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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6_8C_E7_A8_8E_E5_c46_79292.htm 一、单项选择题 (本题

型共15题，练习题提供正误对照，不记分，) 1.甲企业购入一

台需要安装的设备，取得的增值税发票上注明的设备买价

为50000元，增值税额为8500元，支付的运输费为2500元，设

备安装时领用工程用材料价值1000元（不含税），购进该批

工程用材料的增值税为170元，设备安装时支付有关人员工

资2000元。该固定资产的成本为（ ）元。 (A) 64170 (B) 61000

(C) 64000 (D) 62170 正确答案：a 解析：该固定资产的成本

＝50000＋8500＋2500＋1000＋170＋2000＝64170元。 2.某公司

于2000年1月1日向银行借款1000000元用于建造生产用房，贷

款年利率为6％，借款期限为2年。工程于2001年1月1日完工

并经验收合格交付使用。该工程领用库存工程物资755800元

，领用本公司生产的机器1台，生产成本4800元，售价6200元

，适用增值税税率17％；支付自营工程人员工资及水电

费304000元。则该固定资产的入账价值为（）元。 (A)

1124600 (B) 1064600 (C) 1125416 (D) 1125654 正确答案：d 解析

：自行建造的固定资产，按照建造过程中实际发生的全部支

出作为原价记账。企业为取得固定资产而发生的借款利息支

出和有关费用，以及外币借款的汇兑差额，在固定资产交付

使用前发生的，应予以资本化计入固定资产价值；在此之后

发生的应计入财务费用，所以该固定资产的入账价值为

：1000000*6% 755800 4800 6200*17% 304000=1125654元。 3.某

公司购置大型设备1台，原值为2450000元，预计净残值率为4



％，预计使用年限为6年，采用年数总和法计提折旧。该固定

资产使用期的第5年应计提折旧额为（）元。 (A) 224000 (B)

167588 (C) 233333 (D) 190512 正确答案：a 解析：1 2 3 4 5 6=21

；第五年的折旧额为：2450000*（1-4%）*2/21=224000元。年

折旧率=尚可使用年限÷预计使用年限的逐年数字总和；年折

旧额 =（固定资产原值-预计净残值）×年折旧率。 4.某项固

定资产的账面原价为80000元，预计使用年限为5年，预计净

残值为5000元，按年数总和法计提折旧。若该项固定资产在

使用的第三年末，因技术陈旧等原因首次计提减值准备，金

额为其账面价值的10%，则该固定资产在第三年末的账面净

值为（ ）元。 (A) 14400 (B) 15000 (C) 16000 (D) 18000 正确答

案：d 解析：1 2 3 4 5=15；第一年提取的折旧为：

（80000-5000）*5/15=25000元；第二年提取的折旧为：

（80000-5000）*4/15=20000元；第三年提取的折旧额：

（80000-5000）*3/15=15000，所以第三年末的账面余额为

：80000-25000-20000-15000=20000元，因为计提减值准备，金

额为其账面余额的10%，所以应该提取2000元，则该固定资产

在第三年末的账面净值为18000元。 5.某工业企业生产线设备

的账面原值为5000万元，预计使用年限10年，预计净残值为

零，企业采用直线法计提折旧。假定第3年年底该生产线设备

的可收回金额为3200万元，预计尚可使用年限为5年，预计净

残值不变，则该固定资产第四年的折旧额为（ ）。 (A) 700万

元 (B) 640万元 (C) 500万元 (D) 400万元 正确答案：b 解析：第

三年末账面价值3500万元，孰低原则下计提减值准备300万元

，第四年按照3200元计提折旧，折旧额为3200/5＝640万元 6.

企业无偿调出固定资产发生的净损失，应借记的科目是（ ）



。 (A) 营业外支出 (B) 资本公积 (C)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D) 管

理费用 正确答案：b 解析：企业按照有关规定并报经有关部

门批准无偿调出固定资产，调出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以及清

理固定资产所发生的费用，通过“固定资产清理”科目核算

，清理所发生的净损失冲减资本公积。 7.某台设备账面原值

为200000元，预计净残值率为5％，预计使用年限为5年，采

用双倍余额递减法计提年折旧。该设备在使用3年6个月后提

前报废，报废时发生清理费用2000元，取得残值收入5000元

。则该设备报废对企业当期税前利润的影响额为减少（ ）元

（不考虑税金）。 (A) 40200 (B) 31560 (C) 31900 (D) 38700 正

确答案：c 解析：双倍余额递减法下第一年提取的折旧为

：200000*2/5=80000元；第二年提取的折旧为：

（200000-80000）*2/5=48000元，第三年提取的折旧为：

（200000-80000-48000）*2/5=28800元，第四年提取的折旧为

：（200000-80000-48000-28800-200000*5%）*1/2=16600元，

则6个月提取的折旧为：16600/2=8300元，报废时账面净值为

：200000-80000-48000-28800-8300=34900元，则出售的净损失

为：34900 2000-5000=31900元。 8.某外商投资企业接受捐赠不

需要安装设备一台，确定的入账价值为500000元，设备已交

付生产车间使用，该企业适用的所得税税率为33%。则在接

受捐赠时，应编制的会计分录为（ ）。 (A) 借：固定资产

500000贷：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500000 (B) 借：待转资产价

值 500000贷：资本公积接受捐赠非现金资产准备 335000 递延

税款 165000 (C) 借：固定资产 500000 贷：待转资产价值

500000 (D) 借：固定资产 500000贷：待转资产价值 335000 递

延税款 165000 正确答案：c 解析：注意外商投资企业在接受



固定资产捐赠时的账务处理，如果有支付的相关税费，则贷

记银行存款。 9.甲企业与债权人乙企业协商，进行债务重组

，将所欠货款650000元用一台设备予以偿还（假设企业转让

该设备不需要缴纳增值税），该设备账面原价600000元，已

提折旧100000元。甲企业对该项设备提取了减值准备80000元

，乙企业对该项应收账款提取了坏账准备39000元。根据上述

资料，甲企业因此项债务重组而增加的资本公积为（ ）。

(A) 230000 (B) 191000 (C) 150000 (D) 111000 正确答案：a 解析

：债务重组时的账面价值为：600000-100000-80000=420000元

，所以甲企业因此项债务重组而增加的资本公积

为650000-420000=230000元。 10.为建造固定资产而发生的利

息支出，在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后发生的，应计入

（ ）。 (A) “在建工程” (B) “财务费用” (C) “管理费用”

(D) “固定资产” 正确答案：b 解析：为建造固定资产而发生

的利息支出，在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发生的，按

借款费用资本化的原则，确定可以计入“在建工程”的金额

；在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后发生的，一律计入“财

务费用”。 11.下列项目不属于固定资产特征的是（ ）。 (A) 

为生产12.某企业购入一台需要安装的设备 ，取得的增值税专

用发票上注明的设备买.价为50000元，增值税税额为8500元,支

付的运输费1000元，安装设备时，领用的材料物资1500元，

购进该批材料时支付的增值税额为255元，支付工资2500元，

若不考虑其他费用，则该设备交付使用的入账价值为（ ）元

。 (A) 50000 (B) 63755 (C) 59500 (D) 63500 正确答案：b 解析

：50000 8500 1000 1500 255 2500= 63755元。 13.捐赠转出的固定

资产，应将该固定资产净值减去已经计提的减值准备和应支



付的相关税金后的余额记入（ ） (A) 资本公积 (B) 管理费用

(C) 营业外支出 (D) 其他业务支出 正确答案：c 解析：注意捐

赠与无偿调出的处理不一样。 14.某企业对生产车间的某项设

备进行改建，该设备账面原价300000元，累计折旧120000元，

在改建过程中发生的各种支出共60000元，拆除部分零件变价

收入15000元，该设备改建后的入账价值为（ ）元。 (A)

255000 (B) 345000 (C) 375000 (D) 225000 正确答案：d 解析：

（300000-120000） 60000-15000=225000元。 15.下列设备中，

不应计提固定资产折旧的是（ ）。 (A) 季节性停用的大型设

备 (B) 已提足折旧仍在使用的大型设备 (C) 以融资租赁方式租

入的大型设备 (D) 以经营租赁方式租出的大型设备 正确答案

：b 解析：除下列两种情况外，企业应对所有固定资产计提

折旧： 1） 已提足折旧仍在使用的固定资产； 2） 按照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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