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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BA_A7_E5_BB_BA_E9_c54_206398.htm 一、单选题： 1、劳

动合同是指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

和义务的（ ）。 A.书面协议 B.协议 C.书面或者口头协议 D.

合同 标准答案：A 解析：劳动合同是指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

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书面协议。 2、劳动合

同可以约定试用期。试用期最长不得超过（ ）。 A.3个月

B.12个月 C.18个月 D.6个月 标准答案：D 解析：劳动合同可以

约定试用期。试用期最长不得超过6个月。 3、用人单位依据

劳动法的规定裁减人员，在（ ）内录用人员的， 应当优先录

用被裁减的人员。 A.3个月 B.6个月 C.9个月 D.12个月 标准答

案：B 解析：用人单位依据本条规定裁减人员，在6个月内录

用人员的，应当优先录用被裁减的人员。 4、劳动者解除劳

动合同，应当提前（ ）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 A.7日

B.10日 C.30日 D.60日 标准答案：C 解析：劳动者解除劳动合

同，应当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 5、女职工生育

享受不少于（ ）的产假。 A.90天 B.60天 C.30天 D.6个月 标准

答案：A 解析：女职工生育享受不少于90天的产假。 6、根据

《劳动法》的规定， 对怀孕（ ）以上的女职工，用人单位不

得安排其延长工作时间和夜班劳动。 A.3个月 B.5个月 C.6个

月 D.7个月 标准答案：D 解析：对怀孕7个月以上的女职工，

不得安排其延长工作时间和夜班劳动。 7、我国《环境保护

法》关于环境保护的基本原则明确规定了（ ）对环境质量负

责的原则。 A.政府 B.污染者 C.盈利者 D.全体公民 标准答案



：A 解析：环境保护是一项涉及政治、经济、技术、社会各

个方面的复杂而又艰巨的任务，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关系到

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解决这种关乎全局、综合性很强的

问题，是政府的重要职责之一。 C.国家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D.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部门 标准答案：C 解析：禁止进口不能用

做原料的固体废物，限制进口可以用做原料的废物，确需进

口的需经国家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批准； 10、《固体废物污染

环境防治法》规定，收集、贮存、运输、处置危险废物的场

所、设施设备和容器、包装物和 其他物品转作他用时，必须

经过（ ）处理方可使用。 A.无害化 B.减轻污染的 C.再生利用

D.消除污染的 标准答案：D 解析：收集、贮存、运输、处置

危险废物的场所、设施设备和容器、包装物及其他物品转作

他用时，必须经过消除污染的处理方可使用； 11、《环境噪

声污染防治法》规定，在城市市区范围内，建筑施工过程可

能产生噪声污染，施工单位须在开工（ ）以前向所在地县以

上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申报该工程采取的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情

况。 A.10天 B.15天 C.20天 D.30天 标准答案：B 解析：在城市

市区范围内，建筑施工过程可能产生噪声污染，施工单位须

在开工15天以前向所在地县以上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申报该工

程采取的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情况。 12、按照《国家工程建筑

消防技术标准》需要进行消防设计的建筑工程，设计单位应

当按照《国家工程建筑消防技术标准》进行设计，（ ）应当

将建筑工程的消防设计图纸及有关资料报送公安消防机构审

核。 A.设计单位 B.建设单位 C.施工企业 D.承包单位 标准答

案：B 解析：按照国家工程建筑消防技术标准需要进行消防

设计的建筑工程，设计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工程建筑消防技术



标准进行设计，建设单位应当将建筑工程的消防设计图纸及

有关资料报送公安消防机构审核。 13、建筑工程的建筑构件

和建筑材料的防火性能必须符合（ ）。 A.国家标准 B.行业标

准 C.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 D.企业标准 标准答案：C 解析：建

筑构件和建筑材料的防火性能必须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

准。 14、在工程建设中，禁止非法携带（ ）进入公共场所或

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A.火种 B.爆炸物 C.危险品 D.易燃易爆

危险物品 标准答案：D 解析：进人生产、储存易燃易爆危险

物品的场所，必须执行国家有关消防安全的规定。禁止携带

火种进入生产、储存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场所。禁止非法携

带易燃易爆危险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15、根据国务院颁发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规定

，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 A.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

全国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动实施监督管理 B.发包方可以

将整个工程建设勘察设计发包给一个勘察、设计单位；也可

以将工程建设的勘察、设计分别发包给几个勘察、设计单位

C.工程建设勘察、设计单位不得将所承揽的工程建设勘察、

设计任务进行转包。但经发包方书面同意后，可将除工程建

设主体部分外的其他部分的勘察、设计分包给具有相应资质

等级的其他工程建设勘察、设计单位 D.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

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交通、水利等有关部门应当对施工图设

计文件中涉及公共利益、公众安全、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

内容进行审查 标准答案：A 解析：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对全国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动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发包

方可以将整个工程建设勘察设计发包给一个勘察、设计单位

；也可以将工程建设的勘察、设计分别发包给几个勘察、设



计单位。工程建设勘察、设计单位不得将所承揽的工程建设

勘察、设计任务进行转包。但经发包方书面同意后，可将除

工程建设主体部分外的其他部分的勘察、设计分包给具有相

应资质等级的其他工程建设勘察、设计单位。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交通、水利等有关部门应当对施

工图设计文件中涉及公共利益、公众安全、工程建设强制性

标准的内容进行审查。 16、在企业变更的情况下，原企业的

权利、义务由（ ）享有或者承担。 A.原企业 B.变更后的企业

C.上级主管部门 D.作出决定的部门 标准答案：B 解析：在企

业变更的情况下，原企业的权利、义务由变更后的企业享有

或者承担。 17、乡镇企业改变名称、住所或者分立、合并、

停业、终止等，依法办理变更登记、注销登记，并应当报（ 

）备案。 A.工商行政管理机关 B.当地人民政府 C.乡镇企业行

政管理部门 D.环保行政机关 标准答案：C 解析：乡镇企业改

变名称、住所或者分立、合并、停业、终止等，依法办理变

更登记、注销登记，并应当报乡镇企业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18、合伙企业的利润和亏损，由合伙人依照合伙协议约定的

比例分配和分担。合同协议未约定利润分配和亏损分担比例

的，由各合伙人（ ）分配和分担。 A.按照出资比例 B.重新协

议 C.请求人民法院 D.平均 标准答案：D 解析：合伙企业的利

润和亏损，由合伙人依照合伙协议约定的比例分配和分担；

合同协议未约定利润分配和亏损分担比例的，由各合伙人平

均分配和分担。 19、个人独资企业（ ）设置会计账簿，进行

会计核算。 A.可以 B.应当依法 C.可以不 D.按照行政机关要求

标准答案：B 解析：个人独资企业应当依法设置会计账簿，

进行会计核算。 20、有限责任公司设立时，由（ ）共同制订



公司章程，并在章程上签名、盖章。 A.全体股东 B.发起人和

股东 C.全体发起人 D.临时负责人 标准答案：A 解析：有限责

任公司设立时，由全体股东共同制订公司章程，并在章程上

签名、盖章。 21、纳税人因有特殊困难，不能按期缴纳税款

的，经县以上税务局（分局）批准，可以延期缴纳税款，但

最长不得超过（ ）。 A.1个月 B.3个月 C.6个月 D.12个月 标准

答案：B 解析：纳税人因有特殊困难，不能按期缴纳税款的

，经县以上税务局（分局）批准，可以延期缴纳税款，但最

长不得超过3个月。 22、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所规范的不

正当竞争行为，是指（ ）。 A.经营者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

》的规定， 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

的行为 B.经营者采用不正当力法欺诈消费者的行为 C.商品生

产者利用其优势地位采用不正当方法损害商品销售者利益的

行为 D.商品销售者利用其优势地位，损害商品生产者和消费

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标准答案：A 解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反

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的不正当竞争，是指

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扰乱社

会经济秩序的行为。 23、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所称的经

营者是指（ ）。 A.从事商品经营或者营利性服务的法人、其

他经济组织和个人 B.商品生产者 C.商品销售者 D.商品的生产

者和销售者 标准答案：A 解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

竞争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的经营者，是指从事商品经

营或者营利性服务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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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