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中级会计《财管》第二批次

一、单选

1.某项目的期望投资收益率为 14%，风险收益率为 9%，收益率的标准差为 2%，则该项目

收益率的标准差率为（ ）。

A0.29%

B22.22%

C14.29%

D0.44%

参考答案：C

参考解析：项目收益率的标准差率=2%/14%×100%=14.29%，选择 C。

2.关于杜邦分析体系所涉及的财务指标，下列表述错误的是（ ）。

A 营业净利率可以反映企业的盈利能力

B 权益乘数可以反映企业的偿债能力

C 总资产周转率可以反映企业的营运能力

D 总资产收益率是杜邦分析体系的起点

参考答案：D

参考解析：净资产收益率是杜邦分析体系的起点。

3.公司投资于某项长期基金，本金为 5 000 万元，每季度可获取现金收益 50 万元，则其年

收益率为（ ）。



A2.01%

B1.00%

C4.00%

D4.06%

参考答案：D

参 考 解 析 ： 年 收 益 率 =[( 投 资 内 收 益 / 本 金 )/ 投 资 天 数 ] * 365 ×

100%=(50/5000)/90*365×100%=4.06%

4.下列各项财务分析指标中，能反映企业发展能力的是( )。

A 权益乘数

B 资本保值增值率

C 现金运营指数

D 净资产收益率

参考答案：B

参考解析：反映股东权益发展能力指标主要保值增值率与资本积累率，选 B。

5.下列股利政策中，有利于保持企业最佳资本结构的是( )。

A 固定股利政策

B 剩余股利政策

C 固定股利支付率政策

D 低正常股利加额外股利政策

参考答案：B



参考解析：剩余股利政策的优点之一是有利于保持企业最佳资本结构，所以选择 B。

6.下列各项中，以市场需求为基础的定价方法是（ ）。

A 保本点定价法

B 全部成本费用加成定价法

C 目标利润法

D 边际分析定价法

参考答案：D

参考解析：以市场需求为基础的定价方法有需求价格弹性系数法与边际分析定价法，选择 D。

7.下列财务管理目标中，容易导致企业短期行为的是（）。

A 股东财富最大化

B 企业价值最大化

C 相关者利益最大化

D 利润最大化

参考答案：D

参考解析：利润最大化缺点之一是可能会导致企业的短期财务决策倾向，影响企业长远发展。

所以选 D。

8.己知纯粹利率为 3%，通货膨胀补偿率为 2%，投资某证券要求的风险收益率为 6%，则该

证券的必要收益率为（）。

A5%



B11%

C7%

D9%

参考答案：B

参考解析：证券的必要收益率=3%+2%+6%=11%，选择 B。

9.关于普通股筹资方式，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A 普通股筹资属于直接筹资

B 普通股筹资能降低公司的资本成本

C 普通股筹资不需要还本付息

D 普通股筹资是公司良好的信誉基础

参考答案：B

参考解析：普通股票筹资资本成本最高，所以选项 B 错误。

10.在计算速动比率指标时，下列各项中，不属于速动资产的是（）。

A 应收票据

B 货币资金

C 应收账款

D 存货

参考答案：D

参考解析：速动资产的内容包括货币资产、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各种应收款项。所以选择 D。



11.根据企业 2018 年的现金预算，第-季度至第四季度期初现金余额分别为 1 万元、2 万元、

1.7 万元、1.5 万元，第四季度现金收入为 20 万元，现金支出为 19 万元，不考虑其他因素，

则该企业 2018 年末的预计资产负债表中，货币资金年末数为( )万元。

A2.7

B7.2

C4.2

D2.5

参考答案：D

参考解析：货币资金年末数=1.5+20-19=2.5（万元）。选择 D。

12.下列投资活动中，属于间接投资的是（）。

A 建设新的生产线

B 开办新的子公司

C 吸收合并其他企业

D 购买公司债券

参考答案：D

参考解析：购买公司债券属于证券投资，证券投资是间接投资。所以选择 D。

13.某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债券面值为 100 元，转股价格为 20 元。当前该债券已到转股期，

股票市价为 25 元，则该可转换债券的转换比率为（）。

A1.25

B0.8



C5

D4

参考答案：C

参考解析：转换比率=100/20=5。所以选择 C。

14.下列投资决策方法中，最适用于项目寿命期不同的互斥投资方案决策的是（）。

A 净现值法

B 静态回收期法

C 年金净流量法

D 动态回收期法

参考答案：C

参考解析：最适用于项目寿命期不同的互斥投资方案决策方法是年金净流量法。所以选择 C。

15.关于现金周转期的计算，下列公式中正确的是()。

A 现金周转期=应收账款周转期+应付账款周转期-存货周转期

B 现金周转期=存货周转期+应收账款周转期+应付账款周转期

C 现金周转期=存货周转期+应收账款周转期-应付账款周转期

D 现金周转期=存货周转期+应付账款周转期-应收账款周转期

参考答案：C

参考解析：现金周转期=存货周转期+应收账款周转期-应付账款周转期。所以选择 C。

16.下列各项中，可用来表示应收账款机会成本的是（）。



A 坏账损失

B 给予客户的现金折扣

C 应收账款占用资金的应计利息

D 应收账款日常管理费用

参考答案：C

参考解析：应收账款的机会成本可用应收账款占用资金的应计利息表示，所以选择 C。

17.某投资项目需要在第一年年初投资 840 万元，寿命期为 10 年，每年可带来营业现金流

量 180 万元，已知按照必要收益率计算的 10 年期年金现值系数为 7.0,则该投资项目的年金

净流量为( )万元。

A60

B120

C96

D126

参考答案：A

参考解析：年金现金净流量=（-840+180×7）/7=60（万元）。选择 A。

18.根据存货的经济订货基本模型，影响经济订货批量的因素是( )。

A 购置成本

B 每次订货变动成本

C 固定储存成本

D 缺货成本



参考答案：B

参考解析：根据存货经济订货批量计算公式可知，存货年需要量、单位变动储存成本、每次

订货变动成本都会影响存货经济订货批量计算结果，所以选择 B。

19.下列各项中，正确反映公同净利润分配顺序的是()。

A 提取法定公积金、提取任意公积金、弥补以前年度亏损、向投资者分配股利

B 向投资者分配股利、弥补以前年度亏损、提取法定公积金、提取任意公积金

C 弥补以前年度亏损、向投资者分配股利、提取法定公积金、提取任意公积金

D 弥补以前年度亏损、提取法定公积金、提取任意公积金、向投资者分配股利

参考答案：D

参考解析：净利润分配顺序的是.弥补以前年度亏损、提取法定公积金、提取任意公积金、

向投资者分配股利，所以选择 D。

20.下列预算中，一般不作为现金预算编制依据的是（）。

A 管理费用预算

B 直接人工预算

C 生产预算

D 直接材料预算

参考答案：C

参考解析：生产预算是唯一只以实物量表示的预算，与现金预算没有直接联系，所以选择 C。



21.某产品本期产量为 60 套，直接材料标准用量为 18 千克/套，直接材料标准价格为 270

元/千克，直接材料实际用量为 1 200 千克，实际价格为 280 元/千克。则该产品的直接材

料用量差异为( )元。

A10 800

B12 000

C32 400

D33 600

参考答案：C

参考解析：产品的直接材料用量差异=（1200-60×18）×270=32400（元）。所以选择 C。

22.若两项证券资产收益率的相关系数为 0.5，则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 两项资产的收益率之间不存在相关性

B 无法判断两项资产的收益率是否存在相关性

C 两项资产的组合可以分散一部分非系统性风险

D 两项资产的组合可以分散一部分系统性风险

参考答案：C

参考解析：若两项证券资产收益率的相关系数为 0.5，具有风险分散化效应，分散掉一部分

非系统性风险。选择 C。

23.下列各项中，属于证券资产的系统性风险的是()。

A 破产风险

B 违约风险



C 公司研发风险

D 再投资风险

参考答案：D

参考解析：证券投资系统风险包括：价格风险、再投资风险、购买力风险。所以选择 D。

24.资本成本一般由筹资费和占用费两部分构成。下列各项中，属于占用费的是( )。

A 向银行支付的借款手续费

B 向股东支付的股利

C 发行股票支付的宣传费

D 发行债券支付的发行费

参考答案：B

参考解析：资本成本的占用费用是指企业在资本使用过程中因占用资本而付出的代价，如股

利和利息等，这是资本成本的主要内容。所以选择 B。

25.某企业的营业净利率为 20%，总资产净利率为 30%，则总资产周转率为()次。

A0.67

B0.1

C0.5

D1.5

参考答案：D

参考解析：总资产周转率=30%/20%=1.5。选择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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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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选、错选、不选均不得分))

26.关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下列说法正确的有（ ）。

A 该模型反映资产的必要收益率而不是实际收益率

B 该模型中的资本资产主要指的是债券资产

C 该模型解释了风险收益率的决定因素和度量方法

D 该模型反映了系统性风险对资产必要收益率的影响

参考答案：A C D

参考解析：资产资产定价模型反映资产的必要收益率而不是实际收益率，所以 A 正确，该

模型中的资本资产主要指的是股票资产，所以 B 错误，该模型解释了风险收益率的决定因

素和度量方法，反映了系统性风险对资产必要收益率的影响，所以 CD 正确。

27.某企业发生的下列固定成本中，一般属于酌量性固定成本的有（）。

A 广告费

B 职工培训费

C 新产品研发费

D 设备折旧费

参考答案：A B C

参考解析：酌量性固定成本——管理当局的短期（经营）决策行动能改变其数额的固定成

本；如广告费、职工培训费、新产品研究开发费等，所以选择 ABC。

28.下列预算中，需要以生产预算为基础编制的有（）。



A 销售费用预算

B 制造费用预算

C 直接人工预算

D 管理费用预算

参考答案：B C

参考解析：一般以生产预算为基础的预算有直接材料预算、直接人工预算、制造费用预算、

产品成本预算。所以选择 BC。

29.在确定目标现金余额的存货模型中，需要考虑的相关现金成本有（）。

A 管理成本

B 短缺成本

C 交易成本

D 机会成本

参考答案：C D

参考解析：在确定目标现金余额的存货模型中，需要考虑的相关现金成本有交易成本与机会

成本。所以选择 CD。

30.下列各项中，属于企业利用商业信用进行筹资的形式有（）。

A 应付票据

B 预收账款

C 短期借款

D 应付账款



参考答案：A B D

参考解析：通常包括应付账款、应付票据、预收账款与应计未付款等形式。所以选择 ABD。

31.下列各项中，属于债务筹资方式的有（）。

A 商业信用

B 吸收直接投资

C 融资租赁

D 留存收益

参考答案：A C

参考解析：商业信用、融资租赁属于债务筹资方式，吸收直接投资与留存收益属于权益筹资

方式。选择 AC。

32.下列因素中，一般会导致企业借款资本成本上升的有( )。

A 资本市场流动性增强

B 企业经营风险加大

C 通货膨胀水平提高

D 企业盈利能力上升

参考答案：B C

参考解析：影响资本成本的因素有：（1）总体经济环境，总体经济环境和状态决定企业所

处的国民经济发展状况和水平，以及预期的通货膨胀；（2）资本市场条件，即资本市场效

率，资本市场效率表现为资本市场上的资本商品的市场流动性；（3）企业经营状况和融资

状况，经营风险的大小与企业经营状况相关；（4）企业对筹资规模和时限的需求。资本市



场流动性增强、企业盈利能力上升导致企业借款资本成本下降，所以选择 BC。

33.在确定融资租赁的租金时，一般需要考虑的因素有（ ）。

A 租赁公司办理租赁业务所发生的费用

B 租赁期满后租赁资产的预计残值

C 租赁公司购买租赁资产所垫付资金的利息

D 租赁资产价值

参考答案：A B C D

参考解析：确定融资租赁的租金主要融资资产原值及净残值、租赁公司办理租赁业务所发生

的费用、租赁公司购买租赁资产所垫付资金的利息，所以选择 ABCD。

34. 下列投资项目财务评价指标中，考虑了货币时间价值因素的有( )。

A 静态回收期

B 净现值

C 内含报酬率

D 现值指数

参考答案：B C D

参考解析：净现值、内含报酬率、现值指数都是考虑货币时间价值的财务评价指标，静态回

收期不考虑货币时间价值的财务评价指标。

35. 下列筹资方式中，一般属于间接筹资方式的有( )。

A 优先股筹资



B 融资租赁

C 银行借款筹资

D 债券筹资

参考答案：B C

参考解析：优先股筹资与债券筹资是直接筹资方式，融资租赁与银行借款筹资是间接筹资方

式，所以选择 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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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在银行授予企业的信贷额度内，企业可以按需借款，银行应当承担满足企业在贷款限额

内的全部需求的法律义务。（）

正确

错误

参考答案： 错误

参考解析：在银行授予企业的信贷额度内，企业可以按需借款，银行应当不承担满足企业在

贷款限额内的全部需求的法律义务。

37.净现值法可直接用于对寿命期不同的互斥投资方案进行决策。( )

正确

错误

参考答案： 错误



参考解析：净现值法不可直接用于对寿命期不同的互斥投资方案进行决策。

38.相对于采用目标价值权数，采用市场价值权数计算的平均资本成本更适用于未来的筹资

决策。( )

正确

错误

参考答案： 错误

参考解析：相对于采用目标价值权数，采用市场价值权数计算的平均资本成本不适用于未来

的筹资决策。

39.如果企业的全部资本来源于普通股权益资本，则其总杠杆系数与经营杠杆系数相等。( )

正确

错误

参考答案： 正确

参考解析：如果企业的全部资本来源于普通股权益资本，财务杠杆系数等于 1，则其总杠杆

系数与经营杠杆系数相等。

40.相对于企业长期债券筹资，短期融资券的筹资成本较高。( )

正确

错误

参考答案： 错误

参考解析：相对于企业长期债券筹资，短期融资券的筹资成本较低。



41.金融市场可以划分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股票市场属于资本市场。( )

正确

错误

参考答案： 正确

参考解析：金融市场可以划分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资本市场包括债券、股票、融资租赁。

所以股票市场属于资本市场。

42.股票分割会使公司股票总数增加，但公司股本总额不变。( )

正确

错误

参考答案： 正确

参考解析：股票分割会使公司股票总数增加，但公司股本总额不变。

43.一般而言，企业依靠大量短期负债来满足自身资金需求的做法体现出一种较为保守的融

资策略。（ ）

正确

错误

参考答案： 错误

参考解析：一般而言，企业依靠大量短期负债来满足自身资金需求的做法体现出一种较为激

进的融资策略。



44.若某公司当年可分配利润不足以支付优先股的全部股息时，所欠股息在以后年度不予补

发，则该优先股属于非累积优先股。( )

正确

错误

参考答案： 正确

参考解析：若某公司当年可分配利润不足以支付优先股的全部股息时，所欠股息在以后年度

不予补发，则该优先股属于非累积优先股。

45.在固定资产投资决策中,当税法规定的浄残値和预计浄残値不同吋,终结期现金流量的计

算一般应考虑所得税的影响。( )

正确

错误

参考答案： 正确

参考解析：在固定资产投资决策中,当税法规定的浄残値和预计浄残値不同吋,终结期现金流

量的计算一般应考虑所得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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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答题]

甲公司于 2018 年 1 月 1 日购置一条生产线，有四种付款方案可供选择。

方案一：2020 年初支付 100 万元。



方案二：2018 年至 2020 年每年初支付 30 万元。

方案三：2019 年至 2022 年每年初支付 24 万元。

方案四：2020 年至 2024 年每年初支付 21 万元。

公司选定的折现率为 10%，部分货币时间价值系数如下表所示。

部分货币时间价值系数表

期数(n) 1 2 3 4 5 6

(P/F，10%，n) 0.909 1 0.826 4 0.751 3 0.683 0 0.620 9 0.564 5

(P/A，10%，n) 0.909 1 1.735 5 2.486 9 3.169 9 3.790 8 4.355 3

要求：

（1）计算方案一的现值。

（2）计算方案二的现值。

（3）计算方案三的现值。

（4）计算方案四的现值。

（5）判断甲公司应选择哪种付款方案。

参考解析：

（1）方案一的现值：100×（P/F,10%，2）=100×0.8264=82.64（万元）



（2）方案二的现值：30+30×（P/A,10%，2）=30+30×1.7355=82.07（万元）

（3）方案三的现值：24×（P/A,10%，4）=24×3.1699=76.08（万元）

（4）方案四的现值：21×（P/A,10%，5）×（P/F,10%，1）=21×3.7908×0.9091=72.37

（万元）

（5）甲公司应该选择方案四。

[简答题]

乙公司拟用 2 000 万元进行证券投资，并准备长期持有。其中，1 200 万元购买 A 公司股

票，800 万元购买 B 公司债券，有关资料如下:

（1）目前无风险收益率为 6%，市场平均收益率为 16%，A 公司股票的β系数为 1.2。

（2）A 公司当前每股市价为 12 元。预计未来每年的每股股利均为 2.7 元。

（3）B 公司债券的必要收益率为 7%。

要求：

（1）利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计算 A 公司股票的必要收益率。

（2）计算 A 公司股票的价值，并据以判断 A 公司股票是否值得购买。

（3）计算乙公司证券投资组合的必要收益率。

参考解析

（1）A 公司股票的必要收益率=6%+1.2×（16%-6%）=18%

（2）A 公司股票的价值=2.7/18%=15（元）

因为市价低于价值，所以值得购买。

（3）乙公司证券投资组合的必要收益率=1200/2000×18%+800/2000×7%=13.6%



[简答题]

丙公司生产并销售 A、B、C 三种产品，固定成本总额为 27 000 元，其他有关信息如下表

所示。

产品销售信息表

项目 销售量(件) 单价(元) 边际贡献率

A 产品 15 000 30 40%

B 产品 10 000 45 20%

C 产品 5 000 60 30%

要求：

（1）假设运用加权平均法进行量本利分析，计算:①加权平均边际贡献率；②综合保本点销

售额。

（2）假设运用顺序法进行量本利分析，按照边际贡献率由高到低的顺序补偿固定成本，计

算公司达到保本状态时，由各产品补偿的固定成本分别是多少。

参考解析：



（1）①A 产品销售比重=15000×30/（15000×30+10000×45+5000×60）×100%=37.5%

B 产品销售比重=10000×45/（15000×30+10000×45+5000×60）×100%=37.5%

C 产品销售比重=5000×60/（15000×30+10000×45+5000×60）×100%=25%

加权平均边际贡献率=37.5%×40%+37.5%×20%+25%×30%=30%

②综合保本销售额=27000/30%=900000（元）

（2）A 产品边际贡献 180000（15000×30×40%）元，不能完全补偿固定成本；C 产品边

际贡献 90000（5000×60×30%）元，A 产品 C 产品边际贡献之后刚好 27000 元。

A 产品补偿固定成本 180000 元；

C 产品补偿固定成本 90000 元；

B 产品补偿固定成本为零。

[简答题]

丁公司 2017 年末的资产负债表（简表）如下。

资产负债表（简表） 单位：万元

资产 年末数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年末数

货币资金 450 短期借款 A

应收账款 250 应付账款 280



存货 400 长期借款 700

非流动资产 1 300 所有者权益合计 B

资产总计 2 40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合计 2 400

2017 年营业收入为 1 650 万元，营业成本为 990 万元，净利润为 220 万元，应收账款年

初余额为 150 万元，存货年初余额为 260 万元，所有者权益年初余额为 1 000 万元。该公

司年末流动比率为 2.2。

要求：

（1）计算上表中字母 A 和 B 所代表的项目金额。

（2）每年按 360 天计算，计算应收账款周转次数、存货周转天数和营业毛利率。

参考解析：

（1）A=（2400-1300）÷2.2-280=220（万元）

B=2400-700-280-220=1200（元）

（2）应收账款周转次数=1650/[（150+250）/2]=8.25(次)

存货周转天数=360/[990/(260+400)÷2]=120（天）

营业毛利率=（1650-990）÷1650×1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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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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2 题）

甲公司是一家生产经营比较稳定的制造企业，长期以来仅生产 A 产品。公司 2017 年和 2018

年的有关资料如下：

资料一:公司采用平滑指数法对销售量进行预测，平滑指数为 0.6。2017 年 A 产品的预测

销售量为 50 万吨，实际销售量为 45 万吨，A 产品的销售单价为 3 300 元/吨。

资料二:由于市场环境发生变化，公司对原销售预测结果进行修正，将预计销售额调整为 180

000 万元。公司通过资金习性分析，采用高低点法对 2018 年度资金需要量进行预测。有关

历史数据如下表所示。

资金与销售额变化情况表 单位：万元



年度 2017 年 2016 年 2015 年 2014 年 2013 年 2012 年

销售额 148 500 150 000 129 000 120 000 105 000 100 000

资金占用 54 000 55 000 50 000 49 000 48 500 47 500

资料三：公司在 2017 年度实现净利润 50 000 万元，现根据 2018 年度的预计资金需求量

来筹集资金，为了维持目标资本结构，要求所需资金中，负债资金占 40%，权益资金占 60%，

按照剩余股利政策分配现金股利。公司发行在外的普通股股数为 2 000 万股。

资料四：公司在 2018 年有计划地进行外部融资，其部分资金的融资方案如下：溢价发行

5 年期公司债券，面值总额为 900 万元，票面利率为 9%，发行总价为 1000 万元，发行费

用率为 2%；另向银行借款 4 200 万元，年利率为 6%。公司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25%。

[问题 1][简答题]

根据资料一，计算:①2018 年 A 产品的预计销售量；②2018 年 A 产品的预计销售额。

参考解析：

①2018 年 A 产品的预计销售量=45×0.6+（1-0.6）×50=47（万吨）

②2018 年 A 产品的预计销售额=47×3300=155100（万元）

根据资料二，计算如下指标：①单位变动资金；②不变资金总额；③2018 年度预计资金需



求量。

[问题 2][简答题]

参考解析：

①单位变动资金=（55000-47500）/（150000-100000）=0.15

②不变资金总额=55000-0.15×150000=32500（万元）

③2018 年度预计资金需求量=32500+0.15×180000=59500（万元）

[问题 3][简答题]

参考解析：①2018 年资金总需求中的权益资本数额=59500×60%=35700（万元）

②发放的现金股利总额=50000-35700=14300（万元）

每股股利=14300÷2000=7.15（元/股）

[问题 4][简答题]

参考解析

①债券的资本成本率=900×9%×（1-25%）/1000×（1-2%）×100%=6.20%

②银行存款的资本成本率=6%×（1-25%）=4.5%

根据资料四，不考虑货币时间价值，计算下列指标：①债券的资本成本率；②银行存款的资

本成本率。

根据要求（2）的计算结果和资料三，计算：①2018 年资金总需求中的权益资本数额；②

发放的现金股利总额与每股股利。



乙公司是一家制造企业，长期以来只生产 A 产品。2018 年有关资料如下:

资料一: 8 月份 A 产品月初存货量预计为 180 件，8 月份和 9 月份的预计销售量分别为 2 000

件和 2 500 件。A 产品的预计月末存货量为下月销售量的 12%。

资料二:生产 A 产品需要耗用 X、Y、Z 三种材料，其价格标准和用量标准如下表所示。

A 产品直接材料成本标准

项目

标准

X 材料 Y 材料 Z 材料

价格标准 10 元/千克 15 元/千克 20 元/千克

用量标准 3 千克/件 2 千克/件 2 千克/件

资料三:公司利用标准成本信息编制直接人工预算。生产 A 产品的工时标准为 3 小时/件，标

准工资率为 20 元/小时。8 月份 A 产品的实际产量为 2 200 件，实际工时为 7 700 小时，

实际发生直接人工成本 146 300 元。



资料四:公司利用标准成本信息，并采用弹性预算法编制制造费用预算，A 产品的单位变动

制造费用标准成本为 18 元，每月的固定制造费用预算总额为 31 800 元。

资料五: A 产品的预计销售单价为 200 元/件，每月销售收入中，有 40%在当月收取现金，

另外的 60%在下月收取现金。

资料六: 9 月份月初现金余额预计为 60 500 元，本月预计现金支出为 487 500 元。公司理

想的月末现金余额为 60 000 元且不低于该水平，现金余额不足时向银行借款，多余时归还

银行借款，借入和归还金额均要求为 1 000 元的整数倍。不考虑增值税及其他因素的影响。

[问题 1][简答题]

根据资料一，计算 8 月份 A 产品的预计生产量。

8 月份 A 产品的预计生产量=2000+2500×12%-180=2120（件）

根据资料二，计算 A 产品的单位直接材料标准成本。

A 产品的单位直接材料标准成本=10×3+15×2+20×2=100（元/件）

根据要求（1）的计算结果和资料三，计算 8 月份的直接人工预算金额。

8 月份的直接人工预算金额=2120×3×20=127200（元）

根据资料三，计算下列成本差异：①直接人工成本差异；②直接人工效率差异；③直接人工

工资率差异。

①直接人工成本差异=146300-2200×3×20=14300（元）

②直接人工效率差异=（7700-2200×3）×20=22000（元）

③直接人工工资率差异=（146300/7700-20）×7700=-7700（元）

根据要求（1）的计算结果和资料四，计算 8 月份制造费用预算总额。

8 月份制造费用预算总额=2120×18+31800=69960（元）

根据要求（1）、（2）的计算结果和资料三、资料四，计算 A 产品的单位标准成本。



A 产品的单位标准成本=100+60+18+31800/2120=193（元）

根据资料一和资料五，计算公司 9 月份的预计现金收入。

9 月份的预计现金收入=2000×200×60%+2500×200×40%=440000（元）

根据要求（7）的计算结果和资料六，计算 9 月份的预计现金余缺，并判断为保持所需现金

余额，是否需要向银行借款，如果需要，指出应借入多少款项。

9 月份的预计现金余缺=60500+440000-487500=13000（元）

向银行借款=60000-13000=47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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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关于普通股筹资方式，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A普通股筹资属于直接筹资
	B普通股筹资能降低公司的资本成本
	C普通股筹资不需要还本付息
	D普通股筹资是公司良好的信誉基础
	参考答案：B
	参考解析：普通股票筹资资本成本最高，所以选项B错误。
	10.在计算速动比率指标时，下列各项中，不属于速动资产的是（）。
	A应收票据
	B货币资金
	C应收账款
	D存货
	参考答案：D
	参考解析：速动资产的内容包括货币资产、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各种应收款项。所以选择D。
	11.根据企业2018年的现金预算，第-季度至第四季度期初现金余额分别为1万元、2万元、1.7万元、
	A2.7
	B7.2
	C4.2
	D2.5
	参考答案：D
	参考解析：货币资金年末数=1.5+20-19=2.5（万元）。选择D。
	12.下列投资活动中，属于间接投资的是（）。
	A建设新的生产线
	B开办新的子公司
	C吸收合并其他企业
	D购买公司债券
	参考答案：D
	参考解析：购买公司债券属于证券投资，证券投资是间接投资。所以选择D。
	13.某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债券面值为100元，转股价格为20元。当前该债券已到转股期，股票市价为25元
	A1.25
	B0.8
	C5
	D4
	参考答案：C
	参考解析：转换比率=100/20=5。所以选择C。
	14.下列投资决策方法中，最适用于项目寿命期不同的互斥投资方案决策的是（）。
	A净现值法
	B静态回收期法
	C年金净流量法
	D动态回收期法
	参考答案：C
	参考解析：最适用于项目寿命期不同的互斥投资方案决策方法是年金净流量法。所以选择C。
	15.关于现金周转期的计算，下列公式中正确的是()。
	A现金周转期=应收账款周转期+应付账款周转期-存货周转期
	B现金周转期=存货周转期+应收账款周转期+应付账款周转期
	C现金周转期=存货周转期+应收账款周转期-应付账款周转期
	D现金周转期=存货周转期+应付账款周转期-应收账款周转期
	参考答案：C
	参考解析：现金周转期=存货周转期+应收账款周转期-应付账款周转期。所以选择C。
	16.下列各项中，可用来表示应收账款机会成本的是（）。
	A坏账损失
	B给予客户的现金折扣
	C应收账款占用资金的应计利息
	D应收账款日常管理费用
	参考答案：C
	参考解析：应收账款的机会成本可用应收账款占用资金的应计利息表示，所以选择C。
	17.某投资项目需要在第一年年初投资840万元，寿命期为10年，每年可带来营业现金流量180万元，已
	A60
	B120
	C96
	D126
	参考答案：A
	参考解析：年金现金净流量=（-840+180×7）/7=60（万元）。选择A。
	18.根据存货的经济订货基本模型，影响经济订货批量的因素是(  )。
	A购置成本
	B每次订货变动成本
	C固定储存成本
	D缺货成本
	参考答案：B
	参考解析：根据存货经济订货批量计算公式可知，存货年需要量、单位变动储存成本、每次订货变动成本都会影响
	19.下列各项中，正确反映公同净利润分配顺序的是()。
	A提取法定公积金、提取任意公积金、弥补以前年度亏损、向投资者分配股利
	B向投资者分配股利、弥补以前年度亏损、提取法定公积金、提取任意公积金
	C弥补以前年度亏损、向投资者分配股利、提取法定公积金、提取任意公积金
	D弥补以前年度亏损、提取法定公积金、提取任意公积金、向投资者分配股利
	参考答案：D
	参考解析：净利润分配顺序的是.弥补以前年度亏损、提取法定公积金、提取任意公积金、向投资者分配股利，所
	20.下列预算中，一般不作为现金预算编制依据的是（）。
	A管理费用预算
	B直接人工预算
	C生产预算
	D直接材料预算
	参考答案：C
	参考解析：生产预算是唯一只以实物量表示的预算，与现金预算没有直接联系，所以选择C。
	21.某产品本期产量为60套，直接材料标准用量为18千克/套，直接材料标准价格为270元/千克，直接
	A10 800
	B12 000
	C32 400
	D33 600
	参考答案：C
	参考解析：产品的直接材料用量差异=（1200-60×18）×270=32400（元）。所以选择C。
	22.若两项证券资产收益率的相关系数为0.5，则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两项资产的收益率之间不存在相关性
	B无法判断两项资产的收益率是否存在相关性
	C两项资产的组合可以分散一部分非系统性风险
	D两项资产的组合可以分散一部分系统性风险
	参考答案：C
	参考解析：若两项证券资产收益率的相关系数为0.5，具有风险分散化效应，分散掉一部分非系统性风险。选择
	23.下列各项中，属于证券资产的系统性风险的是()。
	A破产风险
	B违约风险
	C公司研发风险
	D再投资风险
	参考答案：D
	参考解析：证券投资系统风险包括：价格风险、再投资风险、购买力风险。所以选择D。
	24.资本成本一般由筹资费和占用费两部分构成。下列各项中，属于占用费的是(    )。
	A向银行支付的借款手续费
	B向股东支付的股利
	C发行股票支付的宣传费
	D发行债券支付的发行费
	参考答案：B
	参考解析：资本成本的占用费用是指企业在资本使用过程中因占用资本而付出的代价，如股利和利息等，这是资本
	25.某企业的营业净利率为20%，总资产净利率为30%，则总资产周转率为()次。
	A0.67
	B0.1
	C0.5
	D1.5
	参考答案：D
	参考解析：总资产周转率=30%/20%=1.5。选择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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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关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下列说法正确的有（ ）。
	A该模型反映资产的必要收益率而不是实际收益率
	B该模型中的资本资产主要指的是债券资产
	C该模型解释了风险收益率的决定因素和度量方法
	D该模型反映了系统性风险对资产必要收益率的影响
	参考答案：A C D
	参考解析：资产资产定价模型反映资产的必要收益率而不是实际收益率，所以A正确，该模型中的资本资产主要指
	27.某企业发生的下列固定成本中，一般属于酌量性固定成本的有（）。
	A广告费
	B职工培训费
	C新产品研发费
	D设备折旧费
	参考答案：A B C
	参考解析：酌量性固定成本——管理当局的短期（经营）决策行动能改变其数额的固定成本；如广告费、职工培训
	28.下列预算中，需要以生产预算为基础编制的有（）。
	A销售费用预算
	B制造费用预算
	C直接人工预算
	D管理费用预算
	参考答案：B C
	参考解析：一般以生产预算为基础的预算有直接材料预算、直接人工预算、制造费用预算、产品成本预算。所以选
	29.在确定目标现金余额的存货模型中，需要考虑的相关现金成本有（）。
	A管理成本
	B短缺成本
	C交易成本
	D机会成本
	参考答案：C D
	参考解析：在确定目标现金余额的存货模型中，需要考虑的相关现金成本有交易成本与机会成本。所以选择CD。
	30.下列各项中，属于企业利用商业信用进行筹资的形式有（）。
	A应付票据
	B预收账款
	C短期借款
	D应付账款
	参考答案：A B D
	参考解析：通常包括应付账款、应付票据、预收账款与应计未付款等形式。所以选择ABD。
	31.下列各项中，属于债务筹资方式的有（）。
	A商业信用
	B吸收直接投资
	C融资租赁
	D留存收益
	参考答案：A C
	参考解析：商业信用、融资租赁属于债务筹资方式，吸收直接投资与留存收益属于权益筹资方式。选择AC。
	32.下列因素中，一般会导致企业借款资本成本上升的有(   )。
	A资本市场流动性增强
	B企业经营风险加大
	C通货膨胀水平提高
	D企业盈利能力上升
	B融资租赁
	C银行借款筹资
	D债券筹资
	参考答案：B C
	参考解析：优先股筹资与债券筹资是直接筹资方式，融资租赁与银行借款筹资是间接筹资方式，所以选择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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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小题判断正确的得1
	36.在银行授予企业的信贷额度内，企业可以按需借款，银行应当承担满足企业在贷款限额内的全部需求的法律
	正确
	错误
	参考答案： 错误 
	参考解析：在银行授予企业的信贷额度内，企业可以按需借款，银行应当不承担满足企业在贷款限额内的全部需求
	37.净现值法可直接用于对寿命期不同的互斥投资方案进行决策。(    )
	正确
	错误
	参考答案： 错误 
	参考解析：净现值法不可直接用于对寿命期不同的互斥投资方案进行决策。
	38.相对于采用目标价值权数，采用市场价值权数计算的平均资本成本更适用于未来的筹资决策。(     
	正确
	错误
	参考答案： 错误 
	参考解析：相对于采用目标价值权数，采用市场价值权数计算的平均资本成本不适用于未来的筹资决策。
	39.如果企业的全部资本来源于普通股权益资本，则其总杠杆系数与经营杠杆系数相等。(  )
	正确
	错误
	参考答案： 正确 
	参考解析：如果企业的全部资本来源于普通股权益资本，财务杠杆系数等于1，则其总杠杆系数与经营杠杆系数相
	40.相对于企业长期债券筹资，短期融资券的筹资成本较高。(    )
	正确
	错误
	参考答案： 错误 
	参考解析：相对于企业长期债券筹资，短期融资券的筹资成本较低。
	41.金融市场可以划分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股票市场属于资本市场。(  )
	正确
	错误
	参考答案： 正确 
	参考解析：金融市场可以划分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资本市场包括债券、股票、融资租赁。所以股票市场属于资
	42.股票分割会使公司股票总数增加，但公司股本总额不变。( )
	正确
	错误
	参考答案： 正确 
	参考解析：股票分割会使公司股票总数增加，但公司股本总额不变。
	43.一般而言，企业依靠大量短期负债来满足自身资金需求的做法体现出一种较为保守的融资策略。（    
	正确
	错误
	参考答案： 错误 
	参考解析：一般而言，企业依靠大量短期负债来满足自身资金需求的做法体现出一种较为激进的融资策略。
	44.若某公司当年可分配利润不足以支付优先股的全部股息时，所欠股息在以后年度不予补发，则该优先股属于
	正确
	错误
	参考答案： 正确 
	参考解析：若某公司当年可分配利润不足以支付优先股的全部股息时，所欠股息在以后年度不予补发，则该优先股
	45.在固定资产投资决策中,当税法规定的浄残値和预计浄残値不同吋,终结期现金流量的计算一般应考虑所得
	正确
	错误
	参考答案： 正确 
	参考解析：在固定资产投资决策中,当税法规定的浄残値和预计浄残値不同吋,终结期现金流量的计算一般应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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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2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