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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单项选择题 1.下列规范性文件中，属于地方性法规的是

（ ）。 A.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深圳经济特区注册会

计师条例》 B.国务院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

》 C.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 D.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

办法》 【正确答案】 A 【答案解析】 本题考核行政法规的制

定机关。行政法规是由作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的国务院制定

的规范性文件。地方性法规是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较

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规范性文件。 

【该题针对“法的形式”知识点进行考核】 2.下列各项中，

不属于成为经济法律关系客体的是（ ）。 A.空气 B.消费资料

C.完成一定工作的行为 D.嘉奖表彰 【正确答案】 A 【答案解

析】 经济法律关系的客体包括物（生产资料）、行为（提供

劳务行为）和非物质财富（荣誉称号），空气不具有经济价

值，不能为人类所控制和支配，所以不属于经济法律关系的

客体。 【该题针对“经济法律关系的要素”知识点进行考核

】 3.下列各项中，属于法律事实中事件范围的是（ ）。 A.经

营管理行为 B.偷税行为 C.战争 D.发行债券 【正确答案】 C 【

答案解析】 ABD选项均为行为，只有C选项属于事件范围。 

【该题针对“法律事实”知识点进行考核】 4.仲裁裁决作出

后，当事人就同一纠纷，不能再申请仲裁或向人民法院起诉

。这体现仲裁的原则是（ ）。 A.自愿原则 B.一裁终局 C.两审



终审制 D.仲裁组织依法独立行使仲裁权 【正确答案】 B 【答

案解析】 本题考核仲裁的基本原则。仲裁裁决作出后，当事

人就同一纠纷，不能再申请仲裁或向人民法院起诉。但是裁

决被法院依法裁定撤销或不予执行的，当事人可以重新达成

仲裁协议，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该题针对“仲裁的基

本规定”知识点进行考核】 5.下列各项中，属于法律事实中

的相对事件范围的是（ ）。 A.地震 B.战争 C.签订协议 D.发

行公司债券 【正确答案】 B 【答案解析】 事件包括绝对事件

（自然现象）和相对事件（社会现象），选项B属于相对事件

，选项CD属于行为，选项A属于绝对事件。 【该题针对“法

律事实”知识点进行考核】 6.根据我国《仲裁法》的规定，

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

他财产纠纷，可以仲裁解决。下列各项中，符合我国《仲裁

法》规定，可以申请仲裁解决的是（ ）。 A.甲与其任职单位

的劳动合同争议 B.甲、乙两人的继承遗产纠纷 C.甲企业与银

行签订的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纠纷 D.甲某与村民委员会签订的

土地承包合同纠纷 【正确答案】 C 【答案解析】 根据我国《

仲裁法》的规定，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

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纠纷，可以仲裁解决。 不适用《仲

裁法》的情形包括： ①与人身有关的婚姻、收养、监护、扶

养、继承纠纷；②行政争议；③劳动争议；④农业承包合同

。 【该题针对“仲裁的基本规定”知识点进行考核】 7.2006

年6月20日，张某到某商店买衣服，该商店故意隐瞒实情，将

一件有隐蔽质量问题的衣服卖给了张某，张某仔细检查后但

未发现此瑕疵。7月1日，张某穿着该衣服上班，单位同事发

现该衣服存在质量问题。于是张某8月1日向人民法院起诉了



该商店。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下述观点不正确的

是（ ）。 A.该商店的行为属于出售质量不合格商品未声明的

行为 B.诉讼时效期间自2006年7月1日开始计算 C.如果超过

了2026年7月1日，那么张某的权利不会得到人民法院的保护

D.张某的诉讼时效期间为1年 【正确答案】 C 【答案解析】 

本题考核诉讼时效的规定。出售质量不合格的商品未声明的

，适用于1年的特别诉讼时效期间，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

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在本题中，诉讼时

效期间应当从7月1日开始计算，根据规定，从权利被侵害之

日起超过20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张某的权利侵害之日

为2006年6月20日，因此保护时效为2006年6月20日2026年6

月20日 【该题针对“诉讼的时效和中止、中断”知识点进行

考核】 8.2006年5月5日，甲拒绝向乙支付到期房屋租金，乙

忙于事务一直未向甲主张权利。根据《民法通则》的有关规

定，乙请求人民法院保护其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是( )。 A.

自2006年5月5日至2008年5月5日 B.自2006年5月5日至2007年5

月25日 C.自2006年5月5日至2007年5月5日 D.自2006年5月5日

至2026年5月5日 【正确答案】 C 【答案解析】 本题考核诉讼

时效的有关规定。拒付租金的，适用于1年的特别诉讼时效期

间（2006年5月5日－2007年5月5日） 【该题针对“诉讼的时

效和中止、中断”知识点进行考核】 9.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

裁决有依法撤销情况的，可以在收到裁决书之日起（ ）内，

向（ ）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 A.6个月 仲裁委员

会 B.6个月 被申请人 C.3个月 仲裁委员会 D.3个月 仲裁协会当

事人提出证据证明裁决有依法撤销情况的，可以在收到裁决

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



撤销。 【正确答案】 A 【答案解析】 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裁

决有依法撤销情况的，可以在收到裁决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

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 【该题针对“

仲裁的基本规定”知识点进行考核】 10.甲、乙两公司在买卖

合同中约定了仲裁条款。在该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发生纠

纷后，甲公司向法院提起了诉讼，法院受理了甲公司的诉讼

。乙公司在法院首次开庭前向法院提交了仲裁协议。此时，

法院应该（ ）。 A.驳回甲公司的起诉 B.继续审理 C.征求甲公

司意见后决定是否继续审理 D.与仲裁委员会协商案件管辖权

后决定是否继续审理 【正确答案】 A 【答案解析】 当事人达

成仲裁协议的，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未声明有仲裁协议，人

民法院受理后，另一方在首次开庭前提交仲裁协议的，人民

法院应当驳回起诉，但仲裁协议无效的除外；另一方在首次

开庭前未对人民法院受理该起诉提出异议的，视为放弃仲裁

协议，人民法院应当继续审理。 【该题针对“仲裁的基本规

定”知识点进行考核】 11.2006年10月1日，某行政机关对A公

司做出吊销营业执照的决定，并于当日以信函方式寄出，A

公司于10月5日收到该信函。根据我国《行政复议法》的规定

，A公司如对行政机关的决定不服，可以在一定期间内提出

行政复议申请，该期间为（ ）。 A.10月1日至10月30日 B.10

月5日至12月4日 C.10月5日至11月4日 D.10月1日至11月30日 【

正确答案】 B 【答案解析】 根据我国《行政复议法》的规定

，当事人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知道

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60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因不可抗

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耽误法定申请期限的，申请期限自障碍

消除之日起继续计算。 【该题针对“行政复议的基本规定”



知识点进行考核】 12.根据《行政复议法》规定，下列各项中

，不属于行政复议范围的是（ ）。 A.对税务机关作出的税收

保全措施决定不服的 B.对税务机关作出的税收强制执行措施

决定不服的 C.对财政机关作出的吊销会计从业资格证书不服

的 D.对税务机关作出的给予其员工开除的行政处分决定不服

的 【正确答案】 D 【答案解析】 本题考核行政复议的范围。

公民、法人和其他经济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

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申请行政复议，但税务机关作出的给

予其员工开除的行政处分决定是内部行为，不属于行政复议

的范围。 【该题针对“行政复议的基本规定”知识点进行考

核】 13.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因票据纠纷提起的

诉讼，有权管辖的人民法院是（ ）。 A.票据支付地人民法院

B.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 C.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 D.票据出票地

人民法院 【正确答案】 A 【答案解析】 本题考核的是诉讼的

地域管辖。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1)因合同纠纷引

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2)因保险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保险标的

物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3)因票据纠纷提起的诉讼，由票

据支付地或者被告住所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4)因铁路、公路

、水上和航空事故请求损害赔偿提起的诉讼，由事故发生地

或者车辆、船舶最先到达地、航空器最先降落地或者被告住

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该题针对“诉讼的基本规定”知识点

进行考核】 14.甲、乙的房屋租赁合同期限为2005年9月1日

至2006年8月31日。2006年11月9日，甲明确告乙，其因经济困

难不能支付到期租金。乙一直未向甲主张权利。根据《民法

通则》的有关规定，乙请求人民法院保护其权利的诉讼时效



期间是（ ）。 A.自2006年9月1日至2008年8月31日 B.自2006

年9月1日至2007年8月31日 C.自2006年11月9日至2008年11月9

日 D.自2006年11月9日至2007年11月9日 【正确答案】 D 【答

案解析】 本题考核的是特别的诉讼时效的问题。身体受到伤

害要求赔偿的、出售质量不合格的商品未声明的、延付或拒

付租金的、寄存财物被丢失或损毁的、适用1年的诉讼时效。

【该题针对“诉讼的时效和中止、中断”知识点进行考核】

15.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下列选项

中，不适用于特别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有（ ）。 A.借款利息

未支付 B.出售质量不合格商品而未声明的 C.身体受到伤害要

求赔偿的 D.寄存财物被丢失的 【正确答案】 A 【答案解析】

本题考核的是诉讼时效的问题。诉讼时效期间分为普通诉讼

时效期间和特殊诉讼时效期间。A属于普通诉讼，时效期间

为2年，而特殊诉讼时效期间为1年。适用于特殊诉讼时效期

间的情形包括：（1）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2）质量

不合格产品未声明的；（3）延付或者拒付租金的；（4）寄

存财物被丢失或者损毁的。本题BCD都适用于特别诉讼时效

期间。 【该题针对“诉讼的时效和中止、中断”知识点进行

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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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