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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B_BA_E8_AE_BE_E6_c54_154642.htm 二、多选题: 70 、根

据我国安全生产的法律、行政法规，安全监督检查人员享有

下列职权(ABE)。 A.现场调查取证权 B.现场处理权 C.开除、

辞退权 来源：www.examda.com D.限制有关人员的人身自由 E.

查封、扣押行政强制措施权 标准答案：A, B, E 解 析： 71 、

法律关系主体，主要是指参加或管理、监督建设活动，受建

设工程法律规范调整，在法律上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的自然

人、法人或其他组织。下列选项中，可以成为法律关系主体

的是(ABCE)。 A.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B.广州市公安

局 C.某建设工地的农民工小李 D.孕妇小王腹中8月大的胎儿

E.美国独资企业丽婷公司 标准答案：A, B, C, E 解 析： 72 、法

律关系的内容即法律主体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下列论

述中不构成民事法律关系内容的是(AC)。 A.甲开车将乙撞伤

，乙因而向甲要求赔偿损失，交通警察对甲处以罚款 B.某建

筑公司按照施工合同要求按时完成施工任务 C.李某因为操纵

吊车时玩忽职守，导致发生严重施工事故，已被警方逮捕 D.

某公司董事长根据自己的市场预期签订一项购销合同 E.项目

经理老张报名参加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 标准答案：A, C 解 析

： 73 、代理，是指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

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

责任。在实施代理的民事行为过程中代理人应认真履行职责

，而不得滥用代理权。在代理人实施的下列代理行为中，属

于滥用代理权行为的是(ACD)。 A.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



同自己订立合同 B.代理人超越代理权限范围从事代理行为 C.

在同一诉讼中，律师既代理原告，又代理被告进行诉讼 D.代

理人与第三人相互勾结，在订立合同时给第三人以种种优惠

，损害了被代理人的利益 E.原来的代理人在代理关系解除后

，仍然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从事“代理”行为 标准答案：A, C,

D 解 析： 74 、依据设立目的的不同划分，物权可分为用益物

权和担保物权。用益物权，是指对他人所有物使用和收益的

权利。我国法律规定的下列权利中属于用益物权的是(BDE)。

A.建筑施工企业将其租赁的施工机械设备用于施工生产的使

用权 B.全民所有制企业经营权 C.企业对从银行所贷款项的使

用权 D.国有土地使用权 E.采矿权 标准答案：B, D, E 解 析

：#8226.担保物权，是指为了担保债的履行而在债务人或第三

人特定的物或权利上所设定的权利。如抵押权、质押权、留

置权等都是担保物权。 75、我国《招标投标法》第33条规定

，投标人不得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骗

取中标。在工程实践中，投标人以非法手段骗取中标的现象

大量存在，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ABDE)。 A.非法挂靠或借

用其他企业的资质证书参加投标 来源：www.examda.comB.投

标文件中故意在商务上和技术上采用模糊的语言骗取中标，

中标后提供低档劣质货物、工程或服务 C.投标人以低于成本

的报价竞标 D.投标时递交虚假业绩证明、资格文件 E.假冒法

定代表人签名，私刻公章，递交假的委托书等 标准答案：A,

B, D, E 解 析： 76 、所谓安全生产的“三同时”制度是指，生

产经营单位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的安全设施，必须与

主体工程(ACE)。 A.同时设计 B.同时安装 C.同时施工 D.同时

投资 E.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 标准答案：A, C, E 解 析： 77 、



安全生产从业人员享有下列权利(ABCD)。 A.拒绝权 B.知情权

C.紧急避险权 D.建议权 E.要求增加报酬权 标准答案：A, B, C,

D 解 析： 78 、安全生产责任制度是建筑生产中最基本的安全

管理制度，是所有安全规章制度的核心，是建筑安全生产的

基本制度。安全责任制的主要内容不包括(BC)。 A.从事建筑

活动主体的负责人对本企业的生产负主要的安全责任 B.建筑

企业职工在施工中应当遵守有关生产的法律、法规和建筑行

业安全规章、规程，不得违章作业 C.对广大建筑干部职工进

行安全教育培训，提高安全意识，增加安全知识和技能的制

度 D.从事建筑活动主体的职能机构或职能处室负责人及其工

作人员的安全生产责任制 E.岗位人员的安全生产责任制。岗

位人员必须对安全负责。从事特种作业的安全人员必须进行

培训，经过考试合格后方能上岗作业 标准答案：B, C 解 析：

79 、建筑工程一切险承保各类民用、工业和公用事业建筑工

程项目，在建造过程中因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而引起的一切

损失。建筑工程一切险承保的危险与损害涉及面很广，下述

原因造成的损失属于保险范围内的是(ABD)。 A.一般性盗窃

和抢劫 B.建筑材料在工地范围内的运输过程中遭受的损失和

破坏，以及施工设备和机具在装卸时发生的损失 C.因施工机

具本身原因即无外界原因情况下造成的损失 D.由于工人、技

术人员缺乏经验、疏忽、过失、恶意行为或无能力等导致的

施工拙劣而造成的损失 E.因设计错误(结构缺陷)而造成的损

失 标准答案：A, B, D 解 析： 80 、建筑工程一切险承保各类

民用、工业和公用事业建筑工程项目，包括道路、水坝、桥

梁、港埠等，在建造过程中因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而引起的

一切损失。下列关于建筑工程一切险，说法正确的是(AB)。



A.由于工程所在地的治安状况不良，而发生的一般性盗窃和

抢劫事件， 给被保险人的财产造成损失的，保险人应当赔付

B.建筑工程一切险自工程开工之日或在开工之前工程用料卸

放于工地之日开始生效，两者以先发生者为准 C.保险人向被

保险人支付为修复保险标的遭受损失所需的费用时，不能扣

除免赔额 来源：www.examda.comD.建筑工程一切险承保的内

容不包括第三者责任 E.建筑工程一切险承保的危险和损失包

括超压、压力不足和离心力引起的断裂所造成的损失 标准答

案：A, B 解 析： 81 、国务院颁发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

条例》规定，可以直接发包的工程建设勘察、设计项目

有(CDE)。 A.经省级政府批准列为当年重点工程项目的 B.由

省级以上工程勘察、设计单位具体实施的 C.采用特定的专利

或专有技术的 D.建筑艺术造型有特定要求的 E.国务院规定的

其他工程建设的勘察设计 标准答案：C, D, E 解 析： 82 、根

据我国《公司法》的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为公司的

法定代表人。下列权限范围中属于董事长职权的是(BC)。 A.

决定增加或者减少公司的注册资本 B.签署公司股票、公司债

券 C.主持股东大会和召集、主持董事会会议，检查董事会决

议的实施情况 D.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E.

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标准答案：B,

C 解 析： 83 、当事人的下列行为中，根据《合同法》已经构

成缔约过失责任的是(AB)。 A.甲企业为获取某商业秘密，假

意与权利人进行合同谈判，获取该商业秘密后，拒绝与权利

人签订合同，并不当使用了该秘密 B.公民乙故意隐瞒房屋共

有的事实而出售该房屋，之后合同被撤销，致买受人有损失

C.丙公司出售的产品不合格，卖方要求予以赔偿 D.丁建筑公



司没有相关的施工资质，于是假借其他公司的资质证书进行

投标，但其施工质量十分优良 E.戊单位领导在招投标过程中

，接受投标人的贿赂而使其中标， 并与之签订了承包合同 标

准答案：A, B 解 析： 84 、甲公司为购买某商品与乙企业订立

一份购销合同，约定甲公司于2 002年5月12 日支付一部分预

付款2 00万元，乙企业应当于5月31 日之前向甲公司交付全部

货物，甲公司应在6月10 日支付其余货款1000万元。在5月1 2

日之前，发生下列情况，甲公司可以暂停付款， 终止履行合

同(ACE)。 A.乙企业经营不善，4 月份时出现巨额亏损，资金

支付发生严重困难 B.甲公司因为涉及较大金额的诉讼，被法

院查封了大部分财产 C.乙企业因为涉及较大金额的诉讼，被

法院查封了大部分财产 D.合同标的物由于市场原因，价格出

现大幅下跌 E.由于被债权人申请破产，乙企业为逃避债务转

移了一部分财产 标准答案：A, C, E 解 析： 85 、某建材生产

企业长期为甲建筑公司供应建筑材料，甲建筑公司一直以偿

债能力不足进行拖欠，该企业后经查明，甲公司对于自己享

有的对于乙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债权在清偿期满后长期不进行

催讨，而乙房地产开发公司有足够的支付能力。则该建材企

业采取的下列措施中，符合法律规定的是(BCD)。 A.直接以

本企业的名义向乙房地产开发公司要求其清偿自己的货款 B.

为甲公司积极提供乙公司的财产状况并明确建议其及时行使

债权 C.直接以本企业的名义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乙公

司，要求其偿还甲公司的债务 D.以本企业名义向法院起诉甲

公司，请求法院强制其履行债务 E.在法院判决乙公司败诉，

乙公司偿付相关债务后，该企业直接以该财产清偿自己的债

务 标准答案：B, C, D 解 析：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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