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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5_BE_8B_c36_482231.htm 一、单项选择题：?? 1?贝鸢

福?B?? 本题考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 解析：参见《

宪法》第60条第2款??2?贝鸢福?C?? 本题考点：国家主席、副

主席职位空缺的代理?? 解析：参见《宪法》第84条第3款??3?

贝鸢福?B?? 本题考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 解析：参见

《宪法》第67条??4?贝鸢福?B?? 本题考点：民族自治地方的自

治机关的人员组成?? 解析：参见《宪法》第113条第2款??5?贝

鸢福?D?? 本题考点：居民委员会的性质?? 解析：参见《宪法

》第111条??6?贝鸢福?C?? 本题考点：享有选举权的主体范围??

解析：参见《选举法》第3条??7?贝鸢福?B?? 本题考点：代表

候选人的提出?? 解析：参见《选举法》第29条?? 8?贝鸢福?A?? 

本题考点：授权立法事项?? 解析：参见《立法法》第9条??9?

贝鸢福?C?? 本题考点：地方各级人大及常委会的职权?? 解析

：参见《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

》第5、8、44条??10?贝鸢福?D?? 本题考点：澳门官员的宣誓

效忠?? 解析：参见《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102条??11?贝

鸢福?D?? 本题考点：法的规则(规范)的种类?? 解析：法律、法

规中关于有关事项的具体实施细则由某机关制定的规定即为

授权性规范??12?贝鸢福?A?? 本题考点：法的监督?? 解析：国

家法律监督机关的监督即国家权力机关监督??13?贝鸢福?A?? 

本题考点：法律关系的种类?? 解析：一般法律关系是根据宪

法形成的国家、公民、社会组织以及其他社会关系主体之间

的普遍存在的社会联系?? 14?贝鸢福?D?? 本题考点：法的价值



名目体系?? 解析：此处效率与公正并无优先的问题，尤其在

司法上，而是集中力量，提高效率??15?贝鸢福?A?? 本题考点

：法律制裁的种类?? 解析：民事制裁是以财产关系为核心的

一种制裁??16?贝鸢福?B?? 本题考点：立法权限划分体制?? 解

析：美国的立法体制是联邦和各州分别行使其立法权的复合

立法体制??17?贝鸢福?A?? 本题考点：《联合国宪章》的性质??

解析：《联合国宪章》本质上属于多边性质的国际条约，其

所载原则构成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基础?? 18?贝鸢福?B?? 本题考

点：无害的含义?? 解析：无害是指不损害沿岸国的和平安全

和良好秩序，也不违反国际法规??19?贝鸢福?B?? 本题考点：

享有外交特权与豁免的人员范围?? 解析：行政技术人员、服

务人员、私人仆役均不为外交人员??20?贝鸢福?C?? 本题考点

：国际法院适用的法律?? 解析：国际法院裁判时适用的法律

有作为确定法律原则补充资料的司法判例??21?贝鸢福?A?? 本

题考点：先占的条件?? 解析：先占的对象必须是无主地，包

括无人居住的荒岛、荒原，没有形成“文明国家”的土著人

居住的土地?? 22?贝鸢福?D?? 本题考点：领事特权与豁免?? 解

析：领馆档案及文件无论何时，也不论位于何处，都不得侵

犯??23?贝鸢福?B?? 本题考点：法人的国籍?? 解析：我国是以

法人登记成立地国为其国籍国??24?贝鸢福?B?? 本题考点：冲

突规范的类型?? 解析：双边冲突规范是指其系属并不直接规

定适用内国法或外国法，而只是规定一个可推定的系属，再

根据这个系属并结合民商事法律关系的具体情况去推定应适

用某法律的冲突规范?? 25?贝鸢福?A?? 本题考点：反致的概念

和类型?? 解析：间接反致的结果是法院适用自己的实体

法??26?贝鸢福?C?? 本题考点：离婚的法律适用?? 解析：我国



法院受理的涉及离婚案件，离婚及其因离婚而引起的财产分

割，适用我国法律??27?贝鸢福?A?? 本题考点：自然人行为能

力的法律适用?? 解析：参见《民法通则》第180条??28?贝鸢

福?B?? 本题考点：律师受刑事处罚的后果?? 解析：参见《律

师法》第45条第2款??29?贝鸢福?C?? 本题考点：律师承办业务

的委托?? 解析：参见《律师法》第23条??30?贝鸢福?D?? 本题

考点：律师受理刑事案件的授权委托?? 解析：参见《律师办

理刑事案件规范》第12条??31?贝鸢福?C?? 本题考点：TRIPS协

议的主要内容?? 解析：TRIPS协议规定成员至少对电脑程序及

电影作品应给予出租权??32?贝鸢福?C?? 本题考点：关税减让

原则?? 解析：这是GATT保护各国利益的措施??33?贝鸢福?D?? 

本题考点：委付制度?? 解析：委付必须以保险标的推定全损

为条件??34?贝鸢福?A?? 本题考点：刑事赔偿范围和方式?? 解

析：参见《国家赔偿法》第16、28条??35?贝鸢福?D?? 本题考

点：行政处罚的执行?? 解析：参见《行政处罚法》第51

条??36?贝鸢福?A?? 本题考点：行政复议被申请人?? 解析：参

见《行政复议法》第9、15条??37?贝鸢福?B?? 本题考点：行政

诉讼的管辖?? 解析：参见《行政诉讼法》第17条??38?贝鸢

福?D?? 本题考点：行政诉讼审理的依据?? 解析：参见《行政

诉讼法》53条??39?贝鸢福?A?? 本题考点：行政诉讼的受理?? 

解析：参见《行政诉讼法》意见第36、50条??40?贝鸢福?C?? 

本题考点：监察机关的权限?? 解析：参见《行政监察法》

第23、24条?? 二、多项选择题：?? 41?贝鸢福?A B?? 本题考点：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 解析：参见《宪法》第112条??42?

贝鸢福?A C D?? 本题考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 解析：

参见《宪法》第67条??43?贝鸢福?B C D?? 本题考点：全国人大



常委会的职权?? 解析：参见《宪法》第67条??44?贝鸢福?B C

D?? 本题考点：国家机构组成人员的任期?? 解析：参见《宪法

》第79、87条??45?贝鸢福?B C?? 本题考点：解散立法会的程

序?? 解析：参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50条??46?贝鸢

福?A B D?? 本题考点：提起罢免案的主体范围?? 解析：参见《

全国人大组织法》第15条??47?贝鸢福?A B D?? 本题考点：全国

人大立法程序?? 解析：参见《立法法》第12、13条?? 48?贝鸢

福?A B C D?? 本题考点：法与文化?? 解析：法律文化的各组成

部分??49?贝鸢福?A B C D?? 本题考点：法制与法治的区别?? 解

析：法制与法治的区别除这四项外，还包括两个概念所涉及

的法律现象不同??50?贝鸢福?A C D?? 本题考点：法系?? 解析：

民法法系与普通法法系的本质、经济基础和基本原则是相同

或相通的??51?贝鸢福?C D?? 本题考点：法的遵守的条件?? 解

析：法的遵守的主观条件还包 括法的修养、政治意识等??52?

贝鸢福?A B?? 本题考点：法律行为?? 解析：法律行为包括合法

行为与违法行为??53?贝鸢福?B C D?? 本题考点：和平解决国际

争端原则的内容?? 解析：联合国按照宪章规定合法使用武力

和民族独立解放战争为不在禁止之列??54?贝鸢福?B D?? 本题

考点：条约继承?? 解析：政治性条约不予继承，经济性条约

酌情继承??55?贝鸢福?A B D?? 本题考点：庇护的范围?? 解析：

庇护的对象主要是政治犯，所以又称政治避难??56?贝鸢福?A

B D?? 本题考点：国际河流的航行制度?? 解析：非沿岸国的军

舰不享有河流上航行的自由??57?贝鸢福?B D?? 本题考点：国

际私法调整国际民商事法律关系的方法?? 解析：冲突规范是

国际私法的特有规范，因而间接调整方法是国际私法调整国

际民商事法律关系的特有的调整方法?? 58?贝鸢福?B C D?? 本



题考点：国家及其财产豁免权的内容?? 解析：一般认为，国

家及其财产豁免权主要包括管辖豁免、诉讼程序豁免、执行

豁免??59?贝鸢福?A B?? 本题考点：中国与国际统一实体私法?? 

解析：C、D两项我国并未加入??60?贝鸢福?A D?? 本题考点：

国际仲裁的程序?? 解析：调解须双方当事人有调解愿望或一

方当事人有调解愿望并经仲裁庭征得另一方当事人同意?? 61?

贝鸢福?A B C?? 本题考点：知识产权的法律适用?? 解析：来源

国法说又称为原始国法说，它主张知识产权受来源国法支

配??62?贝鸢福?A C D?? 本题考点：律师的法律责任?? 解析：参

见《律师法》第44、49条??63?贝鸢福?B C D?? 本题考点：律师

的权利?? 解析：参见《律师法》第29条第2款??64?贝鸢福?A

B?? 本题考点：反要约?? 解析：凡是答复中载有实质性地变更

原要约的内容，构成反要约??65?贝鸢福?B C?? 本题考点：承

运人免责事项?? 解析：由于承运人重大过失引起火灾导致货

物灭失或损坏不能免责??66?贝鸢福?A D?? 本题考点：单独关

税区的适用法律?? 解析：单独关税区是一个国家之中的某一

部分在贸易上适用与该国家其他领土不同的关税税率或者不

同的法律规范的领土?? 67?贝鸢福?A B C?? 本题考点：倾销的

构成条件?? 解析：倾销是出口商以低于正常价值的价格向进

口国销售产品，并因此给进口国产业造成损害的行为?? 68?贝

鸢福?A B?? 本题考点：提款权的含义?? 解析：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对成员国的贷款通常被称为成员国对基金的提款权，可分

为一般提款权和特别提款权?? 69?贝鸢福?B C?? 本题考点：行

政处罚的设定?? 解析：参见《行政处罚法》第13、15条??70?

贝鸢福?B C D?? 本题考点：当场收缴罚款的适用?? 解析：参见

《行政处罚法》第47??48条?? 71?贝鸢福?A D?? 本题考点：行政



复议期间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 解析：参见《行政复议法》

第21条??72?贝鸢福?C D?? 本题考点：行政复议的范围和被申

请人?? 解析：对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

为申请复议的，该组织为行政复议被申请人，《行政复议法

》第6条?? 73?贝鸢福?A C?? 本题考点：国家赔偿的计算?? 解析

：参见《国家赔偿法》第27条第1项??74?贝鸢福?A B D?? 本题

考点：行政强制执行与行政强制措施的区别?? 解析：行政强

制措施是一种独立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强制执行是附属性

具体行政行为??75?贝鸢福?A C?? 本题考点：行政诉讼的参加

人?? 解析：参见《行政诉讼法》第25条??76?贝鸢福?B C?? 本题

考点：行政诉讼参加人拒不到庭的处理?? 解析：参见《行政

诉讼法》第48条??77?贝鸢福?A B C?? 本题考点：行政诉讼的管

辖?? 解析：参见《行政诉讼法》第14条??78?贝鸢福?B C D?? 本

题考点：行政诉讼期间具体行政行为的停止执行?? 解析：参

见《行政诉讼法》第44条??79?贝鸢福?A B C?? 本题考点：行政

诉讼的期间?? 解析：参见《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64条??80?贝鸢福?A B C?? 本题考点：行政诉讼的终结?? 解析

：参见《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2条?? 三、任意选

择题：?? 81?贝鸢福?A B C?? 本题考点：行政赔偿的范围?? 解

析：参见《国家赔偿法》第3、4条??82?贝鸢福?B?? 本题考点

：行政赔偿的赔偿义务机关?? 解析：参见《国家赔偿法》第7

条??83?贝鸢福?B?? 本题考点：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处罚裁

决?? 解析：参见《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33条??84?贝鸢福?C??

本题考点：国家赔偿的追偿?? 解析：参见《国家赔偿法》

第24条??85?贝鸢福?B D?? 本题考点：行政赔偿的除外?? 解析：

参见《国家赔偿法》第5条??86?贝鸢福?C?? 本题考点：行政诉



讼再审的提起?? 解析：参见《行政诉讼法》第62条??87?贝鸢

福?A?? 本题考点：行政诉讼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期间?? 解析：

参见《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3条??88?贝鸢福?A C??

本题考点：行政诉讼再审的判决?? 解析：参见《行政诉讼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8条??89?贝鸢福?A B C D?? 本题考点：行

政诉讼再审发回重审的情形?? 解析：参见《行政诉讼法》若

干问题的解释第80条??90?贝鸢福?B D?? 本题考点：发回重审的

审理程序?? 解析：参见《行政诉讼法》第57、60条及其解释

第76、81条?? 91?贝鸢福?C?? 本题考点：承运人的免责条款?? 

解析：船员驾驶船舶过失引起货物损失可免责??92?贝鸢福?B

D?? 本题考点：船舶碰撞的责任分担?? 解析：庚轮的损失是由

于丁轮过失所致??93?贝鸢福?C?? 本题考点：CIF术语?? 解析：

卖方必须向买方提供为约定目的港所用的通常的运输单

证??94?贝鸢福?B D?? 本题考点：船舶碰撞的责任分担?? 解析：

丙公司有过错且可以向其投保公司索赔??95?贝鸢福?C D?? 本

题考点：一切险的范围?? 解析：一切险不包括战争险、罢工

险等特殊险别??96?贝鸢福?C D?? 本题考点：律师过错致当事

人损失的赔偿责任的承担?? 解析：参见《律师法》第49

条??97?贝鸢福?A C?? 本题考点：冒充律师执业的法律责任?? 

解析：参见《律师法》第46条??98?贝鸢福?A B C?? 本题考点：

律师违纪的处罚?? 解析：参见《律师法》第44条??99?贝鸢

福?D?? 本题考点：对律师违纪的处罚机关?? 解析：参见《律

师法》第44条??100?贝鸢福?A B?? 本题考点：对行政处罚不服

的救济?? 解析：参见《律师法》第48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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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