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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B_BD_E9_99_85_E5_c32_284746.htm 一、单项选择题：（

每题1分，共25分）1．福费廷业务中的远期汇票应得到（B

）A. 进口商担保 B. 进口商银行担保 C. 出口商银行担保2．使

用L/C、D/P、D/A三种支付方式结算贷款，就卖方的收汇风

险而言，从小到大依次排序为（C）A. D/P、D/A和L/C B.

D/A、D/P和L/C C. L/C、D/P和D/A3．轻工进出口公司出口

电冰箱共1000台，合同和信用证都规定不准分批装运。运输

时有30台被撞，包装破裂，冰箱外观变形，不能出口。根据

《UCP500》规定，只要货款不超过信用证总金额，交货数量

允许有5%的增减。据此，轻工公司发货时，可以装运（A

）A. 1000台 B. 970台 C. 950台4．托收方式下的D/P和D/A的主

要区别是（B）A. D/P是属于跟单托收；D/A是属于光票托

收B. D/P是付款后交单；D/A是承兑后交单C. D/P是即期付款

；D/A是远期付款5．在托收业务中，进口商可凭信托收据向

银行借单提货的托收方式是（B）A. D/P at sight B. D/P after

sight C. D/A6．承兑是指汇票付款人承诺对远期汇票承担到期

付款责任的行为。我国票据法规定，自收到提示承兑汇票之

日起（A ）日内付款人必须做出承兑。A. 3 B. 4 C. 5 D. 67．出

口商委托货代向船运公司办理租船订舱，出口商须填写（B 

）。A. 海运货物运输合同B. 海运货物委托书 C. 海运单 D. 装

货单.8．根据海关规定，进口货物的进口日期是指（A ）。A.

载货的运输工具申报的日期 B.向海关申报货物进口的日期C.

申报货物准予提取的日期 D.申报货物进入海关监管仓库的日



期9、CFR中卖方不愿承担卸货费用的可以选用（ D ）A.CFR

liner terms B.CFR landed C.CFR ex tackle D.CFR ex ship’s hold10

、根据＜2000年通则＞的解释，由卖方订立运输契约但不承

担货物启运后的风险，这类贸易术语（ C ）A.E组 B.F组 C.C

组 D.D组11.某公司对外报价为CIF价100美元,外商要求改

报CIF5%,我方应报价为( C )A.105.0 B.105.6 C.105.3 D.105.412.根

据的解释,在DES条件下买卖双方风险划分的界限在( C )A.装

运港船上 B.目的港船舷 C.目的港船上 D.目的港码头13.某合同

价格条款规定为每公吨CIF新加坡100美元,这种价格是( A )A.

净价 B.含佣价 C.离岸价 D.折扣价14.进口商填写开证申请书的

主要依据是（B ）。A. 发票 B.贸易合同 C.订单 D.进口许可

证15. 信用证的汇票条款注明“drawn on us”，则汇票的付款

人是（B ）。A. 开证申请人 B. 开证行 C. 议付行 D. 受益

人16.FOB与FCA的主要区别是( A )A.适合的运输方式不同B.办

理出口手续的责任方不同C.负责订立运输合同的责任方不

同D.风险和费用是否同时转移不同17.由出口商签发的要求银

行在一定时间内付款的汇票不可能是( B )A.商业汇票B.银行汇

票C.远期汇票D.即期汇票18.保兑信用证的保兑行,其责任是( C

)A.在开证行不履行付款义务时履行付款义务B. 在开证申请人

不履行付款义务时履行付款义务C.承担第一性的付款义务D.

开证行承担第一性的付款责任,保兑行承担第二性的付款责

任19.一张有效的信用证必须规定一个( B )A.装运期 B.有效期

C.交单期 D.议付期20.接受汇出行的委托将款项解付给收款人

的银行是(B )A.托收银行 B.汇入行 C.代收行 D.转递行21. 某出

口公司对外以CFR报价，如果该公司采用多式联运，应采用

（D ）术语为宜。A. FCA B. CIP C. DDP D. CPT22. 出票人签



发支票时，应在付款银行存有不低于票面金额的存款。如果

存款低于票面金额，这种支票被称为（A ）。A. 空头支票 B. 

划线支票 C. 现金支票 D. 转账支票23. 进口商在货物到达目的

港后，应在运输工具进境之日起（C ）天内向海关申报。A. 3

天 B. 7天 C. 14天 D. 15天24. 发票的日期在结汇单据中应（D 

）A. 早于汇票的签发日期 B.早于提单的签发日期C.早于保险

单的签发日期 D.是最早签发的单据25. 以信用证为支付方式的

进口贸易，进口商依据合同规定的首要义务是（A ）。A. 开

立信用证 B.申请进口货物许可证C.办理租船订舱手续 D.办理

保险手续二、判断题（每题1分，共25分）（否）1．运输包

装上的标志就是运输标志，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唛头。（否）2

．在出口业务中，采用CIF纽约成交与采用FOB上海成交的主

要区别在于：前者卖方要负责租船订舱，办理货运保险，支

付运费和保险费，并将货物交至纽约港船上；而后者卖方只

需将货物交至上海港买方指定的船上。（是）3．FCA、CPT

和CIP三种贸易术语不仅适用于各种单一的运输方式，而且适

用于多式联运。（是）4．买卖合同规定：“交货数量5000吨

，1999年9/10月份装运”，那么出口9月1日至10月31日这段时

间内任何一天将货物装运，但不得分批装运。（是）5．海运

提单可以进行转让，但必须经过背书方可转让的提单是指示

提单。（否）6．根据我国海洋运输货物保险条款的规定，如

投保一切险，保险公司对被保险货物在海运途中由于任何外

来原因造成的损坏灭失，均应负责赔偿。（否）7．在信用证

业务中，信用证的开立是以买卖合同为基础的，因此，信用

证条款与买卖合同条款严格相符是开征行向受益人承担付款

责任的前提条件。（否）8．票汇业务和托收业务都是商业信



用，使用的都是商业汇票。（否）9．根据《跟单信用证统一

惯例》，除非信用证另有规定，商业发票应由开证申请人签

发，必须作成受益人的抬头。（是）10．我某公司对外作出

一项发盘，其中规定“限8月15日复到”。外商接受通知于8

月17日上午到达我方。根据《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如我公司同意接受并立即予以确认，合同仍可成立。（

否）11．根据《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规定，买

卖合同成立的程序是询盘、发盘、还盘、接受和签订书面合

同。（否）12．按《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规定，信用证的

修改通知书有多项内容时，受益人可只接受同意的内容，而

对不同意的内容予以拒绝。（是）13．我某公司以信用证付

款方式出口一批货物，提单期为7月15日，信用证有效期为8

月15日。按《UCP500》规定，受益人向银行交单的最迟日期

是8月5日。（否）14．在实际业务中，习惯上将CIF价格称作

“到岸价”，也就是说，按CIF术语成交，卖方要承担货物到

达目的港之前的一切责任、费用和风险。（否）15．按CFR

、CIF术语成交，合同中只规定装运期或交货日期，而按CPT

、CIP术语成交，合同中不仅要规定装运期，还要规定货物到

达目的地的期限。（否）16．偷窃提货不着险和交货不到险

均在一切险范围内，所以，只要投保一切险，收货人若提不

到货，保险公司均应负责赔偿。（否）17．可转让信用证办

理转让后，买卖合同也随之由第一受益人转让第二受益人。

（否）18．在买卖合同签订后，凡遇到不可抗力事故，遭受

事故的一方即可提出撤销合同。（是）19．还盘在形式上不

同于拒绝，但还盘和拒绝都可导致原发盘的失效。（否）20.

汇票,本票,支票都可以分为即期和远期.（否）21．国际贸易惯



例对买卖合同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是) 22佣金可分为明

佣和暗佣。（是）23．出口商采用D/A30天比采用D/P30天承

担的风险要大。（否）24. 根据《联合国国际销售合同公约》

，构成一项有效发盘，必须明确规定买卖货物的品质、数量

、包装、价格、交付、支付等六项主要交易条件，缺一不可

。（否）25. 汇票、提单和保险单的抬头人通常各是付款人、

收货人、被保险人。三、多项选择题（每题1分，共10分）1

．假远期信用证又称买方远期信用证，其主要特点是（BCD

）A. 由开证行开出延期付款信用证B. 由受益人开出远期汇

票C. 由指定的付款行负责贴现汇票D. 由进口人负担贴现息和

费用E. 由出口人待汇票到期时收取货款2．我某进口公司

按FOB条件进口一批货物，采用程租船运输，如我进口方不

愿承担装船费用，应采用（CDE）A. FOB Liner Terms B. FOB

Under Tackle C. FOB StowedD. FOB Trimmed E. FOBST3．保理

业务受出口商欢迎的原因有（ACDE）A. 货物装运完毕，可

立即获得现款B. 出口手续简便C. 保理组织协助出口商作出是

否提供商业信用的决定D. 只要出口商按合同规定交货，风险

由保理组织承担E. 可降低出口商的外汇风险4.承兑交单开立

的汇票是( BD )A.即期汇票 B.远期汇票 C.银行汇票 D.商业汇

票5.可转让信用证是( ABC )A.信用证中应该注明可转让B.只能

转让一次C.第二受益人可以把信用证转让给第一受益人D.转

让费用应该由第一受益人负担6.汇票背书的方式主要有（

ACD）。A. 限制性背书 B.指示性背书C.空白背书 D.记名背

书7.FOB、CFR、CIF在运输方式、交货地点和风险划分方面

的相同点是（ABC ）。A. 适用于海运或内河航运 B.在装运港

完成交货C.以装运港船舷为风险界限 D.在目的港完成交货8.



采用集装箱海运出口的货物，卖方采用FCA比FOB更为有利

的是（ABCD ）。A. 可以提前转移风险 B.可以提早取得运输

单据C.可以减少卖方的风险责任 D.可以提早交单结汇9.下列

出口商品单价写法正确的是（ABD ）。A. USD10/DOZ.FOB

SHANGHAI B. USD100/PC CIFC3 OSAKAC. GBP100/SET CFR

DALIAN D. GBP500/MT CFR LONDON10. 采用托收方式时应

注意（ABCD ）．A. 考虑进口商资信情况 B.国外代收行一般

不能由进口方指定C.应采用CIF或CIP贸易术语 D.不宜对贸易

管制和外汇管制较严的国家四、简答题：（每题4分，共20分

）1、构成交易磋商中的发盘之必要条件是什么？答：A.向一

个或一个以上的特定人提出。B.发盘的内容须十分确定。C、

发盘必须表明发盘人对其发盘一旦被受盘人接受即受约束的

意思。D、发盘必须送达受盘人2、 银行保函与跟单信用证的

区别答：（1） 付款责任：前者的开证行既可能承担第一性

付款责任，也可能是第二性付款责任。而后者承担第一性付

款责任。（2） 付款依据：银行保函支付的既可能是合同款

，也可能是赔款或退款。而后者凭单据付款（3） 使用范围

：前者使用范围大于信用证，后者仅限于正常履约的合同。3

、FOB，CFR，CIF与FCA，CPT，CIP的区别。适用的运输方

式交货和风险转移的地点装卸费用负担运输单据不同投保险

别不同4、商业发票的作用： 转贴于：外贸考试在线#61692. 

买卖双方的记账凭证。#61692. 代替汇票作为付款依据

。&#61692. 办理保险的依据。5、电子商务在国际贸易中的应

用体现几个方面？（1） 通过互联网寻找合适的贸易伙伴；

（2） 借助互联网进行贸易咨询与洽谈（3）利用互联网实现

网上订购和网上支付；（4）利用互联网完成交易过程，实现



交易管理。五、案例分析（共14分）1． 我国某外贸公司向科

威特K公司出口冻羊肉50吨。每吨CIF价2000美元。合同规定

数量可增减10%。买方K公司按时开来信用证，证内规定：数

量约（about）50吨，总金额100000美元。我外贸公司发货时

，按合同和信用证规定，实际装运55吨，缮制的商业发票表

明：数量55吨，总金额110000美元。当我外贸公司持单办理

议付时，却遭到银行拒付。试问：按《UCP500》规定，银行

是否有权拒付？请说明理由。（5分）答：银行有权拒付。理

由：（1）根据＜＜UCP500＞＞条款，当L/C金额或数量前加

“ABOUT”时，可理解为允许金额或数量有10%的增减。（2

）本案中，根据信用证规定，卖方交货可在46－55M/T的幅

度内，但支取金额不得超过100000美元。商业发票的金额

为110000美元，超过了信用证规定的金额。2．我某公司向国

外A商出口货物一批。A商按时开来不可撤销即期议付信用证

，该证由设在我国境内的外资B银行通知并加保兑。我公司在

货物装运后，将全套合格单据送交B银行议付，收妥货款。

但B银行向开证行索偿时，得到开证行因经营不善已宣布破产

。于是，B银行要求我公司将议兑的货款退还，并建议我方可

委托其向A商直接索取货款。对此你认为我公司应如何处理

？为什么？（5分）我公司应该拒绝接受B银行的要求。理由

：按＜＜UCP500＞＞的规定，信用证一经保兑，保兑行就与

开证行一样承担第一性付款责任，保兑行付款后无追索权。

因此，我公司应拒绝。3、甲出口公司向国外乙公司报价：小

麦500公吨，每公吨260美元，发盘有效期6天。乙公司两天后

回复要求将货物价格降为每公吨240美元。4天后，甲公司将

这批小麦卖给了国外丙公司，并在第六天告知乙公司货物已



售他人。乙公司认为甲公司违约，要求甲公司赔偿。问：甲

公司是否应赔偿乙公司？说明理由。（4分）甲公司不应赔偿

。因为乙公司的回复变更了原发盘的价格，构成还盘，故原

发盘失效，甲乙公司之间并未达成交易，甲公司有权将货物

卖给他人。六、计算题：（每题3分，共6分）1、某商品原报

价CIFC2 New York USD2000/MT,外商要求将佣金率提高至4%

，为使净收入不变，应报价多少？公式：含佣价＝净价/(1-佣

金率)我方净收入＝2000（1－2%）＝1960美元新的含佣价

＝1960/(1-4%)=2041.67美元2、某批出口货物，发票金额

为CIF18000美元，信用证规定按发票金额110%投保一切险和

战争险，两种险的费率合计为0.6%,其保险费为多少？保险费

＝保险金额＊保险费率＝CIF*保险加成＊保险费率

＝18000*110%*0.6%=118.8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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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