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省高职院校学生财务会计类专业技能考核标准 

一、专业名称及适用对象 

1．专业名称 

财务管理（630301）、会计（630302）、审计（630303）、会计

信息管理（630304） 

2．适用对象 

高职全日制在籍毕业年级学生。 

二、考核目标 

1.通过技能考核，旨在检查本专业学生运用会计资料和操作工具

（或软件），按照行业通用的操作规范和要求进行财务操作的专业技

能水平以及学生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严谨、细致、认真、

耐心的会计职业素质，以检验各高职院校会计专业学生所掌握的专业

知识是否满足会计实际工作的需要。 

2.引导高职院校加强教学基本条件建设，深化课程教学改革，强

化实践教学环节，增强学生实践动手能力，提高专业教学质量，培养

适应信息时代发展需要的会计专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3.检验各高职院校会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定位是否精准及教学

质量是否合格，以更好的促进和提高各高职院校的会计教学改革和会

计人才培养质量。 

三、考核内容 

根据高职高专会计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和会计实际工作内容，本

专业技能考核分专业基本技能模块、岗位核心技能模块和岗位拓展技



能模块。其主要内容如下： 

模块一：专业基本技能 

1.职业基本素养 

基本要求：具备严谨、细致、认真、耐心的会计工作基本素质。

根据给出的小案例，分析判断相关人员应该遵守或没有遵守哪些职业

基本素养，分析或判断可能造成的后果。以财政部2019年3月14日颁

布的《会计基础工作规范》为技能考核点（客观题展示） 

2.原始凭证的填制及银行存款余额表的编制 

基本要求：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及其

《应用指南》和《会计基础工作规范》标准为依据，借助云上实训的

平台，正确、规范填制原始凭证，审核原始凭证的正确性和完整性，

如：填制日期、编号、金额、附件、经办人的签名等。 

（1）支票的填制 

（2）银行进账单的填制 

（3）销售发票的填制 

（4）借支单的填制 

（5）收款收据的填制 

（6）银行存款调节表的编制 

模块二：岗位核心技能 

1.记账凭证的填制与审核 

基本要求： 

（1）常规经济业务的会计处理，主要包括采购原材料、销售收

入、费用报销、采购固定资产、固定资产折旧、计提本月工资、计提

本月税费、制造费用结转、完工入库、结转销售成本、结转损益等业



务。 

（2）选考经济业务的会计处理，包括领用原材料、原材料入库、

发放上月工资、缴纳上月税费、预收预付款、应收应付款、取现、在

建工程、固定资产报废、原材料盘点、固定资产盘点、支付水电费等

业务。 

2．数据查询 

基本要求：能熟练运用计算机相关知识，快速查询各项财务数据。 

3. 资产负债表或利润表或增值税纳税申报表的编制 

基本要求：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能准确填

制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及增值税纳税申报表的各项指标。 

模块三：岗位拓展技能 

本模块分为两个子模块，各个学校可根据实际情况从中任选一个

子模块进行考核。 

子模块一：岗位拓展技能 

本子模块包括管理会计、财务分析、纳税筹划、财务管理、成本

会计5个项目。各校任选一个项目进行考试。 

1. 管理会计 

根据业务资料综合地利用会计、统计和数学分析等方法，解决企

业预测分析、决策分析、全面预算和成本控制四个方面的问题，提高

企业管理水平。主要内容包括：本量利分析、经营预测分析、订价决

策分析、生产决策分析、存货决策分析、全面预算管理、成本控制等

内容。 

2. 财务分析 

能根据业务资料按要求准确计算偿债能力、营运能力、盈利能力

和发展能力等 4 个方面相关的财务指标，并进行简单的评价。 



相关指标如下：流动比率、速动比率、资产负债率、产权比率、

存货周转率、应收账款周转率、营业净利率、成本费用利润率、总资

产报酬率、净资产收益率、销售 (营业) 增长率、增值税税赋率、所

得税税赋率等。 

3. 税务筹划 

根据业务资料，在合法和合理的情况下，根据纳税人的情况，具

体计算纳税人企业所得税的应纳税额，提供税收优化方案。 

（1）增值税税务筹划 

（2）企业所得税税务筹划 

4.财务管理 

（1）资金筹集技能：资金时间价值、资金需要预测方法：销售

比率法、高低点法 

（2）资金管理技能： 

5.成本会计 

（1）材料费用的归集与分配 

（2）制造费用的归集与分配 

（3）直接分配法的应用 

（4）约当量法的应用 

子模块二：岗位拓展技能 

本子模块主要是行业会计业务的处理，包括四个项目，各校可根

据实际情况从中选择一个项目进行考核。 

1.商贸企业会计（5 个业务案例题型） 

2.外贸企业会计（5 个业务案例题型） 

3.物流企业会计（5 个业务案例题型） 

4.交通企业会计（5 个业务案例题型） 

 

四、评价标准 

序号 类型 模块 分值 项目 评价要点 

1 专业基 职业基本素养 5 分 职业判断 以财政部 2019 年 3 月 14



本技能 日颁布的《会计基础工作

规范》为技能考核点（客

观题） 

原始凭证的填制（5

个案例题型） 
30分 

支票填制 
要求支票基本要素填写齐

全、正确，无涂改现象。 

销售发票填制 
要求发票基本要素填写齐

全、正确，无涂改现象。 

借支单填制 
要求借支单基本要素填写

齐全、正确，无涂改现象。 

银行进账单填制 

要求银行进账单基本要素

填写齐全、正确，无涂改

现象。 

收款收据填制 

要求收款收据基本要素填

写齐全、正确，无涂改现

象。 

银行存款余额调

节表的编制 

要求各基本要素填写齐

全，各项目金额填写正确，

计算结果正确。 

2 
岗位核

心能力 

记账凭证的填制与

审核 
40分 

记账凭证填制与

审核 

记账凭证基本要素填写齐

全、金额正确，业务分录

正确，凭证无涂改。 

数据查询 5 分 
账簿的查询与输

出 

按要求输出指定的账簿并

保存到指定位置。 

资产负债表、利润

表、增值税纳税申报

表的编制 

5 分   

3 

岗位拓

展能力

（两个

子模块

任选一

个） 

子模块

一（五个

项目任

选一个） 

管理会

计 
30分 3 个案例题 

基本分 15 分，动态分 15

分，若全部答对可得30分，

相当于加 15 分。 

财务分

析 
20分 2 个案例题 

基本分 15分，动态分 5分，

若全部答对可得 20 分，相

当于加 5 分。 

纳税筹

划 
15分 2 个案例题 

全部计算结果正确可得 15

分 

财务管

理 
20分 2 个案例题 

基本分 15分，动态分 5分，

若全部答对可得 20 分，相

当于加 5 分。 

成本会

计 
15分 3 个案例题 

全部计算结果正确可得 15

分 

子模块

二（四个

项目任

选一个） 

商贸企

业会计 
15分 

5 个业务案例题

型 

根据题目给定的分值进行

打分，全部正确得分 15 分 

外贸企

业会计 
15分 

5 个业务案例题

型 

根据题目给定的分值进行

打分，全部正确得分 15 分 



物流企

业会计 
15分 

5 个业务案例题

型 

根据题目给定的分值进行

打分，全部正确得分 15 分 

交通企

业会计 
15分 

5 个业务案例题

型 

根据题目给定的分值进行

打分，全部正确得分 15 分 

 

总评成绩采用 100 制，实际得分是三个模块分别得分之和。技能

考核总成绩 60 分及以上评定为合格，85 分以上为优秀。 

五、抽考方式 

1.参考人数：按各校各专业总人数的10%确定，如抽查专业人数

不足100人，则抽取学生10人；如抽查专业学生不足10人，则全部参

加；如抽查专业学生超过300人，则抽取学生30人，学生按应考人数1：

1.1的比例随机抽选。 

2.考试模块：参考学生参加专业基本能力、岗位核心能力及一个

岗位拓展能力模块内容。岗位拓展能力模块由各学校根据实际情况自

行选择一个模块中的一个项目进行考试。 

3.考试题目：由题库系统中按要求随机组卷形成。题库网址：

Http://jncc.yunsx.com；试用账号：学生：YSSX6666、教师：YSSX8888、

教务：YSSX9999  密码统一：123456。 

六、附录 

1.《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 

2.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及其《应用指南》； 

3.财政部颁布的《会计基础工作规范》、《会计电算化管理办法》

等有关会计核算法律法规； 

4.《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

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等有关税收法

律法规的最新修订版； 

5.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实施细

http://jncc.yunsx.com/


则》； 

6.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支付结算办法》和《正确填写票据和结

算凭证的基本规定》。 

7.财政部颁布的《管理会计基本指引》。 

  



湖南省高职会计专业学生专业技能考核题库（样卷） 

一、专业基本技能（35分） 

（一）职业基本素养（单项选择题） 

任务描述：下列各题只有一个正确答案，请将正确答案填入括号内，选择正确得

2.5分，选择错误不得分，共 5分。 

1.下列不属于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应当具备的基本条件是（   ）。 

A.坚持原则，廉洁奉公； 

B.具备会计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资格或者从事会计工作不少于五年； 

C.熟悉国家财经法律、法规、规章和方针、政策，掌握本行业业务管理的

有关知识； 

D.有较强的组织能力； 

2.国家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任用会计人员应当实行回避制度，下列

不需要回避的是（   ）。 

A. 父母； 

B. 夫妻； 

C. 子女； 

D. 朋友； 

（二）原始凭证的填制及银行存款余额表的编制（30分） 

任务 1：请根据以下资料，填制现金支票。 

2019 年 04月 01 日，宁夏朵晴伞业有限公司因发放工资，提取备用金。 

企业名称：宁夏朵晴伞业有限公司 

开户行及账号：中国工商银行兴庆区支行 2902850014587401563 

金额：50000 元 

用途：备用金 

密码：3511854102369847 

 

 

任务 2：请根据以下资料，填制银行进账单。 



2019 年 04月 10日，宁夏朵晴伞业有限公司销售商品给湖南卓越伞业有限公

司，湖南卓越伞业有限公司向宁夏朵晴伞业有限公司开具一张转账支票。 

收款人信息 账户名称：宁夏朵晴伞业有限公司 

 
开户行及账号：中国工商银行兴庆区支行

2902850014587401563 

出票人信息 账户名称：湖南卓越伞业有限公司 

 
开户行及账号：中国建设银行雨花区支行

43009602145874014596 

金额 200000 元 

转账支票号码： 02037459 

任务 3.请根据以下资料，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2019 年 04月 10日，宁夏朵晴伞业有限公司销售商品给湖南金盛商贸有限公

司。 

购货方 

企业名称：湖南金盛商贸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43015797494G0164 

地址、电话：长沙市雨花区湘府路 84号 0731-85701536 

开户行及账号：中国工商银行雨花区支行 1901001646497977977 

销货方 

企业名称：宁夏朵晴伞业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640150145960F256 

地址、电话：银川市兴庆区凤凰北路 12号 0951-62318598 

开户行及账号：中国工商银行兴庆区支行 2902850014587401563 

销售明细 

产品名称：*日用杂品*晴雨伞 

产品数量：100把 

产品单价（不含税）：50元 

税率：13% 

收款人：郑雅文、复核：张丹、出纳：许倩 

任务 4：请根据以下资料填写借支单。 

2019 年 04 月 15 日，销售部主管李军经总经理赵强批准出差洽谈业务，预支

差旅费 2000元，2019 年 04月 25日归还。（会计：李艳、出纳：王琦）。 



任务 5.请根据以下资料编制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 

宁夏朵晴伞业有限公司 2019年 04月 01日至 2019年 04月 30日银行存款日记

账账面记录和银行对账单记录如下账单所示： 

 

 

 

 

二、岗位核心技能（50分） 

基本资料 

（一）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宁夏朵晴伞业有限公司 



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50145960F256 

公司成立日期：2016/7/12 

公司法人：苏丹 

公司性质：工业企业（一般纳税人） 

公司地址、电话：银川市兴庆区凤凰北路 12 号 0951-62318598 

公司开户行、账号：中国工商银行兴庆区支行 2902850014587401563 

公司注册资本：500 万 

公司经营范围：从事晴雨伞、遮阳伞的生产、销售。 

公司主要部门员工： 

法人、总经理 苏丹 

财务部 

会计主管 王声语 行政部 行政专员 黄颖梅 

会计 许倩 采购部 采购员 朱亚婷 

出纳 郑雅文 

生产部 

主管 许晴 

销售部 

销售主管 欧阳浩东 工人 周江衡 

销售员 宋馨 工人 韦乐 

销售员 许馨艺 工人 王芬 

销售员 唐子艺 工人 李衢 

销售员 汪东辉 工人 潘贞贞 

公司主要往来客户信息： 

1 石嘴山蒙恬商贸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 916402650145874012 

地址 

电话 

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新姚路 4号

0952-89603254 

开户行 

账号 

兴业银行惠农区支行 

368859000125456977 

2 
银川丰瑞雨伞配件有限公

司 

纳税人识别号 916401497971H01464 

地址 

电话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路 10 号 

0951-85401467 

开户行 中国工商银行西夏区支行



账号 2901400164797001644 

（二）主要会计政策 

1.适用会计准则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 

2.存货 

原材料、库存商品、在产品均按实际成本核算，发出原材料按照先进先出

法核算、发出库存商品采用月末一次加权平均法核算。 

3.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按历史成本计价，并从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次月起，采用直

线法提取折旧。固定资产明细如下： 

序号 名称 部门 使用日期 摊销年限  原值  

1 自动化装配生产线 生产部门 2016年 7月 10  300,000.00  

2 超声波清洗机 生产部门 2016年 7月 10  250,000.00  

3 冷水机 生产部门 2016年 7月 10  100,000.00  

4 空调 生产部门 2016年 7月 3  10,000.00  

小计    660,000.00  

5 电脑 管理部门 2016年 7月 3  18,000.00  

6 空调 管理部门 2016年 7月 3  6,000.00  

7 办公桌 管理部门 2016年 7月 5  8,500.00  

小计    32,500.00  

8 电脑 销售部门 2016年 7月 3  15,000.00  

9 空调 销售部门 2016年 7月 3  6,000.00  

10 货车 销售部门 2016年 7月 4  300,000.00  

小计    321,000.00  

固定资产总计  1,013,500.00  

4.成本核算 

公司目前生产晴雨伞、遮阳伞两种产品，两种产品均采用品种法计算产品



成本。 

各生产费用的分配方法 

（1）“制造费用”核算基本生产车间发生的间接费用，按晴雨伞、遮阳伞

两种产品的生产工时比例进行分配。 

（2）生产两种产品共同耗用的车间生产工人工资，按两种产品的实际生产

工时比例进行分配。 

（3）产品成本按约当产量法在晴雨伞、遮阳伞的完工产品与月末在产品之

间分配生产费用，原材料均为生产开始时一次投入，完工率为 60%。 

（4）成本计算单下设“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制造费用”三个成本项目 

公司 4月相关成本资料如下： 

生产部统计的生产工时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生产工时（小时） 

晴雨伞 500.00  

遮阳伞 600.00  

本月生产数量如下（单位：台）： 

序号 产品名称 
月初在产品

数量 

本月投产

数量 

本月完工产品

数量 

月末在产品

数量 

1 晴雨伞 1800 4500 4400 1900 

2 遮阳伞 2100 5500 5350 2250 

本月初库存商品成本如下（单位：元）： 

序号 产品名称 
月初产成品数量

（把） 
月初产成品单价 月初产成品总成本 

1 晴雨伞  7300   72.00  525,600.00 

2 遮阳伞  8020   100.00  802,000.00 

5.主要税种 

税种 计税依据 税率 

增值税 增值额 13% 

城市维护建设税 实缴增值税、消费税 7% 



教育费附加 实缴增值税、消费税 3% 

地方教育费附加 实缴增值税、消费税 2% 

6.薪酬制度 

员工薪酬包括基本工资、绩效工资等。 

7.2019年 03月末科目余额表

 

（三）任务及要求：根据 2019年 4月份发生的经济业务填制和审核记账凭证 

 

1.2019 年 04月 03日，生产车间领用原材料。



2.2019年 04月 05日，报销购买展厅装饰品费用。





3.2019年 04月 10日，缴纳上月税费。



 

4.2019年 04月 11日，销售商品。







 

5.2019年 04月 12日，采购原材料。







6.2019年 04月 15日，发放上月工资。





7.2019年 04月 17日，支付水电费。







 

8.2019年 04月 30日，计提本月工资。



9.2019年 04月 30日，计提固定资产折旧。



10.2019年 04月 30 日，结转制造费用。



 

11.2019年 04月 30 日，完工产品入库。



 

12.2019年 04月 30 日，结转产品销售成本。



 

13.2019年 04月 30 日，结转未交增值税。

 

14.2019年 04月 30 日，计提附加税。



15.2019年 04月 30 日，结转损益。

（四）账簿的查询 

1、查询“原材料-防风伞骨”的期末余额 

2、查询“生产成本”本期借方发生额合计 

（五）报表的编制（3选 1） 

1、请将资产负债表补充完整



 

2、请将利润表补充完整



 

3、请将纳税申报表补充完整



 

 

三：A 岗位拓展技能 

（一）管理会计子模块： 

1、河南消防制品有限公司目前只生产一种产品，为了更好的提高公司市场占有

率，公司要求财务部门根据市场信息和产品成本资料进行测算，财务部门收集了

公司 2018 年关于该产品的产销量和成本资料如下：产品单位变动成本为每件 18

元。今年销售该产品共获得营业利润 16200元，变动成本总额为 72000 元。公司

预计 2019 年该产品的销售价格和固定成本总额保持不变，且变动成本率仍维持

本年的 40%。财务副总要求财务主管运用量本利分析法，计算下列指标，请你以

财务主管角色完成以下任务。 



（1） 计算的盈亏平衡点销售量和销售额； 

（2） 如果 2019年计划销售量比 2018年提高 20%，计算 2019年营业利润； 

（3） 计算 2019年安全边际销售量和安全边际率，并判断其经营安全程度。 

判断：A 较安全----   B不安全------？ 

（计算结果直接填写整数）（10分） 

 
 

 

2、为了更好的提高公司 A 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和强化利润管理，海南三星公司董事会决定实

行弹性预算管理，要求财务部门根据市场信息和相关资料进行测算，财务部门收集有关数据

如下：A产品销售单价为 100元，单位变动成本为 40元，固定成本总额为 20 000 元。估计

预算期间 A产品销售量发生变动的可能性分别为 3000 件，3200件，3400件和 3600件，总

会计师要求你以财务主管角色根据以上资料编制 A产品 2019年度营业利润弹性预算。 

（计算结果直接填写整数）（10分） 

 

 

 

 

（二）财务分析子模块： 

 

  1、根据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填写财务指标计算表（10分） 



 



 



指标计算表 

分析内容 指标 指标值 

偿债能力指标分析 

（1）流动比率  

（2）速动比率  

（3）现金比率  

（4）资产负债率  

（5）产权比率  

（6）权益乘数  

（7）长期资本负债率  

盈利能力指标分析 （1）营业净利率  

注：1、指标计算分子分母均为资产负债表数的，取期末数 

    2、指标计算分子分母均为利润表数的，取本期数 

 

（三）税务筹划子模块： 

 

1、榮力公司总部在湖南，目前生产的产品主要在南方市场销售，虽然市场稳定，

但销售规模多年徘徊不前。为了扩大生产经营，寻求新的市场增长点，公司决定

重点开拓长三角市场，并在上海黄浦区设立分支机构，负责公司产品在长三角地

区的销售工作，相关部门提出了三个分支机构设置方案可供选择：甲方案为设立

子公司；乙方案为设立分公司；丙方案先设立分公司，一年后注销再设立子公司。

公司总部以及上海黄浦区有关资料如下： 

资料 1：预计公司总部 2019-2024年各年应纳税所得额分别为 800.00万元、

900.00 万元、1000.00 万元、1100.00 万元、1200.00 万元、1300.00 万元。适

用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15%； 

资料 2：预计上海黄浦区分支机构 2019-2024 年各年应纳税所得额为别为：

-800.00万元、100.00 万元、200.00万元、200.00万元、300.00万元、300.00

万元。分公司所得额不实行就地预缴政策，由总公司统一汇总缴纳；上海黄浦区

纳税主体各年使用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均为 15%（上海公司节能减排技术改造项目

符合地区三免三减半优惠政策）； 

要求：从税收筹划角度分析确定分支机构的最佳设置方案。（答案保留小数



点后两位）（15分） 

答： 

方案 2019-2024 年累计应缴纳的企业所得税税额（万元） 

甲  

乙  

丙  

 

 

（四）财务管理子模块： 

 

1、林氏企业 2018年资产负债表如图所示。 

假定甲公司 2019年销售收入为 100000万元，销售净利率为 10%，股利支付率为

60%，公司现有生产能力尚未饱和，增加销售无须追加固定资产投资。预测 2019

年该公司销售收入将提高到 130000万元，企业销售净率和利润分配政策不变。 

要求：（1）预测 2019 年对外筹资额。 

（2）如所需资金通过银行短期借款获得，编制 2019年资产负债预算表。 

（3）如果 2019年需要增加设备，价值 500 万元，预测 2019年对外筹资额。 

（计算过程在草稿纸上演示，请直接填写计算结果，计算结果取整数）（10分） 
 

 

 

 

http://www.chinaacc.com/web/licai/


 

 

 

 

 

 

 

 

（五）成本会计子模块： 

1、湖南高雷企业有限公司基本生产车间生产 A、B两种产品，生产 A 产品 1800

件，单件 A产品甲材料消耗定额为 4.5千克；生产 B产品 1200件，单件 B产品

甲材料消耗定额为 2.25 千克。 

要求： 

（1）根据上述资料，编制材料费用分配表； 

（2）编制领用材料费用的记账凭证。 

（注：凭证编制日期为 2019年 03月 10日，本月凭证已编制到 14号，会计主管：

唐艳玲、审核：张巧贞、制单：谢小春，原材料费用分配表分配率计算结果四舍

五入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其余计算结果取整数） 

2019年 03月 10日仓库送来发出材料汇总明细表下所示。（10分） 

 



 

 

三：B 岗位拓展技能 

 

外贸业特殊经济业务子模块： 

 

任务及要求：根据下列经济业务资料审核并填制记账凭证： 

 

1、存入信用证存款 



 

 

答案： 



 

2、收到信用证（汇率为 6.70） 

 

 



答案： 

 

3、支付信用证手续费（汇率为 6.70） 

 



 

答案： 

 

 

4、委托货运公司将货物转船出口 



 

 

答案： 



 

5、汇付新加坡嘉隆公司出口佣金（汇率 6.79） 

 

 

 



 

 

答案： 



 

 

四、评分细则 

评价项目 配分 考核内容与评分标准 备注 

单选题 5 
把一个正确答案选出来，选择正确得分，选择错误不得

分。 
 

支票的填制

（现金和转账

支票） 

6 

要求基本要素填写齐全、正确，无涂改现象。支票的金额

和日期未填、填错或涂改记 0 分。 

除了金额或日期以外的其他项目错误或缺少的项目每处扣

1 分，扣完为止。 

扣至该项得

分为 0 分。 

增值税专用发

票的填制 
6 

要求发票基本要素填写齐全、正确，无涂改现象。发票金

额未填、填错或涂改记 0 分。 

除了金额以外的其他项目错误或缺少的项目每处扣 1 分，

扣完为止。 

扣至该项得

分为 0。 

借支单的填制 6 

要求基本要素填写齐全、正确，无涂改现象。借支单金额

未填、填错或涂改记 0 分。 

除了金额以外的其他项目错误或缺少的项目每处扣 1 分，

扣完为止。 

扣至该项得

分为 0 分。 

银行存款余额

调节表的编制 
6 

1. 表头和签名填写齐全、正确记 2 分，每缺少或填错一项

扣 1 分，直至扣完 2 分为止； 

2.表内数据填写正确记 4 分，每缺少或填错一项扣 1 分，

直至扣完 4 分为止。 

银行存款余

额调节表的

编制 

记账凭证的填

制与审核 
45 

1.记账凭证基本要素填写齐全、金额正确，业务分录正

确无误，凭证无涂改，每笔业务 3 分（结转损益类业务算

2 笔业务合计为 6 分）。 

2.记账凭证与原始凭证不匹配、记账凭证的会计科目填

写错误或金额涂改，该笔业务扣 3 分。 

3.每张记账凭证除第 2 项错误以外的其他项目每缺少或

填错一项扣 1 分，扣完该笔业务的分数为止。 

单笔业务最

低为 0 分。 

数据查询 2 
根据给定的查询内容，每项 1 分。结果正确得分，结果错

误得 0 分。 
 



报表填制 3 
填写给定的项目，金额正确得分，不正确不得分，每项 1

分。 
 

拓展模块 15 
根据计算的指标个数平均赋分。客观题正确得分，不正

确不得分，主观题给予过程分，同一错误不重复扣分。 
 

总分 10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