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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A4_A7_E4_B8_9C_E5_c43_603829.htm 单项选择题(下列各

小题备选答案中，只有一个符合题意的正确答案。请将选定

的答案，按答题卡要求，用2B铅笔填涂答题卡中相应的信息

点。多选、错选、不选均不得分。)1. 企业2003年10月1日，

向A公司销售商品100件，售价1000元/件，因批量销售给予购

货方20%的商业折扣，增值税率为17%，发运商品时代垫运杂

费1000元，现金折扣条件为2/10，1/20，n/30。则企业应收帐

款的入帐价值应为（ ）。A: 94600 B: 81000 C: 101000 D:

1180002. 会计人员审核原始凭证时发现其金额有差错，应由

（ ）。A: 原制单人重开 B: 经办人更正 C: 会计人员更正 D: 审

批人员更正3. 手工核算下，总分类账簿应采用（ ）。A: 活页

账簿 B: 卡片账簿 C: 订本账簿 D: 备查账簿4. 费用类账户期末

结账后，应是（ ）。A: 贷方余额 B: 借方余额 C: 没有余额 D: 

贷方或借方余额5. 企业外购商品一批，已验收入库，货款已

付，根据这笔业务的有关原始凭证应该填制的记账凭证是（ 

）。A: 收款凭证 B: 付款凭证 C: 转账凭证 D: 累计凭证6. 下列

项目中，不通过“其他货币资金”科目核算的是（ ）。A: 存

出投资款 B: 银行本票存款 C: 信用卡存款 D: 银行承兑汇票7. 

下列原材料损失项目中，应计入营业外支出的是（ ）。A: 计

量差错引起的原材料盘亏 B: 原材料运输途中发生的合理损耗

C: 自然灾害造成的原材料净损失 D: 人为责任造成的原材料损

失8. 某企业因火灾原因盘亏一批材料200000元，该批材料的

进项税为34000元。收到各种赔款20000元，材料入库5000元。



报经批准后，应计入营业外支出账户的金额为（ ）元。A:

209000 B: 214000 C: 234000 D: 1750009. 下列项目中，不应计入

短期投资取得成本的是（ ）。A: 实际支付的价款中含有的已

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 B: 支付的购买价格 C: 支付的

手续费 D: 支付的相关税金10. 某企业购买面值为1000万元的公

司债券作为长期投资，共支付价款1150万元，其中包括手续

费4万元，到期时一次还本付息债券应计利息46万元。假定购

入债券的相关费用作为当期损益处理。该项债券投资时应记

入“长期债权投资”账户的金额为（ ）万元。A: 1150 B: 1146

C: 1104 D: 110011. 某企业2001年1月1日发行3年期面值为250万

元的债券，票面利率10%，企业按面值出售，截止2002年底企

业为此项应付债券所承担的财务费用是（ ）万元。A: 50 B: 40

C: 55 D: 6012. 对有限责任公司而言，如有新投资者介入，新

介入的投资者缴纳的出资额大于其按约定比例计算的其在注

册资本中所占的份额部分，应计入的科目为（ ）。A: 实收资

本 B: 营业外收入 C: 资本公积 D: 盈余公积13. 在受托方收取手

续费代销方式下，企业在委托其他单位销商品的情况下，商

品销售收入确认的时间是（ ）。A: 发出商品日期 B: 受托方发

出商品日期 C: 收到代销单位的代销清单日期 D: 全部收到款

项14. 某企业“应收账款”科目月末借方余额20000元，其中

：“应收甲公司账款”明细科目借方余额15000元，“应收乙

公司账款”明细科目借方余额5000元，“预收账款”科目月

末贷方余额15000元，其中：“预收A工厂账款”明细科目贷

方余额25000元，“预收B 工厂账款”明细科目借方余额10000

元，月末资产负债表中“应收账款”项目的金额为（ ）。A:

20000 B: 5000 C: 15000 D: 3000015. 某企业购建厂房过程中耗用



工程物资实际成本50万元；在建工程人员工资10万元，提取

工程人员福利费1.4万元；支付的耕地占用税1万元；领用本企

业生产经营用材料5万元，该批材料增值税为0.85万元。该厂

房完工后，其原始价值为（ ）万元。A: 67.25 B: 67.4 C: 68.25

D: 61.7516. 某企业为一般纳税企业购进原材料一批，发票中价

税合计为234000元，该批材料增值税税率为17%。运输过程中

保险费600元，入库前的整理挑选费400元。该批原材料的采

购成本为（ ）元。A: 200000 B: 234000 C: 201000 D: 24400017. 

某企业月初库存材料100吨，每吨为1400元，当中又购进两批

，第一批300吨，每吨1 600元，第二批100吨，每吨1500元，

当月发出240吨，则月末该材料的加权平均单价为（ ）。A: 1

540 B: 1 640 C: 1 542 D: 1 78418. 本月应交增值税的借方发生额

小于贷方发生额，其余额应在（ ）科目中反映。A: 应交税金

未交增值税的借方 B: 应交税金未交增值税的贷方 C: 应交税金

应交增值税的借方 D: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的贷方19. 企业在

固定资产清查中盘盈的固定资产，其入账价值应为（ ）。A: 

历史成本 B: 同类固定资产的市场价格，减去按该项资产的新

旧程度估计的价值损耗后的余额 C: 重置完全价值 D: 成本与

可变现净的值孰低的价值20. 企业专设销售机构的无形资产摊

销应记入（ ）科目。A: 管理费用 B: 营业费用 C: 主营业务成

本 D: 其他业务支出多项选择题(下列各小题备选答案中，有

两个或两个以上符合题意的正确答案。请将选定的答案，按

答题卡要求，用2B铅笔填涂答题卡中相应的信息点。多选、

少选、错选、不选均不得分。)1. 根据借贷记账法的账户结构

，账户借方登记的内容有（ ）。 A: 费用的增加 B: 所有者权

益的减少 C: 收入的增加 D: 负债的减少 2. 下列明细账中，可



采用数量金额式账簿的有（ ）。 A: 原材料明细账 B: 库存商

品明细账 C: 管理费用明细账 D: 应付账款明细账 3. 会计电算

化核算的主要内容包括（ ）A: 设置会计科目电算化 B: 填制会

计凭证电算化 C: 登记会计账簿电算化 D: 编制会计报表电算

化 4. 下列各项支出中，属于资本性支出的是（ ）。A: 融资租

入固定资产的安装调试费 B: 购入固定资产所支付的增值税 C: 

购买土地使用权的支出 D: 支付管理人员工资 5. 下列属于应收

票据核算范围的有（ ）。A: 商业承兑汇票 B: 信用卡存款 C: 

银行汇票 D: 银行承兑汇票 6. 某增值税一般纳税企业委托外单

位将A货物加工成B货物，B货物为应税消费品，B货物收回后

用于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甲产品。该货物委托加工中发生的

下列支出中，计入B货物成本的是（ ）。A: A货物的实际成本

B: 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加工费 C: 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

的增值税 D: 受托单位代收代交的消费税 7. 下列项目中，属于

营业外收入核算的内容（ ）。A: 出售固定资产取得的净收益

B: 罚没收入 C: 无法支付的应付账款 D: 接受现金捐赠 8. 企业

存货发生盘盈盘亏，应先计入“待处理财产损益”科目，待

查明原因后分别转入（ ）。A: 营业外支出 B: 营业外收入 C: 

管理费用 D: 其他应收款 9. 下列事项影响现金流量变动的项目

有（ ）。 A: 从银行提取备用现金 B: 支付所欠的应付购货款

C: 用银行存款买机器设备 D: 用银行存款购买另一家公司股票

（非现金等价物） 10. 下列项目中，属于企业存货范围的有（

）。A: 已经购入但尚未运达本企业的货物 B: 已售出但货物尚

未运离本企业的存货 C: 已经运离企业但尚未售出的存货 D: 

已发出的委托代销商品但尚未收到代销清单的存货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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