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年注册会计师原制度下会计第四章注册会计师考试 PDF

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32/2021_2022_2009_E5_B9_

B4_E6_B3_A8_c45_632161.htm 欢迎进入：2009年注册会计师

报套餐班，享受五折优惠！更多信息访问：百考试题注册会

计师论坛第四章 存货1、同属企业资产，存货区别于其他资

产是因为其目的：是为了销售或耗用。 2、商品流通企业采

购费用现计入成本（原计入营业费用）。 3、存货盘盈虽然

准则明确作为会计差错处理，但本章仍通过“待处理财产损

益”核算，并没有通过“以前年度损益调整”处理。 4、直

接进损益的情况要掌握：非正常消耗的；不属于生产过程必

需过程的仓储费用；不能归属于使存货达到目前场所和状态

的其他支出。 5、发出存货成本取消了“后进先出法”，计

算发出存货成本，不是注会考试重点。 6、包装物计入成本

的科目根据用途确定。 7、“估计售价”的确定是重点与难

点，有两个：合同价与一般市场价。 8、原材料可变现价值

的确定是难点：首先要分是为生产用还是销售用，为销售用

的简单处理；其次，为生产产品的原材料要首先判断该材料

生产的产品是否减值（用售价减去销售费用与生产成本比较

），产品不减值，原材料不减值；如果产品减值则进一步计

算差额，即：估计售价-销售费用-进一步加工成本后与账面

数进行比较。典型题教材例4-6。 9、期末合同中有合同的与

没有合同的要分别计算减值数额，不得相互抵消。 10、存货

跌价损失转回与销售的处理不一样，前者作相反分录，后者

转入成本科目。 11、存货盘亏或毁损：正常计管理费用，非

正常计入营业外支出。 12、新准则下，存货发生减值一律记



入“资产减值损失”，贷方是存货跌价准备，之前是记入“

管理费用”的。 一、存货的定义 存货，是指企业在日常活动

中持有以备出售的产成品或商品、处在生产过程中的在产品

、在生产过程或提供劳务过程中耗用的材料和物料等。 二、

存货的初始计量 存货应当按照成本进行初始计量。存货成本

包括采购成本、加工成本和其他成本。 存货成本采购成本购

买价款、相关税费、运输费、装卸费、保险费以及其他可归

属于存货采购成本的费用。 加工成本直接人工以及按照一定

方法分配的制造费用。 其他成本是指除采购成本、加工成本

以外的，使存货达到目前场所和状态所发生的其他支出。 （

一）采购取得的存货成本 商品流通企业在采购商品过程中发

生的运输费、装卸费、保险费以及其他可归属于存货采购成

本的费用等进货费用，应当计入存货采购成本，也可以先进

行归集，期末根据所购商品的存销情况进行分摊。对于已售

商品的进货费用，计入当期损益；对于未售商品的进货费用

，计入期末存货成本。企业采购商品的进货费用金额较小的

，可以在发生时直接计入当期损益（并不鼓励这样做）。（

商品流通企业对于采购费用的处理，新准则下改变原来计入

营业费用的方法，更好地核算采购成本） （二）加工取得的

存货的成本 存货的加工成本，包括直接人工以及按照一定方

法分配的制造费用。 （三）其他方式取得的存货的成本 1.投

资者投入存货的成本 2.通过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债务重组、

企业合并等方式取得的存货 3.盘盈存货的成本（准则列为会

计差错，但教材并没有通过以前年度损益调整处理，而仍然

采用“待处理财产损益”处理） 在确定存货成本过程中，应

当注意，下列费用应当在发生时确认为当期损益，不计入存



货成本： （1）非正常消耗的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和制造费

用。 （2）仓储费用（不包括在生产过程中为达到下一个生

产阶段所必需的费用）。 （3）不能归属于使存货达到目前

场所和状态的其他支出。 三、确定发出存货的成本 企业可采

用先进先出法、移动加权平均法、月末一次加权平均法或者

个别计价法确定发出存货的实际成本。（取消后进先出法） 

四、存货期末计量原则 资产负债表日，存货应当按照成本与

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存货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应当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计入当期损益。 可变现净值，是指在日

常活动中，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

本、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 （一）可变现

净值的基本特征 1．确定存货可变现净值的前提是企业在进

行日常活动 2．可变现净值为存货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而

不是存货的售价或合同价 3．不同存货可变现净值的构成不

同 （1）产成品、商品和用于出售的材料等直接用于出售的

商品存货，其可变现净值为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该存货

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 （2

）需要经过加工的材料存货，其可变现净值为在正常生产经

营过程中，以该材料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

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 （

二）确定存货的可变现净值应考虑的因素 企业确定存货的可

变现净值，应当以取得的确凿证据为基础，并且考虑持有存

货的目的、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影响等因素。 五、存货期

末计量的具体方法（重点） （一）存货估计售价的确定：有

合同按合同，没有合同按市价。 1.为执行销售合同或者劳务

合同而持有的存货，通常应以产成品或商品的合同价格作为



其可变现净值的计量基础。 2.如果企业持有存货的数量多于

销售合同订购的数量，超出部分的存货可变现净值，应以产

成品或商品的一般销售价格作为计量基础。 3．如果企业持

有存货的数量少于销售合同定购数量，实际持有与该销售合

同相关的存货应以销售合同所规定的价格作为可变现净值的

计算基础。如果该合同为亏损合同，还应同时按照《企业会

计准则第13号或有事项》的规定处理。 4.没有销售合同约定

的存货，但不包括用于出售的材料，其可变现净值应以产成

品或商品一般销售价格(即市场销售价格)作为计量基础。 5.

用于出售的材料等，应以市场价格作为其可变现净值的计量

基础。这里的市场价格是指材料等的市场销售价格。 (二)材

料存货的期末计量 1.对于用于生产而持有的材料等(如原材料

、在产品、委托加工材料等)，如果用其生产的产成品的可变

现净值预计高于成本，则该材料应按照成本计量。其中，“

可变现净值预计高于成本”中的成本是指产成品的生产成本

。 2.如果材料价格的下降等原因表明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低

于成本，则该材料应按可变现净值计量。 【例4-5】20×7

年12月31日，甲公司库存原材料B材料的账面成本为3000万元

，市场销售价格总额为2800万元，假定不发生其他销售费用

。用B材料生产的产成品W5型机器的可变现净值高于成本。 

根据上述资料可知，20×7年12月31日，B材料的账面成本高

于其市场价格，但是由于用其生产的产成品W5型机器的可变

现净值高于成本，也就是用该原材料生产的最终产品此时并

没有发生价值减损，因此，B材料即使其账面成本已高于市场

价格，也不应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仍应按3000万元例示在20

×7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的存货项目之中。 【例4-6】20



×7年12月31日，甲公司库存原材料C材料的账面成本为600万

元，单位成本为6万元/件，数量为100件，要用于生产100

台W6型机器。C材料的市场销售价格为5万元/件。 C材料市

场销售价格下跌，导致用C材料生产的W6型机器的市场销售

价格也下跌，由此造成W6型机器的市场销售价格由15万元/

台降为13.5万元/台，但生产成本仍为14万元/台。将每件C材

料加工成W6型机器尚需投入8万元，估计发生运杂费等销售

费用0.5万元/台。 根据上述资料，可按照以下步骤确定C材料

的可变现净值。 首先，计算用该原材料所生产的产成品可变

现净值： W6型机器的可变现净值=W6型机器估计售价-估计

销售费用-估计相关税费=13.5×100-0.5×100=1300(万元) 其次

，将用该原材料所生产的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与其成本进行

比较： W6型机器的可变现净值1300万元小于其成本1400万元

，即C材料价格的下降表明W6型机器的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

，因此，C材料应当按可变现净值计量。 最后，计算该原材

料的可变现净值： C材料的可变现净值=W6型机器的售价总

额-将C材料加工成W6型机器尚需投入的成本-估计销售费用-

估计相关税费=13.5×100-8×100-0.5×100=500（万元） C材

料的可变现净值500万元小于其成本600万元，因此，C材料的

期末价值应为其可变现净值500万元，即C材料应按500万元列

示在20×7年12月31日资产负债表的存货项目之中。 （三）计

提存货跌价准备的方法 存货跌价准备通常应当按单个存货项

目计提。但是，对于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存货，可以按照

存货类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与在同一地区生产和销售的产

品系列相关、具有相同或类似最终用途或目的，且难以与其

他项目分开计量的存货，可以合并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需要



注意的是，资产负债表日，同一项存货中一部分有合同价格

约定、其他部分不存在合同价格的，应当分别确定其可变现

净值，并与其相对应的成本进行比较，分别确定存货跌价准

备的计提或转回的金额，由此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不得相互

抵销。 【例题7】B公司期末存货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

法计价。2005年9月26日B公司与M公司签订销售合同：由B公

司于2006年3月6日向M公司销售笔记本电脑10000台，每台1.5

万元。2005年12月31日B公司库存笔记本电脑13000台，单位成

本1.4万元，账面成本为18200万元。2005年12月31日市场销售

价格为每台1.3万元，预计销售税费均为每台0.05万元。则2005

年12月31日笔记本电脑的账面价值为（ ）万元。 A．18250 B

．18700 C．18200 D．17750 【答案】 D 【解析】 由于B公司

持有的笔记本电脑数量13000台多于已经签订销售合同的数

量10000台。因此，销售合同约定数量10000台，其可变现净

值=10000×1.5-10000×0.05=14500 万元，成本为14000万元，

账面价值为14000万元；超过部分的可变现净值3000×1.3-3000

×0.05=3750万元，其成本为4200万元，账面价值为3750万元

。该批笔记本电脑账面价值=14000 3750=17750万元。 （四）

存货跌价准备转回的处理 当以前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素已

经消失，减记的金额应当予以转回，并在原已计提的存货跌

价准备金额内转回，转回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资产减值损

失）。 企业计提了存货跌价准备，如果其中有部分存货已经

销售，则企业在结转销售成本时，应同时结转对其已计提的

存货跌价准备。 借：存货跌价准备 贷：主营业务成本（或其

他业务成本） （五）存货盘亏或毁损的处理 属于非常原因造

成的净损失计入营业外支出，属于计量收发差错和管理不善



等原因造成的净损失计入管理费用。题目：1、企业某种存货

的期初实际成本为200万元，期初“存货跌价准备”账户贷方

余额2.5万元，本期购入该种存货实际成本45万元，领用150万

元，期末估计库存该种存货的可变现净值为91万元。则本期

应计提存货跌价准备额为（ ）万元。A．1.5B．2.5C．4D．92

、甲公司采用计划成本对材料进行日常核算。2005年12月月

初结存材料的计划成本为200万元，成本差异贷方余额为3万

元；本月入库材料的计划成本为1 000万元，成本差异借方发

生额为6万元；本月发出材料的计划成本为800万元。甲公司

按本月材料成本差异率分配本月发出材料应负担的材料成本

差异。甲公司2005年12月31日结存材料的实际成本为( )

。A.399万元B.400万元C.401万元D.402万元3、多选题存货存在

下列情形之一的，表明存货的可变现净值为零的包括（ ）A.

因企业所提供的商品或劳务过时或消费者偏好改变而使市场

的需求发生变化，导致市场价格逐渐下跌B.已霉烂变质的存

货 C.已过期且无转让价值的存货 D.生产中已不再需要，并且

已无使用价值和转让价值的存货 E.企业因产品更新换代，原

有库存原材料已不适应新产品的需要，而该原材料的市场价

格又低于其账面成本4、计算题：自2006年起，甲公司试生产

某种产品X，对生产X产品所需A材料的成本采用先进先出法

计价。A材料2006年年初账面余额为零，2006年1、2、3月份

各购入A材料200公斤、300公斤、500公斤，每公斤成本分别

为1200元、1400元、1500元。第二季度开始生产X产品共领

用A材料600公斤，发生人工及制造费用26万元，但因同类产

品已先占领市场，且技术性能更优，甲公司生产的X产品

有60%未能出售。甲公司于2006年底预计剩余X产品全部销售



价格为58万元（不含增值税），预计销售所发生的税费为4万

元，剩余A材料的可变现净值为50万元。要求计算：（1

）2006年末库存X产品的账面价值；（2）2006年末库存A材料

的账面价值；（3）2006年末应计提的减值准备；（4）假

设2007年甲公司销售了上述X产品的50%共收到货款27万元，

增值税款4.59万元已存入银行，另用银行存款支付有关销售费

用2万元，写出相关会计处理分录。答案：1、A 本期应计提

存货跌价准备额＝[（200＋45－150）－91]－2.5＝1.5万元.2

、C 本月差异率＝（6-3）/（200 1000）×100％＝0.25％，甲

公司2005年12月31日结存材料的实际成本＝（1000 200-800）

×100.25％＝401万元3、BCD A、E选项，属于可变现净值低

于成本的迹象，应计提存货跌价准备。4、（1）库存X产品成

本＝[（200×0.12＋300×0.14＋100×0.15）＋26]×60%＝64.2

（万元）库存X产品可变现净值＝58－4＝54（万元）按照孰

低原则，库存X产品的年末账面价值＝54（万元）。（2）库

存A材料成本＝（500－100）×0.15＝60（万元）库存A材料

可变现净值＝50（万元）按照孰低原则,库存A材料的年末账

面价值＝50（万元）（3）应计提的减值准备＝（64.2－54）

＋（60－50）＝20.2（万元）（期初两项存货的减值准备均为

零）。（4）写出销售该产品的会计处理分录：借：银行存款

31.59 贷：主营业务收入 27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4.59借：主营业务成本 27 存货跌价准备（减值准备合计10.2

万元，等比例结转50%）5.1 贷：库存商品 32.1借：销售费用 2

贷：银行存款相关连接:2009年注册会计师会计各章节总结新

东方名师解读：2009年新制度《会计》考试大纲热点关注

：09年CPA考试全方位解读-会计篇2009年注册会计师（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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