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司法考试历年试题解析：民诉与仲裁(二) PDF转换可能丢失

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36/2021_2022__E5_8F_B8_

E6_B3_95_E8_80_83_E8_c36_236504.htm 二、多项选择题： 

（2002年） 63.甲因办厂无资金向乙借款10万元，借期两年，

并且由丙担保在甲不还钱时代甲向乙还款。两年后，甲固经

营不善无力偿还借款，乙向甲和丙索款未果，向法院提起诉

讼。本案中关于甲、丙诉讼地位的判断哪些是正确的？ A.乙

可以同时向甲和丙主张权利，甲丙是共同被告 B.乙可以只起

诉丙，但法院应通知甲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 C.乙可以只起

诉甲，人民法院可以只列甲为被告 D.乙只能起诉甲、丙二人

中的一人 答案及解析：ABC 根据《担保法》第16、17、18条

规定，保证方式有一般保证与连带责任保证，其中，当事人

在保证合同中约定，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

保证责任的，为一般保证；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

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本题给

出的信息是“由丙担保在甲不还钱时代甲向乙还款”，据此

判断，这属于一般保证。因此，本案应当适用关于一般保证

的法律规定。《最高法院担保法解释》第125条规定：“一般

保证的债权人向债务人和保证人一并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

可以将债务人和保证人列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据此，A

当选。又根据《民诉法意见》第53条规定：“因保证合同纠

纷提起的诉讼，债权人向保证人和被保证人一并主张权利的

，人民法院应当将保证人和被保证人列为共同被告；债权人

仅起诉保证人的，除保证合同明确约定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

的外，人民法院应当通知被保证人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



债权人仅起诉被保证人的，可只列被保证人为被告。”BC当

选。 64.下列哪些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是错误的？ A.甲欠乙

借款2万元，现甲不知去向，乙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偿还贷

款，法院决定适用简易程序 B.丙与丁因加工承揽合同纠纷，

法院组成合议庭审理该案，审理中审判长认为此案事实清楚

，双方当事人争议不大，决定将该案改为简易程序审理 C.法

院对戊与己离婚案作出一审判决，己不服提起上诉，上级法

院认为一审判决并无错误，决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己的上诉

D.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某案件在判决生效后，法院发现判决

确有错误，决定对该案进行再审，并决定对该案的再审仍适

用简易程序 答案及解析：ABCD 《民诉法》第142条对简易程

序作出了一般性的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

理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

件，适用本章规定。”据此，能够适用该程序的，唯基层法

院及其派出法庭而已，C当选。ABD则分别与《民诉法意见

》第169、171、174条相违背：“起诉时被告下落不明的案件

，不得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已经按照普通程序审理的案

件，在审理过程中无论是否发生了情况变化，都不得改用简

易程序审理。”“发回重审和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

，不得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65.具有下列哪些情形的案件不

适用督促程序？ A.债务人下落不明但有可供执行的财产 B.债

务已近履行期，义务人明确表示将不履行债务 C.劳务合同履

行期限已界满，债务人拒不提供劳务 D.债务已到期但数额尚

不能确定 答案及解析：ABCD 《民诉法》第189条第1款规定

“债权人请求债务人给付金钱、有价证券，符合下列条件的

，可以向有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一）债权



人与债务人没有其他债务纠纷的；（二）支付令能够送达债

务人的。”《民诉法意见》第215、218条规定：“债权人向

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符合下列条件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并在收到申请后5日内通知债权人：（1）请求给付金钱或

汇票、本票、支票以及股票、债券、国库券、可转让的存款

单等有价证券的；（2）请求给付的金钱或者有价证券已到期

且数额确定，并写明了请求所根据的事实、证据的；（3）债

权人没有对待给付义务的；（4）支付令能够送达债务人的。

”“不符合上述条件的，通知不予受理。”“债务人不在我

国境内的，或者虽在我国境内但下落不明的，不适用督促程

序。” 66.张中阳因房屋出租与王辉发生纠纷并诉至法院，法

院判决王辉一个月内迁出张中阳的房屋。一个月后五辉拒不

腾房，张中阳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张中阳欲

与王辉和解，将房子卖给王辉，他就有关事宜询问了法院的

执行人员。执行人员的下列解答，哪些是正确的？ A.判决已

经生效，当事人要和解就必须先撤回执行申请 B.双方当事人

应在执行完毕后签订新合同而不应在执行过程中和解 C，双

方当事人可以在执行中自愿达成和解协议 D.如果王辉不履行

和解协议的内容，张中阳可以申请恢复执行 答案及解析：CD

本题考执行和解。《民诉法》第211条规定：“在执行中，双

方当事人自行和解达成协议的，执行员应当将协议内容记入

笔录，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一方当事人不履行

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对

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 67，美国A公司与中国B公司在履

行合同过程中发生了纠纷。按合同中的仲裁条款，A公司向

市国某仲裁委员会提交了仲裁申请。问该仲裁庭的组成可以



有哪几种方式？ A.由双方当事人各自选定一名仲裁员，第三

名仲裁员由当事人共同选定 B.三名仲裁员皆由当事人共同选

定 C.三名仲裁员皆由当事人委托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 D.双方

当事人各自选定一名仲裁员，第三名仲裁员由当事人共同委

托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 答案及解析：ACD 本题考仲裁庭的组

成。《仲裁法》第65条规定：“涉外经济贸易、运输和海事

中发生的纠纷的仲裁，适用本章规定。本章没有规定的，适

用本法其他有关规定。”《仲裁法》第7章“涉外仲裁的特别

规定”未涉及仲裁庭的组成，故适用一般规定。《仲裁法》

第31条规定：“当事人约定由3名仲裁员组成仲裁庭的，应当

各自选定或者各自委托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一名仲裁员，第

三名仲裁员由当事人共同选定或者共同委托仲裁委员会主任

指定。第三名仲裁员是首席仲裁员。”“当事人约定由一名

仲裁员成立仲裁庭的，应当由当事人共同选定或者共同委托

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仲裁员。” 68. 甲、乙两厂签订一份加工

承揽合同，并在合同中写明了仲裁条款。后因甲厂加工的产

品质量达不到合同的要求，乙厂遂向法院起诉。法院受理了

该案，在法院辩论过程中，甲厂提出依合同中的仲裁条款，

法院对该案没有管辖权。下列对该案的处理意见中哪些是错

误的？ A.法院应当中止审理，待确定仲裁条款是否有效后再

决定是否继承审理 B.法院应当继续审理 C.法院应当与仲裁机

构协商解决管辖权问题 D.法院应当征求乙厂对管辖权的意见

，并依乙厂的意见决定是否继续审理 答案及解析：ACD 依据

《仲裁法》第26条规定：“当事人达成仲裁协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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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案提出异议的，视为放弃仲裁协议，人民法院应当继续审

理。 ”所以B是不应选的。 69.在民事诉讼中，不可以作为委

托代理人的人包括哪些？ A.受过刑事处罚的人 B.限制行为能

力的人 C.可能损害被代理人利益的人 D.人民法院认为不宜作

诉讼代理人的人 答案及解析：BCD 本题考委托代理人的资格

限制。《民诉法意见》第68条规定：“除律师、当事人的近

亲属、有关的社会团体或者当事人所在单位推荐的人之外，

当事人还可以委托其他公民为诉讼代理人。但无民事行为能

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可能损害被代理人利益的人

以及人民法院认为不宜作诉讼代理人的人，不能作为诉讼代

理人。”BCD当选。 70.在民事诉讼中，可以适用留置送达的

诉讼文书和法律文书包括哪些？ A.人民法院的判决书 B.人民

法院的裁定书 C.人民法院的调解书 D.出庭通知书 答案及解析

：ABD 本题考留置送达的文书种类。《民诉法》第79条规定

：“受送达人或者他的同住成年家属拒绝接收诉讼文书的，

送达人应当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代表到场，说

明情况，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事由和日期，由送达人、见

证人签名或者盖章，把诉讼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住所，即视

为送达。”据此，诉讼文书原则上能够适用留置送达，例外

情况需要特别规定。只有调解书为其中例外，《民诉法意见

》第84条规定：“调解书应当直接送达当事人本人，不适用

留置送达。当事人本人因故不能签收的，可由其指定的代收

人签收。” 71.对下列哪些案件，二审人民法院可以采取书面

审理方式运行作出判决？ A.被告在一审中提出了管辖权异议

，一审法院驳回了被告的异议，被告不服提起上诉 B.二审法



院对原告上诉请求审查后认为原告的请求明显个成立 C.被告

在上诉时提交了其刚刚找到的合同原件 D.在一审中应当回避

的人员没有回避 答案及解析：ABD 《民诉法意见》第188条

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下列上诉案件，可以依照民事诉

讼法第152条的规定迳行判决、裁定：（1）一审就不予受理

、驳回起诉和管辖权异议作出裁定的案件；（2）当事人提出

的上诉请求明显不能成立的案件；（3）原审裁判认定事实清

楚，但适用法律错误的案件；（4）原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可

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需要发回重审的案件。” 72.孔某在A

市甲区拥有住房二间，在孔某外出旅游期间，位于A市乙区

的建筑工程队对孔某隔莹李某房屋进行翻修；在翻修过程中

，施工队不慎将孔某家的山墙砖块碰掉，砖块落入孔某家中

，损坏电视机等家用物品。孔某旅游回来后发现此情，遂交

涉，但未获结果。孔某向乙区法院起诉。乙区法院认为甲区

法院审理更方便，故根据被告申请裁定移送至甲区法院，甲

区法院却认为由乙区法院审理更便利，不同意接受移送。以

下哪些说法是正确的？ A.甲、乙二区对本案都有管辖权 B.向

何法院起诉，由原告选择决定 C.乙区法院的移送管辖是错误

的 D.甲区法院不得再自行移送，如果认为无管辖权，应报A

市中级法院指定管辖 答案及解析：ABCD 《民诉法》第29条

规定：“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

所地人民法院管辖。”甲乙二区分别是侵权行为地与被告住

所地。《民诉法》第35条规定：“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

辖权的诉讼，原告可以向其中一个人民法院起诉；原告向两

个以上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的，由最先立案的人民法院

管辖。”《民诉法》第36条规定：“人民法院发现受理的案



件不属于本院管辖的，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受移

送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受移送的人民法院认为受移送的案

件依照规定不属于本院管辖的，应当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指定

管辖，不得再自行移送。”同时，根据第35、36条规定，有

管辖权的法院不得将案件移送到其他法院，因此ABCD都选

。 73.吴某大学毕业后到武汉自谋职业，由武汉市人才交流服

务中心推荐到某信息中心工作。吴某到该中心正式上班后，

双方并末签订聘用合同。上班不久，吴某生病住院，花去医

疗费若干。该信息中心以未签劳动合同为由拒付医疗费。吴

某应如何请求解决？ A.吴某必须首先向该信息中心劳动争议

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调解不成，可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申请仲裁 B.吴某可直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无

须先行经过调解 C.吴某只能向法院起诉，因为其与用人单位

未签仲裁协议 D.吴某必须先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对此仲裁裁决不服，方可向法院起诉 答案及解析：BD 《

仲裁法》第77条规定：“劳动争议和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内部

的农业承包合同纠纷的仲裁，另行规定。”劳动争议的“另

行规定”在《劳动法》第79条：“劳动争议发生后，当事人

可以向本单位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调解不成，当

事人一方要求仲裁的，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当事人一方也可以直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74.根据我

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的规定，下列哪些案件属于海事

法院专属管辖？ A.因港口作业纠纷提起的诉讼 B.因船舶排放

、泄漏、倾倒油类或者其他有害物质造成海域污染损害提起

的诉讼 C.因海上生产、作业或拆船、修船作业造成海域污染



损害提起的诉讼 D.因在我国领域和有管辖权的海域履行的诲

洋勘探开发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 答案及解析：ABCD 《海事

诉讼特别程序法》第7条规定：“下列海事诉讼，由本条规定

的海事法院专属管辖：（一）因沿海港口作业纠纷提起的诉

讼，由港口所在地海事法院管辖；（二）因船舶排放、泄漏

、倾倒油类或者其他有害物质，海上生产、作业或者拆船、

修船作业造成海域污染损害提起的诉讼，由污染发生地、损

害结果地或者采取预防污染措施地海事法院管辖；（三）因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和有管辖权的海域履行的海洋勘探开

发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合同履行地海事法院管辖。” 75.

《民事诉讼法》第125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在法庭上可以提

出新的证据”。该“新的证据”所指的是下列哪些情形？ A.

当事人在诉讼之前就持有，但在一审诉讼过程中一直没有向

人民法院提供，到二审程序时，当事人才向人民法院出示的

证据 B.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届满后才发现的证据 C.当事人在二

审中向人民法院提供的在一审定审结束后才发现的证据 D.当

事人在举证期限内因主观原因未能在举证期限内提供，但在

法庭开庭时向法庭出示的证据 答案及解析：BC 《民事证据

司法解释》第41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125条第1款规

定的”新的证据“，是指以下情形：（一）一审程序中的新

的证据包括：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后新发现的证据；

当事人确因客观原因无法在举证期限内提供，经人民法院准

许，在延长的期限内仍无法提供的证据；（二）二审程序中

的新的证据包括：一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当事人在

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申请人民法院调查取证未获准许，二审

法院经审查认为应当准许并依当事人申请调取的证据。” 76.



下列哪些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 A.当事人

李某的妻子袁某向法院作出的有利于李某的证言 B.原告陈某

向法院提交的其采用偷录方法录下的用以证明被告刘某欠

其5000人民币的录音带，该录音带部分关键词的录音听不清

楚 C.由未成年人所作出的各类证言 D.原告提出的字迹清晰的

合同文书复印件，但该合同文书的原件已丢失，且被告不承

认其与原告存在有该合词文书复印件所表述的法律关系 答案

及解析：ABD 《民事证据司法解释》第69条规定：“下列证

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一）未成年人所作

的与其年龄和智力状况不相当的证言；（二）与一方当事人

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三）存有疑

点的视听资料；（四）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

制品；（五）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根据第1

项，并非所有未成年人所作的证言皆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

事实的依据。 77.不能适用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的单位、组

织和个人有哪些？ A.甲国营企业与乙国营企业共同投资成立

的联合企业 B.个体工商户 C.中外合资企业 D.农村承包经营户 

答案及解析：ABD 《民诉法》第206条规定：“全民所有制企

业的破产还债程序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规定。

不是法人的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个人合伙

，不适用本章规定。”《民诉法意见》第240条规定：“具有

法人资格的集体企业、联营企业、私人企业以及设在中国领

域内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等

，适用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联营企业中的联营各方

均为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该联营企业的破产不适用企业法人

破产还债程序。” 78.根据我国仲裁法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出现下列哪些情形时，人民法院对仲裁裁决不予执行？ A.载

有仲裁条款的合同被确认无效 B.一方当事人申请执行裁决，

另一方当事人申请撤销仲裁裁决 C.仲裁裁决书认定事实的主

要证据不足 D.仲裁庭的组成违反法定程序 答案及解析：CD 

《仲裁法》第63条规定：“被申请人提出证据证明裁决有民

事诉讼法第217条第2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组成

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定不予执行。”《民诉法》第217条第2

款的规定是：“被申请人提出证据证明仲裁裁决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经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定不予执行：

（一）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订有仲裁条款或者事后没有达成

书面仲裁协议的；（二）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

或者仲裁机构无权裁决的；（三）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程

序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

五）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六）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贪

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的。”另外，该条第3款还

规定：“人民法院认定执行该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裁

定不予执行。” 79.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涉外民事诉讼

中关于期间的特别规定适用于下列哪些当事人？ A.居住在我

国领域内的外籍当事人 B.居住在我国领域外的外籍当事人 C.

居住在我国领域内的中国籍当事人 D.居住在我国领域外的中

国籍当事人 答案及解析：BD 《民诉法》第248、249条分别规

定：“被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人民法院

应当将起诉状副本送达被告，并通知被告在收到起诉状副本

后30日内提出答辩状。被告申请延期的，是否准许，由人民

法院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当事人

，不服第一审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的，有权在判决书、裁定



书送达之日起30日内提起上诉。被上诉人在收到上诉状副本

后，应当在30日内提出答辩状。当事人不能在法定期间提起

上诉或者提出答辩状，申请延期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

决定。”它们所适用的主体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

没有住所”的当事人。《民诉法意见》第311条规定：“当事

人双方分别居住在我国领域内和领域外，对第一审人民法院

判决、裁定的上诉期，居住在我国领域内的为民事诉讼法

第147条所规定的期限；居住在我国领域外的为30日。双方的

上诉期均已届满没有上诉的，第一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

即发生法律效力。”故选BD。 80.汪自强因遗产继承纠纷涉

讼，汪为争夺遗产在诉讼过程中伪造遗嘱，指使他人提供伪

证，法院认为汪的行为已构成犯罪。对汪的犯罪行为法院的

下列哪些做法不符合有关司法解释？ A.应将汪自强移交刑事

审判庭处理 B.直接由审理该案的审判组织予以审理 C.应按刑

事诉讼法的规定办理 D.应由民事审判庭另行组成合议庭审理 

答案及解析：ABD 根据《若干意见》第127条关于“依照民事

诉讼法第102条第1款第一项的规定，应当追究有关人员刑事

责任的，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办理”的规定，确定选项C

是正确的，故答案应为A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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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