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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5_8F_B8_c36_264156.htm 一、单项选择题 1、甲向乙购买

货物一批，价款5万元，甲预付3万，余款10日后支付。为表

示信用，甲将一张自己为收款人的汇票交给乙。双方言明：

如甲不支付余款，乙可对该汇票行使权利。乙对甲的汇票享

有什么权利？（ ） A．抵押权 B．动产质权 C．权利质权 D

．留置权 2、甲、乙、丙合伙经营鸭绒业务，成立了字号为

暖暖鸭绒店，甲提供厂房，乙提供鸭绒，丙提供技术性劳务

。由于乙提供的鸭绒存在质量问题，生产的产品滞销，导致

亏损，负债高达10万元。对该债务承担发生分歧。对此，下

列说法正确的是（ ）。 A．甲、乙、丙对该债务承担按份责

任 B．甲、丙无须对该债务承担责任 C．甲、乙、丙对该债

务承担连带责任，甲、丙有权将乙除名 D．甲、乙、丙应对

该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但无权将乙除名 3、甲为一电脑爱好

者，乙为一小贩。乙在路边叫卖：“正版windows xp2软件，5

块钱一张”，甲欣然买之。经查，该软件正版为2000元左右

，所卖软件为盗版软件，甲与乙之间的行为性质应如何认定

？（ ） A．无效民事行为，理由为欺诈 B．可撤销民事行为

，理由为欺诈 C．无效民事行为，理由是违反法律规定 D．

有效民事行为，理由是双方达成合意 4、某手机厂为纪念2008

年北京奥运会特制纪念手机2008台，每台售价2万元。其广告

宣传：限量发行，纪念手机上镶有进口钻石。后经证实，进

口钻石为进口人造钻石，每粒价格为1元。手机成本约1000元

。为此，购买者与该手机厂发生纠纷。该纠纷应如何处理？



（ ） A．按无效合同处理，理由为欺诈 B．按可撤销合同处

理，理由为欺诈 C．按可撤销合同处理，理由为重大误解 D

．按有效合同处理 5、甲租赁公司向乙财务公司借款20万元，

乙要求甲提供担保，甲便将出租给丙公司使用的一台吊车出

质给乙公司。甲公司随即通知了丙公司，后甲公司因经营困

难又将该吊车出卖给丁公司，并通知丙公司将该吊车交付给

丁公司。对于甲公司的出质和出卖行为，下列表述正确的是

（ ）。 A．甲公司的出质行为不发生效力，因为甲公司未实

际将该吊车交付给乙公司 B．甲公司的出质行为已发生效力

，因为甲公司已通知了丙公司 C．甲公司的出卖行为有效，

因为甲公司对该吊车仍享有所有权 D．甲公司的出卖行为效

力未定，因为乙公司对该吊车享有质权 6、王某家门口开了

一家饭店，生意十分兴隆。由于王某家门前的路较窄，王某

遂在自己家门口的路上划了一些车位线，供去饭店吃饭的人

停车之用，王某私自收取一定的停车费。某日，一客人停车

后未付钱即想把车开走，王某不让。双方发生争执。王某将

车钥匙拔下。对王某的行为性质应如何认定?（ ） A．属于侵

权，系侵害人身自由权 B．属于侵权，系侵害财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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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物业公司甲将其管理的小区内人防工程隔成小间，出

租给乙公司，作为乙公司的职工宿舍。但甲营业执照上的核

准经营范围并无出租房屋的业务。甲乙的租赁行为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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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某玩具公

司为了促销将西游记中美猴王的照片作为包装货上的标志，

为此，西游记的制作公司、美猴王的扮演者以及美猴王造型



的创作者将某玩具公司告上法庭。经查，对美猴王造型的著

作权的归属，制作公司和美猴王造型的创作者未进行约定。

某玩具公司的行为应如何定性？（ ） A．侵犯了西游记制作

公司的著作权 B．侵犯了美猴王造型的创作者的著作权 C．

侵犯了美猴王扮演者的肖像权 D．不为侵权行为 9、刘教授去

某电视台参加法律节目录制，录制完成后，电视台负责人告

诉刘教授：“已经聘请专业美术人士为你在整个节目过程中

的精彩镜头作了素描图册，共花费500元，请求支付款项。”

刘教授表示“我并未让你们帮我画像”，双方发生争执。本

案应如何处理？（ ） A．基于不当得利，刘教授须支付500元

B．基于无因管理，刘教授须支付500元 C．基于合同关系，

刘教授须支付500元 D．无法律依据，刘教授无须支付500元

10、王某因装修房屋与甲公司签订装修合同，约定工程造价

为5万元，包括室内装修、墙面粉刷、洁具、灯具安装等内容

。王某交付工程款，甲公司出具了发票。甲公司派业务员李

某和张某具体负责王某家的装修工程。王某后又与李某、张

某达成协议，为其安装中央空调（未包括在王某与甲公司签

订的装修合同之中），工程款为7万元。该款由李某、张某出

具收条，款项未入公司账户。工程竣工后，甲公司为造价5万

元的工程部分出具保修单。因王某家中央空调出现质量问题

，王某诉至法院，要求甲公司继续履行、赔偿损失。为此引

起纠纷。对该中央空调装修部分，下列表述正确的是（ ）。

A．甲公司不承担责任 B．甲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C．甲公司应

与王某分担责任 D．甲公司应与李某、张某对工程承担连带

责任 11、张大爷和王大妈为某一大院的邻居，平时关系很好

，张大爷驯养了一只能说话的鹦鹉，王大妈因家中女儿出嫁



，邀请大院内的邻居和张大爷共赴喜宴，张大爷为赴喜宴的

礼物犯愁，想起自己能说话的鹦鹉，便教其说“百年好合”

。赴喜宴那天，张大爷带着鹦鹉赴宴，见到王大妈的女儿便

说百年好合，在场的人均十分高兴。王大妈和王大妈的女儿

认为张大爷的礼物最厚重。张大爷暗暗得意，喜宴上，开怀

畅饮，不久便醉了，带着自己心爱的鹦鹉便在王大妈的客厅

的沙发上睡着了。不久鞭炮齐鸣，鹦鹉因受惊吓而死，张大

爷也被鞭炮声惊醒了。发现自己心爱的鹦鹉已经死亡，便找

王大妈理论，要求王大妈赔偿2000元。为此发生纠纷。本案

应如何处理？（ ） A．不应赔偿，属意外事件 B．应予赔偿

，属过错责任 C．由张大爷和王大妈平均分担，因为双方当

事人都有过错 D．王大妈应予适当补偿，属公平责任 12、甲

公司盗取了乙公司的技术秘密成果，并以自己的名义转让给

了不知情的丙公司，丙公司按照该技术成果进行生产，乙公

司发现后，采取了如下救济措施中，哪个不予以支持？（ ）

A．要求甲公司赔偿损失 B．要求丙公司停止侵害 C．要求丙

公司支付使用费 D．要求甲公司停止侵害 13、甲驾车前往一

个五星级饭店就餐，饭店在门口安排工作人员乙协助顾客停

车，乙在引导甲倒车入位时，由于乙没有及时说“停”，致

使甲车撞击后面的丙车。经查，甲的车和丙的车均未保险。

对损害赔偿引起纠纷。对此，应如何处理？（ ） A．由甲承

担赔偿责任 B．由乙承担赔偿责任 C．由饭店承担赔偿责任 D

．由甲和饭店承担赔偿责任 14. 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一份买卖

合同，货款总额为500万元，为了担保乙公司的货款支付，乙

公司便找来丙公司为其担保，丙公司与甲公司签订了保证合

同。后甲公司与乙公司解除了该买卖合同，乙公司因此应承



担违约责任，在此情况下，丙公司应否承担担保责任？（ ）

A．不承担，因为主合同解除意味着主债消灭 B．应对主债权

承担担保责任 C．应对乙公司的违约责任承担担保责任 D．

不承担，因为没有约定具体的保证责任方式 15、甲将价值5万

元的房屋一间作抵押向乙借款4万元。抵押期间，甲又将房屋

出租给丙居住。因丙忘记关煤气，致使房屋着火，房屋贬值2

万元。对此，乙享有何种权利？（ ） A．请求丙向其支付赔

偿款1万元 B．请求甲提前还款 C．请求甲将房屋拍卖，并提

存价款 D．请求甲将丙赔偿给其的2万元予以提存 16、甲为一

个钢琴爱好者，每日在自己房子里练琴，影响了邻居乙的休

息，乙与甲达成一纸协议：甲不得在早5点至7点和晚12点以

后在家中练琴。一年后，甲将自己的房屋租给好友丙，丙为

一青年歌手，不分时段每日在家中纵情高歌，乙不堪忍受，

遂与甲、丙发生纠纷。对此纠纷，下列判断哪一个是正确的

？（ ） A．乙有权请求丙停止每日高歌 B．乙有权要求甲停

止侵害 C．乙有权请求甲承担违约责任 D．乙无权请求丙停

止每日高歌 17、甲公司与乙银行签订一份500万元的借款合同

，由丙公司提供保证担保，因甲公司到期不能还款，乙银行

便要求丙公司承担保证责任。丙公司拒绝承担保证责任，乙

银行便诉至法院。法院判决，由丙公司承担500万元及其利息

的保证责任。丙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便向甲公司进行追偿

。下列表述正确的是（ ）。 A．丙公司对甲公司追偿权的诉

讼时效自乙银行向丙公司要求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计算 B．

丙公司可向甲公司追偿500万元及其利息 C．丙公司可向甲公

司追偿因丙公司逾期承担保证责任的利息 D．丙公司可向甲

公司追偿因败诉而承担的诉讼费用 18、甲向乙借款，以自己



在丙银行的一张存单交付给乙作为质押担保。双方未到丙银

行进行核押。后甲以存单丢失为由到丙银行申请挂失，丙银

行依照规定进行公示后将存单上的款项支付给了甲。借款到

期，甲无力还款，乙发现存单上的款项已经被甲取走，遂引

发纠纷。下列说法哪一个是正确的？( ) A．质押合同已成立

但未生效 B．质押合同自存单交付之日起生效 C．乙对该存

单享有动产质权 D．丙银行应当赔偿乙所遭受损失 19、刘某

是某大学学生，某日因害怕迟到而猛跑进教学楼，在路途中

其价值2000元的手机不慎掉落，被王某拾得。王某委托经营

二手手机的亲戚李某将手机以800元价格卖给了周某。周某在

使用手机过程中被刘某知晓，刘某请求周某返还手机，周某

要求其支付800元，刘某不同意，周某遂拒绝返还。周某拒绝

返还手机的行为属于（ ）。 A．侵权行为 B．违约行为 C．

行使留置权 D．自力救济 20、甲向乙购进一批玉米，双方约

定，合同履行地在乙所在城市S市。5月1日乙为甲代办托运运

往M县。在运输过程中，5月3日甲与丙签订协议，将该批玉

米转让给丙。5月4日由于遇到山洪爆发，火车在运输途中出

轨，玉米损失。该损失应由谁承担？（ ） A．甲 B． 乙 C．

丙 D．甲与丙 21、甲企业与乙银行签订一份借款合同，借款

数额为1000万元，由丙、丁两企业进行保证担保，未约定各

自的担保数额和保证方式。后甲企业无力还款，乙银行要求

丙、丁企业承担保证责任而发生纠纷。下列表述正确的是（ 

）。 A．乙银行应首先诉甲企业，因为丙、丁享有先诉抗辩

权 B．乙银行只能要求丙、丁企业各承担500万元 C．丙企业

承担全部保证责任后，可先向丁企业要求承担500万元 D．丙

企业承担全部保证责任后，应首先向甲企业请求偿还 22、甲



于2005年3月2日向乙借款5万元，还款期限6个月，丙作保证

人，约定丙承担保证责任直至甲向乙还清本息为止。丙的保

证责任期间应为（ ）。 A．2006年3月2日 B．2007年3月2日 C

．2005年9月2日 D．2007年9月2日 23、甲向乙借款20万元，由

丙以其价值10万元的房屋设定抵押担保，由丁为其提供保证

担保，丙、丁没有约定各自担保范围。因甲到期无力还款，

经查，此时该房屋价值未升值，仅为10万元。对乙享有权利

的下列说法中，错误的是（ ）。 A．有权请求丙承担10万元

债务 B．有权请求丁承担20万元债务 C．有权请求丙承担20万

元债务 D．有权请求丁承担10万元债务 24、甲向乙订购15万

元货物，双方约定： “乙收到甲的5万元定金后，即应交付

全部货物。”合同订立后，乙在约定时间内只收到甲的4万元

定金。下列说法哪一个是正确的？（ ） A．定金合同不成立

B．定金合同不生效 C．定金合同生效，但定金数额为3万元

D．定金合同生效，且定金数额为4万元 25、甲公司为张某家

装修新房，派丙、丁两人具体施工。房子装修好了之后，丙

踩在丁的肩上安装灯泡，丙对丁说：“准备好了，你转圈吧

。”丁不明所以。丙说：“笨！灯泡是螺旋口的，你不转圈

，我怎么能拧上呢？”丁大笑，丙跌落受伤，花去医药费500

元。对此损害，应如何承担？（ ） A．由张某承担 B．由丁

承担 C．由甲公司承担 D．由丙和丁共同承担 100Test 下载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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