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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AE_A1_E4_BB_8E_E4_c42_452995.htm 181. 下列各项中，属

于存款人申请开立基本存款证明文件的有（ ）。 A．承包双

方签订的承包协议 B．当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本 C．借款合同或借款依据 D．个人的居民身份证

和户口薄 [答案]: ABD [解析]: 存款人开立基本存款账户，应

提供的证明文件不包括借款合同和借款依据。 182. 票据的付

款请求权是指持票人向（ ）出示票据，要求付款的权利。 A

．汇票的承兑人 B．本票的出票人 C．支票的付款人 D．汇票

的背书人 [答案]: ABC [解析]: 向汇票的背书人请求付款是追

索权的体现，而不是付款请求权。 183. 一般而言，票据具有

（ ）等职能。 A．信用 B．支付 C．汇兑 D．结算 [答案]:

ABCD [解析]: 票据具有信用、支付、汇兑和结算职能。 184. 

办理支付结算时，（ ）的结算凭证，银行不予受理。 A．未

使用中国人民银行统一规定格式 B．更改过金额 C．金额大

、小写不一致 D．使用外国文字 [答案]: ABC [解析]: 未使用

中国人民银行统一规定格式的结算凭证，银行不予受理；结

算凭证的金额、签发日期和收款人名称不予受理，更改的结

算凭证，银行不予受理；结算凭证金额以中文大写阿拉伯数

码同时记载，两者必须一致，否则银行不予受理。 185. （ ）

可以申请开立临时存款账户。 A．外地临时机构 B．临时经

营活动需要的单位 C．临时经营活动需要的个人 D．有特殊

用途的资金 [答案]: ABC [解析]: 有特殊用途的资金应申请开

立专用存款账户。 186. （ ）不可以申请开立一般存款账户。



A．所有借款均在基本存款账户的银行取得的单位 B．所有借

款均在基本存款账户的银行取得的个人 C．与基本存款账户

不在同一地点的附属独立核算单位 D．与基本存款账户不在

同一地点的附属非独立核算单位 [答案]: ABC [解析]: 可以申

请开立一般存款账户的存款人有：在基本存款账户以外的银

行取得借款的单位和个人；与基本存款账户不在同一地点的

附属非独立核算单位。 187. 存款人申请开立基本存款账户，

应该（ ）。 A．填制开户申请书 B．提供有关证明文件 C．

送交盖有存款人印章的印鉴卡片 D．报经银行审核同意 [答

案]: ABCD [解析]: 存款人申请开立基本存款账户，应该首先

填制开户申请书，提供有关证明文件，．送交盖有存款人印

章的印鉴卡片，报经银行审核同意后即可开立有关账户。

188. 下列说法正确的有（ ）。 A．开户单位现金收入应于当

日送存银行，当日送存有困难的，由开户银行确定送存时间

B．不论什么情况，开户单位均不得坐支现金 C．各单位购买

国家规定的专控商品，一律采用转账方式支付，不得以现金

支付 D．国家专控商品的销售单位不得收取现金 [答案]: ACD

[解析]: 一般情况下，单位不得坐支现金；因特殊情况需要坐

支现金的，应当事先报经开户银行审查批准，由开户银行核

定坐支范围和限额；所以，选项B不正确。 189. 关于单位现金

库存限额，下列说法正确的有（ ）。 A．单位现金库存限额

由单位负责人决定 B．库存限额一经确定，单位必须严格遵

守 C．库存限额一般是单位3-5天的日常零星开支 D．对于边

远地区和交通不便地区的开户单位，其库存现金限额可多于5

天，但不得超过15天的日常零星开支 [答案]: BCD [解析]: 开

户银行应当根据开户单位的实际需要，核定开户单位的库存



现金限额。所以单位的现金库存限额由开户银行核定，而不

是由单位负责人核定。 190. （ ）是银行汇票的绝对记载事项

。 A．出票日期 B．付款日期 C．出票地 D．付款人名称 [答

案]: AD [解析]: 签发银行汇票必须记载下列事项：表明‘银行

汇票“的字样、无条件支付的承诺、出票金额、付款人名称

、收款人名称、出票日期、出票人签章。 191. 可以申请开立

基本存款账户的有（ ）。 A．企业法人 B．外国驻华机构 C

．社会团体 D．外地常设机构 [答案]: ABCD [解析]: 企业法人

、外国驻华机构、社会团体、外地常设机构均可申请设立基

本存款账户。 192. 下列可以用现金结算的有（ ）。 A．支付

银行承兑汇票手续费500元 B．支付给职工黎明差旅费2000元

C．支付购买扫描仪及打字机价款4500元 D．职工王红报销药

费150元 [答案]: BD [解析]: 支付银行承兑汇票手续费500元，

直接由银行扣收，而不能支付现金；支付购买扫描仪及打字

机价款4500元，超过了结算结点，也不能用现金结算。 193. 

支付结算应当遵循（ ）原则。 A．恪守信用 B．履约付款 C

．谁的钱进谁的账，由谁支配 D．银行不垫款 [答案]: ABCD [

解析]: 恪守信用、履约付款；谁的钱进谁的账，由谁支配；

银行不垫款这都是支付结算的原则。 194. 下列说法正确的有

（ ）。 A．在银行开立存款账户的单位和个人办理支付结算

，账户内必须有足够的资金保证支付 B．没有开立存款账户

的个人不能通过银行办理支付结算 C．票据和结算凭证上的

签章，为签名、盖章或者签名加盖章 D．未使用中国人民银

行统一规定格式的结算凭证，银行不予受理 [答案]: ACD [解

析]: 没有开立存款账户的个人向银行交付款项后，也可以通

过银行办理支付结算。所以选项B不正确。 195. 下列说法错误



的有（ ）。 A．票据金额以中文大写和阿拉伯数字同时记载

B．结算凭证金额可以只用中文大写记载 C．票据金额若中文

大写与阿拉伯数字不一致，银行受理时，应以中文大写的金

额为准 D．票据金额若中文大写与阿拉伯数字不一致，银行

受理时，应以阿拉伯数字的金额为准 [答案]: BCD [解析]: 结

算凭证金额必须用中文大写和阿拉伯数字同时记载；票据金

额中文大写与阿拉伯数字必须一致，若不一致，银行不予受

理。 196. 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A．票据的金额可以更改

B．票据的金额不得更改 C．票据的出票日期不得更改 D．票

据的收款人名称可以更改 [答案]: AD [解析]: 票据的收款人名

称、金额和出票日期均不得更改。 197. 下列说法正确的有（ 

）。 A．票据上的中文大写金额数字应用正楷或行书填写 B

．票据中文大写数字到“元”为止的，在其之后，应写“整

”（“正”）字 C．票据中文大写数字金额前应标明“人民

币”字样 D．票据出票日期虽为大写，但未按要求规范填写

的，银行一律不予受理 [答案]: ABC [解析]: 票据出票日期虽

为大写，但未按要求规范填写的，银行可以受理，但由此造

成损失的，由出票人承担。 198. 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A

．票据是会计凭证 B．结算凭证是会计凭证 C．票据和结算

凭证金额数字书写中使用繁体字，不应受理 D．票据出票日

期用阿拉伯数字填写 [答案]: CD [解析]: 票据和结算凭证金额

数字书写中使用繁体字，也应受理；票据出票日期必须用中

文大写填写。 199. 可以办理现金收付的账户有（ ）。 A．基

本存款账户 B．一般存款账户 C．临时存款账户 D．专用存款

账户 [答案]: AC [解析]: 基本存款账户和临时存款账户均可办

理现金的收付。 200. 根据《银行账户管理办法》，下列说法



正确的有（ ）。 A．存款人只能设立一个基本存款账户 B．

存款人在其账户内应有足够资金支付 C．存款人的基本存款

账户，实行人民银行当地分支机构核发开户许可证制度 D．

存款人开立基本账户的银行由当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指定 [答

案]: ABC [解析]: 存款人开立账户，实行自愿选择原则，而不

是由人民银行指定，所以选项D不正确。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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