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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5_BE_8B_c36_482229.htm 一、单项选择题?? 1?贝鸢福?D?? 

本题考点：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出资?? 解析：参见《公司法

》第28条??2?贝鸢福?B?? 本题考点：股东会的表决程序?? 解析

：参见《公司法》第39条??3?贝鸢福?A?? 咎饪嫉悖汗煞萦邢

薰?司的申请登记?? 解析：参见《公司法》第82条??4?贝鸢

福?B?? 本题考点：股份有限公司分派新股的条件?? 解析：参

见《公司法》第137条??5?贝鸢福?D?? 本题考点：合伙人的出

资?? 解析：参见《合伙企业法》第11条??6?贝鸢福?A?? 本题考

点：合伙人的财产份额的转让?? 解析：参见《合伙企业法》

第21条??7?贝鸢福?C?? 本题考点：个人独资企业的投资人?? 解

析：参见《个人独资企业法》第16条??8?贝鸢福?D?? 本题考点

：外资企业的设立要求?? 解析：参见《外资企业法》第3

条??9?贝鸢福?A?? 本题考点：破产企业整顿的终结?? 解析：参

见《企业破产法》(试行)第21条??10?贝鸢福?B?? 本题考点：要

约邀请?? 解析：参见《合同法》第15条及民法学指定用

书??11?贝鸢福?D?? 本题考点：合同的履行?? 解析：参见《合

同法》第70条??12?贝鸢福?C?? 本题考点：超期承诺的效力?? 

解析：参见《合同法》第29条??13?贝鸢福?C?? 本题考点：可

撤销合同?? 解析：参见《合同法》第54条??14?贝鸢福?C?? 本

题考点：合同义务的转让?? 解析：参见《合同法》第85

条??15?贝鸢福?A?? 本题考点：先履行抗辩?? 解析：参见《合

同法》第68、69条??16?贝鸢福?C?? 本题考点：债的抵销?? 解析

：参见《合同法》第99条??17?贝鸢福?C?? 本题考点：试同买



卖合同?? 解析：参见《合同法》第171条??18?贝鸢福?A?? 本题

考点：债务人的提前履行?? 解析：参见《合同法》第72

条??19?贝鸢福?C?? 本题考点：附义务赠与合同?? 解析：参见

《合同法》第191条??20?贝鸢福?D?? 本题考点：借款合同?? 解

析：参见《合同法》第201条??21?贝鸢福?D?? 本题考点：租赁

物危及承租人安全的处理?? 解析：参见《合同法》第232

、234条??22?贝鸢福?A?? 本题考点：居间合同服务费用的负

担?? 解析：参见《合同法》第426、427条??23?贝鸢福?A?? 本题

考点：录音录像制作者的义务?? 解析：参见《著作权法》

第37条??24?贝鸢福?B?? 本题考点：外国人作品的著作权?? 解析

：参见《著作权法》第2条及实施条例第25条??25?贝鸢福?B?? 

本题考点：注册商标的文字、图形的改变申请?? 解析：参见

《商标法》第14条??26?贝鸢福?D?? 本题考点：在同种商品上

申请与被撤销商标相同或近似的商标?? 解析：参见《商标法

》第30条、实施细则第29、30条??27?贝鸢福?C?? 本题考点：

专利申请权的转让的生效日期?? 解析：参见《专利法》第10

条??28?贝鸢福?D?? 本题考点：外观设计授予专利权的条件?? 

解析：参见《专利法》第23条??29?贝鸢福?A?? 本题考点：产

品质量法的产品范围?? 解析：参见《产品质量法》第2条??30?

贝鸢福?B?? 本题考点：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设立?? 解析：参

见《商业银行法》第20条??31?贝鸢福?B?? 本题考点：上市公

司的要约收购?? 解析：参见《证券法》第84、88条??32?贝鸢

福?D?? 本题考点：税务所的行政处罚决定?? 解析：参见《税

收征收管理法》第49条??33?贝鸢福?D?? 本题考点：个别承包

经营者承包土地的调整?? 解析：参见《地土管理法》第14

条??34?贝鸢福?C?ケ咎饪嫉悖阂曰?拨方式取得使用权的国有



土地上建成的房屋出租?? 解析：参见《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第55条??35?贝鸢福?A?? 本题考点：用人单位不得解除合同的

范围?? 解析：参见《劳动法》第25、29条??36?贝鸢福?C?? 本题

考点：海商法所称船舶的范围?? 解析：参见《海商法》第3

条??37?贝鸢福?C?? 本题考点：船舶共有人对共有船舶的抵押

权设定?? 解析：参见《海商法》第16条??38?贝鸢福?D?? 本题

考点：持票人丧失票据权利的补救?? 解析：参见《票据法》

第18条??39?贝鸢福?B?? 本题考点：保险公司被整顿过程中原

有业务的处理?? 解析：参见《保险法》第111条??40?贝鸢

福?B?? 本题考点：保险代理人?? 解析：参见《保险法》第122

、124、126、127条?? 二、多项选择题?? 41?贝鸢福?B C D?? 本

题考点：可转换股投票的公司债券的发行?? 解析：参见《公

司法》第172条??42?贝鸢福?B D?? 本题考点：公司的清算方案

的确认?? 解析：参见《公司法》第195条??43?贝鸢福?C D?? 本

题考点：公司的财务会计报告?? 解析：参见《公司法》第176

条??44?贝鸢福?B C?? 本题考点：认股人所缴股款的返还?? 解析

：参见《公司法》第91条??45?贝鸢福?A B?? 本题考点：股东会

临时会议的提出主体?? 解析：参见《公司法》第43条??46?贝

鸢福?A B C?? 本题考点：合伙人财产份额的出质?? 解析：参见

《合伙企业法》第24条??47?贝鸢福?B C?? 本题考点：合伙人的

当然退伙?? 解析：参见《合伙企业法》第49条??48?贝鸢福?A

C?? 本题考点：个人独资企业清算的清算人?? 解析：参见《个

人独资企业法》第27条??49?贝鸢福?A C D?? 本题考点：中外

合作经营企业的表决程序?? 解析：参见《中外合作经营企业

法实施细则》第29条??50?贝鸢福?A D?? 本题考点：债权人会

议的职权?? 解析：参见《企业破产法(试行)》第15条??51?贝鸢



福?A B C D?? 本题考点：债权人会议的召开?? 解析：参见《企

业破产法(试行)》第14条??52?贝鸢福?B C D?? 本题考点：要约

的失效?? 解析：参见《合同法》第20条??53?贝鸢福?A B D?? 本

题考点：先合同义务?? 解析：参见《合同法》第42条??54?贝

鸢福?B D?? 本题考点：效力未定的合同?? 解析：参见《合同法

》第47条??55?贝鸢福?C D?? 本题考点：撤销权?? 解析：参见

《合同法》第74条??56?贝鸢福?C D?? 本题考点：买卖合同的

出卖人多交标的物的处理?? 解析：参见《合同法》第162

条??57?贝鸢福?B D?? 本题考点：租赁合同的转租?? 解析：参见

《合同法》第224条??58?贝鸢福?A C D?? 本题考点：委托合

同?? 解析：参见《合同法》第400、406、407、410条??59?贝鸢

福?A D?? 本题考点：行纪合同?? 解析：参见《合同法》第418

、419条??60?贝鸢福?B C?? 本题考点：供用电合同?? 解析：参

见《合同法》第180条??61?贝鸢福?A B C D?? 本题考点：融资

租赁合同?? 解析：参见《合同法》第241、244条??62?贝鸢

福?A B D?? 本题考点：建筑工程合同?? 解析：参见《合同法》

第286条??63?贝鸢福?A D?? 本题考点：货运合同的运费支付?? 

解析：参见《合同法》第314条??64?贝鸢福?A B D?? 本题考点

：不视为侵犯专利权的情形?? 解析：参见《专利法》第63

条??65?贝鸢福?A B C D?? 本题考点：专利申请文件的内容?? 解

析：参见《专利法实施细则》第40、94条??66?贝鸢福?B C D?? 

本题考点：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 解析：参见《商标

法》第38条、实施细则第41条??67?贝鸢福?A B C?? 本题考点：

商标注册的申请?? 解析：参见《商标法实施细则》第13

条??68?贝鸢福?A B D?? 本题考点：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 解析

：参见《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35条??69?贝鸢福?A B C?? 本题



考点：评论某一作品而适当引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的条

件?? 解析：参见《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27条??70?贝鸢福?A B

D?? 本题考点：产品或者其包装上的标识的内容?? 解析：参见

《产品质量法》第27条?? 71?贝鸢福?B C D?? 本题考点：中国

人民银行的业务限制?? 解析：参见《中国人民银行法》第27

、28、29条??72?贝鸢福?A B C D?? 本题考点：证券投资者的法

律规定?? 解析：参见《证券法》第79条??73?贝鸢福?A B?? 本题

考点：个人所得税的应纳税所得额?? 解析：参见《个人所得

税法》第6条??74?贝鸢福?A C D?? 本题考点：房地产抵押的设

定?? 解析：参见《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47条??75?贝鸢福?A

B?? 本题考点：采伐林木的采伐许可证的申请?? 解析：参见《

森林法》第32条??76?贝鸢福?B D?? 本题考点：中央管辖企业造

成严重污染的处理?? 解析：参见《环境保护法》第29、39

条??77?贝鸢福?A D?? 本题考点：劳动合同无效的确认?? 解析

：参见《劳动法》第18条??78?贝鸢福?A B C D?? 本题考点：保

险公司解除保险合同的情形?? 解析：参见《保险法》第16

、27、36条??79?贝鸢福?A B C D?? 本题考点：汇票到期日前追

索权行使的情形?? 解析：参见《票据法》第61条??80?贝鸢

福?A D?? 本题考点：承运人不负赔偿委托的情形?? 解析：参

见《海商法》第51条?? 三、任意项选择题?? 81?贝鸢福?B?? 本

题考点：孳息所有权的归属?? 解析：因房屋占有而获得的收

益归占有人所有??82?贝鸢福?B?? 本题考点：无处分权人的订

立合同行为?? 解析：参见《合同法》第51条??83?贝鸢福?B?? 本

题考点：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的承担?? 解析：参见《合

同法》第142条??84?贝鸢福?A B?? 本题考点：出卖人的义务?? 

解析：参见《合同法》第152条??85?贝鸢福?A B C?? 本题考点



：分期付款合同?? 解析：参见《合同法》第167条??86?贝鸢

福?A?? 本题考点：保险合同标的物的转让?? 解析：参见《保

险法》第33条??87?贝鸢福?D?? 本题考点：保险人降低保险费

的规定?? 解析：参见《保险法》第37条??88?贝鸢福?A B C?? 本

题考点：重复保险?? 解析：参见《保险法》第40条??89?贝鸢

福?A C?? 本题考点：保险标的发生部分损失后的合同终止?? 

解析：参见《保险法》第42条??90?贝鸢福?B D?? 本题考点：代

位请求赔偿权利行使的限制?? 解析：参见《保险法》第46

条??91?贝鸢福?A B?? 本题考点：证券公民的名称?? 解析：参见

《公司法》第9条、《证券法》第120条??92?贝鸢福?C?? 本题

考点：经纪类证券公司的注册资本?? 解析：参见《证券法》

第122条??93?贝鸢福?A B C D?? 本题考点：证券公司经理的聘

任?? 解析：参见《公司法》第57条、《证券法》第125条??94?

贝鸢福?B?? 本题考点：证券公司的禁止交易行为?? 解析：参

见《证券法》第73、142条??95?贝鸢福?B?? 本题考点：证券交

易活动给客户造成损失的责任承担?? 解析：参见《证券法》

第145条??96?贝鸢福?B D?? 本题考点：合伙企业亏损的承担?? 

解析：参见《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8条??97?贝鸢

福?A C D?? 本题考点：合伙人的退伙?? 解析：参见《民法通

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2条、《合伙企业法》第47条??98?贝

鸢福?B?? 本题考点：合伙人退伙后对合伙企业的债务的承担??

解析：参见《合伙企业法》第54条??99?贝鸢福?B C?? 本题考点

：合伙人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 解析：参见《合伙企业法》

第20条??100?贝鸢福?A B D?? 本题考点：合伙企业清算的清算

人的担任?? 解析：参见《合伙企业法》第59条 100Test 下载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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