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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单项选择(本类题共 25 小题，每小题 1 分，共 25 分，每小题备

选答案中，只有一个符合题意的正确答案。请将选定的答案，按答题

卡要求，用 2B 铅笔填涂答案卡中题号 1 至 25 信息点。多选，错选，

不选均不得分)。 

1.下列各项中，属于商业信用筹资方式的是( )。 

A.发行短期融资券 

B.应付账款筹资 

C.短期借款 

D.融资租赁 

参考答案：B 

答案解析：商业信用是指企业在商品或劳务交易中，以延期付款或预

收货款方式进行购销活动而形成的借贷关系，是企业之间的直接信用

行为，也是企业短期资金的重要来源。商业信用的形式包括：应付账

款、应计未付款和预收货款，所以本题正确答案为 B。 

2.某公司月成本考核例会上，各部门经理正在讨论、认定直接人工效

率差异的责任部门。根据你的判断，该责任部门应是( )。 

A.生产部门 

B.销售部门 

C.供应部门 

D.管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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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A 

答案解析：直接人工效率差异是效率差异，其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工人技术状况、工作环境和设备条件的好坏等，都会影响直接人工效

率的高低，但其主要责任还是在生产部门，所以本题正确答案为 A。 

3.某公司非常重试产品定价工作，公司负责人强调，产品定价一定要

正确反映企业产品的真实价值消耗和转移，保证企业简单再生产的继

续进行。在下列定价方法中，该公司不宜采用的是( )。 

A.完全成本加成定价法 

B.制造成本定价法 

C.保本点定价法 

D.目标利润定价法 

参考答案：B 

答案解析：制造成本是指企业为生产产品或提供劳务等发生的直接费

用支出，一般包括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由于它不包括各

种期间费用，因此不能正确反映企业产品的真实价值消耗和转移。利

用制造成本定价不利于企业简单再生产的继续进行，所以本题正确答

案为 B。 

4.股利的支付可减少管理层可支配的自由现金流量，在一定程度上和

抑制管理层的过度投资或在职消费行为。这种观点体现的股利理论是

( )。 

A.股利无关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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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信号传递理论 

C."手中鸟"理论 

D.代理理论 

参考答案：D 

答案解析：代理理论认为股利政策有助于缓解管理者与股东之间的代

理冲突。股利的支付能够有效地降低代理成本。首先，股利的支付减

少了管理者对自由现金流量的支配权，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公司

管理者的过度投资或在职消费行为(所以选项 D 的说法正确)，从而保

护外部投资者的利益;其次，较多的现金股利发放，减少了内容融资，

导致公司进入资本市场寻求外部融资，从而公司将接受资本市场上更

多的、更严格的监督，这样便能通过资本市场的监督减少了代理成本。 

5. 下列关于成本动因(又称成本驱动因素)的表述中，不正确的是( )。 

A.成本动因可作为作业成本法中的成本分配的依据 

B.成本动因可按作业活动耗费的资源进行度量 

C.成本动因可分为资源动因和生产动因 

D.成本动因可以导致成本的发生 

参考答案：C 

答案解析：成本动因亦称成本驱动因素，是指导致成本发生的因素，

所以选项 D 的说法正确;成本动因通常以作业活动耗费的资源来进行

度量，所以选项 B 的说法正确;在作业成本法下，成本动因是成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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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的依据，所以选项 A 的说法正确;成本动因又可以分为资源动因和

作业动因，所以选项 C 的说法不正确。 

6.已知当前的国债利率为 3%，某公司适用的所得税税率为 25%。出

于追求最大税后收益的考虑，该公司决定购买一种金融债券。该金融

债券的利率至少应为( )。 

A.2.65% 

B.3% 

C.3.75% 

D.4% 

参考答案：D 

答案解析：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国债利息收益免交企业所得税，而购

买企业债券取得的收益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因此企业购买的金融债

券收益要想大于国债的收益，其利率至少为 3%/(1～25%)=4%，所

以本题正确答案为 D。 

7.下列各项财务指标中，能够提示公司每股股利与每股收益之间关系

的是( )。 

A.市净率 

B.股利支付率 

C.每股市价 

D.每股净资产 

参考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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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解析：股利支付率=股利支付额/净利润=(股利支付额/普通股股

数)/(净利润/普通股股数)=每股股利/每股收益，所以本题的正确答案

为 B。 

8.下列各项财务指标中，能够综合反映企业成长性和投资风险的是( )。 

A.市盈率 

B.每股收益 

C.销售净利率 

D.每股净资产 

参考答案：A 

答案解析：一方面，市盈率越高，意味着企业未来成长的潜力越大，

也即投资者对该股票的评价越高，反之，投资者对该股票评价越低。

另一方面，市盈率越高，说明投资于该股票的风险越大，市盈率越低，

说明投资与该股票的风险越小。所以本题的正确答案为 A。 

9.下列各项中，符合企业相关者利益最大化财务管理目标要求的是( )。 

A.强调股东的首要地位 

B.强调债权人的首要地位 

C.强调员工的首要地位 

D.强调经营者的首要地位 

参考答案：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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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解析：相关者利益最大化目标强调股东首要地位，并强调企业与

股东之间的协调关系，所以本题的正确答案为 A。 

10.某企业集团经过多年的发展，已初步形成从原料供应、生产制造

到物流服务上下游密切关联的产业集群，当前集团总部管理层的素质

较高，集团内部信息化管理的基础较好。据此判断，该集团最适宜的

财务管理**类型是( )。 

A.集权型 

B.分权型 

C.自主型 

D.集权与分权相结合型 

参考答案：A 

答案解析：作为实体的企业，各所属单位之间往往具有某种业务上的

联系，特别是那些实施纵向一体化战略的企业，要求各所属单位保持

密切的业务联系。各所属单位之间业务联系越密切，就越有必要采用

相对集中的财务管理**(题干中的企业集团是一个上下游密切关联的

产业集群，因此适合采用集权型)。企业意欲采用集权型财务管理**，

除了企业管理高层必须具备高度的素质能力外，在企业内部还必须有

一个能及时、准确地传递信息的网络系统(题干中的企业集团内部信

息化管理基础较好，符合采取集权型财务管理**的条件)，所以本题正

确答案为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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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10 年 10 月 19 日，我国发布了《XBRL(可扩展商业报告语言)

技术规范系列国家标准和通用分类标准》。下列财务管理环境中，随

之得到改善的是( )。 

A.经济环境 

B.金融环境 

C.市场环境 

D.技术环境 

参考答案：D 

答案解析：可扩展商业报告语言(XBRL)分类标准属于会计信息化标

准体系，而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属于技术环境的内容。所以本题选 D。 

12.下列预算编制方法中，可能导致无效费用开支项目无法得到有效

控制的是( )。 

A.增量预算 

B.弹性预算 

C.滚动预算 

D.零基预算 

参考答案：A 

答案解析：增量预算是指以基期成本费用水平为基础，结合预算期业

务量水平及有关降低成本的措施，通过调整有关费用项目而编制预算

的方法。增量预算编制方法的缺陷是可能导致无效费用开支项目无法

得到有效控制，因为不加分析地保留或接受原有的成本费用项目，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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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使原来不合理的费用继续开支而得不到控制，形成不必要开支合理

化，造成预算上的浪费。所以本题选 A。[NT:PAGE] 

13.运用零基预算法编制预算，需要逐项进行成本效益分析的费用项

目是( )。 

A.可避免费用 

B.不可避免费用 

C.可延续费用 

D.不可延续费用 

参考答案：A 

答案解析：零基预算编制过程中要划分不可避免费用项目和可避免费

用项目。在编制预算时，对不可避免费用项目必须保证资金供应;对

可避免费用项目，则需要逐项进行成本与效益分析，尽量控制不可避

免项目纳入预算当中。所以本题选 A。 

14.某公司预算年度计划新增留存收益为 150 万元，目标股利分配额

为 600 万元，适用的所得税率为 25%，则目标利润总额是( )。 

A.337.5 万元 

B.562.5 万元 

C.750 万元 

D.1000 万元 

参考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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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解析：目标利润总额=净利润/(1-所得税率)=(本年新增留存收益+

股利分配额)/(1-所得税率)=(150+600)/(1-25%)=1000(万元)。所以本

题选 D。 

15.下列各项中，不会对预计资产负债表中存货金额产生影响的是( )。 

A.生产预算 

B.材料采购预算 

C.销售费用预算 

D.单位产品成本预算 

参考答案：C 

答案解析：销售及管理费用预算只是影响利润表中数额，对存货项目

没有影响。所以本题选 C 

16.在通常情况下，适宜采用较高负债比例的企业发展阶段是( )。 

A.初创阶段 

B.破产清算阶段 

C.收缩阶段 

D.发展成熟阶段 

参考答案：D 

答案解析：一般来说，在企业初创阶段，产品市场占有率低，产销业

务量小，经营杠杆系数大，此时企业筹资主要依靠权益资本，在较低

程度上使用财务杠杆，在企业扩张成熟期，产品市场占有率高，产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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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量大，经营杠杆系数小，此时，企业资本结构中可扩大债务资本，

在较高程度上使用财务杠杆。 

17.某公司为一家新建的有限责任公司，其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则

该公司股东首次出资的最低金额是( )。 

A.100 万元 

B.200 万元 

C.300 万元 

D.400 万元 

参考答案：B 

答案解析：根据我国《公司法》规定，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

的股东首次出资额不得低于注册资本的 20%。所以该公司股东首次

出资的最低金额是 200(1000×20%)万元。所以本题选 B。 

18.企业下列吸收直接投资的筹资方式中，潜在风险最大的是( )。 

A.吸收货币资产 

B.吸收实物资产 

C.吸收专有技术 

D.吸收土地使用权 

参考答案：C 

答案解析：吸收工业产权等无形资产出资的风险较大。因为以工业产

权投资，实际上是把技术转化为资本，使技术的价值固定化。而技术

http://www.wangxiao.cn/si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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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强烈的时效性，会因其不断老化落后而导致实际价值不断减少甚

至完全丧失。所以本题选 C。 

19.某公司 2011 年预计营业收入为 50 000 万元，预计销售净利率为

10%，股利支付率为 60%。据此可以测算出该公司 2011 年内部资金

来源的金额为( )。 

A.2 000 万元 

B.3 000 万元 

C.5 000 万元 

D.8 000 万元 

参考答案：A 

答案解析：预测期内部资金来源=预测期销售收入×预测期销售净利

率×(1-股利支付率)，则本题 2011 年内部资金来源的金额

=50000×10%×(1-60%)=2000(万元)。所以本题选 A。 

20.下列各项中，通常不会导致企业资本成本增加的是( )。 

A.通货膨胀加剧 

B.投资风险上升 

C.经济持续过热 

D.证券市场流动性增强 

参考答案：D 

http://www.wangxiao.cn/z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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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解析：如果国民经济不景气或者经济过热，通货膨胀持续居高不

下，投资者投资风险大，预期报酬率高，筹资的资本成本就高。 

21.某投资项目各年的预计净现金流量分别为：NCF0=-200 万元，

NCF1=-50 万元，NCF2～3=100 万元，NCF4～11=250 万元，

NCF12=150 万元，则该项目包括建设期的静态投资回收期为( )。 

A.2.0 年 

B.2.5 年 

C.3.2 年 

D.4.0 年 

参考答案：C 

答案解析：包括建设期的投资回收期(PP)=最后一项为负值的累计净

现金流量对应的年数+最后一项为负值的累计净现金流量绝对值/下

一年度净现金流量=3+50/250=3.2 年，所以本题正确答案为 C。 

22.某投资项目的投资总额为 200 万元，达产后预计运营期内每年的

息税前利润为 24 万元，相关负债筹资年利息费用为 4 万元，适用的

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25%，则该项目的总投资收益率为( )。 

A.7.5% 

B.10 

C.12% 

D.14% 

参考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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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解析：总投资收益率(ROI)=年息税前利润或年均息税前利润/项

目总投资×100%=24/200×100%=12%，所以本题正确答案为 C。 

23.下列各项中，其计算结果等于项目投资方案年等额净回收额的是

( )。 

A.该方案净现值 X 年金现值系数 

B.该方案净现值 X 年金现值系数的倒数 

C.该方案每年相等的净现金流量 X 年金现值系数 

D.该方案每年相关的净现金流量 X 年金现值系数的倒数 

参考答案：B 

答案解析：某方案年等额净回收额=该方案净现值×(1/年金现值系数)，

所以本题正确答案为 B。 

24.某公司在融资时，对全部固定资产和部分永久性流动资产采用长

期融资方式，据此判断，该公司采取的融资战略是( )。 

A.保守型融资战略 

B.激进型融资战略 

C.稳健型融资战略 

D.期限匹配型融资战略 

参考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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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解析：在激进型融资战略中，企业以长期负债和权益为所有的固

定资产融资，仅对一部分永久性流动资产使用长期融资方式融资，所

以本题正确答案为 B。 

25.根据经济订货批量的基本模型，下列各项中，可能导致经济订货

批量提高的是( )。 

A.每期对存货的总需求降低 

B.每次订货费用降低 

C.每期单位存货存储费降低 

D.存货的采购单价降低 

参考答案：C 

答案解析：经济订货批量 EOQ=根号下(2×每期对存货的总需求×每次

订货费用/每期单位存货存储费)所以本题正确答案为 C。[NT: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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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将选定的答

案，按答题卡要求，用 2B 铅笔填涂答题卡中题号 26 至 35 信息点。

多选，少选、错选、不选均不得分) 

26.下列各项中 ，属于企业税务管理应当遵循的原则有( )。 

A.合法性原则 

B.事先筹划原则 

C.成本效益原则 

D.服从财务管理目标原则 

http://www.wangxiao.cn/c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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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ABCD 

答案解析：企业税务管理应当遵循以下原则：合法性原则、事先筹划

原则、成本效益原则、服从财务管理目标原则。 

27.下列各项中，属于企业计算稀释每股收益时应当考虑的潜在普通

股有( )。 

A.认*** 

B.股份期权 

C.公司债券 

D.可转换公司债券 

参考答案：ABD 

答案解析：潜在普通股主要包括：可转换公司债券、认***和股份期

权等。 

28.在某公司财务目标研讨会上，张经理主张“贯彻合作共赢的价值理

念，做大企业的财富蛋糕”;李经理认为“既然企业的绩效按年度考核，

财务目标就应当集中体现当年利润指标”;王经理提出“应将企业长期

稳定的发展放在首位，以便创造更多的价值”。上述观点涉及的财务

管理目标有( )。 

A.利润最大化 

B.企业规模最大化 

C.企业价值最大化 

D.相关者利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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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ACD 

答案解析：张经理的观点体现的是相关者利益最大化;李经理的观点

体现的是利润最大化;王经理的观点体现的是企业价值最大化。所以

本题选 ACD。 

29.某企业集团选择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财务管理**，下列各项中，

通常应当集权的有( )。 

A.收益分配权 

B.财务机构设置权 

C..对外担保权 

D.子公司业务定价权 

参考答案：ABC 

答案解析：本题考核的是集权与分权相结合型财务管理**的一般内容。 

30.运用公式“y=a+bx”编制弹性预算，字母 x所代表的业务量可能有( )。 

A.生产量 

B.销售量 

C.库存量 

D.材料消耗量 

参考答案：A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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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解析：弹性预算编制的公式法是假设成本和业务量之间存在线性

关系，其中，x 是业务量，包括生产量、销售量、机器工时、材料消

耗量和直接人工工时等。 

31.留存收益是企业内源性股权筹资的主要方式，下列各项中，属于

该种筹资方式特点的有( )。 

A.筹资数额有限 

B.不存在资本成本 

C.不发生筹资费用 

D.改变控制权结构 

参考答案：AC 

答案解析：利用留存收益筹资的特点有：(1)不用发生筹资费用;(2)维

持公司的控制权分布;(3)筹资数额有限。所以本题正确答案为 A、C。 

32.下列各项中，属于“形成固定资产的费用”的有( )。 

A.预备费 

B.设备购置费 

C.安装工程费 

D.生产准备费 

参考答案：BC 

http://www.wangxiao.cn/templets/channel/gongcheng/bada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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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答案解析：形成固定资产的费用是项目直接用于购置或安装固定资产

应当发生的投资，具体包括：建设工程费、设备购置费、安装工程费

和固定资产其他费用 

33.在确定因放弃现金折扣而发生的信用成本时，需要考虑的因素有

( )。 

A.数量折扣百分比 

B.现金折扣百分比 

C.折扣期 

D.信用期 

参考答案：BCD 

答案解析：放弃现金折扣的信用成本率=现金折扣百分比/(1-现金折扣

百分比)×360 天/(信用期-折扣期)，从公式中可知，本题正确答案为 B、

C、D。 

34.下列各项中，属于固定成本项目的有( )。 

A.采用工作量法计提的折旧 

B.不动产财产保险费 

C.直接材料费 

D.写字楼租金 

参考答案：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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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解析：固定成本是指其总额在一定时期及一定产量范围内，不直

接受业务量变动的影响而保持固定不变的成本。例如，固定折旧费用、

房屋租金、行政管理人员工资、财产保险费、广告费、职工培训费、

办公费、产品研究开发费用等，均属于固定成本，所以本题正确答案

为 B、D。 

35.下列各项指标中，根据责任中心权责利关系，适用于利润中心业

绩评价的有( )。 

A.部门边际贡献 

B.可控边际贡献 

C.投资报酬率 

D.剩余收益 

参考答案：AB 

答案解析：通常情况下，利润中心采用利润作为业绩考核指标，分为

边际贡献、可控边际贡献和部门边际贡献，所以本题正确答案为 A、

B。[NT: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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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答题卡要求，用 2B 铅笔填涂答题卡中题号

46 至 55 信息点。认为表述正确的，填涂答题卡中信息点[√];认为表

述错误的，填涂答理卡中信息点[×]。每小题判断正确的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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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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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企业可以通过将部分产品成本计入研究开发费用的方式进行税收

筹划，以降低税负。( ) 

参考答案：× 

答案解析：企业开展税务管理必须遵守国家的各项法律、法规以及规

章制度。把部分产品成本计入研究开发费用，违**会计准则中关于成

本归集的相关规定。 

47.通过横向和纵向对比，每股净资产指标可以作为衡量上市公司股

票投资价值的依据之一。( ) 

参考答案：√ 

答案解析：每股净资产显示了发行在外的每一普通股股份所能分配的

企业账面净资产的价值。利用该指标进行横向和纵向对比，可以衡量

上市公司股票的投资价值。 

48.就上市公司而言，将股东财富最大化作为财务管理目标的缺点之

一是不容易被量化。( ) 

参考答案：× 

答案解析：对于上市公司而言，在股票数量一定的时，股票的价格达

到最高，股东财富也就达到最大，股东财富最大化目标比较容易量化，

便于考核和奖惩。 

49.财务预算能够综合反映各项业务预算和各项专门决策预算，因此

称为总预算。( ) 

参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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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解析：财务预算作为全面预算体系的最后环节，它是从价值方面

总括地反映企业业务预算与专门决策预算的结果，也就是说，业务预

算和专门决策预算中的资料都可以用货币金额反映在财务预算内，这

样一来，财务预算就成为各项业务预算和专门决策预算的整体计划，

故亦称为总预算，其他预算则相应称为辅助预算或分预算。 

50.以融资对象为划分标准，可将金融市场分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

和黄金市场。( ) 

参考答案：√ 

答案解析：以融资对象为标准，金融市场可分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

和黄金市场，所以本题题干的说法正确。 

51.根据风险与收益均衡的原则，信用贷款利率通常比抵押贷款利率

低。( ) 

参考答案：× 

答案解析：信用贷款是指以借款人的信誉或保证人的信用为依据而获

得的贷款。企业取得这种贷款无需以财产作抵押，对于这种贷款，由

于风险较高，银行通常要收取较高的利息，往往还附加一定的限制条

件。抵押贷款有利于降低银行贷款的风险，提高贷款的安全性。从风

险与收益均衡的原则，应该是信用贷款利率比抵押贷款利率高，所以

本题题干的说法不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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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对附有回售条款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而言，当标的公司股票

价格在一段时间内连续低于转股价格达到一定幅度时，把债券卖回给

债券发行人，将有利于保护自身的利益。( ) 

参考答案：√ 

答案解析：回售条款是指债券持有人有权按照事前约定的价格将债券

卖回给发债公司的条件规定。回售一般发生在公司股票价格在一段时

间内连续低于转股价格达到某一幅度时。回售对于投资者而言实际上

是一种卖权，有利于降低投资者的持券风险。所以本题题干的说法正

确。 

53.在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中，应首先进行财务可行性评价，再进行

技术可行性分析，如果项目具备财务可行性和技术可行性，就可以做

出该项目应当投资的决策。( ) 

参考答案：× 

答案解析：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属于否决性指标，凡未开展或没

通过环境影响评价的建设项目，不论其经济可行性和财务可行性如何，

一律不得上马，所以本题题干的说法不正确。 

54.在随机模型下，当现金余额在最高控制线最低控制线之间波动时，

表明企业现金持有量处于合理区域，无需调整。( ) 

参考答案：√ 

答案解析：在随机模型中，由于现金流量波动是随机的，只能对现金

持有量确定一个控制区域，定出上限和下限。当企业现金余额在上限

http://www.wangxiao.cn/h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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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下限之间波动时，表明企业现金持有量处于合理的水平，无需进行

调整。所以本题题干的说法正确。 

55.处于衰退期的企业在制定收益分配政策时，应当优先考虑企业积

累。( ) 

参考答案：× 

答案解析：根据经济周期中的财务管理战略可知衰退期的财务战略有：

(1)停止扩张;(2)**多余设备;(3)停止不利产品;(4)停止长期采购;(5)削

减存货;(6)停止扩招雇员，从上述财务战略可以看出，衰退期的企业

不再需要大量的资金，应该以多分配股利为主，所以本题题干的说法

不正确。[NT:PAGE] 

四、计算分析题(本类题共 4 小题，每小题 5 分，共 20 分。凡要求计

算的项目，均须列出计算过程;计算结果有计量单位的，应予标明，

标明的计量单位应与题中所给计量单位相同;计算结果出现小数的，

除特殊要求外，均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百分比指标保留百分号前

两位小数。凡要求解释、分析、说明理由的内容，必须有相应的文字

阐述) 

1.公司拟添置一套市场价格为 6000 万元的设备，需筹集一笔资金。

现有三个筹资方案可供选择(假定各方案均不考虑筹资费用); 

(1)发行普通股。该公司普通股的 β系数为 2，一年期国债利率为 4%，

市场平均报酬率为 10%。 

http://www.wangxiao.cn/j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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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行债券。该债券期限 10 年，票面利率 8%，按面值发行。公司

适用的所得税税率为 25%。 

(3)融资租赁。该项租赁租期 6 年，每年租金 1400 万元，期满租赁资

产残值为零。 

附：时间价值系数表。 

K 

(P/F,k,6) 

(P/A,K,6) 

10% 

0.5645 

4.3553 

12% 

0.5066 

4.1114 

要求： 

(1)利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计算普通股资本成本。 

(2)利用非折现模式(即一般模式)计算债券资本成本。 

(3)利用折现模式计算融资租赁资本成本。 

(4)根据以上计算结果，为 A 公司选择筹资方案。 

参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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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普通股资本成本=4%+2×(10%-4%)=16% 

(2)债券资本成本=8%×(1-25%)=6% 

(3)6000=1400×(P/A，i，6) 

(P/A，i，6)=6000/1400=4.2857 

因为(P/A，10%，6)=4.3553 

(P/A，12%，6)=4.1114 

所以：(12%-i)/(12%-10%)=(4.1114-4.2857)/(4.1114-4.3553) 

解得：i=10.57% 

2.B 公司是一家制造类企业，产品的变动成本率为 60%，一直采用赊

销方式销售产品，信用条件为N/60。如果继续采用N/60的信用条件，

预计 2011 年赊销收入净额为 1 000 万元，坏账损失为 20 万元，收

账费用为 12 万元。 

为扩大产品的销售量，B 公司拟将信用条件变更为 N/90。在其他条

件不变的情况下，预计 2011 年赊销收入净额为 1 100 万元，坏账损

失为 25 万元，收账费用为 15 万元。假定等风险投资最低报酬率为

10%，一年按 360 天计算，所有客户均于信用期满付款。 

要求： 

(1)计算信用条件改变后 B 公司收益的增加额。 

(2)计算信用条件改变后 B 公司应收账款成本增加额。 

(3)为 B 公司做出是否应改变信用条件的决策并说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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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1)收益增加=(1100-1000)×(1-60%)=40(万元) 

(2)应收账款成本增加额

=(1100/360×90-1000/360×60)×60%×10%=6.5(万元) 

(3)税前损益增加额=40-6.5-(25-20)-(15-12)=25.5(万元) 

结论：由于税前损益增加额大于 0，所以，应该改变信用条件。 

3.D 公司为一家上市公司，已公布的公司 2010 年财务报告显示，该

公司 2010 年净资产收益率为 4.8%，较 2009 年大幅降低，引起了市

场各方的广泛关注，为此，某财务分析师详细搜集了 D 公司 2009 和

2010 年的有关财务指标，如表 1 所示： 

表 1 

相关财务指标 

项目 2009年 2010年 

销售净利率 12 8% 

总资产周转率（次数） 0.6 0.3 

权益乘数 1.8 2 

要求： 

(1)计算 D 公司 2009 年净资产收益率。 

(2)计算 D 公司 2010 年 2009 年净资产收益率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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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利用因素分析法依次测算销售利率、总资产周转率和权益乘数的

变动时 D 公司 2010 年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的影响。 

参考答案： 

(1)2009 年净资产收益率=12%×0.6×1.8=12.96% 

(2)2010 年净资产收益率与 2009 年净资产收益率的差额

=4.8%-12.96%=-8.16% 

(3)销售净利率变动的影响=(8%-12%)×0.6×1.8=-4.32% 

总资产周转率变动的影响=8%×(0.3-0.6)×1.8=-4.32% 

权益乘数变动的影响=8%×0.3×(2-1.8)=0.48% 

4.为适应技术进步、产品更新**较快的形势，C 公司于 2009 年年初

购置了一台生产设置，购置成本为 4000 万元，预计使用年限为 8 年，

预计净残值为 5%。经税务机关批准，该公司采用年数总和法计提折

旧。C 公司适宜 和的所税税率为 25%。2010 年 C 公司当年亏损 2600

万元。 

经张会计师预测，C 公司 2011 年～2010 年各年末扣除折旧的税前

利润均为 900 万元。为此他建议，C 公司应从 2011 年开始变更折旧

办法，使用直线法(即年限平均法)替代年数总和法，以减少企业所得

税负担，对企业更有利。 

在年数总和法和直线法下，2011～2016 年各年的折掉顾及税前利润

的数据分别如表 2 和表 3 所示：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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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数总和法下的年折旧额及税前利润 单位：万元 

年度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年折旧

额 
633.33 527.78 422.22 316.67 211.11 105.56 

税前利

润 
266.67 372.22 477.78 583.33 688.89 794.44 

表 3 

直线法下的年折旧额及税前利润 单位：万元 

年度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年折旧

额 
369.44 369.44 369.44 369.44 369.44 369.44 

税前利

润 
530.56 530.56 530.56 530.56 530.56 530.56 

要求： 

(1)分别计算 C 公司按年数总和法和直线法计提折旧情况下，2011～

2016 年应缴纳的所得税总额。 

(2)根据上述计算结果，判断 C 公司是否应接受张会计师的建议(不考

虑资金时间价值)。 

(3)为避免可能面临的税务风险，C 公司变更折旧方法之前应履行什

么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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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参考答案： 

(1)在年数总和法计提折旧的情况下，2011-2015 年均不需要缴纳所

得税，2016 年缴纳所得税=794.44×25%=198.61(万元)，2011-2016

年应该缴纳的所得税总额为 198.61(万元) 

在直线法计提折旧的情况下，2011-2014 年不需要缴纳所得税，2015

年需要缴纳的所得税=(530.56×5-2600)×25%=13.2(万元)，2016 年

缴纳所得税=530.56×25%=132.64(万元)，2011-2016 年缴纳的所得

税总额为 13.2+132.64=145.84(万元) 

(2)由于 145.84 小于 198.61，所以，应该接受张会计师的建议。 

(3)应该提前向税务机关申请，取得税务机关的批准之后再改变折旧

方法。[NT:PAGE] 

五、综合题(本类题共 2 小题，第 1 小题 10 分，第 2 小题 15 分，共

25 分。凡要求计算的项目，均须列出计算过程;计算结果有计量单位

的，应予标明，标明的计算单位应与题中所给计量单位相同;计算结

果出现小数的，除特殊要求外，均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百分比指

标保留百分号前两位小数，凡要求解释、分析、说明理由的内容，必

须有相应的文字阐述) 

1.E 公司只产销一种甲产品，甲产品只消耗乙材料。2010 年第 4 季

度按定期预算法编制 2011 年的企业预算，部分预算资料如下： 

资料一：乙材料 2011 年年初的预计结存量为 2000 千克，各季度末

乙材料的预计结存量数据如表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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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011 年各季度末乙材料预计结存量 

季度 1 2 3 4 

乙材料（千

克） 
1000 1200 1200 1300 

每季度乙材料的购货款于当季支付 40%，剩余 60%于下一个季度支

付;2011 年年初的预计应付账款余额为 80000 元。该公司 2011 年度

乙材料的采购预算如表 5 所示： 

表 5： 

项目 
第一季

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

度 
第四季度 全年 

预计甲产品量

（件） 
3200 3200 3600 4000 14000 

材料定额单耗（千

克/件） 
5 * * * * 

预计生产需要量

（千克） 
* 16000 * * 70000 

加：期末结存量

（千克） 
* * * * * 

预计需要量合计

（千克） 
17000 （A） 19200 21300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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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期初结存量

（千克） 
* 1000 （C） * * 

预计材料采购量

（千克） 
（D） * * 20100 （E） 

材料计划单价（元

/千克） 
10 * * * * 

预计采购金额

（元） 
150000 162000 180000 201000 693000 

注：表内„材料定额单耗‟是指在现有生产技术条件下，生产单位产品

所需要的材料数量;全年乙材料计划单价不变;表内的„*‟为省略的数值。 

资料二：E 公司 2011 年第一季度实际生产甲产品 3400 件，耗用乙

材料 20400 千克，乙材料的实际单价为 9 元/千克。 

要求：(1)确定 E 公司乙材料采购预算表中用字母表示的项目数值(不

需要列示计算过程) 

(2)计算 E 公司第一季度预计采购现金支出和第 4 季度末预计应付款

金额。 

(3)计算乙材料的单位标准成本。 

(4)计算 E 公司第一季度甲产品消耗乙材料的成本差异，价格差异与

用量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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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根据上述计算结果，指出 E 公司进一步降低甲产品消耗乙材料成

本的主要措施。 

参考答案： 

(1)A=16000+1200=17200 

E=693000/10=69300 

B=70000+1300=71300 

D=150000/10=15000 

C=19200-180000/10=1200 

(2)第 1 季度采购支出=150000×40%+80000=140000(元) 

第 4 季度末应付账款=201000×60%=120600(元) 

(3)用量标准=5 千克/件，价格标准=10 元/千克 

所以甲产品的单位标准成本=5×10=50 元/件 

(4)实际单价=9 元/千克，实际产量材料实际耗用量=20400 千克，标

准单价=10 元/千克 

实际产量标准用量=3400×5=17000(千克) 

材料成本差异=20400×9-17000×10=13600(元) 

材料价格差异=(9-10)×20400=-20400(元) 

材料用量差异=10×(20400-17000)=34000(元) 

(5)材料差异的主要原因是生产部门耗用材料超过标准，所以企业应

该查明材料用量超标的具体原因，以便改进工作，节约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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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F 公司是一个跨行业经营的大型集团公司，为开发一种新型机械产

品，拟投资设立一个独立的子公司，该项目的可行性报告草案已起草

完成。你作为一名有一定投资决策的专业人员，被 F 公司聘请参与复

核并计算该项目的部分数据。 

(1)经过复核，确认该投资项目预计运营期各年的成本费用均准确无

误。其中，运营期第 1 年成本费用估算数据如表 6 所示： 

项目 
直接材

料 

直接人

工 

制造费

用 

管理费

用 

销售费

用 
合计 

外购原材

料 
4000 

 
1000 50 150 5200 

外购燃料

动力 
800 

 
200 10 90 1100 

外购其他

材料   
10 2 8 20 

职工薪酬 
 

1600 150 200 50 2000 

折旧额 
  

300 60 40 400 

无形资产

和其他资

产摊销额 
   

5 
 

5 

修理费 
  

15 3 2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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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35 5 5 45 

合计 4800 1600 1710 335 345 8790 

注：假定本期所有要素费用均转化为本期成本费用。 

(2)尚未复核完成的该投资项目流动资金投资估算表如表 7 所示。其

中，有确定数额的栏目均已通过复核，被省略的数据用“*”表示，需要

复核并填写的数据用带括号的字母表示。一年按 360 天计算。 

(3)预计运营期第 2 年的存货需用额(即平均存货)为 3000 万元，全年

销售成本为 9000 万元;应收账款周转期(按营业收入计算)为 60 天;应

付账款需用额(即平均应付账款)为 1760 万元，日均购货成本为 22 万

元。上述数据均已得到确认。 

(4)经过复核，该投资项目的计算期为 16 年，包括建设期的静态投资

回收期为 9 年，所得税前净现值为 8800 万元。 

(5)假定该项目所有与经营有关的购销业务均采用赊账方式。 

表 7 流动资金投资计算表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第 1 年 
第 2 年费

用额 

第 3 年及

以后各年

需用额 

全年周

转额 

最低

周转

天数 

1 年内

最多

周转

需用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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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数 

存

货 

外购

原材

料 

5200 36 10 520 * * 
   

外购

燃料

动力 

（A） * 20 55 * * 
   

外购

其他

材料 

20 * 40 （B） * * 
   

在产

品 
* * * 696.25 * * 

   

产成

品 
* 60 （C） * * * 

   

小计 
 

— 

 

— 

 

— 
2600 * * 

   

应收账款

（按经营

成本计

算） 

（D） * * 1397.5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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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预付账款 * * * * * * 
  

现金 * * * * * * 
  

流动资产需用额 4397.50 5000 * 
 

应付账款 （E） * * * * * 
  

预付账款 * （F） 4 * * * 
  

流动负债需用额 2000 2400 * 
 

流动资金需用额 * （H） 2600 
 

流动资金投资额 （G） （I） （J） 
 

要求： 

(1)计算运营期第一年不包括财务费用的总成本费用和经营成本(付现

成本)。 

(2)确定表 7 中用字母表示的数据(不需列表计算过程)。 

(3)计算运营期第二年日均销货成本、存货周转期、应付账款周转期

和现金周转期。 

(4)计算终结点发生的流动资金回收额。 

(5)运用相关指标评价该投资项目的财务可行性并说明理由。 

参考答案： 

(1)不包括财务费用的总成本费用=8790(元) 

经营成本=8790-400-5=838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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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55×20=1100;B=20/40=0.5;C=360/60=6;D=8385 

E=5200+20×55+20=6320 

F=360/4=90(天) 

G=4397.50-2000=2397.50 

H=5000-2400=2600 

I=2600-2397.5=202.5 

J=0 

(3)日均销货成本=9000/360=25(万元) 

存货周转期=3000/25=120(天) 

应付账款周转期=1760/22=80(天) 

现金周转期=存货周转期+应收账款周转期-应付账款周转期

=120+60-80=100(天) 

(4)2397.5+202.5=2600(元) 

(5)由于本题税前净现值为 8800 万元大于 0，但包括建设期的投资回

收期 9 年大于项目计算期(16 年)的一半，所以该项目基本具备财务可

行性。 

相关推荐： 

2014 年中级会计职称考试财务管理备考试题汇总 

2014 年中级会计职称考试零基础协助通关 

http://fabu.wangxiao.cn/manage/news/%7B#http://www.wangxiao.cn/kjzc/zhongji/moni/96869686539.html#}{{{/811/96993143328.html}}}
http://fabu.wangxiao.cn/manage/news/%7B#http://www.wangxiao.cn/kjzc/class/gonggao/67040418337.html#}{{{/2161/6716387512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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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中级会计职称考试大纲 中级会计职称在线模考 中级会计职称

试题手机版下载客户端 

 

http://fabu.wangxiao.cn/manage/news/%7B#http://www.wangxiao.cn/kjzc/zhongji/dagang/72007200078.html#}{{{/2176/72130656867.html}}}
http://ks.wangxiao.cn/List.aspx?s=zjkjzc&classid=3abc6683-674e-45b6-8f22-ad6a4a63d195
http://app.wangxiao.cn/
http://app.wangxiao.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