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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6_8C_E7_A8_8E_E5_c46_79543.htm 一、单项选择题 (本题

型共17题，练习题提供正误对照，不记分，) 1.按照国家《银

行账户管理办法》的规定，企业的工资、奖金、津贴等现金

的支取，只能通过（ ）办理。 (A) 一般存款账户 (B) 基本存

款账户 (C) 专用存款账户 (D) 临时存款账户 正确答案：b 解

析：基本存款账户是企业办理日常结算和现金收付的账户。

企业的工资、奖金等现金的支取，只能通过基本存款账户办

理。 2.对于银行已经入账而企业尚未入账的未达账项，我国

企业应当（ ）。 (A) 根据“银行对账单”记录的金额入账 (B)

根据“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入账 (C) 在编制“银行存款余

额调节表”的同时根据自制的原始凭证入账 (D) 待有关结算

凭证收到后入账 正确答案：d 解析：对于因未达账项而使银

行对账单和银行存款日记账二者账面余额出现的差额，无需

作账面调整，待结算凭证收到后再进行账务处理。 3.短缺的

现金属于无法查明原因的，根据管理权限审批后，计入（ ）

。 (A) 管理费用借方 (B) 管理费用贷方 (C) 营业外支出借方

(D) 营业外支出贷方 正确答案：a 解析：该题目的会计分录为

：借：管理费用 贷：待处理财产损溢 4.顺风公司赊销利

息1000元，尚未计提利息1200元，银行贴现息为900元。应该

收票据贴现时计入财务费用的金额为（ ）元。 (A) -300 (B)

-100 (C) -1300 (D) 900 正确答案：a 解析：应收票据贴现时计

入财务费用的金额=（100000＋1000）－（100000＋1000

＋1200－900）=-300元，即会计分录为：借：银行存款 101300



贷：财务费用 300 应收票据 101000 6.某公司1999年起采用账龄

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1999年末应收账款余额500万，其中未

到期应收账款200万，计提准备比例1%，逾期应收账款300万

，计提准备比例5%；2000年上半年确认坏账损失3万元，下半

年收回已作为坏账损失处理的应收账款2万，2000年末应收账

款余额400万元，其中未到期应收账款和逾期应收账款各200

万，计提准备比例同上年，该企业2000年末坏账准备科目的

余额是（ ）。 (A) 17万元 (B) 16万元 (C) 12万元 (D) 4万元 正

确答案：c 解析：200×1%＋200×5%=12万元，注意本题目考

察的是坏账准备的期末余额。 7.条件如上题目，问该企

业2000年末应该提取的坏账准备为（ ）万元。 (A) 4 (B) -4 (C)

3 (D) -3 正确答案：b 解析：99年末的坏账准备为：200×1%

＋300×5%=17万元, 2000年上半年确认坏账损失3万元，下半

年收回已作为坏账损失处理的应收账款2万，00年末尚有余

额17-3 2=16万元，而上题目中2000年末坏账准备科目的余额

应该为12万元，所以应该冲销4万元。 8.某企业坏账核算采用

备抵法，并按应收账款年末余额百分比法计提坏账准备，各

年计提比例均假设为应收账款余额的5%。该企业计提坏账准

备的第一年的年末应收账款余额为1200000元；第二年客户甲

单位所欠15000元账款按规定确认为坏账，应收账款期末余额

为1400000元；第三年客户乙单位破产，所欠10000元中有4000

元无法收回，确认为坏账，期末应收账款余额为1300000元。

则该企业因对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在三年中累计计入管理

费用的金额为（ ）元。(A) 24000 (B) 74000 (C) 75000 (D) 84000

正确答案：d 解析：第一年提取：1200000*5%=60000元；第二

年提取前余额：60000-15000=45000元，应有余额



：1400000*5%=70000元，所以应该提取25000元；第三年提取

前余额：70000-4000=66000元，应有余额：1300000*5%=65000

元，所以应该冲销1000元；三年合计为：60000

25000-1000=84000元。 9.甲公司2001年10月25日售给外地乙公

司产品一批，价款总计200000元（假设没有现金折扣事项）

，增值税税额为34000元，以银行存款代垫运杂费6000元（假

设不作为计税基数）。甲公司于2001年11月1日收到乙公司签

发并承兑汇票一张，票面利率为8%，期限为3个月。2002年2

月1日票据到期日，乙公司未能偿付票据本息，则甲公司应编

制的会计分录（假定2002年1月份的票据利息尚未确认）为（ 

）(A) 借：应收账款 240000 贷：应收票据 240000 (B) 借：应收

账款 244800贷：应收票据 240000 财务费用 4800 (C) 借：应收

账款 244800贷：应收票据 243200 财务费用 1600 (D) 借：应收

账款 243200 贷：应收票据 243200 正确答案：c 解析：取得票

据时的账面价值为：200000 34000 6000=240000元，计提2个月

的利息：240000*8%*2/12=3200元，所以当时账面价值

为240000 3200=243200元，同时把1个月的利息也记入应收账

款，所以分录C正确。 10.会计实务中，通常以（ ）作为确认

应收账款的入账时间。 (A) 发货时 (B) 签订合同时 (C) 收入实

现时 (D) 收到款项时 正确答案：c 解析：应收账款通常是由

于企业赊销活动所引起的，因此，应收账款的确认时间与收

入的确认标准密切相关，应收账款应于收入实现时确认。 11.

一张票面金额为3000元，利率为8%，期限为6个月的带息应收

票据，企业已持有4个月，按12%的贴现率进行贴现，则贴现

利息应为（ ）元。 (A) 62.4 (B) 120 (C) 104 (D) 500 正确答案

：a 解析：贴现利息=3000×（1＋8%×6÷12）×（6－4）/12



×12%=62.4元。 12.某企业销售一笔货款为110万元的货物，

规定销货的现金折扣条件为2/10，1/20，n/30，购货单位于10

天内付款，该企业实际收到的款项金额为（ ）万元。 (A) 110

(B) 100 (C) 107.8 (D) 88 正确答案：c 解析：实际收到款项金

额=110×（1－2%）=107.8万元 13.某公司4月30日的银行存款

日记账账面余额为481500元，银行对账单余额为501500元。经

逐笔核对，发现有以下未达账项：（1）29日银行代企业收

款41000元，企业尚未收到收款通知；（2）30日银行代付电

费2500元，企业尚未收到付款通知；（3）30日企业送存银行

的转账支票35000元，银行尚未入账；（4）29日企业开出转

账支票16500元，持票人尚未到银行办理结算手续。公司据以

编制“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调节后的银行存款余额应为

（ ）元。 (A) 540000 (B) 534000 (C) 506000 (D) 520000 正确答

案：d 解析：可以从两个角度考虑调节后的银行存款余额，

即： 1） 建立在银行存款日记账账面余额为481500元的基础

上：481500 41000-2500=520000元； 2） 建立在银行对账单余

额为501500元的基础上：501500 35000-16500=520000元。 14.企

业已贴现的商业承兑汇票到期，因承兑人的银行账户不足支

付，企业收到银行退回的应收票据和支款通知，并从银行账

户划出款项时，应作（ ）会计分录。 (A) 借：应收票据 贷：

银行存款(B) 借：应收账款 贷：银行存款 (C) 借：应收票据 

贷：短期借款 (D) 借：应收账款 贷：应收票据 正确答案：b 

解析：题目中给出从银行账户划出款项时，如果银行账户上

不足，则应该做分录如下：借：应收账款 贷：短期借款 15.某

企业按销货百分比法计提坏账准备，2002年赊销金额

为1000000元，根据以往资料和经验，估计坏账损失率为3%，



企业在计提坏账准备前坏账准备有借方余额1000元，该企

业2002年应计提的坏账准备金额为（ ）元。 (A) 31000 (B) 0

(C) 29000 (D) 30000 正确答案：d 解析：该企业2002年应计提

的坏账准备金额=1000000×3%=30000（元）.注：销货百分比

法不考虑计提坏账准备前坏账准备账户的余额。 16.以现金购

入的短期投资，支付的价款中包含的已宣告但尚未领取的现

金股利应该记入（ ）。 (A) 短期投资 (B) 应收股利 (C) 投资收

益 (D) 财务费用 正确答案：b 解析：支付的价款中包含的已

宣告但尚未领取的现金股利应该记入应收股利，已到付息期

上未领取的债券利息，计入应收利息。 17.甲公司4月1日以每

股6元购入某公司股票20万股作为短期投资，其中包含每10

股1元的已宣告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另支付0.4%的税费，甲

公司的短期投资成本是（ ）。 (A) 201300元 (B) 200000元 (C)

1184800元 (D) 217300元 正确答案：c 解析：应收股利

为200000/10*1＝20000元，相关税费为200000*6*0.4％＝4800元

，所以投资成本为200000*6 4800-20000＝1184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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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