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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5_BE_8B_c36_479604.htm ??一、单项选择题：每题所给的

选项中只有一个正确答案。请将所选答案填涂在答题卡上。(

本部分140题，每题1分，共40分)??1?备?据宪法，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的选举，如果遇到非常情况，经谁通过，可以推迟选

举???A 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2/3多数??B 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2/3多数??C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席

团2/3多数??D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委员会2/3多数??2?币勒障

芊ü娑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都缺位的时候，由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补选，在补选以前，应由谁暂时代理其职

位???A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B 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C 全国人

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D 国务院总理??3?庇腥?决定批准或废除

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和重要协定的国家机构是哪一个???A 国家

主席??B 全国人大常委会??C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D 国务院??4?

蹦诚匚?苗族自治县，对该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的下列

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A 主任必须由苗族公民担任??B 主任

、副主任中的至少一位由苗族公民担任??C 主任、副主任都必

须由苗族公民担任??D 主任只能由汉族公民担任??5?本用裎?员

会按其性质属于哪一项???A 基层政府的派出机关??B 基层政权

机关??C 基层政府的附属机构??D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6?奔

滓虻燎宰锉慌写τ衅谕叫?5年，附加罚金5000元，甲在服刑

期间如何???A 没有选举权??B 停止行使选举权??C 可以行使选

举权??D 行使选举权必须经有关部门批准??7?毖【俜ü娑ǎ?选

民或者代表，多少人以上联名，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A 5B



10??C 15D 20??8?备?据《立法法》，对于尚未制定法律的事项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

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下列属于此

类事项的是哪个???A 财政、税收的基本制度??B 犯罪和刑

罚??C 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

罚??D 司法制度??9?备?据《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

人民政府组织法》，下列说法错误的是哪一项???A 自治县、

民族乡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B 县级以上的地

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可改变或者撤销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的不适当的决议??C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可改变或者撤销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

员会的不适当的决议??D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按照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任免人民法院审判

员??10?备?据《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下列人员在就职时

，除依法宣誓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外，还必

须宣誓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但例外的是哪一项???A 

廉政专员B 审计长??C 检察长D 中级法院院长??11?薄吨谢?人民

共和国著作权法》规定：“本法的实施条例由国务院著作权

行政管理部门制定，报国务院批准后施行”，该规范性质如

何???A 委任性规范??B 选择性规范??C 非确定性规范??D 授权性

规范??12?毕铝心闹中形?在我国法律实施的监督体系中，属于

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监督???A 人民代表大会对检察院工作进

行的监督??B 纪检部门对某法官的违纪行为进行审查??C 法院

对某检察员的贪污犯罪行为进行审理??D 检察院对某国有公司

经理的受贿罪行起诉后，向该公司提出的司法建议??13?蔽夜?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根据该规范建立的法律关系是什么法律关系???A 一般法律关

系??B 具体法律关系??C 绝对法律关系??D 调整性法律关系??14?

蔽夜?公安机关每年的春季严打，要求从重、从快打击各种犯

罪分子，这种要求体现的价值观念如何???A 效率优先、兼顾

公正??B 追求司法公正??C 公正优先、兼顾效率??D 追求司法

效率??15?痹谖夜?的各种法律制裁中，以财产关系为核心的一

种制裁是哪个???A 民事制裁??B 经济制裁??C 行政制裁??D 刑事

制裁??16 美国的立法体制是哪一类???A 单一立法体制??B 复合

立法体制??C 制衡立法体制??D 分级立法体制??17?薄读?合国宪

章》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国际组织的法律文件，从本质上

其性质如何???A 是一个多边性质的国际条约??B 是现代国际法

的惟一渊源??C 是“世界宪法”性质的文件??D 是国际法基本

原则产生的依据??18 外国船舶在别国领海的唯一权利是享有

无害通过权，根据《海洋法公约》规定，“无害”一词的含

义是哪项???A 不违反国际惯例??B 不损害沿海国的和平、安全

或良好秩序??C 不损害其他国家的领海航行权??D 不违反沿海

国的法律规章??19?卑凑铡段?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规定，下

列使馆人员中应享有各项外交特权与豁免的为哪项???A 行政

技术人员及其成年子女??B 与外交人员构成同一户口的家

属??C 服务人员??D 私人仆役??20?痹诠?际法院适用的法律中，

只能作为确定法律原则的补充材料的是哪项???A 国际公约??B 

国际习惯??C 司法判例??D 当事国的国内法??21 先占是指国家

对“无主地”实行有效占领而取得主权的一种方式，按照现

代国际法，“无主地”是指哪一项???A 无人居住的荒岛、荒

原??B 土著人居住的土地??C 原始部落居住的土地??D 未形成

“文明国家”的民族的土地??22?卑凑樟旃萏厝ㄓ牖砻獾墓娑



ǎ?领事馆档案及文件不得侵犯适用于下列哪种情形???A 只在

领事馆内??B 只在领事馆区内??C 只在外交邮差手中或外交邮

袋里??D 无论价时何地??23?蹦晨绻?公司，其股东主要是意大

利人，该公司在美国注册登记，但其主要营业机构在其最大

的市场德国。该公司经批准在我国设立了分支机构，后与我

国一企业发生合同纠纷，诉至法院。我国法院应认定该跨国

公司的国籍国是何国???A 意大利B 美国??C 德国D 中国??24?蔽

夜?的《民法通则》规定：“扶养适用与被扶养人最密切联系

的国家的法律”，这一规定性质如何???A 单边冲突规范??B 双

边冲突规范??C 重叠适用的冲突规范??D 选择适用的冲突规

范??25?蹦匙∷?在英国的阿根廷人，死于英国而在意大利有不

动产，因该不动产在意大利引起诉讼。根据意大利国际私法

，继承适用被继承人死亡时的本国法。阿根廷国际私法规定

：不论遗产种类和场所，继承均适用死者最后住所地法。而

英国的冲突规范规定不动产继承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若意

大利承认间接间接反致，则应适用何国法律???A 意大利法B 

阿根廷法??C 英国法D 阿根廷法或英国法??26 外国人甲(男)和

乙(女)是在我国大学工作的夫妇，甲为美国人，乙为英国人

。二人来华前，在澳大利亚长期居住，并有惯常住所。在华

工作期间，二人发生矛盾，向我国法院提起离婚诉讼，我国

法院应适用哪一国法律加以解决???A 美国法B 英国法??C 中国

法D 澳大利亚法??27 某外国人在我国境内进行民事活动，如

依其本国法其没有民事行为能力，但依我国法有民事行为能

力，应当如何认定该外国人的民事行为能力???A 有民事行为

能力??B 无民事行为能力??C 有部分民事行为能力??D 听取该

外国法院的意见??28?毙砺墒σ蚬?失致人重伤罪，被判处拘役



六个月，这会导致何种后果???A 许的律师执业证书因此应被

吊销??B 许的律师执业证书不因此就被吊销??C 许的律师执业

证书如被吊销，以后也不能再申请颁发??D 许的律师执业证书

如被吊销，5年后可再申请颁发??29?甭墒τ胛?托人签订委托

代理合同时，应当以谁的名义进行???A 律师本人??B 律师事务

所主任??C 律师事务所??D 律师协会??30?绷跄吃谀承淌掳讣?中

，一审担任被告人的辩护人，被告人不服一审判决上诉，则

刘某如何???A 自然成为二审程序中被告人的辩护人??B 经人民

法院同意，才能成为二审程序中被告人的辩护人??C 不能再担

任二审程序中被告人的辩护人??D 应当再行办理委托手续，也

可以一次性签订委托协议，二审时签署委托书??31?痹诒；ぶ?

识产权的各项国际条约中，TRIPS首次规定应保护什么???A 作

者的精神权利??B 与版权相关的权利??C 作者享有的租借权

利??D 表演者的权利??32??GATT规定，如果关税减让的后果使

某种进口产品大量增加，给进口国国内的相关产业造成严重

损害，该进口国可以采取临时限制进口措施，该条款性质如

何???A 授权条款??B 保护条款??C 紧急保障条款??D 限制条

款??33?北槐Ｏ杖税巡写娴谋Ｏ栈跷锏乃?有权转让给保险公司

，并请求赔付全额保险金的条件是货物发生了何种情况???A 

实际全损??B 部分损失??C 共同海损??D 推定全损??34?敝苣潮环

ㄔ捍砼杏凶铮?其所有的一辆汽车也被法院没收，后法院以低

价将汽车卖给法院院长的妹失，周某要求返还汽车，法院应

如何???A 将汽车返还??B 给付卖掉汽车所得的价款??C 按汽车

原价支付价款??D 用其他同价值的汽车偿还??35?蹦称笠滴淳?

城市建设部门许可而建筑一幢大楼，施工过程中，城建部门

作出责令其停止施工的决定，但该企业既未对此决定申请复



议，也未提起行政诉讼，也不停止施工，对此城建部门应如

何???A 自行强制该企业停止施工??B 对其作出罚款的决定??C 

请求当地人民政府处理??D 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36?蹦呈

姓?府作出整顿农贸市场的决定，某县工商局对农贸市场进行

检查，县公安局予以协助，执行过程中，个体户李某因违法

被给予行政处罚。李某不服提起复议，该案的被申请人是

谁???A 某县公安局??B 予以协助的县工商局??C 县工商局和公

安局为共同被申请人??D 县工商局和公安局共同的上一级行政

机关??37?毙姓?诉讼中，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维持了原具

体行政行为的，有管辖权的法院是哪个???A 复议机关所在地

的人民法院??B 最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的人

民法院??C 当事人可以在以上二者之间选择??D 以上二者所在

地法院都可以??38?比嗣穹ㄔ荷罄硇姓?案件时，认为地方人民

政府制定、发布的规章与国务院部委制定、发布的规章不一

致的，应如何处理???A 适用国务院部、委的规章??B 适用地方

人民政府的规章??C 由最高人民法院裁决??D 由最高人民法院

送国务院解释或裁决??39?痹?告提起行政诉讼后，因行政机关

变更了具体行政行为而征得法院同意撤诉，后原告后悔又提

起行政诉讼，法院应如何处理???A 不予受理??B 裁定继续进行

原诉讼??C 予以受理，然后裁定驳回起诉??D 告诉其向上级法

院上诉??40?奔嗖旎?关根据检查、调查结果，遇有下列哪种情

形时，可以作出监察决定???A 录用、任免、奖惩决定明显不

适当，应当予以纠正的??B 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应当

给予行政处罚的??C 违反行政纪律取得的财物，依法应当没收

、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的??D 给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公民合法

权益造成损害，需要采取补救措施的??二、多项选择题。每



题所给的选项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正确答案。请将所选答

案填涂在答题卡上，少答或多答均不得分。(本部分4180题，

每题1分，共40分)??41?毕铝醒∠钪惺粲诿褡遄灾蔚胤降淖灾

位?关是哪些???A 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B 自治州的人民政

府??C 自治县的人民法院??D 自治乡的人民政府??41?痹谌?国人

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

提请，可以任免哪些人员???A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B 高级人

民法院院长??C 军事法院院长??D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员??43?毕

铝惺粲谌?国人大常委会职权的是哪几项???A 审查和批准国家

预算和国家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B 决定特赦??C 决定全国总

动员或局部动员??D 决定驻外全权代表的任免??44?备?据我国

宪法规定，下列人员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是哪些???A 

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B 国务委员??C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D 国家副主席??45?毕愀厶乇鹦姓?区行政长官在解散立法

会之前，必须如何???A 征询中央人民政府的意见??B 征询行政

会议的意见??C 与立法会协商??D 与中央人民政府协商??46?备?

据宪法和法律，有权提出对国务院组成人员罢免案的主体包

括哪些???A 全国人大主席团??B 3个以上的代表团??C 10名以上

的全国人大代表??D 1/10以上的全国人大代表??47?痹谖夜?，

享有有立法提案权的是哪几项???A 中央军事委员会??B 国务

院??C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5名以上的代表??D 最高人民检察

院??48?钡鼻埃?我国的法律文化有哪些???A 我国传统的法律文

化??B 占主体地位的权威性法律文化??C 来自前苏联的法律文

化??D 来自西方国家的法律文化??49?狈ㄖ坪头ㄖ味际且苑?律

为中心的国家上层建筑，二者区别有哪些???A 两个建筑中所

涉及的法律与权力的关系不同??B 两个概念隐含着对国家权力



的结构形式的要求不同??C 两个概念中内含的法律制度的含义

不同??D 两个概念所涵指的人民与法律的关系不同??50?泵穹ǚ

ㄏ涤肫胀ǚㄏ档牟煌?点有哪几项???A 历史渊源不同??B 阶级

本质不同??C 诉讼制度不同??D 判例的地位作用不同??51?狈ǖ

淖袷氐闹鞴厶跫?包括哪些???A 民族传统??B 国际形势??C 法律

修养??D 道德修养??52?庇泄胤?律行为的下列表述，正确的是

哪几项???A 法律行为是法律规定的行为??B 法律行为是人的有

意识的活动??C 法律行为是合法行为??D 法律行为是一种个人

意识??53?毕铝懈飨钪校?属于《国际法原则宣言》所列举的不

得使用威胁或武力侵害任何国家原则的内容是哪些???A 禁止

在任何情况下使用武力??B 各国有义务以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

端??C 各国有义务避免侵略战争的宣传??D 各国不得组织武装

力量侵入他国领土??54?卑凑展?际惯例，下列各项中属于应予

继承的国际条约包括哪几项???A 和平友好条约??B 边界领土条

约??C 中立条约??D 道路交通条约??55?庇邢铝心男┳镄械娜瞬

荒芮肭蠡蛳碛惺鼙踊さ娜?利???A 破坏和平罪??B 刑事犯罪??C 

政治犯罪??D 空中劫持罪??56?备?据有关国际公约，国际河流

的航行制度主要包括下列哪些内容???A 一切国家的商船均可

在国际河流上航行并享有平等待遇??B 沿岸国对本国河段行使

管辖权??C 非沿岸国的军舰享有河流上的航行自由??D 设立国

际委员会统一管理??57?惫?际私法调整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的

方法的特点是哪些???A 直接调整方法??B 间接调整方法??C 实

体规范调整方法??D 冲突规范调整方法??58?惫?家及其财产豁

免权的内容包括哪几项???A 责任豁免??B 诉讼保全豁免??C 强

制执行豁免??D 司法管辖豁免??59?毕铝懈飨罟?际公约中，我

国已经参加的是哪几个???A 1969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



公约》??B 1929年《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C

1971年《公路交通事故适用法律公约》??D 1973年《产品责任

法律适用公约》??60?痹诠?际仲裁中，有关调整程序适用的规

定，下列表述正确的是哪几项???A 在仲裁程序中，仲裁庭在

做出裁决前，可以先行调解??B 在仲裁程序中，如果当事人要

求进行调解的，仲裁员可以进行调解，也可以不进行调解??C 

调解达成协议的，仲裁员必须依照所达成协议的结果，制作

裁决书??D 调解达成协议的，仲裁员可以制作调解书，或者根

据调解协议结果制作裁决书??61?备?据涉外知识产权问题法律

适用中的“来源国法”，下列说法正确的是哪些???A 专利权

应适用专利最初取得地法??B 商标权应适用最初注册登记地

法??C 著作权应适用最初发表地法??D 著作权应适用权利主张

地法??62?甭墒φ阅吃诘Ｈ文称笠捣?律顾问期间，受企业指派

与王某签订经济合同，赵某在履行职责时接受了王某的财物

，并使合同不利于该企业，使企业损失数万元，赵某应承担

何责任???A 不承担赔偿责任??B 承担赔偿责任??C 受警告处

分??D 停止执业36个月??63?痹谛淌滤咚现校?律师接受委托后

，有下列哪些情形的，律师可以拒绝为其继续辩护和代

理???A 委托人辱骂律师的??B 委托事项违法的??C 委托人隐瞒

事实的??D 委托人利用律师提供的服务从事违法活动的??64?蔽

夜?甲公司向英国乙公司发出传真，“急购玉米100吨，每

吨120美元，CIF广州，1996年6月5日至15日装船”。乙公司回

电称，“完全接受你方条件，1996年7月1日装船。”根据《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规定，乙公司的回电性质

如何???A 反要约B 一项新要约??C 无效要约D 有效承诺??65?奔

缀Ｑ笤耸湮?承运人，在承运期间货物发生灭失或损坏时，甲



公司可以何种理由不承担责任???A 火灾??B 管船过失??C 货物

包装不良或标志欠缺??D 管货过失??66?毕愀邸?澳门作为我国

的单独关税区，不适用以下哪些法律、国际公约或国际惯

例???A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B UCP500??C 关于建立世

界贸易组织的协议??D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反补贴条例??67?

毕铝行形?中构成倾销的是哪几项???A 甲国出口乙国的商品价

格比在本国销售价格低??B 甲国一种商品以低于成本的相同价

格在国内与国外销售??C 甲国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向乙国出口商

品，但在乙国的价格比在本国内高??D 甲国一种专供外销的产

品在丙国销售价比在丁国高出50%??68?毕铝泄赜谔乇鹛峥钊

ǖ谋硎觯?正确的是哪些???A 它是一种国际储备资产??B 基金

组织给成员国的一种使用资金的权利??C 一种有形的国际储备

资产??D 可以直接用于国际贸易支付的支付工具??69?蹦痴蚬ど

坦芾硭?依据省政府制定的《化肥市场投机行为处罚暂时规定

》对有投机化肥买卖的甲企业作出没收非法所得2万元，处以

罚款3千元的决定，对此处罚下列说法正确的有哪些???A 没有

不合法的抵触??B 镇工商管理所不具备行政处罚的主体资

格??C 省政府的规章不能设定没收非法所得的处罚??D 省政府

的规章不能设定罚款的行政处罚??70?痹谙铝星樾沃校?行政执

法人员可以当场收缴罚款的是哪些???A 依法给予50元以下罚

款的??B 不当场收缴事后难以执行的??C 在边远地区实施处罚

，被处罚人向指定的金融机构缴纳罚款确有困难而提出请求

的??D 在水上实施处罚，被处罚人向指定的金融机构缴纳罚款

确有困难而提出请求的??71?毙姓?复议期间具体行政行为不停

业执业，但有下列哪些情形的，可以停止执行???A 被申请人

认为需要停止执行的??B 申请人认为需要停业执行的??C 法律



、法规规定停止执行的??D 复议机关认为需要停止执行的??72?

蹦掣叩仍盒Ｑ?生周某考试作弊，但学校一直未予除名，周某

在毕业时，学校不颁发毕业证书，周于是向市教育局申请复

议，市教育局应如何处理???A 不予受理，不属于行政复议的

范围??B 不予受理，因学校不属于行政机关??C 应当受理，因

符合行政复议的条件??D 应当受理，因学校属于法规、法律授

权的组织??73?蓖跄潮还?安机关刑讯逼供致残，则其有权要求

公安机关赔偿哪些费用???A 残疾赔偿金??B 因残疾而减少的收

入??C 医疗费??D 残疾人活动的辅助设备费用??74?毕铝卸杂谛

姓?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的说法，正确的有哪些???A 行政

强制执行的主体包括人民法院和行政机关，行政强制措施的

主体只有行政机关??B 行政强制执行以义务人逾期不履行生效

行政决定的义务为前提，行政强制措施并不一定以当事人负

有某项义务为前提??C 行政强制执行是独立的具体行政行为，

行政强制措施是附属性的具体行政行为??D 行政强制执行的目

的在于实现已经确定的义务，行政强制措施的目的在于使当

事人的人身或财产保持一定的状态或排除行政执法过程中的

妨碍??75?鼻?某对县工商管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不服，向该局

上一级市工商管理局申请复议，市工商局作出撤销处罚决定

，并责令县工商局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县工商局重新作

出行政行为，钱某仍不服，可以如何???A 再向市工商局申请

复议，如市工商局改变处罚决定，钱某仍不服，可以市工商

局为被告提起诉讼??B 以作出复议决定维持处罚的市工商局为

被告??C 以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县工商局为被告提起诉讼??D 

必须经复议后，才能提起诉讼??76?蹦称笠刀运拔窬值男姓?处

罚不服，提起和政诉讼，但法院开庭后，该企业经两次传票



传唤，无正当理由就不到庭应诉，法院如何处理???A 应判决

某企业败诉??B 应视某企业为申请撤诉??C 法院可以裁定继续

审理、缺席判决??D 税务局的决定自然维持??77?备?据《行政

诉讼法》，下列案件应由中级法院一审受理的是哪些???A 甲

要求确认发明专利的案件??B 乙对海关的处理决定不服的案

件??C 丙对省公安厅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案件??D 丁对

县工商局吊销其营业执照的处理决定不服的案件??78?毖嗄车

纳坛”还ど叹植榉猓?燕某提起行政诉讼，同时又想在诉讼期

间继续营业，则下列哪些说法是正确的???A 燕某只要向人民

法院申请，即可以继续营业??B 燕某只需向工商局申请，工商

局同意后即可营业??C 燕某只要说服人民法院同意其继续营业

即可，不须经工商局同意??D 燕某只要在诉讼期间找到法律、

法规规定可以继续营业的依据，即可继续营业??79?痹谛姓?诉

讼中，哪些时间不计算在诉讼期间之内???A 鉴定期间??B 处理

当事人提出的管辖异议时间??C 中止诉讼的时间??D 审查回避

的时间??80?毕铝星樾沃校?属于行政诉讼终结的法定事由的有

哪些???A 原告死亡。其近亲属明确放弃诉权或诉讼中止后90

天仍不参加诉讼的??B 原告丧失诉讼行为能力，诉讼中止后90

天法定代理人仍未确定的??C 原告是法人或其他组织，已被撤

销，诉讼中止后90天仍未确定权利承受人??D 原告、被告、法

院三方商议，调解终结诉讼的??三、任意项选择题。每题所

给的选项中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正确答案。请将所选答案填

涂在答题卡上，少答或多答均不得分。(本部分81100题，每

题1分，共20分)??(一)某火车站派出所干警林某、刘某抓获贩

卖火车票的票贩子李某。在派出所讯问李某时，李拒不承认

贩卖火车票，刘某、林某二人很恼火，对李拳打脚踢，并用



警棍电击，致李某昏厥。李承认了贩票事实，刘、林二人作

出处罚决定：捆绑示众五天以示惩戒。具体做法是每天将李

某押至火车站广场，胸前挂“票贩子”的标志牌，并由车站

工作人员王某代为看管。王某在此期间，对李某有殴打伤害

行为。后查明，李某全身多处软组织受伤。请回答8185题

：??81?贝税钢校?哪些行为，李某可以要求国家赔偿???A 刘、

林二人的殴打伤害行为??B 王某的殴打伤害行为??C 被捆绑示

众的行为??D 被侮辱造成的精神损害??82?贝税溉缃?行国家赔

偿，赔偿义务机关有哪些???A 派出所B 派出所所属公安局??C 

火车站D 该铁路局??83?比缌酢⒘侄?人作出行政拘留的决定，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哪几个???A 就行政拘留而言，是合法的??B 

刘、林二人无权作出行政拘留的决定??C 应报派出所所长批

准??D 可以作出行政拘留的决定，但不能超过3天??84?比缗獬

ヒ逦窕?关进行赔偿后，能否进行追偿???A 不能，因为是职务

行为??B 不能，因为是国家承担赔偿责任??C 可以，因为刘、

林二人故意违法??D 可以，刘、林二人必须承担全部赔偿

额??85?倍酝跄车男形?应如何处理???A 是民事侵权行为，由法

院受理??B 也是具体行政行为的一部分??C 可以要求民事赔

偿??D 可以要求国家赔偿??(二)刘某为一行政诉讼案件的原告

，不服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经生效的二审判决，拟申请再审。

请回答8690题：??86?毕铝泄赜诹跄程岢錾晁叩姆ㄔ海?说法正

确的有哪些???A 只能向原审法院提出申诉??B 只能向原审法院

的上一级法院提出申诉??C 可以向原审法院提出申诉，也可以

向其上一级法院提出申诉??D 可以直接向原审法院的任何一级

上级法院申诉??87?绷跄成昵朐偕螅?应当提出申请的合法期间

是哪个???A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二年内??B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一



年内??C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一年内??D 在判决生效后的任何时

间内??88?比羧嗣穹ㄔ壕龆ò凑丈笈屑喽匠绦蛟偕笳庖恍姓?案

件，再审认为原生效判决确有错误，在撤销原生效判决的同

时，可如何处理???A 可以对生效判决的内容进行相应的裁

判??B 不可以对生效判决的内容进行相应的裁判??C 可以发回

作出生效判决的人民法院重新审理??D 只能发回作出生效判决

的人民法院重新审理??89?比绻?是该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上级省

级人民法院审理此再审案件，在下列的情形中，哪些情形应

当裁定发回该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理此案???A 审理此案的

市法院审判员喻某应当回避而未回避的??B 市法院应当开庭审

理而未经开庭即作出判决的??C 未经合法传唤当事人刘某而缺

席判决的??D 本案中刘某的赔偿诉讼请求未予裁判的??90?比

绻?案件由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理，下列说法正确的是哪

些???A 按一审程序重新审理??B 按二审程序重新审理??C 应当

在三个月内作出判决??D 应当在二个月内作出判决??(三)中国

甲公司与德国乙公司签订一批水果罐头出口合同，承运人为

远洋运输公司丙。货物装上丁轮后，甲向保险人戊投保了海

运一切险。丁轮在在航行中，因船员驾驶过失，与庚轮发生

碰撞，导致货物部分受损，并因此造成船期延没。结果，交

货时又有部分货物腐烂。请回答9195题：??91?币蚺鲎苍斐傻

乃?果损失应由谁负责???A 甲公司B 丙公司??C 戊公司D 庚

轮??92?毕铝兴捣ㄖ校?正确的有哪些???A 甲公司有权就碰撞损

失向庚轮船主索赔??B 庚轮船主有权向丙公司索赔 ??C 为索赔

，庚轮船主有权要求在卸货港扣押丁轮及货物??D 丙公司有权

主张对甲公司免予承担因碰撞而致的货物损失的赔偿责

任??93?比绻?交货条件为CIF，若甲公司已知船舶碰撞导致货



损，其是否应向乙公司交付提单???A 由甲公司自行决定??B 如

果乙公司要求，必须交付??C 应该交付??D 不应该交付??94?比

绺?轮所载货物亦因碰撞受损，则其货主应向谁主张赔偿???A 

庚船船东B 丙公司??C 丁公司D 庚轮所投保的保险公司??95?毕

铝懈飨畋Ｏ赵鹑沃校?不属一切险范围的是哪些???A 平安险B 

水渍险??C 战争险D 罢工险??(四)某“民欣”律师事务所，在

与当事人的格式合同中规定：本所律师接受委托后，只负责

打官司，任何原因造成的损失，本所概不承担责任。为了扩

大案源，牟取经济利益，该所有一名关系广泛、但没有律师

执业证的吴某以律师名义进行代理诉讼，该所律师邢某还在

另一家“惠氏”律师事务所执业，另外有律师孔某自己在外

揽取业务，直接向委托人收取费用。请回答96100题：??96?倍

杂诟盟?格式合同中的条款，下面说法正确的是哪些???A 律师

事务所不应承担民事责任??B 是合同约定，当事人可以接受，

也可以不接受??C 该规定是违法的??D 律师因过错造成当事人

损失，由所在律师事务所承担赔偿责任??97?倍晕饽车男形?，

应如何处理???A 由公安机关处理??B 由司法行政机关处理??C 

可以被处以罚款、拘留??D 可以被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

以下罚款??98?倍杂谛夏常?其可能面临怎样的处罚???A 警告??B

没收违法所得??C 停止执业三个月以上、一年以下??D 吊销律

师执业证??99?倍杂诳啄车男形?，应由何机关处理???A 律师协

会??B 所在县人民政府??C 公安机关??D 所在省政府司法行政

部门??100?倍运痉ㄐ姓?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不服的律师，可

以如何???A 在收到处罚决定15日内向上一级司法行政部门申

请复议??B 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C 只能经复议后，才能

起诉??D 不能向人民法院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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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