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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票时，应审查（ ）。 A．银行汇票和解讫通知是否齐全 B

．收款人是否确为本单位或个人 C．银行汇票是否在提示付

款期内 D．出票人签章是否符合规定 [答案]: ABCD [解析]: 收

款人受理银行汇票时，应审查的事项包括：银行汇票和解讫

通知是否齐全、汇票号码和记载的内容是否一致；收款人是

否确为本单位或个人；银行汇票是否在提示付款期内；必须

记载的事项是否齐全；出票人签章是否符合规定，是否有压

数机压印的出票金额，并与大写出票金额一致；出票金额、

出票日期、收款人名称是否更改，更改的其他记载事项是否

由原记载人签章证明。 142. 被背书人受理银行汇票时，应审

查（ ）。 A．背书是否连续 B．背书人签章是否符合规定 C

．背书使用粘单的是否按规定签章 D．背书人是个人的，应

验证其个人证件 [答案]: ABCD [解析]: 被背书人受理银行汇票

时，除审查收款人应审查的事项外，还应审查：银行汇票是

否记载实际结算金额，有无更改，其金额是否超过出票金额

；背书是否连续，背书人签章是否符合规定；背书使用粘单

的是否按规定签章；背书人是个人的，应验证其个人证件。

143. （ ），银行不得为其签发现金银行汇票。 A．申请人为

单位的 B．收款人为单位的 C．申请人和收款人均为单位的 D

．申请人和收款人均为个人的 [答案]: ABC [解析]: 申请人或

收款人为单位的，不得在“银行汇票申请书”上填明“现金

”字样。 144. 商业承兑汇票的签发人可以是（ ）。 A．银行



B．代理付款银行 C．收款人 D．付款人 [答案]: CD [解析]: 商

业承兑汇票可以由收款人或付款人签发。 145. 银行汇票出票

人在票据上的签章为（ ）。 A．单位公章 B．出票银行公章

C．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使用的该银行汇票专用章 D．其法定

代表人的签名或者盖章 [答案]: CD [解析]: 银行汇票出票人在

票据上的签章为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使用的该银行汇票专用

章加其法定代表人的签名或者盖章。 146. 关于商业汇票的承

兑，说法正确的有（ ）。 A．付款人应无条件承兑商业汇票

B．承兑附有条件的，商业汇票无效 C．付款人应自收到提示

承兑的汇票之日起3日内承兑或拒绝承兑 D．付款人拒绝承兑

的，必须出具拒绝承兑的证明 [答案]: ACD [解析]: 承兑附有

条件的，视为拒绝承兑，并不导致辞商业汇票无效。 147. 关

于银行汇票，说法正确的有（ ）。 A．填明“现金”字样的

银行汇票可以背书转让 B．银行汇票的背书转让以不超过出

票金额的实际结算金额为准 C．未填写实际结算金额的汇票

不得背书转让 D．实际结算金额超过出票金额的银行汇票不

得背书转让 [答案]: BCD [解析]: 填明“现金”字样的银行汇

票不得背书转让。 148. 票据丧失后，可以采取（ ）方式进行

补救。 A．挂失止付 B．公示催告 C．普通诉讼 D．申请仲裁

[答案]: ABC [解析]: 票据丧失后，可以采取挂失止付、公示催

告和普通诉讼三种方式补救。 149. 银行汇票未记载付款地时

，（ ）可以作为付款地。 A．付款人的营业场所 B．付款人

的住所 C．持票人的营业场所 D．持票人的住所 [答案]: AB [

解析]: 银行汇票未记载付款地时，付款人的营业场所、住所

或者经常居住地为付款地。 150. 行使追索权的当事人可能是

（ ）。 A．票据收款人 B．最后被背书人 C．保证人 D．背



书人 [答案]: ABCD [解析]: 行使追索权的当事人除票据收款人

和最后被背书人外，还可能是代为清偿票据债务的保证人、

背书人。 151. 票据权利包括（ ）。 A．背书权 B．付款请求

权 C．追索权 D．承兑权 [答案]: BC [解析]: 票据权利包括付

款请求权和追索权。 152. 下列说法正确的有（ ）。 A．单位

应按规定收支和使用现金 B．开户银行有权对其开户单位的

现金收支进行监督 C．国家鼓励开户单位在经济活动中采用

转账结算方式，减少使用现金 D．开户单位之间所有的经济

往来，都必须通过开户银行进行转账结算 [答案]: ABC [解析]:

开户单位之间的经济往来，除按规定的范围可以使用现金外

，应当通过开户银行进行转账结算。所以选项D不正确。 153.

属于现金使用范围的有（ ）。 A．职工工资、津贴 B．个人

劳务报酬 C．4000元的购货款项 D．向个人收购农副产品和

其他物资的价款 [答案]: ABD [解析]: 5000元的购货款项，超过

了结算起点，所以不能用现金支付。 154. （ ）的银行汇票不

得背书转证。 A．填明“现金”字样 B．未填写实际结算金

额 C．实际结算金额超过出票金额 D．代理付款人 [答案]:

ABC [解析]: 根据有关规定，填明“现金”字样的银行汇票、

未填写实际结算金额或实际结算金额超过出票金额的银行汇

票不得背书转让。 155. 关于银行本票说法正确的有（ ）。 A

．银行本票可用于转账 B．持票人超过提示付款期限提示付

款的，代理付款人不予受理 C．收款人名称可以由出票人授

权补记 D．银行本票丧失，失票人可凭人民法院出具的证明

，向出票银行请求付款或退款 [答案]: ABD [解析]: 收款人的

名称是银行本票的必要记载事项，不得授权[补记。 156. 下列

说法正确的有（ ）。 A．支票的付款人为支票上记载的出票



人 B．支票的付款人为支票上记载的出票人开户银行 C．支

票的付款地为出票人所在地 D．支票的付款地为付款人所在

地 [答案]: BD [解析]: 支票的付款人为支票上记载的出票人开

户银行；付款地为付款人所在地。 157. 关于支票，说法正确

的有（ ）。 A．用于支取现金的支票也可以背书转让 B．出

票人在付款人处的存款足以支付支票金额时，付款人应当在

见票当日足额付款 C．出票人不得签发与预留银行签章不符

的支票 D．签发支票应使用碳素墨水或墨汁填写 [答案]: BCD

[解析]: 用于支取现金的支票不可以背书转让。 158. 出票人签

发空头支票，则（ ）。 A．银行应予以退票 B．银行应按票

面金额处以3%但不低于1000元的罚款 C．持票人有权要求出

票人赔偿支票金额2%的赔偿金 D．对屡次签发的，银行应停

止其签发支票 [答案]: ACD [解析]: 出票人签发空头支票，银

行应予以退票，并按票面金额处以5%但不低于1000元的罚款

。 159. 可支取现金的支票有（ ）。 A．现金支票 B．转账支

票 C．普通支票 D．划线支票 [答案]: AC [解析]: 转账支票和

划线支票只能转账，普通支票可以用于支取现金，也可用于

转账。 160. 支票的（ ），可以由出票人授权补记。 A．付款

人名称 B．出票日期 C．支票的金额 D．收款人名称 [答案]:

CD [解析]: 支票的金额、收款人名称可以由出票人授权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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