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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3_95_E8_80_83_E8_c36_479972.htm 甲下岗后决定到批发

市场租一门面搞百货批发，其夫乙极力反对。甲遂与乙签了

一份合同，约定甲做生意的一切风险自担，双方各用各的钱

。乙对甲的生意从来不闻不问，但夫妻二人实际上并未分伙

，家中生活消费基本都由甲负责，但两人的收入是各自保管

，乙自己有１０万元存款。后来甲生意亏本，欠丙３万元货

款。 问７６：如何判断个体工商户的债务属于个人债务还是

家庭债务？ 问７７：丙是否有权请求乙偿还甲所欠的债务？ 

答７６：民法通则第二十九条规定：“个体工商户、农村承

包经营户的债务，个人经营的，以个人财产承担；家庭经营

的，以家庭财产承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４２

条规定：“以公民个人名义申请登记的个体工商户和个人承

包的农村承包经营户，用家庭共有财产投资，或者收益的主

要部分供家庭成员享用的，其债务应以家庭共有财产清偿。

”据此，判断个体工商户的债务属于个人债务还是家庭债务

应从以下两个方面予以考虑：投入个体工商户的财产是个人

财产还是家庭财产；个体工商户经营中的收益是仅用于经营

者个人享用还是用于家庭共同享用。 答７７：婚姻法第十九

条第三款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

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

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第十八条规定：“婚姻法第十九条所称‘第三人知道该约

定的’，夫妻一方对此负有举证责任。”据此，夫妻之间对

财产的约定对外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夫或妻欲以关于财产

的约定来对抗第三人，须承担举证责任，即其必须举证该第

三人明确、清楚地知道夫妻之间的约定。 综上所述，本题中

的丙有权请求乙偿还甲所欠的债务，乙应当承担甲的债务。 

问７８：买卖车辆未办理过户手续，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原

车主是否应当承担责任？ 答：不承担责任。根据合同法第一

百四十二条、第一百三十三条、民法通则第七十二条规定，

风险转移的界限是交付标的物，风险的转移不依标的物的所

有权是否转移，或标的物是动产还是不动产而有所不同，除

非法律另有规定或当事人另有约定。本题中所述情形不属于

法律另有规定的情形，而当事人对此也无约定。据此，车辆

即使未办理过户手续，其风险仍自交付时发生转移。如果发

生交通事故，原车主对此不承担责任。 问７９：甲、乙为夫

妻，均为白领，有一子丙（８岁）。甲、乙离婚后，丙由乙

抚养，与乙共同生活。寒假期间，甲将丙接回共同生活１５

天，其间，丙将丁打伤，丁花去医疗费１万元，请问：应由

谁来承担赔偿责任？ 答：应由甲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

意见》（试行）第１５８条规定：“夫妻离婚后，未成年子

女侵害他人权益的，同该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应当承担民事

责任；如果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确有困难的，可以责令未与该

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共同承担民事责任。”本题中“甲将丙

接回共同生活１５天”，即丙处于甲的照管之下，视为共同

生活。根据题干中“均为白领”，可推知甲、乙均不属“一



方因生活困难，另一方给予适当补偿”的情形。据此，应由

甲承担赔偿责任。 问８０：某大学对严重违反校纪、非法同

居的大学生甲、乙予以勒令退学处分，并将处分决定以内部

文件形式传达到校属有关单位。师生们对此议论纷纷。请问

：对该大学的行为应如何定性？ 答：该大学的行为是行使教

育管理权的正当行为，不构成侵权。原因在于构成侵害名誉

权须具备三个要件：一是行为人实施了侮辱、诽谤等行为，

并指向特定人；二是该侮辱、诽谤等行为为第三人所知悉；

三是行为人具有过错。本题中某大学无侮辱、诽谤的行为，

也无过错，故不构成侵权。 问８１：在多式联运合同中，当

所运货物毁损时，收货方应向谁主张赔偿责任，是承运方还

是发货方？ 答：收货方可基于合同的相对性，向发货方提起

违约之诉，要求发货方赔偿损失；也可基于财产所有权受损

，向承运人提起侵权之诉，要求承运人赔偿损失。 问８２：

甲在乘火车时被从窗外飞进来的石头砸伤，列车员和列车长

对此不闻不问。请 问：甲的损失应由谁来承担？ 答：甲的损

失应由承运人来承担。依据是：合同法第三百零一条规定：

“承运人在运输过程中，应当尽力救助患有急病、分娩、遇

险的旅客。”合同法第三百零二条第一款规定：“承运人应

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伤亡是旅

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承运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重

大过失造成的除外。”据此，承运人对旅客伤亡承担无过错

责任，只有两个免责情形：一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二是旅

客故意、重大过失所造成的，但对此须由承运人承担证明责

任。 问８３：当留置权、抵押权、质权并存时，实现权利的

顺序是什么？ 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九条的规定，留置

权、抵押权、质权并存时实现权利的法定先后顺序：留置权

优于→法定登记的抵押权优于→质权优于→非法定登记的抵

押权。应当注意：非法定登记的抵押权，即约定的抵押权不

得对抗质权。 问８４：诉讼时效期间届满，权利人丧失胜诉

权，但向法院起诉时，法院仍予以受理。请问：对此应如何

理解？ 答：诉讼时效期间届满，法院就不能再依诉讼程序强

制义务人履行债务。也就是说，期间届满以后，权利人丧失

了胜诉权，即依公力救济的权利，但实体权和起诉权并不丧

失。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只要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起

诉的规定，人民法院就应当立案受理，因为只有受理，才能

查明时效期间是否届满，是否存在能够引起诉讼时效中止、

中断的法定事由，是否有可以延长时效期间的正当理由等。 

问８５：“共同共有人享有分割共有财产的请求权”、“共

同共有人对于其他共有人出售的共有财产有优先购买权”这

两句话正确吗？ 答：都不正确。理由如下： 共同共有主要是

基于共同关系而形成的，共同共有人不能像按份共有人那样

可以自由转让自己的潜在份额。在共同关系存续期间，各共

有人不得请求分割共有物。只有在共同共有关系终止时，方

可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９０条规定的对共有财

产进行分割。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９２条的规

定，共同共有人对于其他共有人出售的共有财产有优先购买

权的前提是：出卖的财产与其他原共有人分得的财产属于一

个整体或者配套使用。如果未满足这个前提，则不享有优先



购买权。 问８６：甲已满１８周岁，在校大学生，无经济来

源。（１）如果甲在校期间向乙借款６万元，后无力返还，

则应由谁来返还该笔款？（２）如果甲在校期间打伤乙，乙

为治伤花去医疗费５０００元，则此费用由谁承担？ 答：（

１）应由甲自己承担责任。民法通则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

“十八周岁以上的公民是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可以独立进行民事活动，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据此，

本题中的甲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其违约的行为，应由

其自己承担责任。 （２）应由甲的原监护人先行垫付。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

问题的意见》（试行）第１６１条规定：“侵权行为发生时

行为人不满十八周岁，在诉讼时已满十八周岁，并有经济能

力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行为人没有经济能力的，应当由

原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行为人致人损害时年满十八周岁的

，应当由本人承担民事责任；没有经济收入的，由扶养人垫

付；垫付有困难的，也可以判决或者调解延期给付。”据此

，对已成年却无生活来源者的行为，由其父母垫付的情况只

有一种，即侵权行为。 问８７：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而转

租，是否属于无权处分？ 答：民法意义上的无权处分，是指

非所有权人将他人的财产所有权给处分了。本题中承租人未

经出租人同意而转租，处分的是财产使用权而非所有权，不

属无权处分。 问８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三条规定“债

权人仅起诉保证人的，除保证合同明确约定保证人承担连带

责任的外，人民法院应当通知被保证人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

讼”，请问：对此是否可以理解为“对于连带保证合同，保



证人和债务人是不能成为共同诉讼人的”？ 答：上述理解不

对。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

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连带责任保

证的债权人可以将债务人或者保证人作为被告提起诉讼，也

可以将债务人和保证人作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 在保证合

同中应列谁为被告，可通过以下例子来理解：甲从乙银行贷

一笔款，丙作甲的保证人。贷款期限届满，甲不能归还到期

贷款，此时乙银行如何实现自己的债权，取决于其如何提起

诉讼。乙银行可以直接以甲和丙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也可

以直接以甲为被告提起诉讼。但如果乙银行直接以保证人丙

为被告提起诉讼，此时是否应追加债务人甲为共同被告，取

决于丙承担的是连带保证责任还是一般保证责任：如果丙承

担的是连带保证责任，则不必追加甲为共同被告；如果丙承

担的是一般保证责任，则应追加甲为共同被告。 问８９：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经济审判工作中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规定》第６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

理国内经济纠纷案件中，如受诉人民法院对该案件没有管辖

权，不能因对非争议标的物或者对争议标的物非主要部分采

取诉前财产保全措施而取得该案件的管辖权。”请问，对此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对于经济纠纷案件，实施诉前财产保全

的法院并不因此取得该案的管辖权（只有在对争议标的物或

其主要部分采取诉前财产保全时才能因此取得），而对于一

般的民事案件，则因此而取得管辖权？ 答：上述理解不对。

题中司法解释的第６条已被１９９８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如何理解民诉意见第三十一条第二款的批复》所否定

。根据该批复，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面临紧急情况时，可



以向财产所在地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但是，被保全财产

所在地的法院与对此案有管辖权的法院可能是同一个法院，

也可能不是同一个法院。在财产所在地法院采取诉前财产保

全措施后１５日内，申请人应当且只能向有管辖权的法院起

诉；超过１５日不起诉的，法院应当解除财产保全。 应当注

意：如果有管辖权的法院与采取诉前财产保全措施的法院不

同，采取诉前财产保全措施的法院应当将财产保全裁定移送

给受案法院，以防止法院利用诉前财产保全措施争管辖。 问

９０：权利人起诉后又自行撤诉，或因起诉不合法被法院驳

回的，可否导致诉讼时效的中断？ 答：对于权利人起诉后又

自行撤诉，或因起诉不合法被法院驳回的，其起诉是否发生

中断的效果，法律对此没有明确的规定。目前主流观点认为

：起诉已表明权利人行使权利这一事实，即使撤诉也仅是放

弃公力救济，其所包含的请求意思并未因撤诉而撤销，故应

视为与请求同样地发生中断时效的效果。 问９１：下列哪些

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Ａ．当事人李某的

妻子袁某向法院作出的有利于李某的证言；Ｂ．原告陈某向

法院提交的其采用偷录方法录下的用以证明被告刘某欠其５

０００元人民币的录音带，该录音带部分关键词的录音听不

清楚；Ｃ．由未成年人所作出的各类证言；Ｄ．原告提出的

字迹清晰的合同文书复印件，但该合同文书的原件已丢失，

且被告不承认其与原告存在有该合同文书复印件所表述的法

律关系。 答：本题中的ＡＢＤ应选。ＡＤ两项应选的依据是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

条规定：“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一）未成年人所作的与其年龄和智力状况不相当的证言；（



二）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

言；（三）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四）无法与原件、原物

核对的复印件、复制品；（五）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

人证言。” Ｂ项应选的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

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规定：“以侵害他人合法权

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

定案件事实的依据。”Ｂ项表述中偷录的录音不属于本条规

定的情形，是合法证据，但由于听不清楚，存有疑点，故属

于第六十九条第（三）项规定的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

的依据。 Ｃ项不选的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

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待证事实与其

年龄、智力状况或者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无民事行为能力

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作为证人。”据此，对未成

年人所作的证言，只要不是与其年龄和智力状况不相当的，

就可以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在这里Ｃ项表述因过

于绝对，故不选。 问９２：甲诉乙货款纠纷一案现已二审终

结，但确有错误。请问：如果法院已裁定再审，检察院提起

抗诉，法院应否受理？如果检察院提起抗诉后，法院再审维

持原判的，检察院再次提出抗诉，法院应否受理？ 答：在法

院已裁定再审后，检察院提起抗诉的，对该抗诉，法院不予

受理。依据是《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第

六条。 如果检察院提起抗诉后，法院再审维持原判的，检察

院再次提起抗诉，法院是否受理，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维持原裁判的

民事、经济、行政案件，人民检察院再次提出抗诉应否受理

问题的批复》规定，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上级人民检察院



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经济、行政案件

提出抗诉的，无论是同级人民法院再审还是指令下级人民法

院再审，凡作出维持原裁判的判决、裁定后，原提出抗诉的

人民检察院再次提出抗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原提出抗

诉的人民检察院的上级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人民法院应

当受理。” 问９３：在行政诉讼中，第三人有权提出管辖权

异议吗？ 答：行政诉讼中的第三人无权提出管辖权异议。在

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的“应诉通知”只能是发给被告行政机

关，故这里收到通知后提出管辖异议是被告专有的权利。第

三人是在本诉已经开始但尚未审结的过程中，依申请或由人

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而非“应诉”）而参与进来的，其时

因本诉已经开始，管辖权已经确定，故无权提出管辖异议。

相关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第三人能否对管辖权提出异

议问题的批复》第一条和第二条。 问９４：在行政诉讼中如

果行政机关经合法传唤，拒不出庭，法院需要作出缺席判决

的，被告提供的证据可否作为定案的依据？ 答：原则上不可

以，但当事人在庭前交换证据中没有争议的证据除外。依据

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六

条。 问９５：刑事诉讼法规定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不公开审

理。请问：此处未成年被告人的年龄是指开庭审理时的年龄

，还是犯罪时的年龄？ 答：是指开庭审理时的年龄。依据是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

十一条规定：“对在开庭审理时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刑

事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对在开庭审理时不满十八周岁的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一般也不公开审理。如果有必要公开审

理的，必须经过本院院长批准，并且应限制旁听人数和范围



。” 问９６：女孩甲，年方１３岁，体态高大丰腴，因父母

离异无人照管，常流连于舞厅酒吧。一日认识某派出所男干

警乙，两人一见钟情，甲自称已满１７周岁，正读高中三年

级，家庭贫寒，乙遂允诺待甲高中毕业后愿供其读大学。某

日，乙带甲到家中玩耍时经不住甲的诱惑与其发生性关系。

请问：乙的行为构成犯罪吗？ 答：乙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依

据是２００３年１月２４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为

人不明知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是否构

成强奸罪问题的批复》规定，即：“行为人明知是不满十四

周岁的幼女而与其发生性关系，不论幼女是否自愿，均应依

照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强奸罪定罪处罚；

行为人确实不知对方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双方自愿发生

性关系，未造成严重后果，情节显著轻微的，不认为是犯罪

。” 问９７：一出租车司机在厂区接送客人，由于车速过快

，将一人撞死，请问：该司机构成交通肇事罪吗？ 答：不构

成。因为厂区内不属于公共交通管辖的范围，但该司机构成

过失致人死亡罪。依据是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１０日公布的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第八条。 问９８：有些书中提到如果行为人由

于不知法而不能认识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质和危害结果则排除

故意的成立，但是我曾记得在司法实践中应是不得因不知法

就认为其无犯罪故意。请问：对此应如何理解？ 答：行为人

不知法是否就可认定其有无犯罪的故意，对此应具体情况具

体分析。刑法上的认识错误有多种情形，一般可分为法律认

识错误和事实认识错误。 法律认识错误，即违法性错误，是

指行为人在有意识地实施某种行为时，对自己的行为在法律



上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罪或者应当受到怎样的处罚存在错

误的认识，例如：假想的有罪、假想的无罪、对处罚的误解

。对此的处理原则是：不免罪责。因为作为公民应当知道法

律，不知法律不是一个可接受的辩解理由。 事实认识错误，

是指行为人主观上对决定其行为性质及刑事责任的有关事实

情况的错误理解。其情形之一就是行为人对行为的性质认识

错误。这是指行为人对其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存在错误

理解，主要表现为行为违法，但行为人误认为合法，如假想

防卫、假想避险等。对于这种情形不能定为故意犯罪，如果

行为人有过失，认定为过失犯罪；无过失，则认定为无罪。 

问９９：甲在境外购买了毒品、乙在境外购买了大量淫秽物

品，然后，二人共谋共雇一条走私船回到内地，后被海关查

获。请问：甲、乙二人构成共同犯罪吗？ 答：不构成共同犯

罪。本题中的甲、乙两人在主观方面不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

，一个是想走私毒品，一个是想走私淫秽物品；在客观方面

，甲购买了毒品，乙购买了淫秽物品。“共谋共雇”只能说

明两人事后知道对方是干什么的，一起商量雇船而已，并不

能说明一起共谋后再分头去买了毒品、买了淫秽物品，再一

起运输回内地。故甲、乙的犯罪行为虽然有一定的联系但却

是各不相同的：甲的行为是走私毒品的犯罪行为，构成刑法

第三百四十七条规定的走私毒品罪；乙的行为是走私淫秽物

品的犯罪行为，构成刑法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的走私淫秽物

品罪。综上所述，甲、乙两人之间不存在共犯关系，不构成

共同犯罪。 问１００：现行刑法分则条文有哪几种绝对确定

的单一的死刑？ 答：主要有：刑法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的劫

持航空器而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航空器遭受严重破坏的，



处死刑；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犯绑架罪致使被

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刑法第二百四十条规定的犯拐卖妇女、儿童罪，属于八种法

定加重构成情形之一，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

财产；刑法第三百一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犯暴动越狱罪、聚

众持械劫狱罪的首要分子或者积极参加者，情节特别严重的

，处死刑；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规定的贪污罪、三百八十五

条规定的受贿罪，个人贪污、受贿数额达十万元以上，情节

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应当注意：上述五种

立法情形，应当遵循刑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犯罪的时候

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

” 来源：人民法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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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