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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管理 试题 A. 实物指标 B. 价值指标

C. 单项指标 D. 综合指标

2022 年 1 月 7. 下列各项中，属千趋势预测方法的是（ ）。

题分 号数 四 五 总分
A. 本量利分析法 B. 指数平滑法

C. 投入产出法 D. 市场调查法

8. 下列不属千成本报表的是( ）。

得分 1 评卷人 1
A. 商品产品成本表 B. 主要产品单位成本表

一、单项选择题（本类题共 20 分，每小题 2 分 ） C. 现金流量表 D. 制造费用明细表

1. 企业对于一些主要产品、主要费用应采用比较复杂、详细的方法进行分配和计算，而对

于一些次要的产品、费用采用简化的方法进行合并计算和分配的原则称为（ ）。

A. 实际成本计价原则

C. 合法性原则

~ 
O —0 - 0 -1 I A. 应考虑机会成本后再决策

C. 应改为洗浴中心

B. 成本分期原则

D. 重要性原则

2. 某企业准备将其所属的餐厅改为洗浴中心，预计洗浴中心未来一年内可获利润 70000

元，在这种情况下( )。

5. 在各种成本计算方法中最基本的的成本计算方法是（ ）。

A. 品种法 B. 分批法

C. 因素分析法 D. 分类法

6. 下列各项指标中，反映成本变化中的一个侧面的指标是( )。

9. 以某一先进单位产品成本作为目标成本的预测方法称为（ ）。

A. 倒扣测算法 B. 选择测算法

C. 直接测算法

10. 企业计提的折旧费属于（ ） 。

A. 专属成本

C. 沉没成本

得分 1 评卷人

D. 比价法

B. 机会成本

D. 相关成本

B. 可以直接做出决策

D. 不应改为洗浴中心

二、多项选择题（下列各题，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符合题意的正确答案，

将你选定的答案编号用英文大写字母分别填入括号内。本类题

共 20 分，每小题 2 分）

3. 作业成本计算法的计算步骤首先是（ ）。

A. 确认计划目标、时间和范围 B. 确定主要作业，明确作业中心

C. 搜集与作业有关的资料 D. 对有关人员进行培训

4. 如果企业月末在产品数量较多，各月间在产品数量变动较大，产品成本中原材料费用

与其他各项费用所占比重相差不大的产品，期末在产品成本的计算方法可采用( )。

A. 约当产量法

C. 按所耗原材料费用计价法

B. 定额比例法

D. 按定额成本计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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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产品成本发展趋势预测主要包括(

A. 目标成本的预测

C. 可比产品成本降低的趋势预测

E. 保本点预测

12. 相关成本与产品成本不同，相关成本的主要特征是( )。

A. 必须在账簿中予以反映 B. 不需要在账簿中反映

C. 决策中考虑

E. 成本种类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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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新产品投产前的成本趋势预测

D. 产品总成本的趋势预测

D. 决策中不考虑



13. 在成本决策中应予以考虑的成本有（

A. 直接材料

B. 直接人工

C. 制造费用

D. 机会成本

E. 重置成本

14. 定量预测方法包括（

A. 简单平均法

）。

B. 加权平均法

C. 函询调查法

D. 指数平滑法

E. 市场调查法

15. 企业的生产按工艺过程的特点划分，可分为（

A. 简单生产

B. 复杂生产

C. 大量生产

D. 成批生产

E. 单件生产

16. 影响可比产品成本降低率的主要因素有（

A. 产品产量

B. 产品品种比重

C. 产品单位成本

D. 产品的价格

E. 产品的种类和规格

17. 质量成本的内容一般包括( )。

A. 预防成本

B. 鉴定成本

C. 内部故障成本

D. 外部故障成本

E. 废品损失成本

）。 18. 企业内部责任成本考核指标有（

A. 成本降低率

C. 销售收入成本率

E. 责任成本降低率

19. 在成本管理的基础工作中建立内部结算价格制度的作用在千（

A. 推行经济责任制 B. 制定成本计划

C. 制定费用预算 D. 计算产品实际成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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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计算应交的各种税金

20. 生产类型的特点和管理的要求对成本计算方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A. 成本计算对象 B. 成本计算期

C. 成本计算特点

E. 在产品成本的计算

）。

B. 成本降低额

D. 责任成本差异率

得分 1 评卷人

D. 废品损失的计算

）。

）。

三、判断题（在每小题后面的括号内填入判断结果，你认为正确的用

"-J"号表示，错误的用 "X"号表示。本类题共 10 分，每小题 1

分）

21. 利用倒扣测算法预测目标成本时，预测公式中的应缴税金不包括增值税。（ ) 

22. 成本性态分析假设是指在明确各种成本性态的基础上，按照一定的方法，最终将混合

成本分解为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两大类的分析过程。( ) 

23. 如果企业存在亏损产品，亏损产品停产后，企业的利润会上升。（ ) 

24. 采用分批法计算产品成本时，成本计算期与产品的生产周期一致，与会计报告期不一

致。（）

25. 最佳订货批量是指使存货总成本最低时的订货批量。（ ) 

26. 编制成本报表的要求是数字准确、内容完整和编报及时。（ ) 

27. 一个企业的一个生产车间只能采用一种成本计算方法计算产品成本，而不能同时采

用多种方法。（ ) 

28. 采用逐步结转分步法不能提供各个生产步骤的半成品成本资料。( ) 

29. 某企业可比产品成本计划上升率为 2%, 实际降低率为 o. 5%, 因此该企业的可比产

品成本计划降低任务没有完成。（ ) 

30. 采用定额法计算产品成本时，若完工产品成本中的定额差异是正数，一般说明本月成

本管理工作做的不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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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相关成本与无关成本的种类各有哪些？决策中为什么要区分相关成本与无关成本？
得分 1 评卷人

四、简答题（本类题共 20 分，每小题 10 分）

31. 简述市场经济条件下完善成本管理体系应采取的主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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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某企业有关资料如下：I 
得分 I 评卷人

五、计算分析题（本类题共 30 分，每小题 15 分）, 
33. 如果某企业生产甲产品的单价为 20 元，销售量为 10000 件，单位变动成本为 12 元，

本期发生固定成本总额为 20000 元，先进的销售利润率为 35% 。该企业期末存货中的固定成

本是 3000 元，期初存货中的固定成本是 2000 元。要求：

(1)预测该企业的保本点；

(2)预测实现目标利润时的单位变动成本的降低额；

(3)预测该企业完全成本法下的保本掀。

(1032 号）成本管理试题第 7 页（共 8 页）

项目 计量单位 计划 实际

产品产量 件 210 200 

材料单耗 于克 10 12 

材料单价 兀 5 4 

材料费用 兀 10 500 9 600 

要求：根据上述资料，采用因素分析法分析各因素变动对材料费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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