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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6_8C_E7_A8_8E_E5_c46_795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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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生产费用

在完工产品和在产品之间分配的方法中，适用于在产品数量

较多、各月在产品数量变动也较大，同时产品成本中各项费

用的比重又相差不多的企业的是（）。 (A) 定额比例法 (B) 约

当产量法 (C) 在产品按定额成本计算的方法 (D) 在产品按其

所耗用的原材料费用计算的方法 正确答案：b 解析：约当产

量比例法适用于在产品数量较多，各月在产品数量变动也较

大，同时产品成本中各项费用的比重又相差不多的企业。在

产品约当产量=在产品数量×完工百分比。 2.下列费用项目中

，应计入“营业费用”账户的是（）。 (A) 排污费 (B) 咨询费

(C) 诉讼费 (D) 展览费 正确答案：d 解析：“营业费用”科目

用于核算工业企业在产品销售过程中所发生的销售费用，包

括运输费、装卸费、包装费、保险费、广告费，以及为销售

本企业产品而专设的销售机构的职工工资、福利费、业务费

等经常费用。ABC三项属于管理费用的内容。 3.某产品需要

经过两道工序制成，该产品单位工时定额50小时 ，其中第一

工序20小时，第二工序30小时。月末该产品在产品为80件，

其中第一工序30件，第二工序50件，则该产品月末在产品的

约当产量为（ ）件。 (A) 36 (B) 56 (C) 16 (D) 41 正确答案：d 

解析： 在产品约当产量=在产品数量×完工百分比，处于某

个工序的在产品按照完成了本程序的一半计算，即： 30

×10/50 50×（20 30/2）/50=41件。 4.按照“收入”具体会计



准则的规定，销售合同中规定了由于特定原因买方有权退货

的条款，而企业又不能确定退货的可能性，这种情况下，销

货收入的确认时间为（）。 (A) 向购货方交付检查时 (D) 退

货期满时 正确答案：d 解析：附有销售退回条件的商品销售

。在这种销售方式下，购货方依照有关协议有权退货。如果

企业能够按照以往的经验对退货的可能性作出合理估计的，

应在发出商品时将估计不会发生退货的部分确认收入，估计

可能发生退货的部分，不确认收入。如果企业不能合理地确

定退货的可能性，则在销售商品退货期满时确认收入。 5.某

公司2000年11月6日发给甲企业商品1000件，增值税专用发票

注明的货款100000元，增值税额17000元，代垫运杂费2000元

，该批商品的成本为85000元。在向银行办妥手续后得知甲企

业资金周转十分困难，该公司决定本月不能确认该笔收入。

下列相关会计处理中，不正确的是（）。 (A) 借：发出商

品85000 贷：库存商品85000 (B) 借：应收账款2000 贷：银行存

款2000 (C) 借：应收账款85000 贷：主营业务成本85000 (D) 借

：应收账款17000 贷：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7000 正确答案：c 解析：如果企业售出的商品不符合销售

收入确认的4项条件中任何一条，均不应确认收入。对于在一

般销售方式下，已经发出但尚未确认销售收入的商品成本应

通过“发出商品”科目核算，此时收入和成本都不结转。 6.Y

公司本月销售情况如下：（1）现款销售10台，售价100000元

（不含增值税，下同）已入账；（2）需要安装的销售2台，

售价20000元，款项尚未收取，安装任务构成销售业务的主要

组成部分；（3）分期收款销售4台，售价40000元，第一期款

项20000元（不含增值税）已收到入账；（4）附有退货条件



的销售2台，售价23000元已入账，退货期3个月，退货的可能

性难以估计。Y公司本月应确认的销售收入是（ ）元。 (A)

120000 (B) 140000 (C) 163000 (D) 183000 正确答案：a 解析：

（1）确认收入100000元，（3）确认收入20000元，其他两项

都不确认收入。 7.某煤矿（一般纳税企业）12月份将生产的

煤炭150吨用于辅助生产，该种煤炭的市场售价（不含增值税

）为每吨300元，生产成本为每吨260元，适用增值税税率

为17%，资源税税率为3元/吨，则企业会计处理时计入辅助生

产成本的金额为（ ）。 (A) 39450 (B) 46080 (C) 46650 (D)

47100 正确答案：d 解析：计入辅助生产成本的金额为:成本 

相关税金，即150*260 150*17%*300 150*3=47100元。 8.某种产

品月初在产品制造费用1512元，本月发生制造费用3198元，

月初在产品定额工时360小时，本月投入定额工时780小时；

本月完工30件，每件工时定额18小时；每小时制造费用定额4

元。在产品按定额成本计价法分配计算的该种产品本月完工

产品的制造费用为（ ）元。 (A) 2310 (B) 2400 (C) 3198 (D)

1512 正确答案：a 解析：月末在产品的定额工时为（360

780-18*30）=600小时，则定额成本为600*4=2400元，按照定

额成本计价法分配计算的该种产品本月完工产品的制造费用

为1512 3198-2400=2310元。 9.按规定，企业销售商品发生的销

售折让应（ ）。 (A) 冲减主营业务收入 (B) 增加主营业务成

本 (C) 计入“销售折让”科目 (D) 增加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正确答案：a 解析：企业发生的销售折扣应在实际发生时计入

财务费用，发生的销售折让应在发生时冲减当期销售收入。

10.企业对外销售需要安装的商品时，若安装和检验属于销售

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则确认该商品销售收入的时间是（ ）



。 (A) 发出商品时 (B) 收到商品销售货款时 (C) 商品运抵并开

始安装时 (D) 商品安装完毕并检验合格时 正确答案：d 解析

：商品需要安装和检验的销售方式下，购买方在接受交货以

及安装和检验完毕前一般不应确认收入，但如果安装程序比

较简单，或检验是为最终确定合同价格而必须进行的程序，

则可以在商品发出时，或在商品装运时确认收入。 11.在视同

买断销售商品的委托代销方式下，委托方确认收入的时点是

（ ）。 (A) 委托方交付商品时 (B) 受托方销售商品时 (C) 委托

方收到代销清单时 (D) 委托方收到货款时 正确答案：c 解析

：无论何种代销方式，委托方确认收入的时点都是收到代销

清单时。 12.下列交易或事项中，不应确认为营业外支出的是

（ ）。 (A) 对外捐赠支出 (B) 债务重组损失 (C) 计提的存货跌

价准备 (D) 计提的在建工程减值准备 正确答案：c 解析：计

提的存货跌价准备应计入管理费用。 13.以下项目中，不属于

期间费用的是（ ）。 (A) 制造费用 (B) 管理费用 (C) 销售费用

(D) 财务费用 正确答案：a 解析：制造费用在期末结转至“生

产成本”，不属于期间费用。 14.宏通建筑公司与甲企业签订

一项总金额为5000万元的工程建设合同，工程于2002年1月开

工，预计2005年2月完工。合同预计总成本4000万元，截

止2002年末已经累计发生成本1600万元，已经结算工程价

款1000万元，实际收到工程款800万元，宏通建筑公司2002年

应确认的主营业务收入为（ ）万元。 (A) 2000 (B) 1600 (C)

1000 (D) 800 正确答案：a 解析：按照完工百分比法确认的主

营业务收入为：5000×1600/4000＝2000万元。15.委托方采用

收取手续费的方式代销企业采用分期收款方式销售商品

，2003年1月5日发出产品100件，每件售价100元，销售成本率



为75%，增值税税率为17%，合同约定分6次付款，产品发出

时付款50%，以后五个月每月1日各付款10%，该企业1月份应

结转的主营业务成本为（ ）元。 (A) 7500 (B) 8775 (C) 10000

(D) 3750 正确答案：d 解析：该企业1月份应结转的主营业务

成本＝100×100×75%×50%＝3750元，以后每个月应结转的

主营业务成本＝100×100×75%×50%/5＝750元。 17.某电器

公司对家电产品实行“包退、包换、包修”的销售政策

。2003年，该公司共销售家电产品200万元（不含增值税）。

根据以往经验：包退产品占2%，包换产品占1%，包修产品

占3%。则该公司2003年应确认的收入金额为（ ）万元。 (A)

196 (B) 200 (C) 198 (D) 188 正确答案：a 解析：该公司2003年

应确认的收入金额＝200×（1－2%）＝196万元。 18.F公司

于2003年年初将其所拥有的一座桥梁的收费权出售给R公司10

年，10年后由F公司收回收费权，一次性取得收入50万元，款

项已收存银行。售出10年期间，桥梁的维护由F公司负责。

则F公司2003年该项业务应确认的收入为（ ）万元。 (A) 50

(B) 10 (C) 0 (D) 5 正确答案：d 解析：使用费收入应按有关合

同协议的收费时间和方法确认：如果合同、协议规定使用费

一次支付，且不提供后期服务的，应视同该项资产的销售一

次确认收入；如果提供后续服务的，应在合同、协议规定的

有效期内分期确认收入。F公司2003年该项业务应确认的收入

＝50÷10＝5万元。 19.企业年末结账后，一定无余额的会计

科目是（ ）科目。 (A) 本年利润 (B) 利润分配 (C) 待摊费用

(D) 生产成本 正确答案：a 解析：本年利润都应该结转入利润

分配科目，期末无余额。 20.企业某项设备本年按会计选定的

折旧年限计算的折旧额为20000元，按照税法规定的折旧年限



计算的折旧为30000元，企业本年的税前会计利润为50000元，

所得税税率为33%，则债务法下，企业所得税的会计处理为

（加入不考虑其他纳税调整事项）。 (A) 借：所得税 165000

递延税款 3300贷：应交税金应交所得税 168300 (B) 借：所得

税 168300贷：递延税款 3300应交税金应交所得税 165000 (C) 

借：所得税 161700递延税款 3300贷：应交税金应交所得税

165000 (D) 借：所得税 165000贷：递延税款 3300应交税金应

交所得税 161700 正确答案：d 解析：本企业发生应纳税时间

性差异10000元，增加递延税款贷方金额，本期的应纳税所得

额为：500000-10000=490000元，应缴所得税

：490000*33%=1617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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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