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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90_86_E5_9B_BD_E9_c29_458802.htm 101. 一批由中国出口

到美国旧金山的货物，信用证规定不准转船。我方提交银行

的提单为直达提单，而船方因故在中途转船，进口人闻悉后

通知开证行拒付货款，按规定开证行无权拒付。 对 错 正确答

案：对 您的答案： 解析： 102. 普通许可协议的技术输出允许

技术接收方使用该项技术的同时，保留自己使用该技术的权

利，但不得以同样条件，将该项技术转让给其他第三者。 对 

错 正确答案：错 您的答案： 解析：在普通许可证情况下，输

出方可将该项技术出售给任何其他第三者。 103. 在普通许可

证情况下，输出方可将该项技术出售给任何其他第三者。 对 

错 正确答案：错 您的答案： 解析：本题是重复出现的考题.

104. 我国出口商品只要以不低于公司出口成本的价格出口到

美国，美国商务部就不会裁决我出口产品为倾销产品。 对 错 

正确答案：错 您的答案： 解析：构成商品倾销的基本条件是

：一国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办法挤人另一国市场，因而对

另一国的生产同类产品的工业造成危害或威胁，或对另一国

国内同类工业的新建产生阻碍，而且这种低价和进口国同类

工业所受到的危害与威胁有因果关系。 105. 普惠制中的竞争

需要标准是给惠国对来自受惠国的某种进口商品如超过当年

规定的进口额度，则取消下年度对该种商品的关税优惠待遇

。 对 错 正确答案：对 您的答案： 解析：竞争需要标准又称

竞争需要条款或竞争需要排除条款。现仅有美国在给惠时采

用此条款，根据该标准，对来自某一受惠国的某一商品如超



过美国当年对该商品所规定的进口限额，则美国就取消下一

年度该受惠国在该商品上的关税优惠待遇。 106. 关贸总协定

条款规定，一缔约方领土的产品输出到另一缔约方领土时，

对该产品征收的反贴补税的金额，不应包括该种产品在运输

时得到的特别补贴。 对 错 正确答案：错 您的答案： 解析：

根据关贸总协定第六条第三款的规定：一种产品在运输时得

到的特别贴补也应包括在这一数额内(指对该产品征收的反贴

补税的金额）。 107. 无论是直接标价法还是间接标价法，升

水均表示远期外汇比即期外汇贵，贴水均表示远期外汇比即

期外汇贱。 对 错 正确答案：对 您的答案： 解析： 升水、贴

水是买卖远期外汇时所使用的术语。进出口商为了避免和减

轻因汇价升降而带来的风险，便在商品成交时把未来将要结

汇的外币汇率与银行先行敲定。这样便可将外汇升降的风险

转移给银行承担。银行根据某外币的汇价升降趋势，一般要

就远期汇率和即期汇率规定一个差价，该差价称为“远期差

价”。远期差价用升水、贴水和平价来表示，升水表示远期

外汇比即期外汇贵；贴水表示远期外汇比即期外汇贱；平价

表示远期外汇与即期外汇持平。根据即期汇率加或减升水、

贴水便可算出远期汇率，但由于外汇汇价又分直接标价和间

接标价，所以加减升、贴水的方法也不一样。直接标价下： 

即期汇率 升水=远期汇率。亦即远期外汇价>即期外汇价。 即

期汇率贴水=远期汇率。亦即远期外汇价即期外汇价。 由上

可见不论在何种标价法下，升水均表示远期外汇价比即外汇

价贵，贴水均表示远期外汇价比即期外汇价贱。 108. “福费

廷”与“贴现业务”均是出口商向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卖断

汇票或期票。 对 错 正确答案：错 您的答案： 解析：福费廷



是在延期付款的大型机器设备贸易中，出口方臣进口商承兑

的、期限在半年以上，5至6年以内的远期汇票皂索权地卖断

给出口方所在地的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贴现是辋汇票的持

有人如想在付款人付款之前取得票款，便将已承兑仁票，经

背书后，在贴现市场上进行转让，受让人在扣除贴现总和有

关费用后将票款余额付给出让人，但受让人拥有迫索，可见

上述两者并非都是卖断。 109.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

约》规定，一方违反合，另一方所能得到韵损害赔偿金额应

与另一方当事人因他违反司而遭受的包括利润在内的损失额

相等。 对 错 正确答案：对 您的答案： 解析：《联合国国际

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七十四条有此定。 110. 知识产权仅是

一种无形财产权利。 对 错 正确答案：错 您的答案： 解析： 

知识产权包括工业产权和版权(著作权)。其主要特点有：(1)

知识产权是一种权利，这种权利不仅是一种财产权利时还具

有人身的权利，如署名权、厂商名称权、录像录音作品；(2)

知识产权是一种无形财产权；(3)知识产权是经过依法膏，依

法赋予的一种权利。由上可见，不能片面地把知识产权仅仅

说成是一种无形财产权。 111. 根据英美法规定，承诺一经发

出，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撤回。 对 错 正确答案：对 您的答

案： 解析：英美法认为在以书信、电报做出承诺时，该承诺

一经投邮立即生效，合同成立，即所谓“投邮主义”。 112. 

在国际货物买卖中，当货物的风险转移至买方后方便对货物

与合同不符，概不承担责任。 对 错 正确答案：错 您的答案

： 解析：在国际货物买卖中，买方收到货物后，如发现货物

与合同规定不符，除非由于船残(包括在其他运辅工具上致

残)或工残、买方应向有关责任方提赔外，对于原残，卖方仍



应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 113. 营销学中所指的市场就是指有

实际支付能力的顾客。 对 错 正确答案：错 您的答案： 解析

：营销学中所说的市场，具备三个条件，人口、购买欲望和

购买力，因此，仅提其中一个条件则是以偏概全。 114. 目前

，我国货运量最大的铁路口岸是二连。 对 错 正确答案：错 

您的答案： 解析：我国目前最大的铁路口岸是满洲里。 115. 

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某国的货币贬值，对该国的出口

贸易会起限制作用。 对 错 正确答案：错 您的答案： 解析：

此题主要考核一国货币对外汇价的变化对该国出口贸易的影

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例如出口成本和出口价格不

变，当一国货币对外贬值时，出口企业出口同一商品所得的

等量外币在国内可换得的本币数量较前增加，出口企业的利

润随之增加。如出口企业只需维持原等量本币收人，或维持

原利润率，则当本国货币对外贬值时，出口售价可以降低，

从而提高出口商品的竞争力。所以，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

下，一国的货币贬值，只会对该国的出口贸易起促进作用，

而不会起限制作用。116. 美国某企业有一笔90天期的日元应

付款，若预测日元对美元将升值，为减少外汇风险损失，该

企业应尽可能推迟结汇。 对 错 正确答案：错 您的答案： 解

析：为减少外汇风险损失，当预测应付款货币将升值，不应

推迟结汇，而应尽可能提早结汇偿付。例如：某美商对外应

付款为980000日元，月初的外汇行市是1美元兑换100日元，此

时结汇偿付，只需拿出9800美元。到月中日元升值到1美元兑

换98日元，该商将此项应付款推迟至月中结汇偿还，就需拿

出10000美元，与月初结汇偿付比较，该商就要蒙受200美元

的汇率损失。 117. 在一般情况下，远期汇率升(贴)水年率总



是与两国通货膨胀的年率相一致。 对 错 正确答案：错 您的

答案： 解析：远期汇率升(贴)水年率的高低受两种货币利率

水平的影响。在一般情况下，远期汇率与即期汇率相比，其

升水或贴水的数字大约等于两国间利率的差异。与两国通货

膨胀的年率并无直接联系。 118. 根据我国《对外贸易法》有

关对外贸易经营许可证的规定，外商投资企业进口企业生产

所需的设备、原材料和其他物资，出口其生产的产品，必须

向外经贸部办理经营许可。 对 错 正确答案：错 您的答案： 

解析：按《对外贸易法》第九条规定：外商投资企业依照有

关外商投资企业的法律、行政法规定的规定，进口企业自用

的非生产物品，进口企业生产所需的设备、原材料和其他物

资，出口其生产的产品免予办理向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

部门办理经营许可手续。 119. 我国对外加工装配业务所需的

原材料，辅料、包装物料、零部件、设备的进口和加工装配

成品的出口一律免征关税。 对 错 正确答案：对 您的答案： 

解析：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我国政府一贯重视开展对外

加工装配业务并逐步完善了鼓励对外加工装配业务的政策和

措施。其中包括加工装配所需的原料、材料、辅料、包装物

料、零部件、设备的进口和加工装配成品的出口一律免征关

税。这是一条很重要的政策。 120. 我国1994年试行出口商品

配额招标办法，它遵循的原则是公平、公开、竞争效益。 对 

错 正确答案：对 您的答案： 解析：试行出口商品配额招标是

我国1994年外贸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和完善外贸宏观调控体

制的举措之一，有利于对重要大宗的进出口商品实行配额总

量控制和合理使用。配额商品按效益、公平、公开、竞争的

原则招标、拍卖、转让或规范分配。 121. 调拨价格是指跨国



公司为了在国际经营业务中最大限度地减轻税赋，逃避东道

国的外汇管制，以及为了扶植其幼小的子公司等目的，在公

司内部购买商品和劳务时规定的价格。 对 错 正确答案：对 

您的答案： 解析：调拨价格是跨国公司内部的母公司与子公

司之间的或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购买商品和劳务等规定的价

格。这种价格不是正常的市场价格，往往出于不同的企图而

确定的，因此可以通过不同的定价达到减轻税赋，逃避东道

国的外汇管制，以及扶植其幼小子公司等的目的. 122. 普惠制

的非歧视原则是指发达国家应对所有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出口

的制成品或半制成品都不歧视、毫无例外地给予享受普惠制

的优惠待遇。 对 错 正确答案：对 您的答案： 解析：非歧视

是普惠制三项原则(普遍、非歧视、非互惠)之一；所谓非歧

视原则就是发达国家给于采自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制成品或

半制成品优惠关税待遇，不能给予一部分国家或地区，不给

予另一部分国家或地区；或者给予一部分产品，而不给予另

一部分产品。 123. 凡是不以直接消费为目的，而是为了转卖

、加工生产和租赁而进行的买卖商品的活动，都属于批发商

业。 对 错 正确答案：对 您的答案： 解析：根据市场营销学

的概念，衡量是不是批发交易或批发商的标准，在于买方的

购买目的。如果买方的购买行为不是为了直接消费，而是为

了转售或是供其他用途，例如加工生产或租赁等，都属于批

发。 124. 商品生产与销售，因季节或时令形成的季节变化，

往往以1年为周期，称为周期性被动。 对 错 正确答案：错 您

的答案： 解析： 国际市场行情变化的形态有季节性波动、周

期性波动之分。此外，还有长期趋势波动和偶然性波动等。

季节性波动是指以12个月为周期一再发生于每年或每月特定



期间内的循环变化，即由于季节关系而使某部分经济乃至整

个经济发生数量的伸缩现象。这种现象总是在每年的特定时

期有规则地出现。其中尤以农副产品最为典型。本题所指的

商品生产与销售，因季节或时令形成的变化，应届季节性波

动。周期性波动通常是指以数年为周期的与资本主义周期性

危机过程大致相符的一种循环波动。经济周期的危机和繁荣

阶段分别表现出行情周期性波动的下降与上升行为。所以，

季节性波动与周期性波动无论在波动的性质和表现的现象都

截然不同，决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 125. 根据《联合国国际

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规定，卖方对在货物的风险转移到买

方之后，，出现的货物缺少和损坏，一律不承担责任。 对 错 

正确答案：错 您的答案： 解析：：《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

同公约》第三十六条第(1)款明确规定：“卖方应按照合同与

本公约的规定，对风险转移到买方时所存在的任何不符合同

情形，负有责任，即使这种不符合同情形在该时间后方才明

显。”同条(2)款又规定：“卖方对上一款所述时间后发生的

任何不符合同情形，也应负有责任，如果这种不符合同情形

是由于卖方违反他的某项义务所致，包括违反关于在一段时

间内货物将继续适用其通常使用的目的或某种特定目的，或

将保持某种特定质量或性质的任何保证。”据此，卖方对在

货物的风险转移到买方之后，出现的货物短少和损坏，如符

合上述两款的情况，仍应承担责任。 126. 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海商法》的规定，承运人对集装箱装运的货物在责任期

间，是指从装货港接收货物时起至卸货港交付货物时止，货

物处于承运人掌管之下的全部期间。 对 错 正确答案：对 您

的答案： 解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四十六条规



定：“承运人对集装箱装运的货物的责任期间，是指从装货

港接收货物时起至卸货港交付货物时止货物处于承运人掌管

之下的全部期间”。该条又明确指出：“在承运人的责任期

间，货物发生丢失或者损坏，除本节另有规定外，承运人应

当负赔偿责任。 127. FCA贸易术语，适用于多式联运，也可

适用于海运、陆运、空运等运输方式。 对 错 正确答案：对 

您的答案： 解析：根据《1990年通则》解释，FCA贸易术语

“可适用于各种运输方式，包括多式联运。” 128. 中国国际

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受理产生于国际或涉外的契约性或非契

约性的经济贸易等争议案件。 对 错 正确答案：对 您的答案

： 解析： 129. 凡国外进口商要求我官方机构签发一般原产地

证的既可向商检局也可向贸促会申请出证。 对 错 正确答案：

错 您的答案： 解析：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简称贸促会)

是民间组织，不能作为我国官方机构签发原产地证明书，如

国外进口商要求我官方机构签发一般原产地证明书，只彤向

我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

检疫总局及其在各地的机构)申请出证。 130. 按照《联合国国

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规定，“接受”必须于到达发盘人时

才生效，而按照英美法的“投邮生效”原则，以信件或电报

传达的接受则在投邮时就生效。 对 错 正确答案：对 您的答

案： 解析： 对接受何时生效，各国法律有两种不同的处理原

则，大陆法采用“到达生效”原则，英美法虽也一般承认接

受到达发盘人时生效，但以信件或电报传达的接受通知，则

作为例外，于信件投邮或电报向电报局交发时生效，即所谓

“投邮生效”的原则。《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采

用大陆法以及英美法一般承认的原则，即“到达生效”的原



则。《公约》第十八条(2)款规定：“接受发价于表示同意的

通知送达发价人时生效。如果表示同意的通知在发价人所规

定的时间内，如未规定时间，在一段合理的时间内，未曾送

达发价人，接受就成为无效，但须适当考虑到交易的情况，

包括发价人所使用的通讯方法的迅速程度。对口头发价必须

立即接受，但情况有别者不在此限。”据此，本题答案为正

确。 131. 发盘必须明确规定有效期限，未规定有效期的属于

询盘。 对 错 正确答案：错 您的答案： 解析： 规定有效期限

，不是构成发盘的必备条件。因此，只要一项订立合同的建

议十分确定并且表明发盘人在得到接受时承受约束的意旨，

即构成发盘，而不是询盘。按上题理由述及的《公约》有关

规定，明确规定有效期限的发盘在所规定的期限内有效；未

规定有效期限的，在一段合理的时间内有效。但是，迄今为

止，对于“在一段合理的时间内”尚无统一明确的解释，《

公约》对此也只作了“须适当考虑到交易的情况，包括发价

人所使用的通讯方法的迅速程度”的原则规定，在实践中，

为避免引起争议，发盘时应以明确规定有效期为宜。 132. 海

关发票是出口国海关为了统计出口数量和金额要求出口人填

写的一种专门格式的发票。 对 错 正确答案：错 您的答案： 

解析： 海关发票是非洲、美洲和大洋洲等某些国家海关规定

的格式，由出口商填制进口商凭此报关用的一种特定的发票

，其作用主要有四：(1)供进口国海关作估价完税的依据；(2)

供进口国海关核定进口货物的原产地，以便按差价税率政策

，征收不同税率的关税；(3)供进口国海关审核出口商有否低

价倾销或接受其本国补贴以确定是否征收反倾销或反补贴税

；(4)供进口国海关作统计的依据。因此，本题的提法是错误



的。 134. 采用D／A方式支付，卖方应开立远期汇票办理托收

货款。 对 错 正确答案：对 您的答案： 解析：D／A是以进口

商承兑汇票作为交单条件，而在票据行为中，只有远期汇票

才需要办理承兑，因此，采用D／A方式支付，卖方只能开立

远期汇票办理托收货款。如果使用即期汇票办理托收，就不

成其为D／A而与即期D／P无异了。 135. 信用证如要求一份

以上正本提单时，可以提交一份正本，其余份数提交副本。 

对 错 正确答案：错 您的答案： 解析：按《UCP 500》第二十

三条a(b)4款规定，如所签发的是一份以上的正本提单则需签

发全套正本提单。据此，受益人不能只提交一份正本，其余

份数以副本代替。 136. 按《UCP500}规定，如信用证列明“

约于某月某日装运”应理解为所述日期前后各10天内装运，

起迄日期包括在内。 对 错 正确答案：错 您的答案： 解析： 

《UCP500》第四十六条c款对此作了明确规定：“如使用于

或约于”或类似词语限定装运日期，银行将视为在所述日期

前后各5天内装运，起迄日期包括在内。 137. 出口商品检验证

书的出证日期应早于提单日期，保险单日期不得晚于提单日

期。 对 错 正确答案：对 您的答案： 解析：出口商品检验应

在装运之前进行，已装船提单的日期是货物全部装上海轮的

日期，故出口商品检验证书的出证日期理应早于提单日期。

保险单日期是保险合同开始生效的日期，在CIF合同中，进口

商承担的货物风险自货物装上海轮就已开始。因此，为保障

进口商的保险利益，保险单日期不能晚于提单日期。 138. 在

保险公司承保范围内，发生推定全损，被保险人则向保险公

司发出委付通知，否则，保险公司不予赔偿。 对 错 正确答案

：错 您的答案： 解析：在海上运输货物保险业务中，当保险



标的发生推定全损时，被保险人将要求按推定全损赔付全部

损失时，必须向保险公司发出委托通知。否则，保险公司不

予赔偿。所谓委付就是被保险人表示愿将保险标的全部权利

和义务转移给保险公司并要求按全部损失赔偿的一种行为。

但是，委付须经保险公司同意接受方能生效。这是国际保险

业的习惯做法。 139. 为统一提单背面条款，国际上曾先后签

署了《海牙规则》、《维斯比规则》和《汉堡规则》，只有

《汉堡规则》尚未生效。 对 错 正确答案：错 您的答案： 解

析：为统一提单背面条款，国际上先后制定的《海牙规》、 

《维斯比规则》和《汉堡规则》均已生效。按最后生效的《

汉堡规则》，即《联合国1978年海上货物运输公约》第三十

条规定，该公约自第20份批准书交存之日起满一年后的次月

第一日生效。而截至1991年10月7日的最后一个国家(赞比亚)

交存批准书，已满20个国家批准加入该公约。据此，该公约

已于1992年：11月1日起生效。 140. 按惯例，滞期费为速遣费

的一半。 对 错 正确答案：错 您的答案： 解析：按惯例，在

程租船业务中，速遗费通常是滞期费的一半，相反。 141. 买

方采用FOB条件进口散装小麦，货物用程租船运输，买方不

愿承担装船费用，可用FOB Trimmed变形。 对 错 正确答案：

对 您的答案： 解析：程租船运输散装货物，如使用FOB

Trimmed的术语变形，按惯例应由卖方承担装船费用，其中

包括装船费和平舱费，从而买方可不负担装船费用。 142. 在

凭样品买卖时，出口人为了争取主动，防止日后交货困难，

有时按买方来样进行复制再寄交买方确认。这种复制的样品

叫复样。 对 错 正确答案：错 您的答案： 解析：按买方来样

进行复制后再寄买方确认的样品，称为“对等样品或简称回



样”(Counter Sample)，不能称复样(Duplicate Sample)。复样

是指寄样人对外寄出样品后所留的底样，以备事后查考之用

。 143. 中国A公司向《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缔约

方B公司出口大米，合同规定数量为5万公吨，允许卖方溢短

装10％(百分之十)。A公司在装船时共装了5．8，万公吨，遭

到买方完全拒收。按《公约》规定，买主有权这样做。 对 错 

正确答案：错 您的答案： 解析：根据《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

合同公约》第五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 “如果卖方交付的货

物数量大于合同规定的数量，买方可收取也可以拒绝收取多

交部分的货物。”由此可见，买方无权对全部货物完全拒收

。 144. 根据《INCOTERMSl990》的解释，以F组和C组贸易术

语成交的合同为装运合同，以D组贸易术语成交的合同为到

货／到达合同。 对 错 正确答案：对 您的答案： 解析：F组三

个术语FCA、FAS、FOB和C组四个术语CFR、CIF、CPI、CIP

，交货地点都是在出口国家的指定地点或指定港口的船边或

船上。亦即卖方在装船国或启运国履行合同，所以称之为装

运合同；D组中的五个术语，DAF、DES、DEQ、DDU

、DDP，都是由卖方负责将货物运到进口国家某一指定地点

或指定港口的船上或码头，将货物交给收货人，可见卖方承

担货物运至目的地前的全部风险和费用，故称之为到货／到

达合同。 145. 普惠制受惠商品减税幅度的大小，取决于普通

税率与普惠制税率差幅的大小，差幅越大，受惠越大。 对 错 

正确答案：错 您的答案： 解析：普惠制减税幅度的大小是以

最惠国税率为基础而不是以普通税率为基础。 146. 空白抬头

、空白背书的提单是指既不填写收货人，不要求作背书的提

单。 对 错 正确答案：错 您的答案： 解析：空白抬头是指提



单上收货人一栏应填“指示性抬头”。空白背书并非不需要

背书，而是必须背书，只不过是不填写被背书人。 147. 我方

按CIF纽约条件出口玉米3000公吨，国外开来信用证规定了3

月份从中国口岸装运，禁止分批。出口公司在3月15日和3

月19日分别在青岛、烟台两港各装1500公吨于第485航次的“

东风号”轮上。根据《UCP 500》规定，银行无权以单证不符

为由拒付。 对 错 正确答案：对 您的答案： 解析：根据

《UCP 500》第四十条6款之规定，不应视为分批装运，故开

证银行不能以单据不符而拒付。 148. 我某公司出口货物600箱

，国外来证规定装运期为1995年2／3／4月份每月平均装运。

出口公司在2月份装运了200箱并取得了款项。3月由于生产原

因，未及交货。4月份，出口公司又装运了200箱并在有效期

内向银行提供了规定的单据。按照《UCP500》规定，银行是

应该付款的。 对 错 正确答案：错 您的答案： 解析：根据

《UCP500}第四十一条之规定，开证银行不仅对4月装运的200

箱不会付款，而且对以后装运的货物也视为无效。 149. 我某

公司按CFR贸易术语进口货物100箱，在国内投保了平安险，

货物在目的港卸货时，有2箱落人海中，因该损失属于保险公

司的责任范围，保险公司应予赔偿。 对 错 正确答案：对 您

的答案： 解析：根据CIC保险条款，平安险责任的第四条之

规定“在装卸或转运时，由于每一件或数件货物落海，造成

的全部或部分损失”，保险公司应负责赔偿。 150. 商业汇票

和银行汇票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的付款人是商业企业，后者

的付款人是银行。 对 错 正确答案：错 您的答案： 解析：商

业汇票与银行汇票之区别在于出票人之不同而不是付款人不

同。前者出票人为企业，后者出票人为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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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