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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AE_A1_E4_BB_8E_E4_c42_460600.htm 161. 关于支票说法正

确的有（ ）。 A．支票适用于同一票据交换地区 B．支票的

付款人为支票上记载的出票人开户银行 C．支票的付款地为

付款人所在地 D．用于支取现金的支票可以背书转让 [答案]:

ABC [解析]: 用于支取现金的支票不能背书转让。 162. 本票未

记载（ ）的，本票无效。 A．表明“本票”的字样 B．无条

件支付的承诺 C．付款地 D．出票地 [答案]: AB [解析]: 表明

“本票”的字样，无条件支付的承诺是银行本票的绝对记载

事项，若缺少，则本票无效。 163. 关于商业汇票的说法正确

的有（ ）。 A．商业汇票分为商业承兑汇票、银行承兑汇票

和银行汇票三类 B．出票人不得签发无对价的商业汇票 C．

持票人超过提示付款期限提示付款的，持票人开户银行不予

受理 D．汇票未按规定期限提示承兑的，持票人丧失对其前

手的追索权 [答案]: BCD [解析]: 商业汇票可分为商业承兑汇

票和银行承兑汇票两类。 164. 不属于银行本票付款日期的有

（ ）。 A．出票后定期付款 B．出票后定日付款 C．见票后

定期付款 D．见票即付 [答案]: ABC [解析]: 银行本票属见票

即付。 165. 关于商业汇票的贴现，说法错误的有（ ）。 A．

贴现银行可持未到期的商业汇票向其他银行再贴现 B．贴现

银行可持未到期的商业汇票向人民银行转贴现 C．贴现时，

应作成转让背书 D．转贴现和再贴现时，不必作成转让背书 [

答案]: ABD [解析]: 贴现银行持未到期的商业汇票向其他银行

的贴现是转贴现，向人民银行的贴现是再贴现；贴现、转贴



现和再贴现都应作成转让背书。 166. 关于银行本票，说法正

确的有（ ）。 A．填明“现金”字样的银行本票不得背书转

让 B．填明“现金”字样的银行本票丧失，不得挂失止付 C

．未填明“现金”字样的银行本票丧失，可以挂失止付 D．

未填明“现金”字样的银行本票可以背书转让 [答案]: AD [解

析]: 填明“现金”字样的银行本票丧失，可以挂失止付；未

填明“现金”字样的银行本票丧失，不可以挂失止付。 167. 

定额本票面额有（ ）。 A．1000元 B．5000元 C．1万元 D．5

万元 [答案]: ABCD [解析]: 定额本票面额有1000元、5000元、1

万元和5万元四类。 168. 关于贴现的说法正确的有（ ）。 A．

贴现实质上是企业融通资金的一种方式 B．贴现可分为初次

贴现、再贴现和转贴现三类 C．贴现的期限从其出票之日起

至贴现之日止 D．承兑人在异地的，贴现期限应另加三天的

划款日期 [答案]: ABD [解析]: 贴现的期限从其贴现之日起至

到期之日止。 169. 商业汇票的持票人向银行办理贴现时，必

须具备（ ）条件。 A．是在银行开立存款账户的企业法人以

及其他组织 B．与出票人或者直接前手之间具有真实的商品

交易关系 C．提供与其直接前手之间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复印

件 D．提供与其直接前手之间的商品发运单据复印件 [答案]:

ABCD [解析]: 商业汇票的持票人向银行办理贴现时，必须具

备如下条件：是在银行开立存款账户的企业法人以及其他组

织；与出票人或者直接前手之间具有真实的商品交易关系；

提供与其直接前手之间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和商品发运单据复

印件。 170. 银行承兑汇票的承兑银行应具备（ ）条件。 A．

与出票人具有真实的委托付款关系 B．具有支付汇票金额的

可靠资金 C．内部管理完善，经其法人授权的银行审定 D．



出票人与承兑银行签定借款合同 [答案]: ABC [解析]: 银行承

兑汇票的承兑银行应具备三个条件：与出票人具有真实的委

托付款关系；具有支付汇票金额的可靠资金；内部管理完善

，经其法人授权的银行审定。 171. 商业承兑汇票的出票人，

（ ）。 A．是在银行开立存款账户的法人以及其他组织 B．

与付款人具有真实的委托付款关系 C．具有支付汇票金额的

可靠资金来源 D．一定是付款人 [答案]: ABC [解析]: 商业汇

票是由付款人或收款人签发的，所以其出票人是收款人或付

款人。 172. 关于单位卡，说法正确的有（ ）。 A．单位卡可

申领若干张 B．单位卡账户的资金一律从基本存款账户转账

存入 C．销货收入的款项可直接存入单位卡账户 D．单位的

款项可以转存入个人卡账户 [答案]: AB [解析]: 不得将销货收

入的款项存入单位卡账户，所以选项C不正确；严禁将单位

的款项存入个人账户，所以选项D不正确。 173. 本票的原始

当事人有（ ）。 A．出票人 B．付款人 C．收款人 D．保证

人 [答案]: AC [解析]: 银行本票的原始当事人只有出票人和收

款人。 174. 支付结算应遵循的原则是（ ）。 A．恪守信用、

履约付款 B．谁的钱进谁的账，由谁支配 C．银行不垫款 D．

自愿选择开户银行 [答案]: ABC [解析]: 支付结算应遵循的原

则是：恪守信用、履约付款；谁的钱进谁的账，由谁支配；

银行不垫款。 175. 我国的现金包括（ ）。 A．纸币 B．银行

存款 C．信用证存款 D．金属辅币 [答案]: AD [解析]: 我国的

现金包括纸币和金属辅币。 176. 票据记载事项可分为（ ）。

A．绝对记载事项 B．相对记载事项 C．任意记载事项 D．附

加记载事项 [答案]: ABC [解析]: 票据记载事项可分为绝对记

载事项、相对记载事项和任意记载事项三类。 177. 行使追索



权的当事人可能是（ ）。 A．最后被背书人 B．保证人 C．

背书人 D．承兑人 [答案]: ABC [解析]: 行使追索权的当事人

除票载收款人和最后被背书人外，还可能是代为清偿债务的

保证人和背书人。 178. （ ）属于票据的基本当事人。 A．出

票人 B．付款人 C．收款人 D．承兑人 [答案]: ABC [解析]: 票

据的基本当事人包括：出票人、付款人和收款人。 179. 下列

各项中，表述正确的是（ ）。 A．票据是出票人依法签发的

有价证券 B．票据所记载的金额是由出票人自己支付或委托

付款人支付 C．票据行为包括出票、背书和承兑三种 D．票

据签章是票据行为生效的重要条件 [答案]: ABD [解析]: 票据

行为包括出票、背书、承兑和保证四种。 180. 根据《支付结

算办法》的规定，签发票据和结算凭证时不得更改的项目有

（ ）。 A．出票和签发日期 B．收款人名称 C．金额 D．用

途 [答案]: ABC [解析]: 根据《支付结算办法》的规定，签发

票据和结算凭证时不得更改的项目有：出票和签发日期；收

款人名称；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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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