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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71/2021_2022_2005_E4_BC_

9A_E8_AE_A1_c44_71531.htm 一、单项选择题(下列每小题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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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笔填徐答题卡中相应的信息点。多

选、错选、不选均不得分。) 1、下列能充分考虑资金时间价

值和投资风险价值的理财目标是（ ）。 a、利润最大化 b、资

金利润率最大化 c、每股利润最大化 d、企业价值最大化 正确

答案:d 解析:企业价值最大化是属于能充分考虑资金时间价值

和投资风险价值的理财目标。 2、按照利率形成的机制的不

同来划分，利率可分为（ ）。 a、固定利率与浮动利率 b、市

场利率与法定利率 c、名义利率与实际利率 d、基准利率与套

算利率 正确答案:b 解析:按利率形成机制不同，利率可以分为

市场利率和法定利率。 3、关于标准离差与标准离差率，下

列表述不正确的是（ ）。 a、在期望值相同的情况下，标准

离差越大，风险越大 b、在期望值不相同的情况下，要借助

于标准离差率这一相对数值，标准离差率越大，风险越大 c、

标准离差率就是方案的风险收益率 d、方差和标准离差作为

绝对数，都只适用于期望值相同的决策方案风险程度的比较 

正确答案:c 解析:标准离差率本身并不是方案的风险收益率，

风险收益率＝风险价值系数×标准离差率。 4、普通年金终

值系数的倒数称为（ ）。 a、复利终值系数 b、偿债基金系数

c、普通年金现值系数 d、投资回收系数 正确答案:b 解析:普通

年金终值系数的倒数称为偿债基金系数。 5、如果（f/p，5%

，5）=1.2763，则（a/p，5%，5）的值为（ ）。 a、0.2310 b



、0.7835 c、1.2763 d、4.3297 正确答案:a 解析:由（f/p，5%，5

）=1.2763，则知（1 5%）5=1.2763，代入（a/p，5%，5）的

计算公式即可求得结果。 6、某企业按年利率10%向银行借

款200万元，银行要求维持贷款限额60%的补偿性余额，那么

企业实际承担的利率为（ ）。 a、10% b、12.75% c、12.5% d

、25% 正确答案:d 解析:实际承担的利率=10%/（1-60%

）=25%。 7、编制全面预算的出发点是（ ）。 a、生产预算 b

、销售预算 c、制造费用预算 d、生产成本预算 正确答案:b 解

析:销售预算是编制全面预算的出发点。 8、下列属于表内筹

资方式的有（ ）。 a、代销商品 b、来料加工 c、经营租赁 d

、融资租赁 正确答案:d 解析:表外筹资是指不会引起资产负债

表中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发生变动的筹资，选项d会增加企业长

期应付款，所以属于表内筹资方式。 9、某企业2003年7月1日

投资1000元购入一张面值为1000元，票面利率6％，每年末付

息一次的债券，并于2004年1月1日以1050元的市场价格出售。

则该债券持有期收益率为（ ）。 a、10％ b、6％ c、16％ d

、32％ 正确答案:c / 解析:该债券持有期收益率＝ 10、某企业

上年度和本年度的流动资产平均占用额分别为100万元和120

万元，流动资产周转天数分别为60天和45天，则本年度比上

年度的销售收入增加了（ ）。 a、80万元 b、180万元 c、320

万元 d、360万元 正确答案:d 解析:流动资产周转天数分别为60

天和45天，则流动资产周转次数分别为6次（360/60）和8次

（360/45），销售收入分别为600万元（6×100）和960万元

（120×8），则本年度比上年度的销售收入增加了360（960

－600）万元。 11、在财务管理中，由那些影响所有公司的因

素而引起的，不能通过投资组合分散的风险被称为（ ）。 a



、财务风险 b、经营风险 c、系统风险 d、公司特有风险 正确

答案:c 解析:在财务管理中，由那些影响所有公司的因素而引

起的，不能通过投资组合分散的风险被称为系统风险，即市

场风险。 12、体现股利无关理论的股利分配政策是（ ）。 a

、剩余股利政策 b、固定股利政策 c、正常股利加额外股利政

策 d、固定股利支付率政策 正确答案:a 解析:剩余股利政策的

依据是股利无关理论。 13、年初资产总额为100万元，年末资

产总额为240万元，税后利润为44万元，所得税8万元，利息

支出为4万元，则总资产报酬率为（ ）。 a、32.94% b

、13.33% c、23.33% d、30% 正确答案:a 解析:总资产报酬率=

（44 8 4）/[（100 240）÷2]=32.94%。 14、下列关于债券收益

率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 a、易被赎回的债券的名义收

益率比较低 b、享受税收优惠待遇的债券的收益率比较低 c、

流动性低的债券的收益率比较低 d、违约风险高的债券的收

益率比较低 正确答案:b 解析:参见教材284页。 15、某公司发

行债券面值为1000万元，票面利率为12%，偿还期限5年，每

年付息一次。公司溢价发行，发行收入为1050万元，发行费

用率为3%，所得税率为33%，则债券资金成本为（ ）。 a

、8.04% b、7.9% c、12.37% d、16.45% 正确答案:b 解析:债券资

金成本=1000×12%×（1-33%）/[1050（1-3%）]=7.9%。 16、

下列储存成本中属于变动性储存成本的是（ ）。 a、仓库折

旧费 b、仓库职工的基本工资 c、存货的保险费用 d、存货入

库搬运费 正确答案:c 解析:仓库折旧费、职工工资属于固定性

储存成本，而存货入库搬运费属于进货成本。 17、按照剩余

股利政策，假定某公司目标资金结构为自有资金与借入资金

之比为5：3，该公司下一年度计划投资600万元，今年年末实



现的净利润为1000万元，股利分配时，应从税后净利中保留

（ ）万元用于投资需要，再将剩余利润发放股利。 a、600 b

、250 c、375 d、360 正确答案:c 解析:自有资金与借入资金之

比为5：3，则资产负债率为3：8，满足下一年度计划投资600

万元需要的权益资金为600×（1-3/8）=375万元，按照剩余股

利政策，当年可用于股利分配的税后净利最多为225万元。 /

18、当每年现金净流量相等时，不包含建设期的投资回收期

的计算公式为（ ）。 a、投资回收期=原始投资额/净现金流

量 b、投资回收期=原始投资额/现金流出量 c、投资回收期=

原始投资额/现金流入量 d、投资回收期=净现金流量/原始投

资额 正确答案:a 解析:当每年现金净流量相等时，不包含建设

期的投资回收期的计算公式为：投资回收期=原始投资额/净

现金流量。 19、一个投资方案年销售收入1000万元，年销售

成本800万元，其中折旧100万元，所得税税率40%，则该方案

年营业现金净流量为（ ）。 a、540万元 b、160万元 c、220万

元 d、200万元 正确答案:c 解析:年营业现金净流量=

（1000-800）×（1-40%） 100=220（万元）。 20、获利指数

与净现值指标相比，其优点是（ ）。 a、考虑了投资风险性 b

、考虑了现金流量的时间价值 c、便于投资额相同方案的比较

d、便于进行独立投资方案获利能力比较 正确答案:d 解析:获

利指数与净现值指标相比，其优点是便于进行独立投资方案

获利能力比较。净现值便于进行原始投资相同的互斥投资方

案获利能力比较。 21、某投资方案贴现率为16%时，净现值

为6.12，贴现率为18%时，净现值为-3.17，则该方案的内部收

益率为（ ）。 a、14.68% b、16.68% c、17.31% d、18.32% 正

确答案:c 解析:用插值法即可求得。 22、某公司股票的β系数



为2，无风险利率为6%，市场上所有股票的平均报酬率为10%

，则该公司股票的期望报酬率为（ ）。 a、8% b、14% c

、16% d、25% 正确答案:b 解析:该公司股票的期望报酬率=6%

2×（10%-6%）=14%。 23、当两种股票完全负相关时，把它

们合理地组合在一起（ ）。 a、不能分散风险 b、能分散一部

分风险 c、能适当分散风险 d、能分散全部非系统风险 正确答

案:d 解析:当两种股票完全负相关时，把它们合理地组合在一

起，能分散全部非系统风险。 24、某企业全年需要a材料2400

吨，每次的订货成本为400元，每吨材料年储存成本12元，单

价为200元，则达到经济订货批量时平均占用资金为（ ）元。

a、30000 b、40000 c、60000 d、12000 正确答案:b 解析:经济批

量==400（吨）；达到经济订货批量时平均占用资金=（400/2

）×200=40000（元）。 25、下列哪种措施的目的是为了划清

各责任中心的成本责任，使不应承担损失的责任中心在经济

上得到合理补偿（ ）。 a、业绩考核 b、内部转账 c、责任报

告 d、责任转账 正确答案:d 解析:责任转账的目的是为了划清

各责任中心的成本责任，使不应承担损失的责任中心在经济

上得到合理补偿。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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