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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2天我深刻反省了考试准备过程中的一些弊端以及几个重点

地方的个人理解，共勉。一反思：1 心态，心态狠重要，细

节决定成功，心态更决定成功，所说处事的态度-中庸，这个

中庸对于我们来说也狠重要，中庸绝对不是说消极的态度，

而是要求我们必须有 棵忍耐，承受，平稳的心积极的主动的

出击，做好提前量的工作。CPA考试必须把他当成一个系统

的工程来对待，后期准备过程中 我的心态不稳，有自骄自傲

， 狂妄自大的心理作怪，所以要始终有个平稳，谦虚，谨慎

的态度去学习。2要深信老师，跟着老师的方向走。不要怀疑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击，这些老师肯定是这方面的专

家，因此按照老师的方法要求把握教材的精髓。3于丹讲 过

一个故事：有一个国王每天都在思考什么事最重要？什么时

间最重要？有一天，他出去玩，住在一个老人家，睡觉的过

程中，他被惊醒，一个浑身是血的人闯进老 人家，请求避难

，这个老人就把就把他藏起来了。后来哪个人走了国王问为

什么敢收留那个人？老人说，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事就

是马上去做，最重要的时间就 是当下，我觉得这个故事的意

思呢就是说在学习过程中遇到什么就学什么不要推，不要等

，不要忽视非重点章节。不要想以后学习，我今年比较吃亏

的是3个选择 题，这个3个选择题不难，但是我要丢分，因

为14 21 22 一直没学，到后来想学 也静不下心去学了，因为重

点章也发现自己很多不会的东西要突 破，所以推啊推的就一



直没学习，这几分对于一个58 分的卷子是多重要的事情？客

观题不能丢，也丢不起，必须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学到什么

地方，这个地方 就是最重要的 待解决的事情，4 必须背书既

背定义，背公式，背例题！的要求其一背书死记硬背背定义

，定义就是基础，定义就是方法，定义 就是万变不离其中的

道！对于我们初次学习的人来说是先背后理解，是背的基础

上去理解，而不是理解的基础上去背！新教材，很多定义未

接触过，谈什么理解，例 如在学金融工具的时候，在学所得

税的时候，什么叫交易性金融资产，什么叫计税基础？没法

先理解，学习负债计税基础的时候，就背诵这个定义，然后

反推，就是 未来不可以抵扣的事项，因为定义是 帐面价值减

未来可以抵扣的事项！所以定义背下来了，就知道该如何理

解了，理解了，脑海里的定义就有深刻的印象，就会很 轻松

的去解决一个综合性的问题，例如今年最后一个综合题 第1

问，是什么类型的合并，我觉得比较完美的回答：非同一控

制下的控股合并，这个就设涉及到了第 25章第1节的有关定义

，定义不背下来，怎么在半分钟之内把这个题答出来？其二

背例题，按照教材例题的方法，顺序去回答问题！例如在增

殖税 计算免 抵 退，必须把教材的例题的处理方法背下来，计

算过程中的 那些名词必须背下来，如 当期免 抵 退 不得棉征 

抵扣税额 ，如果没背下来又怎么可能很流畅的 回答问题呢？

其三 背公式，按照教材公式的要求的顺序去回答问题，一个

综合题的回答顺序就是按照公式里的各个构成要素分拆回答

问题。财管的资本资产定价模 型，在考这个方面知识的时候 

当然要把无风险报酬率 算出来，然后再计算风险报酬率，我

印象去年最后一个综合题的答题思路就是定义，公式的构成



要素去回答 如何计算。5 必须多做题，做大题！我计划今年8 

月份 9月份全部用来做模拟卷，因为审计该的地方不会变动

狠多，所以今年的7月份下半月开始 到8月末必须开始做大题

，难题，然后9月份回归到抓基础，抓重点,抓客观题，今年

时间太短了，税法吃亏在于9月份忽略了做题，因为以前哪个

网校挤兑张老师的习题课件迟迟不发布,导致了习题班的速度

比较晚,而张老师的习题班的难度也再次让自己发觉一些缺陷

，这样就导致了税法练习题少做了不少,结果忽略了税法的练

习最后导致结果考试的时候速度上不来， 速度上不来，结果

题会做达不完，所以明年首要的任务就是多做题，做大题，

嗷嗷做题，要写，多训练自己的脑袋反映速度，多训练自己

的写字速度。 这些事情也是我在今年的备考过程中要注意的

，我会按照这个反思去学习今年新教材的，因为审计对于我

来说就是一个陌生的学科！！二 总结一下教材有关难点我个

人的理解：这总结我希望大家看一下，尤其关于追溯调整我

的处理方法上，很简单，可以说，今年考试最后一个综合题

先别管我结果是否正确，但是我不到20分钟做完，完全依靠

的就是下边的公式第3章教材P47摊余成本，是指该金融资产

的初始确认金额经下列调整后的结果：（一）扣除已偿还的

本金；（二）加上或减去采用实际利率将该初始确认金融与

到期日金额之间的差额进行摊销形成的累计摊销额；（三）

扣除已发生的减值损失（仅适用于金融资产）。总结:1 此定

义只是给出了概念，没具体涉及到实际利率法的实质,为什么

会发生溢价或者折价呢? 见教材P2262 （二）解释的关键就是

一个差额问题,既借方反映面值部分与贷方的银行存款之间的

差额反映为利息调整.3 深刻把握债券价值想面值回归的过程,



那么溢价的累计摊消金额肯定要冲初始成本了，折价相反，

这个摊消金额也就是与原－－-利息调整科目 相反的方向。掌

握实际利率法如何对初始确认的借贷方差额反映的利息调整

进行摊销问题.实际利率法的原理还是要确认投资方真正的投

资收益,投资收益肯定是面值*利率 （溢 价折价下是滩余成本*

实际利率）,根据溢价折折的内涵,投资方在贷方反映的投资收

益应该是名义收入-溢价本期摊销 （ 折价本期摊销）.教材的

两个典型例题 P48表3-1 P50 表3-3 ,其实没有把每期摊销折价反

映出来,这就容易带来错觉.而这对于单利计息 的表3-3 的计算

更是致命的,表3-3似乎给人的表象就是不必考虑单利计算的利

息了，所以计算结果根据此表容易弄错,这里增加一个列,标明

单利经典例题：参考模4单选的讲解！或者轻松过关模3最后

一个综合题，只有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才是最典型摊余成本实

际利率法核算 关键 ：帐面价值与摊余成本是两个体系！必须

严格按照 P47 定义去操作这个问题！2 P80 存货期末计价存货

分为两类，商品存货与材料存货，商品存货有价格发现属性

，材料存货没有价格发现属性，如果材料有价格发现属性也

就是商品存货了，商品存货的价格就是市场价格或者合同价

格，材料存货因为没有价格发现属性，所以必用其产成品价

格计算其自身的可变现净值！那么就要按照P80二 定义 去处

理！还是背定义熟练的结果！3长期股权投资问题：一 P99-3 

只需记住（1）的处理，（2） （3）不太符合实际，我们分析

一下，资本市场信息对称，被投资单位资产期末公允价值怎

么可能小于其帐面价值？被投资单位的会计会严格执行第10

章资产减值处理的！所以只存在（1）的情况，这个很关键，

会涉及到我总结追溯调整公式的运用基础条件之一二 购买法



的核心，购买法的核心就是取得了控制权，在够买日作为权

益法核算的基础之日开始持续计算！仔 细分析一下P103例-14 

此题为多次交易分步实现控制，所以以 2次投资之日为权益

法核算的基础开始持续计算，P104例-15，最初投资时点就可

以取得了控制权，所以原投资时点为购买日，以原投资时间

开始持续计算权 益法的核算！那么处置之日的可辨认净资产

的公允价值不具有任何实质意义，因为权益法已经站在原投

资时点既购买日开始持续计算处理了！三 追溯调整法的公式

，这 个公式是我根据习题班第26章最后一个大题总结出来的

，对于我这个初次学会计 有关追溯调整处理，我是自我感觉

良好，非常适用。今年考试最后一个综合题， 我无论正确与

否，但是20分钟之内搞定，完全靠的是这个公式，这个公式

，简单明了，不需要分析题目中的那些条件，直接把数字代

入公式，然后根据公式分析两 种方法的差异，既可直接进行

追溯调整！所以对于追溯调整这块，这个公式掌握了，不论

你往前追几年，只要分区间，分段追溯调整一汇总结果就出

来了，整个处理 过程不到5分钟就可以搞顶，而且不容易错

！！！公式理论条件之一P99-3-（1）既被投资单位分配股

利20均冲减损益调整科目，理论条件之二P496例-4 －－（3）

关于原10%的处理问题，理论条件之三P493-（七）理论条件

之四 P450-（一）追溯调整法的定义！公式如下：BTW：以

下所有表达必须在卷子中写出来成本法：①冲减的成本或者

恢复的成本②确认的投资收益（说明：这两个步骤具体要求

见教材P95-（三）的公式，这个步骤记忆方法，就是成本与

收益相关，要想有收获必须有付出，所以先计算成本，后计

算收益）③帐面价值－－－－既成本法本年末核算的最终结



果权益法：①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变动金额－

－－－（这步为选项，如果对于多次交易分步实现控制有意

义，也就是对于P103例14 P496例4 有意义，所以这两类例题

此步必写出来，如果对于P104例15 类 减资取得控制权没有意

义，可不必写出来）②被投资单位调整后的净利润－－-（必

须写出来，不要以为自己的脑袋很灵光，很多人在追溯调整

的过程中，都忘记了按照调整后的净利润确认投资收益）③

确认的投资收益－－－－－－-根据②*控股比例计算确定④

其他权益变动－－－－－－（如果是P103例14 P496例4 类型

根据①-③确定，如果是P104例15类型，直接按照原投资点的

其他权益变动计算既可）⑤ 帐面价值=本年初长期股权投资

帐面价值本年被投资单位分配的股利 ③ ④。－－－－-（减

被投资单位分配的股利 ③ 结果综合反映为权益法的二级科目 

损益调整，这个综合处理的结果在追溯调整分录中意义重大

，而且上面的关于P99-（3）-（1）分析我也讨论了分配现金

股利权益法的处理）说明：1这些所有的步骤必须写出来，而

且如果站在最后一年，必须分区间，分年限进行追溯调整处

理。 2 无论成本法还是权益法 对于投资当年分配股利均视同

清算性股利，冲成本，所以不存在差异问题，无须处理，直

接将成本法的帐面价值转为权益法的二级科目成本 既可。3 

计算成本法 权益法的帐面价值的意义是为了复核追溯调整是

否正确，更主要的是第26章的抵消分录如果不要求权益法的

明细科目，直接把这数整到抵消分录就可以了。举2例题运用

这个公式分析一下，一个是增资，一个是减资，减资既为本

年最后一个综合题，估计明年可能要出增资了例 题：甲乙非

同一控制。甲03年初1350W投资乙，占5％股份，当日乙净资



产公允价值为24500W.03年甲收到乙分配的02年股利 40W，03

年乙 净利润1000W，乙资本公积增加200W.04年甲收到乙分配

的03年股利48W，04年净利润200W.05年1月1日甲4550收 购20

％乙的股 份，达到重大影响，此时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

为24140，05年收购时的会计分录呢？对于追溯调整分录下面

这种一揽子的计算方法下必须按照会计事项的时点顺序进行

处理，特别强调的就是权益法的商誉，因为权益法下的商誉

产生于每个交易时点，所以追溯调整时必须先把商誉计算出

来。追溯调整2003年成本法：帐面价值=1350-40=1310权益法

：商誉=1350-24500*5%=125确认收益=1000*5%=50其他权益变

动=200*5%=10帐面价值=1350-40 50 10=1370借：长期股权投

资-成本 1310 -损益调整 50 -其他权益变动 10贷 长期股权投资

1310 未分配利润 50 资本公积 10追溯调整 2004年成本法：冲减

的成本=[（40 48）-50]-40 =-2确认的收益=48 2=50帐面价

值=1310 2=1312权益法确认的收益=200*5%=10帐面价

值=1370-48 10=1332 （ 注意权益法下 分配的现金股利 48与 确

认实现的投资收益10是综合反映在损益调整 科目，所以在追

溯调整分录情况下只需综合反映二者综合的结果38既可 ）借 

未分配利润 40 贷 长期股权投资-损益调整 38－－-系补冲权益

法下分配股利48与实现收益10综合结果长期股权投资 2 －－

－－－－－－－－－－-系成本法下恢复的成本2W，调整分

录冲掉综合2003年 2004年 追溯调整分录结果如下：借： 长期

股权投资－成本1310长期股权投资－损益调整12长期股权投

资－其他权益变动10贷：长期股权投资1312资本公积－其他

资本公积 10盈余公积1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9减资：1. 甲公

司和C公司均为上市公司，不存在任何关联方关系。甲公司



、C公司发生如下交易或事项：（1）2007年1月1日，甲公司

以3500取得C公司60%％ 的股权，款项以银行存款支付， C公

司2007年1月1日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总额为5000万元（帐面

价值为4900，其中固定资产公允价值超过帐面价 值100W，年

限10年，蚕纸为0），因对C公司具有控制，该项投资采用成

本法核算。甲公司每年均按10%提取盈余公积。（2）2007

年C公司实现净利 润1010万元。当年分配现金股利500W。当

年资本公积增加100W）2007年末，C公司因其持有的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增加资本公积100 万元。（4）2008

年4月2日，C公司宣告分派现金股利200万元。甲公司于5月20

日收到现金股利。（5）2008年C公司实现净利润1210元。 6

）2009年1月1日，甲公司又以2100万元出售C公司30％的股权

，当日C公司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总额为7100万元，甲公司

将对C公司的股权投 资转为权益法核算编制甲公司股权投资

的追溯调整有关会计分录。【答疑编号32947,点击提问】【您

的答案】 站在2009年追溯调整2007年 2008年，所以为了保证

准确率，分期间，分段追溯调整！这种减资的处理由成本该

为权益法是将原处置之后原成本法30%遗留的痕迹清理掉。

追溯调整2007年成本法：帐面价值=3500-500*30%=3350W权益

法：调整后的净利润=1010-10=1000W 确认的投资收

益=1000*30%=300w其他权益变动=100*30%=30帐面价

值=3500-500*30% 300 30=3680调整分录：借 长期股权投资成

本 3350-损益调整 300-其他权益变动30贷 长期股权投资 3350投

资收益 300资本公积-其他权益变动 30追溯调整 2008年成本法

冲减的成本=[（200 500）-1010]*30%-150》原冲150，所以恢

复150确认投资收益=150 200*30%=210帐面价值=3350 150=3500



权益法：调整后净利润=1210-10=1200确认的投资收

益=1200*30%=360帐面价值=4010-200*30% 360=4310借 长期股

权投资-损益调整 300－－－－－－－－－－-系公式

中-200*30% 360的综合结果贷 长期股权投资 150－－－－－－

－－－－－－－－－－－－-系公式中原成本法恢复帐面价值

的冲消投资收益 150－－－－－－－－－－－－－－－－－－

－－－－－－－－系公式之中两种方法确认收益之差，因为

追溯调整法是对原成本法的补救，所以只需将原成本法未确

认的收益补确认如果仅仅是2009年的追溯一笔调整分录，需

要将上述2步合2为1！！3 固定资产折旧方法分析如果题中给

定了残值，那么残值是不能折没的，所以任何折旧方法必是

余额的概念，只不过双倍余额法加速阶段采用的是帐面余额

，待其转为正常直线法再考虑残值！4 第10章P1843 有关分析

因 为站在当年资产负债表日进行减值测试，测试的当年的财

务状况，所以必以当前状况为基础进行测试，预计现金流量

，既然固定资产已经达到了可使用状态能够产生 现金流量，

所以不在需要考虑考虑筹资活动以及投资活动了， 因此不能

将筹资活动以及投资活动所带来的现金流量整到减值测试过

程之中。也就是不考虑投资活动 的改良支出，不考虑筹资活

动的负债问题，将二者的现金流量均为与当年状况的非相关

因素不考虑。5 16章债务重组债务重组嘛，当然是以钱还钱，

所以债权人重组资产的入帐价值必为公允价值，只不过非货

币资产的过程中没产生现金流量而已。620章负债正常的会计

处理产生的必为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所以只有P390 例10 P391

例 11这2个负债有暂时性差异确认 递延所得税负债，其他均

为0721 章狠简单的一句话，外币业务正常处理，只不过要折



合成人民币 用调整系数既汇率折算即可。如上分析，雄关漫

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开始准备明年的考试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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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