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咨询电话：400-078-6677

2013 年陕西农信社真题解析

（考试时间：120 分钟 满分：100 分）

一、单项选择题（45 题，每题 1 分，共 45 分）

1.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公司的组织机构不包括（ ）。

A.股东大会

B.监事会

C.工会

D.董事会

【答案】C。公司的组织机构包括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和监事会。所以 ABD属于公

司的组织机构，不符合题意；工会，或称劳工总会、工人联合会。工会原意是指基于共同利

益而自发组织的社会团体。这个共同利益团体诸如为同一雇主工作的员工，在某一产业领域

的个人。工会组织成立的主要意图，可以与雇主谈判工资薪水、工作时限和工作条件等等。

C项属于社会团体，符合题意。故答案选 C。

2.票据法规定，下列哪项不属于票据散失后的补救措施（ ）。

A.挂失止付

B.公式催告

C.提起诉讼

D.票据请求

【答案】D。票据的丧失分为绝对丧失和相对丧失，前者又称灭失，后者又称遗失。其

救济措施有挂失止付、公示催告、提起诉讼。所以 ABC 属于票据丧失后的补救措施，不符

合题意；D项不属于票据丧失后的补救措施，符合题意。故答案选 D。

3.破产法规定，企业破产后，破产财产应优先用于（ ）。

A.清偿破产费用

B.未付的职工工资

C.银行贷款

D.欠缴的税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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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A。根据《企业破产法》的规定，破产财产在优先清偿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后，

依照下列顺序清偿：（1）破产人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所欠的应当

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

给职工的补偿金；（2）破产人欠缴的除前项规定以外的社会保险费用和破产人所欠税款；（3）

普通破产债权。破产财产不足以清偿同一顺序的清偿要求的，按照比例分配。破产企业的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按照该企业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所以需要支付顺序为 A、

B、C、D（按比例清偿）。故答案选 A。

4.票据法规定，持票人对前手的追索权，自被拒绝承兑或者被拒绝付款之日起（ ）

内不行使的票据权利消灭。

A.2年

B.3个月

C.6个月

D.1年

【答案】C。《票据法》第十七条规定，持票人对前手的追索权，自被拒绝承兑或者被

拒绝付款之日起六个月，所以 C符合题意；持票人对前手的再追索权，自清偿日或者被提

起诉讼之日起三个月，B不符合题意；AD说法错误。故答案选 C。

5.按照合同法的规定合同中违约责任的承担形式不包含（ ）。

A.违约金责任

B.起诉

C.强制履行

D.定金责任

【答案】B。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包括继续履行、赔偿损失、给付违约金和定金罚则，

所以 ACD不符合题意；而起诉是解决纠纷的方式之一，除此之外还有仲裁、协商、调解等

方式，B项符合题意。故答案选 B。

6.计算机按照处理数据的形态可以分为（ ）。

A.巨型机、大型机、小型机、微型机和工作站

B.286机、386机、486机、Pentium机

C.专用计算机、通用计算机

D.数字计算机、模拟计算机、混合计算机

【解析】D。计算机按照综合性能可以分为巨型机、大型机、小型机、微型机和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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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使用范围可以分为通用计算机和专用计算机。按照处理数据的形态可以分为数字计算机、

模拟计算机和专用计算机。所以答案选 D。

7.二进制数 110110对应的十进制数是（ ）。

A.53

B.54

C.55

D.56

【解析】B。110110=1*32+1*16+0*8+1*4+1*2+0*1=54。所以答案选 B。

8.下列不属于多媒体特点的是（ ）。

A.模拟信号

B.集成性

C.交互性

D.实时性

【解析】A。多媒体技术的主要特点包括集成性、交互性和实时性。所以答案选 A。

9.存储一个汉字需要（ ）字节

A.1

B.2

C.3

D.4

【解析】B。在计算机存储器中，保存一个汉字需要 2个字节。所以答案选 B。

10.下列关于操作系统的叙述中，正确的是（ ）。

A.操作系统是计算机软件系统中的核心软件

B.操作系统属于应用软件

C.Windows是 PC机唯一的操作系统

D.操作系统的五大功能是：启动、打印、显示、文件存取和关机

【解析】A。操作系统属于计算机软件系统中的核心软件，是重要的系统软件，故 A项

正确，B项错误；PC机的操作系统除了Windows，还包括 Linux等，故 C项错误；操作系

统的五大功能是：处理器管理、作业管理、存储器管理、设备管理、文件管理。所以答案选

A。

11.下列关于 Excel2003基本概念的叙述，不正确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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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用鼠标单击一个单元格，该单元格线是当前（选定）单元格，此时单元格的粗黑框线

称为单元格指针

B.工作表是由单元格、行列号、工作表标签等组成的表格形式文件，一个工作簿可以包

含 255个工作表

C.每个单元格都有一个地址，地址是由“行号”和“列标”所组成

D.工作簿是多个 Excel文件，它就像一个文件夹，把相关的表格和图表放在一起以便处

理

【解析】D。工作簿是一个 Excel文件(其扩展名为．xlsx)，其中可以含有一个或多个表

格(称为工作表)。它像一个文件夹，把相关的表格或图表存在一起，便于处理。所以答案选

D。

12.与广域网相比，有关局域网特点的描述不正确的是（ ）。

A.覆盖范围在几公里之内

B.较小的地理范围

C.较低的传输速率

D.较低的误码率

【解析】C。局域网（LAN）是指在某一区域内由多台计算机互联成的计算机组，与广

域网相比，特点如下：（1）高数据速率在 0.1-100Mbps。（2）短距离 0.1-25Km。（3）低误码。

所以答案选 C。

13.在建设主题网站时，需要制作有网站标志 Logo 图片时应使用（ ）软件进行制作

A.Word

B.PowerPoint

C.Excel

D.PhotoShop

【解析】D。制作有网站标志 Logo 图片时应使用图片处理软件 , 常用的有

photoshop\coreldraw等。所以答案选 D。

14.网关用来连接（ ）。

A.两个使用相同操作系统的网络

B.远程网络

C.两个不同类型的网络

D.PC-Internet



咨询电话：400-078-6677

【解析】C。网关(Gateway)又称网间连接器、协议转换器。网关在网络层以上实现网络

互连，是最复杂的网络互连设备，仅用于两个高层协议不同的网络互连。所以答案选 C。

15.下列（ ）不是计算机病毒防范措施。

A.不上网

B.慎用网上下载工具

C.建立备份

D.专机专用

【解析】A。病毒传播介质有很多，不一定是通过网络，比如含有病毒的优盘等。所以

答案选 A。

16.下列哪项不是人民币制度的内容（ ）。

A.唯一法定货币

B.以“元”为单位

C.银行统一印制发行

D.辅币单位为角、分

【答案】C。本题考查货币制度。人民币是由央行统一印制发行，故选项 C正确、ABD

错误。所以答案选 C。

17.货币在（ ）。时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

A.企业发工资

B.分期付款购房

C.交水电费

D.吃饭时付账

【答案】D。本题考查货币职能。吃饭时付账,无时差，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是流通手

段，故 D项正确；ABC均是货币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故选项 ABC错误。所以答案选 D。

18.以下关于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关系表述正确的是（ ）。

A.安全性与流动性正相关，与收益性负相关

B.安全性与流动性负相关，与收益性负相关

C.安全性与流动性负相关，与收益性正相关

D.安全性与流动性正相关，与收益性正相关

【答案】A。本题考查金融工具性质之间的关系。安全性越高，流动性越强，收益性越

低。安全性与流动性成正相关，与收益性成负相关，故选项 A正确，BCD错误。所以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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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 A。

19.在凯恩斯的几个持币动机理论中，他认为下列哪项（ ）对利率最为敏感。

A.投机动机

B.预防动机

C.交易动机

D.无私动机

【答案】A。本题考查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投机动机对利率最敏感，故 A项正确；

预防动机和交易动机跟收入有关，故 BCD错误。所以答案选 A。

20.金融互换按照基础金融工具的不同可细分为多种形式，以下哪个不属于金融互换

（ ）。

A.利率互换

B.货币互换

C.商品互换

D.股权互换

【答案】C。本题考查金融衍生工具。金融互换主要包括利率互换、货币互换和股权互

换，不包括商品互换，故 C项正确、ABD错误。所以答案选 C。

21.当商业银行出现准备金不足情况时，首先应该（ ）。

A.向央行借款

B.向其他银行借款

C.出售债券

D.回收贷款

【答案】B。本题考查同业拆借。当商业银行出现准备金不足情况时，首先应该向其他

银行借款，故 B项正确、ACD错误。所以答案选 B。

22.下列不属于《巴塞尔协议 II》的三大支柱的是（ ）。

A.最低资本要求

B.监督部门的监督检查

C.市场约束

D.存款保险制度

【答案】D。本题考查巴塞尔协议。《巴塞尔协议 II》的三大支柱包括最低资本要求、

监督部门的监督检查、市场约束、存款保险制度不属于《巴塞尔协议 II》的三大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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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D项正确、ABC错误。所以答案选 D。

23.下列属于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是（ ）。

A.存款业务

B.结算业务

C.贷款业务

D.贷款承诺

【答案】B。本题考查中间业务。结算业务属于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故 B项正确；存款

业务是商业银行的负债业务，贷款业务是商业银行的资产业务，贷款承诺是商业银行的表外

业务，故 ACD错误。所以答案选 B。

24.利息是（ ）的价格。

A.借贷资本

B.货币资本

C.商品资本

D.银行存款

【答案】A。本题考查利息。利息是借贷资本的价格，故 A项正确、BCD 错误。所以

答案选 A。

25.金融机构之间发生的短期临时性借贷活动是（ ）。

A.贷款业务

B.票据贴现业务

C.同业拆借

D.再贴现业务

【答案】C。本题考查同业拆借。金融机构之间发生的短期临时性借贷活动是同业拆借，

故 C项正确；贷款业务是指企业或者个人到金融机构借钱，故 A项错误；票据贴现是指企

业拿着尚未到期的票据，提前去银行兑现，故 B项错误；再贴现是指去央行提前贴现，故 D

项错误。所以答案选 C。

26.以下资产证券化对银行的意义的表述中正确的是（ ）。

A.降低流动性

B.提高资本充足率

C.降低银行获利能力

D.增加银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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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B。本题考查资产证券化。资产证券化对银行的意义包括提高资本充足率、拓

宽银行融资渠道、防范和分散转移银行风险，故 B项正确、ACD错误。所以答案选 B。

27.下列选项中不属于货币政策目标的是（ ）。

A.稳定物价

B.经济增长

C.充分就业

D.货币升值

【答案】D。本题考查货币政策。货币政策的目标是稳定物价、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

国际收支平衡，不包括 D，故 D项正确、ABC错误。所以答案选 D。

28.下列选项中不属于中国政策性银行的是（ ）。

A.国家开发银行

B.中国进出口银行

C.农村商业银行

D.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答案】C。本题考查金融机构体系。农村商业银行是商业银行，故 C 项正确、ABD

错误。所以答案选 C。

29.关于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理论，以（ ）为重心的理论最早出现。

A.资产管理

B.负债管理

C.资产负债管理

D.结构化管理

【答案】A。本题考查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关于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理论，以资产管

理为重心的理论最早出现，故 A项正确、BCD错误。所以答案选 A。

30.基础货币又称强力货币或高能货币，是货币供给量中最核心和最根本的部分。关于

基础货币的组成，正确的选项是（ ）。

A.流通中的现金货币

B.银行体系的准备金总额

C.流通中的现金货币与银行体系的准备金总额之和

D.银行体系的准备金总额与货币乘数之积

【答案】C。本题考查基础货币。基础货币包括流通中的现金和银行体系的准备金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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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C项正确、ABD错误。所以答案选 C。

31.在我国会计期间分为年度、半年度（ ）。

A.公历起讫日期

B.农历起讫日期

C.7月制起讫日期

D.4月制起讫日期

【答案】A。会计基本假设包括会计主体假设、持续经营假设、会计分期假设和货币计

量假设。其中，会计分期假设与持续经营假设是密不可分的，会计分期假设是指将会计主体

持续不断的经营，人为地划分为相等的、较短的时间期间，以便定期报告会计主体的财务状

况和经营业绩等。会计分期的确定实际上决定了企业对外提供财务会计报表的时间间隔，同

时也规定了财务会计报表所涵盖的时间区间。会计期间分为会计年度和会计中期，我国的会

计年度与日历年度一致，即从公历的 1月 1日到 12月 31日；以季度、月份为会计期间时，

其起止时间也与公历季度、月份一致。故 A项正确；BCD 项不符合相关规定，故 BCD 项

错误。所以答案选 A。

32.下列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的会计要素是（ ）。

A.收入

B.所有者权益

C.费用

D.利润

【答案】B。会计要素是对会计对象的基本分类，是会计对象的具体化。会计要素共计

包括六个会计要素，分为两类。 一类是反映财务状况的会计要素，包括资产、负债和所有

者权益；另一类是反映经营成果的会计要素，包括收入、费用和利润。故 B项正确；ACD

项是反映经营成果的要素，故 ACD项错误。所以答案选 B。

33.企业应当按照交易或者事项的经济实质（ ）。

A.可靠性

B.相关性

C.可比性

D.实质重于形式

【答案】D。会计信息质量要求包括：真实性(客观性)、相关性、可理解性、可比性、

实质重于形式、重要性、谨慎性、及时性八项。其中，实质重于形式，是指经济实质重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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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形式，要求企业应当按照交易或者事项的经济实质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不应仅以

交易或者事项的法律形式为依据，故 D项正确；可靠性要求提供的会计信息真实、客观、

完整，故 A项错误；相关性要求提供的会计信息要对决策者做出决策有用，故 B项错误；

可比性要求同一企业不同期间纵向可比与同一期间不同企业横向可比，故 C 项错误。所以

答案选 D。

34.对于双重性质账户的期末余额，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A.一定有借方余额

B.一定有贷方余额

C.一定没有余额

D.可能为借方余额，可能为贷方余额

【答案】D。根据双重性质账户期末余额的方向，可以确定账户的性质。如果余额在借

方，就是资产类账户；如果余额在贷方，就是负债或所有者权益（利润）类账户。往来账是

具有双重性质的账户：应收账款、应付账款、预收账款、预付账款、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

款、期末余额可以在借方、可以在贷方，故 D项正确；ABC项表述有误，故 ABC项错误。

所以答案选 D。

35.年末结转后，“利润分配”账户的贷方余额表示（ ）。

A.利润实现额

B.利润分配额

C.未分配利润

D.未弥补亏损

【答案】C。利润分配科目的贷方余额，包含以前年度累积下来的数据，也包含当前年

度结转的未分配利润；年末结转后，“利润分配”账户的贷方余额表示未分配利润，故 C项

正确；ABD项说法错误，故 ABD项错误。所以答案选 C。

36.甲企业将现金存入银行，甲企业应当编制（ ）。

A.银行存款付款凭证

B.现金付款凭证

C.银行存款收款凭证

D.现金收款凭证

【答案】B。同时涉及库存现金和银行存款的，应编制付款凭证。所以将现金送存银行

时，应编制现金付款凭证，故 B项正确；从银行取现应编制银行存款付款凭证，故 A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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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收到现金或银行存款编制收款凭证，故 CD项错误。所以答案选 B。

37.“待处理财产损益”账户未转销的借方余额表示（ ）。

A.尚待处理的盘盈数小于尚待批准的盘亏和毁损数

B.尚待处理的盘亏和毁损数

C.已处理的盘盈数

D.已处理的盘亏和毁损数

【答案】A。“待处理财产损溢”账户借方登记财产盘亏和毁损数的账面价值，贷方登

记盘盈财产的账面价值，未转销的借方余额表示尚待批准的财产盘盈数小于尚待批准处理的

财产盘亏和毁损数的差额，故 A项正确；BCD项说法错误，故 BCD项错误。所以答案选 A。

38.固定资产应当按（ ）提取折旧。

A.年

B.月

C.日

D.季

【答案】B。固定资产应当按月计提折旧，当月增加的固定资产，当月不计提折旧，从

下月起计提折旧；当月减少的固定资产，当月仍计提折旧，从下月起不计提折旧，故 B 项

正确；ACD项不符合相关规定，故 ACD项错误。所以答案选 B。

39.借贷记账法中的余额试算平衡法的依据是（ ）。

A.借贷记账原则

B.借贷账户结构

C.平行关系

D.会计等式

【答案】D。余额试算平衡的依据：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发生额试算平衡的依据：

记账规则，故 D项正确；ABC项不是余额失算平衡的依据，故 ABC项错误。所以答案选 D。

40.根据权责发生制原则，某企业 6月份（ ）。

A.收到上月销货款 50000元存入银行

B.预付下半年度财产保险费 9000元

C.预付货款 6000元存入银行

D.销售商品一批，价款 200000元尚未收到

【答案】D。权责发生制，是指以实质收到现金的权利或支付现金的责任权责的发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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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来确认本期收入和费用及债权和债务。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凡是本期已经实现收入和

已经发生或应当负担的费用，不论其款项是否已经收付，都应作为当期的收入和费用处理，

故 D项正确；凡是不属于当期的收入和费用，即使款项已经在当期收付，都不应作为当期

的收入和费用，故 ABC项不正确，不应作为本月收入核算。所以答案选 D。

41.对于大量成堆难以清点的财产物资，应采用的清查方法为（ ）。

A.实地盘点法

B.抽样盘点法

C.查询核对法

D.技术推算盘点法

【答案】D。企业为了查明财产清查对象的实有数额，完成清查的任务，应了解和掌握

财产清查的各种具体方法。包括：实地盘点法、抽样盘点法、技术推算法、发函询证等。技

术推算法：即对那些大量成堆，难以逐一点清的物品，按照一定的标准或数学方法推算出实

物资产实存数量的一种方法，故 D项正确；ABC项不适用于清点大量、成堆的实物资产，

故 ABC项错误。所以答案选 D。

42.下列不属于调整类账户是（ ）。

A.“利润分配”

B.“累计折旧”

C.“原材料”

D.“坏账准备”

【答案】C。调整类账户是指为调整某个账户（被调整账户）的账面余额，以表明被调

整账户的实际（或应计）余额而设置的账户。属于抵减调整账户的有：“短期投资减值准备”

账户（用于调整“短期投资”账户）；“累计折旧”账户（用于调整“固定资产”账户）；“坏

账准备”账户（用于调整“应收账款”账户）；“长期投资减值准备”账户（用于调整“长期

投资”账户）；“利润分配”账户（用于调整“本年利润”账户）等。在账户结构上，抵减调

整账户与被调整账户的方向刚好相反。故 A、B、D 项属于调整类账户，与题意不符，故

ABD项错误；C项是资产类账户，不属于调整类账户，与题意相符，故 C项正确。所以答

案选 C。

43.企业的资产总额和权益总额（ ）。

A.必然相等

B.有时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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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不一定相等

D.只有在期末时相等

【答案】A。权益包括债权人权益和所有者权益，会计等式“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

是恒等的，因此资产和权益必然相等。一个企业所有的资产与权益（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是

同一资金的两个侧面，是从两个不同角度去观察和分析的结果。有一定数额的资产，就必然

有一定数额的权益；反之，有一定的权益，也必然有一定数额的资产。资产与权益是相互依

存的。权益是债权人和投资者对于一个企业所拥有的资产的要求权，没有资产，也就没有有

效的权益；同样，一个企业所拥有的资产也绝不能脱离权益而独立存在，故 A项正确；BCD

项表述有误，故 BCD项错误。所以答案选 A。

44.商业银行会计中，（ ）设有借方、贷方发生额。

A.甲种账

B.乙种账

C.丙种账

D.丁种账

【答案】B。甲种账（1）借贷余三栏（2）适用于不计息、余额表计息、内部科目账户，

故 A项错误；乙种账（1）借贷发生、余积四栏（2）适用于账户计息账户，故 B项正确；

丙种账（1）借贷发生、借贷余四栏（2）适用于借贷双方反，故 C项错误；丁种账（1）借

贷发生、余销四栏（2）适用于逐笔记、销的一次性财务账户、兼分户核算作用，故 D项错

误。所以答案选 B。

45.下列有关单位活期存款账户的表述中，不正确的是（ ）。

A.凡符合开户条件的单位可申请开立多个基本存款账户

B.一般存款账户不能办理现金支取

C.通过临时存款账户可以办理现金转账结算

D.管理和使用基本建设资金、更新改造资金及其他专户管理资金时，可向银行申请开立

专用存款账户

【答案】A。基本存款账户是存款人办理日常转账结算和现金收付需要开立的银行结算

账户。企业的主办账户只能开设一个，故 A项说法不正确；一般存款账户是存款人因借款

或其他结算需要，在基本存款账户开户银行以外的银行营业机构开立的银行结算账户，以基

本存款账户为前提，不得支取现金，故 B项说法正确；临时存款账户是存款人因临时需要

并在规定期限内使用而开立的银行结算账户，可以办理现金转账和结算，故 C项说法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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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用存款账户是存款人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对其特定用途资金进行专项管理和使用

而开立的银行结算账户，故 D项说法正确。所以答案选 A。

二、填空题（10 题，每题 1 分，共 10 分）

1.影响利率风险结构的因素有三个，分别是违约风险、流动性和________。

【答案】所得税因素。本题考查利率风险结构。影响利率风险结构的因素包括，违约风

险、流动性、所得税因素。

2.资本市场是指交易期限在________金融工具交易市场。

【答案】1年以上。本题考查资本市场概念。资本市场是指交易期限在 1年以上的金融

工具交易市场。

3.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职能表现在两个方面，为信用工具的创造和________的创造。

【答案】信用量。本题考查信用创造。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职能包括信用工具的创造和

信用量的创造。

4.根据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当货币需求陷入________时，货币政策无效。

【答案】流动性陷阱。流动性陷阱是凯恩斯提出的一种假说，当利率降低到无可再降低

的地步时，任何货币量的增加，都会被单位以"闲资"的方式吸收，因而对总体需求、所得及

物价均不产生任何影响，货币政策无效。

5.一般性货币政策是中央银行调控货币供应量所采用的常规手段，一般包括法定存款准

备金率、再贴现率与________，统称“三大法宝”。

【答案】公开市场操作。货币政策三大法宝包括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率、公开市

场操作。

6.账簿按其功能或用途可分为序时账簿、分类账簿和（ ）。

【答案】备查账簿。账簿按其功能或用途可分为序时账簿、分类账簿和序时账簿、分类

账簿、备查账簿。

7.根据《会计档案管理办法》库存现金日记账和银行存款日记账保管期限为（ ）。

【答案】30年。根据《会计档案管理办法》库存现金日记账和银行存款日记账保管期

限为 3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国家档案局令第 79号《会计档案管理办法》自 2016年

1月 1日起施行。

8.总分类账户与明细分类账户是一种统驭和被统驭的关系，对二者应当采用（ ）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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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法。

【答案】平行。总分类账户与明细分类账户是一种统驭和被统驭的关系，对二者应当采

用平行登记。

9.某公司银行存款账户的期初余额（借方）为 8万元，本期借方发生额 4万元，期末余

额（借方）为 9万元，则该公司本期贷方发生额为（ ）。

【答案】3万元。则该公司本期贷方发生额为 3万元。基本公式：期初余额+本期增加

发生额-本期减少发生额=期末余额 ，资产类：期初余额+本期借方发生额-本期贷方发生额=

期末余额；权益类：期初余额+本期贷方发生额-本期借方发生额=期末余额，根据公式可得

出，期初 8+借方发生 4-期末借方 9=贷方本期发生 3。

10.按照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的不同排列，资产负债表有两种惯用格式，即账户式

和（ ）。

【答案】报告式。按照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的不同排列，资产负债表有两种惯用格

式，即账户式和报告式。根据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我国企业的资产负债表采用账

户式结构。

三、英语阅读理解（5 题，每题 2 分，共 10 分）

Business, academic and civic leaders in Cambridge have warned that one of Britain’s major

economic growth cities is under threat unless the government acts quickly to restore trust

post-Brexit.Company executives and educationalists report some highly skilled foreign nationals

quitting or refusing to commit to new jobs in Britain because of uncertainty over their future legal

status here.It has in the past boasted of creating employment faster than China, amid a boom in the

technology and bioscience sectors, which led to the city being labeled “Silicon fen”, but now there

are fears of a big slowdown.

“This is a unique economic asset for Europe,” said Lord Lansley, the former Conservation

MP for South Cambridge shire, after a specially convened meeting to discuss the problems with

local politicians and others.“There is a political vacuum out there and there does not seem to be a

post Brexit plan.There are things we need and if we get them we can continue to prosper and be

more successful”, Lansley added.

He has drawn up a Cambridge declaration with his colleagues meant to reassure exi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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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c and business staff from abroad that their presence will be protected.“We are committed

to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in research, science and the Exploitation of innovative,

knowledge-intensive enterprises,” says the document.

Lansley says he will be pushing the British government to give acquired rights to the 9,000

European citizens living in the East Anglian city out of a total population of 124,000.He also

wants to see a continuation of free labor movement to allow Europeans to come to work and study

in Cambridge and says “We need free movement for them to come to work and to study here.”

1.According to the article, what is the threat that Britain’s major economic growth cities are

( ).

A.serious unemployment

B.wars

C.foreign talents drain

D.social instability

【答案】C。第一段“Company executives and educationalists report some highly skilled

foreign nationals quitting or refusing to commit to new jobs in Britain because of uncertainty over

their future legal status here”可知由于政策的不确定，大量外国人才流失。A 项指的是严重

的失业，故不符这句的意思，排除。B项是战争，不符文意。D项指的是社会的不稳定，但

文中具体是要说的人才流失。因此答案选 C项。

2.Why do these skilled foreign nationals choose not to work in Britain? ( )

A.Because of the uncertainty.

B.Because the economic slowdown after Britain leaving the EU.

C.Because the increasing difficulty of finding a job in Britain.

D.Because they may lose legal status after Brexit.

【答案】D。第一段 Company executives and educationalists report some highly skilled

foreign nationals quitting or refusing to commit to new jobs in Britain because of uncertainty over

their future legal status here，可知是由于 D选项，D项中 Brexit就是指英国脱欧的戏谑的说

法。导致外国人才流失。A项的原因侧重的是因为不确定性。B项指的是因为在英国脱欧之

后的经济下滑问题。C项指的是在英国找工作的难度不断加大。因此答案选 D项。

3.The word “boom” in paragraph 1 is closest in meaning to ( ).

A.prospe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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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ncrease

C.decrease

D .bleakness

【答案】A。根据 boom确定其所在的句子 It has in the past boasted of creating employment

faster than China, amid a boom in the technology and bioscience sectors… but now there are

fears of a big slowdown.可知 but前后句意转折，后半句讲的是衰退，所以前半句是科技和生

物的蓬勃发展，因而 boom表示繁荣，即 A选项正确。B选项 increase：增加；C选项 decrease：

减少；D选项 bleakness：阴郁、萧瑟。所以正确答案是选项 A。

4.What is the purpose of the Cambridge declaration in paragraph 3? ( )

A.To create more job positions for foreign talents.

B.To comfort existing foreign talents.

C.To attract new talents.

D.To stimulate local economy.

【答案】B。根据“He has drawn up a Cambridge declaration with his colleagues meant to

reassure existing academic and business staff from abroad that their presence will be protected”可

知正确答案为 B选项。A项更强调的是多给国外人才创造更多的职位，不符和句意，排除。

C项指的是吸引新人才，不符排除。D项指的是刺激当地经济。因此答案选 B项。

5.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NOT a situation Lord Lansley expects to see? ( )

A.The immediate action of the British government.

B.A continuation of free labor movements from EU countries.

C.An increase in the foreign talents’ wages.

D.New policies that protects foreign talents’ rights.

【答案】C。Lansley says he will be pushing the British government to give acquired rights to

the 9,000 European citizens living in the East Anglian city out of a total population of 124,000A

选项正确。He also wants to see a continuation of free labor movement to allow Europeans to

come to work and study in Cambridge，B 选项正确。He has drawn up a Cambridge declaration

with his colleagues meant to reassure existing academic and business staff from abroad that their

presence will be protected，D选项正确。C项文段中没提及要增加国外人才的工资的问题，

因此选则 C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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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简答题（3 题，每题 5 分，共 15 分）

1.简述货币的职能。

【答案】货币的职能：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贮藏手段；世界货币。

2.简述商业银行会计的基本假设有哪些?

【答案】会计基本假设包括：会计主体、持续经营、会计分期、货币计量。

3.按照金融风险产生的原因和形态，金融风险可以分为哪几类。

【答案】按照金融风险产生的原因和形态，金融风险可以分为：信用风险；市场风险；

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国家风险；声誉风险；战略风险。

五、计算及实务题（20 分）

1.储户刘华 2010年 6月 10 日来行存入一年期整存整取定期储蓄存款 100，000元，年

利率为 2.25%，刘华于 2011年 6月 20日来行支取，当日挂牌的活期储蓄存款利率为 1.98%,

请计算应付利息，并写出银行会计分录。

【答案】1.截止 2011年 6月 9日一年算定期存款：100000*2.25%=2250元。

2.某公司有一台机器设备，原始价值为 200万元，预计使用 3年，预计净残值 10%，请

采用年数总和法计算该固定资产各年的折旧额。

【答案】第一年折旧：（200-200*10%）*3/6=90元；

第二年折旧：（200-200*10%）*2/6=60元；

第三年折旧：（200-200*10%）*1/6=30元。

3.A公司 2005年初盈余公积余额为 700万元，无未分配利润，其 2005——2012年有关

经营状况如下：

（1）2005年实现净利润 500万元，按 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2）2006年净亏损 2500万元

（3）2007年—2012年分别实现利润为 100万元、200万元、200万元、500万元、300

万元、400万元，假定该公司所得税税率为 25%

（4）2013年 5月 A公司股东大会决定以法定盈余公积弥补 2012年底前账面累计未弥

补亏损

要求：



咨询电话：400-078-6677

①编制 A公司 2005年提取法定盈余公积的会计分录

②编制 A公司 2006年结转当年亏损的会计分录

③编制 A公司 2012年结转净利润的会计分录

④计算 A公司 2012年底累计未弥补亏损（2分），并编制 A公司 2013年 5月以法定盈

余公积弥补亏损的会计分录（2分）

【答案】

1 借：利润分配—提取盈余公积 50

贷：盈余公积 50

借：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50

贷：利润分配-提取盈余公积 50

2 借：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2500

贷：本年利润 2500

3 借 ：本年利润 1275

贷：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1275

4 未弥补亏损 2500-450-（75+150+150+375+225+300）*0.9=902.5

借 ：盈余公积 127.5

贷：利润分配-盈余公积补亏 127.5



咨询电话：400-078-6677

2018 陕西信合课程 咨询电话：4000786677

班别 科目 课程安排 天数 学费

金领精讲班

行测+农信社

综合知识

言语：1 天 1 晚

判断：1 天 1 晚

数量：1 天 1 晚

经济金融：2 天 2 晚

财会：2 天 2 晚

法律：1 天 1 晚

英语和计算机为视频课程

8 天 8 晚

5800

金领精讲协

议班

10000，不过退 7000，

走读

金领精讲全

程协议班
8 天 8 晚+面试

14800 笔试不过退

11000，面试不过全退

专项特训
农信社综合知

识

法律：1 天 1 晚

经济金融：2 天 2 晚

财会：2 天 2 晚

英语和计算机为视频课程

5 天 5 晚 4280

金领培优班

农信社综合知

识

言语：2 天 2 晚

判断：2 天 2 晚

数量：2 天 2 晚

经济金融：3 天 3 晚

财会：2 天 2 晚

法律：2 天 2 晚

英语和计算机为视频课程

12 天 12 晚

7880

金领培优笔

试协议班
15800，不过退 12000

金领培优全

程协议班

12 天 12 晚+面

试

19800，笔试不过退

15800，面试不过全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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