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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参考答案及分析】

（1）乙方案的净现金流量为：

CF0＝-(800+200)＝-1000(万元) （1 分）

CF1-9＝500-(200+50)-72+72＝250(万元) （1 分）

CF10＝250+(200+80)＝530(万元) （1分）

（2）表 1 中丙方案中用字母表示的相关净现金流量和累计净现金流量如下：

（A）＝254（1 分）

（B）＝-250（1 分）

该方案的资金投入方式为分次投入。

（3）甲方案包括建设期的静态投资回收期＝|-1000|/250+1＝5(年) （1 分）

丙方案包括建设期的静态投资回收期＝4+|-250|/254＝4.98(年) （1 分）

（4）甲方案的净现值

＝-1000+250×[（P/A，8%，6）-（P/A），8%，1]

＝-1000+250×（4.6229-0.9259）

＝-75.75（万元）（1分）

乙方案的净现值

＝-1000+250×(P/A,8%,10)+280×(P/F,8%,10)

＝-1000+250×6.7101+280×0.4632

＝807.22(万元) （1分）

因为：甲方案的净现值为-75.75 万元，小于零

所以：该方案不具备财务可行性（0.5 分）

因为：乙方案的净现值为 807.22 万元，大于零

所以：乙方案具备财务可行性（0.5 分）

（5）乙方案的约当年金＝807.22/(P/A,8%，10)＝120.28（万元）（0.5 分）

丙方案的约当年金＝800/(P/A,8%，11)＝112.08（万元）（0.5 分）

因为：120.28 万元大于 101.67 万元

所以：乙方案优于丙方案，应选择乙方案（1 分）

（6）I1＝200 万元,I2＝200+120＝320 万元

N1＝800+100＝900 万股，N2＝800 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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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0 万元（2分）

因为：1280 万元大于 1200 万元

所以公司采用增发普通股方案融资。（1分）

【案例二参考答案及分析】

1.（１）单位标准成本＝20×5+4×2+10×2＝128（元）

直接材料成本差异＝378000－1000×5×20＝278000（元）

直接材料价格差异＝

378000
20 18000

18000

 
  

  ＝18000（元）

直接材料用量差异＝20×（18000－1000×5）＝260000（元）

278000（元）＝260000（元）+18000（元）

直接材料成本差异=直接材料价格差异+直接材料成本差异。（3分）

2.保本销售量＝720000/（350-250）＝7200（件）（1分）

实现目标利润的销售量＝（150000+720000）/（350-250）＝8700（件）。（1分）

3.①副经理孙某发言正确。（0.5 分）

②副经理刘某发言错误。（0.5 分）

理由：公司近几年采用的是固定股利支付率战略。（0.5 分）

③副经理何某发言错误。（0.5 分）

理由：集团公司近年以来业务量水平一直很稳定，适宜编制固定预算法。（0.5 分）

④副经理张某发言错误。（0.5 分）

理由：一般来讲，可控成本应同时符合以下三个条件：（1）责任中心能通过一定的方式

了解将要发生的成本；（2）责任中心能够对成本进行计量；（3）责任中心能够通过自己的行

为对成本加以调节和控制。凡是不能同时符合上述三个条件的成本通常为不可控成本，一般

不在成本中心的责任范围之内。（1分）

⑤总会计师郭某发言错误。（0.5 分）

理由：剩余收益可以用在不同的风险投资上，但是剩余收益属于绝对数指标，不可用于

规模不同的投资中心之间进行比较。（0.5 分）

【案例三参考答案及分析】

1.根据传统本量利分析模型，假定公司产量与销量相等，则达到公司营业利润预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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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量。

Q=(800000+600000)/(1200-800)=3500(件）

据测算，公司在上这一新项目时，其设备的预计产量是 4000 件。这就表明，在这一情

况下，公司的营业利润能达到 600000 元的预期目标，而且还要高出很多，其金额为:

4000×(1200-800)-800000=800000(元） （1分）

2.重新测算。

(1)新产品的单位变动成本保持不变，即 800 元/件。

(2)新产品中与每批次相关的长期变动成本为 300000 元/100 批=3000 元/批，在这种情

况下，单位产品所分摊的长期变动成本为 3000 元/40 件=75 元/件。

(3)新产品的固定成本减少到 500000 元(800000-300000)。

因此，其本利量模型下保利产量即为

Q=(500000+600000)/(1200-800-75)=3385(件） （2 分）

3.假定新产品的每批产量不变，以作业成本法为基础所确定的结果将低于传统模型上的

测算结果(3385<3500)。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每年预计的生产批次为:3385/40=85(批），且总

批量成本实际发生额为 85 批×3000 元/批=255000(元），企业可以降低其总批次成本。（1

分）

4.若公司新产品只能按更小的批量来生产（每批次只生产 30 件），此时每件产品的批次

成本即为 3000/30=100(元），则其本利量模型的保利产销量将改变为：

Q=(500000+600000)/(1200-800-100)=3667(件）。

可见，批次增加相应增加了总批次成本（与批次级作业相关的长期变动成本，并抬高了

保利产销量，从而有可能改变原来的产品生产决策。 （1分）

若公司新产品只能按较大的批量来生产（每批次只生产 50 件），此时每件产品的批次成

本即为 3000/50=60(元），则其本利量模型的保利产销量将改变为：

Q=(500000+600000)/(1200-800–60)=3235(件）

可见，批次减少相应减少了总批次成本（与批次级作业相关的长期变动成本，并降低了

保利产销量，从而有可能改变原来的产品生产决策。 （1 分）

5.①副经理孙某发言错误。（0.5 分）

理由：本企业正处于产品的初创期，适用于稳定或扩张型财务战略，采取权益资本型筹

资战略，实施一体化投资战略，实行零股利或低股利政策。（0.5 分）

②副总经理刘某发言错误。（0.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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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企业内部价值链分析，抓好企业基础设施的工作，属于辅助活动，而不是基本活

动。（0.5 分）

③董事钱某发言错误。（0.5 分）

理由：直接材料价格差异，是在采购过程中形成的，应该由采购部门负责；直接人工工

资率差异，一般来说应该由劳动人事部门负责；变动制造费用耗费差异应该由生产部门负责；

直接人工效率差异，也应该由生产部门负责。（0.5 分）

④副经理赵某发言错误。（0.5 分）

理由：企业近几年家具产量水平一直很稳定，适宜于编制固定预算。（0.5 分）

【案例四参考答案及分析】

1.普通股成本

股利折现模型：

0.4 (1 5%) 5% 12%
6

K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6% 2 (12% 6%) 18%K     

12% 18%= =15%
2


简单平均资本成本

折现率(加权平均资本成本)=12%×（1-25%）×50%+15%×50%=12%。（2分）

2.运用现金流量折现法计算甲公司的价值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自由现金流量 500 600 1000 1200 1100

股权资本成本 12% 12% 12% 12% 12%

折现系数 0.8929 0.7972 0.7118 0.6355 0.5674

折现价值 446.45 478.32 711.8 762.6 624.14

预测期价值＝3023.31（万元）

2018 年年末的价值＝1100×（1+8%）/（12%-8%）＝29700（万元）

后续期价值＝29700×0.5674＝16851.78（万元）

甲公司的价值＝3023.31+16851.78＝19875.09（万元） （3分）

3.运用市盈率法计算甲公司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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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股净利润=股利/股利支付率=0.4/25%=1.6（元/股）

甲公司净利润=1.6×1000=1600（万元）

甲公司企业价值=1600×12=19200（万元） （1 分）

【注】运用现金流量折现法计算甲公司的价值与运用市盈率法计算甲公司的价值由于采

用的方法不同，所以计算的结果不同。

4.①副经理孙某发言错误。（0.5 分）

理由：直接人工工资率差异一般来说应该由劳动人事部门负责。（0.5 分）

②总会计师王某的发言错误。（0.5 分）

理由：作业成本中的仓储、检验作业属于非增值作业。（0.5 分）

③董事长李某发言错误。（0.5 分）

理由：企业员工、业务部门、管理层构成了风险管理的第一道防线；董事会构成了风险

管理的第三道防线。（0.5 分）

④财务部经理赵某发错误。（0.5 分）

理由：企业可以选择销售其部分有价值的资产进行融资，是销售资产融资战略，不是股

权融资战略。（0.5 分）

【案例五参考答案及解析】

（1）此项工作安排不存在不当之处。 （1 分）

（2）此项工作安排存在不当之处。 （0.5 分）

不当之处：检查工作仅限于内部控制制度的运行情况。（1分）

理由：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应当综合评价内部控制设计与运行情况。（1 分）

（3）此项工作安排存在不当之处。（0.5 分）

不当之处：评价工作组将评价结果及现场评价报告向被审计单位进行通报，由被审计单

位相关负责人签字确认后，提交董事会，董事会审批后确定，直接用于企业内部管理，不对

外披露。（1分）

理由：现场评价报告应在由被评价单位相关负责人签字确认后，提交给企业内部控制评

价部门，内部控制评价部门以汇总的评价结果和认定的内部控制缺陷为基础，综合内部控制

工作整体情况，客观、公正、完整地编制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并报送企业经理层、董事会和

监事会，由董事会最终审定。上市公司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必须向社会公开披露，内部控

制评价报告通常应于基准日后 4 个月内报出。（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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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此项工作安排存在不当之处。（0.5 分）

不当之处（1）对于一般缺陷、重要缺陷和重大缺陷，都及时向董事会及其审计委员会、

监事会报告。（1分）

理由：对于一般缺陷和重要缺陷，通常向企业经理层报告，并视情况考虑是否需要向董

事会及其审计委员会、监事会报告；对于重大缺陷，应当及时向董事会及其审计委员会、监

事会和经理层报告。（1.5 分）

不当之处（2）为了减轻评价工作对正常经营活动的影响，在本次内部控制评价中，仅

采用调查问卷法和专题讨论法实施测试和评价。（1 分）

理由：评价过程中应按照有利于收集内部控制设计、运行是否有效的证据的原则、充分

考虑所收集证据的适当性与充分性，综合运用评价方法。（1.5 分）

（5）此项工作存在不当之处。 （0.5 分）

不当之处：2016 年内部控制审计主要对甲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中存在的重要性错误

进行审计。（1 分）

理由：某会计师事务所应当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的相关规定实施内部控制审

计，内部控制审计不是对内部控制评价进行审计，而是对特定基准日内部控制设计与运行的

有效性进行审计。（1.5 分）

【案例六参考答案及解析】

1.事项（1）的处理不正确。 （1分）

理由：单位年度预算执行中，因项目已完成，不需要继续支出的资金，中央部门应及时

清理，由财政部收回。（1分）

2.事项（2）的处理不正确。（1 分）

理由：事业单位为社会公众提供公益性服务，内部控制目标不应确定为“以经济效益为

中心增收节支”。（1分）

3.事项（3）的处理不正确。（1 分）

理由：对结转资金中预计当年难以支出的部分，除基本建设项目外，中央部门按照规定

程序报经批准后，可调剂用于其他急需资金的支出。（1 分）

4.事项（4）的处理不正确。（1 分）

理由：采购人采购纳入集中采购目录的政府采购项目，应当实行集中采购，必须委托集

中采购机构代理采购，不能由单位直接采购。（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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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事项（5）处理不正确。（1分）

理由：依据政府收支分类的要求，依据国家相关规定安排的购房补贴预算的，按照政府

支出功能分类科目应列入“住房保障支出”类；按照政府支出经济分类科目应列入“对个人

和家庭的补助”类。（1 分）

【案例七参考答案及解析】

（1）事项（1）会计处理不正确。（1 分）

理由：甲公司确认债券投资的摊余成本=1018.87 万元，其公允价值为 1080 万元，确认

的其他综合收益金额 61.13 万元。（1 分）

（2）事项（2）会计处理正确。（1分）

理由：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重分类日，该投资的账面价值与

其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所有者权益，在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发生减值或终止确认时转

出，计入当期损益。（1 分）

（3）事项（3）会计处理不正确。（1 分）

理由：不能因为其他企业曾经发生过境外衍生品投资巨额亏损事件，就不利用境外衍生

品市场进行原材料橄榄的套期保值。（1分）

（4）事项（4）会计处理不正确。 （1分）

理由：甲公司应该将该预期交易的套期划分为现金流量套期。

现金流量套期是指对现金流量变动风险进行的套期。该类现金流量变动源于与确认的资

产或负债、很可能发生的预期交易有关的某类特定风险，且将影响企业的损益。甲公司将在

未来购入橄榄，属于很可能发生的预期交易、其价格的变动将使甲公司现金流量发生变化（购

买橄榄支付的价款），而且将影响企业损益（橄榄价格的高低将影响该合同的利润）。（1 分）

（5）事项（5）会计处理正确。（1分）

理由：套期保值的一般原则包括；①种类相同或相关原则；②数量相等或相当原则；③

交易方向相反原则；④月份相同或相近原则。（1分）

【案例八参考答案及分析】

1.

年份 2017 2018 2019

自由现金流量 22 000 24 200 26 620

2019 年年末的价值=26 620×（1+5%）/（15%-5%）=279510（万元） （1 分）



8

A 公司的企业价值=22 000×0.8696+24 200×0.7561+26 620×0.6575+279510×

0.6575=238709.30（万元） （1分）

并购收益=670 000-420 000-238709.30=11290.70（万元）

并购溢价=245 000-238709.30=6290.70（万元）

并购净收益=11290.70-6290.70-1 000=4 000(万元)

由于并购净收益大于零，故应收购 A 公司 （2 分）

2.（1）该项交易形成企业合并。（0.5 分）

理由：通过 2015 年和 2016 年两次投资，甲公司持有乙公司的股权达到 80%，能够对乙

公司实施控制。（1 分）

（2）该项交易属于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0.5 分）

理由：收购前甲公司与乙公司之前不存在关联方关系。（1分）

3.合并财务报表中，对于购买日之前持有的被购买方的股权，应当按照该股权在购买日

的公允价值进行重新计量，公允价值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投资收益。（1分）

甲公司所持乙公司的原有 20%股权对合并报表损益项目的影响金额=1100-1080=20(万

元）。（1 分）

4.（1）购买日合并财务报表中的企业合并成本=1100+3800=4900（万元）。（1 分）

（2）甲公司购入乙公司股权的合并成本是 4900 万元，大于享有的购买日乙公司可辨认

净资产公允价值的份额 4400（5500×80%）万元，所以是产生商誉的。

商誉的金额=4900-5500×80%=500（万元）。 （2 分）

5.（1）甲公司进一步购买乙公司 18%股权的交易属于母公司购买子公司少数股权的交

易。（1分）

理由：因为甲公司通过多次购买乙公司的股权达到企业合并后，又自乙公司的少数股东

处取得了乙公司 18%的股权。（1 分）

（2）经调整后的乙公司 2016 年实现的净利润=680-（1450-850）/20=650（万元）。（1

分）

自购买日持续计算的乙公司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5500+650=6150（万元）。（1 分）

新取得的少数股权投资成本 1356 万元与按照新增持股比例计算应享有乙公司自购买日

开始持续计算的净资产份额 1107 万元（6150×18%）之间的差额 249 万元应调整资本公积，

资本公积不足冲减的，调整留存收益，也就是对合并财务报表中股东权益的影响金额为 249

万元。（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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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次交易不产生商誉。（1 分）

理由：母公司追加投资控制权不变，合并报表上不得确认新的商誉，商誉金额仍然是

500 万元。（1 分）

【案例九参考答案及解析】

1.事项（1)的处理不正确。（1分）

理由：在编制基本支出预算时，预算单位基本支出自主调整的范围仅限于人员经费经济

分类款级科目之间或日常公用经费支出经济分类款级科目之间的必要调剂，人员经费和日常

公用经费之间不允许自主调整。（1分）

2.事项（2）中，有关支出功能分类的建议正确，有关支出经济分类的建议不正确。（1

分）

正确处理：按支出经济分类科目，应列入“商品和服务支出”类。（1 分）

3.事项（3）的处理不正确。（1 分）

理由：项目资金应按规定用途使用；在年度预算执行中确需调整用途的，需报财政部审

批。（1分）

4.事项（4）的处理不正确。（1 分）

理由：根据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的相关规定，中央级事业单位将国有资产对外出租，

须经主管部门审核后报同级财政部门审批，中央级事业单位取得的收入应当全部上缴中央国

库。（1分）

5.事项（5）财务处建议对盘盈设备暂行处理，财政部门批复后再行调整正确；对资金

挂账损失的处理建议不正确。（1 分）

理由：财政部门批复、备案前的资产损失和资金挂账，单位不得自行进行账务处理，不

得销账，待财政部门批复、备案后，进行账务处理。（1 分）

6.事项（6）的处理不正确。（1 分）

理由：事业单位不得使用财政拨款及其结余进行对外投资，不得从事股票、期货、基金、

企业债券等投资。（1分）

7.事项（7）的处理不正确。（1 分）

理由：中央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出租、出借取得的收入，应按照规定纳入一般预算管理，

全部上缴中央国库,支出通过一般预算安排，用于收入上缴部门的相关支出，专款专用。（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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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事项（8）的处理不正确。（1 分）

理由：购置有规定配备标准或限额以上资产的，应先报经财政部门审批同意后，才能将

资产购置项目列入年度部门预算，并在进行项目申报时一并报送资产购置批复文件。（1 分）

9.事项（9）的处理不正确。（1 分）

正确的会计处理：增加事业支出、减少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各 100 万元。增加无形资产

和非流动资产基金（无形资产）各 100 万元。（1分）

10.事项（10）会计处理不正确。（1 分）

正确的会计处理：增加固定资产 600 万元，增加非流动资产基金（固定资产）100 万元，

增加长期应付款 500 万元；同时，确认事业支出 100 万元，减少银行存款 100 万元。（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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