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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中级会计职称《财务管理》考试真题及参考答案解析

一、单项选择题

1.在生产能力有剩余的情况下，下列各项成本中，适合作为增量产品定价基础的是 （ ）。

A.固定成本

B.制造成本

C.全部成本

D.变动成本

【答案】D
【解析】变动成本是指在特定的业务量范围内，其总额会随业务量的变动而变动的成本。变

动成本可以作为增量产量的定价依据。

2.某企业向银行借款 500 万元，利率为 5.4%，银行要求 10%的补偿性余额，则该借款的实 际

利率是（ ）。

A.6% B.5.4% C.4.86% D.4.91%
【答案】A
【解析】该借款的实际利率=5.4%/（1-10%）=6%。

3.某ST公司在2018年3月5日宣布其发行的公司债券本期利息总额为8980万元将无法于 原

定付息日 2018 年 3 月 9 日全额支付，仅能够支付 500 万元，则该公司债务的投资者面临的

风险是（ ）。

A. 价格风险 B.购买力风险 C.变现风险 D.违约风险

【答案】D
【解析】违约风险是指证券资产发行者无法按时兑付证券资产利息和偿还本金的可能性

4.与企业价值最大化财务管理目标相比，股东财富最大化目标的局限性是（ ）。

A. 对债权人的利益重视不够

B. 容易导致企业的短期行为

C. 没有考虑风险因素

D. 没有考虑货币时间价值

【答案】A
【解析】股东财富最大化目标强调得更多的是股东利益，而对其他相关者的利益重视不 够，

所以选择选项 A。企业价值最大化和股东财富最大化目标都考虑了风险因素和货币时间 价

值，都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企业的短期行为。

5..某公司预计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产品销量分别为 140 万件和 200 万件，第一季度期初产

品存货量为 14 万件，预计期末存货量为下季度预计销量的 10%，则第一季度的预计生产量

（ ）。 万件。

A.146 B.154 C.134 D.160
【答案】A
【解析】第一季度的预计生产量=期末产品存货量+本期销售量-期初产品存货量=200×

10%+140-14=146（万件）。

6.在对某独立投资项目进行财务评价时，下列各项中，并不能据以判断该项目具有财 务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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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性的是（ ）。

A. 以必要报酬率作为折现率计算的项目，现值指数大于 1
B. 以必要报酬率作为折现率计算的项目，净现值大于 0
C. 项目静态投资回收期小于项目寿命期

D. 以必要报酬率作为折现率，计算的年金净流量大于 0
【答案】C
【解析】在评价单一方案时，当净现值大于 0 时，现值指数大于 1，年金净流量大于 0，内 含

报酬率大于要求的报酬率，项目具有财务可行性，所以选项 A、B、D 正确。静态投资回收 期

是辅助评价指标，需要跟设定的期限进行比较来判断项目是否可行，而不是跟项目寿命期 进

行比较，选项 C 错误。

7.有种观点认为，企业支付高现金股利可以减少管理者对于自由现金流量的支配，从而 在

一定程度上抑制管理者的在职消费，持这种观点的股利分配理论是（ ）。

A. 所得税差异理论

B. 代理理论

C. 信号传递理论

D. “手中鸟”理论

【答案】B
【解析】代理理论认为，股利的支付能够有效地降低代理成本。首先，股利的支付减少 了

管理者对自由现金流量的支配权，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公司管理者的过度投资或在职

消费行为，从而保护外部投资者的利益；其次，较多的现金股利发放，减少了内部融资，

导 致公司进入资本市场寻求外部融资，从而公司将接受资本市场上更多的、更严格的监督，

这 样便通过资本市场的监督减少了代理成本。

8.某产品的预算产量为 10000件，实际产量为 9000件，实际发生固定制造费用 180000万 元，

固定制造费用标准分配率为 8 元/小时，工时标准为 1.5 小时/件，则固定制造费用成本差 异

为（ ）。

A.超支 72000 元

B.节约 60000 元

C.超支 60000 元

D.节约 72000 元

【答案】A
【解析】固定制造费用成本差异=180000-9000×8×1.5=72000（超支）。

9.某公司当年的资本成本率为 10%，现金平均持有量为 30 万元，现金管理费用为 2 万元，现

金与有价证券之间的转换成本为 1.5 万元，则该公司当年持有现金的机会成本是（ ） 万元。

A.5 B.3.5 C.6.5 D.3
【答案】D
【解析】持有现金的机会成本=30×10%=3（万元）。

10.下列各项条款中，有利于保护可转换债券持有者利益的是（ ）。

A. 无担保条款

B. 赎回条款

C. 回售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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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强制性转换条款

【答案】C
【解析】回售条款是指债券持有人有权按照事先约定的价格将债券卖回给发债公司的条 件

规定。回售一般发生在公司股票价格在一段时期内连续低于转股价格达到某一幅度时。回 售

对于投资者而言实际上是一种卖权，有利于降低投资者的持券风险，所以回售条款有利于 保

护可转换债券持有者利益。

11.某公司在编制成本费用预算时，利用成本性态模型（Y=a+bX），测算预算期内各种 可能

的业务量水平下的成本费用，这种预算编制方法是（ ）。

A. 零基预算法

B. 固定预算法

C. 弹性预算法

D. 滚动预算法

【答案】C
【解析】弹性预算法又称动态预算法，是在成本性态分析的基础上，依据业务量、成本 和

利润之间的联动关系，按照预算期内可能的一系列业务量（如生产量、销售量、工时等）水

平编制系列预算的方法。而利用总成本性态模型（Y=a+bX）对应的是弹性预算法中的公式

法。

12.下列财务指标中，最能反映企业即时偿付短期债务能力的是（ ）。

A. 资产负债率

B. 流动比率

C. 权益乘数

D. 现金比率

【答案】D
【解析】现金比率剔除了应收账款对偿债能力的影响，最能反映企业直接偿付流动负债 的

能力。

13.下列筹资方式中，能给企业带来财务杠杆效应的是（ ）。

A. 发行普通股

B. 认股权证

C. 融资租赁

D. 留存收益

【答案】C
【解析】融资租赁属于债务筹资，可以带来财务杠杆效应。

14.根据作业成本管理原理，下列关于成本节约途径的表述中，不正确的是（ ）。

A. 将外购交货材料地点从厂外临时仓库变更为材料耗用车间属于作业选择

B. 将内部货物运输业务由自营转为外包属于作业选择

C. 新产品在设计时尽量考虑利用现有其他产品使用的原件属于作业共享

D. 不断改进技术降低作业消耗时间属于作业减少

【答案】A
【解析】作业消除是指消除非增值作业或不必要的作业，降低非增值成本。如将原材料 从

集中保管的仓库搬运到生产部门，将某部门生产的零件搬运到下一个生产部门都是非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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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如果条件许可，将原料供应商的交货方式改变为直接送达原料使用部门，将功能性的

工厂布局转变为单元制造式布局，就可以缩短运输距离，削减甚至消除非增值作业。

15.已知银行存款利率为 3%，通货膨胀为 1%，则实际利率为（ ）。

A.1.98% B.3% C.2.97% D.2%
【答案】A
【解析】实际利率=（1+名义利率）/（1+通货膨胀率）-1=（1+3%）/（1+1%）-1=1.98%。

16.下列财务分析指标中能够反映收益质量的是（ ）。

A. 营业毛利率

B. 每股收益

C. 现金营运指数

D. 净资产收益率

【答案】C
【解析】收益质量是指会计收益与公司业绩之间的相关性。如果会计收益能如实反映公 司

业绩，则其收益质量高；反之，则收益质量不高。收益质量分析，主要包括净收益营运指 数

分析与现金营运指数分析。

17.某公司基期息税前利润 1000 万元，基期利息费用为 400 万元，假设与财务杠杆相关的 其

他因素保持变，则该公司计划期的财务杠杆系数为（ ）。

A.2.5 B.1.67 C.1.25 D.1.88
【答案】B
【解析】DFL=基期息税前利润/基期利润总额=1000/（1000-400）=1.67。

18.某航空公司为开通一条国际航线，需增加两架空客飞机，为尽快形成航运能力，下 列筹

资方式中，该公司通常会优先考虑（ ）。

A. 普通股筹资

B. 债券筹资

C. 优先股筹资

D. 融资租赁筹资

【答案】D
【解析】在资金缺乏情况下，融资租赁能迅速获得所需资产。大型企业的大型设备、工 具

等固定资产，也经常通过融资租赁方式解决巨额资金的需要，如商业航空公司的飞机，大 多

是通过融资租赁取得的。

19.债券内在价值计算公式中不包含的因素是（ ）。

A. 债券市场价格

B. 债券面值

C. 债券期限

D. 债券票面利率

【答案】A
【解析】影响债券内在价值的因素主要有债券的面值、期限、票面利率和所采用的贴现 率

等因素。债券的市场价格不影响债券内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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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下列各项中，不属于债务筹资优点的是（ ）。

A. 可形成企业稳定的资本基础

B. 筹资弹性较大

C. 筹资速度较快

D. 筹资成本负担较轻

【答案】A
【解析】债务筹资的优点：（1）筹资速度较快：（2）筹资弹性较大：（3）资本成本 负担

较轻；（4）可以利用财务杠杆；（5）稳定公司的控制权。选项 A 属于股权筹资的优点。

21.下列各项中不属于普通股股东权利的是（ ）。

A. 剩余财产要求权

B. 固定收益权

C. 转让股份权

D. 参与决策权

【答案】B
【解析】普通股股东的权利：（1）公司管理权；（2）收益分享权；（3）股份转让权； （4）
优先认股权；（5）剩余财产要求权。普通股股东获得的股利数额是不确定的，所以选 项 B
不属于普通股股东的权利。

22.下列各项因素中，不影响存货经济订货批量计算结果的是（ ）。

A. 存货年需要量

B. 单位变动储存成本

C. 保险储备

D. 每次订货变动成本

【答案】C
【解析】存货经济订货批量= 存货年需要量每次订货变动成本 单位变动储存成本 ，所以选

项 C 不影响存货经济 订货批量。

23.计算下列筹资方式的资本成本时需要考虑企业所得税因素影响的是（ ）。

A. 留存收益资本成本

B.债务资本成本

C.普通股资本成本

D.优先股资本成本

【答案】B
【解析】利息费用在税前支付，可以起抵税作用，所以需要考虑所得税税率，计算税后 债

务资本成本。而普通股股利和优先股股利都是用税后净利润支付的，所以选项 A、C、D不 考

虑企业所得税因素。

24.一般而言，营运资金指的是（ ）。

A. 流动资产减去存货的余额

B. 流动资产减去流动负债的余额

C. 流动资产减去速动资产后的余额

D. 流动资产减去货币资金后的余额

【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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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营运资金=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25.某公司购买一批贵金属材料，为避免资产被盗而造成的损失，向财产保险公司进行 了投

保，则该公司采取的风险对策是（ ）。

A. 规避风险

B. 接受风险

C. 转移风险

D. 减少风险

【答案】C
【解析】对可能给企业带来灾难性损失的资产，企业以一定代价，采取某种方式将风险 损

失转嫁给他人承担，如向专业性保险公司投保等。

二、多项选择题

1. 与货币市场相比，资本市场的特点有（ ）。

A. 投资收益较高

B. 融资期限较长

C. 投资风险较大

D. 价格波动较小

【答案】ABC
【解析】资本市场主要特点是：（1）融资期限长。至少 1 年以上，最长可达 10 年甚至 10 年

以上。（2）融资目的是解决长期投资性资本的需要，用于补充长期资本，扩大生产能力。（3）
资本借贷量大。（4）收益较高但风险也较大。

2. 下列指标中适用于对利润中心进行业绩考评的有（ ）。

A. 投资报酬率

B. 部门边际贡献

C. 剩余收益

D. 可控边际贡献

【答案】BD
【解析】在通常情况下，利润中心采用利润作为业绩考核指标，分为边际贡献、可控边 际

贡献和部门边际贡献。所以选项 B、D 正确。对投资中心的业绩进行评价时，不仅要使用利

润指标，还需要计算、分析利润与投资的关系，主要有投资报酬率和剩余收益等指标。所以

选项 A、C 错误。

3. 某项目需要在第一年年初投资 76 万元，寿命期为 6 年，每年末产生现金净流量 20 万元。

已知（P/A，14%，6）=3.8887，（P/A，15%，6）=3.7845。若公司根据内含报酬率法认定该

项目具有可行性，则该项目的必要投资报酬率不可能为（ ）。

A.16% B.13% C.14% D.15%
【答案】AD
【解析】根据题目可知：20×（P/A，内含报酬率，6）-76=0，（P/A，内含报酬率，6） =3.8，
所以内含报酬率在 14%~15%之间。又因为项目具有可行性，所以内含报酬率大于必要 报酬

率，所以必要报酬率不能大于等于 15%，即选项 A、D 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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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下列风险中，属于非系统风险的有（ ）。

A. 经营风险

B. 利率风险

C. 政治风险

D. 财务风险

【答案】AD
【解析】非系统风险,是指发生于个别公司的特有事件造成的风险。系统风险又被称为 市场

风险或不可分散风险，是影响所有资产的、不能通过资产组合而消除的风险。这部分风 险

是由那些影响整个市场的风险因素所引起的。这些因素包括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动、国家经 济

政策的变化、税制改革、企业会计准则改革、世界能源状况、政治因素等等。所以选项 A、
D正确。

5. 企业持有现金，主要出于交易性、预防性和投机性三大需求，下列各项中体现了交易 性

需求的有（ ）。

A. 为满足季节性库存的需求而持有现金

B. 为避免因客户违约导致的资金链意外断裂而持有现金

C. 为提供更长的商业信用期而持有现金

D. 为在证券价格下跌时买入证券而持有现金

【答案】AC
【解析】企业的交易性需求是指企业为了维持日常周转及正常商业活动所需持有的现金额。

预防性需求是指企业需要持有一定量的现金，以应付突发事件。投机性需求是企业需要持有

一定量的现金以抓住突然出现的获利机会。选项 B 属于应付突发事件，所以是预防性需求；

选项 D 是企业需要持有一定量的现金以抓住突然出现的获利机会，所以是投机性需求。

6. 与银行借款筹资相比，公开发行股票筹资的优点有（ ）。

A. 提升企业知名度

B. 不受金融监管政策约束

C. 资本成本较低

D. 筹资对象广泛

【答案】AD
【解析】公司公开发行的股票进入证券交易所交易，必须受严格的条件限制，选项 B 错 误。

由于股票投资的风险较大，收益具有不确定性，投资者就会要求较高的风险补偿。因此， 股

票筹资的资本成本较高，选项 C 错误。

7. 下列各项中，属于财务绩效定量评价的有（ ）。

A. 经营增长

B. 资产质量

C. 盈利能力

D. 债务风险

【答案】ABCD
【解析】财务绩效定量评价是指对企业一定期间的盈利能力、资产质量、债务风险和经 营

增长四个方面进行定量对比分析和评判。

8. 与增发新股筹资相比，留存收益筹资的优点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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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筹资成本低

B.有助于增强公司的社会声誉

C.有助于维持公司的控制权分布

D.筹资规模大

【答案】AC
【解析】企业从外界筹集长期资本，与普通股筹资相比较，留存收益筹资不需要发生筹 资

费用，资本成本较低，选项 A 正确。利用留存收益筹资，不用对外发行新股或吸收新投资

者，由此增加的权益资本不会改变公司的股权结构，不会稀释原有股东的控制权，选项 C 正

确。

9. 下列财务决策方法中，可用于资本结构优化决策的有（ ）。

A. 公司价值分析法

B. 安全边际分析法

C. 每股收益分析法

D. 平均资本成本比较法

【答案】ACD
【解析】资本结构优化，要求企业权衡负债的低资本成本和高财务风险的关系，确定合

理的资本结构。资本结构优化的方法主要有：每股收益分析法、平均资本成本比较法、公司

价值分析法。

10.下列各项中，属于固定或稳定增长的股利政策优点的有（ ）。

A.稳定的股利有利于稳定股价

B.稳定的股利有利于树立公司的良好形象

C.稳定的股利使股利与公司盈余密切挂钩

D.稳定的股利有利于优化公司资本结构

【答案】AB
【解析】固定或稳定增长股利政策的优点有：（1）稳定的股利向市场传递着公司正常 发展

的信息，有利于树立公司的良好形象，增强投资者对公司的信心，稳定股票的价格。 （2）
稳定的股利额有助于投资者安排股利收入和支出，有利于吸引那些打算进行长期投资并对股

利有很高依赖性的股东。（3）固定或稳定增长的股利政策可能会不符合剩余股利理论，但 考

虑到股票市场会受多种因素影响（包括股东的心理状态和其他要求），为了将股利或股利 增

长率维持在稳定的水平上，即使推迟某些投资方案或暂时偏离目标资本结构，也可能比降 低

股利或股利增长率更为有利。选项 A、B 正确。

三、判断题

1.根据量本利分析基本原理，保本点越高企业经营越安全。（ ）

【答案】×

【解析】通常采用安全边际率这一指标来评价企业经营是否安全。安全边际或安全边际 率

越大，经营风险越小、经营越安全，所以说法错误。

2.净资产收益率是一个综合性比较强的财务分析指标，是杜邦财务分析体系的起点。 （ ）

【答案】√

【解析】净资产收益率是一个综合性最强的财务分析指标，是杜邦分析体系的起点。

1. 在企业盈利状态下进行利润敏感性分析时，固定成本的敏感系数大于销售量的敏感系

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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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解析】销售量的敏感系数=边际贡献/EBIT； 固定成本的敏感系数=固定成本/EBIT。敏感系

数的正 负号表示的是变动方向，进行排序的时候不考虑正负号。因为分母相同，所以比较

分子即 可，而在不亏损的状态下，销售收入-变动成本-固定成本＞0，边际贡献-固定成本＞

0，边 际贡献＞固定成本，所以销售量的敏感系数＞固定成本的敏感系数。

2. 在紧缩型流动资产投资策略下，企业一般会维持较高水平的流动资产与销售收入比率，

因此财务风险与经营风险较小。（ ）

【答案】×

【解析】在紧缩的流动资产投资策略下，企业维持低水平的流动资产与销售收入比率。 紧

缩的流动资产投资策略可以节约流动资产的持有成本，但与此同时可能伴随着更高风险，所

以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较高。

3. 企业投资于某公司证券可能因该公司破产而引发无法收回其本金的风险，这种风险属 于

非系统风险。（ ）

【答案】√

【解析】非系统性风险是公司特有风险，公司特有风险是以违约风险、变现风险、破产 风

险等形式表现出来的。破产风险是指在证券资产发行者破产清算时投资者无法收回应得权

益的可能性。

4. 标准差率可用于收益率期望值不同的情况下的风险比较，标准差率越大，表明风险越 大。

（ ）

【答案】√

【解析】方差和标准差作为绝对数，只适用于期望值相同的决策方案风险程度的比较。 对

于期望值不同的决策方案，评价和比较其各自的风险程度只能借助于标准差率这一相对数

值。在期望值不同的情况下，标准差率越大，风险越大；反之，标准差率越小，风险越小。

5. 在计算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时，采用市场价值权数能够反映企业期望的资本结构，但不 能

反映筹资的现时资本成本。（ ）

【答案】×

【解析】市场价值权数以各项个别资本的现行市价为基础来计算资本权数，确定各类资 本

占总资本的比重。其优点是能够反映现时的资本成本水平，有利于进行资本结构决策。但 现

行市价处于经常变动之中，不容易取得，而且现行市价反映的只是现时的资本结构，不适 用

未来的筹资决策。

6. 变动成本是指在特定的业务量范围内，其总额会随业务量的变动而成正比例变动的成

本。（ ）

【答案】√

【解析】变动成本是指在特定的业务量范围内，其总额会随业务量的变动而成正比例变 动

的成本。

7. 增量预算法有助增加预算编制透明度，有利于进行预算控制调。 （ ） （2019 年教材

已对该知识点进行改编，重新表述）

【答案】×

【解析】零基预算的优点表现在：（1）以零为起点编制预算，不受历史期经济活动中的不

合理因素影响，能够灵活应对内外环境的变化，预算编制更贴近预算期企业经济活动需要

；（2）有助于增加预算编制透明度，有利于进行预算控制。

8. 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通货膨胀一般导致市场利率下降，从而降低了企业的筹资 难度。

（ ）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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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通货膨胀会引起利率上升，加大企业的筹资成本，增加企业的筹资难度。

四、计算分析题

1.乙公司 2017 年采用 N/30 的信用条件，全年销售额（全部为赊销）为 10000 万元，平 均

收现期为 40 天。2018 年初乙公司为了尽快收回货款提出了“2/10，N/30”的信用条件，

新的折扣条件对销售额没有影响，但坏账损失及收账费用共减少 200 万元，预计占销售额

一 半的客户将享受现金折扣优惠，享受现金折扣优惠的客户均在第 10 天付款，不享受现

金折 扣的客户平均付款期是 40 天。该公司资本成本为 15%，变动成本率为 60%。 假设

一年按 360 天计算，不考虑增值税及其他因素的影响。

要求：

（1）计算改变信用条件引起的现金折扣成本的增加额；

（2）计算改变信用条件后应收账款的平均收现期；

（3）计算改变信用条件引起的应收账款的机会成本增加额；

（4）计算改变信用条件引起税前利润增加额；

（5）判断提出的信用条件是否可行并说明理由。

【答案】

（1）改变信用条件引起的现金折扣成本的增加额=10000×2%×50%=100（万元）

（2）改变信用条件引起应收账款的平均收现期=10×50%+40×50%=25（天）

（3）应收账款的平均机会成本增加额 =（10000/360×25-10000/360×40）×60%×15%=-37.5
（万元）

（4）改变信用条件引起税前利润增加额=-100-（-37.5）-（-200）=137.5（万元）

（5）因为增加的税前损益 137.5 万元大于 0，所以该信用政策改变是可行的。

2.丙公司只生产 L 产品，计划投产一种新产品，现有 M、N 两个品种可供选择，相关资料

如下：

资料一：L 产品单位售价为 600 元，单位变动成本为 450 元，预计年产销量为 2 万件。

资料二：M 产品的预计单价 1000 元，边际贡献率为 30%，年产销量为 2.2 万件，开发 M
产品需增加一台设备将导致固定成本增加 100 万元。

资料三：N 产品的年边际贡献总额为 630 万元，生产 N 产品需要占用原有 L 产品的生产

设备，将导致 L 产品的年产销量减少 10%。
丙公司采用量本利分析法进行生产产品的决策，不考虑增值税及其他因素的影响。

要求：

（1）根据资料二，计算 M 产品边际贡献总额；

（2）根据（1）的计算结果和资料二，计算开发 M 产品对丙公司息税前利润的增加额；

（3）根据资料一和资料三，计算开发 N 产品导致原有 L 产品的边际贡献减少额；

（4）根据（3）的计算结果和资料三，计算开发 N 产品对丙公司息税前利润的增加额。

（5）投产 M 产品或 N 产品之间做出选择并说明理由。

【答案】

（1）M 产品边际贡献总额=1000×2.2×30%=660（万元）

（2）息税前利润的增加额=660-100=560（万元）

（3）边际贡献减少额=（600-450）×2×10%=30（万元）

（4）息税前利润的增加额=630-30=600（万元）

（5）生产 M 产品对丙公司息税前利润的增加额 560 万元小于开发 N 产品对丙公司息税

前利润的增加 600 万元，因此，应该投产 N 产品。

3. 甲公司编制现金预算的相关资料如下:
资料一：甲公司预计 2018 年每季度的销售收入中，有 70%在本季度收到现金，30%在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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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收到现金，不存在坏账。2017 年末应收账款余额为零。不考虑增值税及其他因素的影

响。

资料二：甲公司 2018 年末各季度的现金预算如下表所示：

甲公司 2018 年各季度现金预算 单位：万元

季度 一 二 三 四

期初现金余额 500 （B） 1088 1090

预计销售收入 2000 3000 4000 3500

现金收入 （A） 2700 （C） 3650

现金支出 1500 - 3650 1540

现金余缺 - -700 - （D）

向银行借款 - - - -

归还银行借款及利息 - - - -

期末现金余额 - - - -

注：表内“*”为省略的数值。

要求：

（1）计算 2018 年末预计应收账款余额。

（2）计算表中用字母代表的数值。

【答案】

（1）2018 年末预计应收账款余额=3500×30%=1050（元）

（2）A=2000×70%=1400（万元）

B=1000（万元）

C=4000×70%+3000×30%=3700（万元）

D=1090+3650-1540=3200（万元）。

4. 丁公司 2017 年末的资产总额为 60000 万元，权益资本占资产总额的 60%，当年净利

润为 7200 万元，丁公司认为其股票价格过高，不利于股票流通，于 2017 年末按照 1:2 的

比 例进行股票分割，股票分割前丁公司发行在外的普通股股数为 2000 万股。 根据 2018
年的投资计划，丁公司需要追加 9000 万元，基于公司目标资本结构，要求追 加的投资中

权益资本占 60%。
要求：

（1）计算丁公司股票分割后的下列指标：①每股净资产；②净资产收益率。

（2）如果丁公司针对 2017 年度净利润采取固定股利支付率政策分配股利，股利支付率 为

40%，计算应支付的股利总和。

（3）如果丁公司针对 2017 年度净利润采取剩余股利政策分配股利。计算下列指标： ①

2018 年追加投资所需要的权益资本额；②可发放的股利总额。

【答案】

（1）①分割后股数=2000×2=4000（万股） 股东权益总额=60000×60%=36000（万元） 分

割后的每股净资产=36000/4000=9（元） ②分割后净资产收益率=7200/36000×100%=20%
（2）应支付的股利总和=7200×40%=2880（万元）

（3）①追加投资所需要的权益资本额=9000×60%=5400（万元） ②可发放的股利总额

=7200-5400=1800（万元）。

五、综合题

1.戊公司是一家设备制造商，公司基于市场发展进行财务规划，有关资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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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一:戊公司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简表及相关信息如下表所示。

戊公司资产负债表简表及相关信息 2017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单位:万元

资产 金额 占销售额百分比% 负债与权益 金额 占销售额百分比%

现金 1000 2.5 短期借款 5000 N

应收票据 8000 20 应付票据 2000 5

应收账款 5000 12.5 应付账款 8000 20

存货 4000 10 应付债券 6000 N

其他流动资产 4500 N 实收资本 20000 N

固定资产 23500 N 留存收益 5000 N

合计 46000 45 合计 46000 25

注:表中“N”表示该项目不随销售额的变动而变动。

资料二：戊公司 2017 年销售额为 40000 万元，销售净利率为 10%，利润留存率为 40%。
预计 2018 年销售增长率为 30%，销售净利率和利润留存率保持不变。

资料三：戊公司计划于 2018 年 1 月 1 日从租赁公司融资租入一台设备。该设备价值为

1000 万元，租期为 5 年。租赁期满时预计净残值为 100 万元，归租赁公司所有。年利率

为 8%，年租赁手续费为 2%，租金每年末支付 1 次。相关货币时间价值系数为（P/F，8%，
5） =0.6806；（P/F，10%，5）=0.6209；（P/A，8%，5）=3.9927；（P/A，10%，5）=3.7908。

资料四：经测算，资料三中新增设备投产后每年能为戊公司增加净利润 132.5 万元，设 备

年折旧额为 180 万元。

资料五：戊公司采用以下两种筹资方式：①利用商业信用：戊公司供应商提供的付款条 件

为“1/10，N/30”；②向银行借款：借款年利率为 8%。一年按 360 天算。该公司适用的

企 业所得税税率为 25%。
不考虑增值税及其他因素的影响。

要求（1）： 根据资料一和资料二，计算戊公式 2018 年下列各项金额：①因销售增加而增

加的资产 额；②因销售增加而增加的负债额；③因销售增加而需要增加的资金量；④预计

利润的留存 增加额；⑤外部融资需要量。

要求（2）： 根据资料三，计算下列数值：①计算租金时使用的折现率；②该设备的年租金。

要求（3）： 根据资料四，计算下列数值：①新设备投产后每年增加的营业现金净流量；②

如果公司 按 1000 万元自行购买而非租赁该设备，计算该设备投资的静态回收期。

要求（4）： 根据资料五，计算并回答如下问题；①计算放弃现金折扣的信用成本率；②判

断戊公司 是否应该放弃现金折扣，并说明理由；③计算银行借款的资本成本。

【答案】

（1）①因销售增加而增加的资产额=40000×30%×45%=5400（万元） ②因销售增加而增加

的负债额 =40000× 30%× 25%=3000（万元） ③因销售增加而需要增加的资金量

=5400-3000=2400（万元） ④预计利润的留存增加额=40000×（1+30%）×10%×40%=2080
（万元） ⑤外部融资需要量=2400-2080=320（万元）

（2）①租金时使用的折现率=8%+2%=10% ②该设备的年租金=[1000-100×（P/F，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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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10%，5）=247.42（万元）

（3）①新设备投产后每年增加的营业现金净流量=132.5+180=312.5（万元） ②静态回收期

=1000/312.5=3.2（年）

（4）①放弃现金折扣的信用成本率=1%/（1-1%）×360/（30-10）=18.18% ②戊公司不应该

放弃现金折扣。理由：因为放弃现金折扣的信用成本率 18.18%＞银行借款利息率 8%，所

以不应该放弃现金折扣。 ③计算银行借款的资本成本=8%×（1-25%）=6%。

2.己公司和庚公司是同一行业，规模相近的两家上市公司。有关资料如下：

资料一：己公司 2017 年普通股股数为 10000 万股，每股收益为 2.31 元。部分财务信息

如下:
己公司部分财务信息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末数据 项目 2017 年度数据

负债合计 184800 营业收入 200000

股东权益合计 154000 净利润 23100

资产合计 338800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15000

资料二：己公司股票的β系数为 1.2，无风险收益率为 4%，证券市场平均收益率为 9%，己

公司按每年每股 3 元发放固定现金股利。目前该公司的股票市价为 46.20 元。

资料三：己公司和庚公司 2017 年的部分财务指标如下表所示。

己公司和庚公司的部分财务指标

项目 己公司 庚公司

产权比率 A 1

净资产收益率（按期末数计算） B 20%

总资产周转率（按期末数计算） C 0.85

营业现金比率 D 15%

每股营业现金净流量（元） E *

市盈率（倍） F *

【注】表内“*”表示省略的数据。

资料四：庚公司股票的必要收益率为 11%。该公司 2017 年度股利分配方案是每股现金 股

利 1.5 元（即 D0=1.5）预计未来各年的股利年增长率为 6%。目前庚公司的股票市价为 25
元。

要求:
（1）根据资料一和资料二，确定上述表格中字母 A、B、C、D、E、F 所代表的数值（不 需

要列示计算过程）。

（2）根据要求（1）的计算结果和资料三，回答下列问题： ①判断己公司和庚公司谁的财

务结构更加稳健，并说明理由； ②判断己公司和庚公司获取现金的能力哪个更强，并说明

理由。

（3）根据资料二，计算并回答下列问题： ①运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计算己公司股票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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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率； ②计算己公司股票的价值； ③给出“增持”或“减持”该股票的投资建议，并说

明理由。

（4）根据资料四，计算并回答如下问题： ①计算庚公司股票的内部收益率； ②给出“增

持”或“减持”该股票的投资建议，并说明理由。

【答案】

（1）A=184800/154000=1.2 ； B=23100/154000=15% ； C=200000/338800=0.59 ；

D=15000/200000=7.5%；E=15000/10000=1.5；F=46.2/（23100/10000）=20。
（2）①庚公司更加稳健。产权比率是企业财务结构稳健与否的重要标志。产权比率反 映了

由债务人提供的资本与所有者提供的资本的相对关系，即企业财务结构是否稳定。由于 己

公司的产权比率大于庚公司的产权比率，所以庚公司的财务结构更加稳健。 ②庚公司获取

现金的能力更强。获取现金的能力可通过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与投入资 源之比来反映。

投入资源可以是营业收入、资产总额、营运资金、净资产或普通股股数等。 由于己公司的

营业现金比率小于庚公司的营业现金比率，所以庚公司获取现金的能力更强。

（3）①必要收益率=4%+1.2×（9%-4%）=10% ②己公司股票价值=3/10%=30（元/股） ③减

持己公司股票。由于己公司股票价值 30 元/股低于该公司的股票市价为 46.20 元/ 股，故

应该减持己公司股票。

（4）①内部收益率=1.5×（1+6%）/25+6%=12.36% ②增持庚公司股票。由于庚公司股票的

内部收益率 12.36%大于庚公司股票的必要收益 率 11%，所以应该增持庚公司股票。

更多会计考试备考资料，关注微信公众号：会计服务中心

我们致力于为会计人提供实时便利贴心的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