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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E5_88_9D_c43_68421.htm 一、单项选择题（本类题共20题

，每小题1分，共20分。每小题备选答案中，只有一个符合题

意的正确答案。请将选定的答案，按答题卡要求，用2B铅笔

填涂答题卡中题号1至20信息点。多选、错选、不选均不得分

。） 1.下列各项，不会引起企业期末存货账面价值变动的是

（ ）。 A．已发出商品但尚未确认销售收入 B．已确认销售

收入但尚未发出商品 C．已收到材料但尚未收到发票账单 D

．已收到发票账单并付款但尚未收到材料 答案：A 解析：企

业发出商品但是尚未确认销售收入，应通过“发出商品”科

目核算，而“发出商品”科目的期末余额应并入资产负债表

中的“存货”项目反映，因此不会引起企业期末存货账面价

值变动。而B、C、D三项都相应的增加或减少企业期末存货

账面价值。因此答案应该选Ａ 2.2005年1月1日，某企业以410

万元从证券公司购入甲公司当日发行的两年期债券作为短期

投资，并支付相关税费1.5万元；该债券票面金额为400万元，

每半年付息一次，年利率为4％；7月1日，企业收到利息8万

元；8月20日，企业以405万元的价格出售该投资。假定不考

虑其他相关税费和短期投资跌价准备。企业出售该投资确认

的投资收益为（ ）万元。 A．-14.5 B．-13 C． -3 D． 1.5 答案

：D 解析：短期投资购买时的入账价值为1.5 410=411.5万元，

短期投资收到利息应冲减短期投资的账面余额，则处置短期

投资时短期投资的账面余额为411.5-8=403.5万元，因此企业出

售该投资确认的投资收益为405-403.5= 1.5万元，则应该选D 3.



某企业采用先进先出法计算发出材料的成本。2006年3月1日

结存A材料200吨， 每吨实际成本为200元；3月4日和3月17日

分别购进A材料300吨和400吨，每吨实际成本分别为180元

和220元；3月10日和3月27分别发出A材料400吨和350吨。A材

料月末账面余额为（ ）元。 A．30000 B．30333 C．32040 D

．33000 答案：D 解析：3月10日发出材料成本为200*200

200*180=76000元；3月27日发出材料成本为100*180

250*220=73000元；则A材料月末账面余额为（400-250

）*220=33000元，因此答案应该选D。 4.某企业2003年12月31

日购入一台设备，入账价值90万元，预计使用年限5年，预计

净残值6万元，按年数总和法计算折旧。该设备2005年计提的

折旧额为（ ）万元。 A.16.8 B．21.6 C.22.4 D．24 答案：C 解

析：该设备应从2004年1月1日起开始计提折旧，2005年计提的

折旧额为（90-6）*4/15=22.4万元，则答案应该选C 5.某企业

出售一幢办公楼，该办公楼账面原价370万元，累计折旧115

万元，未计提减值准备。出售取得价款360万元，发生清理费

用10万元，支付营业税18万元。假定不考虑其他相关税费。

企业出售该幢办公楼确认的净收益为（ ）万元。 A．10 B

．77 C．95 D．105 答案：B 解析：企业出售该幢办公楼确认

的净收益为（360-10-18）-（370-115）=77万元，具体的会计

处理为： 借：固定资产清理 255 累计折旧 115 贷：固定资产

370 借：固定资产清理 10 贷：银行存款 10 借：银行存款 360 

贷：固定资产清理 265 应交税金应交营业税 18 营业外收入 77

6.某企业以350万元的价格转让一项无形资产，适用的营业税

税率为5％。该无形资产 原购入价450万元，合同规定的受益

年限为10年，法律规定的有效使用年限为12 年，转让时已使



用4年。不考虑减值准备及其他相关税费。企业在转让该无形

资产 时确认的净收益为（ ）万元。 A．32.5 B．50 C．62.5 D

．80 答案：C 解析：无形资产每年的摊销额为450/10=45万元 

则转让无形资产时无形资产的账面余额为450-45*4=270万元 

转让无形资产应确认的净收益为350-270-350*5%=62.5万元 7.

应交消费税的委托加工物资收回后用于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

的，按规定准予抵扣的 由受托方代扣代交的消费税，应当记

入（ ） 。 A.生产成本 B．应交税金 C主营业务成本 D.委托加

工物资 答案：B 解析：委托加工物资收回后直接用于销售的

，其所负担的消费税应计入委托加工物资成本；如果收回的

委托加工物资用于连续生产的，应将所负担的消费税先计入

“应交税金应交消费税”科目的借方，按规定用以抵扣加工

的消费品销售后所负担的消费税。 8.某企业于2005年6月2日

从甲公司购入批产品并已验收入库。增值税专用发票上 注明

该批产品的价款为150万元，增值税额为25.5万元。合同中规

定的现金折扣条 件为2/101/20n/30，假定计算现金折扣时不考

虑增值税。该企业在2005年6月 11日付清货款。企业购买产品

时该应付账款的入账价值为（ ）万元。 A．147 B．150 C

．172.5 D．175.5 答案：D 解析：购货方购买产品时并不考虑

现金折扣，待实际支付货款时将享受的现金折扣冲减财务费

用。因此企业购买产品时该应付账款的入账价值为150

25.5=175.5万元。 9.企业开出并承兑的商业汇票到期无力支付

时，正确的会计处理是将该应付票据 （ ） 。 A．转作短期借

款 B．转作应付账款 C．转作其他应付款 D．仅做备查登记 

答案：B 解析：企业开出并承兑的商业承兑汇票如果不能如

期支付的，应在票据到期时，将“应付票据”账面价值转入



“应付账款”科目。 10.下列各项，在年末资产负债表和年度

利润分配表中均有项目反映并且年末金额相等 的是（ ） 。 A

．净利润 B．资本公积 C．盈余公积 D。未分配利润 答案：D

解析：净利润项目应在利润分配表中反映，不在资产负债表

中反映；资本公积、盈余公积在资产负债表中反映，但是并

不在利润分配表中反映；而未分配利润项目在资产负债表中

和利润分配表中都有反映，并且年末金额是相等的。 11.某企

业年初所有者权益总额160万元，当年以其中的资本公积转增

资本50万元。 当年实现净利润300万元，提取盈余公积30万元

，向投资者分配利润20万元。该企业年末所有者权益总额为

（ ）万元。 A．360 B．410 C．440 D．460 答案：C 解析：以

资本公积转增资本、提取盈余公积是所有者权益内部项目的

变化，并不影响所有者权益总额，向投资者分配利润减少所

有者权益总额，因此该企业年末所有者权益总额为160

300-20=440万元。 12.对于在合同中规定了买方有权退货条款

的销售，如无法合理确定退货的可能性，则 符合商品销售收

入确认条件的时点是（ ） 。 A.发出商品时 B．收到货款时 C

签订合同时 D.买方正式接受商品或退货期满时 答案：D 解析

：对于在合同中规定了买方有权退货条款的销售，如无法合

理确定退货的可能性，则 应在买方正式接受商品或者退货期

满时确认商品的销售收入，此时才符合销售商品收入确认的

条件。 13.下列各项，应当计入工业企业产品成本的是（ ） 

。 A.营业费用 B．管理费用 C.财务费用 D．制造费用 答案

：D 解析：制造费用应在期末结转到生产成本中，记入企业

产品成本。而营业费用、财务费用、管理费用属于期间费用

，不能记入产品成本中。 14.某企业只生产一种产品。2005



年4月1日期初在产品成本3.5万元；4月份发生如 下费用：生

产领用材料6万元，生产工人工资2万元，制造费用1万元，管

理费用1.5万元，广告费0.8万元；月末在产品成本3万元。该

企业4月份完工产品的生产成本为（ ）万元。 A．8.3 B． 9 C

．9.5 D． 11.8 答案：C 解析： 本期发生的产品成本=6（直接

材料） 2（直接人工） 1（制造费用）=9万元。则完工产品成

本=期初在产品成本 本期发生的产品成本-月末在产品成本。 

因此该企业4月份完工产品的生产成本为3.5 9-3=9.5万元。 15.

某企业将自产的一批应税消费品（非金银首饰）用于在建工

程。该批消费品成本为 750万元，计税价格为1250万元，适用

的增值税税率为17％，消费税税率为10％。计入在建工程成

本的金额为（ ）万元。 A.875 B．962.5 C．1087.5 D． 1587.5 

答案：C 解析：企业将自产产品用于在建工程，应按照产品

成本进行结转，不确认收入，但是按照税法的规定应该视同

销售计算增值税销项税额，将增值税计入在建工程成本。由

于该产品为应税消费品，则需要计算消费税。本题的会计处

理为： 借：在建工程 1087.5 贷：库存商品 750 应交税金应交

增值税（销项税额）212.5 （1250*17%） 应交税金应交消费税

125 （125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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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