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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考试介绍： 

1．考试题型： 单选：27*1’  多选：5*1’  判断：5*2’ 名词解释：4*2    简答：3*5’  计算：7*5’ 

2．题型分析： 

 单选题、多选、判断、简答、名词解释：含义、特征、原则、区别、意义 

 计算：时间价值与风险价值、财务比率、资本成本及资本结构、债券发行价格、流动资产投资管理（尤

其存货管理最重要）、固定资产投资决策、债券收益率 

二、复习计划： 

建议大家参照《考点手册》和《通关必做 300 题》，看一章资料，做一章习题。第二天再将习题快速过一遍，温故

而知新。 

第一阶段：（1-3 章）    财务管理基本问题 

第二阶段：（4-10 章）   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管理 

第三阶段：（11-15 章）  收入、费用、利润管理及特殊财务管理 

三、使用说明 

本考点手册为学程教育【串讲课】专用，是对【精讲课】知识点的进一步整合与浓缩。 

比之精讲课，重点更为突出明确。下面为重要考点特殊标志说明： 

重要考点、高频考点                       ★        

楷体 加 下划线  为选择题易考点。       例如：复利频率越快，同一时期的未来值越大。 

中括号           为名词解释题          例如：【营运能力】是企业的经营运行能力 

双下划线加粗     为主观题易考点。      例如：对特定的财务活动而言，对其进行管理具有如下特征：(1)管理

要有预期目标。(2)管理要有特定对象和特定内容。(3)管理要有专门的技术和科学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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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财务管理概述 

考点 1 企业与企业财务管理（★★二级考点，选择、名词、简答） 

1.【财政】国家(政府)在进行经济活动时，无不渗透着其理财活动的同步运行，在这一层的理财活动称为财政(政府

理财)。 

2.【财金】金融企业，包括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行业在进行金融活动时也必伴随其理财活动，这一层次的理

财活动称为财金(金融理财)。 

3.【财务】工商企业理财主体，主要活动是根据市场的需求组织生产和经营，以追求市场活动的效益最大化，同时

根据企业生产和经营的需要筹集资金、运用资金并对资金收益进行科学分配，它组成的活动称为财务。 

4.公司制是最能体现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的组织形式。 

5.现代企业的基本特征：(1)现代企业有独立的法人地位和法人财产；(2)现代企业通过市场并按照市场机制组织生

产和经营，筹措资金，以实现市场利益的最大化；(3)现代企业在产权关系明晰时，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出资

人按投入企业的资本份额享有所有权益，经营者根据授予的权限独立开展供、产、销活动，对企业的人、财、物各

生产要素进行有效配置。 

6.财务包括财务活动和财务关系两个方面的内容。 

7.企业财务关系：(1)企业与投资者之间的财务关系。(2)企业与受资者之间的财务关系。(3)企业与债权人的财务关

系。(4) 企业与债务人的财务关系。(5)企业与国家、企业内部、劳动者之间的财务关系。 

8.对特定的财务活动而言，对其进行管理具有如下特征：(1)管理要有预期目标。(2)管理要有特定对象和特定内容。

(3)管理要有专门的技术和科学的方法。 

9.财务管理是企业组织财务活动，处理财务关系的一项综合性管理工作。 

考点 2 财务管理的特点（★三级考点，选择、简答） 

1.财务管理的特点：(1)财务管理的实质是价值管理。(2)财务管理的根本是资金管理。(3)财务管理是企业管理的中

心。 

考点 3 财务管理体制与环境（★三级考点，选择） 

1.财务管理体制可以概括为组织机构、管理制度和运行方式三个方面的内容。 

2.财务环境分类：(1)财务管理环境按其范围大小分为宏观和微观财务环境。①宏观财务环境是指它普遍作用于各

个部门、各个地区、各类企业的财务管理条件，通常存在于企业外部。②微观财务环境是指仅对某一特定范围内的

财务活动产生一定影响的条件。它通常与企业内部条件有关，从而决定企业要制定的相关财务活动的对策。(2)财务

管理按其稳定性可将其分为相对稳定和显著变动的财务环境。①相对稳定的财务环境是指在较长时间内其理财条件

(或因素)变化不大或基本不变的环境，它是企业日常理财活动的基本条件和依据。②显著变动的财务环境是指事件

临时发生并对日常财务活动产生较大冲击的因素。它是企业特定理财活动的基本条件和依据。 

考点 4 财务管理目标（★★二级考点，选择） 

1.企业所有者的目标是为了使所有者权益保值增值，经营者的目标是保证利润持续增长，财务经理的目标是保证实

现现金流量的良性循环。 

考点 5 财务管理的内容（★三级考点，选择、简答） 

1.财务管理的主要内容:通常我们把财务管理内容划分为资金的筹集、运用和分配，它们在内容框架上并没有严格

意义上的区别，都体现为筹资、投资、损益及分配这样三大内容。而筹资、投资、损益及分配从实质上来看，都可

以纳入财务六要素管理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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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 6 财务管理的理论基础（★三级考点，选择、简答）（整合知识点 006-007） 

1.财务管理的理论基础：(1)经济学作为财务学源理论基础。(2)金融和金融市场作为财务活动的经营理念和经营工

具的基础。(3)管理学作为财务管理的方法论基础。(4)会计作为财务工作的信息基础。(5)IT 与网络应用作为现代

财务技术应用基础。(6)证券、税务、会计等相关法规作为财务控制活动的规范基础。 

第二章 基本价值观念 

考点 7  利息与利息率 （★★二级考点，选择、计算）（整合知识点 008-009） 

1.目前我国银行的贷款以复利计算利息，国外也大都以复利计算利息。 

2.复利频率越快，同一时期的未来值越大。 

考点 8 时间价值的计算 （★★★一级考点，选择、计算） 

1.单利与复利的计算：单利本利和=本金×(1+利率×计息期)，复利本利和=本金×
计息期利息)1(   

2.复利终值的计算： niPVF )1(  =P×（F/P，i，n） 

复利现值的计算：
ni

FPV
)1(

1


 =F×（P/F，i，n） 

3.年金的含义和分类：(1)【年金】是指在相同的间隔期内(一年、一季、一个月)收到或支出的等额款项，例如定期

收到的工资、利息；定期支付的租金、水电费。(2)因等额款项收付的时间不同，可以分为以下几种年金：a.【普通

年金】是指在每一相同的间隔期末收付的等额款项，也称后付年金。b.【预付年金】：是指在每一相同的间隔期初收

付的等额款项，也称即付年金。c.【递延年金】是指凡在第一期末以后的时间连续收付的等额款项，也称延期年金。

d.【永续年金】是指无限期收付的等额款项，也称终身年金。 

4.普通年金终值：通常把
i

1）1（ n

终




i
VA 称作年金终值系数，并把有关利率和计息周期相对应的年金终值

系数制成表格以供查找，也可以根据公式直接计算。F=A× （F/A，i，n） 

5.普通年金现值：其中
i

i n )1(1
称之为年金现值系数 )( 现AV 。P=A× （P/A，i，n） 

6.

预付年金终值

：

n

A

1 -1
F (1 )

i
A i

i


  

（ ）

，F=A×[(F/A,i,n+1)-1]  

7.预付年金现值：P=A•(1+i)
i

i n )1(1
，P=A×[(P/A,i,n-1)+1] 

8.递延年金终值：F=A×（F/A，i，n） 

9.

递延年金现值

：P=A×（P/A，i，n）×(P/F , i，m)= A×（F/A，i，n）×(P/F , i，m+n) 

10.永续年金无终值，

永续年金现值

：P=A/i 

考点 9  资金时间价值的有关问题（★三级考点，选择、计算） 

1.考虑通货膨胀情况复利终值：   niPVF )1(  



 

《财务管理学》考点手册 

3 

购买更多课程、资料等问题请添加 小播妹微信号：xiaobomei2015，小播妹 QQ 号：30566920 

 
 

2.考虑通货膨胀情况复利现值： 



nn ri

FPV
)1()1(

1
 

考点 10  测定投资风险价值的主要依据（★★★一级考点，选择、判断、名词、计算）（整合知识点 012-014） 

1.测定投资风险价值的主要依据：标准差（率）。 

2.评价风险的指标有：(1)标准差(2)标准差系数(3)贝他系数(4)市盈率。  

3.标准差相关公式：E(xi) = ∑ xiPi     iii PxEx 2))((    
)( ixE

V


 
 

4.对投资风险价值进行估算： 

第一步——计算投资收益的期望值( ))(( ixE )，  iii PxxE )( ； 

第二步——计算标准差和标准差率 )( V  

标准差公式：    iii PxEx
2

)(  

标准差率公式：
)( ixE

V


  ； 

第三步——计算风险报酬率，预期风险报酬率  

VYV 风险 (Y 是风险系数)， 

预期风险报酬额=

风险

风险

Vi

V
xE i


)( 。 

上述三步骤是传统方法对风险价值的测量。 

用下述方法计算风险价值更为简明和合理： 

第一步，计算预期收益，即期望值 ))(( ixE ； 

第二步，计算预期收益率=
投资额

预算年收益
； 

第三步，计算预期风险报酬率=预期收益率－无风险收益率(利率)。 

5.投资报酬率=无风险报酬率+风险报酬率 

  风险报酬率=风险价值系数×标准离差率 

  风险报酬额=期望值×
风险报酬率

无风险报酬率+风险报酬率
 

6.在期望值相同的情况下，标准差越大，风险越大；在期望值不同的情况下，标准差率越大，风险越大。 

7.市盈率：
每股利润

某证券市价
市盈率 = 

每股市价

每股收益
，投资报酬率：

每股市价

每股利润

市盈率
投资报酬率 

1 = 
每股收益

每股市价
，二者

互为倒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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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财务分析 

考点 11 财务分析概述 （★三级考点，选择、简答）（整合知识点 015-016） 

1.财务分析的作用：(1)通过财务分析，可以评价企业一定时期的财务状况，揭示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存在的问题，

总结财务管理工作的经验教训，为企业生产经营决策和财务决策提供重要的依据。(2)通过财务分析，可以为投资

者、债权人及其他有关部门和人员提供系统完整的财务分析资料，便于他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

成果和现金流量情况，为他们作出经济决策提供依据。(3)通过财务分析，可以检查企业内部各职能部门和单位完成

财务计划指标的情况，考核各部门和单位工作业绩，以便揭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总结经验教训，提高管理水平。 

2.财务分析的目的：(1)评价企业的偿债能力：通过对企业的财务报告等会计资料进行分析，可以了解企业资产的流

动性、负债水平以及偿还债务的能力，从而评价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风险、为企业经营管理者、投资者和债权人

提供财务信息。(2)评价企业的资产管理水平：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就是利用资产取得收益的过程。(3)评价企业的

发展趋势：无论是企业的经营管理者，还是投资者、债权人，都十分关注企业的发展趋势，这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

益。 

3.财务分析的基础：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 

4.财务分析的种类：(1)按财务分析的对象不同可分为资产负债表分析、利润表分析和现金流量表分析。(2)按财务

分析的主体不同可分为内部分析和外部分析。① 内部分析是企业内部管理部门对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财务状况

所作的分析。② 外部分析是企业外部的利益集团依据各自的要求对企业进行的财务分析。(3)按财务分析的方法不

同可分为比较分析法、比率分析法、因素分析法等。(4)按财务分析的（内容）不同可分为偿债能力分析、获利能力

分析、营运能力分析以及综合分析等。 

5.【比较分析法】把两个或几个有关的可比数字对比，揭示矛盾，从数量上确定差异的一种方法。 

6.【比率分析法】计算各项指标之间的相对数，将相对数进行比较的一种分析方法。 

7.【因素分析法】依据分析指标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从数值上确定各因素对分析指标差异影响程度的一种方

法。 

考点 12  偿债能力分析 （★★★一级考点，选择、判断、名词、计算） 

1.企业偿付债务的能力是衡量一个企业财务状况好坏的标志。企业债务的增减变化直接影响投资人、债权人的利益

大小，只要投资报酬率大于借款利息率，举债融资对股东就会有利，但债务过多会增加企业的风险。偿债能力分析

的指标：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净营运资金、负债比率、债务保障率。 

2.流动比率是企业的全部流动资产与全部流动负债之比。公式为： %100
流动负债

流动资产
流动比率   

3. %100
流动负债

速动资产
速动比率  （速动资产=流动资产-存货） 

4.净营运资金：净营运资金=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5.资产负债率是企业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之比，公式如下：资产负债率= %100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6.资产净值负债率：
业主权益

负债总额

资产总额－负债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值负债率   

7.长期资金负债率： %100%100 



长期资本总额

长期负债

股东权益长期负债

长期负债
长期资金负债率  

8.利息保障倍数： 
利息费用

息税前利润
利息保障倍数  

考点 13 营运能力分析 （★★★一级考点，选择、判断、名词、计算） 

1.【营运能力】是企业的经营运行能力，它通过资金周转状况反映出来。资金周转状况良好说明企业经营管理水平

高，资金利用效率高。分析指标有：存货周转率、应收账款周转率、资产周转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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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存货周转次数是一年内企业库存商品和原材料等所周转次数。公式如下：
平均存货

年销货总成本
存货周转次数  

3.企业赊销收入额与应收账款平均占用额之比称为应收账款周转次数，它反映了企业应收账款的流动程度。 

2

期末应收账款期初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平均占用额

应收账款平均占用额

赊销收入额
应收账款周转次数





 

4.年均收款期：
应收账款周转次数赊销收入额

应收账款平均占用额年计划日历天数
年均收款期

360



  

 

5.资产周转率是对企业财务活动的概括性测算和评价，它是企业销售收入与资产总额的比率，又称总资产利用率。 

公式：资产周转率=
资产总额

年销售收入 

考点 14 获利能力分析 （★★二级考点，选择、判断、名词、计算） 

1.盈利是企业最重要的经营目标，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企业获利能力分析指标：投资报酬率、销售收入利润

率、成本费用利润率、每股盈余、市盈率。 

2.资产收益率： %100
资产总额

净利润
资产收益率   

3.资产营业利润率： %100
资产总额

所得税利息费用净利润

资产总额

息税前利润
资产营业利润率 


  

4.长 期 负 债及 所 有 者权益 报 酬 率 ： %100





所有者权益长期负债

长期负债利息费用税后利润
报酬率长期负债及所有者权益  

= 
净利润+长期负债利息费用

长期负债+所有者权益
×100% 

5.资本金报酬率： %100
实收资本

净利润
资本金报酬率   

6.销售收入利润率： %100
产品销售收入净额

营业利润
销售收入利润率  

7.销售毛利率： %100
销售收入

毛利
%100

销售收入

销售收入－销售成本
销售毛利率   

8.销售净利率，它是税后收益与销售收入之比，即：销售净利率= %100
销售收入

净利润
  

9.成本费用利润率： %100
成本费用总额

利润总额
成本费用利润率  

10.每股盈余： 
均数发行在外普通股加权平

净利润－优先股股息
每股盈余   

11.市盈率：
普通股每股收益

普通股每股市价
市盈率  

考点 15 杜邦分析法 （★★★一级考点，选择、名词、简答、计算） 

1.财务分析者在进行综合财务分析时，必须深入了解企业财务状况内部的各项因素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这样才能

比较全面地揭示企业财务状况的全貌。杜邦分析法正是这样一种分析方法。从杜邦分析图可以看出，股东权益报酬

率（或净资产收益率）是一个综合性强、具有代表性的财务比率，它是杜邦系统的核心。 

2.杜邦分析法：对企业财务状况进行的综合分析，它通过几种主要的财务指标之间的关系，直观、明了地反映了企



 

《财务管理学》考点手册 

6 

购买更多课程、资料等问题请添加 小播妹微信号：xiaobomei2015，小播妹 QQ 号：30566920 

 
 

业的财务状况。杜邦系统主要反映了以下几种主要的财务比率关系： 

(1)股东权益报酬率与资产报酬率及权益乘数之间的关系： 股东权益报酬率=资产报酬率×权益乘数 

(2)资产报酬率与销售净利率及总资产周转率之间的关系： 资产报酬率=销售净利率×总资产周转率 

(3)销售净利率与净利润及销售收入之间的关系： 销售净利率=净利润÷销售收入 

(4)总资产周转率与销售收入及资产总额之间的关系：总资产周转率=销售收入÷资产总额 

第四章 筹资管理概述 

考点 16 筹资的基本问题 （★三级考点，选择、判断、名词、简答、）（整合知识点 023-024） 

1.筹集资金：筹集资金简称筹资，是企业的主要财务活动之一。【筹资】是指企业针对自身生产经营现状及资金运用

情况，根据企业总体经营战略和策略，充分考虑生产经营、对外投资和调整资本结构等方面的需要，经过科学的预

测和决策，通过筹资渠道和资金市场，运用筹资方式，向企业的投资者和债权人有效筹措所需资金的一项理财活动。 

2.企业筹集资金的要求：(1)认真选择投资项目；(2)合理确定筹资额度；(3)依法足额募集资本； 

(4)正确运用负债经营；(5)科学掌握投资方向。 

3.筹集资金的渠道：(1)国家资金；(2)银行信贷资金；(3)非银行金融机构资金；(4)其他法人单位资金； 

(5)民间资金；(6)企业内部形成的资金；(7)境外资金。 

4.筹资方式：(1)吸收直接投资；(2)发行股票；(3)银行借款；(4)发行债券；(5)租赁。 

考点 17 资金成本 （★★★一级考点，选择、简答、计算）（整合知识点 025-027） 

1.资金成本的性质： 

(1)资金成本是按资分配的集中表现。 

(2)资金成本具有一般产品成本的基本属性，又不同于一般产品成本的某些特征。 

(3)资金成本同资金时间价值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资金成本既包括资金的时间价值，又包括投资风险价值。 

2.资金成本研究的作用： 

(1)资金成本是选择资金来源，拟定筹资方案，进行筹资决策的重要依据。 

(2)资金成本是评价投资项目可行性的主要经济标准。 

(3)资金成本是评价企业经营成果、管理水平的主要依据。 

3.资金成本率：
集费用筹集资金总额－资金筹

资金占用费用
资金成本率  

4.债券成本率：
)f1(Q

)T1(I

1

1

－

－

－筹资费率）（债券发行额

－所得税税率）（债券利息
债券成本率 






 

5.借贷成本率：
额－借款手续费借款总额－存款保留余

－所得税税率借款利息
借款成本率

)1(
  

6.商业信用成本的计算方式： %100
360

－1
%100

折扣期-信用期

360

现金折扣率-1

现金折扣率


DC

C
K e

 

式中： )折扣期限-信用期限(付款的天数—丧失现金折扣后延期——现金折扣率；——商业信用成本率；— DCK e
 

7.优先股成本的计算方式：
)－1(筹资费用率）-1（优先股总额

优先股股息

fP

D
K

P

P
P 


  

式中：
pK ——优先股成本率； 

pD ——优先股每股股息； —pP 优先股总额； f ——优先股筹资费用率。 

8.普通股成本： G
fP

D
K

c

c
c 




）－1（
股利增长率

筹资费用率）-1（普通股总额

下一年普通股股利  

式中：
cK ——普通股成本率； 

cD ——下一年发放的普通股总额的股利； 
cP ——普通股股金总额；G ——普通股

股利预计每年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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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留用利润成本： G
P

D
K

n

c
n   

式中：
nK ——留用利润成本率； ——nP 留用利润总额。 

10.股东期望留用利润能获得与普通股一样的报酬，故留用利润成本的计算方法与普通股一样，只是没有筹资费用。 

11.加权平均资金成本计算： 

   比重该种资金占全部资金的本率某种资金来源的资金成加权平均资金成本      





n

j

jjw KWK
1

 

式中：
wK ——加权平均资金成本率； 

jW ——第 j 种资金来源占全部资金的比重； 

      
jK ——第 j 种资金来源的资金成本率；n ——筹资方式的种类。 

考点 18 财务杠杆与经营杠杆 （★★★一级考点，选择、判断、名词、计算） 

1.【财务杠杆】是指企业利用债务成本的习性而带来的额外的营业利润。 

2.【财务风险】就是企业运用负债融资及优先股筹资后，普通股股东所负担的额外风险。具有地说，它是指企业利

用财务杠杆给普通股收益造成大幅波动的风险和企业破产的风险。当财务杠杆起作用造成息税前利润增长，每股收

益就会增加很多，从而降低财务风险；反之。息税前利润减少，财务杠杆作用使每股收益降幅更大，特别是负债利

率高于资金利润率，就会给企业带来较大的财务风险。 

3.营业杠杆系数定义公式：
产销量变动的百分比

比息税前利润变动的百分
营业杠杆系数 ，即：

QQ

EBITEBIT
DOL

/

/




   

式中：DOL——营业杠杆系数；EBIT——息税前利润； EBIT ——息税前利润的变动数； 

Q——变动前产销量； Q  ——产销量的变动数。 

营业杠杆系数简化公式：
息税前利润总额

销售额－变动成本总额
营业杠杆系数   

4.财务杠杆系数定义公式：
息税前利润变动率

每股税后利润变动率
财务杠杆系数 ,

EBITEBIT

EPSEPS
DFL

/

/




  

式中： DFL——财务杠杆系数； ——EPS 每股税后利润； EPS ——每股税后利润变动数。  

财务杠杆系数=
息税前利润－利息

息税前利润  

5.复合杠杆系数(DTL)是指每股收益的变动率相对于销售额变动率的倍数。
QQ

EPSEPS
DFL

/

/




  

用公式表示为： DFLDOLDTL   

考点 19 资本结构 （★★★一级考点，选择、判断、简答） 

1.资本结构作为一个重要的财务范围，具有丰富的内涵，至少应包括如下内容： 

(1)权益与负债的比例关系；  (2)长期资金来源与短期资金来源的关系； (3)各种筹资方式的比例关系； 

(4)不同投资者间的比例关系；(5)资金来源结构与投向结构的配比关系。 

2.资本结构理论: 

(1)净收入理论：这是西方早期资本结构理论之一。该理论认为，公司加大西方财务杠杆程度，可以降低企业加权平

均的资金成本，提高公司的市场价值。 

(2)净营业收入理论：该理论认为，不论财务杠杆如何变动，综合资金成本都是固定的，同时企业价值也是固定不变

的。 

(3)传统理论：传统理论认为每家公司均有一最佳的资本结构。 

(4)【MM 理论】MM 理论是美国著名金融经济学家、财务学家莫迪里艾尼与米勒共同提出的一整套资金结构理论。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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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课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最初的 MM 理论；二是修正的 MM理论。 

(5)【权衡理论】该理论认为，MM 理论忽略了现代社会中的两个因素：财务拮据成本和代理成本，而只要运用负债

经营，就有发生财务拮据成本和代理成本的可能。 

(6)【不对称信息理论】所谓不对称信息就是管理者和投资者在信息获得方面是不平等的，管理者比投资者掌握更

多、更准确的信息；而且，管理者会试图为现有的股东而不是新股东谋最大利益。 

3.影响资本结构的因素： 

(1)体现行业特点、企业性质的资产结构； (2)财务风险的承受能力； 

(3)企业经营的稳健性和连续性；         (4)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所持的态度；  

(5)贷款人和信用评级机构的态度；       (6)企业的发展目标和适应能力； 

(7)企业的获利目标和收益分配的方针；   (8)企业所处环境和法律、政策的制约性。 

4.存量调整就是在企业现有资产规模下对现存的自有资本与负债进行结构转化、内部重组，以实现资本结构趋于合

理。 

5.【最佳资本结构】是指企业在一定时期使其综合资金成本最低，同时企业价值最大的资本结构。这种理论上的最

佳结构点只是理论推断，在实际中公司最佳资本结构应该是一个区间范围。 

6.确定最佳资本结构的方法：加权平均资金成本比较法、无差别分析法。 

第五章 所有者权益管理 

考点 20 资本金制度的概念、意义及内容 （★★二级考点，选择、判断、名词、简答）（整合知识点 030-031） 

1.【资本金】所有者权益的主要来源和表现形式，是投资者拥有的根本权益，它对企业的盈亏分配、净资产处置等

方面权利有直接的影响。【资本金制度】国家对资本金筹集、管理和核算以及所有者责权利等方面所作的法律规范，

建立资本金制度是我国资金管理体制的重大变革，具有十分深远重大的意义。 

2.资本金制度的意义： 

(1)有利于保护企业所有者权益。(2)有利于正确计算盈亏。(3)有利于健全企业经营机制。 

3.资本金的确定方法： 

(1)【实收资本制】在公司成立时必须确定资本金总额，并一次认足，实收资本与注册资本一致，否则公司不得成立。 

(2【授权资本制】在企业设立时，虽然也要确定资本金总额，但不要求一次缴足。只要缴纳了第一期出资额，企业

即可设立；剩余未缴部分资本金，可以在企业设立后进行筹集，即授权资本制允许实收资本同注册资本不一致。 

(3)【折中资本制】要求公司成立时确定资本金总额，并规定首期出资的数额，接近于授权资本制，但对第一期出资

数额或比例一般会限制。 

4.【法定资本金】又叫法定最低资本金，是指国家规定开办企业必须筹集的最低资本金数额。 

5.根据《企业财务通则》规定，资本金按照投资主体分为国家资本金、法人资本金、个人资本金以及外商资本金等。

股份制企业的股权划分为国家股、法人股、个人股和外资股。 

6.资本金的筹集方式：按照《企业财务通则》和财务制度的规定，企业既可以吸收货币资金的投资，也可以吸收实

物、无形资产等形式的投资，还可以发行股票筹集资本金，也就是说，企业可以吸收投资者依法投资的任何财产来

筹集资本金。 

7.《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以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作价出资的金额不得超过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 20%，

国家对采用高新技术成果有特别规定的除外；发起人以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作价出资的金额不得超过股份有限公

司注册资本的 20%。如果特殊情况，企业吸收无形资产（不含土地使用权）含有高新技术确需超过 20%，应当经有关

部门审查批准，但是最高不得超过 30%。 

8.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本总额由股东一次认足；外商投资企业可以分期筹资。若采用一次性筹集，应当在营业执照签

发之日起 6 个月内筹足。分期筹集的，最长期限不得超过 3 年，即最后一次出资应当在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 3 年内

缴清，其中第一次筹集的投资者出资不得低于 15%，并且第一次筹集部分应在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 3 个月内筹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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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 21 吸收直接投资 （★三级考点，选择、简答）（整合知识点 032-033） 

1.吸收直接投资的种类： 

(1)按其所形成公司资本金的构成要素分类，可以分为吸收国家直接投资（国家）、吸收其他企事业单位等法人的直

接投资（法人）、吸收公司内部职工和城乡居民的直接投资（个人）、吸收外国投资者和我国港澳台地区投资者的直

接投资（外商）。目前吸收直接投资对国有企业而言主要包括国家投资和其他企事业单位的联营投资。 

(2)按投资者的出资形式分类，可分为公司吸收现金投资和公司吸收非现金投资两大类。 

2.吸收直接投资方式的优点： 

(1)其所筹资本属于公司的权益成本，于借入资本相比较，它更能提高公司的资信和借款能力。 

(2)公司吸收直接投资不仅可以筹取现金，而且能够直接获得其所需要的先进设备与技术，这与仅筹集现金的筹资

方式相比较，更能尽快地形成生产经营能力。 

(3)公司采用吸收直接投资的筹资方式，其财务风险较低。 

3.吸收直接投资方式的缺点： 

(1)筹资成本较高； 

(2)由于没有证券作为媒介，公司吸收了直接投资，往往其产权不够明晰，不利于公司产权的流动和重组； 

(3)国家对谋求吸收直接投资公司(企业)的诸多政策，不仅十分繁琐多变，而且很容易导致国家行政权力对公司(企

业)生产经营方向、营销策略、筹资渠道和方式等产生消极作用。 

考点 22 股票筹资 （★★★一级考点，选择、判断、名词、简答）（整合知识点 034-035） 

1.【股票】是股份有限公司为筹集主权资本而发行的有价证券，是股东拥有公司股份的凭证。 

股票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征： 

(1)资产权利的享有性(2)价值的不可兑现性(3)收益的波动性(4)市场的流动性(5)价格的起伏性。 

2.【普通股股票】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代表股东享有平等的权利与义务、不加特别限制、股利不固定的最基本的股

票。 

3.利用普通股筹资的优缺点： 

优点：(1)普通股所筹资金没有偿还期；(2)普通股票筹资没有固定的股利负担；(3)普通股筹资风险小； 

(4)普通股筹资能增强公司的信誉；(5)普通股筹资容易吸收社会资金。 

缺点：(1)筹资成本高；(2)可能分散公司的控制权；(3)可能导致股价的下跌。 

4.【优先股股票】公司发行的在取得股利和公司剩余财产时具有优先权的股票。优先股股东不享受公司经营管理的

权利，也可能不具表决权或表决权的行使受到限制。 

5.优先股筹资的优缺点： 

优点：(1)增强了公司的资金实力；(2)优先股所筹资金没有偿还期；(3)优先股筹资不会分散公司的控制权； 

(4)优先股股利的支付有一定的灵活性；(5)可使普通股获得财务杠杆收益。 

缺点：(1)发行优先股较普通股限制较多；(2)优先股的资本成本虽低于普通股，但比债券高； 

(3)可能形成较重的财务负担。 

6.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公开发行股票的条件： 

(1)其生产经营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2)其发行的普通股限于一种，同股同权； 

(3)发起人认购的股本数额不少于公司拟发行的股本总额的 35%； 

(4)在公司拟发行的股本总额中，发起人认购的部分不少于人民币 3000 万元，但是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5)向社会公众发行的部分不少于拟发行的股本总额的 25%，其中公司职工认购的股本数额不得超过拟向社会公众发

行的股本总额的 10%；公司拟发行的股本总额超过人民币 4 亿元的，证监会按照规定可以酌情降低向社会公众发行

的部分的比例，但是最低不少于公司拟发行的股本总额的 10%； 

(6)发起人在近三年内没有重大违法行为； 

(7)证券委规定的其他条件。 

7.原有企业改组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公开发行股票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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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行前一年末，净资产在总资产中所占比例不低于 30%，无形资产在净资产中所占比例不高于 20%，但是证券委

另有规定的除外； 

(2)近三年连续盈利。国有企业改组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股票的，国家拥有的股份在公司拟发行的股本总额

中所占的比例由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规定。 

8.股票发行的审查体制有两种。一种是注册制，也称形式审查制，另一种是核准制，又称实质审查制。 

9.股票发行价格：等价、时价、中间价。 

第六章 负债管理 

考点 23 负债及其与所有者权益的关系 （★三级考点，选择、判断、名词、简答）（整合知识点 036-037） 

1.负债的特征： 

(1)负债是以往或目前已经完成的交易而形成的当前债务，凡不属以往或目前已经完成的交易，而是将来要发生的

交易可能产生的债务，不能当作负债； 

(2)负债是要在将来支付的经济责任； 

(3)负债是可以确定和估计的金额； 

(4)负债是需要用现金或其他资产支付的确实存在的债务； 

(5)负债有确切的债权人和到期日。 

2.企业负债的必要性： 

(1)负债筹资是解决企业资金不足的必不可少的方式。 

(2)良好的社会环境有利于企业负债经营。 

(3)负债筹资与自有资本招股筹资比较，更具有优势。 

3.【流动负债】是指将一年或者超过一个营业周期内偿付的各种债务；长期负债是指偿还期在一年或者超过一年的

一个营业周期以上的负债。 

4.负债与所有者权益的区别： 

(1)从其性质来看，负债的偿还期限一般都能事先确定，体现债权人对企业投资的暂时性，而所有者权益是投资人对

企业一项永久性投资，会尽管可能增加投资、分配利润等权益变动。 

(2)从不同的投资者在企业所享有的权限看，债权人与企业只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当他们自身的利益受到伤害，可以

对抵押资产提出法律上的要求；股权投资人则对企业资产有所有权，有着法定管理企业或委托他人管理企业的权利。 

(3)从对企业资产所享有的要求权看，债权人对企业全部资产具有索偿权，在公司破产、清算情况下，公司要用全部

资产来偿还负债。 

(4)从投资收益的性质来看，支付给债权人的利息是一个预先确定的固定值，数额不受企业经营状况的影响，而所有

者权益所获收益不能事先确定，支付股利的大小，分得利润的多少要视企业经营状况而定，支付的数额也不能作为

企业费用从销售收入中扣减，而是利润分配的内容之一。 

(5)从负债及所有者权益的计量属性来看，所有者权益不必像负债那样单独计价，是根据一定计量特定资产和负债

后所形成的结果，即企业资产总额减去负债总额之后的净资产。 

5.流动负债包括：商业信用、短期银行借款、短期融资券。 

长期负债包括：长期借款、长期债券、融资租赁。 

考点 24 商业信用 （★★★一级考点，选择、判断、名词、简答、计算） 

1.【商业信用】指商品交易中的延期付款或延期交货所形成的借贷关系，是企业之间的一种直接信用关系。商业信

用是由商品交易中钱与货在时间上的分离而产生的。 

2.商业信用形式：应付账款、商业汇票、预收货款、应计费用。 

3.应付账款：由赊购商品形成的最典型、最常见的商业信用形式。 

4.卖方规定的信用条件为“2/10， n/30”，这就意味着买方如在购货发票日算起 10 天内付款，可以享受 2%的现金

折扣；如在 10 天后至 30 天内付款则无现金折扣，买方需全额付款；卖方给予买方的最长付款期限为 30 天。 

放弃现金折扣的机会成本： %100
360

－1
%100

折扣期-信用期

360

现金折扣率-1

现金折扣率


DC

C
K e

 

5.【应计费用】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由非商品交易而形成的自然性融资。包括应付职工薪酬、应付税金、应

付利润、其他未交未付款和预提费用等。 

6.商业信用筹资的优点： 

(1)限制条件少：商业信用不需经过谈判或协商即可获得，销售方很少提出其他授予信用的附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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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筹资速度较快：相对其他筹资方式，商业信用发生在交易活动时，一般不需花太多精力与销售方作任何谈判与安

排，即可自动取得商业信用，而且随着企业声誉的提高，此项金额会越来越大，因此，是一种自然性筹资。 

(3)筹资成本较低：若购销业务中，销货方没有现金折扣，开具的是不带现金折扣的应付票据，则对购货企业而言，

此项信用筹资没有筹资费用，因而与其他方式相比，筹资成本相对最低。 

(4)筹资弹性较大：由于企业经营往往在部分流动资产项目表现为季节性或循环性或循环性波动的特征，为使资产

规模弹性和资金供应弹性相配合，只有选择商业信用。 

7.商业信用筹资的缺点： 

(1)资金利用时间较短：商业信用本身时间一般较短，使企业不可能将这部分资金运用与长期资产项目上，不利于企

业长期稳定发展，况且若供货方有现金折扣，往往会为得到折扣而提前付款。 

(2)筹资风险较大：商业信用的大量利用，在企业经营正常的情况下会促使自有资本收益率大大提高，但因外部环境

的难以捉摸，企业经营管理的变动和人员的变动，会使企业资金周转失灵，当展期信用被拒，企业就面临相当大的

支付短期债务的风险，在企业久拖不还的情况下，企业信用收到极大影响，一旦信用受损在行业内波及，企业将无

法再筹到任何资金。 

考点 25 短期银行借款 （★三级考点，选择、判断、名词、简答） 

1.【周转信贷协定】也称限额循环周转证，是银行具有法律义务地承诺提供不超过某一高限额的贷款协定。 

2.短期银行借款的优缺点： 

优点：(1)借款的条件和手续相对较简便；(2)筹资迅速，能在较短时间内满足企业急需； 

(3)借款数额和借款期限弹性较大，便于企业灵活安排资金。 

缺点：(1)筹资成本高，特别是抵押借款还需交纳管理和服务费用以及实行附加利率造成成本升高； 

(2)因随时偿还大量短期借款，在支付不及时的情况下对企业冲击较大。（财务风险大） 

考点 26 短期融资券 （★★★一级考点，选择、判断、名词、简答） 

1.【短期融资券】又称为商业票据、短期借据或商业本票，它是一种由规模大、名声响、信誉卓著的企业在公开市

场上发行的一种无担保本票，是一种新兴的筹集短期资金的方式。 

2.短期融资券的种类： 

(1)按发行发式不同分为间接销售的融资券和直接销售的融资券。 

(2)按发行人的不同分为金融企业的融资券和非金融企业的融资券。 

(3)按发行和流通范围不同分为国内融资券和国际融资券。 

3.融资券发行的程序： 

(1)公司作出发行短期融资券的筹资决策。 

(2)委托有关的信用评级机构进行信用评级。 

(3)向有关审批机关提出发行融资券的申请。 

(4)审批机关对企业的申请进行审核与批准。 

(5)正式发行融资券，取得资金。 

4.短期融资券筹资的优缺点： 

优点：(1)短期融资券筹资的成本低。            (2)短期融资券筹资能提高企业信誉。 

(3)短期融资券筹资可减轻企业财务工作量。(4)经纪人有时能提供有价值的建议。 

缺点：(1)发行短期融资券的条件比较严格。(2)在企业出现财务困难时，短期融资券可能难以完成发行任务。 

(3)到期不能偿还会带来相当严重的后果。 

考点 27 长期借款 （★★二级考点，选择、判断、简答） 

1.长期借款筹资的优缺点： 

优点：(1)筹资速度快。  (2)借款成本较低。  (3)借款弹性较大。 (4)具有财务杠杆作用。 

缺点：(1)财务风险较大。(2)限制性条款较多。(3)筹资数量有限。 

考点 28 长期债券 （★★★一级考点，选择、判断、名词、简答、计算） 

1.债券的特征： 

(1)债券是一种债权债务的凭证。(2)债券利息固定。(3)债券偿还期明确。 

(4)在分配和求偿上具有优先权。(5)不影响企业的控制权。 

2.债券持有人只是企业的债权人，无权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持有人对企业经营也不承担责任，因此，不会削弱企

业的控制权。 

3.根据我国《公司法》规定，发行债券筹资的企业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1)股份有限公司净资产额不得少于人民币 3000 万元，有限责任公司的净资产额不得低于人民币 6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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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累计债券总额不超过公司净资产的 40%； 

(3)最近三年平均分配利润足以支付公司债券一年的利息； 

(4)筹资的资金投向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 

(5)债券的利率不得超过国务院限定的利率(注：不高于同期银行定期储蓄利率的 40%)； 

(6)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条件。 

4.债券的发行方式通常分为公募发行和私募发行两种。 

【公募发行】以不特定的多数人多募集对象而公开发行债券。 

【私募发行】指向特定的少数投资者发行债券。 

5.债券的发行价格一般有三种：一是按债券面值等价发行；二是低于债券的面值折价发行；三是高于债券的面值溢

价发行。因此，在发行债券时要调整发行价格，以使投资者实际得到的利息率与市场利息率相等。 

6.债券发行价格的计算公式为：发行价格=
n

n

t )1()1(1 市场利率

面值

市场利率

年利息








 

=利息×（P/A，i，n）+面值×（P/F，i，n） 

式中：n——债券期限； t——支付利息的期数。 

7.决定债券发行价格的主要因素有债券面值、债券利率、市场利率和债券到期日。 

8.债券筹资的优缺点： 

优点：(1)资金成本较低。(2)保障控制股权。(3)财务杠杆作用明显。 

缺点：(1)限制条件严格。(2)筹资数量限制。(3)财务风险高。 

考点 29 融资租赁 （★★二级考点，选择、判断、简答） 

1.经营性租赁的特征： 

(1)承租企业可随时向出租人提出租赁资产。 

(2)租赁期短，不涉及长期而固定的义务。 

(3)租赁合同比较灵活，在合理现值条件范围内，可以解除租赁契约。 

(4)租赁期满，租赁的资产一般归还给出租者。 

(5)出租人提供专门服务，如设备的保养、维修、保险等。 

2.融资性租赁的特征： 

(1)一般由承租人向出租人提出正式申请，由出租人融通资金引进用户所需设备，然后再租给用户使用。 

(2)租期较长。 

(3)租赁合同比较稳定。 

(4)租约期满后，可选择以下办法处理租赁财产：将设备作价转让给承租人；由出租人收回；延长租期续租。 

(5)在租赁期间内，出租人一般不提供维修和保养设备方面的服务。 

3.融资租赁的分类： 

(1)【售后租回】指一个企业将某项资产出售给另一企业，然后通过融资再将这项资产租回而成为承租人的方式。 

(2)【直接租赁】直接租赁是指承租人直接向出租人所需要的资产，并付出租金。 

(3)【杠杆租赁】杠杆租赁不同于售后租回和直接租赁只涉及出租者和承租者，还涉及贷款者作为第三方当事人。 

4.融资租赁的优缺点： 

优点：(1)迅速获得所需资产。(2)保存企业举债能力。(3)租赁筹资限制较少。 

(4)免遭设备淘汰的风险。(5)减低财务支付压力。 

缺点：(1)租赁成本高。(2)物价上涨，企业会失去资产增值的好处。(3)配套技巧不易实施。 

第七章 投资管理概述 

考点 30 投资概述 （★三级考点，选择、简答）（整合知识点 044-045） 

1.企业投资的特点： 

(1)投资总得以取得一定的投资报酬或投资效益为前提条件，即效益性。 

(2)任何投资活动的发生，都是在投资之前对多个投资方案比较的基础上再加以选择的结果，即可选择性。 

(3)任何投资行为都是先支付后收益，先投入后产出，所以说投资具有垫付性。 

2.投资的分类： 

（1）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直接投资是把资金放到经营性资产中，间接投资又称金融资产投资。 

（2）对内投资和对外投资。对内投资都是直接投资，对外投资可能是直接投资，也可能是间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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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 31 西方财务投资理论 （★三级考点，选择、判断、名词）（整合知识点 046-048） 

1.西方财务投资理论有：有效市场理论、投资组合理论、期权定价理论。 

2.“有效市场理论”：在证券市场上交易者如果根据获得的一组信息而无法获得额外盈利(即经济利润)，那么，就可

以认为资本市场是有效的。 

3.由马可威茨提出的“投资组合选择”奠定了投资组合理论的基础，他认为经过投资组合后投资方案会在“风险—

收益”中得到平衡，既能规避一定的投资风险，又能取得一定的投资收益，这是投资组合理论的中心思想。 

4.后来由夏普所创立的资本资产定价理论，简化了投资组合理论中关于相关系数与协方差计算，增进了组合投资方

法的实用性，进一步完善了投资组合理论。资本资产定价理论属于投资理论。 

5.夏普在资本资产定价理论中提出投资总风险由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两种风险构成。系统性风险对所有证券

都有影响，但企业无法控制，而非系统性风险则存在于每个具体的证券品种上，且风险程度大小不等无法消除，因

此可以计算出其风险系数，并对其预期收益率进行估算，以确定个别证券包括风险在内的市场价值。 

6.【美式期权】可以在执行日或该日以前任何一天行使，【欧式期权】只能在执行当天行使，两者的共同点就是过了

执行日期权就作废。 

7.美式期权价值不低于欧式期权。 

第八章 流动资产投资管理 

考点 32 货币资金 （★★★一级考点，选择、判断、简答） 

1.货币资金的特点： 

(1)流动性最强，具有普遍的可接受性。(2)收益性最低。 

2.持有货币资金的动机：交易性动机、预防性动机、投机性动机。 

3.交易性动机：指企业为了应付日常经营活动的需要，应该保持的货币资金，它包括购买原材料、支付工资、交纳

税金等。 

4.预防性动机：指为了预防意外事件的发生必须保持的货币资金。 

5.投机性动机：指企业保持货币资金以备用于不寻常的购买机会，从而获得意外利润。 

6.企业库存现金，由其开户银行根据企业的实际需要核定限额，一般以 3～5 天的零星开支额为限，偏远地区最多

不得超过 15天。 

考点 33 货币资金需求量预测 （★★二级考点，选择、计算） 

1.货币资金需要量预测的方法有：现金收支法、调整净损益法、销售比例法、成本费用比例法。 

2.现金收支法是使用最广泛的货币资金需要量预测方法。 

现金余缺额=(期初现金余额+本期预计现金流入总额－本期预计现金流出总额)－最佳现金持有量 

3.调整净损益法：以权责发生制确定的计划期损益为基础，通过逐笔处理影响损益和现金余额的会计事项，把本期

净收益调整为现金基础（收付实现制），并预测出计划期现金余缺数。 

现金余缺数=现金收付基础税后净收益+与损益无关的现金收入-与损益无关的现金支出+期初现金余额-最佳现金持

有量-发放的现金股利 

4.销售比例法是根据企业一定时期内的商品销售收入总额与货币平均余额之间的比例关系来预测的货币资金需要

量的方法。
基期商品销售收入总额

基期货币资金平均余额
预收商品销售收入总额货币资金需要量   

5.成本费用比例法是根据企业在一定时期内的成本费用总额与货币资金平均余额之间的比例关系来预测货币资金

需要量的方法。
基期成本费用总额

基期货币资金平均余额
预测成本费用总额货币资金需要量   

考点 34 货币资金需求量控制 （★★二级考点，选择、判断、名词、计算） 

1.货币资金需求量控制有三种模式：成本分析模式、存货模式、随机模式。 

2.成本分析模式这种方法是将企业持有货币资金的成本分解为占用成本、管理成本和短缺成本，然后在几个持有货

币资金的方案中确定上述三种成本之和(即总成本)最低的那个方案的货币资金持有量为最佳持有量。 

货币资金的成本=占用成本+管理成本+短缺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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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占用成本】是指将货币资金作为企业的一项资产占用所付的代价，这种代价是一种机会成本，其量可用企业的

资金利润率与年均货币资金持有量估算。货币资金持有量越大，其占用成本越高。 

4.【管理成本】是指一定期间内(如 1 年)保存货币资金而发生的费用，如管理人员的工资，安全措施等等。管理费

用在一定的货币资金持有量范围内属于固定费用，与货币资金持有量的多少无明显的相关性。 

5.存货模式下货币资金的成本=交易成本+置存成本，即 C=
M

2
×r+

T

M
×b，货币最佳持有量M∗=√

2Tb

r
 

式中：C 为货币资金的成本；M为货币资金持有量；r 为利息率；T 为货币资金总需求量；b为第次转换成本。 

6.随机模式假定货币资金支出是随机的。 

上限 H 的计算公式为：H＝3Z 

均衡点 Z 的计算公式为：  
式中：F 为现金与有价证券的单位转换成本；σ为每日现金净流量变动的标准差；K 为有价证券的日利息率。 

考点 35 应收账款管理 （★★★一级考点，选择、判断、名词、简答）（整合知识点 051-053） 

1.债权资产管理的目的： 

(1)企业持有应收账款是出于商业竞争和扩大销售的需要，在应收账款方面的信用政策较松，就可以刺激销售，从

而导致利润的增加； 

(2)应收账款的信用政策总是与一定的成本相联系的。 

2.【信用政策】是指企业关于应收账款管理或控制方面的原则性规定，它包括信用标准和信用条件两个方面。信用

条件包括折扣率、折扣期限和信用期限。 

3.【信用标准】指企业愿意向客户提供商业信用所要求的关于客户信用状况方面的最低标准，即客户获得企业商业

信用所应具备的起码条件。 

4.企业在制定信用标准时，应进行“成本—效益”分析。 

5.【5C 评估法】包括：品德、能力、资本、抵押品、条件。 

6.【信用等级评价法】是将客户的信用资料转化为信用等级，然后再针对不同的信用等级给予相应的信用条件。通

常是根据客户的应收账款可能发生的呆账率划分等级。 

7.信用额度实际上代表企业对该客户愿意承担的最高风险。 

8.由于延长信用期限，就等于延长了应收账款的平均收账期，这样会带来三种消极后果：一是占用在应收账款上的

资金增加了，也即增加了机会成本(财务成本)；二是增加了收账费用；三是增加了坏账损失的可能。 

9.财务成本：财务成本=应收账款平均占用额×资金利润率=销售成本×
天

信用期限

360
×资金利润率 

10.【收账政策】指企业向客户催讨已过期限的应收账款所采取的措施。包括规定允许客户拖欠账款的期限和为催收

准备付出的代价等 

考点 36 存货管理 （★★★一级考点，选择、判断、简答、计算）（整合知识点 054-056） 

1.存货的特征： 

(1)必须是企业所拥有的，即所有权属于企业； 

(2)储存存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销售或用于销售，它将在生产经营过程中被出售掉或消耗掉； 

(3)存货必须是流动资产，三方面缺一不可。 

2.存货的意义： 

(1)储存和及时提供原材料，是企业生产得以正常进行的物质前提； 

(2)储备必要的产成品，有利于销售； 

(3)储备必要的在产品、半成品，有利于均衡生产； 

(4)留有保险储蓄，以防不测。 

3.确定存货资金最低占用量的基本方法：周转期法、因素法、比例推算法、余额计算法。 

4.周转期法：存货资金最低占用量=平均每天周转额×周转期 

5.因素法：存货资金最低占用量=(上年度存货资金实际平均占用额－不合理占用额)×(1±计划年度生产任务增减

率)×(1－计划年度流动资金周转加速率) 

6.原材料资金最低占用量：【周转期法】 

原材料资金最低占用量=
日平均耗用额

计划期原材料
×原材料资金周转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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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期原材料日平均耗用额=
计划期日数

原材料计划价格计划期原材料耗用总量

计划期日数

计划期原材料耗用总额 
  

原材料资金周转期=在途日数+整理准备日数+应计供应间隔日数+保险日数 

应计供应间隔日数=供应间隔日数×供应间隔系数 

7. KCTC
Q

D

2

Q
订货成本储存成本=）存货成本（   

最佳采购批量（或经济订货批量）的计算：
C

DK
Q

2
  

式中：Q 为最佳采购批量；D 为全年需要量；K 为每次订货成本；C 为单位储存成本。 

Q

D
=订货次数  

8.【ABC 控制法】则，把经济现象的全体按某种标志划分为 A、B、C 三类，采取有区别、有主次地管理和控制。 

第九章 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管理 

考点 37 固定资产投资概述 （★三级考点，选择、判断、名词、简答） 

1.【固定资产】指使用年限在一年以上，单位价值在规定标准以上，并且在使用过程中保持原来物质形态的那部分

资产。 

2.固定资产按投资的范围分类： 

(1)对内固定资产投资，即企业本身的固定资产投资。 

(2)对外固定资产投资，即对本企业以外的其他单位的固定资产投资。 

3.固定资产投资的特点: 

(1)投资金额大，回收期长；(2)投资的一次性和收回的分次性；(3)使用效益的逐年递减性； 

(4)较差的变现性与流动性；(5)资金占用数量相对稳定性。 

考点 38 贴现现金流法 （★★★一级考点，选择、判断、计算） 

1.采用现金流量才能在投资决策中考虑货币的时间价值。 

2.贴现现金流法包括净值法、现值指数法、内含报酬率法 

3.净现值(NPV)=未来报酬总现值－原投资额现值 

未来报酬的总现值包括每年净现金流量现值和期末资产可变现价值的现值两部分。 

其中，若各年净现金流量相等，可按年金折成现值；若不等，则按普通复利(或单利)折成现值。固定资产的期末残

值或中途变现价按普通复利(或单利)折成现值。原投资额现值，若是一次性投资，就是原投资额，若是分期投资，

则需将它们折成现值后再加总，从而求得原投资额现值。 

4.【现值指数（PI）】又叫收益成本率或获利能力指数，是指未来报酬的总现值与原投资额现值的比率。现值指数法

可以正确的评论几个不同原投资额方案的可行性，这一点正好弥补了净现值的不足。 

原投资额现值

未来报酬总现值
）现值指数（ PI  

5.【内含报酬率】又称为内部报酬率或内在收益率，它是能使一项投资方案的净现值等于零的投资报酬率。也即，

若用内含报酬率作为贴现率，对投资方案的每年净现金流量进行折现，能使未来报酬的总现值恰好等于该投资方案

的原投资额现值。利用内含报酬率与该企业的资金成本相比较，若前者大于后者，则投资方案可行，否则不可行。 

内含报酬率=偏低的折现率+两个折现率的差额×
偏低的折现率计算出的净现值

两个折现率计算出的净现值之和
. 

考点 39 非贴现现金流法 （★★★一级考点，选择、判断、名词、计算） 

1.非贴现现金流法包括投资回收期法、平均收益率法。 

2.【投资回收期】指某项投资额全部收回所需的时间。投资回收期越短越好，这是因为早收回的资金又可再投资，

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 

投资回收期：
每年净现金流量

原投资总额
投资回收期  

3.平均收益率：
%100

2





残值资产建设期投资支出－流动

平均每年税后利润
平均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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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 40 固定资产折旧 （★★★一级考点，选择、判断、名词、计算）（整合知识点 060-061） 

1.固定资产折旧方法：平均折旧法和加速折旧法。 

平均折旧法主要有使用年限法、工作时间法、工作量法。 

加速折旧法主要有双倍余额递减法、年数总和法、余额递减法等。 

2.固定资产的年平均成本达到最低值时的那个时点就是最佳更新期。年平均成本是使用固定资产每年的平均持有成

本与运行成本之和。 

3.年数总和法是以固定资产原值减预计净残值后的余额为计提折旧的基础，与一个逐年递减的折旧率相乘而计算出

折旧的方法，也叫变率递减法。 

年数总和法： %100
21





折旧年限）（折旧年限

折旧年限－已使用年数
年折旧率  

年折旧额=(固定资产原值－预计净残值)×年折旧率 

12

年折旧率
月折旧率

 

月折旧额=(固定资产原值－预计净残值)×月折旧率 

4.双倍余额递减法：该法是在不考虑固定资产残值的情况下，用直线法折旧率的双倍乘以固定资产期初净值，作为

各期折旧额。 

计算公式如下： %100
2


预计使用年限

年折旧率  

年折旧额=期初固定资产净值×年折旧率 

第十章 金融资产管理 

考点 41 短期有价证券 （★★二级考点，选择、判断、名词、简答）（整合知识点 063-064） 

1.短期有价证券的特点： 

(1)短期有价证券的变现性强；(2)有价证券有一定的风险性；(3)有价证券价格有一定的波动性。 

2.证券投资风险有多种，包括利率风险、拒付风险、购买力风险和政策风险。 

购买力风险是指由于商品价格上涨、通货膨胀而使投资者所获报酬的购买力下降的风险。 

3.企业持有短期有价证券的原因： 

(1)以有价证券作为现金的替代品；(2)以有价证券作为短期投资的对象。 

4.企业将资金投资于短期有价证券的主要原因： 

(1)为了获利；(2)出于投机性动机；(3)进一步扩大生产经营规模积累基金。 

5.企业持有短期有价证券的目的，不只是为了获取收益，通常也为了提供流动性准备，以便应付特殊或不测的现金

需要。 

考点 42 长期有价证券 （★★★一级考点，选择、名词、简答、计算）（整合知识点 065-066） 

1.债券投资优缺点： 

(1)债券投资的优点：①债券投资风险较小；②收益较稳定；③变现性较好。 

(2)债券投资的缺点：①购买力风险较大；②没有参与债券发行单位的经营管理权。 

2.债券价格的估算： 

（1）一般情况下债券估价：P=利息×（P/A，i，n）+面值×（P/F，i，n） 

（2）一次还本付息且不算复利的债券估价：P=（面值+面值×利率×期限）×（P/F，i，n） 

（3）贴现债券估价：P=面值×（P/F，i，n） 

3.债券投资收益率的计算： 

（1） %100



发行价格

票面利率票面价格
直接收益率   

（2） %100




买入价格＋手续费

）
残存年限

手续费票面价格－买入价格－
（票面利率票面价格

最终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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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00





手续费买入价格

）
持有期

手续费卖出价格－买入价格－
（票面利率票面价格

持有期间收益率  

 

考点 43 股票 （★★二级考点，选择、判断、名词、简答）（整合知识点 067-068） 

1.股票投资风险的防范： 

首先，可以分散投资。具体包括：①分散投资于不同企业单位的股票。②分散投资于不同类型、不同行业的企业单

位的股票。③分散投资时间。 

其次，及时转换投资。 

再次，可进行多目标投资。 

2.股票投资的优缺点： 

(1)股票投资风险的优点：①拥有被投资公司的一定的经营控制权；②能取得较高的投资收益； 

③能适当降低购买力风险。 

(2)股票投资的缺点：投资风险大。 

考点 44 外汇（★三级考点，选择、判断、名词、简答、计算） 

1.企业的外汇业务：指以记账本位币以外的货币进行各类款项的收入、支付、结算及计价的业务。 

2.外汇业务产生的原因：(1)对外商品贸易。(2)对外劳务输出输入。(4)短期资本流动。(5)长期资本流动。 

考点 45 期权（★★二级考点，选择、名词） 

1.【期权交易】一种合约买卖，该合约赋予买方在到期日或之前的任何时候以合约规定的价格向卖方购入或出售一

定数量的某种商品的权利。 

第十一章 收入和费用管理 

考点 46 收入管理 （★★二级考点，选择、判断、简答）（整合知识点 071-072） 

1.收入是指企业在销售商品、提供劳务及他人使用本企业的资产等日常活动所形成经济利益的总流入，包括商品销

售收入、劳务收入、利息收入、使用费收入、股利收入等。 

2.收入能否可靠计量，是确认收入的基本前提，收入不能可靠地计量，则无法确认收入。 

3.收入的特征： 

(1)收入是在企业日常经营活动中产生的，而不是从偶然的交易或事件中产生。 

(2)收入可能表现为企业资产的增加，也可能表现为企业负债的减少，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3)收入能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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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收入的作用： 

(1)保证企业获取利润：企业的基本目标是赢利，这就要靠取得收入为基本手段。 

(2)保证企业持续经营：收入形成利润的前提是保证企业持续经营，企业要想长期获利也必须持续经营。 

5.收入预测的步骤：（1）收集资料；（2）分析判断；（3）进行预测。 

6.收入预测的方法：（1）专家预测法；（2）时间序列法；（3）因果分析法 

考点 47 成本费用管理 （★三级考点，选择、判断、名词、简答）（整合知识点 073-075） 

1.成本费用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各项耗费。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1)成本费用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劳动耗费； 

(2)成本费用还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资产耗费； 

(3)成本费用是以产品价值为基础的，同时成本费用又是产品价值独立的货币表现。 

2.成本费用的作用： 

(1)成本费用是制定产品价格的重要依据。 

(2)成本费用是补偿生产经营耗费的标准。 

(3)成本费用是加强生产经营管理的重要杠杆。 

3.成本费用控制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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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济原则；（2）因地制宜原则；（3）领导重视与全员参与原则 

4.【目标成本】是指根据预计可实现的销售收入扣除目标利润计算出来的成本，它是目标管理思想在成本管理工作

中应用的产物。 

目标成本=预计销售收入-目标利润 

5.【责任成本】是以具体的责任单位(部门、单位或个人)为对象，以其承担的责任为范围所归集的成本，也就是特

定责任中心的全部可控成本。 

第十二章 利润管理 

考点 48 利润形成管理 （★★二级考点，选择）（整合知识点 076-077） 

1.毛利润反映了产品销价和产品成本之间的差距。 

2.目标利润的特点：可行性、科学性、激励性、统一性。 

考点 49 利润分配管理 （★★二级考点，选择、简答） 

1.利润分配的内容： 

（1）弥补以前年度亏损；（2）提取盈余公积；（3）提取公益金；（4）向投资者分配利润。 

2.股份制企业在提取公益金后，应按如下顺序分配： 

（1）支付优先股股利；（2）提取任意盈余公积；（3）支付普通股股利。 

考点 50 股份制企业的利润分配 （★★★一级考点，选择、判断、名词、简答） 

1.股利政策类型：（1）剩余股利政策；     （2）固定或持续增长股利政策； 

（3）固定股利支付率政策；（4）低正常股利加额外股利政策。 

2.【剩余股利政策】就是在公司有着良好的投资机会时，根据一定的目标资本结构（最佳资本结构），测算出投资所

需的权益资本，先从盈余当中留用，然后将剩余的盈余作为股利予以分配。奉行剩余股利政策，意味着公司只将剩

余的盈余用于发放股利。这样做的根本理由在于保持理想的资本结构，使综合资金成本最低。 

3.【固定或持续增长股利政策】是将每一年发放的股利定在一固定水平上，并在较长的时期内不变，只有当公司认

为未来赢利将会显著增长、不可逆转地增长时，才提高年度的股利发放额。固定或持续增长股利政策的主要目的是

为了避免出现由于经营不善而削弱股利的情况。 

4.【固定股利支付率政策】是公司确定一个股利占盈余的比例，长期按此比例支付股利的政策。主张实行固定股利

支付率的学者认为，这样做能使股利与公司盈余紧密地配合，以体现多盈多分、少盈少分、无盈无分的原则，才算

真正公平地对待了每一位股东。 

5.【低正常股利加额外股利政策】是公司一般情况下每年只支付固定的、数额较低的股利，在盈余较多的年份，再

根据实际情况向股东发放额外股利。这种股利政策使公司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可使那些依靠股利度日的股东每年至

少可以得到虽然很低，但比较稳定的股利收入，从而吸引住这部分股东。 

6.股利的种类： 

（1）现金股利；（2）财产股利；（3）负债股利；（4）股票股利；（5）股票回购。 

第十三章 资本运营理论 

考点 51 资本运营概述 （★三级考点，选择）（整合知识点 080-084） 

1.资本扩张与资本收缩以资本效率优先原则为依据。 

考点 52 资本扩张 （★★★一级考点，选择、判断、名词）（整合知识点 085-086） 

1.企业的兼并是资本扩张的重要手段。 

企业兼并形式：(1)入股式。(2)承担债务式。(3)购买式。(4)采取资本重组的方式。(5)由出资者授权。 

2.企业收购是采用市场行为对某一企业实施兼并的一种方式。按照最一般的收购含义，【收购】是指一家企业出资购

买另一家企业的资产或股权，从而获得对该企业资本的实际控制权。 

考点 53 资本收缩 （★★★一级考点，选择、判断、简答） 

1.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格式开始意识到，剥离与分立并非像过去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公

司经营失败的标志，而是公司发展的一项合理的战略选择。 

2.剥离的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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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改变公司的市场形象，提高公司股票的市场价值。 

(2)满足公司的现金需求。 

(3)满足经营环境和公司战略目标改变的需要。 

(4)甩掉经营亏损业务的包袱。 

(5)消除负协同效应。 

(6)政府根据反拉斯法强制公司剥离一部分资产或业务。 

3.分立与剥离一样，可以通过消除“负协同效应”来提高公司的价值。 

第十四章 企业设立、变更、清算的管理 

考点 54 企业设立与变更 （★三级考点，选择）（整合知识点 088-090） 

1.按照我国现行制度的规定，一般企业的设立不需要报经有关机关的批准，可以由发起人直接向企业登记机关申请

登记。但是如果成立外商投资企业、股份有限公司、金融性企业等需要报经国家指定的主管部门的批准。 

考点 55 企业的清算 （★★二级考点，选择、简答）（整合知识点 091-092） 

1.清算组自成立之日起 10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60日内在报纸上至少公告三次。 

2.公司的清算损失主要包括清算中发生的财产盘亏、财产重估损失、财产变现损失以及无法收回的债权等。 

3.股份公司的债务，在支付了清算费用后应按顺序清偿。首先应支付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其次要缴纳所欠税

款；然后才是清偿公司债务。 

第十五章 跨国公司财务管理 

考点 56 跨国公司财务管理的特点（★三级考点，选择、简答） 

1.跨国公司财务管理的特点： 

(1)资金筹集具有更多的选择性。(2)资金投放具有更大的广泛性。 

(3)财务活动具有更高的风险性。(4)财务政策具有更强的统一性。 

考点 57 跨国公司筹资与投资（★★二级考点，选择、简答）（整合知识点 094-097） 

1.跨国公司的筹资特点：(1)筹集渠道广泛。(2)筹资方式更加多样化。(3)降低资金成本的途径更多。 

2.国际债券市场包括欧洲债券市场和外国债券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