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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57/2021_2022__E8_80_83_E

8_AF_95_E5_A4_A7_E4_c43_257830.htm 一、单项选择题 1、

根据《公司法》的规定，持有公司股份（ ）以上的股东，请

求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应当在两个月内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 A、10％ B、5％ C、15％ D、20％ 答案:A 解析:持有公司股

份10%以上的股东，请求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应当在两个

月内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2、设立以商品批发为主的有限公

司，其最低注册资本额为人民币（ ）。 A、50万元 B、30万

元 C、12万元 D、20万元 答案:A 解析:生产经营为主的公司最

低注册资本50万元；以商品批发为主的公司最低注册资本50

万元；商业零售为主的公司最低为30万；科技开发、咨询、

服务型公司10万元。 3、根据《公司法》规定，发起人持有的

本公司股份，自公司成立之日起（ ）内不得转让。 A、1年 B

、2年 C、3年 D、5年 答案:C 解析: 4、根据《公司法》规定，

有限责任公司规模较小，不设董事会的，由（ ）作为公司的

法定代表人。 A、股东会指定的负责人 B、董事长 C、执行董

事 D、总经理 答案:C 解析:有限责任公司规模较小或股东数量

少的，可以不设董事会，设1名执行董事。 5、股份有限公司

可以发行无记名股票，其发行对象是（ ） A、发起人 B、社

会公众 C、法人 D、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 答案:B 解析:公司只

有对社会公众发行的股票，可以为记名股票，也可以为无记

名股票。 6、根据规定，上市公司的中期报告应当在每一会

计年度的上半年结束之日起（ ）内，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

机构和证券交易所提交。 A、1个月 B、2个月 C、3个月 D、4



个月 答案:B 解析:年报应该在会计年度结束之日4个月内报出

。 7、甲有限责任公司于2006年5月1日召开股东会，选举公司

的董事、监事，下列（ ）人员可以担任该公司的董事。监事

。 A、李某于93年曾犯侵占财产罪，并于2000年1月1日刑满释

放 B、某公民曾担任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后在2004年11月20

日因违法经营而被吊销营业执照 C、黄某是国家工商银行的

工作人员 D、吴某对外15万元到期债务尚未支付 答案:A 解析:

李某虽曾犯侵占财产罪，但刑满释放已逾5年，即可担任公司

的董事、监事；B项所述的法定代表人被吊销营业执照未逾3

年；C项黄某是国家工商银行的工作人员，是国家公务员；D

项吴某对外有15万元到期债务尚未支付，是所负数额较大的

债务者。 8、根据《公司法》规定，将公司资产以任何个人

名义开立账户存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 ）的

罚款。 A、1倍以上5倍以下 B、1倍以上10倍以下 C、1倍以

上15倍以下 D、1倍以上20倍以下 答案:A 解析:根据《公司法

》规定，将公司资产以任何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储的，没收

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9、股份有限公司的财务会计报

告应当在召开股东大会年会之前（ ）置备于本公司，供股东

查阅 A、10日 B、20日 C、30日 D、40日 答案:B 解析:股份有

限公司的财务会计报告应当在召开股东大会年会之前20日置

备于本公司，供股东查阅。 10、根据《公司法》的规定，申

请股票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其股本总额应不少于人民币（ 

）万元。 A、1000 B、3000 C、5000 D、6000 答案:C 解析:我国

《公司法》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上市，股本总额应

不少于人民币5000万元。 11、根据《公司法》规定，股份有



限公司的法定成立日期是（ ） A、公司设立登记申请日期 B

、公司营业执照签发日期 C、公司依法成立公告日期 D、公

司创立大会召开日期 答案:B 解析:根据《公司法》规定，公司

营业执照签发日期，为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日期。 12、根据《

公司法》规定，除国家授权投资采用高新技术成果有特别规

定外，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作价出

资的金额不得超过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 ） A、15％ B

、20％ C、25％ D、30％ 答案:B 解析:根据《公司法》规定，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以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作价出资的金额

不得超过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20％，国家对采用高新技

术成果有特别规定的除外。 13、公司以其（ ）为住所。 A、

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 B、董事会 C、公司章程 D、上级主管部

门 答案:A 解析:我国《公司法》规定，公司以其主要办事机构

所在地为住所。 14、无记名股票持有人出席股东大会的，应

当于会议召开（ ）前到股东大会时止将股票交存于公司。 A

、5日 B、7日 C、10日 D、15日 答案:A 解析:公司法规定，无

记名股票持有人出席股东大会的，应当在一定期限内将其股

票交存于公司，不得动用，这一期限就是会议召开5日前至会

议闭会时止。 15、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作出以下决议，只

需要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通过（ ） A

、审查批准公司年度财务预算、决算方案 B、审查批准公司

合并、分立方案 C、审查批准公司解散方案 D、修改公司章

程 答案:A 解析:其他三项都属于股东大会的特别决议事项，应

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16、某国

有独资公司在2005年的净资产为5000万元，其在2003年曾发行

过1年期债券400万元。依《公司法》规定，该国有独资公司



在2005年可以发行公司债券的数额为（ ） A、2000万元 B

、1600万元 C、1000万元 D、0元 答案 解析:有限责任公司发

行公司债券的条件有净资产不少于人民币6000万元，公司累

计发行的债券数额不得超过公司净资产的40％等。该公司的

净资产为5000万元，而有限责任公司发行公司债券的净资产

最低限额为人民币6000万元，故该公司当年不能发行公司债

券。 17、公司用法定公积金转增资本的，转增资本后剩余的

该项公积金不得少于（ ） A、公司注册资本的25％ B、公司

注册资本的50％ C、公司净资产的25％ D、公司净资产的50％

答案:A 解析:公司可以用法定公司公积金转增资本，但转增资

本后剩余的该项公积金不得少于公司注册资本的25％。 18、

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总数为2000万股，在召开创立大会

时，出席会议的认股人所持股份总数为1200万股，该创立大

会拟通过公司章程，则该章程的通过需要持有股份至少（ ）

的认股人同意。 A、1000万 B、600万 C、800万元 D、1350万 

答案:B 解析:股份公司的创立大会需要有代表公司股份总数1/2

以上的认股人出席，决议的通过须有出席决议的认股人出席

，决议的通过须有出席会议的认股人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

同意。 19、某注册资本为1亿元的公司在2000年时法定公积金

累计额为4900万元，当年实现税后利润2000万元，该公司当

年至少应提取法定公积金（ ）万元。 A、100 B、200 C、50 D

、300 答案:A 解析:公司应按照当年税后利润的10％提取法定

公积金，但累计金额达到公司注册资本的50％时可不再提取

，故只需要再提取100万元便达到了5000万元。 20、A公司的

分公司在核准的经营范围内以自己名义对外签订一份货物买

卖合同，此项合同（ ） A、无效，A公司和分公司均不承担



民事责任 B、有效，其民事责任由分公司独立承担 C、有效

，其民事责任由A公司承担 D、有效，其民事责任由分公司承

担，A公司负连带责任 答案:C 解析: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

但分公司可以依法独立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其民事责任由设

立该分公司的总公司承担。 2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的规定，公司在法定的会计账册以外设会计账册的，要

处以（ ） A、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B、5000元以上5万

元以下的罚款 C、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D、2万元以

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 答案:C 解析:公司在法定的会计账册以外

另设会计账册的法律责任：（1）责令改正；（2）处以1万元

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3）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22、巨龙有限责任公司由ABCD四人出资建立，其中A出

资10万元，B出资20万元，C出资60万元，D出资10万元。现

有一项和天河有限责任公司合并的议案需要表决，下列情形

可以通过的是（ ） A、只有AB同意 B、只有CD同意 C、只

有C反对 D、只有甲同意 答案:B 解析:本题考察的是有限责任

公司股东会的议事规则。CD合计占巨龙公司70％的表决权，

大于2/3，可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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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