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程经济  

节 分值预估 重要考点 

1Z102010  财务会计基础 2-4 6 

1Z102020  成本与费用 2-3 5 

1Z102030  收入 1-2 2 

1Z102040  利润和所得税费用 1-2 3 

1Z102050  企业财务报表 3-4 6 

1Z102060  财务分析     

1Z102070  筹资管理     

1Z102080  流动资产财务管理     

11ZZ110022005500    企企业业财财务务报报表表  

主要考点： 

1. 财务报表的构成 

2. 财务报表列报的基本要求 

3. 资产负债表的内容 

4. 利润表的内容和结构 

5. 现金流量表的编制基础 

6. 现金流量表的内容 

 

1. 财务报表的构成 

财务报表的构成 内容 

 资产负债表 反映企业在某一特定日期财务状况，这一时点一般在

企业月末、季末、半年末、年末等； 

以“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 为依据； 

账户式结构 

 利润表 反映企业在一定会计期间的经营成果； 

以“利润=收入-费用” 为依据； 

多步式结构 

现金流量表 反映企业一定会计期间现金和现金等价物流入和流

出的财务报表；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变动表 为资产负债表的附表 

财务报表附注 对上述表中列示项目的文字描述或明细资料 



【例题】根据我国现行《企业会计准则》，企业财务报表至少应当包括（  ）。                                         

A. 资产负债表   

B. 成本分析表   

C. 利润表   

D. 现金流量表   

E.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答案】ACDE 

 

【例题】利润表是反映企业在一定会计期间（    ）的财务报表。【2012 年】 

A. 现金流入总量       

B. 所有者权益变更总额     

C. 经营成果     

D. 现金和现金等价物数额 

【答案】C 

 

2. 财务报表列报的基本要求 

基本要求 

企业应当以持续经营为基础编制财务报表 

现金流量表按收付实现制编制，其他按权责发生制编制 

列报项目在各个会计期间保持一致 

重要项目单独列报（重要性以项目性质和金额大小判断） 

列报项目以总额列报，不得相互抵消 

列报项目与上个会计期间要具有可比性 

财务报表一般分为表首和正表两部分（表首部分：企业名称、资产负债表日、会计

期间、人民币金额单位、是否合并报表） 

至少应当编制年财务报表 

 



【例题】按照收付实现制编制的企业财务报表是(  )。【2018】 

A. 资产负债表 

B. 利润表 

C. 现金流量表 

D.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答案】C 

 

【例题】根据现行《企业会计准则》，关于企业财务报表列报基本要求的说法，正确的有（  ）。

【2015】                 

A. 企业应当以持续经营为基础编制财务报表 

B. 重要项目应单独列报 

C. 报表列示项目不应相互抵消 

D. 当期报表列报项目与上期报表项目应当具有可比性 

E. 企业至少应当按月编制财务报表个方面 

【答案】ABCD 

 

【例题】根据现行《企业会计准则》，企业在财务报表显著位置至少应披露的项目有（ ）。

【2014】 

A. 编报企业名称 

B. 资产负债表日或会计报表涵盖的会计期间 

C. 人民币金额单位 

D. 企业财务负债人姓名 



E. 是否合并会计报表 

【答案】ABCE 

 

【例题】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报》，在编制财务报表时，主要项目应单

独列报，项目的重要性应当根据企业所处环境，从（   ）加以判断。【2010】 

A. 报表是否对外公告角度                

B. 企业是否上市角度 

C. 项目在财务报告中的排列位置          

D. 项目的性质和金额两个方面 

【答案】D 

 

3. 资产负债表的内容 

资产负债表根据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之间的关系，即“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按照

一定的分类标准和顺序，把企业一定日期的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各项目进行适当排列编

制出的报表。 

 资产按其流动性大小进行排序 

 负债按其必须支付的时间进行排序 

资产负债表    会企 01               

编制单位：A 公司           2010 年 12 月 31 日                      单位：万元 

资产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负债和所有者

权益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1. 流动资产 

资产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应当归类为流动资产： 

(1) 预计在一个正常营业周期中变现、出售或耗用。 

(2) 主要为交易目的而持有。 

(3) 预计在资产负债表日起一年内(含一年，下同)变现。 

(4) 自资产负债表日起一年内，交换其他资产或清偿负债的能力不受限制的现金或现金等价

物。 

2. 非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以外的资产应当归类为非流动资产。 

3. 流动负债 

负债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应当归类为流动负债： 

(1) 预计在一个正常营业周期中清偿。 

(2) 主要为交易目的而持有。 

(3) 自资产负债表日起一年内到期应予以清偿。 

(4) 企业无权自主地将清偿推迟至资产负债表日后一年以上。 

4. 非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以外的负债应当归类为非流动负债 

 



【例题】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项目是按照资产的（ ）顺序排列。【2018】 

A. 金额从小到大 

B. 流动性从大到小 

C. 购置时间从先到后 

D. 成新率从高到低 

【答案】B 

 

【例题】编制资产负债表时应该归类为流动资产的有（  ）。【2016】 

A. 预计在一个正常营业周期中变现、出售或耗用的资产 

B. 预计在资产负债表日起一年内变现的资产 

C. 自资产负债表日起一年内，交换其他资产的能力不受限制的现金等价物 

D. 主要为投资目的而持有的资产 

E. 自资产负债表日起一年内，清偿负债的能力不受限制的现金 

【答案】ABCE 

 

【例题】根据现行《企业会计准则》，对于资产负债表日起一年内到期的负债，企业预计不

能自主地将清偿债务展期，但在资产负债表日后、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前签订了重新安排清

偿计划协议，则该项负债应归类为（    ）。【2013】 

A. 流动负债              B. 非流动负债    

C. 应付票据              D. 长期应付款 

【答案】A 

 



4. 利润表的内容和结构 

利润表是反映企业在一定会计期间的经营成果的财务报表。通过对当期的收入、费用、支出

项目按性质加以归类、按利润形成的主要环节列示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和净利润等中间性利

润指标，分步计算当期净收益。 

利润表  会企 02 表 

编制单位：A 公司                    2010 年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营业收入   

……   

二、营业利润   

三、利润总额   

四、净利润   

【例题】利润表是反映企业（  ）的财务报表。【2014】 

A. 一定会计期间资产盈利能力 

B. 一定会计期间经营成果 

C. 某一会计时点财务状况 

D. 一定会计期间财务状况 

【答案】B 

 

【例题】利润表的内容不包括下列（    ）。 

A. 营业利润      

B. 利润总额            

C. 净利润            

D. 预收款 

【答案】D   

多步式利润表 



5. 现金流量表的编制基础 

现金流量表：反映企业一定会计期间现金和现金等价物流入和流出的财务报表。 

 按收付实现制编制 

 以现金为基础编制 

 现金：库存现金、存款、其他货币资金 

现金等价物，是指企业持有的期限短、流动性强、易于转换为已知金额的现金、价值变动风

险小的交易性金融资产。 

现金等价物必须满足的条件： 

 期限短：三月内变现 

 流动性强 

 易于转换为已知金额的现金 

 价值变动风险小 

三月到期的国库券，货币市场基金，可转换定期存单、银行本票，银行承兑汇票等 √ 

股票 × 

 

【例题】关于现金等价物特点的说法，正确的是（   ）。【2011】 

A. 持有的期限较长        

B. 易于转换为现金，但是转换的金额不能确定 

C. 价值变动风险较大      

D. 流动性强 

【答案】D  

 



6. 现金流量表的内容 

现金流量表的内容应当包括经营活动、投资活动和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支付的各项税费；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

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

的现金； 

投资支付的现金；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例题】企业现金流量表中，属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有（ ）。【2018】 

A.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B.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C. 收到的税费返还 

D. 购买商品支付的现金 

E.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答案】CD   

 

【例题】下列经济活动产生的现金中，不属于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是（    ）。【2013

年】 

A.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B. 分配股利支付的现金 

C.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D. 处置子公司收到的现金 

【答案】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