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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试卷之五十六一、单项选择题（共50 题，每题1 分）：1.

在某一具体法律关系中，主体的多少各不相同，但至少要有

（ ）主体。A. 一个B. 两个C. 三个D. 四个2. 不论行为人是本国

人还是外国人，也不论他们在本国领域内和本国领域上，本

国法律一律对他们予以适用的称为（ ）。A. 属人主义B. 属地

主义C. 保护主义D. 折衷主义3. 我国适用法律规范最基本的原

则是（ ）。A. 民主集中制原则B. 民族平等原则C. 以事实为依

据、以法律为准绳D. 坚持集体领导原则4. “公民”这一概念

是（ ）。A. 政治概念B. 经济概念C. 法律概念D. 文书术语5. 受

行政处分的是（ ）。A. 作为行政相对方的公民B. 作为行政相

对方的法人C. 行政系统内部的公务员D. 行政系统的国家机

关6. 人民检察院对行政案件的审理的主要监督方式是（ ）

。A. 提起诉讼B. 抗诉C. 参与诉讼D. 上诉7. 在我国，提出复议

申请的法定期限一般在知道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 ）日内，

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A. 10B. 15C. 5D. 38. （ ）不发生财产所

有权的转移。A. 行政征收B. 行政征用C. 行政没收D. 行政征

购9. 《行政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 ）

内作出第一审判决。A. 15 日B. 一个月C. 二个月D. 三个月10. 

我国民法通则规定，普通诉讼时效是（ ）。A. 1 年B. 2 年C. 3 

年D. 5 年11. 公文的装订是在（ ）。A. 左侧B. 右侧C. 正上

方D. 左上方12. 国家教委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委之间属

于（ ）。A. 平行关系B. 不相隶属关系C. 业务指导关系D. 隶



属关系13. 地方性行政法规，应由（ ）制发。A. 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B. 国务院C. 国家主席D. 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政

府14. 当问题重大，确急需直接上级和更高层次的上级机关同

时了解公文内容时，可采用（ ）的方式。A. 越级行文B. 直接

行文C. 多级行文D. 同时行文15. 办公室更改电话号码，可用

（ ）公布周知。A. 通知B. 通告C. 启示D. 布告16. 规范性公文

标题的时间是（ ）。A. 公文发布的时间B. 公文撰写的时间C. 

公文打印的时间D. 公文讨论的时间17. 在命令这类公文结构中

，没有或极少用到的是（ ）。A. 发布机关B. 主送单位C. 发布

日期D. 领导人签署18. 可以用“命令”、“令”、“通令”这

三种名称颁发的是（ ）。A. 发布令B. 行政令C. 嘉奖令D. 惩

戒令19. （ ）是指对收文如何办理提出建议性处理意见。A. 

拟办B. 承办C. 拟稿D. 注办20. 以下注意事项为批办工作中特

别强调要求做到的是：（ ）。A. 认真研读公文，弄清对方意

图、问题的性质与实际状况B. 不得越权批办公文C. 批办公文

的方式有多种，如电话沟通、现场办公、面谈等D. 要求加强

协商，努力协调各方关系21. 公文的形成与发挥作用须依赖于

（ ）。A. 公文处理B. 收文处理C. 发文处理D. 办毕公文处

理22.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旧哲学的区别在于（ ）。A. 它们研

究的对象不同B. 它们回答的问题不同C. 它们研究的范畴不

同D. 它们所回答问题的结论不同23. 人类意识产生的过程中起

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 ）。A. 语言B. 劳动C. 人脑D. 思维24. 

否定之否定规律是在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领域普遍起作用

的规律，它在（ ）。A. 事物完成一个发展周期后表观出来B. 

事物经过一次辩证的否定后表现出来C. 事物发展的任何阶段

上都表现出来D. 事物经过量变向质变转化后表现出来25. 对立



统一规律揭示了（ ）。A. 事物发展是量变和质变的统一B. 事

物发展是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C. 事物联系的根本内容和发

展的源泉D. 事物发展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26. 马克思主义

新世界观创立的关键在于马克思确立了：（ ）。A. 剩余价值

论B. 阶级斗争理论C. 无产阶级历史使命学说D. 科学的实践

观27. 经验论是（ ）。A. 唯心主义的B. 唯物主义的C. 既可是

唯心主义的，也可是唯物主义的D. 二元论的28. 认识辩证过程

的两次飞跃是（ ）。A. 由现象到本质的飞跃和由本质到现象

的飞跃B. 在实践基础上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和由理性认识

到实践的飞跃C. 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和由理性认识

到感性认识的飞跃D. 由实践到认识的飞跃和由认识到实践的

飞跃29. 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的能动地反作用集中表现为

（ ）。A. 这种反作用的性质取决于上层建筑所服务的经济基

础的性质B. 当上层建筑为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经济基础服

务时，它就促进社会发展的进步力量C. 当上层建筑为束缚生

产力的经济基础服务时，它就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反动势

力D. 上层建筑总是为一定经济基础服务的30. “历史不过是追

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这句话表明（ ）。A. 人是

研究社会历史的出发点B.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C. 历史发

展的方向是由人自己决定的D. 人的自我保存和发展是历史的

原动力31.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的正确，促进了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这说明（ ）。A. 上层

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B. 上层建筑的进步可以解决经济基

础发展的根本方向C. 经济基础发展的总趋势是由上层建筑决

定的D. 经济发展的规律是可以改变的32.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

际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是指（ ）。A.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B. 毛



泽东思想的产生C. 新中国的建立D. 邓小平理论的产生33. 邓

小平同志在哪一年全面地表述了“三步走”构想？（ ）。A.

1985 年B. 1987 年C. 1988 年D. 1990 年34. 对企业规定注册资本

数量,这是属于市场规则中的（ ）。A. 市场进入规则B. 市场上

公平买卖规则C. 市场竞争规则D. 市场交易规则35. 市场主体

是（ ）。A. 在市场上交换的商品B. 介入市场运行的有关当事

人或实体C. 在市场上充当交换媒介的货币D. 市场上实现交换

的物质条件36. 相互联系的各类市场的有机统一体，即（ ）

。A. 市场经济B. 市场经济体制C. 市场体系D. 市场分类37. 社

会主义国家对国民经济实行直接调控和间接调控的主要区别

在于（ ）。A. 是否通过市场中介进行调控B. 是否通过企业进

行调控C. 是否实行政企分开D. 企业是否有自主经营权38. 在

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中起主导作用的是（ ）。A. 公有制经济B. 

股份制经济C. 国有经济D. 集体经济39. 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的基础是（ ）。A. 实事求是原则B. 伸张正义原则C. 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D. 实力原则40. 搞好精神文明建设，最关键的是（ 

）。A.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B. 加强党的指导C. 精神文明建

设者素质高D. 有强大的物质基础和物质保障41. 我国政府长期

以来实行人治性计划经济管理,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

转向（ ）。A. 自然经济B. 法制经济C. 自由经济D. 合作经

济42. 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为实现出资者所有权和企

业法人财产权的分开,国有企业应按财产构成实行（ ）.A. 公

司制B. 私有制C. 合资制D. 股分制43. 中央人民政府即（ ）

。A. 中共中央办公厅B. 国务院办公厅C. 全国人大常委会D. 国

务院44. 产生国家行政机关的国家机构是（ ）。A. 中国共产

党的组织机构B. 国家权力机关C. 国家司法机关D. 中央人民政



府45. 以下属于直系血亲的有（ ）。A. 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B.

叔侄关系C. 同父异母的兄弟关系D. 亲家关系46. 按任职高低

、责任大小以及工作难易确定的工资即（ ）。A. 职务工资B. 

级别工资C. 基础工资D. 工龄工资47. 在任免机关依据有关法

律法规，在任免权限范围内，通过法定程序，任免公务员担

任某一职务时的应当任职者中属确认其公务员身份的是（ ）

。A. 转换职位任职者B. 晋升或降低职务者C. 因机构调整职务

发生变化者D. 从其他机关及企业、事业单位调入国家行政机

关任职者48. 一般监督是指（ ）。A. 平等机关之间的监督B. 

下级行政机关对上级行政机关的监督C. 群众对行政机关的监

督D. 上级行政机关对有隶属关系的下级行政机关的监督49. 晋

升科员、副科、副处级职务,需分别任办事员、科员、正科级

职务()。A. 一年以上B. 二年以上C. 三年以上D. 四年以上50. 某

公务员的职务为副科长,他的级别在（ ）。A. 9-13 级范围内B.

10-13 级范围内C. 9-14 级范围内D. 9-12 级范围内二、多项选

择题（共50 题，每题1 分）：1. 下列情况不构成违法（ ）

。A. 工厂排放污水超过标准损害周围的农作物B. 正当防卫C. 

紧急避险D. 因洪灾影响农业未能履行农产品购销合同 2. 法的

规范作用是指引作用和（ ）。A. 评价作用B. 教育作用C. 预测

作用D. 强制作用3. 社会主义法的遵守的具体内容是（ ）。A. 

必须遵守宪法B. 必须遵守法律C. 必须遵守党的各项方针、政

策D. 必须遵守其他国家机关制定的从属于宪法和法律的各种

法规4. 对于我国公民的行为能力，下列提法中不正确的是（ 

）。A. 民事上的行为能力的法定年龄一律为18 岁B. 政治上的

行为能力的法定年龄是18 岁C. 除死刑外,刑事上的行为能力的

法定年龄是18 岁D. 婚姻上的行为能力的法定年龄是男20 岁，



女18 岁5. 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要求包括（ ）。A. 有法可依B. 

有法必依C. 执法必严D. 违法必究6. 正确适用法律的基本要求

为（ ）。A. 准确B. 合法C. 及时D. 从轻7. 公民的人身自由包括

（ ）。A. 人身不受非法拘禁、逮捕、限制、搜查、侵害B. 人

格尊严不受侵犯C. 通信自由D. 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

行、示威自由8. 宪法对政治制度的作用表现在（ ）。A. 确立

和维护国家政治制度B. 修正和完善国家政治制度C. 改革国家

的政治体制D. 决定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9. 可以提起复议申请

的具体行政行为有（ ）。A. 对责令停产停业不服的B. 对限制

人身自由不服的C. 认为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发给抚恤金的D. 对

财产的查封不服的10. 行政处分的主要形式有（ ）。A. 警告B.

罚款C. 降级D. 拘留11. 申请复议的条件包括（ ）。A. 有明确

的被申请人，有具体的复议请求和事实根据B. 属于申请复议

范围C. 属于受理复议机关管辖D. 申请人是认为具体行政行为

直接侵犯其合法权益的相对人12. 新《刑法》规定渎职罪包括

（ ）。A. 滥用职权罪B. 行贿罪C. 受贿罪D. 行政执法人员构

私舞弊罪13. 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能够成为犯罪的主体的有

（ ）。A. 国家机关B. 任何自然人C. 中国共产党的常设机构D.

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14. 民事诉讼适用回避的对象包括

（ ）。A. 审判员和陪审员B. 书记员C. 翻译人员D. 鉴定人和

勘验人15. 使用描写这种表达方式，应注意（ ）。A. 要具体

真切B. 要抓住特点，避免雷同C. 要明确目的D. 应正确反映事

物发展的规律和内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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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