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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A_E8_80_c45_73530.htm 一、单项选择题(本题型共14题,每

小题1分,共14分。每题只有一个正确答案,请从每题的备选答

案中选出一个你认为正确的答案,在答题卡相应位置上用2B铅

笔填涂相应的答案代码。涉及计算的,如有小数,保留两位小

数,两位小数后四舍五入。答案写在试题卷上无效。)。 1。W

公司有甲、乙两种存货，采用先进先出法计算发出存货的实

际成本，并按单个存货项目的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法对期

末存货计价。该公司2005年12月初甲、乙存货的账面余额分

别为40000元和50000元；“存货跌价准备”科目贷方余额

为8000元，其中甲、乙存货分别为3000元和5000元。2005年12

月31日，甲、乙存货的账面余额分别为30000元和60000元；可

变现净值分别为35000元和54000元。该公司12月份发出的期初

甲存货均为生产所用，期初乙存货中有40000元对外销售。则

该公司2005年12月31日应补提的存货跌价准备为（）元。 A．

0 B． -2000 C． 2000 D． 5000 2．丁公司坏账准备采用备抵法

核算,并按应收账款余额百分比法计提坏账准备,各年计提比例

均假设为年末应收账款余额的8%。该公司计提坏账准备的第

一年的年末应收账款余额为850000；第二年客户单位所

欠20000元按规定确认为坏账，应收账款年末余额为950000元

；第三年客户乙单位破产，所欠款项中有6000元无法收回，

确认为坏账，年末应收账款余额为900000元；第四年已冲销

的甲单位所欠20000元账款又收回15000元，年末应收账款余额

为1000000元。则该公司在四年内对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累



计应计入管理费用的金额为（）元。 A． 72000 B． 80000 C．

91000 D． 98000 3.资产负债表日至财务会计报告批准报出日

之间发生的下列事项，属于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的是（ 

）。 A。为子公司的银行借款提供担保 B.对资产负债表日存

在的债务签订债务重组协议 C.法院判决赔偿的金额与资产负

债表日预计的相关负债的金额不一致 D.债务单位遭受自然灾

害导致资产负债表日存在的应收款项无法收回 4.2005年1月1

日，乙公司采取融资租赁方式租入一栋办公楼，租赁期为15

年。该办公楼尚可使用年限为20年。2005年1月16日，乙公司

开始对该办公楼进行装修，至6月30日装修工程完工并投入使

用，共发生可资本化支出100万元；预计下次装修时间为2012

年6月30日。乙公司对装修该办公楼形成的固定资产计提折旧

的年限是（ ）。 A。7年 B．14.5年 C．15年 D．20年 5.2006

年4月12日，甲公司销售一批商品给乙公司，开出的增值税专

用发票上注明销售价款为40万元，增值税销项税额为6.8万元

，款项尚未收到。双方约定，乙公司应于2006年8月1日付款

。2006年5月1日，甲公司因急需流动资金，经与中国银行协

商后约定：甲公司将应收乙公司的债权卖给银行，价款为35

万元，如果乙公司不能偿付此债权，甲公司不负连带偿付责

任。根据以往经验，甲公司预计乙公司退货10%。则甲公司

出售该应收账款时形成的营业外支出额为（ ）万元。 A

．11.8 B．7.12 C．6.32 D．5.26 6. 甲公司2003年3月1日以银行

存款96万元购入一项无形资产，法定有效期为6年，合同规定

的受益年限为5年。该无形资产2004年末估计可收回金额

为35.15万元、2005年末估计可收回金额为45万元。则甲公

司2005年末应反冲无形资产减值准备（）万元。 A．20.95 B



．12.25 C．17.55 D．19.2 7.甲公司2006年5月1日购入乙公司

于2005年1月1日发行的公司债券，该债券面值为1000万元，票

面利率为9%，期限为5年，到期一次还本付息。甲公司共支

付买价1160万元，相关税费12万元，（达到重要性标准），

甲公司采用直线法摊销溢、折价，则2008年末甲公司“长期

债权投资”的账面余额为（ ）万元。 A．1360 B．1374.18 C

．1486.25 D．1523.11 8.认购权证存续期满，“应付权证”科

目的余额应首先冲减“股权分置流通权”科目，差额部分记

入（ ）科目。 A．“资本公积” B．“投资收益” C．“营

业外收入” D．“管理费用” E．“利润分配——未分配利

润” 9.2006年初，甲公司接受其关联方丙公司的委托，代为

经营其子公司——丁公司，受托期为四年，丁公司的账面净

资产为2000万元。根据双方协议，甲公司每年可获得300万元

的固定收益，当年丁公司实现净利润400万元，年末甲公司如

期收到协议款项。则甲公司当年确认的受托经营收入为（ ）

万元。 A．400 B．300 C．350 D．200 10. 丙公司为建造一幢生

产车间,于2005年3月3日向N银行专门借款600万元,借款期限

为5年,年利率为5.4%；向M银行专门借款600万元,借款期限为3

年,年利率为5%。4月1日建造工程正式开工,并于4月1日第一次

向施工单位支付工程款600万元；9月1日第二次向施工单位支

付工程款800万元；11月30日工程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并支付

余款150万元。该项目应予以资本化的借款利息为（ ）万元。

A．28.6 B．29.25 C．41.60 D．46.80 11. W公司于2005年11月25

日接到法院诉状，公司欠某银行的借款已逾期，该银行已向

法院起诉，要求归还本息250万元，另支付逾期罚息20万元，

支付诉讼费8万。至2005年12月31日法院尚未作出判决。对于



此诉讼，公司预计除需要偿还全部本息外，有60%的可能性

需支付罚息14～18万元，有98%的可能性支付诉讼费8万元。

据此，W公司2005年12月31日应确认的预计负债金额为（ ）

万元。 A.22 B.24 C.26 D.28 12. 甲公司在2005年3月与乙客户签

订了一份为期12个月的建筑合同,约定合同价格为120万元,预

计建筑成本为100万元。合同规定乙客户将分期支付合同价款,

每笔40万元,其中,第一笔在合同签订后支付,第二笔在6个月后

支付,最后一笔在建筑物交付使用时支付,在2005年末,估计成本

为65万元。假设所有的成本均为现金流出,情况与预期一致,不

考虑相关税费,则甲公司对该建筑合同如按完工百分比法计算,

应在2005年确认的毛利为（ ）元。 A.70000 B.130000 C.150000

D.200000 13．下列各项业务中,应在管理费用科目核算的是（ 

） A. 购买股票时支付的证券交易印花税 B. 生产车间领用的低

值易耗品 C. 依据法院判决承担的因对外提供担保而应赔偿的

损失 D. 生产车间使用无形资产的摊销费 14. 丁公司为增值税

一般纳税企业,适用增值税率为17%。2005年4月1日,丁公司与

丙公司签订协议,向丙公司销售一批商品,商品的账面实际成本

为90万元,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售价为110万元,增值税率

为17%，消费税率为10%。协议规定,丁公司应在9月20日将所

售商品购回,回购价为120万元（不含增值税）,并开具增值税

专用发票，则丁公司回购该批商品时的入账价值为（ ）万元

。 A.90 B.100 C.118.3 D.101 二、多项选择题(本题型共12题,每

小题2分,共24分。每题均有多个正确答案,请从每题的备选答

案中选出你认为正确的答案,在答题卡相应位置上用2B铅笔填

涂相应的答案代码。每题所有答案选择正确的得分；不答、

错答、漏答均不得分。答案写在试题卷上无效。)。 1．下列



论断中，错误的是（ ）。 A．购建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前因安排专门借款而发生的金额较大的辅助费用，应当

计入所购建固定资产成本；金额较小的辅助费用，可以在发

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B．分期付款购买固定资产支付的货币

资金属于投资活动现金流量。 C．企业对初次发生的或不重

要的交易或事项采用新的会计政策，属于会计政策变更。 D

．工业企业基本生产车间只生产一种产品的，制造费用可以

直接计入该种产品的成本；生产多种产品的，制造费用可以

选用生产工人工时比例法、生产工人工资比例法、机器工时

比例法、按年度计划分配率分配法等方法，分配计入各种产

品的成本。 E．企业在资产负债表日至财务会计报告批准报

出日之间发生的对外巨额投资，应在会计报表附注中披露，

但不需要对报告期的会计报表进行调整。 2．下列各项，表

明相关分部应纳入分部报表编制范围的有（ ）。 A.分部营业

收入占所有分部营业收入合计的10％或者以上 B.分部资产总

额占所有分部资产总额合计的10％或者以上 C.分部营业亏损

占所有亏损分部营业亏损合计的10％或者以上 D.分部营业利

润占所有盈利分部营业利润合计的10％或者以上 3．下列有关

无形资产的会计处理，不正确的有（ ）。 A.将自创商誉确认

为无形资产 B.将转让使用权的无形资产的摊销价值计入营业

外支出 C.转让所有权的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计入其他业务支

出 D.将预期不能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

转销 4．下列各项，不需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会计处理的有

（ ）。 A.无形资产预计使用年限发生变化而改变摊销年限 B.

存货的发出计价由先进先出法改为后进先出法 C.固定资产经

济利益实现方式发生变化而改变折旧方法 D.长期股权投资因



不再具有重大影响由权益法改为成本法 5.下列各项，表明所

购建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有（ ）。 A.与固定资产

购建有关的支出不再发生 B.固定资产的实体建造工作已经全

部完成 C.固定资产与设计要求或者合同要求相符 D.试生产结

果表明固定资产能够正常生产出合格产品 6.关于股权分置会

计处理，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A．认沽权证持有人行

使出售权将股份出售给企业时，企业应按行权价高于股票市

场价格的成交额借记“股权分置流通权”科目，按照支付的

价款贷记“银行存款”科目，按其差额借记“长期股权投资

”或“短期投资”科目。 B．认沽权证持有人行使出售权，

要求以现金结算行权价高于股票市场价格的差价部分的，企

业应按实际支付的金额借记“股权分置流通权”科目，贷记

“银行存款”科目。同时，在备查登记簿中注销相关认沽权

证的记录。 C．企业根据经批准的股权分置方案，向上市公

司注入优质资产、豁免上市公司债务、替上市公司承担债务

的，应按照注入资产、豁免债务、承担债务的账面价值借记

“股权分置流通权”科目，贷记或借记相关资产或负债科目

。 D．对于以报表承诺方式或发行权证方式取得的非流通股

的流通权，以及发行的认购权证或认沽权证，应在财务报表

附注中予以披露，并说明其具体的内容。 7.甲公司2005年年

度财务报告经董事会批准对外公布的日期为2006年4月3日，

实际对外公布的日期为2006年4月5日。该公司2006年1月1日

至4月3日发生的下列事项中，应当作为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中的调整事项的有（ ）。 A．2006年2月5日发现2005年11月1

日已完工投入使用的厂房未从“在建工程”转入“固定资产

”，折旧一直未提； B．2005年11月实现的一笔销售因质量总



量于2006年4月4日发生退货； C．2006年4月2日甲公司签署担

保书，为乙公司提供1000万元的长期借款担保； D．2005年10

月1日与丙公司签订的债务重组协议于2006年3月9日执行完毕

，并办妥了解除债务手续； E．2006年3月15日董事会审议通

过现金股利的分配方案。 8.以下业务中，属于增值税条例中

视同销售范围的有（ ）。 A．将自产的、委托加工的物资用

于集体福利或个人消费 B．将自产的、委托加工的物资用于

在建工程 C．将自产的、委托加工的物资和购买的物资用于

分红 D．将购买的物资或接受的劳务用于在建工程 E．非正

常损失的产成品、半成品和购进物资所对应的进项税额 9.下

列有关收入的论断中，正确的有（ ）。 A．未确认收入的已

发出商品的退回将”发出商品”转回”库存商品”。已确认

收入的商品退回则直接冲减退回当月的收入和成本，相应的

现金折扣一并反转。属于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销售退回应

调整报告年度的收入和成本。 B．如果销售折让发生在收入

确认之前则类似于商业折扣，直接按折扣后的价款确认收入

即可，如果发生在收入确认之后则直接冲减发生当期的销售

收入。 C．对于申请入会费和会员费收入，如果属于一次性

服务的应在收到款项时确认收入，分期服务的则在收到款项

时先计入“递延收益”，等到提供服务时再分期确认收入。

D．对于商品的售价内包括可区分的在售后一定期间的服务

费，企业应在商品销售实现时，按售价扣除该项服务费后的

余额确认销售商品收入，服务费递延至提供劳务的期间确认

为收入。 10.下列有关重大会计差错的论断中，正确的是（）

。 A．当某交易或事项占同类交易或事项的金额在10％及以

上时，应将其认定为重大会计差错； B．属于以前年度的重



大会计差错，应当调整当期的期初留存收益及会计报表其他

项目的期初数； C。对于比较会计报表期间的重大会计差错

，应调整各该期间的净损益和其他相关项目，视同该差错在

产生的当期已经更正； D．对于比较会计报表期间以前的重

大会计差错，应调整比较会计报表最早期期间的期初留存收

益，会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的数字也应一并调整。 E．属于

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报告年度的重大会计差错，应调整报

告年度会计报表的期末数或当年发生数，属于以前年度的，

则调整报告年度期初留存收益及其他相关项目。 11．下列交

易的会计处理中，不符合会计制度规定的是（）。 A．在执

行《企业会计制度》对闲置设备补提折旧时，采用未来适用

法，即直接将追提折旧计入当期费用。 B．在纳税影响会计

法下，对资产减值准备均作了可抵减时间性差异处理。 C．

甲公司以一批账面成本80万元的库存商品对乙公司投资，该

批商品的公允计税价为100万元，增值税率为17%，消费税率

为10%，乙公司将该批商品作为企业的原材料，双方对此商

品的协议价为95万元，乙公司以107万元计入“实收资本---甲

公司”。 D．母公司将一批商品出售给子公司，该商品的账

面成本为300万元，售价为500万元，增值税率为17%，子公司

当年售出了其中的40%，母公司当年末的“存货”为10000万

元，乙公司当年末的“存货”为4000万元，经双方合并后的

“存货”为13880万元。 12. 下列有关融资租入固定资产折旧

的论断中，正确的是（）。 A．如果承租人或与其有关的第

三方对租赁资产余值提供了担保，则应提折旧额=固定资产的

入帐价值-担保余值 预计清理费用； B．如果不存在承租人或

与其有关的第三方对租赁资产余值的担保，则应提折旧额=固



定资产的入帐价值-预计残值 预计清理费用 C．如果能合理推

断出租赁资产归承租人所有，则折旧期为尚可使用期限 D．

如果无法合理推断出租赁资产归承租人所有，则按租期来认

定折旧期间 E．融资租入固定资产的折旧费用归属方向等同

于自有固定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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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