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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２０１２年江苏省农村信用社招聘考试于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２４日结束，本次考试报名人数再创新高，全省招
聘２４３４人，约５万多人报考，最终缴费确认参考人数为３２０００余人，竞争程度可见一斑，备考难度也不
断加大。就近两年江苏省信用社考试情形来看，考题愈加新奇、多变，考场上往往令应考者措手不及，难

以出奇制胜。这就要求考生在备考环节摒弃浅尝辄止、一知半解的做法，能够审时度势、领会要点、掌握

方法，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为了帮助广大考生科学备考，江苏省农村信用社招聘网（ｗｗｗ．ｊｓｎｘｓ．ｃｏｍ）联合东吴财经管理培训农
村信用社考试培训专家编写了这套《江苏省农村信用社招聘考试系列教材》，这套教材是江苏省唯一一

套由多年江苏省农村信用社招聘考试培训经验的名师编写的辅导教材，在历年真题的基础上，全方位研

究考试动态、深入讲解考试难点；同时对新的考试方向做出预测、提炼考试热点、强化类型分析及典型归

纳；每一章节后面都备有历年真题链接，让考生详细了解历年考试热点从而做到有的放矢。另外随教材

赠送《江苏省农村信用社招聘考试系列教材练习题》，旨在帮助考生优化答题策略巩固考点。

江苏省农村信用社招聘考试不同于普通的商业银行及其他省份的农村信用社招聘考试，命题模式独

特、考查内容非常丰富，形式多样，具有鲜明的江苏省农村信用社考试特色。江苏省农村信用社招聘考试

命题研究中心及江苏省农村信用社招聘考试系列教材编写组在精准地把握江苏省农村信用社招聘考试

最新变化及趋势的基础上，结合多年培训经验与智慧使本系列教材的编写结构及特点如下。

名师编著　权威实用

《江苏省农村信用社招聘考试系列教材———财务会计》由来自南京审计学院的刘国城老师主编，刘

国城老师是江苏信用社考试培训财务会计类权威，他在２０１２年江苏信用社考试财务会计类中直接命中４
道原题，命中考点７３分，命中率高达８１％，他所辅导的南京审计学院学员全部通过了江苏信用社考试笔
试及面试。

紧跟历年真题，涵盖全部考试题型

本套丛书以近５年江苏农村信用社招聘考试真题为研究基础，汇聚近几年重要考点并加以预测新的
考试方向；同时把历年真题融入每一考点之中，更加突出了本书的权威性及针对性。

栏目设置科学、合理，做到有的放矢

本书每一篇每一章节之前都有“考试重点说明”梳理本章考试重点，然后是“章节内容”使知识结构

化明确，最后是“经典真题及同步演练”总结历年考试真题，同步演练选择瞄准真题命题思维及最新考查

趋势，使学生在解题中形成新的解题思维及策略。

完善的增值服务

为帮助考生更好地复习江苏农村信用社招聘考试，购买本套教材我们后续还会免费赠送由江苏信用

社考试培训专家编写的考前押题试卷及最新时政、经济热点评论等，全面扩充备考资料，提供备考策略及

最新命题思路。

总之，本系列教材用详实的考点内容、绝妙的解题技巧和适量的同步演练，铸成了在最短时间内快速

提高应对江苏信用社考试能力。它是市面上最全面的、最贴近江苏信用社考试要点、解题技巧最实用的

江苏农村信用社考试辅导教材。

我们衷心感谢向本教材编写组提供编写建议及资料的南京审计学院，省、市各招聘单位领导及老师，



同时也感谢每一位忠实的考生朋友，有你们的参与，我们的系列教材才能更臻完善。

最后，需要提醒考生朋友注意的是：目前市场上关于江苏农村信用社招聘考试的教材鱼目混杂、编著

水平参差不齐；甚至还有个别教材还是未经出版社正式出版的非法出版物，没有经过合理的编校排版，存

在严重错误，这会对考生产生极大误导。请广大考生购买教材时认准“江苏农村信用社招聘网”标志。

千虑难免一失，书中的不足之处还请广大考生及各位朋友批评指正！预祝各位考生，考试成功！

·２· 财 务 会 计



全面解读江苏省农村信用社招聘

一、江苏省农村信用社招聘考试概述

江苏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及所辖各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联社是江苏省政府管理

的地方性金融机构，是农村金融的主力军。随着业务的快速发展，全省农村信用社近５年招聘大学生员
工８０００多名。２０１１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２１６４名大学毕业生员工，２０１２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２４３４名大
学毕业生员工。

江苏农村信用社招聘考试是指江苏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组织江苏省各县市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信

用社统一招聘的考试，也称江苏省农村商业银行招聘考试。（２０１２年约有６２家农村商业银行或农村信
用社参加了统一招聘）

二、江苏省农村信用社招聘考试内容

江苏省农村信用社招聘考试分为笔试和面试。笔试由省联社统一组织考试，面试由各招聘单位单独

组织面试。

笔试考试内容分为公共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总分１５０分。专业知识分为六大类：经济、金融、财务
会计、法律、行政文秘、计算机科学。同一张试卷，前面部分是公共基础知识（占６０分），后面部分是专业
知识（占９０分）。在所有类别中公共基础知识考试内容相同，专业知识根据专业分类不同而分别考不同
的专业知识。

三、招聘程序及方法

报名→初审→笔试→面试→体检和综合考察后择优录用。
可登陆江苏省农村信用社招聘网查询《江苏省农村信用社员工招聘考试２０１２年招聘简章大全》

四、报名网址

江苏省人事考试网，江苏省农村信用社招聘网（ｗｗｗ．ｊｓｎｘｓ．ｃｏｍ）在报名时也会提供报名入口。

五、招聘报考条件

１．符合专业条件，即符合招聘的六大类专业（具体招聘专业条件以招聘公告为准，个别单位个别类
别不限专业）。

经济类：经济学等相关专业（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经济贸易、工商管理、市场营销、电子商务等）

金融类：金融学等相关专业（金融学、金融工程、国际金融、金融投资等）

财务会计类：财务会计及相关专业（会计、财务管理、审计等）

法律类：法学、法律事务等相关专业

计算机科学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等相关专业

行政文秘类：汉语言文学、新闻学、文秘与办公自动化等相关专业

２．符合年龄条件：２０１２年招聘年龄要求为不超过２６周岁（１９８６年１月１日以后出生），硕士研究生
不超过２８周岁（１９８４年１月１日后出生）；博士研究生年龄可放宽。２０１３年招聘年龄应该在２０１２年基
础上推迟一年。

３．学历要求：每个招聘单位要求不一样，有的单位不同专业类别学历要求也不同，具体的以各招聘



单位招聘简章为准。（２０１２年有近半招聘单位专科还可以报考，部分招聘单位要求本科或二本以上）。
４．其他要求：一般为性别要求及户籍要求，还有部分单位有其他特殊要求，比如：身高要求；ＣＥＴ－

４２５分或４５０分以上；２１１重点院校；法律类要求通过司法考试等。具体的要以招聘单位招聘简章为准。

六、报名审核

江苏省农村信用社招聘考试报名审核一般都是由招聘单位负责审核，省联社有时可能会复审。

七、笔试

１．时间：一般为下午１３：３０—１５：３０（２０１２年为１２月２４日）
２．考试具体内容：
公共基础知识：公共基础知识为所有六大类必考科目，总分为６０分。２０１２年增加行政能力测验考

试内容（２０１２年行测主要考言语理解及判断推理等部分）。
财务会计主要考试内容为会计基础、中级财务、财务管理、审计。

金融类主要考试内容为货币银行学及商业银行管理等。

经济类主要考试内容为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管理学及市场营销等。

以上考试内容均以２０１２年江苏农村信用社招聘考试内容为参考依据，不作为２０１３年江苏农村信用
社招聘考试预测内容。

法律类、计算机类、文秘类考试内容可以登陆江苏农村信用社招聘网查询相关真题信息。

八、面试

绝大部分单位面试主要是结构化面试，部分农商行或信用社会采用无小组讨论面试。可参考本江苏

农村信用社招聘网面试资料。

九、江苏省农村信用社招聘考试财务会计类考试内容分析

江苏省农村信用社招聘考试２０１１年以前经济金融财务会计是综合在一张试卷上考试，从２０１１年开
始财务会计与经济金融分开，专业知识单独命题。财务会计专业知识在２０１１年主要是以会计基础、中级
财务、财务管理为主，甚至还有部分高级财务内容，其中中级财务占的比重较高，所以２０１１年江苏信用社
考试财务会计类专业知识部分相对比较难。而２０１２年江苏信用社招聘考试财务会计类专业知识主要以
会计基础为主，也考到了中级财务、财务管理，同时增加了审计的内容，在考试范围上扩大了但难度相对

降低了。江苏省信用社招聘考试财务会计类主要考以下内容和题型。

考点一、会计基础。会计基础在每年的江苏信用社考试财务会计类专业知识中所占的比重都比较

大，在２０１２年中近４０％的考点都为会计基础。考试类型主要为单选、多选、简述、案例分析、论述及务
实题。

例：（江苏信用社考试２０１２年真题）明确会计反映的特定对象，界定会计核算范围的基本假设是（　
　）
Ａ．会计主体　　 　　Ｂ．持续经营　　　　 　Ｃ．会计分期　　 　　Ｄ．权责发生制

例：（江苏信用社考试２０１２年真题）简述题：简述会计凭证的作用
例：（江苏信用社考试哦２０１１年真题）论述题：论述资产负债表的作用和局限性
考点二、中级财务。中级财务在２０１１年的江苏信用社考试财务会计类专业知识所占的比重较重，在

２０１２年中所占比重相对较小，但依然是每年考试热点。题型主要以选择题、案例分析及计算题为主。
例：（江苏信用社考试２０１１年真题）下列资产负债表项目中，需要对有关账簿记录进行分析、调整和
重新计算后填列的是（　　）。
Ａ．无形资产 Ｂ．长期待摊费用 Ｃ．短期借款 Ｄ．长期借款

例：（江苏信用社考试２０１２年真题）下列各项中，应在“其他货币资金”科目核算的有（　　）

·２· 财 务 会 计



Ａ．银行本票存款 Ｂ．支票存款 Ｃ．银行汇票存款 Ｄ．收到的商业汇票
考点三、财务管理。财务管理每年都会考到，每年约占分值在１５～２０分，主要出现在选择题、简答

题、论述题中。

例：（江苏信用社考试２０１１年真题）简答题：应收账款成本的构成有哪些？
例：（江苏信用社考试２０１０年真题）在下列各项预算中，属于财务预算内容的有（　　）
Ａ．销售预算 Ｂ．生产预算 Ｃ．现金预算 Ｄ．预计利润表

考点四、审计。审计知识在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１年考的内容相对比较少，２０１２年审计考了约２０分，这所占
的比重还是比较大的。

例：（江苏信用社考试２０１２年真题）下列关于审计证据作用，说法错误的有（　　）
Ａ．审计证据是评价审计质量的事实依据 Ｂ．审计证据是链接审计工作的纽带
Ｃ．审计证据是判断审计事项是非、优劣的标准 Ｄ．审计证据是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例：（江苏信用社考试２００８年真题）按照现行审计准则，当注册会计师在审计过程中发现了与内部
控制制度有关的缺陷时，无论缺陷的性质强弱、程序高低，首先应当（　　）
Ａ．向管理当局报告 Ｂ．向相关人员提出 Ｃ．记录工作底稿 Ｄ．向事务所汇报

考点五、其他可能会考到的内容有高级财务或统计等一些内容，但是所占的比重非常少，在这里就

不一一阐述了！

·３·全面解读江苏农村信用社招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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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会计基本阐述

考试重点说明

考试重点 考试题型 认知等级 出题概率

会计概念及特征 单选、多选 理解型 ☆☆

会计基本职能 简答 理解型 ☆☆☆

会计对象和会计核算的具体内容 单选、多选 理解型 ☆☆☆☆

会计核算的基本假设 单选 识记型 ☆☆☆

会计基础的概念及种类 单选、多选 理解型 ☆☆☆☆

会计核算的要求 单选、多选 理解型 ☆☆☆☆

一、会计概念及特征

会计是以货币为主要计量单位，运用一系列专门方法，核算和监督一个单位经济活动的一种经济管

理工作。

会计的基本特征：（１）会计以货币作为主要计量单位，除货币计量以外，还可运用实物计量（千克、
吨、米、台、件等）和劳动计量（工作日、工时等）；（２）会计拥有一系列专门方法；（３）会计具有核算和监督
的基本职能；（４）会计的本质就是管理活动。

二、会计的基本职能

会计的基本职能包括会计核算和会计监督两个方面。

会计的核算职能：贯穿于经济活动的全过程，是会计最基本的职能，也称反映职能。它是指会计以货

币为主要计量单位，通过对特定主体的经济活动进行确认、计量和报告，如实反映特定主体的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或运营绩效）和现金流量等信息。会计的监督职能：对经济活动的合法性、合理性所实施的

审查。

会计核算与监督职能的关系：会计核算和监督贯穿于会计工作的全过程，是会计工作的基本职能，也

是会计管理活动的重要表现形式，是会计的首要职能，是会计监督的基础，为会计监督提供依据。会计监

督是会计核算的保证。

除了上述两个基本职能外，会计还具有预测经济前景、参与经济决策、进行经济控制和评价经营业绩

等功能。

三、会计对象和会计核算的具体内容

会计对象：会计核算和监督的内容，就是会计对象。凡是特定主体能够以货币表现的经济活动，都是

会计对象。以货币表现的经济活动通常又称为资金运动。因此，会计核算和会计监督的内容即会计对象

就是资金运动。

会计核算的具体内容：（１）款项和有价证券的收付；（２）财物的收发、增减和使用；（３）债权、债务的发
生和结算；（４）资本的增减；（５）收入、支出、费用、成本的核算；（６）财务成果的计算和处理；（７）需要办理
会计手续、进行会计核算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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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会计核算的基本假设

１．会计主体
会计主体，是指会计所核算和监督的特定单位或者组织，是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的空间范围。

法人（法律主体）可作为会计主体，但会计主体不一定是法人，会计主体包括法律主体。会计主体

大；法律主体只能是独立承担责任的有限公司和股份公司。

２．持续经营
持续经营是指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会计主体将会按当前的规模和状态持续经营下去。明确这个基本

前提，就意味着会计主体将按照既定的用途使用资产，按照既定的合约条件清偿债务，会计人员就可以在

此基础上选择会计原则和方法。

３．会计分期
会计分期，是指将一个会计主体持续经营的生产经营活动划分为一个个连续的、长短相同的期间，以

便分期结算账目和编制财务会计报告。会计期间分为年度、半年度、季度和月度。短于一年的会计期间

（半年度、季度和月度）统称为会计中期。由于有了会计期间，才产生了本期与非本期的区别，从而出现

权责发生制和收付实现制的区别，进而又需要在会计的处理方法上运用预收、预付、应收、应付等一些特

殊的会计方法。

４．货币计量
货币计量，是指会计主体在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时采用货币作为统一的计量单位，反映会计主体的

生产经营活动。

单位的会计核算应以人民币作为记账本位币。业务收支以人民币以外的货币为主的单位，也可以选

定其中一种货币作为记账本位币，但编制的财务会计报告应当折算为人民币反映。在境外设立的中国企

业向国内报送的财务会计报告，也应当折算为人民币。

会计主体确立了会计核算的空间范围，持续经营与会计分期确立了会计核算的时间长度，而货币计

量则为会计核算提供了必要手段。

例１ １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有（　　）。
Ａ．会计核算过程中采用货币为统一的计量单位
Ｂ．我国企业进行会计核算只能以人民币作为记账本位币
Ｃ．业务收支以外币为主的单位可以选择某种外币作为记账本位币
Ｄ．在境外设立的中国企业向国内报送的财务报告，应当折算为人民币
答案：ＡＣＤ

五、会计基础的概念和种类

会计基础主要有两种：权责发生制基础和收付实现制基础。

权责发生制：凡是当期已经实现的收入和已经发生或应当负担的费用，无论款项是否收付，都应当作

为当期的收入和费用，计入利润表；凡是不属于当期的收入和费用，即使款项已经在当期收付，也不应当

作为当期的收入和费用。盈利性组织的确认、计量和报告应当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

收付实现制：也称现金收付制或现金制，是指以收到或支付的现金作为确认收入和费用等的依据。

非盈利性组织的确认、计量和报告应当以收付发生制为基础。

例１ ２星海２月份发生下列支出：预付全年仓库租金１２０００元；支付上年第４季度银行借款利息
５４００元；以现金６８０元购买行政管理部门使用的办公用品；预提本月应负担的银行借款利息１５００元。
按权责发生制确认的本月费用为（　　）元。

Ａ．１９５８０　　　　　Ｂ．７０８０　　　　　Ｃ．１４１８０　　　　　Ｄ．３１８０
解析：１２０００÷１２＋６８０＋１５００＝３１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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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会计核算的要求

（１）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实质重于形式原则是指企业应当按照交易或事项的经济实质进行会计核
算，而不应当仅仅按照它们的法律形式作为会计核算的依据。遵循此原则的案例有融资租赁。

（２）重要性原则。重要性原则是指简单的方法和程序进行核算；反之，当经济业务的发生对企业的
财务状况和损益影响很大时，就应当严格按照规定的会计方法和程序进行核算。

（３）谨慎性原则。谨慎性原则是指在会计环境中存在不确定因素、会计要素的确认和计量的精确性
受到影响的情况下，应运用谨慎的职业判断和稳妥的会计方法进行会计处理。充分预计可能的负债、损

失和费用，尽量少计或不计可能的资产和收益。

经典真题与同步演练

一、单选题

１．明确会计反映的特定对象，界定会计核算范围的基本假设是（　　）。【２０１２年江苏省试题】
Ａ．会计主体 Ｂ．持续经营 Ｃ．会计分期 Ｄ．权责发生制

２．会计的基本职能是（　　）。
Ａ．记录和计算 Ｂ．考核收支 Ｃ．反映和监督 Ｄ．分析和检查

３．会计主要利用的计量单位是（　　）。
Ａ．实物计量单位 Ｂ．货币计量单位 Ｃ．劳动计量单位 Ｄ．工时计量单位

二、多选题

１．会计核算的基本前提包括（　　）。
Ａ．会计主体 Ｂ．持续经营 Ｃ．会计分期 Ｄ．货币计量

２．根据权责发生制原则，应计入本期的收入和费用有（　　）。
Ａ．本期实现的收益，并已收款 Ｂ．本期实现的收益，尚未收款
Ｃ．属于本期的费用，尚未支付 Ｄ．属于以后各期的费用，但已支付

３．下列项目中属于流动负债的有（　　）。
Ａ．预付账款 Ｂ．预收账款 Ｃ．应付账款 Ｄ．应收账款

４．利润是企业一定期间的经营成果，包括（　　）。
Ａ．营业利润 Ｂ．投资净收益 Ｃ．所得税 Ｄ．营业外收支净额

５．下列经济业务中，不会引起会计等式左右两边同时发生增减变动的有（　　）。
Ａ．收到销货款存入银行 Ｂ．购进材料尚未付款
Ｃ．从银行提取现金 Ｄ．从银行取得借款，直接偿还应付账款

三、判断题

１．会计的基本职能是反映和监督，而反映职能则是会计的最基本职能。（　　）
２．货币计量包含着币值稳定的假设。（　　）
３．我国会计年度自公历１月１日起至１２月３１日止。（　　）
４．可比性原则解决的不仅是企业之间横向可比的问题，也包括同一企业纵向可比的问题。（　　）
５．会计主体界定了从事会计工作和提供会计信息的空间范围。一般来说，法律主体都是会计主体，会计
主体一定都有法人资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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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一、单选题

１．Ａ　２．Ｃ　３．Ｂ

二、多选题

１．ＡＢＣＤ　２．ＡＢＣ　３．ＢＣ　４．ＡＢＤ　５．ＡＣＤ

三、判断题

１．√　２．√　３．√　４．√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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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会计要素、会计科目与复式记账

考试重点说明

基本内容 考试重点 考试题型 认知等级 出题概率

会计要素
会计要素确认 判断 识记型 ☆☆

会计要素计量 多选 理解型 ☆☆

会计科目
会计科目分类 单选、判断 识记型 ☆☆

设置原则 单选、判断 识记型 ☆☆☆

会计等式 经济业务对会计恒等式影响 多选、判断 理解型 ☆☆☆☆

复式记账

借贷记账法 单选、判断 应用型 ☆☆☆☆

借贷记账法的试算平衡 单选、简答 理解型 ☆☆☆☆

总分类科目与明细分类

科目的平行登记
单选、多选 理解型 ☆☆☆☆

第一节　会计要素

一、会计要素的确认

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三项会计要素表现资金运动的相对静止状态，即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收

入、费用和利润三项会计要素表现资金运动的显著变动状态，即反映企业的经营成果。

１．资产
资产是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并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

的资源。

资产具有如下特征：（１）资产是预期能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经济资源。（２）资产是企业拥有或控
制的资源。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是指企业享有某项资源的所有权，或者虽然不享有某项资源的所有权，

但该项资源能被企业所控制（区分经营租入与融资租入）。（３）资产是由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资
产必须是现实的资产，而不能是预期的资产。

资产的分类：① 流动资产，指在一年之内变现或耗用，或者在超过一年的一个营业周期内变现或耗
用的资产；② 非流动资产，指流动资产之外的资产。
２．负债
负债是指企业由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预期会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的现时义务。

负债具有如下特征：（１）负债是企业承担的现时义务。（２）负债的清偿预期会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
业。用现金偿还或以实物资产偿还；以提供劳务偿还。（３）负债是由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

负债的分类：① 流动负债，指在一年之内偿还，或者在超过一年的一个营业周期内偿还的债务；② 非
流动负债，指流动负债以外的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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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所有者权益
所有者权益又称为净资产，是指企业资产扣除负债后由所有者享有的剩余权益。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又称为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具有如下特征：（１）它是一种剩余权益。（２）除非发生减资、清算，否则企业不需要偿还
所有者权益。（３）所有者凭借所有者权益能够参与利润的分配。

所有者权益的分类：所有者权益包括实收资本（或股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四项，未分配利润。盈

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又统称为留存收益。

４．收入
收入是指企业在日常活动中形成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的、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无关的经济利益

的总流入。日常活动如销售商品、提供劳务及让渡资产使用权等。非日常活动所形成的经济利益的流入

不能确定为收入，而应当计入利得。

收入具有如下特征：（１）收入是从企业的日常经济活动中产生的，而不是从偶发的交易或事项中产
生的。（２）收入能引起所有者权益增加。（３）收入的取得会导致经济利益流入企业，表现为资产的增加
或负债的减少，或者两者兼而有之。（４）收入只包括本企业经济利益的流入，不包括为第三方或客户代
收的款项。（５）收入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无关。

收入的分类：收入按性质不同，可分为销售商品收入、提供劳务收入和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等；收入

按日常活动在企业中所处的地位，可分为主营业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收入是指企业经常发

生的、主要业务所产生的收入，它一般在企业营业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很大。其他业务收入是指从日常经

济活动中取得的主营业务以外的兼营收入，它一般在企业的营业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较小，如原材料销售

收入、包装物出租收入等。

５．费用
费用是指企业在日常活动中发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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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非日常活动所形成的经济利益的流出不能确定为费用，而应当计入损失。

费用具有如下特征：（１）费用是从企业的日常经济活动中发生的。（２）费用会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
业，表现为企业资产的减少或负债的增加，或者两者兼而有之。（３）费用会导致企业所有者权益的减少。
（４）与向所有者分配利润无关。

费用的分类：费用按其性质可分为营业成本和期间费用。营业成本是指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的成

本，其内容包括主营业务成本和其他业务成本。期间费用是指企业在日常活动中发生的，应当直接计入

当期损益的费用。其内容包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

６．利润
利润是指企业在一定会计期间的经营成果，其包括收入减去费用后的净额、直接计入当期利润的利

得和损失等。

利润的分类：营业利润、税前利润（利润总额）、税后利润（净利润）。

二、会计要素的计量

（１）历史成本。历史成本，就是最初取得或制造某项财产物资时所实际支付的现金或其他等价物。
我国准则要求会计要素的计量一般采用历史成本原则。

（２）重置成本。重置成本，又称现行成本。在重置成本计量下，资产按照现在购买相同磨损程度资
产所需支付的现金或者现金等价物的金额计量。实务中，重置成本多应用于盘盈固定资产的计量等。

（３）可变现净值。可变现净值，是指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预计售价减去进一步加工成本和预
计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净值。

（４）现值。现值，是指对未来现金流量以恰当的折现率进行折现后的价值，是考虑货币时间价值的
一种计量属性。

（５）公允价值。公允价值，是指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者债务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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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的金额。

第二节　会计科目

对会计要素的具体内容进行分类核算的项目，称为会计科目，其是对资金运动第三层次的划分。会

计对象—资金的运动（第一层次）→会计要素（第二层次）→会计科目（第三层次）。

一、会计科目的分类

１．按其归属的会计要素分类
会计科目按其所归属的会计要素不同，一般分为资产类、负债类、所有者权益类、成本类、损益类五

大类。

２．按提供信息的详细程度及其统驭关系分类
会计科目按其所提供信息的详细程度及其统驭关系不同，分为总分类科目和明细分类科目。（１）总

分类科目：也称“总账科目”或“一级科目”，它是对会计要素具体内容进行总括分类、提供总括信息的会

计科目，如“应收账款”、“原材料”等。（２）明细分类科目：也称“明细科目”，它是对总分类科目作进一步
分类、提供更详细更具体会计信息的科目。

总分类科目与明细分类科目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总分类科目是概括的反映会计对象的具体内容，提

供的是总括性指标。而明细分类科目是详细的反映会计对象的具体内容，提供的是比较详细具体的指

标。总分类科目对明细分类科目具有统驭控制作用，而明细分类科目则是对总分类科目的具体化和详细

说明。

二、会计科目的设置原则

（１）合法性原则。合法性原则指所设置的会计科目应当符合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在不影
响会计核算质量与对外提供统一报告的前提下，企业可以增补会计科目。

（２）相关性原则。相关性原则指所设置的会计科目应为提供有关各方所需要的会计信息服务，满足
对外报告与对内管理的要求。

（３）实用性原则。实用性原则指所设置的会计科目应符合单位自身特点，满足单位实际需要。

第三节　会计等式

一、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
１．会计恒等式：资产＝权益
资产＝债权人权益＋所有者权益　即：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
资产与权益的恒等关系是复式记账法的理论基础，也是企业会计中设置账户、试算平衡和编制资产

负债表的理论依据。

２．经济业务对会计恒等式的影响
（１）资产与权益同时等额增加；（２）资产方等额有增有减，权益不变；（３）资产与权益同时等额减少；

（４）权益方等额有增有减，资产不变。
例２ １任何经济业务的发生，都不会破坏会计基本等式的平衡关系。（对）

二、收入－费用＝利润
收入－费用＝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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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会计等式可称为第二会计等式，是资金运动的动态表现，体现了企业一定时期内的经营成果。

收入、费用和利润之间的上述关系，是企业编制利润表的基础。

第四节　复式记账

一、复式记账法

两种记账方法，一种是单式记账法，另一种是复式记账法。单式记账法是指对发生的交易或事项，只

在一个账户中进行记录的记账方法，比较简单、不完整，不能全面、完整、系统地反映交易或事项的来龙去

脉，也不便于检查、核对账户记录的正确性。复式记账法是以资产与权益的平衡关系作为记账基础，对于

每一项经济业务，都要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联系的会计科目中进行登记，系统地反映每一项经济业务

所引起的会计要素的增减变化及其结果的一种记账方法。复式记账法的意义是如实反映资金运动的来

龙去脉。复式记账法又可分为借贷记账法、增减记账法和收付记账法。在我国，所有企事业单位在进行

会计核算时，都必须统一采用借贷记账法。

二、借贷记账法

借贷记账法是以“借”、“贷”为记账符号，对每一笔经济业务，都要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联系的会

计科目中以借贷相等的金额进行登记的一种复式记账方法。

１．借贷记账法的记账符号
借贷记账法以“借”、“贷”为记账符号，将会计科目分为两个基本部分：左方和右方，一般左方称为借

方，右方称为贷方。至于“借”表示增加还是“贷”表示增加，则取决于会计科目的性质及结构。

２．借贷记账法的会计科目结构
（１）资产类、成本类、费用类、损失类科目（账户）的性质
资产类、成本类、费用类、损失类账户期初余额、期末余额在借方，本期增加额在借方，本期减少额在

贷方，且“本期借方期初余额＋本期借方增加额－本期贷方减少额＝本期借方期末余额”。

资产类、成本类、费用类、损失类

期初余额

增加额 减少额

期末余额

（２）负债类、收入类、所有者权益类、利润类、利得类账户的性质
负债类、收入类、所有者权益类、利润类账户期初余额、期末余额在贷方，本期增加额在贷方，本期减

少额在借方，且“本期贷方期初余额＋本期贷方增加额－本期借方减少额＝本期贷方期末余额”。

负债类、收入类、所有者权益类、利润类、利得类

期初余额

减少额 增加额

期末余额

（３）全部账户的共性
“本期期初余额＋本期增加额－本期减少额＝本期期末余额”
（４）资产类中的４个特殊账户（坏账准备、累计折旧、累计摊销、存货跌价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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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账款年末净值＝应收账款账户年末借方余额－坏账准备账户年末贷方余额
固定资产年末净值＝固定资产账户年末借方余额－累计折旧账户年末贷方余额
无形资产年末净值＝无形资产账户年末借方余额－累计摊销账户年末贷方余额
存货年末净值＝存货（原材料、库存商品）账户年末借方余额－存货跌价准备账户年末贷方余额
坏账准备、累计折旧、累计摊销分别是应收账款、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的抵减账户，为实现抵减作用，

坏账准备、累计折旧、累计摊销３个账户的性质分别与应收账款、固定资产、无形资产账户的性质相反。
所以：

坏账准备、累计折旧、累计摊销、存货跌价准备

期初余额

减少额 增加额

期末余额

例２ ２下列各项经济业务中，会使企业资产总额和权益总额同时发生增加变化的有（　　）。
Ａ．向银行借入半年期的借款，已转入本企业银行存款账户；
Ｂ．赊购设备一台，设备已经交付使用；
Ｃ．收到某投资者投资，款项已收存银行；
Ｄ．用资本公积转增资本
答案：ＡＢＣ
（５）损益类以及本年利润账户性质
①成本类、费用类、损失类账户期末结转入“本年利润”前，余额一般在借方，期末结转后，余额变为０

（生产成本、制造费用除外）；②收入类、利得类账户期末结转入“本年利润”前，余额一般在贷方，期末结
转后，余额变为０；③“本年利润”账户结转入“利润分配”前的余额，当盈利表现在贷方，亏损表现在借方，
将其结转入“利润分配”后，余额变为０。

（６）会计科目归类
①资产类：库存现金、银行存款、其他货币资金、应收账款、应收票据、预付账款、交易性金融资产、应

收股利、应收利息、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材料采购、在途物资、原材料、库存商品、周转材料、存货跌价准

备、持有至到期投资、长期股权投资、长期应收款、固定资产、累计折旧、在建工程、工程物资、固定资产清

理、无形资产、累计摊销、长期待摊费用、待处理财产损益（坏账准备、存货跌价准备、累计摊销、累计折旧

为资产类中的特殊账户或科目）。

②负债类：短期借款、应付账款、应付票据、预收账款、应付职工薪酬、应交税费、应付利息、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长期借款、应付债券、长期应付款。

③所有者权益类：实收资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本年利润、利润分配。
④成本、费用、损失类：生产成本、制造费用、劳务成本、主营业务成本、其他业务成本、营业税金及附

加、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资产减值损失、营业外支出（损失）、所得税费用。

⑤收入类、利得类：主营业务收入、其他业务收入、投资收益、营业外收入（利得）。
⑥利润类：本年利润、利润分配。

三、会计分录

按照所涉及会计科目的多少，会计分录分为简单会计分录和复合会计分录。简单会计分录是指一借

一贷的会计分录；复合会计分录是指一借多贷、一贷多借或多借多贷的会计分录。

四、借贷记账法的试算平衡

试算平衡是指根据资产与权益的恒等关系以及借贷记账法的记账规则，通过对所有会计科目的记录

进行汇总和计算，来检查各类会计科目记录是否正确的一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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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试算平衡的分类
试算平衡具体可分为发生额试算平衡法和余额试算平衡法两种方法。

（１）发生额试算平衡法。它是根据本期所有会计科目借方发生额合计与贷方发生额合计的恒等关
系，检验本期发生额记录是否正确的方法。公式为：

全部会计科目本期借方发生额合计＝全部会计科目本期贷方发生额合计
发生额试算平衡法的理论依据是“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这一借贷记账法的记账规则。

（２）余额试算平衡法。它是根据本期所有会计科目借方余额合计与贷方余额合计的恒等关系，检验
本期会计科目记录是否正确的方法。根据余额时间不同又分为期初余额平衡与期末余额平衡两类。余

额试算平衡的依据是会计恒等式。

公式为：

全部会计科目的借方期初余额合计＝全部会计科目的贷方期初余额合计
全部会计科目的借方期末余额合计＝全部会计科目的贷方期末余额合计

会计科目
期初余额 本期发生额 借方余额

借方 贷方 借方 贷方 借方 贷方

库存现金 １２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 １２１２００

银行存款 ２４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 １９００００ １７００００

应收账款 ９４０００ ９４０００

原材料 ４９０００ ４９０００

固定资产 １８６０００ １８６０００

无形资产 １１２０００ １１２０００

短期借款 １４８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 ２６８０００

应付账款 ９６０００ １６００００ ６４０００

应付股利 ３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长期借款 ５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实收资本 ２８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２２００００ ４５００００

资本公积 ８２００ ８２００

盈余公积 １０００００ ８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利润分配 ３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总计 ６８２２００ ６８２２００ ５６００００ ５６００００ ８６２０００ ８６２０００

２．试算平衡的说明
如果试算平衡表借贷不相等，会计科目记录肯定有错误。如果试算平衡，并不能说明会计科目记录

绝对正确，因为有些错误并不会影响借贷双方的平衡关系。如漏记、重记某项经济业务，借贷方向颠倒，

或记错有关会计科目等，试算依然是平衡的。

例２ ３下列错误中能通过试算平衡查找的有（　　）。
Ａ．某项经济业务未入账　　　　　　　　　　Ｂ．某项经济业务重复记账
Ｃ．应借应贷账户中借贷方向颠倒　　　　　　Ｄ．应借应贷账户中借贷金额不等
答案：Ｄ

五、总分类科目与明细分类科目的平行登记

１．总分类科目与明细分类科目的关系
两者的联系：（１）反映的经济业务的内容相同；（２）登记账簿的原始依据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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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的区别：（１）反映经济业务内容的详细程度不同。总分类科目是概括地反映会计对象的具体内
容，提供的是总括性指标；而明细分类科目是详细地反映会计对象的具体内容，提供的是比较详细具体的

指标。（２）作用不同。总分类科目对明细分类科目具有统驭控制作用；明细分类科目对总分类科目具有
补充说明作用。

２．总分类科目与明细分类科目的平行登记
平行登记是指对所发生的每项经济业务事项都要以会计凭证为依据，一方面记入有关总分类科目，

另一方面记入有关总分类科目所属明细分类科目的方法。

平行登记的要求：（１）所依据会计凭证相同（依据相同），即对发生的经济业务，都要以相关的会计凭
证为依据；（２）借贷方向相同（方向相同）；（３）所属会计期间相同（期间相同）；（４）计入总分类科目的金
额与计入其所属明细分类科目的金额合计相等（金额相等）。

经典真题与同步演练

一、单选题

１．（　　）不是设置会计科目的原则。
Ａ．必须结合会计对象的特点　　　　 Ｂ．统一性与灵活性相结合
Ｃ．应保持相对的稳定 Ｄ．经审计人员审计批准

２．会计账户借贷两方，哪一方登记增加数，哪一方登记减少数，取决于（　　）。
Ａ．账户的级次　　Ｂ．记账方法　　　Ｃ．账户的类别　　Ｄ．所记录的经济业务内容　

３．下列账户属于收入要素的是（　　）。
Ａ．应收账款 Ｂ．其他应收款 Ｃ．其他业务收入 Ｄ．交易性金融资产

４．下列账户属于营业利润构成要素的是（　　）。
Ａ．实收资本 Ｂ．资本公积 Ｃ．营业外收入 Ｄ．投资收益

５．设置账户的理论依据是（　　）。
Ａ．会计对象 Ｂ．会计要素 Ｃ．会计科目 Ｄ．会计等式

二、多选题

１．下列属于流动负债的项目有（　　）。【２０１１年江苏省试题】
Ａ．预付账款 Ｂ．预收账款 Ｃ．应付票据 Ｄ．应收票据

２．经营资金在循环周转中要顺序经过（　　）阶段。
Ａ．筹集阶段　　　Ｂ．采购阶段　　　Ｃ．生产阶段　　　Ｄ．销售阶段　　　Ｅ．服务阶段

３．账户的借方表示（　　）。
Ａ．资产增加 Ｂ．收入减少 Ｃ．费用增加 Ｄ．负债减少 Ｅ．所有者权益增加

４．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Ａ．账户的余额一般与记录增加额在同一方向
Ｂ．损益类账户在期末结转后一般无余额
Ｃ．成本类账户如有余额，则按负债账户期末余额计算公式计算
Ｄ．收入类账户如有余额，则按负债账户期末余额计算公式计算
Ｅ．账户期末余额的计算与其发生额无关

５．下列账户属于费用要素的有（　　）。
Ａ．销售费用 Ｂ．管理费用 Ｃ．生产成本 Ｄ．制造费用 Ｅ．其他业务成本

６．下列账户属于所有者权益要素的有（　　）。
Ａ．本年利润 Ｂ．盈余公积 Ｃ．实收资本 Ｄ．投资收益 Ｅ．资本公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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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下列账户属于资产要素的有（　　）。
Ａ．应收账款 Ｂ．应付股利 Ｃ．预收账款 Ｄ．资本公积 Ｅ．累计折旧

８．下列活动不需要进行会计核算的有（　　）。
Ａ．订立经济合同 Ｂ．确定企业投资方案
Ｃ．制订财务收支计划 Ｄ．以实物形式发放职工福利

９．“平行登记”要求对发生的每一项经济业务（　　）。
Ａ．既要记入有关总账，又要记入有关总账所属的明细账
Ｂ．登记总账和所属明细账的依据应该相同
Ｃ．必须在同一天登记总账和所属明细账
Ｄ．登记总账和所属明细账的借贷方向相同

１０．下列各项中，会引起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发生变化的业务有（　　）。【２００７年江苏省试题】
Ａ．对固定资产计提折旧 Ｂ．发生的固定资产日常修理费用
Ｃ．计提固定资产的减值准备 Ｄ．发生固定资产建造过程中应予以资本化的借款利息

三、判断题

１．会计科目是账户的名称，因而也是会计核算方法。（　　）
２．工业企业资金运动表现为经营资金的循环和周转。（　　）
３．为了全面地反映经济内容，会计科目的设置应越多越好。（　　）
４．在我国，不管是商业还是产品制造企业，因都有企业性质，故使用的会计科目是一致的。（　　）
５．为了核算企业销售产品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费用，应设置“差旅费”账户。（　　）

四、案例分析题【２０１１年江苏省试题】
资料：陈会计的朋友经营一家公司，公司原来的张会计因为工作调动离开了公司，请陈会计临时帮助

将公司当月账目结清。陈会计将张会计已编制好的凭证逐一登记入账后，进行试算平衡，并按规定填报

了有关报表资料。过了几天，出纳员取回了银行对账单，出纳在对账时发现：银行存款的余额比企业的账

目余额多了９０００元，经过逐笔核对银行存款收支业务，发现当月一笔销售业务通过银行转账收款
１００００元，但公司原来的会计将这笔业务记做１０００元。出纳员感到奇怪，陈会计在结算时明明已经进
行了试算平衡：（１）为什么根据试算平衡去判断记账正误会出错？（２）请您列举３种会计实务中无法通
过试算平衡检验的记账错误。

参考答案：
一、单选题

１．Ｄ　２．Ｃ　３．Ｃ　４．Ｄ　５．Ｄ

二、多选题

１．ＢＣ　２．ＢＣＤ　３．ＡＢＣＤ　４．ＡＢＤ　５．ＡＢＣＤＥ　６．ＢＣＥ　７．ＡＢＥ　８．ＡＢＣ　９．ＡＢＤ　１０．ＡＣＤ

三、判断题

１．×　２．√　３．×　４．×　５．×

四、案例分析题

（１）陈会计将一笔销售业务通过银行转账收款１００００元的经济业务，错记成１０００元。会计分录的
借方为“银行存款１０００”，贷方为“主营业务收入１０００”。通过分录可看出，借贷方都是错写成相等的金
额１０００元。错写后，依然满足发生额试算平衡的公式，故无法发现自身的错误。因而，试算平衡只能说
明经济业务基本没有错误，不能绝对认为账务处理没有错误。

（２）重复登记经济业务；漏记经济业务；将经济业务的会计科目写错；经济业务的借贷方数字尽管书
写相等，但都写错，上述情况尽管采用试算平衡，但也无法查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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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主要经济业务事项账务处理

考试重点说明

基本内容 考试重点 题型 认知等级 出题概率

款项和有价证券的收付
提存现、交易性金融

资产账务处理

业务

选择
应用型 ☆☆☆

财产物资的收发增减

和使用

原材料
"

库存商品
"

固定

资产账务处理

业务

选择
应用型 ☆☆☆

债权债务的发生和结算
应收账款

"

短（长）期

借款账务处理

业务

选择
应用型 ☆☆☆

收入
"

成本和费用
主营业务收入

"

制造费用
"

产品完工入库的账务处理

业务

选择
应用型 ☆☆☆☆

财务成果计算 期末结转的账务处理 业务 应用型 ☆☆☆☆

第一节　款项和有价证券的收付

货币资金包括库存现金、银行存款与其他货币资金（银行汇票存款、银行本票存款、信用卡存款、信用

证保证金存款、存出投资款、外埠存款）。有价证券是指企业持有的股票、基金、债券。

１．提现的账务处理
　　　借：库存现金
　　　　贷：银行存款
２．存现的账务处理

　　　借：银行存款
　　　　贷：库存现金
３．取得交易性金融资产及支付交易费用的账务处理
例３ １２０１２年３月１日，长江公司为购买Ａ上市公司股票，将其基本账户中的２２００００００元转入

其在黄河证券公司开设的资金账户，并委托黄河证券公司从深圳证券交易所购入Ａ上市公司股票２０００
０００股，并将其划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Ａ上市公司股票的公允价值为２０００００００元，长江公司支付了相
关交易费用５００００元。会计部门根据银行的银转证通用凭证和证券公司交割单等有关资料，应编制如
下会计分录：

　　　借：其他货币资金———存出投资款 ２２００００００
　　　　贷：银行存款———建设银行 ２２００００００
　　　借：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投资收益 ５００００
　　　　贷：其他货币资金———存出投资款 ２００５００００

注释：取得交易性金融资产发生的交易费用应当在发生时直接计入投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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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出售交易性金融资产及支付交易费用的账务处理
接上例：２０１２年６月６日，长江公司出售了Ａ上市公司股票２００００００股，每股售价１２元，长江公司

支付了相关交易费用６００００元。会计部门根据证券公司交割单等有关资料．应编制如下会计分录：
　　　借：其他货币资金———存出投资款（２００００００１２－６００００） ２３９４００００
　　　　贷：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投资收益 ３９４００００
注释：出售交易性金融资产发生的交易费用应当直接冲减投资收益。

第二节　财产物资的收发、增减和使用

财产物资主要包括存货和固定资产。

一、原材料

１．购买原材料的账务处理
（１）购买原材料的五种情况
①收料的同时支付货款
例３ ２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０日，长江公司从星光公司购入丙材料２００千克，每千克２５元，支付运费为

１００元，增值税进项税额８５７元（８５０＋７）。全部款项以转账支票付讫，材料已到达企业验收入库。会计
部门根据从供应单位取得的发票，运费单据、转账支票存根和材料验收入库单等，应编制如下会计分录：

　　　借：原材料———丙材料 ５０９３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８５７

　　　　贷：银行存款 ５９５０
②先收料后付款
例３ ３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２日，长江公司从三宏公司购入甲材料２０００千克，每千克５元，三宏公司代垫

运费５００元，增值税进项税额１７３５元（１７００＋３５）。材料已收到并验收入库，但款项尚未支付。会计部
门根据从供应单位取得的发票、代垫运费单据、材料入库单，应编制如下会计分录：

　　　借：原材料———甲材料 １０４６５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１７３５

　　　　贷：应付账款———三宏公司 １２２００
③先付款后收料
例３ ４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５日，长江公司从宏达公司购入乙材料１０００千克，每千克２０元，增值税进项

税额３４００元。材料尚在运输途中，全部款项用银行转账支票付讫。会计部门根据从供应单位取得的发
票、转账支票的存根，应编制如下会计分录：

　　　借：在途物资———乙材料 ２００００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３４００

　　　　贷：银行存款 ２３４００
例３ ５２０１２年３月３０日，上述乙材料到达企业并验收入库，结转入库乙材料采购成本。会计部门

根据材料入库单，应编制如下会计分录：

　　　借：原材料———乙材料 ２００００
　　　　贷：在途物资———乙材料 ２００００

④采用预付款项购货
例３ ６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１日，长江公司以银行转账支票预付恒通公司采购甲材料款１００００元。会计

部门根据转账支票存根，应编制如下会计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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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预付账款———恒通公司 １００００
　　　　贷：银行存款 １００００

例３ ７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６日，长江公司收到恒通公司发来的甲材料，发票标明的价款为３００００元，增
值税为５１００元，甲材料已验收入库，编制如下会计分录：
　　　借：原材料———甲材料 ３００００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５１００
　　　　贷：预付账款———恒通公司 ３５１００

例３ ８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９日，长江公司开出转账支票，恒通公司的货款２５１００元，会计部门根据转账
支票存根，应编制如下会计分录：

　　　借：预付账款 ２５１００
　　　　贷：银行存款 ２５１００

⑤先收料但月末发票未到，无法确定其实际成本。
例３ ９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２日，长江公司购入黄河公司丁材料一批，材料已收到并验收入库，但月末发

票账单尚未收到也无法确定其实际成本，暂估价值为３００００元，会计分录：
　　　借：原材料———丁材料 ３００００
　　　　贷：应付账款———暂估应付账款 ３００００

下月初作相反的会计分录予以冲回，待收到发票账单后再按照实际成本记账。

接上例：２０１２年４月１日．长江公司编制如下会计分录：
　　　借：应付账款———暂估应付账款 ３００００
　　　　贷：原材料———丁材料 ３００００

接上例：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０日，长江公司收到黄河公司的发票账单，上述丁材料１０００千克，每千克２０
元，增值税进项税额３４００元。全部款项以转账支票付讫，编制如下会计分录：
　　　借：原材料———丁材料 ２００００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３４００
　　　　贷：银行存款 ２３４００

（２）材料采购成本的计算
外购材料的采购成本主要包括：①材料的买价，即供货单位的发票价格。②采购费用，包括运杂费

（运输费、装卸费、保险费、包装费等），入库前挑选整理费以及购入材料应负担的其他有关税费。对于不

能直接归属于某一种材料的采购费用要按一定的标准，在几种材料之间进行分配。材料采购费用可以按

照购入材料的买价、材料重量或体积的比例进行分配。

２．发出原材料的账务处理
（１）存货（材料）发出的计价方法
① 个别计价法。个别计价法亦称个别认定法、具体辨认法，此方法实物流转与成本流转相一致，按

照各种存货逐一辨认各批发出存货和期末存货所属的购进批别或生产批别，分别按其购入或生产时所确

定的单位成本计算各批存货和期末存货成本的方法。个别计价法的成本计算准确，符合实际情况，但在

存货收发频繁情况下，其发出成本分辨的工作量较大。

② 先进先出法。先进先出法是以先购入的存货应先发出（销售或耗用）这样一种存货实物流动假设
为前提，对发出存货进行计价。采用这种方法，先购入的存货成本在后购入存货成本之前转出，据此确定

发出存货和期末存货的成本。可以随时结转存货成本，但较烦琐。

③ 月末一次加权平均法。月末一次加权平均法，是指以当月全部进货数量加上月初存货数量作为
权数，去除当月全部进货成本加上月初存货成本，计算出存货的加权平均单位成本，以此为基础计算当月

发出存货成本和期末存货成本的一种方法。

④ 移动加权平均法。移动加权平均法，是指以每次进货的成本加上原有库存存货的成本，除以每次
进货数量与原有库存存货的数量之和，据以计算加权平均单位成本，作为在下次进货前计算各次发出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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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成本的依据。

（２）发出原材料的会计分录
　　　借：生产成本

制造费用

管理费用

　　　　贷：原材料

二、库存商品

１．产成品入库的账务处理
　　　借：库存商品
　　　　贷：生产成本
２．销售商品结转销售成本的账务处理

　　　借：主营业务成本
　　　　贷：库存商品

三、固定资产

１．购入不需要安装的固定资产的账务处理
例３ １０２０１２年５月２０日，长江公司购入一台Ａ设备并投入使用，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

的设备价款为１２０００元，增值税税额为２０４０元。款项已经银行转账支付，会计分录：
　　　借：固定资产———Ａ设备 １２０００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２０４０
　　　　贷：银行存款 １４０４０
２．固定资产折旧的账务处理
接上例：２０１２年６月１日起，长江公司对该设备采用年限平均法计提折旧，预计该设备的使用寿命为

１０年，预计净残值为设备原价的５％。我国《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固定资产应当按月计提折旧，当月增加
的固定资产，当月不计提折旧，从下月起计提折旧；当月减少的固定资产，当月仍计提折旧，从下月起不计

提折旧。

该设备每月计提折旧额＝１２０００（１－５％）／（１０１２）＝９５（元）
假定２０１２年６月份应计提的固定资产折旧为１０４００元，其中生产车间折旧为６０００元，行政管理部

门折旧为４４００元，每月应编制如下会计分录：
　　　借：制造费用 ６０００

管理费用 ４４００
　　　　贷：累计折旧 １０４００
３．固定资产处置的账务处理
例３ １１２０１２年４月３０日，因产品调整，长江公司将某设备出售给黄河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

票上注明的价款为８０００元，增值税额为１３６０元。款项已收到。该设备已经计提的折旧额为１０４５元，
设备原值１２０００元，应编制如下会计分录：
　　　借：固定资产清理———Ａ设备 １０９５５

累计折旧 １０４５
　　　　贷：固定资产———Ａ设备 １２０００
　　　借：银行存款 ９３６０
　　　　贷：固定资产清理———Ａ设备 ８０００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１３６０
　　　借：营业外支出 ２９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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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贷：固定资产清理———Ａ设备 ２９５５
例３ １２２０１２年４月３０日，因产品调整，长江公司将该设备出售给黄河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

票上注明的价款为１１０００元，增值税额为１８７０元。款项尚未收到。该设备已经计提的折旧额为１０４５
元，设备原值１２０００元，应编制如下会计分录：
　　　借：固定资产清理———Ａ设备 １０９５５

累计折旧 １０４５
　　　　贷：固定资产———Ａ设备 １２０００
　　　借：应收账款 １２８７０
　　　　贷：固定资产清理———Ａ设备 １１０００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１８７０
　　　借：固定资产清理———Ａ设备 ４５
　　　　贷：营业外收入 ４５

第三节　债权、债务的发生和结算

１．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发生和收回的账务处理
　　　借：应收账款（应收票据）
　　　　贷：主营业务收入（其他业务收入）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借：银行存款（库存现金）
　　　　贷：应收账款（应收票据）
２．其他应收款发生和收回的账务处理
例３ １３２０１２年５月２０日，长江公司行政管理人员王明出差预借差旅费８００元，以现金付讫，应编

制如下会计分录：

　　　借：其他应收款———王明 ８００
　　　　贷：库存现金 ８００

接上例：２０１２年５月２５日，行政管理人员王明出差回来，报销差旅费６００元，余款交回现金２００元，
应编制如下会计分录：

　　　借：管理费用 ６００
库存现金 ２００

　　　　贷：其他应收款———王明 ８００
３．计提应付职工薪酬的账务处理

　　　借：生产成本
制造费用

管理费用

　　　　贷：应付职工薪酬
４．发放应付职工薪酬的账务处理

　　　借：应付职工薪酬
　　　　贷：银行存款（库存现金）
５．应交营业税及其附加的账务处理
例３ １４２０１２年８月３１日，红光咨询公司根据本月实现的营业收入３０００００元计算应交的营业税

及附加。红光咨询公司适用的营业税税率为５％，城市维护建设税税率为７％，教育费附加率为４％，应编
制如下会计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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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营业税金及附加 １６６５０
　　　　贷：应交税费———应交营业税 １５０００

———应交城市维护建设税（１５０００７％） １０５０
———应交教育费附加（１５０００ ４％） ６００

接上例：２０１２年９月５日，红光咨询公司以银行存款上交上述营业税金及附加，分录：
　　　借：应交税费———应交营业税 １５０００

———应交城市维护建设税 １０５０
———应交教育费附加 ６００

　　　　贷：银行存款 １６６５０
６．短期（长期）借款借入的账务处理
例３ １５２０１２年１月１日，长江公司从银行借入到期一次还本付息，偿还期限为３个月（或３年），

年利率为６％的借款２０００００元。企业收到借款存入银行，应编制如下会计分录：
　　　借：银行存款 ２０００００
　　　　贷：短期借款（长期借款） ２０００００
７．计提短期（长期）借款利息的账务处理
接上例：２０１２年１月３１日及２月２８日，长江公司计提本月应承担的上述借款的利息为１０００元

（２０００００６％／１２），应编制如下会计分录：
　　　借：财务费用 １０００
　　　　贷：应付利息 １０００

长期借款的利息费用，属于筹建期间的，计入管理费用；属于生产经营期间的，计入财务费用。如果

长期借款用于购建固定资产等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在资产尚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所发生的利

息支出数应当资本化，计入在建工程等相关资产成本；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后发生的利息支出，以及按规

定不予资本化的利息支出，计入财务费用。

第四节　资本的增减

资本主要包括实收资本和资本公积。实收资本是投资者投入计入注册资本份额的资本。资本公积

是指企业收到投资者投入的超出其在企业注册资本中所占份额的投资，以及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

和损失等。

１．接受投资的账务处理
　　　借：银行存款（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库存商品）（原材料）
　　　　贷：实收资本

　资本公积（有时产生）
２．减少投资的账务处理

　　　借：实收资本
　　　　贷：银行存款

第五节　收入、成本和费用

１．取得主营业务收入的账务处理
例３ １６２０１２年１月ｌ０日，长江公司向顺源公司发出Ｂ产品１０００件，每件不含增值税售价为５００

元。发票上注明的货款为５０００００元，增值税为８５０００元。货款已存入银行。会计部门根据增值税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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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票记账联及银行收账通知，应编制如下会计分录：

　　　借：银行存款 ５８５０００
　　　　贷：主营业务收入 ５０００００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８５０００
２．预收款销售业务

　　　借：银行存款（库存现金）
　　　　贷：预收账款
３．取得其他业务收入的账务处理
例３ １７２０１２年５月ｌ０日，长江公司出售一批不需用的原材料１００００元，增值税税率１７％，款项尚

未收到，应编制如下会计分录：

　　　借：应收账款 １１７００
　　　　贷：其他业务收入 １００００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１７００
４．制造费用在不同产品之间分配的账务处理
生产成本可分为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要严格区分生产成本与制造费用。

制造费用是指直接或间接用于产品生产，但不便于直接计入产品成本的费用。其主要包括：生产车

间管理人员及其他非生产人员的工资等职工薪酬、车间发生的机物料消耗、车间固定资产折旧、车间的水

电费、办公费、季节性的停工损失等。生产车间的设备维修费不计入制造费用，计入管理费用。

直接材料和直接人工费用都是直接用于产品生产的费用，可以直接计入各种产品生产成本中；而制

造费用在其发生时，一般不能分清应由哪种产品承担，因而不能直接归属于某种产品，而应先归集，然后

按一定标准分配后再计入各种产品成本中。

例３ １８２０１２年６月３０日，新华企业生产Ａ、Ｂ两种产品，Ａ、Ｂ本月生产工时分别为２００００小时与
５０００小时，生产车间共发生水费、电费、折旧费等杂费２０５７８元，按生产工人工时为比例将本期发生的
制造费用分配转入“生产成本”账户，编制会计分录。

分配率＝２０５７８÷（２００００＋５０００）＝０．８２３１２
Ａ产品应承担的制造费用＝２０００００．８２３１２＝１６４６２．４（元）
Ｂ产品应承担的制造费用＝５００００．８２３１２＝４１１５．６（元）

　　　借：生产成本———Ａ产品 １６４６２．４
———Ｂ产品 ４１１５．６

　　　　贷：制造费用 ２０５７８
５．产品完工入库的账务处理

　　　借：库存商品
　　　　贷：生产成本
６．结转主营业务成本的账务处理

　　　借：主营业务成本
　　　　贷：库存商品
７．结转其他业务成本的账务处理

　　　借：其他业务成本
　　　　贷：原材料（银行存款）（库存现金）
８．销售费用的账务处理

　　　借：销售费用
　　　　贷：库存现金
９．管理费用的账务处理

　　　借：管理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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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贷：预付账款
１０．营业外收支
（１）取得营业外收入的账务处理
例３ １９２０１２年６月２０日，长江公司对违反本企业管理规定的职工王某罚款１００元，会计部门收

到王某交来现金，应编制如下会计分录：

　　　借：库存现金 １００
　　　　贷：营业外收入 １００

（２）发生营业外支出的账务处理
例３ ２０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８日，长江公司开出银行转账支票，通过教育局向某小学捐款１０００００元，应

编制如下会计分录：

　　　借：营业外支出 １０００００
　　　　贷：银行存款 １０００００

第六节　财务成果的计算

１．期末结转各项收入、利得类以及费用、损失类账户的账务处理
例３ ２１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３１日，大地公司结转本月实现的各项收入和成本费用到“本年利润”账户。

本年实现的主营业务收入为１０６０００元，主营业务成本为４７４９４元，营业税金及附加１０６００元，其他业务
收入２８００元，其他业务成本２０００元，管理费用１１３１４元，财务费用３００元，销售费用１０００元，营业外
收入１３０元，营业外支出１００００元，会计分录：
　　　借：主营业务收入 １０６０００

其他业务收入 ２８００
营业外收入 １３０

　　　　贷：本年利润 １０８９３０
　　　借：本年利润 ８２７０８
　　　　贷：主营业务成本 ４７４９４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１０６００
其他业务成本 ２０００
管理费用 １１３１４
财务费用 ３００
销售费用 １０００
营业外支出 １００００

２．应缴纳所得税的计算
企业当期应缴纳的所得税额计算公式为：

应纳所得税额＝应纳税所得额所得税税率
在不存在纳税调整事项的情况下，应纳税所得额等于税前会计利润。

（１）计算所得税费用
　　　借：所得税费用
　　　　贷：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２）结转所得税费用
　　　借：本年利润
　　　　贷：所得税费用

（３）缴纳所得税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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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贷：银行存款
３．结转本期净利润的账务处理
例３ ２２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３１日，汇丰公司将实现的净利润５万元转入“利润分配”账户。

　　　借：本年利润 ５００００
　　　　贷：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５００００
４．提取法定盈余公积的账务处理
例３ ２３截至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３１日，汇丰公司的年末未分配利润为１２６８７００元。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８日，

董事会决定按上年度实现的净利润５０００００元的１０％提取法定公积金５００００元。
　　　借：利润分配———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５００００
　　　　贷：盈余公积———法定盈余公积 ５００００
５．提取任意盈余公积的账务处理
例３ ２４２０１２年１月２８日，汇丰公司董事会同时决定按上年度实现的净利润５０００００元的５％提取

任意盈余公积金２５０００元。
　　　借：利润分配———提取任意盈余公积 ２５０００
　　　　贷：盈余公积———任意盈余公积 ２５０００
６．向投资者分配利润的账务处理
例３ ２５２０１２年１月２８日，汇丰公司董事会同时决定向投资者分配利润３０００００元。

　　　借：利润分配———应付现金股利 ３０００００
　　　　贷：应付股利 ３０００００
７．利润分配明细账户结转的账务处理
例３ ２６利润分配结束后，应将“利润分配”账户其他明细账户的余额结清，转入“利润分配—未分

配利润”明细账户，以便结出年末未分配利润总额。

　　　借：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３７５０００
　　　　贷：利润分配———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５００００

———提取任意盈余公积 ２５０００
———应付现金股利 ３０００００

经典真题与同步演练

一、单选题

１．复式记账法对每项经济业务都是以相等的金额在（　　）账户中进行登记。
Ａ．一个　　　　　　Ｂ．两个或两个以上　　Ｃ．两个账户　　　　　　Ｄ．有关

２．对每一个账户来说，期末余额（　　）。
Ａ．只可能在借方 Ｂ．只可能在贷方 Ｃ．只可能在账户的一方 Ｄ．可能在借方和贷方

３．对于资金来源（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类账户，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Ａ．借方登记增加数 Ｂ．如有余额在借方 Ｃ．如有余额在贷方 Ｄ．贷方登记减少数

４．下列会计分录中，属于简单会计分录的是（　　）。
Ａ．一借多贷 Ｂ．一贷多借 Ｃ．一借一贷 Ｄ．多借多贷

５．下列各项中，不会引起所有者权益总额变化的是（　　）。
Ａ．接受捐赠 Ｂ．宣告分配现金股利 Ｃ．本年度实现净利润 Ｄ．接受投资者投入资本

６．以下各项中，能引起所有者权益总额发生增减变动的是（　　）。【２００８年江苏省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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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分配现金股利 Ｂ．发放股票股利 Ｃ．用资本公积转增资本 Ｄ．用盈余公积弥补亏损
７．某企业某日向甲公司同时购入Ａ、Ｂ两种材料，Ａ材料４００千克，单价５０元，买价２００００元，增值税额
３４００元；Ｂ材料１００千克，单价１００元，买价１００００元，增值税额１７００元。用银行存款支付了甲、乙
两种材料的共同运费、保险费等杂费１５００元，其余款项暂欠。运杂费按买价比例分配。则其中 Ｂ材
料的成本为（　　）元。
Ａ．２１０００ Ｂ．２０９００ Ｃ．１０５００ Ｄ．１０３００

二、多选题

１．复式记账法的特点是（　　）。
Ａ．可以全面、系统地反映经济活动过程和经营成果
Ｂ．可以清晰地反映经济业务的来龙去脉
Ｃ．可以简化账簿的登记工作
Ｄ．便于核对账户记录

２．在借贷记账法下，账户的借方用以登记（　　）。
Ａ．负债的增加 Ｂ．费用的增加 Ｃ．收入的减少 Ｄ．资产的减少

３．在借贷记账法下，账户的贷方用以登记（　　）。
Ａ．资产的减少 Ｂ．收入的转销 Ｃ．所有者权益的增加 Ｄ．费用的转销

４．下列错误中哪些不能通过试算平衡发现（　　）。
Ａ．某项业务未入账 Ｂ．只登记借方金额，未登记贷方金额
Ｃ．应借应贷的账户中借贷方向记反 Ｄ．借贷双方同时多记了等额的金额

５．下列各项中，属于资产负债表中流动负债项目的有（　　）。
Ａ．应付职工薪酬 Ｂ．应付股利
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Ｄ．应付债券

６．下列可以成为“本年利润”账户对应账户的有（　　）。
Ａ．营业税金及附加 Ｂ．生产成本 Ｃ．利润分配 Ｄ．所得税费用

７．下列各项经济业务中，会使企业资产总额和权益总额同时发生增加变化的有（　　）。
Ａ．收到某投资者投资，款项已存入银行 Ｂ．用资本公积转增实收资本
Ｃ．赊购设备一台，设备已经交付使用 Ｄ．向银行借入半年期的借款，已存入银行

三、判断题

１．复式记账法是指对发生的每一项经济业务，都以相等的金额，在相互关联的两个账户中进行记录的一
种记账方法。（　　）

２．《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了我国所有企业在进行会计核算时，都必须统一采用借贷记账法。（　　）
３．借贷记账法下账户的基本结构是左方为借方，登记资金占用增加和资金来源减少，或者登记资产的增
加和权益的减少。（　　）

４．一般来说，账户期末余额的方向（借方或贷方）与本期增加额登记的方向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也可能
出现不一致。（　　）

５．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所取得的收入，所发生的费用，以及财产物资的盘盈盘亏等，不应直接增减投入资
本。（　　）

６．企业收到某公司作为投资投入的设备一台，该设备原值为６００００元，已提折旧２５０００元，双方协商作
价为４００００元。这项业务应编制如下会计分录：（　　）
　　　借：固定资产 ４００００
　　　　贷：累计折旧 ２５０００

实收资本 １５０００
７．固定资产的价值包括企业为购进某项固定资产达到可使用状态前所发生的一切合理的、必要支出，如
固定资产的价款、运杂费、包装费和安装成本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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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正常报废的固定资产，无论是否提足折旧，都不再计提折旧。（　　）

参考答案：
一、单选题

１．Ｂ　２．Ｃ　３．Ｃ　４．Ｃ　５．Ｃ　６．Ａ　７．Ｃ

二、多选题

１．ＡＢＤ　２．ＢＣ　３．ＡＣＤ　４．ＡＣＤ　５．ＡＢＣ　６．ＡＣＤ　７．ＡＣＤ

三、判断题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５２·第三章　主要经济业务事项账务处理



第四章　会计凭证与会计账簿

考试重点说明

基本内容 考试重点 考试题型 认知等级 出题概率

会计凭证概念 判断、单选 识记型 ☆☆

记账凭证与原始凭证 单选、多选 识记型 ☆☆☆

会计凭证的意义 简答 理解型 ☆☆

原始凭证

原始凭证的概念 多选、判断 识记型 ☆☆☆☆

原始凭证的种类 单选、判断 识记型 ☆☆☆

原始凭证的编制要求和审核 简答 应用型 ☆☆☆☆

记账凭证

记账凭证概念、种类 单选、多选 识记型 ☆☆☆

记账凭证的种类 单选 识记型 ☆☆☆

记账凭证的编制要求、审核 简答 应用 ☆☆☆

会计账簿概述
会计账簿的概念 单选 识记型 ☆☆☆

会计账簿的分类 单选 识记型 ☆☆☆

会计账簿的记账规则 会计账簿的记账规则 多选 识记型 ☆☆☆

对账 对账种类 单选、判断 识记型 ☆☆☆

错账更正方法 错账更正方法 单选、判断 识记型 ☆☆☆

结账 结账方法 单选 识记型 ☆☆☆

会计凭证是记录经济业务事项发生或完成情况的书面证明，也是登记账簿的依据。填制和审核会计

凭证，也是会计核算工作的起点。一切会计凭证都必须经过有关人员的审核，只有经过审核无误的会计

凭证才能作为登记账簿的依据。会计凭证按照编制的程序和用途不同，分为原始凭证和记账凭证。会计

凭证的作用：（１）记录经济业务，提供记账依据；（２）明确经济责任，强化内部控制；（３）监督经济活动，
控制经济运行。

第一节　原始凭证

原始凭证又称单据，是在经济业务发生或完成时取得或填制的，用以记录或证明经济业务的发生或

完成情况的文字凭据，是经济业务的最初证明。

一、原始凭证的种类

（一）按照来源不同，可以分为外来原始凭证和自制原始凭证两类

（１）外来原始凭证。从其他单位或个人直接取得的原始凭证，如飞机票、火车票、住宿发票等。
（２）自制原始凭证。由本单位内部经办业务的部门和人员，在执行或完成某项经济业务时填制的，

仅供本单位内部使用的原始凭证，如收料单、领料单、限额领料单、产品入库单、产品出库单、借款单、折旧

·６２· 财 务 会 计



计算表、制造费用分配表等。

领　料　单

领料单位：第一车间 凭证编号：００１０

用　　途：生产Ａ产品 ２０××年 ２月 ３日 仓　　库：２号

材料

类别

材料

编号

材料

名称
规格

计量

单位

数量

请领 实领
单价 金额

型钢 ０３４５ 圆钢 ２５ｍｍ 公斤 １５００ １５００ ４．４０ ６６００

型钢 ０３４８ 圆钢 １０ｍｍ 公斤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４．４０ ４４００

合计 ２５００ ２５００ ４．４０ １１０００

发料 　姜同　 　　　领料 　王立　 　　　领料单位负责人 　刘宁　 　　　记账 　赵东　

（二）按照填制手续及内容不同，可分为一次凭证、累计凭证和汇总凭证

（１）一次凭证。一次凭证指一次填制完成、只记录一笔经济业务的原始凭证。一次凭证是一次有效
的凭证，其填制手续是一次完成的。

（２）累计凭证。累计凭证指在一定时期内多次记录发生的同类型经济业务的原始凭证。其特点是
在一张凭证内可以连续登记相同性质的经济业务，随时结出累计数及结余数，并按照费用限额进行费用

控制，期末按实际发生额记账。累计凭证是多次有效的原始凭证，如限额领料单。

（３）汇总凭证。汇总凭证指对一定时期内反映经济业务内容相同的若干张原始凭证，按照一定标准
综合填制的原始凭证。如收料凭证汇总表、工资结算汇总表、发料凭证汇总表。汇总凭证既可以提供总

量指标，又可以简化核算手续。

发出材料汇总表

２０××年 ２月 ２８日

会计科目（用途） 领料部门 原材料 燃料 合计

生产成本

Ａ产品生产车间 ６６００ ６６００

Ｂ产品生产车间 ２１１２ ２１１２

小计 ８７１２ ８７１２

制造费用 车间一般耗用 ２２０ ２２０

管理费用 管理部门耗用 １１０ １１０

合计 ９０４２ ９０４２

会计主管　 　李鸣　 　　　　　复核　 　张满　 　　　　　制表　 　曲信　

所有外来原始凭证均为一次凭证，累计凭证和汇总凭证一般为自制凭证。

（三）按照格式不同，可以分为通用凭证和专用凭证

（１）通用凭证。通用凭证指由有关部门统一印制、在一定范围内使用的具有统一格式和使用方法的
原始凭证。如税务部门统一制定的增值税发票，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制定的支票、商业汇票等结算凭证。

（２）专用凭证。专用凭证指由单位自行印制、仅在本单位内部使用的原始凭证。

二、原始凭证的填制要求

（１）记录要真实。
（２）内容要完整。
（３）手续要完备。
（４）书写要清楚、规范。不得使用未经国务院公布的简化汉字。
小写金额用阿拉伯数字逐个书写，不得写连笔字。在金额前要填写人民币符号“￥”，人民币符号

·７２·第四章　会计凭证与会计账簿



“￥”与阿拉伯数字之间不得留有空白。金额数字一律填写到角、分，无角、分的，写“００”或符号“—”；有
角无分的，分位写“０”，不得用符号“—”

汉字大写金额用汉字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佰、仟、万、亿、元、角、分、零、整等，一律用正

楷或行书字书写。大写金额前未印有“人民币”字样的，应加写“人民币”三个字，“人民币”字样和大写金

额之间不得留有空白。大写金额到元或角为止的，后面要写“整”或“正”字；有分的，不写“整”或“正”

字。如小写金额为￥１００８．００，大写金额应写成“壹仟零捌元整”。
凡规定填写大写金额的各种凭证，如银行结算凭证、发票等，必须在填写小写金额的同时也填写大写

金额。大写金额之前没有印货币名称的，应当加填货币名称。阿拉伯金额数字之间有“０”时，汉字大写
金额要写“零”字；阿拉伯数字金额中间连续有几个“０”时，汉字大写金额中可以只写一个“零”字；阿拉伯
金额数字元位是“０”，或者数字之间连续有几个“０”、元位也是“０”但角位不是“０”时，汉字大写金额可以
只写一个“零”字，也可以不写“零”字。如：“￥９０００５．６５”可以写成“人民币玖万零伍元陆角伍分”。

（５）编号要连续。如果原始凭证已预先印定编号，在写坏作废时，应加盖“作废”戳记，妥善保管，不
得撕毁。

（６）不得涂改、刮擦、挖补。原始凭证有错误的，应当由出具单位重开或更正，更正处应当加盖出具
单位印章。原始凭证金额有错误的，应当由出具单位重开，不得在原始凭证上更正。

三、原始凭证的审核内容

原始凭证的审核内容包括：真实性、合法性、合理性、完整性、正确性和及时性。

经审核的原始凭证应根据不同情况处理：

（１）对于完全符合要求的原始凭证，应及时据以编制记账凭证入账。
（２）对于真实、合法、合理但内容不够完整、填写错误的原始凭证，应退回给经办人员，由其负责将有

关凭证补充完整、更正错误或重开后，再办理正式会计手续。

（３）对于不真实、不合法的原始凭证，会计机构和会计人员有权不予接受，并向单位负责人报告。

第二节　记账凭证

记账凭证又称记账凭单，是会计人员根据审核无误的原始凭证按照经济业务事项的内容加以归类，

并据以确定会计分录后所填制的会计凭证。它是登记账簿的直接依据。

一、记账凭证的种类

（一）按内容分类

（１）收款凭证：用于记录库存现金和银行存款收款业务的会计凭证。

（２）付款凭证：用于记录库存现金和银行存款付款业务的会计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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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库存现金和银行存款之间的相互划转的收、付款业务，为避免重复记账，只填付款凭证不填收款

凭证。

（３）转账凭证：用于记录不涉及库存现金和银行存款业务的会计凭证。

收款凭证、付款凭证、转账凭证的划分，适用于规模较大、收付款业务较多的单位。对于经济业务较

少的单位还可以采用通用记账凭证来记录所有经济业务。

（二）按照填列方式分类

（１）复式凭证：将每一笔经济业务事项所涉及的全部会计科目及其发生额均在同一张记账凭证中反
映的一种凭证。

（２）单式凭证：每一张记账凭证只填列经济业务事项所涉及的一个会计科目及其金额的记账凭证。

二、记账凭证的基本内容

基本内容：（１）记账凭证的名称，如“收款凭证”、“付款凭证”、“转账凭证”；（２）填制记账凭证的日
期；（３）记账凭证的编号；（４）经济业务事项的内容摘要；（５）经济业务事项所涉及的会计科目及其记账
方向；（６）经济业务事项的金额；（７）记账标记；（８）所附原始凭证张数；（９）会计主管、记账、审核、出
纳、制单等有关人员签章。

三、记账凭证的编制要求

（１）记账凭证各项内容必须完整。
（２）记账凭证应连续编号。付款业务的凭证不得由出纳人员编号，关注编号３（１／２）的问题。
（３）记账凭证的书写应清楚、规范。相关要求同原始凭证。
（４）记账凭证可以根据每一张原始凭证填制，或根据若干张同类原始凭证汇总编制。也可以根据原

始凭证汇总表填制，但不得将不同内容和类别的原始凭证汇总填制在一张记账凭证上。

（５）除结账和更正错误的记账凭证可以不附原始凭证外，其他记账凭证必须附有原始凭证。如一张
原始凭证需要填制两张记账凭证，应在未附原始凭证的记账凭证上注明其原始凭证已附在某张记账凭证

后，以便查阅。

（６）填制记账凭证时若发生错误，应当重新填制。已登记入账的记账凭证在当年内发现填写错误
时，可以用红字填写一张与原内容相同的记账凭证，在摘要栏注明“注销某月某日某号凭证”字样，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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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用蓝字重新填制一张正确的记账凭证，注明“订正某月某日某号凭证”字样。如果会计科目没有错误，

只是金额错误，也可将正确数字与错误数字之间的差额另编一张调整的记账凭证，调增金额用蓝字，调减

金额用红字。发现以前年度记账凭证有错误的，应当用蓝字填制一张更正的记账凭证。

（７）记账凭证填制完经济业务事项后，如有空行，应当自金额栏最后一笔金额数字下的空行处至合
计数上的空行处划线注销。

四、记账凭证的审核内容

记账凭证审核内容包括：内容是否真实，项目是否齐全，科目是否正确，金额是否正确以及书写是否

正确。

五、原始凭证与记账凭证的区别

（１）填制人员不同：原始凭证大多是由经办人员填制，记账凭证一律由本单位的会计人员填制；
（２）填制依据不同：原始凭证是根据已经发生或完成的经济业务填制，记账凭证是根据审核后的原

始凭证填制；

（３）填制方式不同：原始凭证只是经济业务发生时的原始证明，记账凭证是要依据会计科目对已经
发生的经济业务进行归类；

（４）发挥作用不同：原始凭证是填制记账凭证的依据，记账凭证是登记会计账簿的依据。

第三节　会计账簿概述

会计账户是根据会计科目设置的，具有一定格式和结构，用于分类反映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

入、费用、利润等会计要素增减变动情况及其结果的载体。会计科目是账户的名称，账户是会计科目的具

体应用。在实际工作中，对会计科目和账户不加严格区分，而是相互通用。

会计账簿是指由一定格式账页组成的，以经过审核的会计凭证为依据，全面、系统、连续地记录各项

经济业务的簿籍。会计账户存在于账簿之中，账簿中的每一账页就是账户的存在形式和载体，没有账簿，

账户就无法存在；账簿序时、分类地记载经济业务，是在个别账户中完成的。因此，账簿只是一个外在形

式，账户才是它的真实内容。账簿与账户的关系是形式和内容的关系。

一、按用途分类，可分为序时账簿、分类账簿和备查账簿

（１）序时账簿。序时账簿又称日记账，是按照经济业务发生或完成时间的先后顺序逐日逐笔进行登
记的账簿。在我国，大多数单位一般只设库存现金日记账和银行存款日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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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分类账簿。分类账簿是对全部经济业务事项按照会计要素的具体类别而设置的分类账户进行
登记的账簿。按照总分类账户分类登记经济业务事项的是总分类账簿，简称总账；按照明细分类账户分

类登记经济业务事项的是明细分类账簿，简称明细账。分类账簿提供的核算信息是编制会计报表的主要

依据。

总分类账可以根据记账凭证逐笔登记，也可以根据经过汇总的科目汇总表或汇总记账凭证等登记。

明细分类账可根据管理需要，依据记账凭证、原始凭证或汇总原始凭证逐日逐笔或定期汇总登记。

（３）备查账簿。备查账簿简称备查簿，是对某些在序时账簿和分类账簿等主要账簿中都不予登记或
登记不够详细的经济业务事项进行补充登记时使用的账簿，也称辅助账簿。例如，租入固定资产登记簿，

应收、应付票据登记簿。该种账簿可以提供某些有用的参考资料或信息。备查账簿不是每个单位都要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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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各单位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自行设置和登记。备查账簿的记录与会计报表的编制没有直接关系，因而

是一种表外账簿。

二、按账页格式分类，可分为两栏式账簿，三栏式账簿和多栏式账簿

（１）两栏式账簿。两栏式账簿是指只有借方和贷方两个基本金额栏目的账簿。

（２）三栏式账簿。三栏式账簿是设有借方、贷方和余额三个基本栏目的账簿。各种日记账、总分类
账以及资本、债权、债务明细账都可采用三栏式账簿。

（３）多栏式账簿。多栏式账簿是在账簿的两个基本栏目借方和贷方按需要分设若干专栏的账簿。
收入、费用明细账一般均采用这种格式的账簿。

·２３· 财 务 会 计



三、按外形特征，可分为订本账、活页账和卡片账

（１）订本账。订本账是启用之前就已将账页装订在一起，并对账页进行了连续编号的账簿。这种账
簿一般适用于总分类账、库存现金日记账、银行存款日记账。

（２）活页账。活页账是在账簿登记完毕之前并不固定装订在一起，而是装在活页账夹中，当账簿登
记完毕之后（通常是一个会计年度结束之后），才将账页予以装订，加具封面，并给各账页连续编号。各

种明细分类账一般采用活页账形式。

（３）卡片账。卡片账是将账户所需格式印刷在硬卡上。严格说来，卡片账也是一种活页账，只不过
它不是装在活页账夹中，而是装在卡片箱内。在我国，单位一般只对固定资产的核算采用卡片账形式。

第四节　会计账簿的记账规则

（１）登记会计账簿时，应当将会计凭证日期、编号、业务内容摘要、金额和其他有关资料逐项记入账
内，做到数字准确、摘要清楚、登记及时、字迹工整。

（２）登记完毕后，要在记账凭证上签名或者盖章，并注明已经登账的符号表示已经记账。
（３）账簿中书写的文字和数字上面要留有适当空格，勿写满格，一般占格距的１／２。
（４）为了使账簿记录清晰，防止涂改，记账时应使用蓝黑墨水或者碳素墨水书写，不得使用圆珠笔

（银行的复写账簿除外）或者铅笔书写。

（５）下列情况，可以用红色墨水记账：①按照红字冲账的记账凭证，冲销错误记录；②在不设借贷等
栏的多栏式账页中，登记减少数；③在三栏式账簿的余额栏前，如未印明余额方向的，在余额栏内登记负
数余额；④根据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可以用红字登记的其他会计记录。

（６）各种账簿应按页次顺序连续登记，不得跳行、隔页。如果发生跳行、隔页，应当将空行、空页划线
注销，或者注明“此行空白”、“此页空白”字样，并由记账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对订本式账簿，不得任意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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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账页，对活页式账簿也不得任意抽换账页。

（７）凡需要结出余额的账户，结出余额后，应当在“借或贷”等栏内写明“借”或者“贷”等字样。没有
余额的账户，应在“借或贷”栏内写“平”字，并在“余额”栏用“０”表示。库存现金日记账和银行存款日记
账必须逐日结出余额。

（８）账页记满时，应办理转页手续。每一账页登记完毕结转下页时，应当结出本页合计数及余额，写
在本页最后一行和下页第一行有关栏内，并在摘要栏内注明“过次页”和“承前页”字样；也可以将本页合

计数及金额只写在下页第一行有关栏内，并在摘要栏内注明“承前页”字样。对需要结计本月发生额的

账户，结计“过次页”的本页合计数应当为自本月初起至本页末止的发生额合计数，如库存现金日记账和

银行存款日记账；对需要结计本年累计发生额的账户，结计“过次页”的本页合计数应当为自年初起至本

页末止的累计数，如主营业务收入、管理费用等；对既不需要结计本月发生额，也不需要结计本年累计发

生额的账户，可以只将每页末的余额结转次页。

（９）实行会计电算化的单位，总账和明细账应当定期打印。

第五节　对账

一、账证核对

账证核对是指核对会计账簿记录与原始凭证、记账凭证的时间、凭证字号、内容、金额是否一致，记账

方向是否相符。

二、账账核对

账账核对是指核对不同会计账簿之间的账簿记录是否相符。包括：（１）所有总账账户借方发生额合
计与贷方发生额合计是否相符；（２）所有总账账户借方余额合计与贷方余额合计是否相符；（３）所有总
账账户余额合计与其所属明细分类账余额合计是否相符；（４）总分类账与序时账核对，即现金日记账和
银行存款日记账的余额与其总账余额是否相符；（５）明细分类账之间核对，即会计部门有关财产物资明
细账余额与财产物资保管、使用部门的有关明细账是否相符。

三、账实核对

账实核对是指各项财产物资、债权债务等账面余额与实有数额之间的核对。造成账实不符的原因是

多方面的，如财产物资保管过程中发生的自然损耗；财产收发过程中由于计量或检验不准，造成多收或少

收的差错；由于管理不善、制度不严造成的财产损坏、丢欠、被盗；在账簿记录中发生的重记、漏记、错记；

由于有关凭证未到，形成未达账项，造成结算双方账实不符；发生意外灾害等。因此，各单位一般需要通

过定期的财产清查来弥补这方面的漏洞，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可靠，提高会计主体的管理水平。

账实核对的内容包括：（１）库存现金日记账账面余额与库存现金数额是否相符；（２）银行存款日记
账账面余额与银行对账单的余额是否相符；（３）各项财产物资明细账账面余额与财产物资的实有数额是
否相符；（４）有关债权债务明细账账面余额与对方单位的账面记录是否相符。

第六节　错账更正方法

一、划线更正法

在结账前发现账簿记录有文字或数字错误，而记账凭证没有错误，采用划线更正法。更正时，可在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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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的文字或数字上划一条红线，在红线的上方填写正确的文字或数字，并由记账及相关人员在更正处盖

章。对于错误的数字，应全部划红线更正，不得只更正其中的错误数字，对于文字错误，可只划去错误的

部分，并使原有字迹仍可辨认，以备查考；然后将正确的文字数字用蓝字或黑字写在被注销的文字或数字

上方，并由记账人员在更正处盖章，以明确责任。

例４ １某会计人员在月底结账前发现账簿记录中有一笔业务的金额多记，其中账户及对应关系没
有错，则应采用的更正方法是（　　）。

Ａ．红字更正法 Ｂ．划线更正法 Ｃ．补充登记法 Ｄ．平行登记法

二、红字更正法

　　记账后在当年内发现记账凭证所记的会计账户错误，或者会计账户无误而所记金额大于应记金额，
从而引起记账错误，采用红字更正法。更正方法是：记账凭证会计账户错误时，用红字填写一张与原记账

凭证完全相同的记账凭证，以示注销原记账凭证，然后用蓝字填写一张正确的记账凭证，并据以记账；记

账凭证会计账户无误而所记金额大于应记金额时，按多记的金额用红字编制一张与原记账凭证应借、应

贷账户完全相同的记账凭证，以冲销多记的金额，并据以记账。

例４ ２某公司在２００７年５月查账时发现，接受另一企业投资的评估价为１０００００元的固定资产在
凭证与账簿中记为“借：固定资产１０００００元；贷：资本公积１０００００”，对于该错账应采用的更正方法
是（　　）。

Ａ．红字更正法 Ｂ．横线登记法 Ｃ．划线更正法 Ｄ．补充登记法

三、补充登记法

记账后发现记账凭证填写的会计账户无误，只是所记金额小于应记金额时，采用补充登记法。更正

方法是：按少记的金额用蓝字编制一张与原记账凭证应借、应贷账户完全相同的记账凭证，以补充少记的

金额，并据以记账。

例４ ３用补充登记法时，应按正确金额与错误金额之差，用蓝字编制一张借贷方向、账户名称及对
应关系与原错误凭证相同的记账凭证，并用蓝字登记入账，以补记少记的金额。（　　）

例４ ４企业从银行提取现金２０００元，作如下会计分录并登记入账。
　　　借：库存现金 ２００
　　　　贷：银行存款 ２００

发现错误后，应将少记的金额用蓝字或黑字填制一张记账凭证，并登记入账。

　　　借：库存现金 １８００
　　　　贷：银行存款 １８００

第七节　结 账

结账是把一定时期内全部经济业务登记入账之后，定期计算出各个账户的本期发生额及期末余额，

结束本期账簿记录。

一、结账的程序

（１）将本期发生的经济业务事项全部登记入账。应补记漏账、错账。不能提前结账，也不能将本期
发生的业务推至下期。

（２）根据权责发生制的要求，调整有关账项，合理确定本期应计的收入和应计的费用。
（３）将损益类账户转入“本年利润”账户，结平所有损益类账户。
（４）结算出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账户的本期发生额和余额，并结转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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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结账的方法

（１）对不需按月结计本期发生额的账户，每次记账以后，都要随时结出余额，每月最后一笔余额即为
月末余额。月末结账时，只需要在最后一笔经济业务事项记录之下划通栏单红线，不需要再结计一次

余额。

（２）库存现金、银行存款日记账和需要按月结计发生额的收入、费用等明细账，每月结账时，要结出
本月发生额和余额，在摘要栏内注明“本月合计”字样，并在下面划通栏单红线。

（３）需要结计本年累计发生额的某些明细账户，每月结账时，应在“本月合计”行下结出自年初起至
本月末止的累计发生额，登记在月份发生额下面，在摘要栏内注明“本年累计”字样，并在下面划通栏单

红线。１２月末的“本年累计”就是全年累计发生额，全年累计发生额下划通栏双红线。
（４）总账账户平时只需结出月末余额。年终结账时，将所有总账账户结出全年发生额和年末余额，

在摘要栏内注明“本年合计”字样，并在合计数下划通栏双红线。

（５）年度终了结账时，有余额的账户，要将其余额结转下年，并在摘要栏注明“结转下年”字样；在下
一会计年度新建有关会计账户的第一行余额栏内填写上年结转的余额，并在摘要栏注明“上年结转”

字样。

见图示（月结与年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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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真题与同步演练

一、单选题

１．下列凭证中，（　　）属于外来原始凭证。
Ａ．购货发票 Ｂ．领料单 Ｃ．销货发票 Ｄ．工资结算单

２．下列凭证中，（　　）属于自制原始凭证。
Ａ．银行付款通知单 Ｂ．购货发票 Ｃ．销货发票 Ｄ．上缴税金收据

３．销售产品收到商业汇票一张，应该填制（　　）类记账凭证。
Ａ．银收字记账凭证 Ｂ．现付字记账凭证 Ｃ．转账凭证 Ｄ．单式凭证

４．记账凭证审核时，一般不包括（　　）。
Ａ．记账凭证是否附有原始凭证，是否同所附原始凭证的内容相符合
Ｂ．记账凭证的时间是否与原始凭证的时间一致
Ｃ．根据原始凭证所作的会计科目和金额是否正确
Ｄ．规定的项目是否填列齐全，有关负责人是否签名或盖章

５．下列不能作为会计核算的原始凭证的是（　　）。
Ａ．发货票 Ｂ．合同书 Ｃ．入库单 Ｄ．领料单

６．货币资金之间的划转业务只编制（　　）。
Ａ．付款凭证 Ｂ．收款凭证 Ｃ．转账凭证 Ｄ．记账凭证

７．原始凭证是在（　　）时取得的。　
Ａ．经济业务发生 Ｂ．填制记账凭证 Ｃ．登记总账 Ｄ．登记明细账

８．必须逐日逐笔登记的账簿是（　　）。
Ａ．明细账 Ｂ．总账 Ｃ．日记账 Ｄ．备查账

二、多选题

１．下列属于自制原始凭证的有（　　）。【２０１１年江苏省试题】
Ａ．销售发票 Ｂ．购料单 Ｃ．材料入库单 Ｄ．工资表

２．下列关于总分类账户与明细类账户的区别，说法正确的有（　　）。【２０１１年江苏省试题】
Ａ．反映经济业务内容的详细程度不同
Ｂ．反映的经济业务内容不同
Ｃ．登记账簿的依据不同
Ｄ．作用不同，总账总括记录经济业务，明细账详细记录经济业务

３．“收料单”是（　　）。
Ａ．外来原始凭证 Ｂ．自制原始凭证 Ｃ．一次凭证　　Ｄ．累计凭证　　Ｅ．记账凭证

４．“限额领料单”是（　　）。
Ａ．外来原始凭证 Ｂ．自制原始凭证 Ｃ．一次凭证　　Ｄ．累计凭证　　Ｅ．转账凭证

５．原始凭证应具备的基本内容有（　　）。
Ａ．原始凭证的名称和填制日期 Ｂ．接受凭证单位名称
Ｃ．经济业务的内容 Ｄ．数量、单价和大小写金额
Ｅ．填制单位和有关人员的签章

６．下列经济业务中，应填制转账凭证的是（　　）。
Ａ．国家以厂房对企业投资 Ｂ．外商以货币资金对企业投资
Ｃ．购买材料未付款 Ｄ．销售商品收到商业汇票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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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支付前欠某单位账款
７．下列经济业务中，应填制付款凭证的是（　　）。
Ａ．提现金备用 Ｂ．购买材料预付定金
Ｃ．购买材料未付款 Ｄ．以存款支付前欠某单位账款
Ｅ．将现金存入银行

８．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Ａ．原始凭证必须记录真实，内容完整
Ｂ．一般原始凭证发生错误，必须按规定方法更正
Ｃ．有关现金和银行存款的收支凭证，如果填写错误必须作废
Ｄ．购买实物的原始凭证，必须有验收证明
Ｅ．一式几联的原始凭证，应当注明各联的用途，只能用一联作为报销凭证

三、判断题

１．原始凭证的填制不得使用圆珠笔与铅笔填写。（　　）
２．转账业务即银行存款在不同企业单位的银行账户之间的划转。（　　）
３．原始凭证和记账凭证都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证明文件。（　　）
４．总分类账和明细分类账一律都是根据记账凭证登记的。（　　）
５．记账以后，发现所记金额小于应记金额，但记账凭证正确，应采用红字更正法进行更正。（　　）
６．备查账簿是对某些在日记账和分类账中未能记录的事项进行补充登记的账簿，因此，各单位必须设
置。（　　）

７．在整个账簿体系中，序时账和分类账是主要账簿，备查账为辅助账簿。（　　）
８．现金日记账和银行存款日记账必须采用订本式账簿，但企业可以用银行对账单代替日记账。（　　）

四、简答题

简述会计凭证的作用。【２０１１年江苏省试题】

参考答案：
一、单选题

１．Ａ　２．Ｃ　３．Ｃ　４．Ｂ　５．Ｂ　６．Ａ　７．Ａ　８．Ｃ

二、多选题

１．ＢＣＤ　２．ＡＣＤ　３．ＢＣ　４．ＢＤ　５．ＡＢＣＤＥ　６．ＡＣＤ　７．ＡＢＤＥ　８．ＡＢＣＤＥ

三、判断题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四、简答题

（１）记录经济业务，提供记账依据；
（２）明确经济责任，强化内部控制；
（３）监督经济活动，控制经济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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