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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AE_A1_E4_BB_8E_E4_c42_67514.htm #101 内容： 按照《现

金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_____属于现金入的范围。 选项

： A.职工交回差旅费剩余款 B.从银行提取现金 C.将现金送存

银行 D.收取结算起点以下的小额销货款 答案:a,b,d #102 内容

： 下列项目中，可以使用现金的是_______。 选项： A.支

付500元购货款 B.向个人收购农副产品1 500元 C.李某出差借支

差旅费1 000元 D.发放职工困难补助金600元 答案:a,b,c,d #103 

内容： 下列各项中，违反现金收入管理规定的是_____。 选

项： A.坐支现金 B.收入的现金于当日送存银行 C.将企业的现

金收人按个人储蓄方式存人银行 D.“白条”抵库 答案:a,c,d

#104 内容： 现金管理内部控制制度的基本内容包括_______

。 选项： A.编制现金收付计划 B.出纳和会计人员合理分工，

实行内部牵制原则 C.严格执行现金清查盘点制度 D.现金总账

和日记账必须由出纳人员登记 答案:a,b,c #105 内容： 企业收

到承租方交来现金500元，系出租包装物押金。会计分录

为_____。 选项： A.借：现金 5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500 B.借

：现金 500贷：其他业务收入 500 C.借：现金 500 贷：其他应

收款 500 D.借：现金 500贷：其他应付款 500 答案:d #106 内容

： 下列项目中，企业可以用现金支付的是______。 选项： A.

支付个人劳动报酬 B.偿还银行小额借款 C.支付前欠某单位1

200元贷款 D.退还某单位多付货款1 500元 答案:a #107 内容： 

企业发生的下列各项支出中，按规定可以用现金支付的

有_______。 选项： A.支付银行结算手续费800元 B.支付职工



朱某的医药费2 000元 C.支付购买设备的款项20000元 D.支付

张某出差的差旅费3 000元 答案:b,d #108 内容： 下列业务中，

可以通过“现金”账户核算的有_____。 选项： A.偿还前欠

某单位货款5 000元 B.购买甲材料，支付货款300元 C.支付个人

劳务报酬1 000元 D.购买计算机一台，支付贷款7 500元 答

案:b,c #109 内容： 企业向个人收购农副产品，可以用现金支

付货款。 选项： 正确 错误 答案:正确 #110 内容： 只有当期现

金收付款凭证全部登记完毕，才能办理现金日记账的结账手

续。 选项： 正确 错误 答案:正确 #111 内容： 出纳人员及其附

属单位的兼职出纳人员是库存现金保管的负责人。 选项： 正

确 错误 答案:正确 #112 内容： 无法查明原因的现金短缺，根

据管理权限批准后记入“营业外支出”账户。 选项： 正确 错

误 答案:错误 注：应计入管理费用 #113 内容： 职员李四出差

归来，报销差旅费1 500元，退回剩余现金500元。应编制的分

录是____。 选项： A.借：现金 2 000 贷：其他应收款 2 000 B.

借：管理费用 2 000 贷：其他应收款 2 000 C.借；其他应收款 2

000 贷：现金 500 管理费用 1500 D.借：管理费用 1500 现金 500

贷：其他应收款 2 000 答案:d #114 内容： 某企业在现金清查

中发现库存现金较账面余额多出200元。经反复核查，长款原

因仍然不明，经批准后应转入____科目。 选项： A.“现金”

B.“营业外收入” C.“待处理财产损溢” D.“其他应付款” 

答案:b #115 内容： 经查明原因，转出应由出纳员赔偿的现金

短款200元，会计分录是_____。 选项： A.借：其他应收款

200 贷：现金 200 B.借：其他应收款 200 贷：待处理财产损溢

200 C.借：应收账款 200 贷：待处理财产损溢 200 D.借：应收

账款 200 贷：现金 200 答案:b #116 内容： 下列项目中，不能



用现金支付的项目是_______。 选项： A.向职工个人发放奖

金5 000元 B.偿还前欠M公司购货款10 000元 C.张山出差借支差

旅费1 200元 D.购买设备一台，价款20 000元 答案:b,d #117 内

容： 现金清查，是以实地盘点法核对库存现金实有数与账存

数的。 选项： 正确 错误 答案:正确 #118 内容： 盘点现金出现

溢余，可以在“其他应付款”账户的贷方反映，待日后短缺

时用于抵扣。 选项： 正确 错误 答案:错误 #119 内容： 财务情

况说明书是______的重要组成部分。 选项： A.会计报表 B.财

务会计报告 C.利润表 D.财务计划 答案:b #120 内容： 对触犯

刑律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会计人员，______不得从事会计工作

。 选项： A.终身 B.5年内 C.10年内 D.15年内 答案:a #121 内容

： 在我国，会计核算一般以______为记账本位币。 选项： A.

美元 B.元 C.元、角、分 D.人民币 答案:d #122 内容： 确有必

要变更会计处理方法的，应当将变更的原因、情况及影响

在______中说明。 选项： A.会计报表 B.财务会计报告 C.利润

表 D.会计报表附注 答案:b #123 内容： 会计档案的保管期限是

从______算起。 选项： A.会计年度终了后第一天 B.审计报告

之日 C.移交档案管理机构之日 D.会计资料的整理装订日 答

案:a #124 内容： 会计档案的保管期限和销毁办法，由______

制定。 选项： A.国务院 B.财政部门 C.国务院财政部门会同有

关部门 D.国家档案局 答案:c #125 内容： 法律是由国家强制力

保证实施的行为规范，具有______。 选项： A.意志性 B.权利

义务性 C.强制性 D.国家强制性 答案:d #126 内容： 从外单位

取得的原始凭证，必须盖有______。 选项： A.本单位的公章

B.填制单位的公章 C.本单位领导签章 D.收款人的签章 答案:b

#127 内容： 企业的总会计师由______领导人提名。 选项： A.



政府管理部门 B.本单位主要行政领导 C.本单位职代会 D.本单

位董事会 答案:b 注：总会计师由政府主管部门主要行政领导

任命 #128 内容： 购买实物的原始凭证，除必须有经办人的签

名外，还必须有______。 选项： A.验收人的证明 B.本单位公

章 C.批准文件 D.付款结算票据 答案:a #129 内容： 《会计法

》规定，对授意会计人员编制虚假会计报告，尚不构成犯罪

的，可以处以______的罚款。 选项： A.5 000元以上 B.50 000

元以下 C.5 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 D.50 000元以上 答案:c #130 内

容： 会计人员对记载不准确、不完整的原始凭证，应

当______。 选项： A.预以退回 B.予以报销 C.协助补填 D.予

以扣留 答案:a #131 内容： 登记账簿要用______书写。 选项：

A.圆珠笔 B.铅笔 C.蓝黑墨水 D.纯蓝墨水 答案:c #132 内容： 随

意变更会计处理方法的行为是______。 选项： A.违规行为 B.

违犯规章行为 C.错误行为 D.违法行为 答案:d #133 内容： 会

计报表附注是对______的补充说明。 选项： A.资产负债表 B.

现金流量表 C.会计报表 D.财务会计报告 答案:c #134 内容： 

启用新的会计账簿时，在“启用表”上应写上______的姓名

。 选项： A.单位负责人 B.出纳人员 C.会计机构负责人 D.记

账人员 答案:d #135 内容： 按规定，总会计师应由具有

、______以上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担任。 选项： A.会计师 B.

高级会计师 C.注册会计师 D.助理会计师 答案:a #136 内容： 

一般会计人员办理交接手续，由______负责监交。 选项： A.

单位负责人 B.上级派人 C.会计主管人员 D.其他岗位会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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