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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6_8C_E7_A8_8E_E5_c46_79272.htm 一、单项选择题 (本题

型共20题，练习题提供正误对照，不记分，) 1.对于借款企业

来说，在市场利率呈上升趋势情况下，应该使用（ ）。 (A) 

固定利率 (B) 浮动利率 (C) 加息利率 (D) 贴现利率 正确答案

：a 解析：对于借款企业来说，在市场利率呈上升趋势的情况

下，使用固定利率有利，呈下降趋势的情况下，使用浮动利

率为佳，因为这样可以减少企业未来的利息支出。 2.某企业

向银行借入年利率为6%、期限为2年的借款2000万元，筹资费

用率为零，该企业适用的所得税率为33%，则该项借款的资

金成本率为（ ）。 (A) 6% (B) 4.02% (C) 12% (D) 8.04% 正确答

案：b 解析：资金成本率=2000*6%*（1-33%）/2000=4.02% 3.

某企业向银行借款500万元，期限为1年，名义利率为12%，利

息45万元，按照贴现法付息，该项借款的实际利率为（ ）。

(A) 13.11% (B) 13.59% (C) 13.19% (D) 12% 正确答案：c 解析：

实际利率=500*12%/（500-45）=13.19% 4.下列有关资金结构的

表述中，不正确的是（ ）。 (A) 一般情况下，单一型资金结

构企业比混合型资金结构企业的综合资金成本高。 (B) 资产

净利润率较高而债务资金成本率较低时，提高债务比重可提

高权益资金收益率 (C) 在利率较稳定、经营前景看好时，选

择中庸型筹资策略可降低筹资成本、提高企业效益 (D) 对企

业来说，短期资金的筹资风险较大，长期资金的筹资风险较

小 正确答案：c 解析：B项利用的是财务杠杆效应，而d项短

期资金还款压力大，所以风险大，至于C项，在利率较稳定



、经营前景看好时，企业应该选择积极性的筹资策略，提高

企业效益。 5.周转信用协议、补偿余额和借款抵押三种短期

借款信用条件的共同点是（ ）(A) 降低了企业筹资风险 (B) 提

高了企业资金成本 (C) 提高了银行投资风险 (D) 加大了银行

的法律责任 正确答案：b 解析：周转信用协议、补偿余额和

借款抵押都是短期借款的信用条件，周转信用协议通过支付

承诺费、补偿余额通过保留余额，借款抵押通过可以抵押的

比例不足100%，共同体现了提高资金成本，但是要注意信用

条件中的信用额度则不具备这个特点。 6.企业在达到最佳资

本结构时，下列表述正确的是（ ）。 (A) 综合资金成本最低

(B) 债务资本成本最低 (C) 净资产收益率最高 (D) 企业价值最

大，综合资本成本最低 正确答案：d 解析：当企业的综合资

本成本最低时，企业达到了最佳资本结构，此时企业价值最

大。 7.长期借款筹资与长期债券筹资相比，其特点是（ ）。

(A) 利息能节税 (B) 筹资弹性大 (C) 筹资费用大 (D) 债务利息

高 正确答案：b 解析：与长期债券筹资相比，长期借款筹资

的特点为：筹资速度快、借款弹性大、借款成本低和限制条

款比较多。 8.某公司拟发行5年期债券进行筹资，债券票面金

额为100元，票面利率为12%，每年年末付息一次，当时市场

利率为10%，那么，该公司债券发行价格应为( )元。 (A) 93.22

(B) 100 (C) 105.35 (D) 107.58 正确答案：d 解析：计算债券发

行价格的公式分为到期一次付息和每年年末付一次息两种情

况，本题目为每年年末付息一次，所以债券价格为：100*

（P/S，10%，5）＋100*12%*（P/A，10%，5）=107.58元。 9.

某周转信贷额为1000万元，年承诺费为0.5%，借款企业年度

使用了600万元（使用期为1年），借款年利率为6%，则该企



业当年应向银行支付利息和承诺费共计（）万元 (A) 18 (B) 20

(C) 38 (D) 21.5 正确答案：c 解析：利息为600*6%=36万元按照

周转信贷额度应该支付的承诺费：400*0.5%=2万元所以，该

企业当年应向银行支付利息和承诺费共计36 2 = 38万元。 10.

某公司按8％的年利率向银行借款200万元，银行要求保留20

％作为补偿性余额，那么该笔借款的实际利率为（ ）。 (A)

8% (B) 10% (C) 12% (D) 20% 正确答案：b 解析：补偿性余额

贷款实际利率＝8％／（1-20％）＝10％ 11.某企业当前普通股

每股市价40元，近期每股股利为4元，发行普通股时筹资费用

率为2%，预计股利每年增长3%，则留存收益资本成本为（ 

）。 (A) 13% (B) 13.20% (C) 13.27% (D) 14.6% 正确答案：a 解

析：留存收益资本成本与普通股资金成本率计算方法相同，

但是不用考虑筹资费用，所以应该为：（ 4/40 3%

）*100%=13% 12.从筹资的角度，下列筹资方式中筹资风险最

小的是（）。 (A) 债券 (B) 长期借款 (C) 融资租赁 (D) 普通股 

正确答案：d 解析：从各种筹资方式来讲，普通股筹资风险

较小，但成本较高。 13.由于优先股和普通股的风险和权利不

同，在利润分配中下列选项中错误的是（ ）。 (A) 优先股股

息先于普通股股息分派 (B) 优先股股息一般是固定的 (C) 优先

股会分散公司的控制权 (D) 普通股股息在税后利润中分派 正

确答案：c 解析：优先股股息不会分散公司的控制权，但是当

企业盈利能力不强时，固定的优先股股利将给企业造成很大

的压力。 14.下列各项中不属于商业信用的是（ ）。 (A) 应付

工资 (B) 预提费用 (C) 应付票据 (D) 预收账款 正确答案：b 解

析：预提费用不属于商业信用，应付工资、应付票据 、预收

账款等都是商业信用。 15.企业向银行借入长期款项，如若预



测市场利率将下降，企业应与银行签订（ ）。 (A) 有补偿余

额合同 (B) 固定利率合同 (C) 浮动利率合同 (D) 周转信贷协定

正确答案：c 解析：若预测市场利率将下降，企业应与银行签

订浮动利率合同，等利率实际下降时，企业按下降后的利息

支付利息，对企业有利。 16.某企业需借入资金100 000元，由

于贷款银行要求将贷款数额的20%作为补偿性余额，故企业

需向银行申请贷款的数额为（）元。 (A) 100000 (B) 120000

(C) 125000 (D) 80000 正确答案：c 解析：设申请贷款数额为X,

则X*(1-20%)=100000，申请贷款数额 = 100000÷（1-20%） =

125 000元。 17.银行接受抵押品后，将根据抵押品的面值决定

其贷款金额，一般为抵押品面值的30%-90%，这一比例的高

低，取决于（）。 (A) 抵押品质量的好坏和评估的价值 (B) 抵

押品的变现能力和银行的风险偏好 (C) 借款企业信誉的好坏

和评定的信用等级 (D) 企业的经济性质和行业特征 正确答案

：b 解析：银行接受抵押品后，将根据抵押品的面值决定其

贷款金额，一般为抵押品面值的30%-90%，这一比例的高低

，取决于抵押品的变现能力和银行的风险偏好。 18.溢价发行

债券时，其发行价格与债券面值的关系为（ ）。 (A) 价格大

于面值 (B) 价格小于面值 (C) 价格等于面值 (D) 不一定 正确

答案：a 解析：溢价发行债券时，其发行价格大于面值，折价

发行时，发行价格小于面值。 19.一般来讲，当企业增加债务

资金的数额时，企业的加权平均成本将（ ）。 (A) 上升 (B) 

下降 (C) 不变 (D) 不一定 正确答案：b 解析：一般来讲，负

债资金的资金成本较低，所有者权益的资金成本较高，所以

企业增加债务资金的数额时，企业的加权平均成本将下降。

20.负债比重高一些，属于（ ）筹资策略。 (A) 保守型 (B) 中



庸型 (C) 积极型 (D) 不一定 正确答案：c 解析：积极型筹资策

略是尽量用短期资金用于长期资产投资，所以负债比重会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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