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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83/2021_2022__E5_9B_BD_

E9_99_85_E5_95_86_E5_c29_183677.htm （一）试卷结构（试

卷满分100分） 1. 经济学原理（30%）：单选、多选、判断、

名词解释、计算； 2. 国际金融（30%）：单选、多选、判断

、名词解释、计算； 3. 国际商法（20%）：单选、多选、判

断、名词解释、案例分析； 4. 营销与企业管理（20%）：单

选、多选、判断、名词解释、案例分析； （二）考题类型：

1. 单项选择（在备选项中，只有一项是正确的） （单选一般

情况下只涉及一个考点，在六种题型中属于最简单的一种题

型。能否在单选题中拿到尽可能高的分数是能否顺利通过考

试的基础。） 2. 多项选择（在备选项中，至少有两项是正确

的） （在多选题中，考生只有100%地选中答案才可得分，不

选、多选、少选、错选均不得分；多选题一般情况下不只涉

及一个考点，因此考生在复习过程中，应该对相关考点进行

归纳和比较） 3. 判断 （一般情况下，判断题只要求对“一个

问题”的大是大非作出判断，而且是非标准非常清楚，不会

出现模棱两可的情况。） 以上个三种题型为客观题，考生在

考试时，可以采用“排除、比较、猜测、推理”等各种方法

。总之，要保证客观题的准确率，只要是会的就一定要答对

，不会的也要尽量猜对。 4. 名词解释 （对于重要的概念，大

家在平时复习的时候，一定要准确全面的记忆。如果在考试

时，仅凭理解或印象作答，就有可能会因为解释不够全面而

失分。 5. 计算 （对于计算题，应用公式不熟练或计算能力差

是计算题失分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考生不能只看书复习，



要多动手解题，多做练习。） 6. 案例分析 （考生最头疼的就

是案例分析了，这是主观性最强的题目。对于商法中的案例

，（发挥）⋯”。对于营销中的案例，考生应注意把握要点

。因为案例题是“按点给分”的，即使不能全部答对，也要

尽自己可能拿到较高的分数。） 后三种题型属于主观题，考

查比较灵活，大家一定要在理解记忆的基础上加以应用。考

生只有平时就注重归纳、总结和积累，才能在考试时快捷的

作出判断和处理。一、单项选择（以下各题的备选项中，只

有一项是正确的，请将正确的选项标号写在题中的括号内。

每小题1分，共20分） 1．一种商品的价格下降了5%，需求量

增加了4%，则这种商品( )。 A． 需求富有弹性 B． 需求缺乏

弹性 C． 需求量的变动率大于价格的变动率 D． 不能确定其

需求是否有弹性 答案：B 解析：弹性值等于需求量变化率与

价格变化率之比，弹性值大于1为需求富有弹性，小于1为需

求缺乏弹性。 在本题中，弹性值＝4%÷5%＝0.8＜1，所以属

于需求缺乏弹性。 2．关于供给弹性，下面说法不正确的是( )

。 A．Es=0，它表示供给完全无弹性 B．比较难生产的商品，

其供给弹性一般较大 C．如果产量增加只引起边际成本较大

幅度的增加，则该商品的供给弹性一般较小 D．商品生产周

期较短的商品，供给弹性较大 答案：B 解析：A：Es表示供给

弹性。 B：比较难生产的商品，其供给弹性一般应较小。 3

．MR＜MC，( )。 A．这时厂商扩大生产会带来利润的增加

B．厂商会减少产品产量 C．厂商的总利润要达到最大，应直

到产量增加到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 D．随着产品产量的不

断减少，边际收益递减 答案：B 解析：厂商的利润最大化原

则为边际收益＝边际成本。 如果边际收益小于边际成本，



即MR＜MC，表示厂商生产最后一单位产品所获得的收益小

于厂商为生产这最后一单位产品所花费的成本支出。这时厂

商扩大生产会带来利润的减少，因此厂商会减少产品产量。

所以A、C错误，B正确。根据边际报酬递减规律，随着产品

产量的不断减少，边际收益递增且边际成本递减，利润增加

，直到产量减少到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厂商的总利润达

到最大。所以D也错误。 4．不完全竞争企业的需求曲线是( )

。 A． 垂线 B． 向右上方倾斜的直线 C． 水平线 D． 向右下

方倾斜的直线 答案：D 解析：完全竞争企业的需求曲线是水

平线，不完全竞争企业的需求曲线是向右下方倾斜的直线。

所以选D。 5．已知某企业生产的商品价格为10元，平均成本

为11元，平均可变成本为8元。则该企业在短期内( )。 A． 停

止生产且亏损 B． 继续生产且存在利润 C． 继续生产但亏损

D． 停止生产且不亏损 答案：C 解析：本题中，这一企业商

品的价格大于平均可变成本，但小于平均成本。这种情况意

味着厂商如果继续生产，厂商所获得的收益除了可以补偿全

部的可变成本外，还可以补偿一部分的固定成本，厂商亏损

的只是部分固定成本。而厂商如果不生产，他将亏损全部的

固定成本。因此，短期内，当价格大于平均可变成本时，厂

商一定继续生产。这时的利润最大化原则实际体现为使厂商

的亏损为最小。 6．经济学中所说的长期与短期的划分依据( )

。 A．时间的长短 B．以所有生产要素能否得到调整为界限 C

．以实际量能否达到计划产量为界限 D．以上都不是 答案

：B 解析：根据经济学中长期和短期的定义。识记型知识。 7

．特里芬难题所指的问题是（ ）。 A．调节国际收支所追求

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目标之间的矛盾 B．本币贬值以扩大



出口与改善本国通货膨胀的矛盾 C．美国国际收支状况与布

雷顿森林体系作用的发挥相矛盾 D．借债规模与经济发展速

度的矛盾 答案：C 解析：布雷顿森林体系以美元作为主要国

际储备货币，如果美国国际收支保持顺差，对美元的信心得

以保持，但是国际储备资产就难以满足国际经济发展的需要

；如果美国国际收支保持逆差，国际储备资产得以充足，但

是对美元的信心就会发生动摇。这种内在矛盾称之为特里芬

难题。其它选项也是国际经济中存在的矛盾，但不是特里芬

难题所指的内容。故选C。 8．保付代理中，（ ）。 A． 单

一的融资业务 B． 出口商可以立即消除信贷风险 C． 票据须

由一流的大银行担保 D． 融资票据一般在一年以上 答案：B 

解析：A：保理业务除融资之外一般还包括资信调查、承担

信用风险、托收、会计处理等综合服务； C：出口商卖断票

据后可立即消除信用风险，而且不需要担保； D：保理一般

为一年以内的短期融资。 故选B。 9．国际金融公司的贷款对

象是（ ）。 A．发展中国家的私营企业，需要政府担保 B．

较贫穷国家的私营企业，需要政府担保 C．较贫穷国家的私

营企业，不需要政府担保 D．发达国家的私营企业，不需要

政府担保 答案：C 解析：国际金融公司主要向低收入国家的

生产性企业提供无需政府担保的贷款。故选C。 10．货币期

货业务是按照成交单位与交割时间由（ ）原则来进行的。 A

． 交易所确定的标准化 B． 买卖双方共同商定的 C． 买方确

定的 D． 买方确定的 答案：A 解析：为了便利交易，交易所

详细规定期货合约的标准化条款，如资产的数量、品名、品

质、交易时间、交割时间和交割地点等，交易双方只需要就

价格达成一致即可。故选A。 11．买方信贷下，贸易合同的



付款条件为（ ）。 A． 延期30天 B． 延期60天 C． 延期90天

D． 即期付款 答案：D 解析：进口商用从出口商所在地银行

借得的款项，以现汇付款条件向出口商进行即期支付。故

选D。 12．布雷顿森林体系汇率浮动不超过（A） A1% B 2%

C1.5% D3% 答案：A 解析：布雷顿森林体系规定汇率浮动不

得超过1％。 12．世界银行贷款的资金来源中（ ）占重要地

位。 A．会员国实缴的股金 B．在国际债券市场发行债券和

从富国借款 C．债权转让 D．自营业务的利润收入 答案：B 

解析：以上都属于世界银行的资金来源，但借款是世界银行

的主要资金来源。 13．关于承诺，下面的说法错误的是（ ）

。 A．要约人指定必须以普通书信作出承诺，承诺人用E-mail

作出承诺，这在法律上是有效的 B．英美法认为，即使表示

承诺的函件在传递过程中丢失，只要受要约人能证明确已把

函件付了邮资，写妥地址交到邮局，合同仍可成立 C．迟到

的承诺也是有效的承诺 D．承诺可由受要约人授权的代理人

作出 答案：C 解析：A：受要约人可以采用比要约所指定或

所采用的方式更为快捷的通讯方式承诺，这种承诺法律上是

有效的。 B：英美法对承诺生效时间的认定是“投邮生效”

C：迟到的承诺是否有效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我们上面已

讲，不再详述； D：受要约人包括其本人及其授权的代理人

。 故本题的正确选项为C 1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

》的规定，下列选项中，不属于票据权利消灭的情形是（ ）

A．持票人对前手的再追索权，自清偿日或被提起诉讼之日

起3个月未行使 B．持票人对前手追索权，在被拒绝承兑或被

拒绝付款之日起6个月未行使 C．持票人对支票出票人的权利

，自出票日期起6个月未行使 D．持票人对本票出票人的权利



，自票据到期日起2年未行使 答案：D 解析： 提示承兑期限

、提示付款期限、票据权利的灭失时效 票据种类 提示承兑期

限 提示付款期限 票据权利的灭失时效 汇票 见票即付 无需提

示承兑 出票日起1个月 出票日起2年 定日付款 到期日前提示

承兑 到期日起10日 到期日起2年 出票后定期付款 见票后定期

付款 出票日起1个月 本票（见票即付） 自出票日起，付款期

限不得超过2个月 出票日起2年 支票（见票即付） 自出票日

起10日 出票日起6个月 此外：① 持票人对前手的追索权，在

被拒绝承兑或被拒绝付款之日起6个月。 ② 持票人对前手的

再追索权，自清偿日或被提起诉讼之日起3个月。 从上述内

容中，我们可以看出，持票人对本票出票人的权利，自票据

出票日期起2年未行使而消灭，而非到期日起2年，故D选项

错误。本题应选D。 15．根据我国《产品质量法》规定，下

述说法中正确的是（ ） A．在进行损害赔偿时，如果已经承

担了民事责任，就可以相应地免除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 B

．在产品责任的举证方面，我国目前采用过失责任和无过失

责任原则并举 C．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要求赔偿的诉讼

时效为1年，于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益受到损害时起计

算。 D．产品责任法规定的要求赔偿的请求权，在造成损害

的缺陷产品交付最终用户、消费者满5年后丧失。 答案：B 解

析：A：在进行损害赔偿时，并不会因为已经承担了民事责

任，就免除其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 C：因产品存在缺陷造

成损害要求赔偿的诉讼时效为2年，于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

其权益受到损害时起计算。 D：产品责任法规定的要求赔偿

的请求权，在造成损害的缺陷产品交付最终用户、消费者

满10年后丧失。 所以本题的正确答案为B。 100Test 下载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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