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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 1.甲公司要运送一批货物给收货人乙公司，甲公

司法定代表人丙电话联系并委托某汽车运输公司运输。汽车

运输公司安排本公司司机刘某驾驶。运输过程中，因刘某的

过失发生交通事故，致货物受损。乙公司因未能及时收到货

物而发生损失。现问，乙公司应向谁要求承担损失？ A.甲公

司 B.丙 C.刘某 D.汽车运输公司 答案及解析：D 本题考运输合

同责任的承担。《合同法》第311条规定：“承运人对运输过

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承运人证明货

物的毁损、灭失是因不可抗力、货物本身的自然性质或者合

理损耗以及托运人、收货人的过错造成的，不承担损害赔偿

责任。”本案损失由刘某过失引起，即不存在法条所列免责

事由；而刘某乃运输公司工作人员，非合同当事人，运输公

司应为其行为对外负责。 2.甲将其电脑借给乙使用，乙却将

该电脑卖给丙。依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下列关于乙丙

之间买卖电脑的合同效力的表述哪一是正确的？ A.无效 B.有

效 C.效力待定 D.得变更或撤销 答案及解析：C 本题考效力待

定合同。《合同法》第132条第1款规定：“出卖的标的物，

应当属于出卖人所有或者出卖人有权处分。”第51条规定：

“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

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在获得追认

或者取得处分权之前，合同效力尚未确定，称为效力待定。

3.甲、乙各以20％与80％的份额共有一间房屋，出租给丙。现



甲欲将自己的份额转让，请问下列表述中哪一说法是正确的

？ A.乙有优先购买权，丙没有优先购买权 B.丙有优先购买权

，乙没有优先购买权 C.乙、丙都有优先购买权，两人处于平

等地位 D.乙、丙都有优先购买权，乙的优先购买权优先于丙

的优先购买权 答案及解析：D 在本题中，乙丙均有优先购买

权。因此，A、B两个选项错误。同时乙是在按份共有下的优

先购买权，而丙则是租赁合同项下的优先购买权。根据物权

优先于债权的原则，乙的优先购买权优于丙的优先购买权。

4.某甲向银行取款时，银行工作人员因点钞失误多付给1万元

。甲以这1万元作本钱经商，获利5000元，其中2000元为其劳

务管理费用成本。1个月后银行发现了多付款的事实，要求甲

退回，甲不同意。下列有关该案的哪一表述是正确的？ A.甲

无需返还，因系银行自身失误所致 B.甲应返还银行多付的1万

元 C.甲应返还银行多付的1万元，同时还应返还1个月的利息

D、甲应返还银行多付的1万元，同时还应返还1个月的利息

及3000元利润 答案及解析：C 本题考不当得利的返还范围。

《民法通则》第92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

，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

。”关于返还范围，《民通意见》第131条规定：“返还的不

当利益，应当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孽息。利用不当得利所

取得的其他利益，扣除劳务管理费用后，应当予以收缴。”

5.高中生钱某于1980年9月2日出生。1998年6月1日在校将同学

李某打伤，致其花去医药费2000元。钱某毕业后进入一家炼

钢厂工作。1999年2月，李某起诉要求钱某赔偿医药费。该民

事责任应由谁承担？ A.钱某承担，因钱某诉讼时已满18周岁

，且有经济能力 B.钱某之父承担，因钱某在侵权行为发生时



末满18周岁，没有经济能力 C.主要由钱某之父承担，钱某适

当赔偿 D.主要由钱某承担，钱某之父适当赔偿 答案及解析

：A 本题考限制行为能力人致损的责任承担。《民通意见》

第161条第1款：“侵权行为发生时行为人不满18周岁，在诉

讼时已满18周岁，并有经济能力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行

为人没有经济能力的，应当由原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 6.

甲向首饰店购买钻石戒指2枚，标签标明该钻石为天然钻石，

买回后即被人告知实为人造钻石。甲遂多次与首饰店交涉，

历时一年零六个月，未果。现甲欲以欺诈为由诉请法院撤销

该买卖关系，其主张能否得到支持？ A.不可以，因已超过行

使撤销权的1年期间 B.可以，因首饰店主观上存在欺诈故意 C.

可以，因未过2年诉讼时效 D.可以，因双方系因重大误解订

立合同 答案及解析：A 本题考除斥期间。《合同法》第54条

第2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

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

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首饰店将人造钻石

标为“天然钻石”，构成欺诈，甲对此享有撤销权。但甲的

主张不能获得支持。《合同法》第55条规定：“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

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1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二）具

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

为放弃撤销权。”本案适用第1项；又根据《合同法解释》

第8条规定：“《合同法》第55条规定的‘1年’、第75条和

第104条第2款规定的‘5年’为不变期间，不适用诉讼时效中

止、中断或者延长的规定。 7.甲乙各牵一头牛于一桥头相遇

。甲见状即对乙叫道：“让我先过，我的牛性子暴，牵你的



牛躲一躲”。乙说“不怕”，继续牵牛过桥，甲也牵牛上桥

。结果二牛在桥上打架，乙的牛跌入桥下摔死。乙的损失应

由谁承担？ A.甲应负全部赔偿责任 B.应由乙自负责任 C.双方

按各自的过错程度承担责任 D.双方均无过错，按公平责任处

理 答案及解析：C 本题考动物致损的民事责任、混合过错。

动物致人损害属于特殊侵权，免责事由是受害人的过错或者

第三人的过错。关键问题是在本题中是否属于受害人过错造

成损害。对于这种受害人的过错造成损害，必须是由于受害

人的原因导致动物发起攻击。在本题中，乙并无挑逗甲的动

物及其他行为，因此，不能认为是由于受害人过错引起的，

所以，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仍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但是由

于甲事先告知了乙一些情况，可以认定乙对结果发生也有一

定的过错，应当按《民法通则》第131条规定处理，属于混合

过错的情形。 8.甲将房屋一间作抵押向乙借款2万元。抵押期

间，知情人丙向某甲表示愿以3万元购买甲的房屋，甲也想将

抵押的房屋出卖。对此，下列哪一表述是正确的？ A.甲有权

将该房屋出卖；但须事先告知抵押权人乙 B.甲可以将该房屋

出卖，不必征得抵押权人乙的同意 C.甲可以将该房屋卖给丙

，但应征得抵押权人乙的同意 D.甲无权将该房屋出卖，因为

房屋上已设置了抵押权 答案及解析：A 本题考已设定抵押标

的物的转让条件。《担保法》第49条第1款规定：“抵押期间

，抵押人转让已办理登记的抵押物的，应当通知抵押权人并

告知受让人转让物已经抵押的情况；抵押人未通知抵押权人

或者未告知受让人的，转让行为无效。”既然丙为知情人，

抵押人就无需对他告知，A当选。 9.甲企业与乙银行签订借款

合同，借款金额为10万元人民币，借款期限为1年，由丙企业



作为借款保证人。合同签订3个月后，甲企业因扩大生产规模

急需资金，遂与乙银行协商，将贷款金额增加到15万元，甲

和银行通知了丙企业，丙企业未予答复。后甲企业到期不能

偿还债务。该案中的保证责任应如何承担？ A.丙企业不再承

担保证责任，因为甲与乙变更合同条款未得到丙的同意 B.丙

企业对10万元应承担保证责任，增加的5万元不承担保证责任

C.丙企业应承担15万元的保证责任，因为丙对于甲和银行的

通知未予答复，视为默认 D.丙企业不再承担保证责任，因为

保证合同因甲、乙变更了合同的数额条款而致保证合同无效 

答案及解析：B 本题考保证责任与主债务的关系。《担保法

解释》第30条第1款规定：“保证期间，债权人与债务人对主

合同数量、价款、币种、利率等内容作了变动，未经保证人

同意的，如果减轻债务人的债务的，保证人仍应当对变更后

的合同承担保证责任；如果加重债务人的债务的，保证人对

加重的部分不承担保证责任。”由于他人单方意思表示不能

对相对人发生拘束力，故沉默推定为默认必须有法律的明确

规定，本案沉默不能视为默认。 10.甲委托乙为其购买木材，

乙为此花去了一定的时间和精力，现甲不想要这批木材，于

是电话告诉乙取消委托，乙不同意。下列哪些论述是正确的

？ A.甲无权单方取消委托，否则应赔偿乙的损失 B.甲可以单

方取消委托，但必须以书面形式进行 C.甲可以单方取消委托

，但需承担乙受到的损失 D.甲可以单方取消委托，但仍需按

合同约定支付乙报酬 答案及解析：C 本题考委托合同的取消

。《合同法》第410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

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委托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

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 11.赵某与钱某



经口头协议，在闹市区租门面房合伙经营服装店。不久，房

主孙某同意将门面房折价2万元加入合伙，但不参与经营，仅

每半年收取经营收益的10％。后赵某独自决定进了一批童装

，销售情况不佳，童装厂催款。下列哪一说法是正确的？ A.

赵、钱、孙之间虽没有书面合伙协议，但可以认定为合伙关

系，故须连带承担还款义务 B.孙某没有参加合伙的经营，应

当认定入伙无效，不承担还款义务 C.赵某一人执行合伙事务

，没有征得其他合伙人的同意，其行为后果由赵某一人承担

D.孙某入伙虽无效，但仍应以其所得收益为限对合伙债务承

担连带责任 答案及解析：A 本题考合伙的特殊形态。《民通

意见》第46条规定：“公民按照协议提供资金或者实物，并

约定参与合伙盈余分配，但不参与合伙经营、劳动的，或者

提供技术性劳务而不提供资金、实物，但约定参与盈余分配

的，视为合伙人。”由此排除BD.《民法通则》第34条第2款

规定：“合伙人可以推举负责人。合伙负责人和其他人员的

经营活动，由全体合伙人承担民事责任。”排除C.A涉及到合

伙协议的有效性问题，《民通意见》第50条规定：“当事人

之间没有书面合伙协议，又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

，但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又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

有口头合伙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伙关系。” 12.乙

公司向甲公司发出要约，旋又发出一份“要约作废”的函件

。甲公司的董事长助理收到乙公司“要约作废”的函件后，

忘了交给董事长。第三天甲公司董事长发函给乙公司，提出

只要将交货日期推迟两个星期，其他条件都可接受。后甲、

乙公司未能缔约，双方缔约没能成功的原因是什么？ A.要约

已被撤回 B.要约已被撤销 C.甲公司对要约作了实质性改变 D.



甲公司承诺超过了有效期间 答案及解析：A 旋又发出一份“

要约作废”的函件，可以解释为要约的撤回。这基于一个推

定：此函件与要约同时到达。《合同法》第17条规定：“要

约可以撤回。撤回要约的通知应当在要约到达受要约人之前

或者与要约同时到达受要约人。” 13.张某是某企业的销售人

员，随身携带盖有该企业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便于对外签约

。后张某因收取回扣被企业除名，但空白合同书未被该企业

收回。张某以此合同书与他人签订购销协议，该购销协议的

性质应如何认定？ A.不成立 B.无效 C.可撤销 D.成立并生效 

答案及解析：D 本题考表见代理。《合同法》第49条规定：

“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

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

该代理行为有效。”甲携带盖有乙企业公章的空白合同书，

相对人有理由据此认为甲具有代理权，构成表见代理。 14.某

县政府为鼓励县属酒厂多创税利，县长与酒厂厂长签订合同

约定：酒厂如果完成年度税收100万元的指标，第二年厂长和

全厂职工都可以加两级工资。该合同属于什么性质的行为？

A.双方民事法律行为 B.无效民事行为 C.附条件民事法律行为

D.不属于民事法律行为 答案及解析：D 本题考合同法的调整

范围。《合同法》第2条第1款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

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

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可见，民事法律行为是法律效果发

生于私法领域的行为，合同当事人地位必须平等。本案不符

合这两个条件。 15.装修公司甲在完成一项工程后，将剩余的

木地板、厨卫用具等卖给了物业管理公司乙。但甲营业执照

上的核准经营范围并无销售木地板、厨卫用具等业务。甲乙



的买卖行为法律效力如何？ A.属于有效法律行为 B.属于无效

民事行为 C.属于可撤销民事行为 D.属于效力待定民事行为 答

案及解析：A 本题考超越经营范围行为的效力。《合同法解

释》第10条规定：“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合同，人民法

院不因此认定合同无效。但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

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规定的除外。”本案在但书规范

之外。 16，一住店客人未付房钱即离开旅馆去车站，旅馆服

务员见状揪住他不让走，并打报警电话。客人说“你不让我

走还限制我自由，我要告你们旅馆，耽误了乘火车要你们赔

偿”。旅馆这样做的性质应如何认定？ A.属于侵权，系侵害

人身自由权 B.属于侵权，系积极侵害债权 C.不属于侵权，是

行使抗辩权之行为 D.不属于侵权，是自助行为 答案及解析

：D 本题考自力救济。现代社会以公力救济为原则，但公力

救济有其缺陷，尤其是它无法满足某些紧急情况的要求，因

此，法律亦允许当事人在一些来不及诉请公力救济的情况下

采取自力救济措施。本案中，如果僵硬地要求，旅馆为实现

其主张必须到法院提起诉讼，那么，该旅馆可能因客人知去

向而无法获得救济，此时采取自助行为是正当的。 17.送奶人

误将王某订的牛奶放人其邻居张某家的奶箱中，张不明所以

，取而弃之。张某行为的性质应如何应定？ A.构成不当得利

B.构成侵权行为 C.构成无权代理 D.并无不当 答案及解析：D 

由于“张不明所以”将其抛弃，主观为“善意”，因此，即

使存在不当得利，也只需反还现存利益，而由于抛弃，利益

已经不存在，因此不存在不当得利的反还，故排除A.另外，

张某主观上为“善意”，即无过错的存在，因此不构成侵权

行为，故排除B.从张某的行为中无法得出“无权代理”的结



论，故排除C. 18.甲不慎落水，乙奋勇抢救，抢救过程中致甲

面部受伤，同时乙丢失手机一部。下列表述中哪一说法是正

确的？ A、乙应赔偿甲面部受伤的损失，甲不应赔偿乙失落

手机的损失 B.乙应赔偿甲面部受伤的损失，甲应赔偿乙失落

手机的损失 C.乙不应赔偿甲面部受伤的损失，甲不应赔偿乙

失落手机的损失 D.乙不应赔偿甲面部受伤的损失，甲应赔偿

乙失落手机的损失 答案及解析：D 乙的行为属于无因管理。

根据《民法通则》93条的规定及民法原理，本人应当支付管

理人的必要费用，必要费用包括管理过程中所受到的损失。

而乙对本人承担损失的前提是因乙的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本

人损害。在本题中不存在这种情形，因此乙不用承担甲的这

种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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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