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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费用与成本的关系 

支出      费用        成本 

 

支出  

支出：一个会计主体各项资产的流出，也就是企业的一切开支及损耗 

 

支出 

资本性支出 固定资产，无形资产，长期投资，其他资产 

收益性支出 
材料费，支付工资，支付税金，营业费、管理费、财务费； 

费用属于收益性支出 

营业外支出 
固定资产盘亏、处置固定资产净损失、债务重组损失、罚款、捐赠支出、

非常损失 

利润分配支出 股利分配支出 

 

 

长期资产 

正常经营 

非正常 



【例题】根据我国现行《企业会计准则》，收益性支出不包括（    ）。 【2012 年】  

A. 外购材料支出 

B. 非常损失  

C. 固定资产盘亏 

D. 管理费用 

E. 营业费用 

【答案】BC 

 

【例题】企业因排放的污水超出当地市政污水排放标准而缴纳罚款 200 万元，财务上该笔

罚款应计入企业的（  ）。【2011】 

A. 营业外支出 

B. 销售费用 

C. 管理费用 

D. 营业费用 

【答案】A 

 

费用 

在财务会计中，费用属于会计主体的收益性支出，即会计主体为生产和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

发生的，且其作用和效益仅及于本会计年度（或一个营业周期）的支出。 

是会计主体在生产和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等日常经济活动中所发生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减

少的，与向所有者分配利润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出。  

 



费用的特点： 

1）费用是企业日常活动中发生的经济利益的流出，而不是偶发的。不是日常活动发生的经

济利益的流出则成为损失（营业外支出）。 

2）费用可能表现为资产的减少，或负债的增加，或者兼而有之。费用本质上是一种企业资

源的流出，是资产的消耗，其目的是为了取得收入。 

3）费用将引起所有者权益的减少，但与向企业所有者分配利润时的支出无关。（利润分配

支出不属于费用） 

4）费用只包括本企业经济利益的流出，不包括为第三方或客户代付的款项及偿还债务支出，

并且经济利益的流出能够可靠计量。 

费用的分类、成本的形成和分类：  

 

 

 

 直接计入产品成本：直接人工（生产工人工资）、直接材料 

 间接计入产品成本：车间管理人员工资、设备折旧费、修理费、水电费、劳动保护费 

 期间费用：生产部门以外的费用（营业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企业管理人员的

工资，管理部门的水电费 

 

 

 

 



 

 

【例题】某生产型企业，同时生产 ABC 三种型号焊条，2018 年上半年购买原材料费用为

360 万元，每月设备折旧费为 10 万元，每月支付给生产工人的工资为 50 万元，每月车间

生产管理人员工资为 10 万元，每月企业管理部门人员工资为 30 万元，上半年相关广告投

入 25 万元。 

（1）该企业上半年的生产费用为多少 

（2）该企业上半年的期间费用为多少 

（3）该企业 5 月份的生产成本为多少 

 

（1）生产费用：直接计入+间接计入 

360+50×6+10×6+10×6 

（2）期间费用：营管财 

30×6+25 

（3）5 月份生产成本：直接计入+间接计入 

60+50+10+10 

 

2. 工程成本的确认和结算方法 

固定资产折旧 

折旧：资产在使用过程中因逐渐损耗而转移到产品成本或商品流通费的那部分价值；资产价



值的一种补偿。 

 
 

 当月增加的固定资产，当月不提折旧，从下月起计提折旧 

 当月减少的固定资产，当月照提折旧，从下月起不提折旧 

 

 企业固定资产使用寿命，应当考虑下列因素： 

① 预计生产能力或实物产量 

② 预计有形磨损和无形磨损 

③ 法律或类似规定对资产使用的限制 

 

 

固定资产折旧方法：  

平均年限法 

     

工作量法 

 

双倍余额 

递减法 

折旧率不变，不考虑残值，折旧基数递减，加速折旧 

年数总和法 折旧率递减，考虑残值，折旧基数不变，加速折旧 

 

 



【例题】企业在实际计提固定资产折旧时，应遵循的原则是（    ）。  

A. 当月增加的固定资产，当月不计提折旧，从下月起计提折旧 

B. 当月增加的固定资产，从当月计提折旧 

C. 当月减少的固定资产，当月不计提折旧，从下月起计提折旧 

D. 当月无论是增加还是减少的固定资产，都应从当月计提 

【答案】A    

 

【例题】某施工企业购买一台新型挖土机械，价格为 50 万元，预计使用寿命为 2000 台班，

预计净残值为购买价格的 3%，若按工作量法折旧，该机械每工作台班折旧费应为（    ）

元。 【2011】 

A. 242.50 

B. 237.50 

C. 250.00 

D. 257.70 

【答案】A    

【解析】500000（1-3%）/2000=242.5 

 

【例题】如果计划在固定资产投入使用的前期提取较多的折旧，后期提取较少，适合采用的

折旧方法有（ ）【2014】 

A. 工作台班法 

B. 行驶里程法 

C. 双倍余额递减法 



D. 平均年限法 

E. 年数总和法 

 

【答案】CE   

【解析】加速折旧的方法：双倍余额递减法、年数总和法 

 

无形资产摊销： 

1）无形资产又称“无形固定资产”，是指不具有实物形态，而已某种特殊权利、技术、知

识、素质、信誉等价值形态存在于企业并对企业长期发挥作用的资产，如专利权、非专利技

术、租赁权、特许经营权、版权、商标权、商誉土地使用权等； 

2）无形资产属于企业的长期资产； 

3）企业应将入账的无形资产的价值在一定年限内摊销，其摊销金额应计入管理费用，并同

时冲减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 

4）无形资产摊销存在多种方法，包括直线法、生产总量法等，其原理类似于固定资产折旧。

企业选择的无形资产摊销方法，应当反映与该无形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的预期实现方式。无

法可靠确定预期实现方式的，应当采用直线法摊销（平均年限法摊销）。 

 

【例题】无形资产给企业带来的经济利益的实现方式无法可靠确定时，应选择的无形资产摊

销方法是（  ）。 

A. 加速摊销法 

B. 直线法 

C. 生产总量法 



D. 余额递减法 

【答案】B   

 

工程成本的结算方法： 

1）工程成本竣工结算法（竣工后一次结算）； 

2）工程成本月结算法； 

3）工程成本分段结算法； 

4）双方约定的其他结算方法。 

 

3. 工程成本的核算 

工程成本及其核算的内容： 

 
 

 其他直接费：施工过程中发生的，材料二次搬运费、临时设施摊销费、生产工具用具使

用费、工程定位复测费、工程点交费、场地清理费 

 间接费：企业下属施工单位（工区、施工队、项目经理部） 

 

【例题】建筑施工企业 A 公司，目前有两个在建工程项目：项目 1 和项目 2 

项目 1：生产工人工资 10 万，购买原材料 20 万，材料搬运费 5 万，项目经理部的管理人

员工资 3 万，办公费 1 万。 

项目 2：生产工人工资 12 万，购买原材料 22 万，材料搬运费 4 万，项目经理部的管理人



员工资 4 万，办公费 2 万。 

建筑施工企业 A 的人事部工资 5 万，办公费 3 万元。 

直接费：人工费，材料费，机械使用费，其他直接费 

间接费：下属施工单位（工区，施工队，项目经理部等） 

期间费用：建筑安装企业行政管理部门 

 

【例题】某装饰企业施工的 M 项目于 2012 年 10 月工程完工时只发生材料费 30 万元，项

目管理人员工资 8 万元，企业行政管理部门发生的水电费 2 万元。根据现行《企业会计准

则》，应计入工程成本的费用为（  ）万元。【2013】                       

A. 30                   B. 38 

C. 32                   D. 40 

【答案】B   

工程成本核算的对象： 

1）工程成本核算对象是指在成本核算时所选择施工生产费用的归集产品，即工程成本的承

担者（整个项目、单项工程、单位工程、分部工程等）。 

2）一般情况下，企业应当以每一单位工程为对象归集生产费用，计算过程成本。这是因为

施工图预算是按单位工程编制的，所以按单位工程核算的实际成本，便于与工程预算成本比

较，以检查工程预算的执行情况，分析和考核成本节超的原因。 

3）《企业产品成本核算制度（试行）》（财会[2013]17 号）第十二条规定，建筑企业一般按

照订立的单项合同确定成本核算对象。单项合同包括建造多项资产的，企业应当按照企业会

计准则规定的合同分立原则，确定建造合同的成本核算对象。为建造一项或数项资产而签订

一组合同的，按合同合并的原则，确定建造合同的成本核算对象。 



4）施工成本的核算对象应在工程开工以前确定，且一经确定后不得随意变更，更不能相互

混淆。 

 

工程成本核算的任务和基本要求（略） 

工程成本核算的程序： 

1）确定成本核算对象，设置成本核算科目，开设成本明细账； 

2）核算与分配各项生产费用； 

3）计算期末工程成本（施工生产费用）； 

4）计算年度合同费用（施工单位合同收入）； 

5）计算竣工单位工程的实际成本和预算成本，编制单位工程竣工成本决算。 

 

【例题】关于施工企业确定工程量成本核算对象的说法，正确的是（  ）。                                             

A.通常以单项建造合同作为施工工程成本核算的对象 

B.工程成本核算对象宜在开工前确定，也可以开工后确定 

C.不能按分立合同来确定工程成本核算对象 

D.不能按合并合同来确定工程成本核算对象 

【答案】A   

 

【例题】工程成本核算包括的环节有：①核算与分配各项生产费用；②确定成本核算对象，

设置成本核算科目，开设成本明细账；③计算年度合同费用；④计算期末工程成本；⑤编制

单位工程竣工成本决算，则正确的核算程序是（  ）。                                                    

A.①②③④⑤               B.①②④③⑤ 



C.②①④③⑤               D.②③①④⑤ 

【答案】C   

 

4. 施工企业期间费用的核算 

期间费用：本期发生的，不能直接归入营业成本，而是直接计入当期损益的各项费用，包括

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施工企业一般只有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 

 

 

财务费用： 企业为施工生产筹集资金或提供预付款担保、履约担保、职工工资支付担保所

发生的费用。 

 

 

【例题】施工企业向建设单位提供预付款担保生产的费用，属于（  ）。【2017】 

A. 财务费 

B. 财产保险费 

C. 风险费 

D. 办公费 

【答案】A   



【例题】施工企业发生的期间费用中，应计入财务费用的是（  ）。                                                 

A. 企业长期借款支付的利息 

B. 财务管理人员的工资 

C. 企业发行债券支付的手续费 

D. 企业发行股票支付的手续费 

E. 融资租赁费用 

【答案】A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