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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卷一 一、单选（15题，每题1分） 1． 影响国际经济传递的

因素不包括（ ） A． 一国的开放程度 B． 双边贸易关系 C． 

自然条件 D． 各国经济政策 答案：C 解析：识记性知识。 2

． 由于国外成本的下降，我国某种钢材的进口数量出现突发

性大幅度增加，使我国的钢材生产商大受损失。为合法保护

我国厂商，我国可引用世界贸易组织的 A． 反补贴规定 B． 

反倾销规定 C． 国民待遇规定 D． 保障措施规定 答案：D 解

析：保障措施是指某一成员在进口激增并对其国内相关产业

造成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时，采取的进口限制措施。 3

． 成都进口一批货物，从日本东京空运至成都，日方支付运

费和保险费并承担货物的风险责任至成都，日方办理出关手

续，中方办理进关手续。按以上交易条件，应选用的贸易术

语是（ ） A． DEQ成都 B． CIP成都 C． DDP成都 D． DDU

成都 答案：D 解析：熟悉各贸易术语的责任和风险的划分。

4． 对卖方而言，以下最好的支付方式是（ ） A． 信用证 B

． 即期付款交单 C． 远期付款交单 D． 承兑交单 答案：A 解

析：卖方要取得货款，信用证是银行信用，以下三种是商业

信用，因此通过信用证收回货款的风险最小。5．下列说法正

确的是（ ） A．只要在L／C有效期内，不论受益人何时向银

行提交符合L／C要求的单据，开证行一律不得拒收单据和拒

付货款 B．根据国际商会现行的《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的

规定，可转让信用证转让后，第一受益人无需再对合同的履



行负责。如果第二受益人不能按时交货或所交付的单据不合

格，则应由第二受益人对买方负责 C．国外开来的信用证规

定的到期日为1999年8月31日，我出口公司于8月1日将货物装

船并取得提单，于8月30日向议付行提交全套合格的单据、根

据国际商会现行的《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的规定，银行应

予以议付 D.信用证修改通知书有多项内容时，只能全部接受

或全部拒绝 答案：D。 解析：信用证应规定“交单期”，即

一个运输单据出单日期后必须向指定的银行提交单据要求付

款、承兑或议付的特定期限。如信用证未规定交单期，按

《UCP500》规定，银行有权拒受迟于运输单据日期21天后提

交的单据，所以选项A和C不对。在有关可转让信用证的性质

问题上，规定信用证只能按原证规定条款转让，并不等于合

同的转让，如第二受益人不能按时履行义务，第一受益人仍

要对合同的履行负责，所以选项B不对。 6．我国某外贸公司

以CFR神户每公吨350美元向日商报盘? -?农产品。日商要求改

报CIF价（按加一成投保水渍险，保险费率为0.8％），则保

险金额为（ ）。 A．3（美元） B．350（美元） C．353（美

元） D．388（美元） 答案：D。 解析：此题涉及到相关术语

的计算转换。CIF价=CFR价／（1一投保加成×保险费率）可

以得到，CIF价格为350/（1-10%×0.8%）=353。保险金

额=CIF价格×（1十加成率）=353×（1 10%）=388 7．指示提

单要求提单的“收货人”栏内（ ） A. 留空不填 B. 填写“凭

指示” C. 填写收货人名称 D. 填写付款银行名称 答案：B 解

析：指示提单是指提单上的收货人栏内仅填写“凭指示”，

或“凭某某人指示”字样，这种提单经背书后可转让给他人

提货。 8．一家美国企业和一家英国企业共同出资在中国设



立了一家企业，这家企业在中国被称为（ ） A． 中外合资企

业 B． 中外合作企业 C． 独资企业 D． 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 答案：C 解析：ABD都必须有中方参与在内。 9．以下关

于分公司、子公司和联络办事处的差别，说法错误的是（ ）

。 A．子公司是独立的法人实体，分公司和联络办事处都不

是法人 B．子公司和分公司都可以在东道国开展业务，联络

办事处不可以 C．子公司和分公司都要向东道国交纳所得税

，联络办事处不用交所得税 D．子公司和分公司都被视为东

道国企业。 答案：D 解析：D：只有子公司被视为东道国企

业。 10．在许可证贸易中，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A．排它

许可中，许可方在被许可方的区域享有技术，商标的使用权

，专利产品的制造权和销售权等 B．独占许可中，许可方在

被许可方的区域享有技术，商标的使用权，专利产品的制造

权和销售权等，但不可在该区域内将上述权利再转让给第三

方 C．普通许可中，许可方在被许可方的特定区域仍享有技

术，商标的使用权，专利产品的制造权和销售权等，并可将

该权利转让给第三方 D．分许可中，被许可方可将其所得权

利转让给其他人使用 答案：B 解析：普通许可许可方在该地

区仍享有上述权利，及将上述权利转让给该地区第三者的权

利。 排他许可许可方虽然在该地域内仍享有上述权利，但不

得将上述权利转让给该地区的第三者享用。 独占许可许可方

不仅不能在该地域内将上述权利转让给第三者，就连许可方

自己在该地域内也丧失了上述权利。 11．以下不属于国际避

税的刺激因素是（ ） A． 税率 B． 税基 C． 通货膨胀 D． 税

收管辖权 答案：D 解析：识记性知识。 12．认为土地、劳动

、资本的比例关系是决定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发生和发展的



最重要的因素，这种观点是（ ）的观点。 A．绝对成本说 B

．比较成本说 C．赫俄的要素比例说 D．以上都不是 答案

：C 解析：要求熟悉关于国际分工的理论。 13．近年来（ ）

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的主要形式。 A． 农产品开发 B． 境外加

工贸易 C． 资源开发 D． 服务贸易 答案：B 解析：识记性知

识。 14．下列关于人民币升值错误的是（ ） A． 降低进口企

业的采购成本 B． 抑制中国企业的出口 C． 增强中国企业的

国际竞争力 D． 对来料和来件加工的企业影响不大 答案：C 

解析：人民币升值使得进口商品价格降低，出口商品价格上

升，因此选项C正确。15．为适应加入WTO的要求，我国外

贸经营权的管理要实行（ ） A． 许可制 B． 审批制 C． 登记

制 D． 指定经营 答案：C 解析：识记性知识。二、多选（10

题，每题1.5分） 1． 通过对外贸易可以提高利润率主要表现

在（ ） A． 解决了相当一部分产品的实现问题 B． 可以降低

生产成本 C． 可以取得规模经济利益 D． 可以取得超额利润

E． 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 答案：BCD 解析：识记性知识。 2

．CIP与CIF这两个贸易术语的相同点是（ ） A．买卖双方的

报关责任相同 B．主运费的责任方相同 C．保险费的责任方

相同 D．货物风险转移界点相同 E．使用的运输工具可以相

同 答案：ABCE 解析：D：CIF的风险转移界限在装运港船舷

，CIP的风险转移界限为货交承运人处置时起；E：运输工具

可以都是船运 3．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A．在约定的品质

机动幅度或品质公差范围内的品质差异，除非另有规定，一

般不另行规定增减价格 B．为了适用国际市场的需要，我出

口日用工业品，应尽量争取按买方样品达成交易 C．在出口

贸易中，表示商品品质的方法很多，为了明确责任，最好采



用既凭样品，又凭规格买卖的方法 D．采用对等样品的做法

时，实际上已不再单纯是凭买方样品成交了 E．出口电视机

时，由于国外来证无规定，货物数量允许减少5％ 答案：BCE

解析：按照合同品质条款的规定的内容，选项A是对的，它

符合品质条款的有关规定。我国在出口中常以我方按照买方

样品加工的对等样品做标准，防止违约。这已经是不单纯的

凭买方样品成交。所以选项B错误。凭样品和按规格买卖一般

是经常引起标准间的对立，不利于统一，一般指按照两者中

的一个为准。选项E，当数量以包装单位或个数计数时，溢短

装增减幅度不适用。 4．拍卖的出价方法通常有（ ） A．公

开竞买法 B．密封递价法 C．增价拍卖法 D．减价拍卖法 E．

有限竞买法 答案：BCD 解析：识记性知识。 5． 关税同盟的

动态效果包括（ ） A. 获取规模经济 B．刺激投资 C．提高要

素的流动性 D．加速经济发展 E．促进技术进步 答案

：ABCDE 解析：识记性知识。 6． 保险责任起讫采用“仓至

仓条款”规定的险种有（ ） A． 海运战争险 B． 平安险 C． 

水渍险 D． 航空运输险 E． 陆运险 答案：BCDE 解析：识记

性知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