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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单项选择题(本类题共 10 小题，每小题 1.5 分，共 15 分，每小

题备选答案中，只有一个符合题意的正确答案。多选、错选，不选均

不得分。) 

1、企业发生的下列各项融资费用中，不属于借款费用的是(  )。 

A.股票发行费用 

B.长期借款的手续费 

C.外币借款的汇兑差额 

D.溢价发行债券的利息调整 

【答案】A 

【解析】借款费用包括借款利息、折价或者溢价的摊销、辅助费用以

及因外币借款而发生的汇兑差额等，对于企业发生的权益性融资费用，

不应包括在借款费用中。 

2、2015 年 12 月 31 日，甲公司涉及一项未决诉讼，预计很可能败

诉，甲公司若败诉，需承担诉讼费 10 万元并支付赔款 300 万元，但

基本确定可从保险公司获得 60 万元的补偿。2015 年 12 月 31 日，

甲公司因该诉讼应确认预计负债的金额为(  )万元。 

A.240 

B.250 

C.300 

D.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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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D 

【解析】应确认预计负债的金额=10+300=310(万元)，基本确定可从

保险公司获得 60 万元的补偿，应通过其他应收款核算，不能冲减预

计负债的账面价值。 

3、2015 年 12 月 31 日，甲事业单位完成非财政专项资金拨款支持

的开发项目，上级部门批准将项目结余资金 70 万元留归该单位使用。

当日，该单位应将该笔结余资金确认为(  )。 

A.单位结余 

B.事业基金 

C.非财政补助收入 

D.专项基金 

【答案】B 

【解析】年末，事业单位完成非财政补助专项资金结转后，留归本单

位使用的，应该借记“非财政补助结转”科目，贷记“事业基金”科目，

选项 B 正确。 

4、甲公司以人民币作为记账本位币，对期末存货按成本与可变现净

值孰低计价。2015 年 5 月 1 日，甲公司进口一批商品，价款为 200

万美元，当日即期汇率为 1 美元=6.1 人民币元。2015 年 12 月 31 日，

甲公司该批商品中仍有 50%尚未出售，可变现净值为 90 万美元，当

日即期汇率为 1 美元=6.2 人民币元。不考虑其他因素，2015 年 12

http://www.wangxiao.cn/syd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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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31 日，该批商品期末计价对甲公司利润总额的影响金额为(  )

万人民币元。 

A.减少 104 

B.增加 104 

C.增加 52 

D.减少 52 

【答案】D 

【解析】期末结存商品可变现净值=90×6.2=558(万人民币元)，期末

存货成本=200×6.1×50%=610(万人民币元)，期末存货确认资产减值

损失=610-558=52(万人民币元)，减少利润总额 52 万人民币元，选

项 D 正确。 

5、甲公司名义开设一家连锁店，并于 30 日内向乙公司一次性收取

特许权等费用 50 万元(其中 35 万元为当年 11 月份提供柜台等设施

收费，设施提供后由乙公司所有;15 万元为次年 1 月提供市场培育等

后续服务收费)，2015 年 11 月 1 日，甲公司收到上述款项后向乙公

司提供了柜台等设施，成本为 30 万元，预计 2016 年 1 月提供相关

后续服务的成本为 12 万元。不考虑其他因素，甲公司 2015 年度因

该交易应确认的收入为(  )万元。 

A.9 

B.15 

C.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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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50 

【答案】C 

【解析】甲公司 2015 年度因该交易应确认的收入为 35 万元，收取

的次年 1 月提供市场培育等后续服务费应当确认为预收账款，选项 C

正确。 

6、2015 年 1 月 1 日，甲公司以银行存款 2500 万元取得乙公司 20%

有表决权的股份，对乙公司具有重大影响，采用权益法核算;乙公司

当日可辨认净资产的账面价值为 12000 万元，各项可辨认资产、负

债的公允价值与其账面价值均相同。乙公司 2015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

为 1000 万元。不考虑其他因素，2015 年 12 月 31 日，甲公司该项

投资在资产负债表中应列示的年末余额为(  )万元。 

A.2500 

B.2400 

C.2600 

D.2700 

【答案】D 

【解析】2015 年 12 月 31 日，甲公司该项投资在资产负债表中应列

示的年末余额=2500+1000×20%=2700(万元)。 

7、企业采用股票期权方式激励职工，在等待期内每个资产负债表日

对取得职工提供的服务进行计量的基础是(  )。 

A.等待期内每个资产负债表日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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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可行权日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 

C.行权日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 

D.授予日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 

【答案】D 

【解析】企业采用股票期权方式激励职工，在等待期内每个资产负债

表日，应当按照授予日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对取得职工提供的服务进

行计量。 

8、以非“一揽子交易”形成的非同一控制下的控股合并，购买日之前

持有的被购买方的原股权在购买日的公允价值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

企业应在合并财务报表中确认为(  )。 

A.管理费用 

B.资本公积 

C.商誉 

D.投资收益 

【答案】D 

【解析】以非“一揽子交易”形成的非同一控制下的控股合并，合并报

表中对于原股权按照公允价值重新计量，原股权公允价值和账面价值

之间的差额计入投资收益，选项 D 正确。 

9、甲公司系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入一套需安装的生产设备，取得

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价款为 300 万元，增值税税额为 51 万元，

自行安装耗用材料 20 万元，发生安装人工费 5 万元。不考虑其他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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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该生产设备安装完毕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转入固定资产的入账价

值为()万元。 

A.320 

B.325 

C.351 

D.376 

【答案】B 

【解析】该固定资产的入账价值=300+20+5=325(万元)。增值税税额

可以抵扣，不计入固定资产成本。 

10、2015 年 12 月 31 日，甲公司发现应自 2014 年 10 月开始计提折

旧的一项固定资产从 2015 年 1 月才开始计提折旧，导致 2014 年管

理费用少计 200 万元，被认定为重大差错，税务部门允许调整 2015

年度的应交所得税。甲公司使用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25%，无其他

纳税调整事项，甲公司利润表中的 2014 年度利润为 500 万元，并按

10%提取了法定盈余公积。不考虑其他因素，甲公司更正查错时应将

2015 年 12 月 31 日资产负债表未分配利润项目年初余额调减为()万

元。 

A.15 

B.50 

C.135 

D.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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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C 

【解析】甲公司更正该查错时应将 2015 年 12 月 31 日资产负债表未

分配利润项目年初余额调减 200×(1-25%)×(1-10%)=135(万元)。相关

会计分录为： 

借：以前年度损益调整--管理费用 200 

贷：累计折旧 200 

借：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50(200×25%) 

贷：以前年度损益调整--所得税费用 50 

借：盈余公积 15 

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135 

贷：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150(200-50) 

二、多项选择题(本类题共 10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20 分，每小题

备选答案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符合题意的正确答案。多选、错选，

不选均不得分。) 

1、下列各项中，企业需要进行会计估计的有(  )。 

A.预计负债计量金额的确定 

B.应收账款未来现金流量的确定 

C.建造合同完工进度的确定 

D.固定资产折旧方法的选择 

【答案】A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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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以上选项均属于需要进行会计估计的事项。 

2、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母公司对本期增加的子公司进行的下列会

计处理中，正确的有(  )。 

A.非同一控制下增加的子公司应将其期初至报告期末的现金流量纳

入合并现金流量表 

B.同一控制下增加的子公司应调整合并资产负债表的期初数 

C.非同一控制下增加的子公司不需调整合并资产负债表的期初数 

D.同一控制下增加的子公司应将其期初至报告期末收入、费用和利润

纳入合并利润表 

【答案】BCD 

【解析】选项 A，非同一控制下增加的子公司，自购买日开始纳入合

并报财务表，不调整财务报表期初数。 

3、2015 年 7 月 10 日，甲公司以其拥有的一辆作为固定资产核算的

轿车换入乙公司一项非专利技术，并支付补价 5 万元，当日，甲公司

该轿车原价为 80 万元，累计折旧为 16 万元，公允价值为 60 万元，

乙公司该项非专利技术的公允价值为 65 万元，该项交换具有商业实

质，不考虑相关税费及其他因素，甲公司进行的下列会计处理中，正

确的有(  )。 

A.按 5 万元确定营业外支出 

B.按 65 万元确定换入非专利技术的成本 

C.按 4 万元确定处置非流动资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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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按 1 万元确定处置非流动资产利得 

【答案】BC 

【解析】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甲公司换出固定资产

的处置损失=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

=(80-16)-60=4(万元)，选项 C 正确，选项 A 和 D 错误;甲公司换入非

专利技术的成本为该非专利技术的公允价值 65 万元，选项 B 正确。 

4、下列各项中，企业应作为职工薪酬核算的有(  )。 

A.职工教育经费 

B.非货币性福利 

C.长期残疾福利 

D.累积带薪缺勤 

【答案】ABCD 

【解析】职工薪酬是指企业为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而给予各种形式的

报酬以及其他相关支出，包括职工在职期间和离职后提供给职工的全

部货币性薪酬和非货币性福利。企业提供给职工配偶、子女或其他被

赡养人的福利等，也属于职工薪酬。以上选项均正确。 

5、建造施工企业发生的下列支出中，属于与执行合同有关的直接费

用的有(  )。 

A.构成工程实体的材料成本 

B.施工人员的工资 

C.财产保险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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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经营租入施工机械的租赁费 

【答案】ABD 

【解析】选项 C，财产保险费属于间接费用。 

6、在资产负债表日后至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前发生的下列事项中，

属于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的有(  )。 

A.因汇率发生重大变化导致企业持有的外币资金出现重大汇兑损失 

B.企业报告年度销售给某主要客户的一批产品因存在质量缺陷被退

回 

C.报告年度未决诉讼经人民法院判决败诉，企业需要赔偿的金额大幅

超过已确认的预计负债 

D.企业获悉某主要客户在报告年度发生重大火灾，需要大额补提报告

年度应收该客户账款的坏账准备 

【答案】BCD 

【解析】选项 A，因汇率发生重大变化导致企业持有的外币资金出现

重大汇兑损失属于资产负债表日后非调整事项。 

7、下列关于企业无形资产摊销的会计处理中，正确的有(  )。 

A.对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选择的摊销方法应当一致地运用于不

同会计期间 

B.持有待售的无形资产不进行摊销 

C.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按照不低于 10 年的期限进行摊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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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自可供使用时起开始摊销 

【答案】BD 

【解析】选项 A，企业选择的无形资产摊销方法，应当能够反映与该

项无形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的预期实现方式，并一致的运用于不同会

计期间;选项 C，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会计上不进行摊销。 

8、2015 年 12 月 10 日，甲民间非营利组织按照与乙企业签订的一

份捐赠协议，向乙企业指定的一所贫困小学捐赠电脑 50 台，该组织

收到乙企业捐赠的电脑时进行的下列会计处理中，正确的有(  )。 

A.确认固定资产 

B.确认受托代理资产 

C.确认捐赠收入 

D.确认受托代理负债 

【答案】BD 

【解析】乙企业在该项业务当中，只是起到中介人的作用，收到受托

代理资产时，应该确认受托代理资产和受托代理负债。 

9、企业对境外经营财务报表折算时，下列各项中，应当采用资产负

债表日即期汇率折算的有(  )。 

A.固定资产 

B.未分配利润 

C.实收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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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应付账款 

【答案】AD 

【解析】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和负债项目，采用资产负债表日的即期

汇率折算，所有者权益项目除“未分配利润”项目外，其他项目采用发

生时的即期汇率折算。 

10、企业对下列金融资产进行初始计量时，应将发生的相关交易费用

计入初始确认金额的有(  )。 

A.持有至到期投资 

B.委托贷款 

C.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D.交易性金融资产 

【答案】ABC 

【解析】选项 D，取得交易性金融资产发生的交易费用应当记入“投

资收益”科目借方。 

三、判断题(本类题共 10 小题，每小题 1 分，共 10 分。请判断每小

题的表述是否正确。每小题答案正确的得 1分，答题错误的扣 0.5分，

不答题的不得分也不扣分。本类题最低得分为零分。) 

1、企业在对包含商誉的相关资产组进行减值测试时，如果与商誉相

关的资产组存在减值迹象，应当首先对不包含商誉的资产组进行减值

测试。(  )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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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中级教材 128 页最下面，题目这里说先对不包含商誉的资产

组进行减值测试是对的。 

企业在对包含商誉的相关资产组进行减值测试时，如果与商誉相关的

资产组存在减值迹象的，应当按照下列步骤进行处理：首先对不包含

商誉的资产组进行减值测试，计算可收回金额，与相关账面价值比较

确认相应的减值损失;其次对包含商誉的资产组进行减值测试，比较

资产组账面价值(含分摊商誉的账面价值部分)与其可收回金额，如相

关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应当确认相应的减值损失。 

2、母公司编制合并报表时，应将非全资子公司向其出售资产所发生

的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全额抵消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  ) 

【答案】× 

【解析】合并报表逆流交易的未实现损益应按照母公司持股比例抵减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3、企业收到政府无偿划拨的公允价值不能可靠取得的非货币性长期

资产，应当按照名义金额“1元”计量。( ) 

【答案】√ 

【解析】企业无偿划拨的非货币性资产公允价值不能可靠取得的，以

名义金额“1元”入账。 

4、企业以经营租赁方式租入后再转租给其他单位的土地使用权，不

能确认为投资性房地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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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解析】企业以经营租赁方式租入的土地使用权，不属于企业的自有

资产，转租后不能作为投资性房地产核算。 

5、企业因亏损合同确认的预计负债，应当按照退出该合同的最高净

成本进行计量。(  ) 

【答案】× 

【解析】亏损合同确认的预计负债应该按照退出该项合同的最低净成

本计量。 

6、企业涉及现金收支的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应当调整报告年

度资产负债表货币资金项目的金额。(  ) 

【答案】× 

【解析】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涉及现金收支调整的，不应当调整

报告年度的货币资金项目金额。 

7、企业拥有的一项经济资源，即使没有发生实际成本或者发生的实

际成本很小，但如果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也应认为符合资产能够

可靠计量的确认条件。(  ) 

【答案】√ 

8、企业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时，应当按照会计政策变更

的累积影响数调整当期期初的留存收益。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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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会计政策变更累积影响数，是指按照变更后的会计政策对以

前各期追溯计算的列报前期最早期初留存收益应有金额与现有金额

的差额。 

9、企业通过提供劳务取得存货的成本，按提供劳务人员的直接人工

和其他直接费用以及可归属于该存货的间接费用确定。(  ) 

【答案】× 

10、2015 年 12 月 31 日，甲公司因改变持有目的，将原作为交易性

金融资产核算的乙公司普通股股票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答案】× 

【解析】交易性金融资产不得与其他类金融资产进行重分类。 

四、计算分析题(本类题共 2 小题，共 22 分。第一题 10 分，第二题

12 分， 凡要求计算的项目，均列出计算过程。计算结果出现小数的，

均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凡要求编制的会计分录，除题中有特殊要求外，

只需写出一级科目。) 

1、甲公司和乙公司均系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15 年 6 月 10 日，甲

公司按合同向乙公司赊销一批产品，价税合计 3510 万元，信用期为

6 个月，2015 年 12 月 10 日，乙公司因发生严重财务困难无法按约

付款，2015 年 12 月 31 日，甲公司对该笔应收账款计提了 351 万元

的坏账准备，2016 年 1 月 31 日，甲公司经与乙公司协商，通过以下

方式进行债务重组，并办妥相关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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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一，乙公司以一栋作为固定资产核算的办公楼抵偿部分债务，

2016 年 1 月 31 日，该办公楼的公允价值为 1000 万元，原价为 2000

万元，已计提折旧 1200 万元，甲公司将该办公楼作为固定资产核算。 

资料二，乙公司以一批产品抵偿部分债务。该批产品的公允价值为

400 万元，生产成本为 300 万元，乙公司向甲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

发票上注明的价款为 400 万元，增值税税额为 68 万元，甲公司将收

到的该批产品作为库存商品核算。 

资料三，乙公司向甲公司定向发行每股面值为 1 元，公允价值为 3

元的 200 万股普通股股票抵偿部分债务，甲公司将收到的乙公司股

票作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核算。 

资料四，甲公司免去乙公司债务 400 万元，其余债务延期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假定不考虑货币时间价值和其他因素。 

要求： 

(1)计算甲公司 2016 年 1 月 31 日债务重组后的剩余债权的入账价值

和债务重组损失。 

(2)编制甲公司 2016 年 1 月 31 日债务重组的会计分录。 

(3)计算乙公司 2016 年 1 月 31 日债务重组中应计入营业外收入的金

额。 

(4)编制乙公司 2016 年 1 月 31 日债务重组的会计分录。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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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甲公司债务重组后应收账款入账价值

=3510-1000-400-68-200×3-400=1042(万元)。 

甲公司债务重组损失

=(3510-351)-1042-(1000+400+68+200×3)=49(万元)。 

(2) 

借：应收账款——债务重组 1042 

固定资产 1000 

库存商品 4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68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600 

坏账准备 351 

营业外支出——债务重组损失 49 

贷：应收账款 3510 

(3)乙公司因债务重组应计入营业外收入的金额

=(3510-1000-400-68-600-1042)+[1000-(2000-1200)]=600(万元)。 

或：乙公司因债务重组应计入营业外收入的金额=债务豁免金额 400+

固定资产处置利得[1000-(2000-1200)]=600(万元)。 

(4) 

借：固定资产清理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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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折旧 1200 

贷：固定资产 2000 

借：应付账款 3510 

贷：固定资产清理 1000 

主营业务收入 4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68 

股本 200 

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400 

应付账款——债务重组 1042 

营业外收入——债务重组利得 400 

借：固定资产清理 200 

贷：营业外收入——处置非流动资产利得 200 

借：主营业务成本 300 

贷：库存商品 300 

2、甲公司系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12 年至 2015 年与固定资产业务

相关的资料如下： 

资料一：2012 年 12 月 5 日，甲公司以银行存款购入一套不需安装的

大型生产设备，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价款为 5000 万元，

增值税税额为 85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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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二：2012 年 12 月 31 日，该设备投入使用，预计使用年限为 5

年，净残值为 50 万元，采用年数总和法按年计提折旧。 

资料三：2014 年 12 月 31 日，该设备出现减值迹象，预计未来现金

流量的现值为 1500 万元，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为 1800

万元，甲公司对该设备计提减值准备后，根据新获得的信息预计剩余

使用年限仍为 3 年、净残值为 30 万元，仍采用年数总和法按年计提

折旧。 

资料四：2015 年 12 月 31 日，甲公司售出该设备，开具的增值税专

用发票上注明的价款为 900 万元，增值税税额为 153 万元，款项已

收存银行，另以银行存款支付清理费用 2 万元。 

假定不考虑其他因素。 

要求： 

(1)编制甲公司 2012 年 12 月 5 日购入该设备的会计分录。 

(2)分别计算甲公司 2013 年度和 2014 年度对该设备应计提的折旧金

额 

(3)计算甲公司2014年12月31日对该设备应计提减值准备的金额，

并编制相关会计分录。 

(4)计算甲公司 2015 年度对该设备应计提的折旧金额，并编制相关会

计分录。 

(5)编制甲公司 2015 年 12 月 31 日处置该设备的会计分录。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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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甲公司 2012 年 12 月 5 日购入该设备的会计分录为： 

借：固定资产 5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850 

贷：银行存款 5850 

(2)甲公司 2013 年度对该设备应计提的折旧金额

=(5000-50)×5/15=1650(万元); 

甲公司 2014 年度对该设备应计提的折旧金额

=(5000-50)×4/15=1320(万元)。 

(3)甲公司 2014 年 12 月 31 日对该设备应计提减值准备的金额

=(5000-1650-1320)-1800=230(万元)。 

会计分录： 

借：资产减值损失 230 

贷：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230 

(4)甲公司 2015 年度对该设备应计提的折旧金额

=(1800-30)×3/6=885(万元)。 

会计分录： 

借：制造费用 885 

贷：累计折旧 885 

(5) 

借：固定资产清理 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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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230 

累计折旧 3855(1650+1320+885) 

贷：固定资产 5000 

借：固定资产清理 2 

贷：银行存款 2 

借：银行存款 1053 

贷：固定资产清理 9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153 

借：营业外支出——处置非流动资产损失 17 

贷：固定资产清理 17 综合题： 

五、综合题(本类题共 2 小题，第一小题 15 分，第二小题 18 分，共

33 分。 凡要求计算的项目，应列出必要的计算过程。计算结果出现

两位小数以上的，均四舍五入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小数。凡要求编制会

计分录的，除题中有特殊要求外，只需写出一级科目。答案中的金额

单位用万元表示) 

1、甲公司 2015 年年初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借方余额为 50 万元，与之

对应的预计负债贷方余额为 200 万元;递延所得税负债无期初余额。

甲公司 2015 年度实现的利润总额为 9 520 万元，适用的企业所得税

税率为 25%且预计在未来期间保持不变;预计未来期间能够产生足够

的应纳税所得额用以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甲公司 2015 年度发生

的有关交易和事项中，会计处理与税收处理存在差异的相关资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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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一：2015 年 8 月，甲公司向非关联企业捐赠现金 500 万元。 

资料二：2015 年 9 月，甲公司以银行存款支付产品保修费用 300 万

元，同时冲减了预计负债年初贷方余额 200 万元。2015 年年末，保

修期结束，甲公司不再预提保修费。 

资料三：2015 年 12 月 31 日，甲公司对应收账款计提了坏账准备 180

万元。 

资料四：2015 年 12 月 31 日，甲公司以定向增发公允价值为 10 900

万元的普通股股票为对价取得乙公司 100%有表决权的股份，形成非

同一控制下控股合并。假定该项企业合并符合税法规定的免税合并条

件，且乙公司选择进行免税处理。乙公司当日可辨认净资产的账面价

值为 10 000 万元，其中股本 2 000 万元，未分配利润 8 000 万元;

除一项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均为 200 万元、公允价值为 360 万元的

库存商品外，其他各项可辨认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与其公允价值、

计税基础均相同。 

假定不考虑其他因素。 

要求： 

(1)计算甲公司 2015 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和应交所得税。 

(2)根据资料一至资料三，逐项分析甲公司每一交易或事项对递延所

得税的影响金额(如无影响，也明确指出无影响的原因)。 

(3)根据资料一至资料三，逐笔编制甲公司与递延所得税有关的会计

分录(不涉及递延所得税的，不需要编制会计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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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计算甲公司利润表中应列示的 2015 年度所得税费用。 

(5)根据资料四，分别计算甲公司在编制购买日合并财务报表时应确

认的递延所得税和商誉的金额，并编制与购买日合并资产负债表有关

的调整的抵消分录。 

【答案】 

(1) 

2015 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9520+500-200+180=10000(万元); 

2015 年度的应交所得税=10000×25%=2500(万元)。 

(2) 

资料一，对递延所得税无影响。 

分析：非公益性现金捐赠，本期不允许税前扣除，未来期间也不允许

抵扣，未形成暂时性差异，形成永久性的差异，不确认递延所得税资

产。 

资料二，转回递延所得税资产 50 万元。 

分析：2015 年年末保修期结束，不再预提保修费，本期支付保修费

用 300 万元，冲减预计负债年初余额 200 万元，因期末不存在暂时

性差异，需要转回原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50 万元(200×25%)。 

资料三，税法规定，尚未实际发生的预计损失不允许税前扣除，待实

际发生损失时才可以抵扣，因此本期计提的坏账准备 180 万元形成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 45 万元(180×2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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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一： 

不涉及递延所得税的处理。 

资料二： 

借：所得税费用 50 

贷：递延所得税资产 50 

资料三： 

借：递延所得税资产 45 

贷：所得税费用 45 

(4)当期所得税(应交所得税)=10000×25%=2500(万元);递延所得税费

用=50-45=5(万元);2015 年度所得税费用=当期所得税+递延所得税

费用=2500+5=2505(万元)。 

(5) 

①购买日合并财务报表中应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负债

=(360-200)×25%=40(万元)。 

②商誉=合并成本-购买日应享有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考

虑递延所得税后)的份额=10900-(10000+160-40)×100%=780(万元)。 

抵消分录： 

借：存货 160 

贷：资本公积 160 

借：资本公积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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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递延所得税负债 40 

借：股本 2000 

未分配利润 8000 

资本公积 120 

商誉 780 

贷：长期股权投资 10900 

2、甲公司和乙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和会计期间相同，甲公司和乙公

司 2014 年至 2015 年有关长期股权投资及其内部交易或事项如下： 

资料一：2014 年度资料 

①1 月 1 日，甲公司以银行存款 18 400 万元自非关联方购入乙公司

80%有表决权的股份。交易前，甲公司不持有乙公司的股份且与乙公

司不存在关联方关系;交易后，甲公司取得乙公司的控制权。乙公司

当日可辨认净资产的账面价值为23 000万元，其中股本6 000万元，

资本公积 4 800 万元、盈余公积 1 200 万元、未分配利润 11 000 万

元;各项可辨认资产、负债的公允价值与其账面价值均相同。 

②3 月 10 日，甲公司向乙公司销售 A 产品一批，售价为 2 000 万元，

生产成本为 1 400 万元。至当年年末，乙公司已向集团外销售 A 产

品的 60%。剩余部分形成年末存货，其可变现净值为 600 万元，计

提了存货跌价准备 200 万元;甲公司应收款项 2 000 万元尚未收回，

计提坏账准备 1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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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7 月 1 日，甲公司将其一项专利权以 1 20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乙公

司，款项于当日收存银行。甲公司该专利权的原价为 1 000 万元，预

计使用年限为 10 年、残值为零，采用年限平均法进行摊销，至转让

时已摊销 5 年。乙公司取得该专利权后作为管理用无形资产核算，预

计尚可使用 5 年，残值为零。采用年限平均法进行摊销。 

④乙公司当年实现的净利润为 6 000 万元，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600

万元，向股东分配现金股利 3000 万元;因持有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

允价值上升计入当期其他综合收益的金额为 400 万元。 

资料二：2015 年度资料 

2015 年度，甲公司与乙公司之间未发生内部购销交易。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乙公司上年自甲公司购入的 A 产品剩余部分全都向集团

外售出;乙公司支付了上年所欠甲公司货款 2000 万元。 

假定不考虑增值税、所得税等相关税费及其他因素。 

要求： 

(1)编制甲公司 2014 年 12 月 31 日合并乙公司财务报表时按照权益

法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调整分录以及该项投资直接相关的(含甲公司

内部投资收益)抵消分录。 

(2)编制甲公司 2014 年 12 月 31 日合并乙公司财务报表时与内部购

销交易相关的抵消分录。(不要求编制与合并现金流量表相关的抵消

分录) 



中大网校 您职业人生中最好的伙伴                      咨询电话：4000-18-8000 
 

                                                                        

27 

(3)编制甲公司 2015 年 12 月 31 日合并乙公司财务报表时与内部购

销交易相关的抵消分录。(不要求编制与合并现金流量表相关的抵消

分录) 

【答案】 

(1)合并财务报表中按照权益法调整，取得投资当年应确认的投资收

益=6000×80%=4800(万元); 

借：长期股权投资 4800 

贷：投资收益 4800 

应确认的其他综合收益=400×80%=320(万元); 

借：长期股权投资 320 

贷：其他综合收益 320 

分配现金股利调整减少长期股权投资=3000×80%=2400(万元)。 

借：投资收益 2400 

贷：长期股权投资 2400 

调整后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

=18400+4800-2400+320=21120(万元)。 

抵消长期股权投资和子公司所有者权益： 

借：股本 6000 

资本公积 4800 

盈余公积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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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分配利润——年末 13400(11000+6000-600-3000) 

其他综合收益 400 

贷：长期股权投资 21120 

少数股东权益 5280 

借：投资收益 4800 

少数股东损益 1200 

未分配利润——年初 11000 

贷：提取盈余公积 600 

对所有者(或股东)的分配 3000 

未分配利润——年末 13400 

(2)2014 年 12 月 31 日内部购销交易相关的抵消分录： 

借：营业收入  2000 

贷：营业成本   2000 

借：营业成本    240 

贷：存货      240 

借：存货     200 

贷：资产减值损失  200 

借：应付账款      2000 

贷：应收账款   2000 

借：应收账款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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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资产减值损失  100 

借：营业外收入   700 

贷：无形资产        700 

借：无形资产     70(700/5×6/12) 

贷：管理费用     70 

(3)2015 年 12 月 31 日内部购销交易相关的抵消分录： 

借：未分配利润——年初 240 

贷：营业成本 240 

借：存货 200 

贷：未分配利润——年初 200 

借：营业成本 200 

贷：存货 200 

借：应收账款 100 

贷：未分配利润——年初 100 

借：资产减值损失 100 

贷：应收账款 100 

借：未分配利润——年初 700 

贷：无形资产 700 

借：无形资产 70 

贷：未分配利润——年初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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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无形资产 140(700/5) 

贷：管理费用 140 

编辑推荐： 

2016 年中级会计职称考试成绩查询时间 

2016 年中级会计职称考试真题及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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