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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mar10">一、单项选择题 （下列各题中，分别只有一个

符合题意的正确答案，请按答题卡要求，用2B铅笔填涂你选

定的信息点。本类题共40小题，每小题1份，共40分。多选、

错选、不选均不得分。） 1、下列有关会计方面的表述中，

不正确的是（ ）。 A. 经济越发展，会计越重要 B. 会计按其

报告对象不同，分为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 C. 会计就是记账、

算账和报账 D. 会计是以货币为主要计量单位，反映和监督一

个单位经济活动的一种经济管理工作 2、在会计核算的基本

前提中，确定会计核算空间范围的是（ ）。 A. 会计主体 B. 

持续经营 C. 会计分期 D. 货币计量 3、下列各资产中，不属于

流动资产的是（ ）。 A. 短期投资 B. 存货 C. 预付账款 D. 无形

资产 4、下列各项中，不属于所有者权益的是（ ）。 A. 资本

公积 B. 盈余公积 C. 未分配利润 D. 应付利润 5、企业向银行借

入款项，表现为（ ）。 A. 一项资产减少，一项负债减少 B. 

一项资产减少，一项负债增加 C. 一项资产增加，一项负债减

少 D. 一项资产增加，一项负债增加 6、下列经济业务中，会

引起企业的资产和所有者权益变化的是（ ）。 A. 企业以银行

存款购买存货 B. 企业以银行存款支付应付现金股利 C. 投资者

以现金投资企业 D. 企业将资本公积转增资本 7、会计科目是

对（ ）的具体内容进行分类核算的项目。 A. 会计对象 B. 会

计要素 C. 资金运动 D. 会计账户 8、会计科目按其所归属的会

计要素不间，分为五大类科目。其中“管理费用”属于（ ）



。 A. 资产类 B. 负债类 C. 成本类 D. 损益类 9、在借贷记账法

下，“贷”方表示（ ）。 A. 资产的增加或负债的减少 B. 资

产的增加或负债的增加 C. 资产的减少或负债的增加 D. 资产

的减少或负债的减少 10、“ 短期借款 ”账户的期未余额等于

（ ）。 A. 期初余额 借方发生额-贷方发生额 B. 期初余额 借方

发生额 贷方发生额 C. 期初余额-借方发生额-贷方发生额 D, 

期初余额-借方发生额 贷方发生额 11、企业经销人员报销差

旅费 800 元，原借款 1000 元，归还现金 200 元。该项经济业

务，应做 一笔（ ）分录。 A. 一借一贷 B. 多借多贷 C. 一借多

贷 D. 一贷多借 12、企业购入需要安装的机器设备一台，买价

80000 元，运输费用 1000 元，现设备已到，上述款项已用银

行存款支付。下列会计分录正确的是（ ）。 A. 借：固定资产

80000 管理费用 1000 贷 : 银行存款 81000 B. 借：固定资产

81000 贷 : 银行存款 81000 C. 借 : 在建工程 80000 管理费用 1000

贷 : 银行存款 81000 D. 借 : 在建工程 81000 贷 : 银行存款 81000

13、企业月未计提本月车间使用的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折旧

费 60000 元。下列会计分录正确的是（ ）。 A. 借 : 生产成本

60000 贷 : 累计折旧 60000 B. 借 : 制造费用 60000 贷 : 累计折旧

60000 C. 借 : 管理费用 60000 贷 : 累计折旧 60000 D. 借 : 主营业

务成本 60000 贷 : 累计折旧 60000 14、在进行材料费用的归集

和分配时，销售部门发生的材料费用 ，应直接记入（ ）。 A.

管理费用 B. 营业费用 C. 销售费用 D. 制造费用 15、甲企业某

生产车间从本月开始租入大型机床一台，以银行存款支付为

期9个月的设备租金36000元，本月应承担的租金费用为 4000 

元 , 应编制会计分录为（ ）。 A. 借 : 制造费用 36000 贷 : 银行

存款 36000 借 : 生产成本 4000 贷 : 制造费用 4000 B. 借 : 生产成



本 4000 制造费用 32000 贷 : 银行存款 36000 C. 借 : 待摊费用

36000 贷 : 银行存款 36000 借 : 生产成本 4000 贷 : 待摊费用 4000

D. 借 : 待摊费用 36000 贷 : 银行存款 36000 借 : 制造费用 4000 

贷 : 待摊费用 4000 16、关于企业利润构成，下列表述不正确

的是（ ）。 A. 企业的利润总额由营业利润、技资收益和营业

外收入三部分组成 B. 营业利润=主营业务利润 其他业务利润

一营业费用-管理费用一财务费用 C. 其他业务利润=其他业务

收入-其他业务支出 D. 净利润=利润总额-所得税 17、乙企业

行政部职工小王出差归来，报销差旅费4600元 （ 原向财务部

预借5000元 ），经审核无误，交回剩余现金400元，应编制的

会计分录为（ ）。 A. 借 : 营业费用 4600 现金 400 贷 : 其他应

收款 5000 B. 借 : 营业费用 4600 现金 400 贷 : 应收账款－－小王

5000 C. 借 : 管理费用 4600 现金 400 贷 : 其他应收款－－小王

5000 D. 借 : 管理费用 4600 现金 400 贷 : 应收账款－－小王

5000 18、关于会计凭证的意义和种类，下列表述不正确的是

（ ）。 A. 记录经济业务，提供记账依据 B. 明确经济责任，

强化内部控制 C. 合理地取得、正确地填制和审核会计凭证，

是会计核算的基本方法之一 D. 会计凭证按照填制程序和经济

业务内容不同，可分为原始凭证和记账凭证两类 19、下列各

项中，不属于自制原始凭证的是（ ）。 A. 限额领料单 B. 产

品出库单 C. 收款单位开出的收款收据 D. 物资发放明细表 20

、发现原始凭证金额错误，下列各项中，正确的处理方法是

（ ）。 A. 由本单位经办人更正，并由单位财务负责人签名盖

章 B. 由出具单位重开 C. 由出具单位更正，更正处应当加盖出

具单位印章 D. 由本单位会计人员按划线更正法更正，并在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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