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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2/2021_2022_2005_E5_B9_

B4_E5_8F_B8_c36_482008.htm 解析：《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诉讼法》第五十九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认为事实清楚

的，可以实行书面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七条第二款“

当事人对原审人民法院认定的事实有争议的，或者第二审人

民法院认为原审人民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楚的，第二审人民法

院应当开庭审理。” 91、王某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

发现人民法院在接到起诉状后七日 内未作出受理与否的答复

。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A、如果还在七日之内，人民法院

经审查认为王某起诉不符合起诉条件的，有权驳回王某的起

诉； B、七日后，人民法院如经审查认为王某起诉不符合条

件，可先予受理后再驳回起诉； C、人民法院在七日后才作

出不予受理裁定的，王某可以向上一级法院提出申诉或直接

向上一级法院起诉； D、七日后，人民法院审查认为王某起

诉符合条件的，就应作出予以受理立案的决定。 答案

：ABCD 解析：《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二条

“人民法院接到起诉状，经审查，应当在七日内立案或者作

出裁定不予受理。原告对裁定不服的，可以提起上诉。”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

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对原告的起

诉进行审查。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在7日内立案；不符合起

诉条件的，应当在7日内裁定不予受理。7日内不能决定是否

受理的，应当先予受理；受理后经审查不符合起诉条件的，



裁定驳回起诉。受诉人民法院在7日内既不立案，又不作出裁

定的，起诉人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诉或者起诉。上一级

人民法院认为符合受理条件的，应予受理；受理后可以移交

或者指定下级人民法院审理，也可以自行审理。前三款规定

的期限，从受诉人民法院收到起诉状之日起计算；因起诉状

内容欠缺而责令原告补正的，从人民法院收到补正材料之日

起计算。” 92、小张因行政赔偿问题向人民法院起诉，但由

于证明损失数额的证据无法在举证期限内提供，面临着败诉

的可能。这时小张的代理律师建议可先行撤诉，在取得证据

后再以同一事实同一理由重新起诉。下列行为的结果可能达

到上述目的的是： A、 小张向人民法院申请撤诉获准许； B

、 小张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法院按撤诉处理；

C、 小张申请缓交诉讼费已获批准，在缓交期限届满后仍不

履行预交诉讼费的义务以致被视为自动撤诉； D、 小张经合

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但人民法院并未直接按撤诉处

理，又对小张依法进行了传唤，小张还是无正当理由拒不到

庭，法院准许其撤诉。 答案：BC 解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

六条“人民法院裁定准许原告撤诉后，原告以同一事实和理

由重新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第三十七条“原告或

者上诉人未按规定的期限预交案件受理费，又不提出缓交、

减交、免交申请，或者提出申请未获批准的，按自动撤诉处

理。⋯⋯”第四十九条第一款“原告或者上诉人经合法传唤

，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

按撤诉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

“经人民法院两次合法传唤，原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



视为申请撤诉；⋯⋯” 93、小孙独资开办的商行因销售假冒

商标的五金产品被工商局罚款，小孙不服提起了行政诉讼。

诉讼期间，工商局又作出对商行处以停业整顿处罚的处理决

定，小孙再次向同一法院提起诉讼。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A、 法院应合并审理两案； B、 法院可以分开审理两案； C

、 法院不可以合并审理两案； D、 法院应分开审理两案。 答

案：ACD 解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六条第三项“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决定合并审理：(三)在诉讼过程中，

被告对原告作出新的具体行政行为，原告不服向同一人民法

院起诉的；” 94、张先生在其与税务局的行政诉讼案开庭结

束后，从高中同学处得知了该案主审法官李某的妻子与税务

局的代理人韩小姐有表亲关系的情况，于是向人民法院提出

要求李某回避的申请。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 人民法院应

驳回张先生关于要求李某回避的申请； B、 人民法院应批准

张先生关于要求李某回避的申请； C、 李某在获知其妻子与

韩小姐关系后，应主动申请回避，在人民法院作出是否回避

的决定前，应当暂停李某参与本案的工作； D、 张先生在回

避申请被驳回后，可以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复议。 答案：A 解

析：《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七条第一、二款

“当事人认为审判人员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或者有其他关系可

能影响公正审判，有权申请审判人员回避。审判人员认为自

己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或者有其他关系，应当申请回避。”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

题的解释第四十七条第一、二、四款“当事人申请回避，应

当说明理由，在案件开始审理时提出；回避事由在案件开始



审理后知道的，应当在法庭辩论终结前提出。被申请回避的

人员，在人民法院作出是否回避的决定前，应当暂停参与本

案的工作，但案件需要采取紧急措施的除外。⋯⋯申请人对

驳回回避申请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作出决定的人民法院申请

复议一次。⋯⋯” 注意：只有被当事人申请回避的，才应当

暂停参与本案的工作，主动申请回避不受此限。 95、张大爷

等数十人均是退休工人，其退休养老金一直由当地民政部门

负责按月发放，但从当年二月份开始民政部门以种种理由为

借口不再足额支付该笔养老金。张大爷等不得不将民政部门

告上法院，并申请了财产保全。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 张

大爷等若不申请财产保全的，法院不能主动进行财产保全；

B、 张大爷等若不申请财产保全的，法院也应依职权采取财

产保全措施； C、 民政部门对财产保全裁定不服的，应当在

七日内申请复议； D、 民政部门对财产保全裁定不服的，可

以在七日内申请复议。 答案：D 解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

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八

条第一、三款“人民法院对于因一方当事人的行为或者其他

原因，可能使具体行政行为或者人民法院生效裁判不能或者

难以执行的案件，可以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作出财产保全

的裁定；当事人没有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在必要时也可以

依法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当事人对财产保全或者先予执

行的裁定不服的，可以申请复议。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

行。“ 96、在一起行政纠纷二审案中，上诉人向人民法院申

请撤诉，但未获准许，虽然人民法院已经对上诉人进行了依

法传唤，但上诉人拒不到庭且没有提出正当理由。下列说法

不正确的是： A、 二审人民法院应缺席判决； B、 二审人民



法院应按撤诉处理； C、 二审人民法院不可以按撤诉处理；

D、 二审人民法院应拘传上诉人到庭。 答案：ABCD 解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

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九条第二款“原告或者上诉人申请撤诉，

人民法院裁定不予准许的，原告或者上诉人经合法传唤无正

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而中途退庭的，人民法

院可以缺席判决。”97、国家修建二级公路需要征用青云二

村的土地，该村十余户村民以征用补偿标准过低为由，拒不

退出由其承包经营的田地。当地县国土资原管理局责令该十

余户限期交出土地，并依法向基层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A、人民法院应裁定予以受理； B、

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应就县国土资原管理局的决定进行审查

，如认为不合法的有权裁定不予受理； C、人民法院如准予

强制执行的应作出书面决定； E、 人民法院如不受理该申请

的应进行裁定。 答案：ABC 解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七条第

一款“法律、法规没有赋予行政机关强制执行权，行政机关

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第九

十三条“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机关申请执行其具体行政行为的

案件后，应当在３０日内由行政审判庭组成合议庭对具体行

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并就是否准予强制执行作出裁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五

条“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规定，阻挠国家建设征用土地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交出土地；

拒不交出土地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注意：决定与

裁定适用对象的区别。 98、某市规划局作出对某企业违章建



筑予以拆除的处罚决定并依法向建筑物所在地的T区人民法院

申请执行，T区人民法院认为执行有困难，于是报请该市中级

人民法院执行。中级人民法院经调查后认为，如由T区人民法

院执行确有困难。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中级人民法院只

能决定由本院执行； B、中级人民法院仍可以决定由T区人民

法院执行； C、中级人民法院可以决定由该市所辖其他区的

人民法院执行； E、 中级人民法院不能再决定由T区人民法院

执行。 答案：BC 解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九条“行政机关

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其具体行政行为的，由申请人所在地

的基层人民法院受理；执行对象为不动产的，由不动产所在

地的基层人民法院受理。基层人民法院认为执行确有困难的

，可以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执行；上级人民法院可以决定由其

执行，也可以决定由下级人民法院执行。” 注意：“下级人

民法院”应理解为包括报请执行的基层人民法院在内。参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

问题的解释第八十五条“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判决书、行政

裁定书、行政赔偿判决书和行政赔偿调解书，由第一审人民

法院执行。第一审人民法院认为情况特殊需要由第二审人民

法院执行的，可以报请第二审人民法院执行；第二审人民法

院可以决定由其执行，也可以决定由第一审人民法院执行。

” 99、下面关于行政许可的说不正确的是： A、 起草法律草

案、法规草案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章草案，拟

设定行政许可的，起草单位可以采取听证会、论证会等形式

听取意见； B、行政许可的实施和结果，可以公布，但涉及

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除外； C、行政许可申



请人有依法取得行政许可的平等权利，行政机关不得歧视。

D、行政许可依据的法律已经修改，行政机关依法变更或者

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由此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造成财产损失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赔偿。 答案

：ABCD 解析：《行政许可法》第五条第二、三款“有关行

政许可的规定应当公布；未经公布的，不得作为实施行政许

可的依据。行政许可的实施和结果，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

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外，应当公开。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

，申请人有依法取得行政许可的平等权利，行政机关不得歧

视。” 第八条第二款“行政许可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

修改或者废止，或者准予行政许可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

大变化的，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变更或

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由此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造成财产损失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补偿。” 第十九

条“起草法律草案、法规草案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规章草案，拟设定行政许可的，起草单位应当采取听证会

、论证会等形式听取意见，并向制定机关说明设定该行政许

可的必要性、对经济和社会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听取和采纳

意见的情况。” 注意：依法条出题，注意行文措辞。 100、

某家电零售公司未按照规定的期限缴纳税款，被税务机关处

于罚款。 之后该公司既不履行义务，亦未提起行政复议或起

诉，税务机关于是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以下说法正确

的是： A、因法律、法规规定税务机关对上述事项有强制执

行权，所以不能再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B、因法律、法

规规定税务机关对上述事项没有强制执行权，所以人民法院

应当依法受理； C、即使法律、法规规定税务机关对上述事



项有强制执行权，税务机关还是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的； D、如果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税务机关机的处罚决定是

不合法的，应不予受理。 答案：C 解析：《中华人民共和国

税收管理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当事人对税务机关的处罚

决定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的，作

出处罚决定的税务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

的解释第八十六条 行政机关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六条的规

定申请执行其具体行政行为，应当具备以下条件：（一）具

体行政行为依法可以由人民法院执行；（二）具体行政行为

已经生效并具有可执行内容；（三）申请人是作出该具体行

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四

）被申请人是该具体行政行为所确定的义务人；（五）被申

请人在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期限内或者行政机关另行指定的

期限内未履行义务；（六）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提出申请；

（七）被申请执行的行政案件属于受理申请执行的人民法院

管辖。人民法院对符合条件的申请，应当立案受理，并通知

申请人；对不符合条件的申请，应当裁定不予受理。”第八

十七条“法律、法规没有赋予行政机关强制执行权，行政机

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法律

、法规规定既可以由行政机关依法强制执行，也可以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人民

法院可以依法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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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