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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48/2021_2022_2007_E5_B9_

B4_E6_B3_A8_c45_448427.htm 一、单项选择题题号涉及知识

点 辅导资料及串讲中涉及的内容 1 诉讼时效期间的计算 （1

）与梦想成真－应试指南第一章同步训练习题单选题16题完

全相同；（2）与梦想成真－全真模拟试题（六）单选题1基

本相同；（3）在实验班竞赛试题中曾多次出现；（4）游文

丽老师考前最后串讲中曾重点提及。 2 国有产权转让价款的

支付期限 （1）与梦想成真－应试指南第三章同步训练习题

单选题15题完全相同；（2）与基础班练习中心第三章单选

题11基本相同；考试中心模拟试题中曾多次出现；（3）游文

丽老师考前最后串讲中也曾重点提及。 3 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转让的限制规定 （1）与梦想成真－应试指南第四章同步训

练习题多选题23题完全相同；（2）考试中心模拟试题中曾多

次出现；（3）游文丽老师考前最后串讲中也曾重点提及。 4 

公司为股东提供担保的事项 （1）与梦想成真－应试指南第

四章同步训练习题单选题第1题基本相同；（2）与在梦想成

真－全真模拟试卷（三）中单选题5基本相同；（3）梦想成

真－应试指南第四章讲义部分有重要的总结；（4）游文丽老

师考前最后串讲中也曾重点提及。 5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纠

纷解决途径 在梦想成真－应试指南第四章讲义部分有重要的

提示和概括。 6 合营企业和合作经营企业的区别 （1）与梦想

成真－应试指南第五章同步训练习题多选题15题完全相同；

（2）与在梦想成真－全真模拟试卷（三）中单选题5基本相

同；（3）与基础班练习中心第五章多选题14题基本相同；



（4）游文丽老师考前最后串讲中也曾重点提及。 7 上市公司

收购中收购人支付价款的形式 在梦想成真－应试指南第四章

讲义部分有重要的提示和概括。 8 债权人委员会的相关规定 

（1）与梦想成真－应试指南第六章同步训练习题多选题20题

基本相同；（2）与梦想成真－全真模拟试题（六）多选题8

完全相同；（3）游文丽老师考前最后串讲中也曾重点提及。

9 以要约方式订立合同的成立时间 （1）与梦想成真－应试指

南第八章同步训练习题单选题2题完全相同；（2）与梦想成

真－全真模拟试题（一）单选题14基本相同；（3）游文丽老

师考前最后串讲中也曾重点提及。 10 电子支付的相关规定 

（1）在梦想成真－应试指南第十一章同步训练习题单选题14

题完全相同；（2）与梦想成真－全真模拟试题（三）多选

题18中基本相同；（3）与基础班第十一章练习中心单选题9

基本相同；（4）游文丽老师考前最后串讲中也曾重点提及。

11 商业承兑汇票到期，付款人不能支付票款的法律责任 （1

）与梦想成真－应试指南第十一章同步训练习题单选题15题

完全相同；（2）游文丽老师考前最后串讲中也曾重点提及。

12 汇票无效的情形 在梦想成真－应试指南第四章讲义部分有

重要的提示和概括。 13 转让了背书人记载“不得转让”汇票

的法律后果 （1）与梦想成真－应试指南第十二章同步训练

习题单选题14题完全相同；（2）与梦想成真－全真模拟试题

（六）多选题6基本相同；（3）与基础班第十二章练习中心

单选题9基本相同；（4）游文丽老师考前最后串讲中也曾重

点提及。 14 票据丧失后的补救措施 在梦想成真－应试指南第

四章讲义部分有重要的提示和概括。 15 被背书人栏的填写规

定 （1）与梦想成真－应试指南第十二章同步训练习题判断



题12题完全相同；（2）基础班和习题班第十二章练习中心中

有所涉及；（3）游文丽老师考前最后串讲中也曾重点提及。

16 注册商标的续展 （1）与梦想成真－应试指南第十二章同

步训练习题判断题12题完全相同；（2）与梦想成真－全真模

拟试题（四）综合题4第（4）问的考点基本相同；（3）考试

中心模拟试题（四）判断题中有类似的题目；（4）游文丽老

师考前最后串讲中也曾重点提及。 17 专利权的客体 （1）与

梦想成真－应试指南第十三章同步训练习题单选题19题基本

相同；（2）游文丽老师考前最后串讲中也曾重点提及。 18 

原始凭证错误的处理 在梦想成真－应试指南第四章讲义部分

有重要的提示和概括。 二、多项选择题题号涉及知识点 辅导

资料及串讲中涉及的内容 1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内容 （1）与

梦想成真－应试指南第三章同步训练习题多选题第2题完全相

同；（2）游文丽老师考前最后串讲中也曾重点提及。 2 利用

外资改组国有企业的要求 在梦想成真－应试指南第二章讲义

部分P29页中有重要的提示和概括。 3 股东会或者董事会决议

内容的撤销 （1）与梦想成真－应试指南第四章同步训练习

题单选题第2题完全相同；（2）与基础班练习中心第四章单

选题2基本相同；（3）游文丽老师考前最后串讲中也曾重点

提及。 4 一般有限责任公司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区别 （1）

与梦想成真－应试指南第五章同步训练习题单选题第2题基本

相同；（2）梦想成真－全真模拟试题中的几套试题中曾多次

出现；考试中心模拟试题（四）中有类似的题目；（3）游文

丽老师考前最后串讲中也曾重点提及。 5 境外并购需要报送

并购方案的情形 （1）与梦想成真－应试指南第五章同步训

练习题多选题第8题完基本相同；（2）与梦想成真－全真模



拟试题（三）多选题9基本相同；（3）考试中心模拟试题（

四）中有类似的题目；（4）游文丽老师考前最后串讲中也曾

重点提及。 6 股份有限公司将收购的股票奖励给本企业职工

的规定 （1）与梦想成真－应试指南第四章同步训练习题多

选题第25题完基本相同；（2）与梦想成真－全真模拟试题（

三）多选题第8题基本相同；（3）考试中心模拟试题（四）

中有类似的题目；（4）游文丽老师考前最后串讲中也曾重点

提及。 7 债权人的表决权 （1）与梦想成真－应试指南第六章

同步训练习题多选题第18题完基本相同；（2）基础班和习题

班第六章练习中心中有所涉及；（3）游文丽老师考前最后串

讲中也曾重点提及。 8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条件 （1）

与梦想成真－应试指南第七章同步训练习题多选题第2题基本

相同；（2）与梦想成真－全真模拟试题（六）综合题3中的

考点基本相同；（3）考试中心模拟试题（四）单选题12有类

似的题目；（4）游文丽老师考前最后串讲中也曾重点提及。

9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条件 （1）与梦想成真－应试指

南第七章同步训练习题多选题第13、14题基本相同；（2）梦

想成真－全真模拟试题中的几套试题中曾多次出现；（3）基

础班练习中心多选题12是类似的题目；（4）游文丽老师考前

最后串讲中也曾重点提及。 10 上市公司收购中一致行动人的

界定 （1）与梦想成真－应试指南第七章同步训练习题多选

题第24题基本相同；（2）考试中心模拟试题（四）中有类似

的题目；（3）基础班和习题班第七章练习中心中有所涉及；

（4）游文丽老师考前最后串讲中也曾重点提及。 11 无权代

理的法律后果 在梦想成真－应试指南第八章讲义部分有重要

的提示和概括。 12 办理委托收款业务时必须记载的事项 （1



）与梦想成真－应试指南第十一章同步训练习题单选题第8题

基本相同；（2）与基础班练习中心第十一章单选题1的考点

完全相同；（3）游文丽老师考前最后串讲中也曾重点提及。

13 资本项目外汇收入的范围 （1）与梦想成真－应试指南第

十章同步训练习题单选题第9题完全相同；（2）与梦想成真

－全真模拟试题（六）多选题15的考点基本相同；与基础班

第十章练习中心单选题7的考点完全相同；（3）游文丽老师

考前最后串讲中也曾重点提及。 14 票据对物抗辩的规定 在梦

想成真－应试指南第十二章P283页讲义部分有重要的提示和

概括。 15 可以挂失止付的票据 在梦想成真－应试指南第十二

章P283页讲义部分有重要的提示和概括。 16 涉外票据的法律

适用 （1）与梦想成真－应试指南第十二章同步训练习题多

选题第26题完全相同；（2）与基础班练习中心第十二章多选

题15完全相同；（3）游文丽老师考前最后串讲中也曾重点提

及。 17 商业承兑汇票签发时的当事人 在游文丽老师考前最后

串讲中也曾重点提及。 18 侵犯著作权的行为 在游文丽老师考

前最后串讲中也曾重点提及。 19 职务发明创造和技术成果的

相关规定 在游文丽老师考前最后串讲中也曾重点提及。 20 会

计人员调动或离职时应当办理的交接手续 在游文丽老师考前

最后串讲中也曾重点提及。 三、判断题题号涉及的知识点 辅

导资料及串讲中涉及的内容 1 特殊普通合伙企业中合伙人的

责任承担 （1）与梦想成真－应试指南第二章同步训练习题

单选题15题基本相同；（2）与梦想成真－全真模拟试题（六

）单选题3基本相同；（3）考试中心模拟试题（四）判断题

中有类似的题目；（4）基础班和习题班第十二章练习中心中

有所涉及；（5）游文丽老师考前最后串讲中也曾重点提及。



2 国有产权转让中职工安置的问题 （1）在梦想成真－应试指

南第三章讲义部分P51页中作了重要的提示和概括；（2）游

文丽老师考前最后串讲中也曾重点提及。 3 公司法定代表人

的担任 （1）与梦想成真－应试指南第四章同步训练习题单

选题第6题基本相同；（2）与梦想成真－全真模拟试题（一

）单选题6的考点基本相同；（3）基础班和习题班第四章练

习中心中有所涉及；（4）游文丽老师考前最后串讲中也曾重

点提及。 4 收购价款的支付期限以及企业决策权的取得 （1）

与梦想成真－应试指南第五章同步训练习题单选题第18题基

本相同；（2）与梦想成真－全真模拟试题（四）判断题3的

考点基本相同；（3）考试中心模拟试题（四）判断题中有类

似的题目；（4）基础班和习题班第四章练习中心中有所涉及

；（5）游文丽老师考前最后串讲中也曾重点提及。 5 重整计

划的监督 在游文丽老师考前最后串讲中曾重点提及。 6 内幕

交易行为的界定 （1）与梦想成真－应试指南第七章同步训

练习题判断题第19题基本相同；（2）与梦想成真－全真模拟

试题（二）多选题11的考点基本相同；（3）基础班和习题班

第七章练习中心中有所涉及；（4）游文丽老师考前最后串讲

中也曾重点提及。 7 担保合同无效的法律责任 （1）与梦想成

真－应试指南第八章同步训练习题单选题第17题基本相同；

（2）与梦想成真－全真模拟试题（四）单选题13的考点基本

相同；（3）与基础班练习中心第八章单选题13的考点基本相

同；（4）游文丽老师考前最后串讲中也曾重点提及。 8 承揽

合同的解除 （1）与梦想成真－应试指南第九章同步训练习

题多选题第8题基本相同；（2）与基础班练习中心第九章单

选题17的考点基本相同；（3）游文丽老师考前最后串讲中也



曾重点提及。 9 发卡银行应当向持卡人提供对账服务的规定 

在游文丽老师考前最后串讲中曾重点提及 10 伪造票据的法律

后果 （1）与梦想成真－应试指南第十二章P284页有重点的提

示和概括；（2）梦想成真－全真模拟试题中的几套试题中曾

多次出现；（3）考试中心模拟试题（四）判断题中有类似的

题目；（4）基础班和习题班第十二章练习中心中有所涉及；

（5）游文丽老师考前最后串讲中也曾重点提及。 11 注册商

标专用权的保护 与梦想成真－应试指南第十三章P319页有重

点的提示和概括；游文丽老师考前最后串讲中也曾重点提及

。 12 代理的适用范围 （1）与梦想成真－应试指南第一章同

步训练习题多选题第9题和第10题基本相同；（2）游文丽老

师在基础班课程讲解和考前最后串讲中也曾重点提及。 四、

综合题大题题号 小题题号 涉及的知识点 辅导资料及串讲中涉

及的内容 1 （1） 合伙企业对合伙人执行合伙企业事务以及对

外代表合伙企业权利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的第三人。 与实验

班考试中心模拟试题（五）综合题5的第4问完全相同。 （3）

合伙人的出质行为 与考试中心模拟试题（四）综合题7的第3

问完全相同。 （5） 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的责任 与考试

中心模拟试题（四）综合题7的第4问基本相同。 2 （1） 增发

股票的财务指标条件 与考试中心模拟试题（四）综合题4的

第2问完全相同。 （2） 增发股票的净资产收益率指标 与考试

中心模拟试题（四）综合题4的第1问完全相同。 （4） 增发

股票的障碍 与考试中心模拟试题（四）综合题7的第4问基本

相同。 （5） 增发的发行价格的确定方式 与考试中心模拟试

题（四）综合题7的第5问的基本相同。 4 （1） 行使撤销权的

情况 与考试中心模拟试题（四）综合题3的第8问完全相同。 



（3） 债权的申报 与考试中心模拟试题（四）综合题3的第5

问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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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