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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6_8C_E7_A8_8E_E5_c46_795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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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会计实务中

，如果不易分清会计政策变更和会计估计变更时，应当（ ）

。 (A) 不做处理，分清后再处理 (B) 按会计政策变更处理 (C) 

按会计估计变更处理 (D) 在会计政策变更、会计估计变更的

处理方法中任选 正确答案：c 解析：在会计实务中，有时很

难分清会计政策变更和会计估计变更。如果不易分清会计政

策变更和会计估计变更，则应按会计估计变更进行会计处理

。 2.会计政策变更的累积影响数是指（ ）。 (A) 会计政策变

更对当期税后净利的影响数 (B) 会计政策变更对当期投资效

益累计折旧等相关项目的影响数 (C) 会计政策变更对以前各

期追溯计算的变更年度期初留存收益应有金额与原有金额之

间的差额 (D) 会计政策变更对以前各期追溯计算后各有关项

目的调整数 正确答案：c 解析：会计变更的累计影响数，是

指按变更后的会计政策对以前各期追溯计算的变更年度期初

留存收益应有的金额与原有的金额之间的差额，即会计政策

变更的累计影响数，是以下两个金额之间的差额：（1）在会

计政策变更的当年，按变更后的会计政策对以前各期追溯计

算，所得到的年初留存收益金额；（2）变更会计政策当年年

初的留存收益金额。来源：www.examda.com 3.2003年1月20日

，A公司2002年度财务报告尚未报出，此时发生2001年9月份

销售企业本期发现与以前期间相关的非重大会计差错，应当

（ ）。 (A) 作为本期的事项处理 (B) 不做处理 (C) 调整发现当



期的期初留存收益 (D) 调整会计报表其它相关项目的期初数 

正确答案：a 解析：对于非重大会计差错，作为本期的事项处

理；对于重大会计差错，如果影响损益，调整发现当期的期

初留存收益，并调整会计报表其它相关项目的期初数；如果

不影响损益，调整会计报表其它相关项目的期初数。 8.E公司

于2001年发现：2000年漏记了一项固定资产折旧费用180000元

，所得税申报中也没有包括这笔费用。2000年公司适用所得

税税率为33%，法定盈余公积和法定公益金的提取比例分别

为10%和5%。此项差错属于重大会计差错，则该项差错

使2001年未分配利润的年初数减少（ ）元。 (A) 180000 (B)

120600 (C) 102510 (D) 93600 正确答案：c 解析

：180000*(1-33%)*（1-10%-5%）=102510。 9.在采用追溯调整

法时，下列不应考虑的因素是（ ）。 (A) 会计政策变更后的

法定盈余公积金 (B) 会计政策变更后的任意盈余公积金 (C) 会

计政策变更导致损益变化而带来的所得税变动 (D) 会计政策

变更导致损益变化而应补分的利润或股利 正确答案：d 解析

：采用追溯调整法时，要对法定盈余公积金、公益金、任意

盈余公积以及未分配利润各项目进行调整，不考虑由于损益

的变化而应补分的利润或股利。 10.润其公司对银河公司

在1999年1月1日投资500万元，占银河公司有表决权资本30%

，按照原会计制度规定采用成本法核算，从2001年1月1日起

，润其公司对银河公司的投资按照新会计制度规定改为权益

法核算，无股权投资差额，1999年、2000年银河公司分别实

现净利润100万、200万元，分别分回润其公司15万元、30万元

，润其公司分别按10%，5%对净利润提取法定盈余公积和公

益金（润其公司与银河公司的所得税率相同）则该项会计政



策变更的累积影响数是（ ）。 (A) 15万元 (B) 30万元 (C) 45万

元 (D) 60万元 正确答案：c 解析：（100 200）×30%－15－30

＝45万元。 11.如果上题中润其公司的所得税率为33%，银河

公司的所得税率为15%，则该项会计政策变更的累积影响数

是（ ）。 (A) 25.94万元 (B) 28.8万元 (C) 31.5万元 (D) 45万元 

正确答案：a 解析：所得税的影响为（100 200）×30%×

（33%－15%）/（1-15%）=19.06万元，则累计影响数为（100

200）×30%－15－30-19.06＝25.94万元。 12.某上市公司2002

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于2003年4月30日批准报出，2003年4月29

日，该公司发现了2001年度的一项重大会计差错。该公司正

确的做法是（ ）。 (A) 调整2003年度会计报表的年初数和上

年数 (B) 调整2003年度会计报表的年末数和本年数 (C) 调

整2002年度会计报表的年末数和本年数 (D) 调整2002年度会计

报表的年初数和上年数 正确答案：d 解析：属于与资产负债

表日后事项有关的事项，发现报告年度以前年度的重大会计

差错，应当调整报告年度的年初数和上年数。 13.H公司2001

年度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为2002年4月30日，该公司在2002年4

月30日之前发生的下列事项，不需要对2001年度会计报表进

行调整的是（ ）。 (A) 2002年2月10日，法院判决保险公司

对2001年12月3日发生的火灾赔偿150000元 (B) 2001年11月份售

给某单位的100000元商品，在2002年1月25日被退货 (C) 2002

年1月30日得到通知，上年度应收某单位的贷款200000元，因

该单位破产而无法收回，上年末已对该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

备10000元 (D) 2002年2月20日公司董事会制定并批准了2001年

度股票股利分配方案 正确答案：d 解析：制定股票股利分配

方案不做为调整事项处理。14.上市公司1997年的年度报告



于1998年2月10日编制完成，注册会计师完成整个年度审计工

作并签署审计报告的日期为1998年4月2日，经董事会批准财

务报告可以对外公布的日期为1998年4月12日，财务报告实际

对外公布的日期为1998年4月15日，股东大会召开的日期

为1998年4月25日。根据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准则的规定，其

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为（ ）。 (A) 1998年4月2日 (B) 1998年4

月12日 (C) 1998年4月15日 (D) 1998年4月25日 正确答案：b 解

析：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指董事会批准财务报告报出的日

期：1998年4月12日。 15.星光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的财务报告

于2004年4月10日对外公告。2004年1月10日，星光公司发

现2002年漏摊销无形资产50万元，具有重大影响，所得税

率33%，星光公司作为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应调整的是（ ）

。 (A) 调增2003年当年净损益33.5万元 (B) 调减2003年当年净

损益33.5万元 (C) 调增2003年期初留存收益33.5万元 (D) 调

减2003年期初留存收益33.5万元 正确答案：d 解析：年度资产

负债表日至财务会计报告批准报出日之间发现的报告年度以

前年度的重大会计差错，应当调整以前年度的相关项目。即

调整报告年度利润表和利润分配表的上年数（如果涉及）、

报告年度利润分配表本期数中的年初未分配利润和未分配利

润，本题目对报告年度期初留存收益的影响是：调减50*

（1-33%）=33.5万元。 16.某上市公司20×0年度财务会计报告

批准报出日为20×1年4月10日。公司在20×1年1月1日至4月10

日发生的下列事项中，属于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的是（ 

）。 (A) 公司在一起历时半年的诉讼中败诉，支付赔偿金50

万元，公司在上年末已确认预计负债30万元 (B) 因遭受水灾

上年购入的存货发生毁损100万元 (C) 公司董事会提出20×0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为每10股送3股股票股利 (D) 公司支付20×0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审计费40万元 正确答案：a 解析：选项“A

”符合调整事项的特点；选项“B和C”属于资产负债表日后

事项中的非调整事项；公司支付20×0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审计

费40万元不属于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17.红光上市公司受母

公司委托经营母公司的另一全资子公司光大企业，光大企业

账面净资产为1000万元，按照托管经营协议规定，红光上市

公司受托经营3年，每年可获得200万元的固定收益。假定光

大企业2002年实现净利润160万元，200万元的固定收益已存入

银行，红光公司的会计处理是（ ）。 (A) 计入其他业务收

入160万元 (B) 计入其他业务收入160万元和资本公积40万元

(C) 计入资本公积100万元和营业外收入100万元 (D) 计入其他

业务收入100万元和资本公积100万元 正确答案：d 解析：三

者孰低原则下净资产×10%收益率最低为100万元，所以每年

可获得200万元的固定收益中计入其他业务收入100万元，计

入资本公积100万元。 18.甲公司为上市公司，下列个人或企

业中，与甲公司构成关联方关系的是（ ）。 (A) 甲公司监事

张某之子 (B) 甲公司董事会秘书王某 (C) 甲公司总经理李某的

弟弟自己创办的独资企业 (D) 持有甲公司8%表决权资本的刘

某控股的乙公司 正确答案：c 解析：主要投资者个人和管理

人员不包括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因此选项“A和B”不正确；

甲公司总经理李某的弟弟自己创办的独资企业属于“受主要

投资者个人、关键管理人员或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直接

控制的其他企业”，具有关联方关系；主要投资者个人，是

指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一个企业10%或以上表决权资本的个人

投资者，因此，选项“D”不具有关联方关系。 19.下列不属



于关联方关系的是（ ）。 (A) A直接控制B，A与B (B) A和B共

同控制C，A与B (C) B和C同受A控制，B与C (D) A对B能够施

加重大影响，A与B 正确答案：b 解析：横向关联关系是指受

一方控制的两方或多方之间，例如C项，而共同控制的两方

之间不是关联方，所以B选项中两者不是关联方。A和D项属

于关联方关系。 20.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 (A) 如果上市

公司实质上并未对受托经营资产或受托经营企业提供经营管

理服务，则取得的受托经营收益确认为收入 (B) 如果上市公

司对受托经营资产和企业提供了经营管理服务，所取得的受

托经营收益超过接受托资产账面价值总额与1年期银行存款利

率110%计算的金额，则应按受托资产账面价值总额与1年期银

行存款利率110%的乘积计算的金额，确认为其他业务收入，

超过部分计入资本公积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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