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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卷二 一、单选（15题，每题1分） 1．实行出口退税制度，

是指货物在报关出口后，凭有关凭证报送税务机关批准退还

或免征（ ） A．关税和所得税 B．增值税和所得税 C．消费

税和关税 D．消费税和增值税 答案：D 解析：我国《出口货

物退（免）税管理办法》规定，我国出口产品应退税种应为

增值税和消费税。因此选D 2．在加工装配业务中，来料、来

件的所有权属于（ ） A．国外委托方，成品的所有权属于承

接加工方 B．国外委托方，成品的所有权属于国外委托方 C

．承接加工方，成品的所有权属于承接加工方 D．承接加工

方，成品的所有权属于国外委托方 答案：B 解析：来料、来

件加工业务承接加工方只赚取工缴费，它不是货物买卖，不

需承担销售风险，进料加工业务的加工方还需自费盈亏，承

担销售风险。 3．在下列贷款方式中，属于援助性的是（ ）

A．政府贷款 B．银团贷款 C．出口信贷 D．抵押贷款 答案

：A 解析：政府贷款的定义为一国政府利用其财政资金，向

另一国政府提供的具有开发援助性质的、期限较长、利率较

低的优惠性贷款。 4．卖方在货物交付运输前不必预先通知

买方交运时间的贸易术语是（ ） A．FOB B．CFR C．CPT D

．DDU 答案：D 解析：DDU贸易术语是卖方在指定目的地将

货物交给买方，卖方须承担货物运至目的地的一切费用和风

险的一种贸易术语，既然运输及其途中风险由卖方负责，那

么卖方在货物交付运输前不必预先通知买方交运时间。 5．



对买方而言，最好的支付方式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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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解析：对买

方而言，采用承兑交单的方式，只须在汇票上承兑无需付款

就能获得提单，承担的风险最小，也无需占款。 6．下列说

法错误的是（ ）。 A．按《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规定，一项发盘发出后，发盘人可以随时将其撤销 B．根据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规定，一项发盘在受盘

人可以未表示接受之前可撤销 C．还盘是对发盘的拒绝，还

盘一经做出，原发盘即失去效力，发盘人不再受其约束 D．

一项接受，可以由受盘人做出，也可由发盘人做出 答案：A

。 解析：关于发盘能否撤销，《公约》和我国《合同法》均

规定，在订立合同之前，发盘可以撤销，如果撤销的通知于

受盘人发出接受通知之前送达受盘人。但在下列两种情况下

，发盘不得撤销：①在发盘中规定了有效期，或以其他方式

表示该发盘是不可撤销的②受盘人有理由信赖该发盘是不可

撤销的，并本着对该发盘的信赖采取了行动。发盘人就不可

以撤销其发盘，否则，有可能给受盘人造成一定的损失。因

此撤销发盘不是随时都可以的。选项B和C都很容易通过讲座

看出是正确的选项。关于接受，一般是由受盘人做出，对于

发盘人作出的接受，一般是在逾期接受的情况下。如果发盘

人毫不迟延地用口头或书面方式通知受盘人，确认该项逾期

接受有效，合同仍可于接受通知送达发盘人时订立。可以看

出，此时的接受是由发盘人作出的。 7．某公司出口货物一

批，单价为每公吨1200美元CIF纽约。按发票金额的110%投保

，投保一切险，保险费率为0.8%。现在客户要求改报CFR价

。试计算在不影响我收汇的前提下应报价（ ）美元。 A



．119.9 B．120 C．1199 D．1200 答案：C 解析：由CFR与CIF

术语的换算关系可以得到：CFR价=CIF价×（1一投保加成×

保险费率）=1200×（1-10%×0.8%）=1199 8．国际生产折衷

理论认为企业要从事对外直接投资必须同时具备下列优势，

除了（ ） A．所有权优势 B．外部化优势 C．内部化优势 D

．区位优势 答案：B 解析：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认为企业要从

事对外直接投资必须同时具备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

位优势。 9．以下关于开放型基金和封闭型基金比较说法错

误的是（ ）。 A．封闭型基金的风险较大，开放型基金的风

险较小； B．开放型基金一般将资金用于短线投资，封闭型

基金则可以将资金都用于长线投资； C．封闭型投资基金在

基金规定的期限内可以赎回资金，开放型基金不能赎回资金

D．开放型投资基金和封闭型投资基金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答

案：C 解析：封闭型投资基金的投资者在基金规定的期限内

不得赎回其资金，只能在到期后赎回或在基金上市后通过经

纪人进行交易；而开放型基金可以随时直接向基金管理公司

赎回，大大降低了投资风险。 10．以下对国际发展援助的认

识正确的是（ ） A．其它官方资金中的赠与成分可以不低

于25%； B．联合国发展系统多以优惠贷款方式对发展中国家

提供财政援助； C．多边援助在国际发展援助中占主导地位

； D．官方发展援助的赠与成分是根据贷款利率、偿还期、

宽限期、收益率等计算出来的一种衡量贷款优惠程度的终合

性指标； 答案：D 解析：A：其它官方资金中的赠与成分也

应不低于25%；B：联合国发展系统多以赠款方式提供无偿技

术援助；国际金融机构及其它多边机构多以优惠贷款方式提

供财政援助；C：双边援助占对外援助的主导地位； 11．以



下关于发明的表述错误的是（ ）。 A．发明是指对产品、方

法或其改进所提出的新的技术方案 B．发明是揭示自然界已

存在的但尚未被人们所认识的事物 C．发明必须是一种技术

方案 D．发明是对自然规律的利用 答案：B 解析：揭示自然

界已存在但尚未被人们所认识事物的是发现，而不是发明。

12．《原产地规则协议》目前确定的产品原产地规则的适用

范围是（ ） A．仅适用于优惠贸易条件下原产地的确定 B．

仅包含了适用于非优惠贸易的原产地规则 C．既适用于优惠

贸易条件下原产地的确定，又包含了适用于非优惠贸易的原

产地规则 D．以上说法都不对 答案：B 解析：《原产地规则

协议》适用于所有非优惠性商业政策措施，而不是关于关税

优惠（普惠制）保证的原产地规则，保证这些规则本身不构

成不必要的贸易壁垒。 13．在下述经济一体化的各种形式中

，一体化程度最高的是（ ） A．共同市场 B．关税同盟 C．

自由贸易区 D．经济同盟 答案：D 解析：六种经济一体化形

式按照一体化程度从高到低的顺序是：完全经济一体化、经

济同盟、共同市场、关税同盟、自由贸易区、优惠贸易安排

。 14．国民待遇条款适用于（ ）。 A．领海捕鱼权 B．船舶

在港口的待遇 C．购买土地权 D．沿海航行权 答案：B 解析

：国民待遇条款的适用是有一定范围的，并不是将本国公民

所享有的一切都包括在内，例如，沿海航行权、购买土地权

、领海捕鱼权等，通常都不包括在其范围之内。 15．美国的

《1988年综合贸易法》中的“特殊301条款”的制定，是针对

美国的（ ）。 A．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 B．服务贸易自由化

问题 C．农产品出口补贴问题 D．纺织品和服装进口自由化

问题 答案：A 解析：识记型知识。二、多选（10题，每题1.5



分） 1．1994年，我国外汇体制改革，主要是 A．实现国际收

支经常项目项下货币的自由兑换 B．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

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 C．实行国家银行统一结汇制、售

汇制 D．建立企业间的外汇市场 E．实行参考一篮子货币的

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 答案：ABCD 解析：以上四个选项都属

于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的内容。所以全选。 2．下列说法错误

的是（ ）。 A．按 CIF EX Ship’s Hold Louis port条件成交后

，卖方应负担从装运港到目的港为止的费用和风险 B．按DES

术语成交，卖方是否投保，由其自便，按CIF术语成交，卖方

则必须投保 C．买卖双方按 CIF Liner Terms成交，卖方发运的

货物必须采用班轮装运 D．买方采用FOB条件进口散装小麦

，货物用程租船运输，如买方不愿承担装船费用，可采用

FOB Trimmed条件成交 E．采用CFR Landed 术语成交，卖方

不需要负担卸货费和驳船费 答案：AE 解析：考察的是有关

贸易术语变形的内容。CIF EX Ship’s Hold变形下，买方应负

担从装运港到目的港为止的费用和风险。CIF下卖方代买方投

保，DES下为到达合同，风险由卖方承担，是否投保，由卖

方决定，一般来讲他会通过把风险转嫁给保险公司。至于选

项C与D，则可通过讲义中的相关内容看出是正确的选项

。CIF Liner 下卖方发运的货物必须采用班轮装运；FOB

Trimmed条件成交装船费用由卖方承担。选项E应由卖方负担

卸货费，其中包括驳船费在内。 3．在现代国际租赁中，综

合性租赁方式主要有租赁与（ ）相结合。 A．包销 B．发展

援助 C．补偿贸易 D．加工装配业务 E．出口信贷 答案

：ACDE 解析：综合性租赁方式很多，但大致有以下几种：

租赁与补偿贸易相结合、租赁与加工装配业务相结合、租赁



与包销相结合、租赁与出口信贷相结合。 4．下列说法错误

的是（ ）。 A．按《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规定，

发盘可以撤回，但发盘人的撤回通知必须在受盘人发出接受

通知前传达到受盘人 B．交易磋商必须经过询盘、发盘、还

盘和接受四个环节，才能达成交易 C．根据《联合国国际货

物销售合同公约》的解释，只要发盘人在收到受盘人的接受

通知之前将撤销发盘的通知送达受盘人，则该项发盘即可撤

销。但如果发盘中写明了有效期或以其他方式表明该发盘是

不可撤销的，或者受盘人有理由信赖该发盘是不可撤销的并

以本着对该发盘的信赖行事，则此项发盘不得撤销 D．在进

出口业务中，进口人收货后发现货物与合同规定不符，在任

何时候都可以向出口方提出索赔。 E．受盘人一旦接受发盘

人的发盘就具有法律效力 答案：ABDE 解析：根据相关知识

我们可以看出，关于发盘的撤回，《公约》规定，撤回的条

件是：发盘人必须向受盘人发出撤回的通知，且该通知必须

在发盘到达受盘人之前或于发盘同时到达受盘人。所以选

项A不正确。交易磋商包括四个环节，其中发盘和接受是成

立合同必不可少的环节。所以选项B不正确。很明显选项C是

正确的。至于选项D,索赔要在一定的索赔期限内作出。选项E

不正确。接受必须在发盘有效期内送达发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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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