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1年律考模拟试卷（试卷三）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

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79/2021_2022_2001_E5_B9_

B4_E5_BE_8B_c36_4796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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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鑫有限责任公司成立

后，发现有某股东作为出资的非专利技术的实际价额显著低

于公司章程所定价额，应如何处理???A 由出资最多的股东补

交其差额??B 由交付该出资的股东补交其差额??C 由出资最少

的股东补交其差额，不足部分由其他股东按比例补足??D 由交

付该出资的股东补交其差额，公司设立时的其他股东对其承

担连带责任??2?蹦秤邢拊鹑喂?司的股东会拟对公司增加或减

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必须通过哪一个表决程序方为有

效???A 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B 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C 必须经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D 必须经代

表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3?毕仁す煞萦邢薰?司的

发起人交付全部出资后，应当选举董事会和监事会，然后由

哪一个机构或个人向公司登记机关报送设立公司的各项文件

，申请登记???A 董事会??B 全体股东指定的代表??C 监事会??D 

全体股东共同委托的代理人??4?惫煞萦邢薰?司以当年利润分

派新股时，不受下列哪一个条件的限制???A 公司在最近三年

内财务会计无虚假记载??B 公司在最近三年内连续盈利，并可

向股东支付股利??C 公司预期利润率可达同期银行存款利

率??D 前一次发行的股份已募足，并间隔一年以上??5?焙匣锲

笠瞪枇⑹保?对货币以外的出资，需要经全体合伙人协商一致



，且评估办法由全体合伙人协商确定的出资形式是哪一

种???A 土地使用权B 知识产权??C 实物D 劳务??6?奔住⒁摇⒈?

、丁四人成立一合伙企业，由于某种原因，乙准备将其财产

份额向戊转让，则下列说法正确的为哪个???A 若乙向戊转让

其全部财产份额，须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B 若乙向戊转让

其全部财产份额，须经其他合伙人半数以上同意??C 若乙向戊

转让其部分财产份额，不须经其他合伙人同意??D 若乙向戊转

让其部分财产份额，须经其他合伙人半数以上同意??7?备?据

《个人独资企业法》，下列哪类人员不能作为个人独资企业

的投资人???A 因犯罪而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B 限制民事行为

能力人??C 法律、行政法规禁止从事营利性活动的人??D 无民

事行为能力人??8?备?据《外资企业法》的规定，外商在中国

境内设立外资企业必须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并且还须符

合哪个条件???A 产品大部分出口??B 产品全部出口??C 采用先

进的技术和设备??D 国家鼓励举办产品出口或者技术先进的外

资企业??9?痹谄笠嫡?顿期间，企业有哪种情形时，由人民法

院裁定终结该企业的整顿，宣告其破产???A 不执行和解协议

的??B 对原来设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财产担保??C 财务状况

继续恶化??D 破产企业非正常压价出售财产??10?蹦撑?发商城

在某报纸刊登一则广告：现有某种型号的空调100台，每

台4000元，需要者在7天内来电联系，若需求数量太少，则根

据双方协商最后确定价格，对该商城的这则广告性质应如何

认定???A 要约B 要约邀请??C 反要约D 交叉要约??11?奔子胍仪

┒┝寺蚵艉贤?，由甲向乙提供1000台彩电，在甲准备向乙发

货时，事先用电话与乙联系，却被电信局告知乙已变更住所

，致使甲不知向何处发货，此时甲应怎么办???A 甲可自行决



定合同履行地点??B 甲可终止履行??C 甲可解除合同??D 甲可

将标的物提存??12?奔紫蛞曳⒊鲆?约 ：需你厂“红杉”牌衬

衫1000件，每件100元，若同意请在10天之内回信。乙收到后

立即回信：同意你方的条件，拟在一个月后发货。然而由于

突降暴雨致使邮电运输中断好几天，致使乙的承诺到达甲时

已超过10天之限，对于乙的承诺下列说法正确的是哪一个???A

因该承诺是因其他原因而超过承诺期限，甲不能拒绝接受??B 

因超过承诺期限，该承诺无效??C 除非甲及时通知乙因承诺超

过期限不接受该承诺，否则该承诺有效??D 除非甲及时通知乙

接受该承诺，否则该承诺无效??13?奔滓蚪ǚ课萦肽澄褰鸬昵

┒┝烁植墓合?合同，由五金店提供给甲钢材15吨，每吨1400

元，分三次提货，然而由于未来几周雨水较多，建房要加快

进度，需要将钢材一次提出。该五金店提出，目前钢材紧俏

，需每吨1800元。甲因急需钢材，只好签尖。对甲与乙的合

同性质应如何认定???A 为无效合同??B 为可撤销合同，理由是

显失公平??C 为可撤销合同，理由是乘人之危??D 为可撤销合

同，理由是胁迫??14?绷跄秤胪跄城┒┝艘环菁庸こ欣亢贤?，

由王某向刘某提供一防盗门。刘某因将调至另一城市工作，

故将这一防盗门转手给熊某，熊某使用几天后，发现该防盗

门有暇疵，而王某向熊某要求支付报酬，对此熊某可如何作

为???A 不能向刘某提出抗辩??B 不能向熊某提出抗辩??C 可以

向熊某提出抗辩??D 只能向刘某提出抗辩??15?奔坠?司与乙村

订立一棉花购销合同，约定乙村于2000年7月1日交货，甲公

司于同年7月20日付款。在同年6月底，乙村发现甲经营状况

严重恶化，有无力支付货款的可能，并有确切证据，遂向甲

公司提出中止合同，但甲公司未允。基于以上原因，乙村在



同年7月1日未按期交货，有关该案正确的表述是哪一项???A 

乙村有权不按期交货，除非甲公司提供了相应的担保??B 乙村

有权不按期交货，即使甲公司提供了相应的担保??C 乙村无权

不按期交货，但可仅先交部分货物??D 乙村无权不按期交货，

但甲公司不付货款可追究其违约责任??16?奔鬃庥靡业昝婵?五

金店，欠乙房租1万元，乙的堂弟从甲的五金店赊购2万元的

商品，并说由乙代为偿付，乙表示同意。年终时，甲主张从

乙的堂弟所欠2万元中抵销1万元房租。对此，下列分析正确

的是哪一项???A 乙可向甲主张抵销权，并可附期限??B 甲不可

以向乙主张抵销权，因并非乙欠甲货款??C 自甲的抵销通知到

达乙时即发生抵销的效力，不须征得乙同意??D 甲可以向乙主

张撤销权，但乙不得向甲主张抵销权??17?奔子幸煌放Ｓ?出卖

，乙说先牵回去试用一个月，如满意就买下，甲表示同意。

试用期满，乙对是否购买牛未作表示，则应如何处理???A 应

再次延长试用期让乙决定是否买??B 应由甲、乙两方再次协商

决定??C 应视为购买??D 应视为乙拒绝购买??18?奔捉ㄖ?公司与

乙水泥厂签订一个1500吨的水泥买卖合同，因乙水泥厂的运

力有限，因此向甲建筑公司提出提前运送500吨，对这一请求

，甲建筑公司可如何处理???A 可以抱绝，但若这一请求不损

害甲的利益的除外??B 可以拒绝，如果这一请求会增加甲的费

用的话??C 可以拒绝，但若这一请求不会增加甲的接收货物的

困难的除外??D 不能拒绝，即使这一请求会损害甲的利益??19?

奔子胍沂呛门笥眩?甲有摩托车一辆，因甲购买小汽车，故摩

托车闲置无用。乙对甲说，送给我吧!甲表示同意，因乙是木

匠，故甲提出要乙给他做一个书架。乙骑摩托车外出发生事

故受伤，经查，是摩托车车闸失灵所致，对乙受伤的责任应



如何承担???A 甲与乙同等承担责任??B 甲应该承担完全责任，

因甲未告知摩托车有暇疵??C 甲应在所附义务的限度内承担责

任??D 甲不承担责任??20?蹦彻?司与某商业银行签订了一借款

合同，约定某商业银行提供给该企业人民币15万元，2月10日

到商业银行提取，但该公司直到5月10日才到商业银行提取借

款人民币12万元，对这一借款合同的利息应如何计算???A 应

从2月10日起，按12万元人民币计算??B 应从5月10日起，按12

万元人民币计算??C 应从5月10日起，按15万元人民币计算??D 

应从2月10日起，按15万元人民币计算??21?奔子胍仪┒┝艘环

葑夥亢贤?，由甲出租一套旧房给乙居住，由于近段时期内雨

水较多，该旧房西墙角的裂缝有逐渐加大的趋势，致使房屋

有倒塌的危险，这时乙可以怎么办???A 假如甲与乙签订的是

不定期租房合同，乙可随时解除合同??B 若乙在签订合同时期

知该旧房有暇疵，则乙经与甲协商后方可解除合同??C 假如甲

与乙签订的是定期租房合同，经双方协商后乙可解除合同??D 

即使乙在签订合同时明知该旧房有暇疵，乙仍可以随时解除

合同??22?笨登?公司欲购买一套办公设备，委托某中介公司提

供有关的服务，但对于如何支付服务费用双方没有约定，后

又不能协商确定。对此，下列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A 在中

介公司促成合同成立时，应由其自己负担提供服务的费用??B 

在中介公司未促成合同成立时，应由其自己负担提供服务的

费用??C 在中介公司促成合同成立时，应由康乾公司负担其提

供服务的费用??D 在中介公司未促成合同成立时，应由其和康

乾公司平均负担提供服务的费用??23?倍杂谙铝行形?，不违反

著作权法规定的是哪一项???A 录音制作者使用他人已经发表

的作品制作录音制品，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但已按规定支付



报酬??B 录音制作者使用翻译作品制作录音制品，只向翻译作

品的著作权人支付报酬??C 录像制作者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

品制作录像制品，未经著作权人的许可，但已支付报酬??D 录

像制作者使用他人未发表作品制作录像制品，未经著作权人

同意，但已支付报酬??24?币环ü?留学生在华留学二年，回国

后创造一部作品《我眼里的中国人》，但尚未发表，下列说

法正确的是哪一项???A 无论是否在中国发表该作品，该作品

都自创作之日在中国受保护??B 若首先在中国境内出版该作品

，该作品在中国享有著作权??C 若在法国发表前经翻译后在中

国首次出版，不能视为该作品首先在中国境内发表??D 若首先

在法国出版，随后在半个月之内在中国境内出版，视为中国

境内首先出版??25?蹦称笠涤?对其已注册的“白猫”洗衣粉商

标的图形进行改变，则该企业应如何???A 应提出变更申请??B 

应重新提出注册申请??C 应另行提出注册申请??D 不须提出任

何申请??26?蹦称笠涤?在同一种商品上申请注册与某一被商标

局依法撤销的商标相同的商标，下面哪种情况不受一年的时

间限制???A 自行转让注册商标的??B 自行改变注册商标的文字

、图形的??C 自行改变注册商标的注册人名义、地址的??D 连

续三年停止使用的??27?奔卓蒲兴?新研制出一项发明，还未申

请专利，乙企业与甲科研所经过协商，双方于2001年2月25日

签订了书面合同，由乙企业申请专利，并于2001年2月28日向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寄出有关转让和申请的材料，国务院专

利行政部门于2001年3月3日收到并予以登记，同年3月15日予

以公告，问该专利申请权转让合同自哪天生效???A 2001年2

月25日??B 2001年2月28日??C 2001年3月3日??D 2001年3月15

日??28?蹦趁朗醢?好者创作出一新外观设计，他欲向国务院专



利行政部门申请专利，其申请获批准的条件是哪一个???A 应

与申请日以前在国内外出版物上公开发表过的外观设计不相

同或者不相近似??B 应与申请日以前在国内公开使用过的外观

设计不相同和不相近似??C 应与申请日以前在国外公开使用过

的外观设计不相同或不相近似，并不得与他人在先取得的合

法权利相冲突??D 应当同申请日以前在国内外出版物上公开发

表过的外观设计不相同和不相近似，并不得与他人在先取得

的合法权利相冲突??29?币勒铡恫?品质量法》的规定，下列何

种产品属于该法所称的产品???A 建筑构配件B 盗版书籍??C 建

筑工程D 冰毒??30?鄙枇⑸桃狄?行分支机构，申请人应当向中

国人民银行提交系列文件、资料，下列不经提交的是哪一

项???A 经营方针和计划??B 申请人最近三年的财务会计报

告??C 营业场所、安全防范措施的资料??D 拟任职的高级管理

人员的资格证明??31?备?据《证券法》，在要约收购的有效期

限内，下列哪项是正确的???A 收购人经股东大会同意可以撤

回其收购要约??B 收购人不得撤回其收购要约??C 收购人不得

变更要约中的事项??D 收购人可以超出要约的条件买卖被收购

公司的股票，但经事后向证券交易所报告??32?蹦伤叭艘蛭シ

此笆照鞴芊?律而被税务机关处以行政处罚，对于下列处罚决

定，不能由税务所决定的是哪个???A 对某个人罚款1000元??B 

对某个未取得营业执照从事经营的单位罚款1000元??C 对某个

体工商户罚款500元??D 对某个取得营业执照从事经营的单位

罚款500元??33?痹谕恋爻邪?经营期限内，对个别承包经营者

之间承包的土地进行调整的，应当经过怎样的程序???A 必须

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

县级人民政府批准??B 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同意



，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C 必须经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

的同意，并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D 必须经三分之二以上村民

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

主管部门批准??34?蹦彻?家机关在以划拨方式取得使用权的国

有土地上建成一幢楼房，因有一些房间困置无用，欲出租以

获取利润，对此，正确的看法是哪一项???A 该国家机关可以

将闲房出租，但应补交土地使用权出让金??B 该国家机关不能

将闲房出租??C 该国家机关可以将闲房出租，但应将租金中所

含土地收益上缴国家??D 该国家机关只有在补办土地使用权出

让手续，补交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才可出租房屋??35?崩投?者

有下列哪种情况时，用人单位不得解除合同???A 在试用期间

因工负伤并被确认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B 被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的??C 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D 严重失职对用人单

位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36?备?据《海商法》的规定，其所称

船舶不包括哪项???A 船舶属具??B 海船??C 二十总吨以下的小

型船艇??D 海上移动式装置??37?贝?舶共有人就共有船舶设定

抵押以，除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外，应当取得多少份额以上

共有人的同意???A 二分之一B 五分之四??C 三分之二D 全

部??38?背制比艘虺?过票据权利时效或者因票据记载事项欠缺

而丧失票据权利，但其可以行使下列哪项权利???A 向出票人

行使追索权??B 向出票人行使付款请求权??C 向承兑人行使付

款请求权??D 请求出票人返还其与未支付的票据金额相当的利

益??39?蹦潮Ｏ展?司因未按规定办理再保险被金融监督管理部

门责令限期改正，但因其在限期内未予改正，被决定进行整

顿，在被整顿过程中，其原有的业务应怎样处理???A 暂时停

止B 继续进行??C 由整顿组织决定D 转让给其他保险公司??40?



备?据《保险法》的规定，下列关于保险代理人的表述，不正

确的是哪一项???A 保险代理人应当具备金融监督管理部门规

定的资格条件，并取得金融监督管理部门颁发的经营保险代

理业务许可证??B 经营人身保险代理业务的保险代理人，不得

同时接受两个以上保险人的委托??C 保险代理人既可为单位，

也可为个人??D 保险代理人不得利用职务便利引诱投保人订立

保险合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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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将所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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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强

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上市公司，拟发行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

债券，对此操作程序和条件应为哪些???A 应由董事会作出发

行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的决议??B 应当报请国务院证券管

理部门批准??C 应当在债券上标明可转换公司债券字样??D 除

具备发行公司债券的条件外，还应当符合股票发行的条

件??42?笔⒎峁?司因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而解散，按

照法律规定成立清算组，清算组在清理公司财产，编制资产

负债表和财产清单后制定的清算方案，应报哪些机构确

认???A 人民法院B 有关主管机关??C 董事会D 股东会??43?惫?司

应当在每一会计年度终了时制作财务会计报告，并依法如

何???A 股份有限公司应当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期限将其送交

各股东??B 有限责任公司应在召开股东会会议的二十日以前将

其送交各股东??C 股份有限公司应当在召开股东大会年会的二

十日以前将其置于本公司，供股东查阅D 以募集设立方式成

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必须将其公告??44?蹦彻煞萦邢薰?司如果采

取募集设立方式，公司的认股人在哪些情况下可以要求发起

人返还所缴股款并加付银行同期存款利息???A 创立大会决议



不设立公司的??B 发行的股份超过招股说明书规定的截止期限

尚未募足的??C 发行股份的股款缴足后，发起人在30日内未召

开创立大会的??D 发起人以实物出资时，没有如实评估作价

的??45?蹦秤邢拊鹑喂?司欲召开股东会临时会议，根据《公司

法》的规定，下列哪几种人提出方为有效???A 代表四分之一

以上表决权的股东??B 三分之一以上董事??C 三分之一以上监

事??D 董事长??46?备?据《合伙企业法》的规定，对于合伙人

以其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出质的，下列哪些说法是正确

的???A 须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B 未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

，其行为无效??C 未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作为退伙处

理??D 虽未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但不能作退伙处理??47?

备?据《合伙企业法》的规定，发现下列哪些情形时，合伙人

当然退伙???A 执行合伙企业事务时有不正当行为??B 个人丧失

偿债能力??C 被依法宣告为无民事行为人??D 被依法宣告失

踪??48?蹦掣鋈硕雷势笠到馍?，应当进行清算，可以担任清算

人的是哪些人???A 投资人??B 投资人聘用的人??C 债权人申请

人民法院指定的人??D 投资人委托的人??49?痹谥型夂献骶?营

企业中须由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联合管理委员会会议的董事

或委员一致通过，方可作出决议的事项有哪些???A 合作企业

的解散??B 企业发展计划??C 合作企业的资产抵押??D 合作企

业变更组织形式??50?蹦橙?民所有制企业被宣告破产，其债权

人会议享有下列哪些职权???A 讨论通过破产财产的处理和分

配方案??B 代表破产企业对外起诉、应诉??C 对破产财产进行

清理、估价??D 审查有关债权的证明材料，确认债权有无财产

担保及其数额??51?逼笠灯撇?被人民法院受理后，债权人会议

除第一次由人民法院召集召开外，以后的债权人会议可在哪



些情况下召开???A 人民法院认为必要时??B 清算组要求时??C 

债权人会议主席以为必要时??D 占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的四分

之一以上的债权人要求时??52?奔坠?司向乙公司发出要约，欲

从其购进一批货物，要约发出后，下列哪些情况这项要约失

效???A 乙公司发出拒绝要约的通知??B 承诺期限届满，乙公司

未作出承诺??C 甲公司撤销要约的通知在乙公司发出承诺通知

之前到达乙公司??D 甲公司发出一新要约的通知在乙公司发出

承诺通知之前到达乙公司??53?奔灼笠涤胍移笠低?为空调生产

厂家，乙企业新研制出一新型空调，欲寻找代理商将其打入

市场。甲企业遂派出经理一人前去洽谈，在洽谈过程中，该

人根据甲企业的指示，以各种借口拖延时间，使代理协议始

终无法达成，乙企业因此失去了将此新型空调打入市场的最

佳时机，企业利润受到极大影响，下列说法正确的有哪

些???A 甲企业的行为属不正当竞争行为??B 甲的行为违反了先

合同义务??C 甲企业的行为属正当的商业竞争行为??D 甲企业

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54?奔捉?自家一幅宋代名画卖于乙，乙

在付款收货后得知甲还未满16岁。下列说法正确的有哪些???A

甲与乙之间的买卖合同属无效合同??B 甲与乙之间的买卖合同

属效力未定的合同??C 乙可催告甲的代理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

认，其未作表示，视为同意该买卖??D 该买卖合同被追认之前

，乙有撤销的权利??55?奔灼笠登芬移笠?50万元，一直无力偿

还。若甲企业因偿还丙企业的债务而将其一处房产以极低价

格转让给丙企业，则乙可以采取以下哪些措施???A 请求人民

法院撤销甲企业的转让行为??B 行使代位权，要求丙企业偿

还50万元??C 乙企业行使权利的必要费用由甲企业承担??D 若

丙企业知道甲企业损害乙企业的利益的，乙可以请求人民法



院撤销甲公司的转让行为??56?奔坠?司与乙公司签订一苹果购

销合同，由甲公司供应给乙公司苹果630吨，因甲公司的工作

人员的失误，将630吨看成为680吨，并已将苹果运送到乙公

司所在地，乙公司对此可以如何处理???A 因货物已运送到乙

处，乙不能拒收多交的部分??B 乙可接收多交部分，并按收货

时的市场价格支付多收部分货款??C 乙可接收多交部分，按照

合同的价格付款??D 乙若拒收多交部分，应及时通知甲??57?奔

子胍仪┒┝艘蛔夥亢贤?，由甲提供一套二室一厅住房给乙居

住，乙因自购新房，欲退租，恰乙的同事丙欲租房。对此，

下列说法正确的有哪些???A 乙可直接将房转租给丙??B 经甲同

意后，可将房转租给丙??C 若甲同意转租，则甲与乙之间的租

房合同失效，甲与丙之间建立租房合同关系??D 若丙对房屋造

成损失，乙应当予以赔偿??58?奔坠?司与乙公司有着长期的业

务往来，甲公司委托乙公司购买一批设备，乙公司为感谢甲

公司的长期支持，未收取报酬，根据《合同法》的有关规定

，下列表述正确的有哪几项???A 乙应亲自处理委托事务，若

经甲同意转委托，乙仅就第三人的选任及其对第三人的指示

承担责任??B 乙因过错给甲造成损失，甲可要求赔偿损失??C 

乙处理委托事务时，因不可归责于自己的事由受到损失，可

以向甲要求赔偿损失??D 甲、乙可以随时解除双方委托合同关

系??59?蓖跄辰?一幅祖传唐代古画交给丰凯代卖行出售，并指

定出卖价格不得少于17万元，根据有关法律的规定，丰凯代

卖行可以采取下列哪些处理方式???A 自己作为买受人以17万

元买下，并要求王某支付报酬??B 以18万元价格卖出后，1万

元归自己所有??C 以16万元卖出，自己补足0??5万元??D 经王

某同意，以16万元卖出??60?奔资悄炒寰用瘢?其用电为乡供电



站提供，甲违法用电被供电站查知，供电站决定对其中断供

电，则下列说法正确的为哪些???A 供电站中断供电，不需事

先通知甲??B 供电站中断供电，需事先通知甲??C 若未事先通

知甲中断供电，造成甲损失的，供电站应承担损害赔偿责

任??D 若未事先通知甲中断供电，造成甲损失的，供电站应承

担适当损害赔偿责任??61?奔缀鸵仪┒┮蝗谧首饬藓贤?，甲为

出租人，若租赁物量出现问题，甲在哪些情况下承担责

任???A 甲擅自变更乙已选定的出卖人或租赁物??B 甲为乙指定

出卖人或租赁物??C 乙依赖甲的技能确定租赁物??D 甲干预乙

选择租赁物??62?蹦辰ㄖ?公司与某机械厂签订一建筑工程公司

，由建筑公司承建机械厂一新办公楼，包工包料，合同总造

价为2000万元。工程按约定工期完工后，机械厂因亏损无力

支付工程款，则该建筑公司可采取哪些措施???A 催告机械厂

在三个月内支付工程款??B 三个月后，与机械厂协议，以该办

公楼折价从中优先受偿??C 三个月后，委托拍卖公司将该办公

楼拍卖，从中优先受偿??D 三个月后，申请法院将该办公楼拍

卖，从中优先受偿??63?奔子胍仪┒┝艘换踉撕贤?，甲交付一

半运费，约定货到终点时交付另一半运费。若在运输过程中

因不可抗力货物灭失，对此，下列说法正确的是哪些???A 甲

可以要求乙返还乙交付的一半运费??B 甲不可以要求乙返还已

交付的一半运费??C 乙可以要求甲支付另一半运费??D 乙不可

以要求甲支付另一半运费??64?备?据《专利法》的规定，下列

情形中不视为侵犯专利权的有哪几项???A 经专利权人许可而

出口的专利产品售出后，许诺销售该产品的。??B 在专利申请

日前已经作好制造、使用的必要准备，并且仅在原有范围内

继续制造、使用的??C 使用或者销售不知道是未经专利权人许



可而制造并售出的专利产品的??D 专为科学研究和实验而使用

有关专利的??65?鼻?某就某外观设计向国务院专利行政管理部

门申请专利，其专利申请文件有下列哪些情形时，专利行政

管理部门不予受理???A 申请缺少请求书、照片的??B 未使用中

文的??C 字迹稍有涂改??D 请求书中缺少申请人姓名??66?备?据

有关法律，下列哪些行为构成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行为???A 在

不同类别的商品上使用与注册商标相近似的商标??B 销售明知

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C 在类似商品上，将与他人注册商

标近似的文字、图形作为商品装潢使用并足以造成误认的??D 

故意为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提供仓储、运输、邮寄

、隐匿等便利条件的??67?奔住⒁伊狡笠刀际巧?产西服的企业

，在同一天两家企业都以“圣依”商杯申请注册，据查，两

家企业均未使用此商标，对此，应如何处理???A 由两家企业

进行协商，协商一致的应当在30天内将书面协议报送商标

局??B 两家企业超过30天达不成协议的，在商标局主持下，由

两家企业抽签决定??C 两家企业超过30天达不成协议的。由商

标局裁定??D 两家企业均不能取得商标专用权??68?蹦吵霭嫔缬

胱骷彝跄城┒┝酥?作权许可使用合同，取得了王某创作的小

说《天使的沉沦》的专有出版权，该出版社有权进行以下哪

些行为???A 排除王某出版该作品??B 排除其他出版社在专有出

版期内出版该作品??C 可以许可其他出版社出版该作品??D 如

果许可其他出版社出版该作品，必须取得王某的许可??69?绷

跄呈歉銎缆奂遥?为评论某一作品而须适当引用他人已经发表

的作品，必须具备下列哪些条件???A 引用目的仅限于评论某

一作品??B 所引用部分不能构成引用人作品的主要部分或者实

质部分??C 不得损害被引用作品著作权人的利益??D 应注明所



引用作品的出处??70?备?据《产品质量法》规定，产品或者其

包装上的标识必须真实，并符合下列哪些要求???A 有产品质

量检验合格证明??B 有中文标明的产品名称、生产厂厂名和厂

址??C 限期使用的产品，标明生产日期和安全使用期或者失效

日期??D 使用不当，容易造成产品本身损坏或者可能危及人身

、财产安全的产品，应当有警示标志或者中文警示说明??71?

敝泄?人民银行业务限制主要有以下哪几种???A 不得对商业银

行贷款??B 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

其他政府债券??C 不得对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部门提供贷

款??D 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担保??72?蓖跄诚殖钟心成鲜

泄?司的已发行股份的百分之五，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刘某应

如何做???A 三日内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作出书面报

告??B 三日内向证券交易所作出书面报告??C 三日内通知该上

市公司，并予以公告??D 三日内不得再行买卖该上市公司的股

票??73?备?据《个人所得税法》，对下面哪些所得应以每次收

入额为应纳税所得额???A 利息、股息、红利B 偶然所得??C 劳

务报酬D 财产租赁所得??74?备?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下

列哪些房地产权利可用于设定抵押???A 以出让方式取得的土

地使用权??B 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C 依法取得的房

屋所有权连同房屋占有范围内的出让土地使用权??D 依法取得

的房屋所有权连同房屋占有范围内的划拨土地使用权??75?痹

滥呈悄炒迮┟瘢?其从事下列哪些采伐林木的行为不必申请采

伐许可证???A 采伐自留地的林木??B 采伐房前屋后个人所有的

零星林木??C 采伐自留山的林木??D 采伐个人承包集体的林

木??76?蹦称笠凳且患抑醒胫苯庸芟降钠笠担?对环境造成严重

污染，有关机关可以如何处理???A 由国务院对其作出限期治



理的决定??B 由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对其作出限

期治理的决定??C 若该企业经限期治理逾期未完成治理任务，

由国务院作出责令停业、关闭的决定??D 若该企业经限期治理

逾期未完成治理任务，由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作出责令停业、关闭的决定，且须报国务院批准??77?毙×忠

蚝贤?期限已满，欲与用人单位续延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借机

提出苛刻条件，小林怕失去这份工作，遂与用人单位签订了

合同。若小林欲确认该劳动合同无效，应由哪些机构确

认???A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B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C 劳动争

议调解委员会??D 人民法院??78?绷跄秤肽潮Ｏ展?司签订了一

份财产保险合同，在下列哪些情况下，该保险公司可以解除

与刘某的保险合同???A 刘某故意隐瞒事实，不履行如实告知

义务??B 刘某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公司

是否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C 刘某在未发生保险事故的情况

下，谎称发生保险事故??D 该保险合同标的的危险程度增

加??79?痹诨闫钡狡谌涨埃?有下列哪些情况时，持票人也可以

行使追索权???A 汇票被拒绝承兑的??B 承兑人死亡的??C 付款

人逃匿的??D 付款人被依法宣告破产的??80?痹诤Ｉ匣跷镌耸浜

贤?中，对于责任期间货物发生的灭失，在哪些情况下承运人

不负赔偿责任???A 引航员在驾驶船舶过失所致??B 船员管理货

物过失所致??C 承运人过失所致火灾??D 经谨慎处理仍未发现

的船舶潜在缺陷所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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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某有一幢临街房屋欲出售，找到钱某。钱某

想买，但一时拿不出那么多钱。双方便约定，由钱某分五次



付清房款后，双方一同到房产管理部门办理产权变更手续。

之后，钱某便搬入该房屋居住。根据有关法律原理，回

答8185题。??81?奔偃缜?某将房屋的几个店面出租，所得的租

金应怎样处理???A 归赵某所有B 归钱某所有??C 赵某与钱某平

分D 由赵某、钱某协商处理??82?奔偃缜?某一时急需用钱，将

该房屋转卖给孙某，钱某与孙某之间的买卖行为的性质如

何???A 有效行为B 效力未定行为??C 无效行为D 可撤销行

为??83?奔偃缜?某入住一个月后，由于忽起台风使房屋受损，

此损失应由谁承担???A 赵某B 钱某??C 赵某与钱某协商处理D 

赵某与钱某??84?比羟?某在支付第二次房款时，有确切证据证

明李某可能对该房屋主张权利，则钱某可以如何???A 若赵某

提供相应的担保，钱某应支付房款??B 若赵某不提供相应的担

保，钱某可以中止支付房款??C 若赵某提供相应的担保，钱某

是否支付房款由双方协商??D 若赵某不提供相应的担保，钱某

可以解除合同??85?比粢呀炻?支付房款期限，钱某还有三分之

一的房款未支付，则赵某可以如何???A 要求钱某支付全部房

款??B 解除合同??C 若解除合同，可以要求钱某支付房屋的使

用费??D 若解除合同，可以不返还钱某已付房屋价款??(二)余

某新买一辆“丰田”小轿车，为了降低可能的事故所造成的

巨大损失，他对车投了财产保险。请根据保险法的有关知识

，回答8690题。??86?奔偃缬嗄骋蛲蹲使善奔毙枳式穑?于是将

“丰田”小轿车转卖于马某，则其应怎样做???A 应将此情况

通知保险公司??B 不必将此情况通知保险公司??C 应将此情况

通知保险公司，原保险合同继续有效??D 应将此情况通知保险

公司，经保险公司同意继续承保后，原保险合同继续有

效??87?比粢蛑泄?加入WTO，“丰田”小轿车价格大幅下降



，则：??A 保险公司可以降低保险费，并按月计算退还相应的

保险费??B 保险公司可以降低保险费，并按日计算退还相应的

保险费??C 保险公司应当降低保险费，并按月计算退还相应的

保险费??D 保险公司应当降低保险费，并按日计算退还相应的

保险费??88?比粲嗄诚蚣妆Ｏ展?司投保后，又向乙保险公司投

保，则：??A 若发生保险事故，余某可从两家保险公司获得赔

偿??B 若发生保险事故，两家保险公司的赔偿金额的总和不得

超过保险价值??C 若发生保险事故，两家保险公司按照其保险

金额与保险金额的总和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D 若发生保险事

故，两家保险公司的赔偿金额应相等??89?比舯Ｏ帐鹿史⑸?后

，“丰田”小轿车发生部分损坏，则：??A 在保险公司赔偿后

三十日内，余某可终止合同??B 在保险公司赔偿后四十五日内

，余某可终止合同??C 除合同约定不得终止合同的外，保险公

司也可以终止合同??D 保险公司无权终止合同??90?比粲嗄车

亩?子未经余某同意而偷开“丰田”小轿车外出游玩，发生事

故，则：??A 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B 保险公司应承担赔

偿责任??C 保险公司若承担赔偿责任，则可对余某的儿子行使

代位求偿权??D 保险公司若承担赔偿责任，不得对余某的儿子

行使代位求偿权??(三)某证券公司是一家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

理机构审查批准的金融机构，其发起人为甲、乙、丙、丁四

家国有企业。请回答9195题。??91?比艏住⒁摇⒈?、丁各为公

司取了一个名称，其中符合法律规定的是哪几个???A 北京夏

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B 北京夏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C 北

京888证券公司??D 中国夏华证券公司??92?比舾弥と?公司为一

家经纪类证券公司，则其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多少???A 1000

万元B 3000万元??C 5000万元D 5亿元??93?比舾弥と?公司欲聘



请一人担任总经理，有下列人选，其中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是

哪几个???A 张某，曾为某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负责人，因违

纪行为被解除职务已满三年??B 刘某，曾为某律师事务所的负

责人，因违纪行为被撤销律师资格未满五年??C 钱某，因犯罪

被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五年??D 孙某，某私营企业主

，负债20万到期未能清偿??94?比舾弥と?公司在证券交易中从

事了下列行为，其中不为证券法所禁止的是哪几项?A 违背客

户的委托为其买卖证券??B 对客户的证券买卖进行指导??C 接

受客户的全权委托，为客户决定证券买卖??D 假借客户的名义

买卖证券??95?比舾弥と?公司的从业人员在证券交易活动中，

利用职务违反交易规则，给某客户带来损失，则应由谁来承

担该损失责任???A 由该从业人员??B 由该证券公司全部承

担??C 由该从业人员和该证关公司连带承担??D 由该证券公司

承担主要责任，该从业人员承担次要责任??(四)甲、乙、丙、

丁四人合伙设立一粮油加工企业，甲出资1万元，乙负责购买

机器，丙提供自家闲置的西房作为厂房，丁因为懂加工技术

，由其负责日常的经营和维修工作。在企业创建的第一年，

企业效益很好，共赢利4万元，甲、乙、丙、丁四人各分得1

万。然而市场变化莫测，粮油加工产品滞销，该合伙企业发

生了一系列事情。请根据有关法律，回答96100题。??96?奔偃

绺闷笠捣⑸?亏损，则下列说法正确的是哪些???A 因丁只提供

技术性劳务，故对合伙经营的亏损对外不承担连带责任??B 丁

虽只提供技术性劳务，仍对合伙经营的亏损对外承担连带责

任??C 该企业的亏损应由甲、乙、丙三人连带承担??D 丁应和

其他合伙人按实际的盈余分配比例对合伙经营的亏损承担责

任??97?比舯?见企业发生亏损，无利可图，提出退伙，则应怎



样处理???A 若合伙企业有书面协议约定的，按书面协议处

理??B 若书面协议未约定的，原则上不准许??C 若书面协议未

约定的，原则上应予准许??D 若其退伙会给合伙企业带来损失

，则不准许??98?比舯?退伙时该企业亏损4万元，丙分担了1万

元，而甲、乙、丁三人仍无力偿还剩余3万元债务，则应如何

处理???A 因丙民经退伙，因此对剩余3万元债务不再承担清偿

责任??B 丙虽已退伙，仍对3万元债务负连带责任??C 丙虽已退

伙，仍需对3万元债务按实际盈余比例承担责任??D 丙虽已退

伙，仍需以其在合伙企业所获利润偿付合伙企业债务??99?比

艏孜?减少自己的出资损失，私自将合伙企业的产品低价出售

于戊，则：??A 合伙企业可以宣布甲与戊的买卖行为无效??B 

若戊为不知情的善意第三人，则合伙企业不得宣布甲与戊的

买卖行为无效??C 若戊明知甲为私自处分，则合伙企业可以宣

布戊与甲的买行为无效??D 若戊明知甲为私自处分，合伙企业

仍不得宣布甲与戊的买卖行为无效??100?比粢蛭?合伙企业亏

损，甲乙丙丁四人一致同意解散合伙企业，则清算人的担任

应如何???A 由全体合伙人担任??B 经全体合伙人过半数同意，

自合伙企业解散后十五日内指定一合伙人担任??C 经全体合伙

人绝大多数同意，自合伙企业解散后十五日内委托第三人担

任??D 十五日内未确定清算人的，由其他利害关系人申请人民

法院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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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