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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AE_A1_E4_BB_8E_E4_c42_452996.htm 101. 付款人在承付期

内，对于（ ），可以向银行提出全部或部分拒绝付款。 A．

未签订购销合同的款项 B．验单付款，发现所列货物品种与

合同不符 C．货款已支付的款项 D．无足够资金支付的款项 [

答案]: ABC [解析]: 无足够资金支付，不是付款人拒绝付款的

理由。 102. 收款人对被无理拒绝的托收款项，需要委托银行

重办托收的，应当将（ ）送交银行。 A．“重办托收理由书

” B．购销合同 C．退回的原托收凭证及交易单证 D．有关证

据 [答案]: ABCD [解析]: 收款人对被无理拒绝的托收款项，需

要委托银行重办托收的，应当将“重办托收理由书”、购销

合同、退回的原托收凭证及交易单证和有关证据送交银行。

103. 委托收款凭证凭证必须记载（ ）。 A．确定的金额 B．

付款人名称 C．收款人名称 D．委托收款凭据名称及附寄单

证张数 [答案]: ABCD [解析]: 委托收款凭证凭证必须记载下列

事项：表明“委托收款“的字样；．确定的金额；付款人名

称；收款人名称；委托收款凭据名称及附寄单证张数；委托

日期；收款人签章等。 104. 关于托收承付结算每笔金额起点

的说法正确的有（ ）。 A．新华书店系统金额起点是1000元

B．新华书店系统金额起点是3000元 C．除新华书店系统外，

托收承付的结算起点是每笔10000元 D．除新华书店系统外，

托收承付的结算起点是每笔100000元 [答案]: AC [解析]: 托收

承付结算每笔的金额起点是1万元；新华书店系统每笔的金额

起点是1000元。 105. 关于托收承付结算方式，下列说法正确



的有（ ）。 A．收付双方使用托收承付结算必须签有购销合

同 B．购销合同上必须注明使用托收承付结算方式 C．付款

人累计3次提出无理拒付的，付款人开户银行应暂停其向外办

理托收 D．收款人对同一付款人发货托收累计2次收不回货款

的，收款人开户银行应暂停收款人向该付款人办理托收。 [答

案]: ABC [解析]: 收款人对同一付款人发货托收累计3次收不回

货款的，收款人开户银行应暂停收款人向该付款人办理托收

。 106. （ ）不得办理托收承付结算。 A．因商品交易，以及

因商品交易而产生的劳务供应的款项 B．赊销商品的款项 C

．寄销商品的款项 D．代销商品的款项 [答案]: BCD [解析]: 

因商品交易，以及因商品交易而产生的劳务供应的款项，可

以办理托收承付结算。 107. 托收承付结算方式下，关于承付

货款的说法正确的有（ ）。 A．验单付款的承付期为10天 B

．验货付款的承付期为3天 C．付款人可在承付期内提前向银

行表示承付 D．托收凭证未注明验货付款，经付款人提出合

同证明是验货付款的，银行可按验货付款处理 [答案]: CD [解

析]: 验单付款的承付期为3天；验货付款的承付期为10天。

108. 托收承付结算适用于（ ）之间的结算。 A．国有企业 B

．供销合作社 C．经营管理较好，并经开户银行同意的城乡

集体所有制企业 D．中外合资企业 [答案]: ABC [解析]: 托收

承付结算适用于国有企业、供销合作社以及经营管理较好，

并经开户银行同意的城乡集体所有制企业。 109. 未在银行开

立存款账户的汇兑收款人，汇入银行可以收款人的姓名开立

（ ）账户。 A．应解汇款 B．一般存款 C．临时存款 D．专

用存款 [答案]: AC [解析]: 未在银行开立存款账户的汇兑收款

人，汇入银行可以收款人的姓名开立应解汇款和临时存款账



户。 110. 汇款人签发汇兑凭证时，必须记载的事项有（ ）。

A．无条件支付的委托 B．确定的金额 C．收款人名称 D．汇

款人名称 [答案]: ABCD [解析]: 汇款人签发汇兑凭证时，必须

记载的事项有：表明“信汇”或“电汇”的字样；无条件支

付的委托；确定的金额；收款人名称；汇款人名称；汇入地

点与汇入行名称；汇出行地点与汇出行名称；委托日期；汇

款人签章等。 111. 关于信用卡的透支额说法正确的有（ ）。

A．金卡透支额最高不得超过1万元 B．金卡透支额最高不得

超过5000元 C．普通卡透支额最高不得超过1万元 D．普通卡

透支额最高不得超过5000元 [答案]: AD [解析]: 金卡透支额最

高不得超过1万元，普通卡透支额最高不得超过5000元。 112. 

支付结算包括（ ）等结算行为。 A．票据 B．汇兑 C．委托

收款 D．托收承付 [答案]: ABCD [解析]: 支付结算的方式包括

：票据、信用卡和汇兑、托收承付、委托收款等结算方式。

113.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所指的票据包括（ ）。 A．

支票 B．信用证 C．汇票 D．本票 [答案]: ACD [解析]: 信用证

不属于票据。 114. 下列结算方式中，由收款人选用邮寄和电

报划回款项的有（ ）。 A．汇兑 B．托收承付 C．委托收款

D．信用证 [答案]: BC [解析]: 汇兑由汇款人选用信汇或电汇

；信用证可以采用信开和电开两种方式，由申请人决定。

115. 下列各项中，属于法律的是（ ）。 A．《中国人民银行

法》 B．《商业银行法》 C．《保险法》 D．《外汇管理条例

》 [答案]: ABC [解析]: 《外汇管理条例》属行政法规。 116. 

信用卡销户时，（ ）。 A．单位卡账户余额转入基本存款账

户 B．单位卡账户余额也可由单位提取现金 C．单位卡账户

余额也可转入一般存款账户 D．发卡银行应当收回信用卡，



有效信用卡无法收回的，应当将其止付 [答案]: AD [解析]: 信

用卡销户时，单位卡账户余额一律转入基本存款账户，不得

提取现金。 117. 关于信用卡的透支利息说法正确的有（ ）。

A．透支期限在15日内，按日息万分之五计算 B．透支期限超

过15日，按日息万分之十计算 C．透支期限超过30日，按日

息万分之十五计算 D．透支利息不分段计算 [答案]: ACD [解

析]: 透支期限超过15日未到30日的，按日息万分之十计算 118.

关于汇兑，下列说法正确的有（ ）。 A．汇款回单是该笔汇

款已转入收款人账户的证明 B．汇款人可以对汇款人尚未汇

出的款项申请撤销 C．汇款人也可以对汇款人已经汇出的款

项申请退汇 D．对在汇入银行开立存款账户的收款人，由汇

款人与收款人自行联系退汇 [答案]: BCD [解析]: 汇款回单只

能用作汇出银行受理汇款的证明，不能表明该笔汇款已转入

收款人账户 。 119. 下列属于中央银行职责的有（ ）。 A．吸

收公众存款 B．按规定审批、监督管理金融机构 C．监督管

理金融市场 D．发行人民币 [答案]: BCD [解析]: 吸收公众存

款属商业银行职责。 120. 下列属于调整银行业务关系法律制

度的是（ ）。 A．《中国人民银行法》 B．《商业银行法》

C．《储蓄管理条例》 D．《保险法》 [答案]: ABC [解析]: 《

保险法》是调整保险业关系的金融法律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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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