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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5_8F_B8_E8_80_c36_481996.htm 一、单项选择题1．根据我

国《民事诉讼法》的得规定,下列谁不能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

人：（ ）A．精神病患者及10岁以下的儿童B．年满10周岁但

未满16周岁的儿童C．年满16周岁且有劳动收入的公民D．甲

乙丙依据《民法通则》组成的合伙，起名“满意水果店”2．

邓某向法院起诉，要求与陈某离婚。因案情复杂，法院适用

普通程序对案件进行审理。审理过程中，二人同意调解解决

，并于1993年12月8日达成调解协议，双方当时在调解协议上

签章并同意调解协议自双方签章生效，但要求法院制作调解

书。12月11日法院制作了调解书通知双方来取调解书，邓某

于次日取走，陈某因12月15日来到法院表示对于调解协议的

内容后悔，自己吃亏了，不愿意领取。调解书生效的日期应

为：（ ）。A．12月8日B．12月11日C．12月12日D．12月15

日3．被执行人某甲在执行中死亡，其配偶及4个子女继承了

其遗产，此时，人民法院（ ）。A．终止执行程序B．裁定变

更其配偶及4个子女为被执行人，执行他们的财产C．直接执

行其配偶及4个子女的财产D．裁定变更其配偶及4个子女为

被执行人4．4．2001年8月，户口在甲区的孙悟空为去西天盘

缠不够为名向户口在乙区的唐僧借款50万元，约定于2003年8

月底之前归还。后孙悟空因犯故意杀人罪，于2002年1月被丙

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关押在丙区监狱服刑。此外，

自2003年1月起，唐僧即开始在丁区居住。2004年3月，唐僧决

定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孙悟空偿还所借的50万元钱，唐僧



应当向下列哪一个人民法院起诉?( ) A．甲区人民法院 B．乙

区人民法院 C．丙区人民法院 D．丁区人民法院5．某煤炭公

司因与某矿务局下属企业发生煤炭购销合同纠纷，于1997年6

月5日诉至法院，法院经审查后在6月7日立案。被告矿务局

在6月15日提出管辖权异议，法院审理认定异议不成立，于6

月25日裁定驳回异议。在法庭审理中，当事人双方对一书证

发生争议，要求进行笔迹鉴定，法院准许并决定延期审理。

经过法定鉴定部门对书证笔迹进行鉴定，于7月25日提交书面

鉴定结论。请问本案依据法定审限计算方法，下列说法正确

的是：（ ）A．从6月5日开始计算审限B．处理管辖权异议的

时间不算在审限之内C．进行笔迹鉴定的时间算在审限之内D

．如果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则应当在6月内审结，不得延长6．

执行回转是民事执行中的一种特殊现象，下列哪一项不是发

生执行回转必须具备的条件？（ ）A．作为执行根据的法律

文书已被人民法院部分或全部执行完毕B．作为执行根据的法

律文书被撤销C．申请执行人拒不返还依据被撤销的法律文

书取得的民事权益D．由被执行人主动申请7．李平（女）与

王坚（男）二人于1993年在A市甲区某街道办事处登记结婚，

婚后二人一直居住在B市乙区。1997年李平与王坚因在C市从

事假烟生产被公安机关查获，C市丙区人民法院于同年12月以

生产假冒产品罪判处李平与王坚有期徒刑5年。判决生效后李

平与王坚被关押在位于C市丁区的监狱。2000年5月，李平拟

向法院起诉离婚，请问下列哪个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 )A

．A市甲区法院B．B市乙区法院C．C市丙区法院D．C市丁区

法院8．根据有关司法解释，人民法院规定了民事诉讼当事人

举证期限，下列哪一说法符合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A



．举证期限一经确定，在任何情况下，当事人都不可以申请

延长举证期限B．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确有困难的，

经法院允许，可以适当延长举证期限，但只允许延长一次C

．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确有困难的， 经法院允许，

可以适当延长举证期限，延长举证期限后，当事人提交证据

材料还有困难的，当事人可以再次提出延期申请，是否准许

由人民法院决定D．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确有困难

的，可以多次申请延长举证期限，但自第二次申请起，是否

准许由上级人民法院决定9．甲在追索乙借他的1000元的诉讼

中，向法院提交了乙向他商量借1000元的亲笔信一封，这封

信是（ ）。A．原始的直接证据B．原始的间接证据C．派生

的直接证据D．派生的间接证据10．王明和李玲于1990年在上

海相识，后由于工作关系二人分别于1991年2月和8月调至北

京，并于次年5月在京结婚。1994年，王明赴美国学习，留下

李玲一人在深圳与其母居住，1995年李玲去探亲，后两人在

美国定居。由于性格不合等原因，1997年，李玲向美国法院

提起离婚诉讼，但该法院不予受理，李玲遂向我国人民法院

提出离婚诉讼，此案应由哪地法院管辖？（ ）A．北京中级

人民法院管辖B．只能由深圳某基层人民法院管辖C．我国法

院不予受理D．由北京或深圳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11.两公司

因购销合同纠纷诉至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双方均同意以调

解方式解决纠纷，达成协议，并制作了调解书，但在送达前

，一方反悔，此时，人民法院应（ ）。A．不予理睬B．根据

另一方当事人的申请，予以强制执行C．及时判决D．重新调

解12.某日中午，赵某与其儿子（18岁）正在居民楼下正常行

走，突然院内李家的狗跑出来咬伤了赵某，赵某因此共支付



医疗费1480元。赵某诉至法院，要求李赔偿。而李否认赵的

伤是李家狼狗咬伤的。对这一争议事实，应由（ ）承担举证

责任。A．赵某 B．李某C．赵、李共同D．赵某的儿子13．

一份被双方终止的合同中，设有仲裁条款，现甲方据此向仲

裁机关申请仲裁，以解决双方争议；乙方向仲裁委员会提出

异议，认为该仲裁条款随着合同的终止而失去效力；甲方则

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法院对该仲裁条款的效力予以认定。

现问在此种情况下，该仲裁条款的法律效力应如何认定？（ 

）A．自然终止B．自然有效C．由仲裁委员会认定D．由法

院裁定14．下列哪种法律文书在法院送达时不适宜采用留置

送达的形式？（ ）A．财产保全裁定书B．先予执行裁定书C

．离婚诉讼的调解书D．侵权纠纷的判决书15．某造纸厂向

核内排放污水，致使沿河的居民蒙受损害，但人数尚未确定

，其中有27人已向人民法院起诉。法院受理后即发出了公告

，通知权利人在60日内到人民法院登记，但仅有30人登记，

该30人及委托其中的4人为代表进行诉讼。最后法院判决造纸

厂赔偿每人经济损失1200元。此后，又有未登记的23人在诉

讼时效内向某律师事务所咨询，也要求起诉请求赔偿。该律

师事务所提出的正确意见是：（ ）A．法院应不予受理B．法

院应驳回诉讼请求C．法院认为其请求成立，裁定适用已作

出的上述判决D．法院应根据他们的具体情况作为另外一个

案件重新作出新的判决16．北京天明科贸中心与湖南地新制

革厂签订了皮衣买卖合同。事后双另行书面约定“如因皮衣

买卖合同发生争议，提交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后因送货

地点发生争议，天明科贸中心向对方所在地的法院起诉，但

未说明双方订有仲裁协议，法院受理此案，地新制革厂亦应



诉答辩。在法庭辩论阶段，被告提出双方之间有仲裁协议。

根据有关规定，下列哪种判断是正确的？（ ）A．人民法院

应当裁定终结诉讼B．人民法院应当继续审理本案C．人民法

院应当裁定移送给仲裁委员会管辖D．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

回起诉17．张三向我国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在我国没有

住所的韩国公民金喜善，我国法院欲向其送达应诉通知书。

我国法院不能通过以下哪种途径向其送达法律文书？（ ）A

．按照韩国与中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所规定的途径送达 B

．通过外交途径请求司法协助C．向金喜善委托的有权代其

接受送达的诉讼代理人送达D．通过我国在韩国的使领馆向

其送达18．下列案件中当事人不可以申请再审的有：（ ）A

．按照督促程序审理的案件B．驳回起诉的裁定C．知识产权

纠纷二审判决已经生效的案件D．维持了婚姻关系的判决19

．张三与李四订立借款合同，后来因为张三不愿意再借钱给

李四，为此双方发生争议，李四起诉至人民法院。人民法院

由甲、乙、丙三名审判员组成合议庭，并由丁担任书记员。

在开庭审理过程中，李四突然得知审判员丙是张三的弟弟，

于是申请丙回避。对此应当由( )决定。 A.庭长B．审判长C．

院长D．审判委员会20．某日，甲和乙一起在街上殴打丙和

丁，致丙和丁收到伤害，花去医药费2万元。丙以甲为被告起

诉到人民法院，法院在追加当事人上举棋不定，下列哪个人

应当追加？（）A．乙B．丁C．乙、丁都不可以D．乙、丁

都可以21．下列何种措施的采取并不需要经过院长的批准？

（）A．缺席判决B．罚款C．拘留D．拘传22．甲与乙订立了

一份买卖合同，约定甲于2004年8月1日交付，后来甲逾期交

货，两人发生争议，对于以下哪项事实需要乙承担举证责任



？（）A．乙主张甲乙之间存在合同关系，甲予以否认B．甲

主张合同已经被双方协议解除C．甲没有按期交货的事实D．

甲逾期交货没有正当理由的事实23．甲乙之间因租赁合同发

生纠纷，甲在收到一审判决后，在上诉期的最后一天决定提

起上诉，但是因长江洪峰突然来临，使交通、通讯阻断，

经10天抢修，才得以通畅。甲现在还能否提起上诉？（）A．

期间已经经过，甲不能提起上诉B．甲可以在障碍消除后5日

内向人民法院申请顺延期限C．甲可以在障碍消除后10日内向

人民法院提起上诉D．是否延长甲的上诉期由人民法院决

定24．甲乙之间因宅基地发生纠纷，起诉到人民法院。人民

法院于6月1日开庭审理，原告甲在开庭时提出申请，因审判

员王某系乙的女朋友而要求其回避，此时法院应当（）A.裁

定中止诉讼B.裁定终结诉讼C.延期审理案件D.立即作出决定25

．王亚与赵林之间因借款合同发生纠纷，诉至人民法院。在

诉讼过程中，王亚对欠赵林500元表示认可，但表示当时并没

有约定利息。法院应当如何处理？（）A．法院应当认定王

亚欠赵林500元的事实B．法院应当认定王亚欠赵林500元的事

实，并推定当事人之间约定了利息C．法院可以要求赵林继

续对借款500元的事实举证D．王亚表示认可后就不能再否认

了 二、多项选择题26．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合同的双方当

事人可以在书面合同中协议选择下列管辖法院。( )A．原告住

所地人民法院B．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 C．合同签订地人民法

院D．最高人民法院27．张某发现A厂产品广告上印有其子

（5岁）照片，但同A厂交涉，要求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

偿损失，发现A厂已经分立为C厂、D厂拒绝。张某找到C厂

，其称产品广告是B广告公司制作，与其无关；B广告公司称



该项目是由本公司的设计员赵某设计的，不应由公司承担责

任。遂发生诉讼。本案中当事人说法正确的是：（ ）。A．

张某是原告B．广告公司是被告C．赵某是共同被告D．C厂

是共同被告28．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为了便于审判，便

于当事人进行诉讼，对于（ ）案件，可以合并审理。A．原

告增加诉讼请求的 B．被告提出反诉的C．审理过程中当事人

触犯刑法规定的D．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29．

马某和韩某是邻居。1994年马某未选上街道代表，怀疑是韩

某说了坏话，便伺机报复。1994年5月12日，马某带领儿子、

儿媳赵某闯入韩家，殴打韩某，致使其多处受伤。韩某之子

童某下班回家与马家三人相遇，马某及儿子、儿媳三人一拥

而上，将童某的眼镜打坏，右颧骨打成骨折，用去医药费150

元。韩某的丈夫童厚才于1994年5月底以原告身份提起诉讼，

要求马某负责赔偿打伤其妻的医药费100元。在起诉中，对儿

子被打伤的问题未涉及。法院受理此案后，在调查中发现童

某也被打伤，于是将童某追加为必要的共同诉讼的共同原告

。对本案表述正确的有：（ ）A．童厚才不是适格的原告B．

法院将童某追加为共同诉讼的共同原告是错误的C．李某和

赵某在本案中属必要共同诉讼的共同被告D．人民法院可以

将童某和韩某对马家的损害赔偿请求作为普通共同诉讼合并

审理30．人民法院可以不执行仲裁裁决的情况有（ ）。A．

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仲裁条款 B．仲裁庭的组成违反仲裁规

则C．仲裁裁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 D．仲裁裁决适用法

律有错误31．双方当事人都被监禁或都被劳动教养而提起的

民事诉讼，何地人民法院有管辖权？（ ）A．被告原住所地

人民法院有权管辖B．原告原住所地人民法院有权管辖C．如



果被告被监禁或被劳动教养1年以上的，被告被监禁地或被劳

动教养地人民法院有权管辖D．如果原告被监禁或被劳动教

养1年以上的，原告被监禁地或被劳动教养地人民法院有权管

辖32．张某将位于市内的三间房屋分别租给甲、乙、丙三人

居住，租期届满，甲、乙、丙三人都未付清租金，张某索付

未果，于是准备向人民法院起诉。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张某可以将甲、乙、丙三人作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B．

张某可以将甲、乙、丙三人分别作为被告提起诉讼C．如果

张某对该三人分别提起诉讼，则受诉人民法院必须经张某同

意才可能将案件合并审理D．该案的诉讼标的属于同一种类

的33．甲、乙在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的过程中，自

愿请求调解，以下正确说法的是（ ）。A．民事案件一旦进

入二审程序，则不适用调解B．二审人民法院可进行调解C．

在二审调解中，当事人双方可就上诉请求范围内的实体问题

进行调解，也可对一审判决所认定的但未被上诉人提出异议

的实体问题进行调解D．二审中制成的调解书送达当事人，

原一审裁判即视为撤销34．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下

列哪些情况不适用民事裁定？（ ）A．对当事人申请回避的

处理B．补正判决书中的笔误C．对妨害民事诉讼行为人采取

拘留措施D．延长审限35．江苏星火公司于1999年和广西新兴

公司签订了价值50万元的食油购销合同。新兴公司转手将大

部分食油销售给广西南建公司，价值50万元。2000年4月底，

星火公司已按合同规定履行完毕，但新兴公司未按合同规定

在2000年6月底前付款。2000年12月，星火公司与新兴公司又

签订了符合法律手续的付款协议，协议商定一旦南建公司付

款，新兴公司即以此款项履行对星火公司的付款义务。



至2001年12月底，南建公司已过付款期限但未付款，最终使

星火公司未能收回50万元款项。查明：星火公司与新兴公司

、南建公司没有其他债权债务纠纷。以下对本案表述正确的

是：（ ）A．星火公司可以向法院申请支付令，要求新兴公

司付款B．星火公司不可以向法院申请支付令，要求新兴公司

付款，因为双方在还款协议中约定的还款条件还不成熟C．

星火公司可以向法院申请支付令，要求南建公司还款D．星

火公司不可以向法院申请支付令，要求南建公司还款，因为

南建公司和星火公司没有直接的债权债务关系36．下列哪些

案件不属于应当由中级人民法院审理？（）A．美国人詹姆

斯与英国人布莱尔均在中国留学，因詹姆斯当众羞辱布莱尔

而发生纠纷，布莱尔提起侵权之诉B．江苏省泰州市发生了一

起专利侵权案件C．某航运公司因海事货物运输合同而发生

的纠纷D．赵某与阿Q发生侵权纠纷，阿Q向某基层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要求赔偿财产损失20万元，可是在人民法院受理

后，他又觉得得要精神损害500万元，遂增加该项诉讼请求37

．中国大陆某公司与台湾某公司因某一公路工程承包合同发

生争议，双方约定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进行仲

裁。对此案件仲裁庭的审理方式不正确的有哪些？（ ）A．

不开庭进行审理B．公开开庭审理C．公开开庭审理，但双方

当事人要求不公开审理的，由仲裁庭作出决定D．不公开开

庭审理，但双方当事人要求公开审理的，由仲裁庭作出决

定38．孔某在A市甲区拥有住房二间，在孔某外出旅游期间，

位于A市乙区的建筑工程队对孔某隔壁李某房屋进行翻修。

在翻修过程中，施工队不慎将孔某家的山墙砖块碰掉，砖块

落入孔某家中，损坏电视机等家电物品。孔某旅游回来后发



现此情，遂交涉，但未获结果。孔某向乙区法院起诉。乙区

法院认为甲区法院审理更方便，故根据被告申请裁定移送至

甲区法院，甲区法院却认为由乙区法院审理更便利，不同意

接受移送。以下哪些说法是正确的？（ ）A．甲、乙二区对

本案都有管辖权B．向何法院起诉，由原告选择决定C．乙区

法院的移送管辖是错误的D．甲区法院不得再自行移送，如

果认为无管辖权，应报A市中级法院指定管辖39．被继承人王

明春于1997年去世，其妻王张氏先于其死亡。王明春有子王

繁学、王繁茂两人，有女王繁丽、王繁梅两人。其长女王繁

丽于1996年死亡，留有一子李玉芬，一女李玉玲。现王繁学

与王繁茂两人因继承王明春的遗产发生纠纷，王繁学以王繁

茂为被告诉诸法院。法院受理此案后，通知王繁梅、李玉芬

、李玉玲参加诉讼，王繁梅表示放弃继承权利。李玉芬表示

参加诉讼，李玉玲则表示想继承王明春的遗产，但不愿参加

诉讼。在此情况下，本案原告应该是哪些人?（ ）A．王繁

学B．王繁梅C．李玉芬D．李玉玲40．杭州碧溪外贸公司(杭

州公司)与房西有限责任公司(香港公司)因钢材贸易发生纠纷

，依据合同仲裁条款，杭州公司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

员会申请仲裁，要求香港公司赔偿因钢材不合格造成的损失

。经审理，仲裁委员会裁决驳回了杭州公司的请求，同时裁

决杭州公司支付香港公司钢材价款30万美元。香港公司申请

被执行人住所地的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而杭州公司

认为，香港公司未提出反请求，仲裁委员会就裁决杭州公司

支付30万美元，实属裁决不公。杭州公司可如何行使权利?( )

A．向仲裁机构所在地的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申请不予

执行裁决B．向被执行人住所地的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



销裁决C．向仲裁机构所在地的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申

请撤销裁决D．向被执行人住所地的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

请不予执行裁决 三、不定项选择题（一）某市甲公司与乙公

司之间存在债务纠纷。甲公司施计扣留了乙公司价值36万元

的钢材，以此要求乙公司还债。乙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要

求甲公司返还扣留的钢材。诉讼过程中，甲公司提出反诉，

要求乙公司偿还欠债。乙公司又得知甲公司准备将扣留的钢

材运出本市销售，遂向法院申请扣押这批钢材。据此，回答

下列问题： 41．人民法院接受了乙公司的申请后，因情况紧

急，至迟在多长时间内作出裁定？（ ）A．12小时B．24小

时C．48小时D．72小时42．人民法院采取了下列财产保全措

施，其中哪些是不对的？（ ）A．扣押甲公司企业运出本市

的钢材B．查封甲公司的生产车间C．甲公司提供了相应的担

保后，仍不解除财产保全D．冻结甲公司的全部银行帐户后

的第4天才通知甲公司43．本案一审判决后，乙公司不服，依

法提起了上诉，在二审人民法院收到案件之前，甲公司有转

移财产行为。须采取保全措施的，由哪个法院采取保全措施

？（ ）A．一审人民法院B．二审人民法院C．一审人民法院

或者二审人民法院D．财产所在地的人民法院（二） B县人民

法院受理王强诉周春海名誉侵权纠纷一案，判决周春海在判

决生效后1个月内赔偿王强2万元，并在《A市日报》登报赔礼

道歉。周春海不服，提起上诉。A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

出二审判决，维持原判。判决送达后，周春海向王强交付了2

万元赔偿款，但未按期赔礼道歉。王强申请强制执行，法院

多次催促周春海履行判决，但周拒绝赔礼道歉。根据以上情

况,请回答下列问题：44．王强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限为多长? (



) A. 1个月 B. 3个月 C. 6个月 D.1年45.本案应由哪个法院负责执

行? ()A.B县人民法院B.A市中级人民法院C.A市中级人民法院

委托B县人民法院执行D.既可以由B县人民法院负责执行，也

可以由A市中级人民法院负责执行，王强可以向其中一个法

院申请执行46.在周春海拒绝赔礼道歉的情况下，法院可以采

取哪种针对周春海的法律措施?( )A.由周春海支付迟延履行

金B.对周春海进行罚款C.对周春海进行拘留D.采取公告、登

报等方式，将判决的主要内容及有关情况公布于众，费用由

周春海承担47.假设法院执行过程中王强与周春海自行达成口

头协议，约定周春海可不赔礼道歉，但须另付王强1万元赔偿

款，法院得知后应当如何办理?()A.不允许，继续执行生效判

决B.不允许，但不予过问，也不继续执行生效判决C.允许，

将协议内容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D.允许，

根据当事人协议的内容制作调解书（三）甲乙两公司因借款

发生纠纷，甲公司是债权人、乙公司是债务人，两公司之间

没有其他债权债务关系。根据以上案情，回答下列问题。48

．甲乙两公司为解决纠纷可以采取哪些办法？（ ） A．自行

和解B．达成仲裁协议申请仲裁 C．甲公司可以向法院起诉D

．甲公司可以向法院申请支付令49．如果甲公司向法院申请

支付令，法院受理后向乙公司发出支付令，乙公司对支付令

有不同意见，可以采取什么办法？（ ） A．申请复议一次B

．提出异议书 C．可以上诉D．可以向签发支付令的法院起

诉50．如果乙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没有提出异议，也没有履行

义务，支付令会引起什么后果？（ ） A．督促程序终结B．

甲公司可以申请强制执行C．乙公司不得就此纠纷再行起

诉D.乙公司可以申请撤销该支付令 四、案例分析1．1988年10



月，A市北方文化艺术公司与B市江南音像出版公司在C市签

订合同，双方商定联合制作以歌颂残疾人自强不息精神为主

题的60分钟的歌曲录音磁带一盘，由北方文化艺术中心收集

曲目、进行必要的艺术处理，并解决有关版权的问题，由江

南音像出版公司制作发行。后北方文化艺术中心收集歌曲12

首，在本单位进行艺术处理并制作成母带。江南音像出版公

司因设备发生故障，便请D市文化馆协助，江南音像出版公

司黄伟等人去D市文化馆利用其设备制作磁带，文化馆还派

职工李某等人参与制作工作，事后，江南音像出版公司付

给D市文化馆2万元设备磨损费和劳务费。该歌曲磁带取名为

“强者之歌”，在E市、F市发行销售。此后，白云乐队认为

该磁带中第二首、第三首歌曲版权应归其所有，红土地出版

社认为该磁带中第五、六、七首歌曲版权应归其所有，两单

位发现“强者之歌”属名单位为北方文化艺术公司和江南音

像出版公司，提出交涉，未能解决争议，便提起诉讼。一审

法院将白云乐队和红土地出版社列为原告，将北方文化艺术

公司和江南音像出版公司列为被告，经审理，判决确认被告

行为构成侵权。法院于1990年4月15日将判决书送达双方当事

人。此后连降暴雨，交通不便，直到5月2日两被告才以“事

先曾与白云乐队和红土地出版社打过招呼”为由，不服判决

，到邮电局向法院寄发了上诉状。本案经二审法院调解，双

方达成协议，被告当即按协议对原告进行了赔偿，并口头表

示道歉。法院在此情况下制作了调解书，法院送达调解书时

，原告对调解书中的措词提出异议，拒绝在送达回证上签字

。在这种情况下，法院采取了留置送达的方式。事后双方当

事人未提出任何意见，法院就此结案。问：（1）什么地方的



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为什么？（2）如果本案几家法院都有

管辖权，原告向其中一家法院起诉，立案受理后，被告要求

将此案移送另一家有管辖权的法院，先立案的法院是否有权

移送？为什么？（3）D市文化馆的李某应当作为何种诉讼参

与人？为什么？（4）白云乐队和红土地出版社可否分别单独

起诉？为什么？（5）如果本案一审判决作出后，江南音像出

版公司一家公司提出上诉，理由是事先有合同的约定，版权

问题由北方文化艺术中心负责解决，故构成侵权，应由北方

一家进行赔偿和道歉。在这种情况下，二审当事人应如何列

明？（6）如果二审中，江南音像出版公司提出反诉，声称红

土地出版社也曾侵犯其版权，二审法院应如何处理？（7）本

案中的诉讼主体的行为有何不当？应当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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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