80_c54_593173.htm 1 、关于项目财务评价指标说法

正确的是（ ）。 A、动态评价指标强调利用复利方法计算资

金时间价值，它将不同时间内资金的流入和流出，换算成同

一时点的价值B、动态评价指标为不同方案的经济比较提供了

可比基础，并能反映方案在未来时期的发展变化情况 C、静

态评价指标的最大特点是计算简便 D、在对方案进行粗略评

价，或对短期投资项目进行评价，以及对于逐年收益大致相

等的项目，可采用静态评价指标 E、在项目财务评价时，应

选用动态评价指标 标准答案：A, B, C, D 解 析：E应为：在项

目财务评价时，应根据评价深度要求、可获得资料的多少以

及评价方案本身所处的条件，选用多个不同的指标，从不同

侧面反映评价方案的财务评价效果。 2、项目增量财务现金

流量表的计算指标有（ ）。 A、财务净现值 B、财务内部收

益率 C、投资回收期 D、资本金内部收益率 E、投资各方收益

率 标准答案：A, B, C 解 析：A、B、C是项目财务现金流量表

和项目增量财务现金流量表的计算指标，D是资本金财务现

金流量表和资本金增量财务现金流量表的计算指标，E是投资

各方财务现金流量表的计算指标。 3 、不属于经营成本的是

（ ）。 A、折旧费 B、维简费 C、摊销费 D、利息支出 E、修

理费 标准答案：A, B, C, D 解 析：经营成本＝总成本费用－折

旧费－维简费－摊销费－利息支出＝外购原材料、燃料及动

力费 工资及福利费 修理费 其他费用 4 、下列关于现金流量构

成的基本要素说法正确的有（ ）。 A、对生产多种产品和提



供多项服务的，应分别计算各种产品及服务的销售(营业)收

入 B、项目寿命期结束时，固定资产的残余价值( 一般指当时

市场上可实现的预测价值)对于投资者来说是一项在期末可回

收的现金流入 C、在工程经济分析中，折旧费、维简费、无

形资产及其他资产摊销费只是项目内部的现金转移 D、贷款

利息是使用借贷资金所要付出的代价，对于项目来说是实际

的现金流出E、在资本金财务现金流量表中应考虑利息支出，

因此，经营成本中包括利息支出 标准答案：A, B, C, D 解 析

：E应为：贷款利息是使用借贷资金所要付出的代价，对于项

目来说是实际的现金流出，但在评价项目总投资的经济效果

时，并不考虑资金来源问题，故在这种情况下也不考虑贷款

利息的支出；在资本金财务现金流量表中由于已将利息支出

单列，因此，经营成本中也不包括利息支出。由此可见，经

营成本是从投资方案本身考察的，在一定期间( 通常为一年)

内由于生产和销售产品及提供劳务而实际发生的现金支出。

4 、下面关于税费说法正确的有（ ）。 A、在财务评价中，

营业税按营业收入额乘以营业税税率计算 B、消费税是针对

特定消费品征收的税金，在财务评价中，一般按特定消费品

的销售额乘以消费税税率计算 C、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

附加，以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为税基乘以相应的税率计

算 D、资源税是对开采自然资源的纳税人征税的税种，通常

按应课税矿产的销售收入乘以单位税额计算 E、所得税，按

应税所得额乘以所得税税率计算 标准答案：A, B, C, E解 析：

进行评价时应说明税种、税基、税率、计税额等。如： ①增

值税，财务评价的销售收入和成本估算均含增值税。②营业

税，在财务评价中，营业税按营业收入额乘以营业税税率计



算。③消费税是针对特定消费品征收的税金，在财务评价中

，一般按特定消费品的销售额乘以消费税税率计算。④城市

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以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为税

基乘以相应的税率计算。⑤ 资源税是对开采自然资源的纳税

人征税的税种，通常按应课税矿产的产量乘以单位税额计算

。⑥所得税，按应税所得额乘以所得税税率计算。如有减免

税费优惠，应说明政策依据以及减免方式和减免金额。 5 、

项目财务现金流量表的计算指标有（ ）。 A、财务净现值 B

、财务内部收益率 C、投资回收期 D、资本金内部收益率 E、

投资各方收益率 标准答案：A, B, C 解 析：A、B、C是项目财

务现金流量表和项目增量财务现金流量表的计算指标，D是

资本金财务现金流量表和资本金增量财务现金流量表的计算

指标，E是投资各方财务现金流量表的计算指标。 6 、关于财

务现金流量表说法正确的是（ ）。 A、财务现金流量表主要

用于财务评价 B、财务现金流量表的计算方法与常规会计方

法不同 C、项目财务现金流量表是以项目为一独立系统，从

融资前的角度进行设置的 D、通过项目财务现金流量表可计

算项目财务内部收益率、财务净现值和投资回收期等评价指

标 E、资本金财务现金流量表反映投资者各方权益投资的获

利能力 标准答案：A, B, C, D 解 析：资本金财务现金流量表是

从项目法人(或投资者整体)角度出发， 以项目资本金作为计

算的基础，把借款本金偿还和利息支付作为现金流出，用以

计算资本金内部收益率，反映投资者权益投资的获利能力。

投资各方财务现金流量表是分别从各个投资者的角度出发，

以投资者的出资额作为计算的基础，用以计算投资各方收益

率。 7 、属于经营成本的是（）。 A、外购原材料、燃料及



动力费 B、工资及福利费 C、修理费 D、其他费用 E、折旧费 

标准答案：A, B, C, D 解 析：经营成本＝总成本费用－折旧费

－维简费－摊销费－利息支出＝外购原材料、燃料及动力费 

工资及福利费 修理费 其他费用 8 、下面关于现金流量图说法

正确的是（ ）。 A、现金流量图是一种反映经济系统资金运

动状态的图式 B、以横轴为时间轴，向右延伸表示时间的延

续 C、对投资人而言，在横轴上方的箭线表示现金流入，即

表示收益；在横轴下方的箭线表示现金流出，即表示费用 D

、箭线与时间轴的交点即为现金流量发生的时间单位初 E、

现金流量有三要素，即： 现金流量的大小(现金数额)、方向(

现金流入或流出)和作用点( 现金发生的时间点) 标准答案：A,

B, C, E解 析：D应为：箭线与时间轴的交点即为现金流量发

生的时间单位末。（以零为起点） 9、偿债能力指标主要有

（ ）。 A、借款偿还期 B、利润备付率 C、偿债备付率 D、

返本期 E、动态投资回收期 标准答案：A, C 解 析：偿债能力

指标主要有：借款偿还期、利息备付率、偿债备付率。 10 、

下面关于利息备付率说法正确的是（ ）。 A、利息备付率也

称已获利息倍数，是指项目在借(百考试题)款偿还期内各年

可用于支付利息的税息前利润与当期应付利息费用的比值 B

、税息前利润利润总额与计入总成本费用的利息费用之和，

即税息前利润＝利润总额 计入总成本费用的利息费用 C、当

期应付利息 计入总成本费用的全部利息 D、利息备付率可以

分年计算，也可以按整个借款期计算。但分年的利息备付率

更能反映偿债能力 E、对于正常经营的项目，利息备付率应

当大于1。否则，表示项目的付息能力保障程度不足 标准答

案：A, B, C, D 解 析：对于正常经营的项目，利息备付率应当



大于2。否则，表示项目的付息能力保障程度不足。尤其是当

利息备付率低于1时，表示项目没有足够资金支付利息，偿债

风险很大。 11 、下面关于偿债备付率说法正确的是（ ）。 A

、偿债备付率是指项目在借款偿还期内，各年可用于还本付

息的资金与当期应还本付息金额的比值 B、可用于还本付息

的资金包括可用于还款的折旧和摊销、成本中列支的利息费

用、可用于还款的利润等 C、当期应还本付息的金额包括当

期应还贷款本金额及计入成本费用的利息。 D、偿债备付率

从付息资金来源的充裕性角度反映项目偿付债务利息的能力

，它表示使用项目税息前利润偿付利息的保证倍率 E、偿债

备付率正常情况应当大于l，且越高越好。当指标小于1 时，

表示当年资金来源不足以偿付当期债务，需要通过短期借款

偿付已到期债务。 标准答案：A, B, C, E 解 析：偿债备付率表

示可用于还本付息的资金偿还借款本息的保证倍率。正常情

况应当大于l，且越高越好。当指标小于1 时，表示当年资金

来源不足以偿付当期债务，需要通过短期借款偿付已到期债

务。而利息备付率从付息资金来源的充裕性角度反映项目偿

付债务利息的能力，它表示使用项目税息前利润偿付利息的

保证倍率。故D错误。 12、下面关于财务净现值说法正确的

是（ ）。 A、财务净现值(FNPV)指标考虑了资金的时间价值

，并全面考虑了项目在整个计算期内的经济状况B、经济意义

明确直观，能够直接以货币额表示项目的盈利水平C、不足

之处是必须首先确定一个符合经济现实的基准收益率，而基

准收益率的确定往往是比较困难的D、在互斥方案评价时，

财务净现值必须慎重考虑互斥方案的寿命，如果互斥方案寿

命不等，必须构造一个相同的分析期限，才能进行各个方案



之间的比选 E、财务净现值能够真实反映项目投资中单位投

资的使用效率 标准答案：A, B, C, D 解 析：E应为：财务净现

值(FNPV) 是评价项目盈利能力的绝对指标，财务净现值不能

真正反映项目投资中单位投资的使用效率。 13 、下面属于资

金成本中的筹资费的是（ ）。 A、委托金融机构代理发行股

票而支付的注册费和代理费 B、向银行贷款而支付的手续费

C、使用发行股票筹集的资金，向股东支付红利 D、使用发行

债券和银行贷款借入的资金，要向债权人支付利息 E、委托

金融机构代理发行债券而支付的注册费和代理费 标准答案

：A, B, E 解 析：资金成本是为取得资金使用权所支付的费用

，主要包括筹资费和资金的使用费。筹资费是指在筹集资金

过程中发生的各种费用，如委托金融机构代理发行股票、债

券而支付的注册费和代理费等，向银行贷款而支付的手续费

等。资金的使用费是指因使用资金而向资金提供者支付的报

酬，如使用发行股票筹集的资金，要向股东支付红利；使用

发行债券和银行贷款借入的资金，要向债权人支付利息等。

14 、下面属于资金成本中的资金的使用费的是（ ）。 A、委

托金融机构代理发行股票而支付的注册费和代理费 B、向银

行贷款而支付的手续费 C、使用发行股票筹集的资金，向股

东支付红利 D、使用发行债券和银行贷款借入的资金，要向

债权人支付利息 E、委托金融机构代理发行债券而支付的注

册费和代理费 标准答案：C, D 解 析：资金成本是为取得资金

使用权所支付的费用，主要包括筹资费和资金的使用费。筹

资费是指在筹集资金过程中发生的各种费用，如委托金融机

构代理发行股票、债券而支付的注册费和代理费等，向银行

贷款而支付的手续费等。资金的使用费是指因使用资金而向



资金提供者支付的报酬，如使用发行股票筹集的资金，要向

股东支付红利；使用发行债券和银行贷款借入的资金，要向

债权人支付利息等。 15 、确定基准收益率的基础是（ ）。 A

、资金成本 B、机会成本 C、投资风险 D、通货膨胀 E、基准

折现率 标准答案：A, B 解 析：确定基准收益率的基础是资金

成本和机会成本，而投资风险和通货膨胀则是必须考虑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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