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年福建省专升本考试财经类专业基础课考试大纲

第一部分 : 《基础会计》（ 100 分）

第一章 总论

一、考试要求

通过本章内容的学习，应在了解会计产生和发展历程及其原因的基础上，了解会计、会计职能与目标、

任务与作用、会计方法等基本概念，以及会计方法与会计学分支的基本组成内容。领会会计的含义的基本

观点、会计职能的特征、会计目标的基本观点和会计核算方法之间的联系。

二、考试内容

（一）会计的含义及基本观点

（二）会计的属性

（三）会计职能及其特征

（四）会计目标的基本观点

（五）会计的任务

（六）会计的作用

（七）会计方法及会计核算方法

第二章 会计要素与会计等式

一、考试要求

会计要素是会计对象的具体化。会计等式是各项会计要素之间关系的数学表达式，同时也是会计上设

置账户、复式记账和编制财务会计报告的理论基石。本章主要从会计对象入手，来阐述会计要素和会计等

式的具体内容。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理解资金运动的含义，重点掌握各项会计要素的定义、包括的内

容， 以及会计等式的具体内容。

二、考试内容

（一）会计对象的含义

（二）会计要素的含义及其内容（六要素的定义及其特征）

（三）会计等式的含义及其基本组成内容

（四）会计对象具体内容之间的相互关系

第三章 会计核算基础

一、考试要求

会计假设、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会计确认与计量要求，以及权责发生制是会计核算的基础。本章阐述

各项会计核算基础所包括的具体内容。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理解各项会计假设和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

基本含义，了解会计实务中实质重于形式和谨慎性的具体应用形式，能够运用权责发生制和收付实现制对

企业发生的收入、费用及利润进行简单的分析和计算，重点掌握会计要素确认与计量的基本要求。

二、考试内容

（一）会计假设的含义及其内容

1、会计主体

2、持续经营

3、会计分期

4、货币计量

（二）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含义

（三）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的内容

（四）会计要素确认与计量的涵义

1、会计要素的确认的内涵及其确认的条件

2、会计要素计量属性的种类及其选择



（五）会计要素确认与计量的要求

1、划分收益性支出与资本性支出

2、收入与费用配比

3、历史成本计量

（六）权责发生制与收付实现制

1、收付实现制的含义

2、权责发生制的含义

第四章 账户与复式记账

一、考试要求

会计工作离不开账。如何设账、记账是学习会计首当其冲要解决的问题。本章主要阐述会计核算方法

体系中的设置账户和复式记账两大重要方法。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了解账户的基本结构和设置原则、账

户与会计科目的关系，以及企业常用会计科目的内容，理解复式记账的基本原理，能够运用借贷记账法处

理简单的经济业务，重点掌握借贷记账法下记账符号的含义、账户的结构、记账规则等内容，以及总分类

账户与明细分类账户平行登记的要点。

二、考试内容

（一）账户

1、账户及其设置原则

2、账户的基本结构

（1）账户的完整结构包括的内容

（2）账户的基本结构

（3）账户能够提供的数额指标

3、账户的设置

（二）会计科目

1、会计科目的含义

2、会计科目与账户的共同点及区别

3、会计科目的级次

（三）复式记账原理

1、复式记账法的内涵及特征

2、复式记账的理论依据

3、复式记账的基本原理

（四）借贷记账法的内容

1、记账符号

2、账户结构

3、记账规则

4、会计分录的编制和账户对应关系

（1）会计分录概念

（2）账户对应关系与对应账户

5、试算平衡方法（发生额平衡法和余额平衡法）

（五）总分类账户与明细分类账户

1、总分类账户与明细分类账户的设置

2、总分类账户与明细分类账户的平行登记

（1）平行登记的概念

（2）平行登记的要点

第五章 制造业企业主要经济业务的核算

一、考试要求



本章以制造业企业主要经济业务为例，进一步阐述设置账户、复式记账等会计核算方法的实际应用。

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制造业企业资金筹集业务、供应过程业务、产品生产业务、产品销售业务

以及财务成果形成与分配业务的具体内容，熟悉制造业企业主要经济业务核算所设置账户的结构和用

途，能够熟练运用设置账户、复式记账等方法对制造业企业主要经济业务进行核算，重点掌握制造业企

业供、产、销经营过程中各项主要经济业务的会计处理。

二、考试内容

（一）所有者权益资金筹集业务的核算

1、实收资本业务的核算

（1）实收资本的含义

（2）实收资本的分类

（3）实收资本入账价值的确定

（4）账户的设置和应用

2、资本公积业务的核算

（1）资本公积的含义

（2）资本公积的来源

（3）资本公积的用途

（4）账户的设置和应用

（二）负债资金筹集业务的核算

1、短期借款业务的核算

（1）短期借款的含义

（2）短期借款利息的确认与计量

（3）账户的设置和应用

2、长期借款业务的核算

（1）长期借款的含义

（2）长期借款本金及利息的确认与计量

（3）账户的设置和应用

（三）固定资产购置业务的核算

1、固定资产的含义

2、企业取得固定资产时入账价值的确定

3、账户的设置和应用

（四）材料采购业务的核算（只要求掌握实际成本法）

1、材料及采购成本

2、账户的设置和运用

（五）生产费用与成本

1、生产费用与成本的含义

2、产品生产成本的构成

（六）生产费用的归集与分配

1、材料费用的归集与分配

2、人工费用的归集与分配

3、制造费用的归集与分配

4、完工产品生产成本的计算与结转

（七）主营业务收支的核算

1、商品销售收入的确认原则与计量

（1）商品销售收入的确认原则

（2）商品销售收入的计量方法

2、商品销售业务的账务处理

（1）主营业务收入的核算

（2）主营业务成本的核算

（3）营业税金及附加的核算



（八）其他业务收支的核算

1、其他业务收入的核算

2、其他业务成本的核算

（九）财务成果形成与分配业务的核算

1、财务成果的含义

2、利润的构成与计算

3、营业利润形成过程的核算

（1）期间费用的核算

（2）投资收益的核算

4、净利润形成过程的核算

（1）营业外收支的核算

（2）所得税费用的核算

（3）净利润形成的核算

5、利润分配业务的核算

（1）利润分配的顺序

（2）利润分配业务的核算

第六章 会计凭证

一、考试要求

填制和审核凭证是会计核算的专门方法之一，同时也是会计工作的初始环节。本章主要介绍会计凭

证的填制和审核要求与方法。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了解会计凭证的作用、种类和传递程序，熟悉原

始凭证填制、审核及会计凭证保管的一般要求，重点掌握各种专用记账凭证的填制方法。

二、考试内容

（一）会计凭证的含义与作用

1、会计凭证的含义

2、会计凭证的作用

（二）会计凭证的种类

1、原始凭证的内涵及分类

2、记账凭证的内涵及分类

（三）原始凭证

1、原始凭证的基本内容

2、原始凭证的填制

3、原始凭证的填制形式

4、原始凭证审核的要求

（四）记账凭证

1、记账凭证的基本内容

2、记账凭证的基本填制方法

（1）专用记账凭证的基本填制方法

（2）汇总记账凭证的基本填制方法

（3）科目汇总表的基本填制方法

3、记账凭证填制的特殊要求

4、记账凭证的审核

（五）会计凭证的传递与保管

1、会计凭证的传递的含义

2、会计凭证的保管



第七章 会计账簿

一、考试要求

账簿记录是编制会计报表的主要依据。登记账簿是会计核算的专门方法之一。本章主要阐述账簿的

格式与登记方法、错账的更正技巧，以及结账和对账等问题。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了解总分类账、

明细分类账、特种日记账的常见格式及其适用范围，熟悉各种账簿的登记依据和登记方法，重点掌握错

账的更正方法以及结账的含义和结账工作所包括的内容。

二、考试内容

（一）账簿的意义与种类

1、账簿的含义

2、账簿的作用

3、账簿的种类

（二）账簿的设置与登记

1、账簿的设置要求

2、账簿的基本内容

3、日记账的格式与登记

4、分类账簿的格式与登记

（三）账簿的错账更正

1、错账的查找方法

2、错账更正方法

（1）划线更正法

（2）红字更正法

（3）补充登记法

（四）结账

1、结账的含义及内容

2、结账的方法

（五）对账

1、对账的含义

2、对账的内容

3、对账的目的

（六）账簿的更换与保管

1、账簿更换的含义

2、账簿更换的内容

3、账簿的保管

第八章 财产清查

一、考试要求

财产清查不但是会计核算的一种专门方法，而且也是企业内部会计控制的一项重要制度。为了保证

账簿记录真实性和财产保管使用合理性，企业必须定期或不定期的进行财产清查。这一章主要阐述财产

清查的一般方法及清查结果的会计处理问题。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了解财产清查的含义、必要性和种

类，熟悉各种材料物资、货币资金和往来款项的清查方法，重点掌握存货的盘存制度，以及财产清查结

果的账务处理。

二、考试内容

（一）财产清查概述

1、财产清查的含义

2、财产清查的意义

3、财产清查的种类



（二）存货的盘存制度

1、永续盘存制

（1）永续盘存制下的账簿组织

（2）期末存货的计价和本期销售或耗用成本的计算

①期末存货的计价方法

②存货本期销售或耗用成本的计价方法

③先进先出法

a．加权平均法（重点：一次加权平均法）

b．个别计价法

c．永续盘存制的优缺点

2、实地盘存制

（1）实地盘存制的概念

（2）存货数量的确定

（3）期末存货的计价和本期发出存货成本的计算

（4）实地盘存制的优缺点

（三）财产清查的内容和方法

1、库存现金的清查

2、银行存款的清查（掌握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的编制）

3、实物资产的清查

（1）清查实物财产的方法

（2）实物财产清查使用的凭证

4、应收款清查的方法

（四）财产清查结果的处理

第九章 财务会计报告

一、考试要求

财务会计的基本职能是向与企业有利害关系的各个方面及其它相关的机构提供决策有用的会计信

息，这些信息使用者主要包括股东、债权人、政府管理机构、管理部门等。决策有用的会计信息主要指

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方面的信息，其载体即为财务会计报告。本章主要阐述财务

会计报告的组成和主要会计报表的格式与编制。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理解财务会计报告的定义与种

类，了解财务会计报告的构成及编制的基本要求，重点掌握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的格式及编制方法。

二、考试内容

（一）财务会计报告概述

1、财务会计报告的定义

2、财务会计报告的种类

3、财务会计报告的构成

（二）资产负债表

1、资产负债表的概念及作用

2、资产负债表的格式与内容

3、资产负债表的编制方法

（三） 利润表

1、利润表的概念

2、利润表的内容

3、格式

4、利润表的编制方法

第十章 会计核算组织程序



一、考试要求

本章主要介绍会计核算组织程序的含义、作用和设计原则，以及几种常见会计核算组织程序的特点、

记账步骤和适用范围。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理解会计核算组织程序的意义及设计原则，了解各种会计

核算组织程序所运用的记账凭证和会计账簿的种类，重点掌握记账凭证核算组织程序的账务处理步骤。

二、考试内容

（一）会计核算组织程序概述

1、会计核算组织程序的含义

2、会计循环的基本含义

3、会计核算组织程序的意义

4、会计核算组织程序的设计原则

（二）记账凭证核算组织程序

1、记账凭证核算组织程序的含义

2、记账凭证核算组织程序下的记账凭证、会计账簿和会计报表的种类与格式

3、记账凭证核算组织程序下账务处理的步骤

4、记账凭证核算组织程序的特点、优缺点及适用范围

（三）科目汇总表核算组织程序

1、科目汇总表核算组织程序的含义

2、科目汇总表核算组织程序下的记账凭证、会计账簿和会计报表的种类与格式

3、科目汇总表核算组织程序下账务处理的步骤

4、科目汇总表核算组织程序的特点、优缺点及适用范围

（四）汇总记账凭证核算组织程序

1、汇总记账凭证核算组织程序的含义

2、汇总记账凭证核算组织程序下的记账凭证、会计账簿和会计报表的种类与格式

3、汇总记账凭证核算组织程序下账务处理的步骤

4、汇总记账凭证核算组织程序的特点、优缺点及适用范围

（五）日记总账核算组织程序

1、日记总账核算组织程序的含义

2、日记总账核算组织程序下的记账凭证、会计账簿和会计报表的种类与格式

3、日记总账核算组织程序科目汇总表核算组织程序下账务处理的步骤

4、日记总账核算组织程序的特点、优缺点及适用范围

三、考题类型

1 、单项选择题

2 、多项选择题

3 、判断题

4 、名词解释

5 、问答题

6 、业务题

四、参考教材

陈国辉、迟旭升主编《基础会计》，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 年 6 月出版

第二部分：《财务会计》 200 分

第一章 货币资金

一、考试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货币资金的内容，了解货币资金管理与控制的原则, 掌握货币资

金管理的主要规定；掌握现金日常收付的核算和现金清查的会计处理方法；了解银行转账结算方式，掌

握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的编制及银行存款的核算；掌握其他货币资金的内容，掌握其他货币资金的核算。



二、考试内容

（一）现金、银行存款日常收付的账务处理

（二）现金清查方法、银行存款核对的方法以及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的编制方法

（三）其他货币资金的内容及主要账务处理

（四）现金的使用范围和现金收支的规定

（五）银行支付结算办法的种类及其相关规定

第二章 金融资产

一、考试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 要求学生了解应收票据的概念和分类,掌握应收票据的计价，熟练掌握应收票据

贴现的计算和应收票据取得、计算利息、到期收回，以及转让、贴现的核算；了解应收账款的概念和范

围,熟练掌握应收账款的确认、计价及核算；了解坏账的确认，熟练掌握坏账损失的估算及坏账准备的

核算方法；了解预付账款的概念,掌握预付账款的核算方法；了解其它应收款的概念和内容,掌握其他应

收款的核算方法；掌握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概念，掌握取得交易性金融资产入账成本的确定，熟练掌握交

易性金融资产的核算。了解持有至到期投资的概念、分类；掌握持有至到期投资初始成本的确定；掌握

债券溢折价摊销方法，特别是实际利率法,熟练掌握持有至到期投资的核算。

二、考试内容

（一）应收票据的概念、计价及其核算

（二）应收账款的概念、计价及其核算

（三）坏账损失的估算和核算方法

（四）预付账款的核算方法

（五）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条件、特征、会计处理

（六）持有至到期投资的概念、特征、会计处理

第三章 存货

一、考试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 要求学生掌握存货的概念、范围及确认，了解存货的内容和分类；掌握存货入账价

值的确定和发出存货的计价方法；了解原材料的概念和分类，熟练掌握原材料按实际成本计价和按计划成

本计价核算的方法；了解委托加工物资的概念和计价，掌握委托加工物资的核算方法；了解库存商品的核

算方法；了解低值易耗品概念和分类，掌握低值易耗品的摊销方法及核算；了解包装物的概念和范围，掌

握包装物的核算方法；掌握存货盘盈、盘亏及毁损的会计处理方法；熟练掌握存货期末计价方法及存货跌

价准备的核算。

二、考试内容

（一）、存货的概念及其确认条件

（二）、不同来源存货取得时实际成本的确定

（三）原材料按实际成本计价发出存货的计价方法

（四）原材料按实际成本、计划成本计价收、发核算

（五）存货盘存和清查的方法

（六）委托加工物资的计价和核算方法

（七）库存商品的核算方法

（八）低值易耗品的摊销方法及核算

（九）包装物的核算方法

（十）存货盘盈、盘亏及毁损的会计处理方法

（十一）、存货期末计价方法及存货跌价准备的核算

第四章 固定资产

一、考试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 要求学生掌握固定资产的概念和确认，了解固定资产的分类，掌握固定资产的

计价；掌握固定资产入账价值的确定，熟练掌握固定资产取得的核算；了解固定资产折旧的意义，掌握



影响固定资产折旧的因素和计提固定资产折旧的范围，熟练掌握计算折旧的方法及提取折旧的核算；

掌握固定资产后续支出的核算方法；了解固定资产减值的判断标准，掌握固定资产减值的核算方法；了

解固定资产的清理核算的内容，熟练掌握固定资产清理的核算方法；掌握固定资产盘盈、盘亏的会计处

理方法。

二、考试内容

（一）固定资产概念及确认条件

（二）固定资产的初始计量

（三）固定资产取得的账务处理

（四）影响固定资产折旧的因素、固定资产折旧的范围、折旧方法及其账务处理

（五）固定资产后续支出的账务处理

（六）盘盈、盘亏固定资产的账务处理

（七）固定资产处置的账务处理

（八）固定资产减值的判断标准及核算方法

第五章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

一、考试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 要求学生掌握无形资产的概念、特征及确认条件，了解无形资产的内容及分类；

掌握无形资产入账价值和摊销期限的确定，熟练掌握无形资产取得、摊销、出租、处置的核算，了解无

形资产减值的核算方法；了解其他资产的概念及核算方法。

二、考试内容

（一）无形资产的概念、内容和特征

（二）无形资产的确认和计量

（三）无形资产取得的账务处理

（四）无形资产摊销及处置的账务处理

第六章 流动负债

一、考试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 要求学生了解流动负债的概念、内容与分类；掌握短期借款的核算方法；了解

应付票据的核算内容，掌握应付票据的核算方法；掌握应付账款入账价值的确定，掌握应付账款的核算

方法；了解预收账款和其他应付款的核算内容，掌握预收账款和其他应付款的核算方法；了解应付职工

薪酬的内容，熟练掌握应付职工薪酬的核算方法；了解应交税费核算的内容，熟练掌握应交增值税的核

算方法，掌握应交消费税和应交营业税的核算方法；了解或有负债的内容及处理方法。

二、考试内容

（一）短期借款、应付票据、应付账款的核算；

（二）一般纳税企业应交增值税的核算；

（三）应交消费税和应交营业税的核算；

（四）预收账款、其他应付款的内容及核算；

（五）应付职工薪酬的内容、职工薪酬的确认和计量及应付职工薪酬的会计处理；

（六）应交资源税、应交土地增值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的核算；

（七）或有负债的内容及处理方法

第七章 非流动负债

一、考试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 要求学生了解非流动负债的概念、特点及内容；了解借款费用的概念和内容，

掌握借款费用资本化的条件，掌握借款费用的处理原则；了解长期借款的核算内容，掌握长期借款的核

算；了解应付债券的概念、内容及分类、了解应付债券发行价格的确定方法，熟练掌握应付债券的核算；

了解长期应付款的内容、掌握长期应付款的核算方法。

二、考试内容

（一）借款费用资本化的条件及借款费用的处理原则

（二）长期借款的核算



（三）应付债券的核算

（四）长期应付款的核算方法

第八章 所有者权益

一、考试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 要求学生掌握所有者权益的概念及构成内容，了解所有者权益与负债的区别；掌握

实收资本（股本）的核算；掌握资本公积的来源及其核算；掌握留存收益的内容和用途，掌握留存收益的

核算。

二、考试内容

（一）所有者权益的概念及内容

（二）一般企业实收资本的核算和股份有限公司股本的核算

（三）资本公积形成的来源和资本公积的核算

（四）留存收益的组成及核算

第九章 收入、费用、利润

一、考试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 要求学生掌握收入的概念和确认，了解收入的分类，熟练掌握收入的核算，特别是

主营业务收入的核算；了解费用的概念、分类及确认，掌握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核算的内容，

掌握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的核算；掌握所得税费用的确认方法； 掌握利润的构成及计算，掌握

营业外收支的内容及其核算，熟练掌握利润的核算方法；了解利润分配的内容和程序，熟练掌握利润分配

的核算方法。

二、考试内容

（一）收入的概念、特征及分类

（二）销售商品收入的确认、计量及其账务处理

（三）提供劳务收入的确认、计量及其账务处理

（四）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的确认、计量及其账务处理

（五）费用、生产成本和期间费用的概念

（六）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和财务费用的内容和核算

（七）所得税费用的确认方法

（八）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处支出的核算

（九）本年利润的结转方法

（十）利润分配的核算方法

第十章 财务报表

一、考试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 要求学生了解财务报表的概念、作用、分类及编制要求；掌握资产负债表的概念、

内容和结构，熟练掌握资产负债表的编制方法；掌握利润表的概念、内容和结构，熟练掌握利润表的编制

方法；掌握现金流量表的概念，了解现金流量表的作用，掌握现金流量表的编制基础和现金流量的分类，

了解现金流量表的内容，了解现金流量表的编制方法。

二、考试内容

（一）、财务会计报告的概念、构成

（二）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的内容、格式和编制方法

（三）现金流量表的分类和确认及编制基础

（四）三、会计报表附表的概念、构成

三、考题类型

1 、单项选择题

2 、多项选择题

3 、判断题



4 、名词解释

5 、问答题

6 、业务题

四、参考教材

戴德明、林钢主编《财务会计学》，中国人民大学会计系列教材（修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