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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加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的现实意义有（ ）。 a. 贯彻依法

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方针 b. 提高会计行业的公信力 c. 提高会计

信息质量，维护市场经济秩序 d. 提高会计队伍整体素质 2. 关

于法治与德治的关系，江泽民同志曾指出：“法律和道德作

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都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思想

和行为的重要手段，他们相互联系、相互补充”。这段话最

早出自于（ ）。 a. 2000年2月25日江泽民同志在广东考察工作

时发表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如何做到“三个代表

”》 b. 2000年6月28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央政治思想工作会议上

的讲话 c. 2001年1月10日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

讲话 d. 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3. 下列各项中，属于《公民道德建设实施

纲要》中提出的职业道德主要内容有（ ）。 a. 诚信为本、依

法治国、民主理财、科学决策、奉献社会 b. 爱岗敬业、诚实

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 c. 文明礼貌、助人为

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 d. 爱岗敬业、诚实守信

、廉洁自律、客观公正、坚持准则、提高技能、参与管理、

强化服务 4. 我国有关法律规定：“会计人员应当遵守职业道

德，提高业务素质”。该法律为（ ）。 a.《会计法》 b.《注

册会计师法》 c.《审计法》 d.《统计法》 5. 朱基同志在北京

国家会计学院关于“诚信为本、操守为重、坚持准则、不做

假账”题词的时间为（ ）。 a. 1999年 b. 2000年 c. 2001年



d.2002年 6. 某公司因技术改造，资金周转困难，需要向银行

贷款3000万元。公司总经理找来返聘的老会计赵庆，说：“

现在公司资金紧张，急需向银行贷款，提供给银行的会计报

表一定要漂亮一点，请你负责技术处理一下”。赵庆开始感

到为难，心想自己做了一辈子会计工作，也曾当过公司财务

部经理，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偿债能力十分清楚，做这种“

技术”处理是很危险的。在总经理的反复“开导”下，赵庆

认为，公司领导对他十分照顾，退休以后又被返聘，并解决

了孩子的就业问题，现在公司有难处，应该知恩图报，况且

自己只是个返聘人员，做一些“技术”处理也不为过。于是

编制了一份漂亮的会计报告，获得银行3000万元贷款。下列

对赵庆行为的认定中正确的有（ ）。 a. 赵庆的行为违反了坚

持准则的会计职业道德要求 b. 赵庆的行为违反了客观公正的

会计职业道德要求 c. 赵庆的行为违反了参与管理的会计职业

道德要求 d. 赵庆的行为违反了强化服务的会计职业道德要求

7. 下列各项中，可以作为阶级社会道德评价标准的有（ ）。

a. 正义与邪恶 b. 诚实与虚伪 c. 公正与偏颇 d. 善良与丑恶 8. 李

某捡到5000元钱，准备采取以下几种方式进行处理，其中符

合社会主义道德要求的有（ ）。 a. 将所捡到的5000元钱以李

某个人名义捐给希望工程 b. 找到失主后，要求失主支付2000

元作为报酬，其余3000元还给失主 c. 将所捡到的5000元钱交

给当地派出所 d. 将所捡到的5000元钱替隔壁住院的烈士家属

王大爷支付住院费 9. 下列各项中，属于社会公德的有（ ）。

a. 拾金不昧 b. 孝敬父母 c. 助人为乐 d. 为人师表 10. 2001年2月

，某商业银行按照财政部要求，决定在全行系统开展《会计

法》执行情况检查。在检查中发现该银行下属c支行行长李杰



、副行长胡强、财会科长罗志刚利用联行清算系统存在的漏

洞，将c支行的资金划转到由李杰等人控制的d企业名下，再

从d企业的银行账户划转到境外由李杰等人控制的公司账户。

经查实，c支行负责清算业务的会计张军早就知道c支行几年

来在联行系统中存在很不正常的巨额汇差，怀疑与李杰等人

有关，但考虑到李杰是自己的直接领导，慑于李杰的地位和

权威，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便没有声张，听之任之，直

至案发。会计张军的行为违反下列会计职业道德要求的有（ 

）。 a. 张军的行为违背了廉洁自律的会计职业道德要求 b. 张

军的行为违背了强化服务的会计职业道德要求 c. 张军的行为

违背了坚持准则的会计职业道德要求 d. 张军的行为违背了客

观公正的会计职业道德要求 11. 下列关于道德作用的表述中，

正确的有（ ）。 a. 帮助人们不断提高自身修养 b. 促进人们形

成良好的道德观念 c. 推动人们抑恶扬善 d. 约束人们的不良行

为 12. 某企业员工在讨论职业道德时提出的下列观点中，正确

的有（ ）。 a. 社会分工形成各种不同的职业是职业道德产生

的必要条件 b. 职业道德是从业人员对社会所应承担的道德责

任和义务 c. 职业道德主要解决职业生活中的具体道德冲突 d. 

职业道德由社会经济关系所决定 13. 下列关于会计职业道德调

整对象的表述中，正确的有（ ）。 a. 调整会计职业关系 b. 调

整会计职业中的经济利益关系 c. 调整会计职业内部从业人员

之间关系 d.调整与会计活动有关的所有关系 14. 下列关于会计

职业道德作用的表述中，正确的有（ ）。 a. 会计职业道德是

对会计法律制度的重要补充 b. 会计职业道德是规范会计行为

的基础 c. 会计职业道德是实现会计目标的重要保证 d. 会计职

业道德是提高会计人员素质的重要措施 15. 下列会计法律制度



中，对会计职业道德提出要求的有（ ）。 a.《会计法》 b.《

总会计师条例》 c.《会计基础工作规范》 d.《会计从业资格

管理办法》 16. 会计人员应遵循的道德规范有（ ）。 a. 社会

公德 b. 会计职业道德 c. 其他行为职业道德 d. 家庭美德 17. 开

展会计职业道德教育活动的意义在于（ ）。 a. 培养会计职业

道德情感 b. 树立会计职业道德观念 c. 提高会计职业道德水平

d. 促使会计职业健康发展 18. 下列关于单位会计人员和注册会

计师职业道德的表述中，正确的有（ ）。 a. 单位会计人员和

注册会计师都必须在形式上和实质上保持独立 b. 单位会计人

员和注册会计师应遵循的职业道德完全相同 c. 诚实守信、客

观公正、坚持准则、廉洁自律是单位会计人员与注册会计师

应遵循的职业道德规范 d. 单位会计人员和注册会计师职业道

德要求各具特点，应当分别对单位会计人员和注册会计师规

定相应的职业道德规范 19. 会计职业道德规范的实施途径主要

有（ ）。 a. 自我修养与外部监督相结合 b. 宣传教育与检查惩

戒相结合 c. 行业自律与政府监督相结合 d. 道德规范与法律监

管相结合 20. 某企业会计科在讨论会计职业道德和会计法律制

度二者关系时提出的下列观点中，正确的有（ ）。 a. 两者在

实施过程中相互作用、相互补充 b. 会计法律制度是会计职业

道德的最低要求 c. 违反会计法律制度一定违反会计职业道德

d. 违反会计职业道德也一定违反会计法律制度 100Test 下载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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