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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考点： 

1. 财务会计的职能 

2. 会计六要素 

3. 会计的五个计量属性 

4. 会计的四个基本假设 

5. 会计核算的基础 

6. 会计等式及其应用 

 

 

     



1. 财务会计的职能 

 

 

【例题】财务会计的基本职能是（ ）。【2014】 

A. 核算和预测 

B. 预算和决算 

C. 监督和决策 

D. 核算和监督 

【答案】D 

  

2. 会计六要素 

 

【例题】反映企业某一时刻点财务状况的会计要素有（ ）。【2014】 

A. 资产 

B. 负债 

C. 所有者权益 

D. 利润 



E. 费用 

【答案】ABC 

（1）资产 

企业过去交易或事项所形成，由企业拥有或控制的，能以货币计量并预期会给企业带来利益

的经济资源。 

分类 

流动资产  

以在一年内或超过一年的一个营业周期内变现或耗用的资产。  

如现金、银行存款、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交易性金融资产、

存货 

长期资产 

长期投资 准备持有一年以上，不随时变现的股票、债券和其他投资 

固定资产 使用中保持原有实物形态的资产，如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 

无形资产 
没有实物形态的非货币性长期资产，如专利权、商标权、土地

使用权、非专利技术和商誉  

其他资产 国家特批的特准储备物资、银行冻结财产、诉讼中的财产等 

（2）负债 

过去的交易或事项所形成的现时义务，履行该义务会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 

分类 流动负债 指在一年内或超过一年的一个营业周期内偿还的债务。如短期

借款、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应付职工薪酬、 应交税金  

长期负债 指在一年以上或超过一年的一个营业周期以上偿还的债务。如

应付债券、长期借款、长期应付款 

【例题】根据现行《企业会计准则》，应列入流动负债的有（     ）。 【2013】 

A. 应收账款 

B. 短期投资 

C. 长期借款 

D. 应交税金 

E. 应付工资 

【答案】DE 

【解析】流动负债包括：短期借款、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应付职工薪酬、 应交税金  

 



（3）所有者权益 

企业投资者对企业净资产的所有权，是企业全部资产减去全部负债后的净额。表明了企业的

产权关系，即企业归谁所有。 

分类 

实收资本 所有者按出资比例实际投入到企业的资本 

资本公积 包括资本溢价、资产评估增值、接受捐赠、外币折算差额 

盈余公积 按照规定从企业的税后利润中提取的公积金 

未分配利润 本年度没有分配完的利润  

其他 其他权益工具、其他综合收益、专项储备 

【例题】某企业固定资产评估增值 2000 万元，该增值部分应计入企业的（   ）。【2011】  

A. 实收资本 

B. 盈余公积 

C. 资本公积 

D. 未分配利润  

【答案】C 

【解析】资本公积包括：资本溢价、资产评估增值、接受捐赠、外币折算差额 

 

会计核算的五个计量属性 

3. 会计的五个计量属性 

 

  

  

  



【例题】2012 年初买一台设备 10 万元，计划使用 5 年，五年后报废，每年折旧 2 万元，

当 2014 年初的时候，打算换一台该型号的新设备，去市场询问，现在这台设备售价 9 万，

把旧设备卖掉，市场价 5 万，并会发生销售费用、税费等 0.5 万。 

 

 

历史成本：资产按照购置时所付出的代价的公允价值计量 

 负债按照因承担现时义务而实际收到的金额计量 

 

【例题】2012 年初买一台设备 10 万元，计划使用 5 年，五年后报废，每年折旧 2 万元，

当 2014 年初的时候，打算换一台该型号的新设备，去市场询问，现在这台设备售价 9 万，

把旧设备卖掉，市场价 5 万，并会发生销售费用、税费等 0.5 万。 

 

 

重置成本：资产按照现在购买相同或者相似资产所支付的现金或现金等价物计量 

负债按照现在偿付该项债务所需支付的现金或现金等价物计量 

 

【例题】2012 年初买一台设备 10 万元，计划使用 5 年，五年后报废，每年折旧 2 万元，

当 2014 年初的时候，打算换一台该型号的新设备，去市场询问，现在这台设备售价 9 万，



若旧设备卖掉市场价 5 万，并会发生销售费用、税费等 0.5 万。 

 

 

可变现净值：资产按照现在正常对外销售收到的现金或现金等价物进行计量 

 

【例题】2012 年初买一台设备 10 万元，计划使用 5 年，五年后报废，每年折旧 2 万元，

当 2014 年初的时候，打算换一台该型号的新设备，去市场询问，现在这台设备售价 9 万，

若旧设备卖掉市场价 5 万，并会发生销售费用、税费等 0.5 万。 

 

现值：资产按照预计从其使用和最终处置所产生的未来现金流量的折现金额计量 

负债按照预计期限内需要偿还的未来净现金流出量的折现金额计量 

 

【例题】2012 年初买一台设备 10 万元，计划使用 5 年，五年后报废，每年折旧 2 万元，

当 2014 年初的时候，打算换一台该型号的新设备，去市场询问，现在这台设备售价 9 万，

若旧设备卖掉市场价 5 万，并会发生销售费用、税费等 0.5 万。 

 



公允价值：资产和负债按照公平有序的市场交易中，平等自愿的价格进行计量 

 

【例题】若企业的资产按购置时所付出的代价的公允价值计量，则根据会计计量属性，该资

产计量属于按（  ）计量。 【2012 年】  

A. 重置成本 

B. 历史成本 

C. 可变现净值 

D. 公允价值 

【答案】B 

 

【例题】根据会计核算原则，在现值计量下，负债应按照预计期限内需要偿还的未来（  ）

计量。【2014 年】 

A. 净现金流入量的折现金额 

B. 净现金流入量的公允价值 

C. 净现金流入量的可变现净值 

D. 净现金流出量的折现金额 

【答案】D 

 

【例题】关于会计核算中历史成本计量原则的说法，正确的是（ ）。 【2016 年】 

A. 负债按照现在偿付该项债务所需支付的现金的金额计量 

B. 资产按照市场参与者在交易日发生的有序交易中，出售资产所能收到的价格计量 

C. 资产按照购置时所付出的代价的公允价值计量 



D. 负债按照现在偿付该项债务所需支付的现金等价物的金额计量 

【答案】C 

 

4. 会计的四个基本假设 

 

 

【例题】对会计核算的范围从空间上加以界定是通过（ ）实现的。【2011】                                               

A.持续经营假设  

B.会计主体假设 

C.会计分期假设  

D.货币计量假设 

【答案】B 

 

【例题】下列会计核算的基本假设中，（ ）是指将企业连续不断的经营活动分割成一个个连

续的、间隔相等的若干较短时期，以及时提供会计信息。 

A.持续经营假设  

B.会计主体假设 

C.会计分期假设  



D.货币计量假设 

【答案】C 

  

5. 会计核算的基础 

 

【例题】某工程建设单位 2012 年 10 月审核了竣工结算书，按合同建设单位应于 2012 年

11 月支付结算款项，实际上施工企业于 2013 年 1 月收到该笔款项，根据现行《企业会计

准则》，施工企业应将该款项计入（   ）的收入。【2013 年】  

A. 2012 年 10 月 

B. 2012 年 11 月 

C. 2012 年 12 月  

D. 2013 年 1 月 

【答案】B 

 

【例题】我国现行《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企业应当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进行会计确认，实

行权责发生制的前提是（   ）。【2011】 

A. 会计分期与收付实现制 

B. 会计分期与持续经营 

C. 持续经营与公允价值  



D. 历史成本与公允价值 

【答案】B 

 

6. 会计等式及其应用 

 

静态会计等式：反映企业某一特定日期财务状况 

                        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 

动态会计等式：反映企业一定会计期间经营成果 

                        利润=收入-费用 

综合会计等式：综合了企业利润分配前财务状况等式和经营成果等式之间的关系 

                        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 

 

【例题】下列关于会计要素和会计等式的说法正确的是（   ）。 

A. 动态会计等式为：收入-成本=利润 

B. 静态会计等式为：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 

C. 静态会计等式反映的是某一特定日期财务状况的会计等式 

D. 动态会计要素包括收入、成本、利润，所编制的报表是动态会计报表 

E. 动态会计等式反映的是某一特定日期经营成果的会计等式 

【答案】B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