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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为计算机阅读试卷，请将所选答案填涂在答题卡上，勿在

卷面上直接作答。 一、单项选择题，每题所给的选项中只有

一个正确答案。本部分１?50题，每题１分，共50分。 1.下列

关于民事权利的说法哪一个是正确的？（ ） A.人格权是一种

绝对权，不存在对应义务 B.甲要求乙归还5000元借款，乙声

称根本没有借钱予以拒绝，乙在行使抗辩权 C.债权请求权属

于相对权，不具有排他性 D.甲通知乙，声称双方的买卖合同

显失公平，要求撤销该合同，甲在行使形 成权 2．贾宝石，

男，35岁，无子无女，无工作无收入，三年前丧偶，从此疯

疯癫癫，人称“花痴”。父母连气带病，也已故去，留下遗

产300万。现在宝石的姐姐、外祖父都想担任其监护人，为此

发生争议。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 A.贾宝石的监护人顺序

是姐姐、外祖父，前者有监护能力的，可以排除后者 B.贾宝

石的监护人顺序是外祖父、姐姐，前者有监护能力的，可以

排除后者 C.贾宝石的外祖父、姐姐是同一顺序监护人，二者

有争议，可以直接请求法院进行指定 D.贾宝石的外祖父、姐

姐对此争议，只能先由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在他们中指定，

不能直接请求法院进行指定 3.中国公民萨姆于2001年3月1日

（刚满25岁时）前往伊拉克务工，但由于伊拉克发生战争，

萨姆在战争中于3月13日就失去下落。后其妻在2003年4月起

诉要求宣告其死亡，法院于2004年5月宣告萨姆死亡。但实际

上，萨姆只是想躲避家庭责任而已，本人仍然活跃在中伊商



界。下列关于萨姆被宣告死亡后的法律效力，说法正确的是

：（ ） A.萨姆被宣告死亡后，在纠纷中将人打伤，由于萨姆

已经丧失主体资格，不必承担责任 B.萨姆被宣告死亡之后，

其儿子被人收养，其妻子改嫁，2005年1月萨姆回家，要求撤

销收养以及原妻的再婚婚姻关系，应予支持 C.萨姆在被宣告

死亡后，在国内与他人订立买卖电脑的合同无效 D.萨姆之妻

知道萨姆的下落，但为了多占共同财产，申请宣告甲死亡，

萨姆可以主张侵权要回已经被继承的财产并主张赔偿责任。

4.赵某与钱某经口头协议，在闹市区租门面房合伙经营服装

店。不久，房主孙某同意将门面房折价2万元加入合伙，但不

参与经营，只每半年收取经营收益的10％。后赵某独自决定

进了一批童装，销售情况不佳，童装厂催款。下列哪一说法

是正确的? （ ） A.赵、钱、孙之间虽没有书面合伙协议，但

可以认定为合伙关系，故须连带承担还款义务 B.孙某没有参

加合伙的经营，应当认定入伙无效，不承担还款义务 C.赵某

一人执行合伙事务，没有征得其他合伙人的同意，其行为后

果由赵某一人承担 D.孙某入伙虽无效，但仍应以其所得收益

为限对合伙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5.甲公司经常派业务员乙与丙

公司订立合同。乙调离后，又持盖有甲公司公章的合同书与

尚不知其已调离的丙公司订立一份合同，并按照通常做法提

走货款，后逃匿。对此甲公司并不知情。丙公司要求甲公司

履行合同，甲公司认为该合同与己无关，予以拒绝。下列选

项哪一个是正确的？（ ） A.甲公司不承担责任 B.甲公司应与

丙公司分担损失 C.甲公司应负主要责任 D.甲公司应当承担签

约后果 6.以下关于代理民事责任的表述中，错误的是：（ ）

A.委托书授权不明，属于被代理人有过错，应当由被代理人



向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 B.代理人和第三人串通，损害被代理

人的利益的，由代理人和第三人负连带责任 C. 第三人知道行

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已终止还与行为人

实施民事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由第三人和行为人负连带

责任 D.代理人的从事代理行为时有偷税行为，被代理人知道

但没有阻止，由被代理人和代理人负连带责任。 7.费墨和郭

燕结婚多年，出现“审美疲劳”，二人诉诸法院离婚。法院

判决双方离婚，但他们原来的三居室住房是费墨婚前自费购

买的，郭燕离婚后没有住房，也没有能力自行购房。于是法

院就此判决 “郭燕和女儿在找到住房前仍然可以居住在该房

内” 。以下关于郭燕的居住权的说法正确的是：（ ） A. 郭

燕在居住过程中出国，可以将该房屋暂时转让给好友严守一

使用 B. 郭燕生活困难，可以将该房中的一间出租 C. 郭燕欲购

新房，可以将该房屋抵押给银行以获取贷款 D. 费墨出卖房屋

时，郭燕应当搬走 8.甲为单位购买节日用品，正值商场进行

购物抽奖活动。甲用购物发票领取了奖券一张，并将其送给

朋友乙，乙凭该券抽得摩托车一辆。后甲、甲的单位和乙就

该摩托车的所有权发生争议。该摩托车应归谁所有？（ ） A. 

甲 B. 甲的单位 C. 乙 D. 甲、甲的单位与乙共有 9.明星影楼与

安妮约定：“影楼为安妮免费拍写真集，安妮允许影楼使用

其中一张照片作为影楼的橱窗广告。”后安妮发现自己的照

片被用在一种性药品广告上。经查，制药公司是从明星影楼

花2000元买到该照片的。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A.某影楼

侵害了甲的肖像权 B.某影楼享有甲写真照片的版权 C.某影楼

的行为构成违约 D.制药公司的行为侵害了甲的隐私权 10.某甲

向银行取款时，银行工作人员因点钞失误多付给1万元。甲以



这1万元作本钱经商，获利5千元，其中2千元为其劳务管理费

用成本。一个月后银行发现了多付款的事实，要求甲退回，

甲不同意。下列有关该案的哪一表述是正确的? （ ） A. 甲无

需返还，因系银行自身失误所致 B.甲应返还银行多付的1万元

C.甲应返还银行多付的1万元，同时还应返还1个月的利息 D.

甲应返还银行多付的1万元，同时还应返还1个月的利息

及3000元利润 11.甲乙各牵一头牛于一桥头相遇。甲见状即对

乙叫道：“让我先过，我的牛性子暴，牵你的牛躲一躲”。

乙说“不怕”，继续牵牛过桥，甲也牵牛上桥。结果二牛在

桥上打架，乙的牛跌入桥下摔死。乙的损失应由谁承担? （ 

） A.甲应负全部赔偿责任 B. 应由乙自负责任 C. 双方按各自

的过错程度承担责任 D.双方均无过错，按公平责任处理 12甲

企业与乙银行签订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10万元人民币，借

款期限为1年，由丙企业作为借款保证人。合同签订3个月后

，甲企业因扩大生产规模急需资金，遂与乙银行协商，将贷

款金额增加到15万元，甲和银行通知了丙企业，丙企业未予

答复。后甲企业到期不能偿还债务。该案中的保证责任应如

何承担? （ ） A.丙企业不再承担保证责任，因为甲乙变更合

同条款未得到丙的同意 B.丙企业对10万元应承担保证责任，

增加的5万元不承担保证责任 C.丙企业应承担15万元的保证责

任，因为丙对于甲和银行的通知未予答复，视为默认 D.丙企

业不再承担保证责任，因为保证合同因甲、乙变更了合同的

数额条款而致保证合同无效 13.甲、乙共同完成一项发明，就

该项发明的专利申请权所作的下列判断中，哪一是错误的? （

） A.如果甲不同意申请专利，乙可以自行申请 B.如果甲放弃

其专利申请权，乙可以单独申请，但取得专利后，甲有免费



使用的权利 C.如果甲准备转让其专利申请权，应签订书面合

同 D.如果甲准备转让其专利申请权，乙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

受让的权利 14.某大学中文系英籍留学生马克用汉语创作了一

篇小说，发表在《文学新星》杂志上，发表时未作任何声明

。以下何种行为不侵犯马克的著作权? （ ） A.甲未经马克同

意将该小说翻译成英文在中国发表 B.乙未经马克同意也未向

其支付报酬将该小说团译成藏语在中国出版发行 C.丙未经马

克同意也未向其支付报酬将该小说改变成盲文出版 D.丁未经

马克同意也未向其支付报酬将该小说收录进某网站供人点击

阅读 15.甲公司的一注册商标系乙画家创作的绘画作品。甲申

请该商标注册时未经乙的许可。现乙认为其著作权受到侵害

，与甲进行交涉。乙对于此事做法错误的是? （ ） A.向甲公

司所在地基层法院提起著作权侵权之诉 B.请求商标评审委员

会裁定撤销甲的注册商标 C.如对法院判决不服可以上诉，但

对商标评审委员会的裁定只能服从 D.采取许可方式使甲继续

使用该注册商标，但甲应赔偿损失和支付报酬 16.甲将房屋一

间作抵押向乙借款20000元。抵押期间，知情人丙向某甲表示

愿以30000元购买甲的房屋，甲也想将抵押的房屋出卖。对此

，下列哪一表述是正确的? （ ） A.甲有权将该房屋出卖，但

须事先告知抵押权人乙 B.甲可以将该房屋出卖，不必征得抵

押权人乙的同意 C.甲可以将该房屋卖给丙，但应征得抵押权

人乙的同意 D.甲无权将该房屋出卖，因为房屋上已设置了抵

押权 17田某死后留下五间房屋、一批字画以及数十万存款的

遗产。田某生三子一女，长子早已病故，留下一子一女。就

在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办理完丧事协商如何处理遗产时，小

儿子因交通事故身亡，其女儿刚满周岁。田某的上述亲属中



哪些人谁不能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他的遗产？ （ ） A.二

儿子和女儿 B.小儿子 C.小儿子之女 D.大儿子之子女 18某日大

风，将甲电厂所架设的高压电线吹到了院墙外马路上。小学

生乙放学时恰好经过，不明所以，想把它捡起来放到拿回家

玩，结果触电致残。乙的医疗费等费用应当如何承担？（ ）

A.吴明的监护人 B.某研究所 C.主要由某研究所承担，吴明的

监护人适当分担 D.主要由吴明的监护人承担，某研究所适当

分担 19.某小区物业公司雇佣的保安在值班时与一业主发生言

语冲突，进而将业主打伤，因此业主花去医疗费共5000余元

。事后物业管公司将保安开除，但认为打人是保安的个人行

为，公司不应赔偿。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 A.保安超出了

职权范围，应当自己承担责任 B.因为保安侵权是故意行为，

因此应当自己承担责任 C.物业公司应当与该保安承担连带责

任，但事后可以向该保安追偿 D.物业公司是雇主，应当单独

承担责任，但可以事后向该保安追偿 20.个人独资企业解散后

，按照《个人独资企业法》的规定，原投资人对企业存续期

间的债务是否承担责任？ A.仍应承担责任 B.不再承担责任 C.

仍应承担责任，但债权人在5年内未向债务人提出偿债请求的

，该责任消灭 D.仍应承担责任，但债权人在2年内款向债务

人提出偿债请求的，该责任消灭 21.若原背书人在汇票上记载

有“不得转让”字样时，下列表述中哪一说法是正确的? （ 

） A．若持票人将此票据再行背书转让，该背书行为无效 B

．在特定条件下，持票人可以将此票据再行背书转让 C．若

持票人再行背书转让，原背书人对现持票人不承担保证责任

D．此票据只能背书记载“委托收款”字样，不能背书记载

“质押”宇样 22.陈某将自己的轿车投保于保险公司。一日，



其车被房东之子（未成年）损坏，花去修理费1500元。陈遂

与房东达成协议：房东免收陈某2个月房租1300元，陈不再要

求房东赔 偿修车费。后陈某将该次事故报保险公司要求索赔

。在此情形下，以下哪一个判断是正确的？ （ ） A.保险公司

应赔偿1500元 B.保险公司应赔偿200元 C.保险公司应赔偿1300

元 D.保险公司不再承担赔偿责任 23．某外商独资企业经S市

人民政府批准成立。现该企业欲以其厂房作抵押，向某银行

贷款1000万元。该企业之抵押行为符合下列哪一选项才有效

？（ ） A．须经注册登记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批准 B．须经

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C．须经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批

准 D．须经S市人民政府批准并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备案 24．

李某为其子投保了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期

限5年，保费已一次缴清。两年后其子因抢劫罪被判处死刑并

已执行。李某要求保险公司履行赔付义务。对此，保险公司

应如何处理？（ ） A．依照合同规定给付保险金 B．根据李

某已付保费，按照保单的现金价值予以退还 C．可以不承担

给付保险金的义务，也不返还保险费 D．可以解除合同，但

应全额返还保险费 25.甲公司注册资金为120万元，主营建材

，乙厂为生产瓷砖的合伙企业。甲公司为稳定货源，决定投

资30万元入伙乙厂。对此项投资的效力，下列表述哪一项是

正确的？（ ） A．须经甲公司股东会全体通过方为有效 B．

须经甲公司董事会全体通过方为有效 C．须经乙厂全体合伙

人同意方为有效 D．无效 26．金华有限公司与宏奇批发商城

等5家发起人商定，共同投资组建一家以健身、娱乐为主营业

务的股份有限公司。依公司法规定，若采用发起设立的方式

组建该公司，这些发起人至少要出资多少作为注册资本？ A



．10万元 B．350万元 C．50万元 D．1000万元 27.关于公司名

称、章程、住所、经营范围等的陈述，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 A.有限责任公司必须在公司名称中标明“有限责任公司”

的字样，但股份有限公司就不必在公司名称中标明“股份有

限公司”的字样了 B.公司章程对公司所有员工都具有约束力

C.甲公司在A市工商局登记设立，但其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

是B市，则甲公司的住所地在B市 D.某公司章程规定该公司只

能生产塑胶产品，但该公司多次向胜利网络公司销售电脑配

件，则该公司与胜利网络公司的销售合同无效 28．飞达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后准备聘请独立董事，以下四个候选人中

，有资格应聘飞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的是（ ） A．

王某，某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 B．乙，某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的董事 C．丙，个人负债60万元到期未清偿 D．丁，某

国家公立大学民商法学副教授 29.以下选项中关于国有独资公

司的表述，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是( ) A.国有独资公司的章程由

公司董事会依法制定，并报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者国家授

权的部门备案 B.国有独资公司是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国家

授权的部门单独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C.国有独资公司不

设股东会，由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者国家授权的部门，授

权公司董事会行使股东会的部分职权 D.国有独资公司设立董

事会，董事会成员为 3人至9人，由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者

国家授权的部门按照任期委派或更换 30.某股份有限公司注册

资本为4800万元。公司现有法定公积金1800万元，任意公积

金800 万元，法定公益金600万元。公司拟将所有者权益中

的700万元转为公司资本，进行增资派股。以下所提出的几条

方案中，符合公司法规定的是( ) A.将法定公积金1200万元、



任意公积金300万元转为公司资本，法定公益金不动 B.将法定

公积金600万元、任意公积金800万元转为公司资本，法定公

益金不动 C.将法定公积金600万元、任意公积金400万元、法

定公益金400万元转为公司资本 D.将法定公积金800万元、任

意公积金400万元、法定公益金200万元转为公司资本 31．华

津服装有限公司被人民法院宣告破产后，法院依法组成了清

算组。以下各选项中，属于在破产清算期间，清算组依法可

以从事的活动的有（ ） A．清算组决定以华津服装有限公司

的一套设备为工商银行的贷款提供抵押 B．清算组留足偿债

资金后将公司财产按比例分配给股东 C．为了使华津服装有

限公司获取利润以偿债，清算组与上地商贸有限公司签订了

一笔销售合同 D．为了使华津服装有限公司获取利润以偿债

，清算组决定继续履行其未履行的合同 32.甲公司因资金困难

向乙公司借款，乙公司给甲公司开出了由丙银行承兑的银行

汇票。乙公司取得该银行汇票后，将其背书给丁公司，丁公

司又将该汇票捐赠给了戊助学基金，戊助学基金持该汇票向

丙银行提示承兑时，遭到拒绝。以下关于本案的说法中，正

确的是（ ） A．法律规定企业间不得拆借资金，故甲公司开

出的银行汇票无效 B．乙公司没有取得票据权利，因此，其

背书行为无效，丁公司因而也不能取得票据权利 C．戊助学

基金取得汇票没有给付对价，因此不享有票据权利 D．戊助

学基金被丙银行拒绝承兑后，有权向甲公司追索票据金额 33.

某装载着甲、乙、丙、丁四人货物的货轮在航行过程中遭遇

风暴，货轮受损。该货轮遂驶入某港口修理，修理费用6万元

，港口费以及修理期间的船员工资共2万元。货轮修好后，继

续航行，第二天在海上又遇大风浪，为了保证船货安全，船



长下令抛弃了甲的价值30万元的货物后才解除了危险。货轮

到达目的港后，由于船期延误和市场行情变化，丁损失5万元

。那么，下列哪一项属于单独海损？（ ） A.货轮在某港口修

理期间花费港口费、船员工资2万元 B．甲的货物损失30万元

C．修理费6万元 D．丁公司所受的5万元的损失 34.2004年2

月20日，巨人针织公司就本厂的厂房和设备向甲保险公司投

保了财产险，保险金额50万元，系足额保险。同年5月9日，

巨人针织公司又就该厂房和设备向乙保险公司投保了财产险

，也是足额保险。同年7月，巨人针织公司所在地遭冰雹袭击

，导致厂房、设备毁损，损失额达40万元。请问：对巨人针

织公司受到的损失，应如何理赔？（ ） A．甲保险公司先承

保，应由甲保险公司按实际损失40万元赔偿 B．甲、乙两家

保险公司各应赔偿40万元 C．甲、乙两家保险公司各赔偿实

际损失的一半，即各赔20万元 D．巨人针织公司重复保险出

于恶意，其损失自负，甲、乙保险公司都不承担赔偿责任 35

．甲与同事丙路过一居民楼时，三楼乙家阳台上的花盆坠落

，砸在甲的头上，致其脑震荡，共花费医疗费1万元。甲以乙

为被告诉至法院要求赔偿，而乙否认甲受伤系自家花盆坠落

所致。对这一争议事实，应由谁承担举证责任？（ ） A．甲

承担举证责任 B．甲、乙均应承担举证责任 C．乙承担举证

责任 D．丙作为证人承担举证责任 36．民事诉讼中的举证期

限是如何确定的？（ ） A．可以由当事人协商一致，并经人

民法院认可 B．可以由原告指定 C．可以由被告指定 D．如果

当事人协商一致，不必经人民法院认可 37．2002年5月12日，

底某与王某签订了借款协议，底某向王某借款10万元，定

于2003年5月12日返还。协议书经公证处公证。公证书上写明



：如果债务人不履行义务，届时可申请强制执行。合同签订

后，王某如实履行了合同义务。但是，2003年5月12日底某却

没有还款。王某以底某未履行合同为由，向法院申请执行。

本案可由哪一个法院执行？（ ） A．公证处所在地人民法院

B．底某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 C．王某住所地人民法院 D．底

某住所地或王某住所地人民法院 38．下列哪一种民事诉讼请

求属于给付之诉？（ ） A．甲起诉请求乙停止损害其名誉 B

．丙起诉丁请求撤销二人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 C．男方起诉

前妻，请求将二人之子判归前妻抚养 D．王某起诉李某，请

求解除收养关系 39．居住在甲市的吴某与居住在乙市的王某

在丁市签订了一份协议，吴某将一幅名人字画以10万元的价

格卖给王某并约定双方在丙市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后吴某翻

悔并电告王某自己已将字画卖给他人。王若想追究吴的违约

责任，应向何地法院起诉？ （ ） A．甲市法院 B．乙市法院

C．丙市法院 D．丁市法院 40．贾君因生意失败而离家出走

，下落不明，经其妻子周静申请被法院宣告为失踪人，其财

产由周静代管。贾君在失踪前曾向其友许德明借款10万元，

现已到期，许德明向周静索要欠款。周静认为钱是贾君借的

，应等到其回来再还。许索要未果，遂向人民法院起诉。下

列关于本案诉讼参与人的地位，哪个是正确的？（ ） A．许

德明为原告，贾君与周静为共同被告 B．许德明为原告，贾

君为被告，周静为其法定代理人 C．许德明为原告，周静为

被告 D．许德明为原告，贾君为被告，周静为无独立请求权

第三人 41．在转交送达中，送达日期应为？（ ） A．人民法

院寄出诉讼文书的日期 B．诉讼文书寄到代为转交的机关、

单位的日期 C．代为转交的机关、单位收到诉讼文书的日期



D．受送达人在送达回证上签收的日期 42．宏业公司有一

座12层的办公楼。2003年8月，宏业公司向G银行贷款而将该

办公楼抵押给G银行。2003年10月，宏业公司因一购销合同与

天达公司发生纠纷，天达公司向D法院起诉，并申请财产保

全，D法院裁定将宏业公司的办公楼查封。下列选项中哪些

是正确的？（ ） A．D法院所作的裁定是错误的，因为该办

公楼事先已经抵押给了G银行 B．D法院可以作出裁定，但事

先应征得G银行的同意 C．D法院可以作出裁定，但G银行对

该办公楼仍有优先受偿权 D．D法院作出裁定是正确的，G银

行因此对该办公楼丧失优先受偿权 43．张文有一名表。某日

，张文的好友李进看到了这块表，表示愿出价三万元购买，

张文立即表示同意，双方签订了合同，约定李进分三次将钱

在两个月内付清。两个月后，李进只付了一万元，张文遂向

法院起诉要求李进承担违约责任。在审理过程中，李进的父

母来到法院称李进有间歇性精神病，签合同时正处于发病状

态，无法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同时李进的父母向法院申请宣

告李进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对李进父母的申请，法院应

如何处理? （ ） A．应让李进的父母代理李进正在进行的诉

讼 B．应对李进作法医鉴定，如果李进被确定有间歇性精神

病，法院应当判决李进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同时宣布合

同无效 C．应中止原诉讼，由李进的父母另行提起确认李进

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特别程序 D．李进的父母不是本案

当事人，其主张不应采纳 44．甲公司诉乙公司侵犯商标权一

案，在A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之后，甲公司新发现

一重要证据，遂向B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B省高级人民

法院受理后，甲公司与乙公司达成了调解协议。在此情况下



，下列哪个说法是正确的？ （ ） A．由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

撤销原判决的裁定 B．由省高级人民法院制作调解书并注明

撤销原判决 C．在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的同时，该判决自动

撤销 D．制作调解书送达当事人双方后，该判决视为撤销 45

．下列哪种程序中的公告期间是6个月？（ ） A．宣告公民失

踪案件中，寻找下落不明人的公告期间 B．宣告公民死亡案

件中，寻找下落不明人的公告期间 C．公示催告程序中，公

示催告的期间 D．涉外民事诉讼中，公告送达的期间 46．在

民事诉讼中，下列何种人可以作为委托代理人？（ ） A．受

过刑事处罚的人 B．限制行为能力的人 C．可能损害被代理

人利益的人 D．人民法院认为不宜作诉讼代理人的人 47．拓

海公司系私营独资企业，因欠债被诉诸法院，后被判令履行

金钱给付义务。履行期限届满后，拓海公司仍未还债。经债

权人申请，人民法院对其予以强制执行。经查，该公司无偿

还能力。在下列后续措施中何种是正确的？ （ ） A．裁定中

止执行，待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时再恢复执行 B．裁定终结

执行 C．裁定宣告该公司破产 D．裁定执行该公司投资人的

其他财产 48．甲公司根据生效判决书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开始后，甲公司与乙公司达成和解协议。和解协议约定

：将80万元债务减少为70万，协议生效之日起1个月内还清。

协议生效1个月后，乙公司并未履行协议的约定。下列做法哪

一个是正确的？（ ） A．甲就乙违反协议的行为，向乙住所

地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B．由法院执行和解协议 C．由法院依

职权恢复原判决的执行 D．甲向法院申请恢复原判决的执行

49．上海市兴隆公司与宁波市西宁公司在东台签订了一份合

同，该合同履行地在温州市。合同中的仲裁条款约定：如本



合同发生争议，提交东台市仲裁委员会仲裁。现兴隆公司与

西宁公司发生合同纠纷，兴隆公司欲申请仲裁，得知东台市

未设仲裁委员会，但上海、宁波、温州三个市均设立了仲裁

委员会。请问兴隆公司应当怎么办？（ ） A．向上海市仲裁

委员会申请仲裁 B．向宁波市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C．向温

州市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D．向宁波市或温州市的法院起诉

50．关于涉外仲裁，下列说法中错误的是？（ ） A．涉外仲

裁委员会可以聘任外籍人士担任仲裁员 B．当事人提出证据

证明涉外仲裁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经人民法院组成合

议庭审查核实，裁定撤销 C．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涉外仲裁

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经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

，裁定不予执行 D．申请撤销涉外仲裁裁决，应向涉外仲裁

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提出 二、多项选择题，每题所

给的选项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正确答案，少答或多答均不得

分。本部分51－75题，每题2分，共50分。 51.王某30岁，游手

好闲。赵某是王某的邻居，17岁，间歇性精神病人，正在读

高一。2002年3月2日，王某见赵某在街边玩，便对赵某说：

“你要是能将李家的狗砸死，我就送你一辆自行车”。赵某

就捡起一块石头，趁李某家没人，钻到李家将李某家的黄狗

（市价500元）砸死，然后跑回来向王某要钱，王某拒绝。下

列说法错误的是：（ ） A.王某应当按照约定送赵某自行车，

否则赵某可以追究其违约 责任 B.如果赵某的父亲追认王某与

赵某的约定，则王某应当按照约定送赵某自行车 C.若李某要

求赔偿狗的损失，王某应当负主要责任，赵某的父母也应当

承担相应的责任 D.若李某要求赔偿狗的损失，赵某的父母应

当负主要责任，王某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52.甲委托乙采购



茶叶，并给了乙一份无期限限制的授权委托书。10月份，甲

通知乙取消委托，并要求乙交回授权委托书，乙因故未交

。11月，乙以甲的代理人的名义与丙订立了一份价值10万元

的茶叶订购合同，在这一实例中，下列表述哪些是正确的？

（ ） A.如果丙能提供甲的授权委托书，乙的代理行为有效，

甲应履行与丙的合同 B.如果丙不能提供甲的授权委托书，乙

的代理行为属于无权代理行为，若经甲追认可发生效力 C.如

果丙不能提供甲的授权委托书，丙可以催告甲在一个月内予

以追认，若甲在此期限内未作表示，视为拒绝追认 D.若丙明

知乙的代理权己终止而仍与之订立该合同，由此给甲造成损

失，则只能由丙对甲承担责任 53.2002年5月8日，王某骑车回

家经过一工地时，掉入没有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的

坑中，造成骨折。王某于同年6月10日找到建设项目的发包人

和承包人要求赔偿，两单位相互推诿。同年6月13日，王某前

往法院起诉，突遭台风袭击，中途返回。下列说法哪些是正

确的？（ ） A.本案诉讼时效期间于2003年6月10日届满 B.王

某6月13日的行为引起诉讼时效中断 C.发包人应承担民事责任

D.承包人应承担民事责任 54．农民老王家分得耕地10亩，现

在想对这10亩地进行组合。以下关于老王对该10亩地的处分

权，错误的说法是：（ ） A. 老王可以采取转让、转包、出租

、互换、抵押、入股等方式处分自己的承包经营权 B. 老王采

取转让、转包方式处分经营权的，应当经过村集体同意 C. 老

王采取转让、转包方式处分经营权的，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申请登记，否则不得对抗第三人 D. 老王转包、出租等收

益，应当与村集体平分 55.甲与乙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将一幢

房屋卖与乙。双方同时约定，一方违约应支付购房款35％的



违约金。但在交房前甲又与丙签订合同，将该房卖与丙，并

与丙办理了过户登记手续。下列说法中哪些是正确的? （ ）

A.乙可以自己与甲签订的合同在先，主张甲与丙签订的合同

无效 B.乙有权要求甲收回房屋，实际履行合同 C.乙不能要求

甲实际交付该房屋，但可要求甲承担违约责任 D.若乙要求甲

支付约定的违约金，甲可以请求法院或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

少 56.方鸿渐留学英伦，5年未归，老屋无人看管。一天，好

友辛眉路过鸿渐家，看到房子年久失修，摇摇欲坠，又闻气

象台预报近期将有强台风，于是就花钱请人对方鸿渐的房子

进行了修缮，共花费3000元。辛眉没有现金，只好从银行提

取未到期的定期存款先行垫付。但无奈台风达到9级，最好还

是将方鸿渐的房子吹塌了。现在鸿渐回国，拒不认账，辛眉

气恼，诉诸法院。辛眉的以下请求哪些应当支持? （ ） A.辛

眉有权向方鸿渐请求返还3000元及提前支取存款的利息损

失300元 B.辛眉无权向方鸿渐请求返还3000元及提前支取存款

的利息300元，因为方鸿渐未实际受益 C.辛眉有权要求方鸿渐

补偿误工费200元 D.辛眉有权要求方鸿渐暗市场价格支付修缮

房屋的报酬300元 57.2002年10月，杨白劳想买财主黄世仁的耕

牛两头，由于当时正在春耕，双方约定杨白劳10月10日付

款5000元，黄世仁即将牛卖给杨白劳，但是要等到黄世仁春

耕结束时的12月3日杨白劳才能将牛牵走。杨白劳按约定如期

交全了价款。后来，黄世仁看到牛价大涨，于是将牛卖给了

不知情的白善人，得钱8000元，并于11月1日让白善人牵走了

该两头耕牛。11月10日，杨白劳知道此事，与黄世仁发生了

争议。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 A. 按照约定，杨白劳在12

月3日取得两头牛的所有权 B. 杨白劳可以在11月10日就主张黄



世仁违约，要求赔偿损失 C. 假如耕牛没有卖给白善人，而是

在泥石流中被冲走，则黄世仁不需要赔偿杨白劳 D. 杨白劳同

时追究黄世仁的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 58. 甲请A搬家公司搬家

，A公司派出B、C、D三人前往。在搬家过程中，B发现甲的

掌上电脑遗落在一角，便偷偷藏人自己腰包；C与D在搬运甲

最珍贵的一盆兰花时不慎将其折断，为此甲与C、D二人争吵

起来，争吵之时不知是谁又将甲阳台上的另一盆鲜花碰下，

砸伤路人E。B、C、D见事已至此便溜之大吉。请问下面哪些

说法是正确的? （ ） A.甲可以要求A公司赔偿名贵兰花被折断

造成的损失 B.甲可以要求A公司承担没有履行搬运任务的违

约责任 C.路人E可以要求甲、C以及D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D.甲

可以就丢失掌上电脑的损失要求A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59.王某

与赵某2000年5月结婚。2001年7月，王某出版了一本小说，获

得20万元的收入。2002年1月，王某继承了其母亲的一处房产

。2002年2月，赵某在一次车祸中，造成重伤，获得6万元赔

偿金。在赵某受伤后，有许多亲朋好友来探望，共收礼1万多

元。对此，下列哪些表述是正确的？ （ ） A.王某出版小说所

得的收入归夫妻共有 B.王某继承的房产归夫妻共有 C.赵某获

得的6万元赔偿金归赵某个人所有 D.赵某接受的礼品归赵某

个人所有 60.某有限责任公司，经营塑料产品，总资产1200万

元，总负债200万元。现公司股东会作出了以下决定，请判断

其哪些决定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 ） A.投资300万元，与

乙公司组成合伙企业 B.向丙电脑有限责任公司投资350万元 C.

发行100万元公司债券 D.减少注册资本50万元 61.合伙企业的

下列事务哪些必须经全体合伙人同意才能做出决定? （ ） A

．出售合伙企业的房屋 B．以合伙企业的名义为另一家企业



提供担保 C．转让合伙企业的商标 D．改变合伙企业的名称

62.松花江实业有限公司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而申请破产救济

，各债权人纷纷向清算组申报债权。下列选项哪些属于破产

债权？ （ ） A.甲公司要求收回其租赁给松花江公司的一套设

备 B.乙银行因派员参与破产程序花去的差旅费5万元 C.丙银行

贷给松花江公司的50万元贷款，但尚未到还款期 D.丁银行行

使抵押权后仍有10万元债权未受偿 63.按照保险利益原则，下

列哪些当事人的投保行为无效? A．某甲为自己购买的一注彩

票投保 B．某乙为自己即将出生的女儿购买人寿险 C．某丙

为屋前的一棵国家一级保护树木投保 D．某丁为自己与女友

的恋爱关系投保 64.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前6个月至破产宣

告之日的期间内，破产企业的下列行为无效( ) A.放弃自己的

债权 B.非正常压价出售财产 C.对原来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

供财产担保 D.对未到期的债务提前清偿 65.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大会应当每年召开一次年会。有下列哪些情形之一的，应当

在2个月内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A．董事人数不足《公司法》

规定的人数或者公司章程规定人数的2／3 B．公司未弥补的

亏损达股本总额的1／3 C．持有公司股份10％以上的股东请

求时 D．董事会认为必需或者监事会提议召开时 66．上海某

公司董事长李某携带以印度尼西亚某银行为付款银行的汇票

一张，赴东南亚办理业务，途中在马来西亚不慎将该汇票丢

失。李某请求保全票据权利适用何地法律？ A.中国 B.印度尼

西亚 C.中国或印度尼西亚 D.马来西亚 67.依《票据法》的规

定，票据上未记载票据付款地时，下列哪些是正确的( ) A .汇

票上未记载付款地的，付款人的营业场所、住所或者经常居

住地为付款地 B 本票上未记载付款地的，出票人的营业场所



为付款地 C 支票上未记载付款地的，付款人的营业场所、住

所或者经常居住地为付款地 D 支票上未记载付款地的，出票

人的营业场所、住所或者经常居住地为付款地 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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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根据我国仲

裁法的规定，在不同的情况下仲裁庭可以作出不同的裁决。

下列有关仲裁裁决的说法哪些是正确的？（ ） A．仲裁庭仲

裁纠纷时，其中一部分事实已经清楚的，可以就该部分先行

裁决 B．被申请人经书面通知，无正当理由不到庭的，仲裁

庭可以据此认定申请人的主张成立，缺席裁决 C．当事人调

解达成协议的，仲裁庭应制作调解书或根据调解结果制作裁

决书 D．仲裁裁决一经作出即发生法律效力，但对裁决书中

的文字、计算错误，当事人可以请求仲裁庭补正 70．根据相

关司法解释，对于有可能通过调解解决的民事案件，人民法

院应当调解。但对于下列哪些案件，人民法院不予调解？（ 



） A．宣告失踪案件 B．离婚案件 C．认定婚姻无效案件 D．

公示催告案件 71．下列哪些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 A

．林某曾与李某同居3年，二人分手时产生纠纷，林某起诉李

某，要求赔偿“青春费”5万元 B．甲诉乙离婚，法院于2004

年3月判决不准离婚；2004年7月乙起诉甲，请求离婚 C．陈

某下落不明3年，其丈夫不申请宣告失踪，直接起诉离婚 D．

甲村民想承包本村鱼塘，故起诉乙村民，请求判决解除乙村

民与本村的鱼塘承包合同 72．根据有关司法解释，下列哪些

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根据？（ ） A．周强（12岁

）向法院提供的关于其受到伤害的证言 B ．吴雷出具的证明

其妻子郑媛借出5000元现金给王丹的证言 C．原件已经遗失

的木材购销合同复印件 D．冯军由于怕被告报复而不出庭，

向法院提交的书面证言 73．关于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下列

说法中正确的是？（ ） A．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

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调解

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 B．达成调解协议后，一方不履行

调解协议，另一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对方当事人

履行调解协议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C．因重大误解订立

的调解协议，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撤销。 D

．人民调解协议具有是人民法院的一个执行依据，债权人可

以向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被执行人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

请执行 74．从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看，督促程序和公示催告

程序具有下列哪些共同特点？（ ） A．程序的启动是基于权

利人的申请，无答辩程序 B．程序设计上无开庭审理阶段 C

．都设置了义务人或利害关系人申报权利的程序 D．对法院

的处理结果不服者，均不能提出上诉，也不能申请再审 75．



下列关于涉外民事诉讼的表述，哪些符合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 ） A．被告对人民法院管辖不提出异议，并应诉答辩的

，视为承认该人民法院是有管辖权的法院 B．中外合资经营

企业合同的中外双方当事人有权约定外方当事人所在国的法

院管辖 C．财产保全可以依当事人申请进行，也可由法院主

动依职权进行 D．当事人不服一审判决的，有权在判决送达

之日起30日内提起上诉 三、不定项选择题，每题所给的选项

中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正确答案，不答、少答或多答均不得

分。本部分76?100题，每题2分，共50分。 （一） 甲将其所有

的房屋出租给乙，双方口头约定租金为每年5万元，乙可以一

直承租该房屋，直至乙去世。房屋出租后的第二年，乙为了

经营酒店，经甲同意，对该房屋进行了装修，共花费6万元。

一天晚上，一失控的汽车撞到该房屋，致使其临街的玻璃墙

毁损，肇事司机驾车逃逸，乙要求甲维修，甲拒绝，乙便自

行花费1万元予以维修。现甲乙发生纠纷，均欲解除合同，但

就如何解除意见 不一。 请回答以下76－79题。 76.该租赁合同

的性质如何？ （ ） A．附解除条件的合同 B．附延缓条件的

合同 C．附始期的合同 D．附终期的合同 77.对于乙对房屋的

装修费用，若甲乙达不成协商一致，应如何处理？（ ） A．

由乙无条件拆除，费用由乙自理 B．装修物归甲所有，且甲

无须支付费用 C．装修物归甲所有，且甲应当支付全部装修

费用 D．若装修物可以拆除则拆除，不能拆除的，可折价后

归甲所有 78.对于乙对玻璃墙的维修及其费用应如何处理？（ 

） A．由甲承担维修费用 B．由乙承担维修费用 C．由甲乙分

担维修费用 D．由甲承担大部分维修费用，乙承担小部分维

修费用 79.若本案中双方未约定租赁期限，甲乙双方又无法就



租赁期限协议补充，下列关于合同解除的何种说法是正确的

？（ ） A．甲无权随时解除合同 B．甲可以随时解除租赁合

同，但应在合理期限之前通知乙 C．乙可以随时解除租赁合

同 D.若合同解除，乙仍应支付解除之前实际租赁期限的租金 

（二） 2001年5月，顶盛化工公司临时工刘某看到公司提炼硫

的设备比较先进，就召集甲、乙、丙三人利用该设备进行硫

的纯化技术研究，其中刘某负责研究工作，甲负责沟通设备

管理员以提供方便，乙负责项目的协调管理工作，丙负责项

目的资料翻译与整理工作。2001年8月，顶盛公司发现了刘某

等人的研究工作，要求分享研究成果，最后与刘某等人协商

约定：该技术申请发明专利时专利权归发明人，但公司在专

利授权后10年内可以免费使用。2002年1月，该技术成果完成

，后刘某以自己名义向专利局申请专利并于2004年1月获准授

权。 根据案情回答以下80－82题： 80.以下关于该项发明的发

明人的说法正确的是：（ ） A.刘某是唯一的发明人 B.刘某和

乙是共同发明人 C.刘某和丙是共同发明人 D.刘某和乙、丙都

是共同发明人 81.关于该发明的专利权归属，以下说法错误的

是：（ ） A.专利权属于刘某 B.专利权属于刘某所在的单位 C.

专利权属于刘某与单位共有 D.专利权属于刘某、乙、丙共有

82．如果刘某所在地的省人民政府认为该项技术成果能够带

来重大社会效益，想在本省推广，应当通过何种程序？（ ）

A.报国务院批准 B.报省人大常委会批准 C.被指定实施的单位

无需支付使用费 D.被指定实施的单位需支付使用费 (三) 法国

人丹尼与美国人泰尔按我国法律规定，各出资50万美元(其中

丹尼的出资包括专利技术出资)在上海成立一公司，公司章程

规定各方以该出资对公司债务负责。后该公司又在上海注册



成立了二家分公司。请回答下列83?86题。 83．根据公司分类

的原理，该公司应属于下列哪一选项的公司? A．该公司居于

中国公司、母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 B．该公司属于外国公司

、本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 C．该公司属于中国公司、本公司

和有限责任公司 D．该公司属于跨国公司、母公司和股份两

合公司 84.该公司已设定注册资本为100万美元，而丹尼以其

专利技术出资，则其至少要补出价值多少的现金或实物? A

．30万美元现金或等值的实物 B．25万美元资金或等值的实物

C．无需补出任何现金或实物 D．80万美元资金或等值的实物

85.下列有关该公司的成立与责任性质的表述中正确的是? A．

该公司需经我国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批准才能成立 B．该

公司因出资人均为外商，故不需经主管部门批准即可成立 C

．该公司由出资人直接向公司登记主管部门申请登记即可成

立 D．该公司因系个人投资设立，出资人应对公司债务承担

无限责任 86.丹尼和泰尔的第一期投资额应当在下列哪一时间

内缴清? A．提出成立公司的申请之日 B．取得营业执照之日

C．取得营业执照前30日 D．营业执照签发之月起90日 （四

） 甲服装股份有限公司和乙商贸股份有限公司是关联企业，

为增强市场竞争力，两公司于2005年3月合并，改名为丙公司

，同时经新公司董事会决议，变更公司章程，在其营业范围

中增加“制售成衣”一项，但尚未向工商行政部门办理变更

登记手续。董事长刘某未经授权与丁纺织厂签订一项定购布

料的合同，并代表公司签发以某银行为付款人、丁为收款人

的汇票一张给丁，作为定金。丁因欠戊货款，将该票据背书

转让给戊，戊又背书转让给己。票据到期后，己涂销了丁的

背书。 请回答以下87?91题。 87．关于甲乙公司的合并是否需



要经过审批程序，下列哪些说法是正确的？ A．不需要经过

行政机关的审批 B．需要经过国务院授权部门的审批 C．需

要经过省级人民政府的审批 D．需要经过国家工商行政管理

局的审批 88.对丙公司变更公司章程的行为，下列判断中正确

的是： A.因其是董事会作出的决议，故不能发生变更效力 B.

董事会可以对此作出决议，但其未向工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

而不发生变更效力 C.应由股东会作出决议，自决议生效时发

生变更效力 D.应由董事会作出决议，并自办理变更登记时发

生变更效力 89.对丙公司与丁纺织厂之间的购货合同，下列判

断中正确的是： A.因丙公司尚未办理营业范围的变更登记手

续，故无效 B.因董事长刘某未经授权，故无效 C.尽管丙公司

的行为违反了登记管理方面的规定，但购货合同有效 D.购货

合同如获得丙公司的追认即有效 90.对甲公司董事长刘某代表

公司签发的票据的效力，下列判断中正确的是： A.因甲公司

尚未办理营业范围的变更登记，故签发票据的行为无效 B.因

刘某未经授权，故签发票据的行为无效 C.因该汇票以支付定

金为目的，故该票据无效 D.该票据有效 91.对于己的涂销行为

产生的后果，下列判断中正确的是： A. 己提示付款时，某银

行可以背书不连续而拒绝付款 B.若己提示付款而某银行拒付

时，己可以向丁行使追索权 C．若己提示付款而某银行拒付

时，己可以向丙行使追索权 D.己的涂销行为导致 该票据无效 

（五） 乙是A市的建材经销商，因资金周转困难，便从A市甲

处借了50万元人民币，购买了一批建材，并销售给了B市的丙

，约定价款为60万元人民币，但丙未付款。乙与丙约定的合

同履行地在A市。后来，甲要求乙还钱，乙说因为丙没有支

付货款，所以无力偿还。鉴于此，甲欲直接起诉丙，要求其



支付50万元。请回答以下92－96题。 92．如果甲对丙提起诉

讼，法院在下列何种情形下不应当受理？（ ） A．甲对乙的

债权未到期 B．甲向A市的法院起诉 C．乙不愿意通过诉讼或

仲裁的方式主张对丙的到期债权 D．甲以乙的名义起诉 93．

假设法院受理甲对丙提起的诉讼，下列关于乙的诉讼地位的

何种表述是错误的？（ ） A．乙在诉讼中是有独立请求权的

第三人 B．乙在诉讼中是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C．如果参

加诉讼，就处于共同原告的地位 D．乙在诉讼中处于共同被

告的地位 94．在代位权诉讼中，关于债权人、债务人、次债

务人三方的关系，下列何种说法是正确的？ （ ） A．次债务

人对债务人的抗辩可以向债权人主张 B．债务人对债权人的

债权提出异议，经审查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债权

人的起诉 C．债权人胜诉的，诉讼费用由次债务人负担 D．

债权人请求人民法院对次债务人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的，应

当提供相应的财产担保 95．如果甲在向丙提起诉讼前，已经

向乙提起了要求返还借款的诉讼，在甲对乙提起的诉讼裁决

发生法律效力以前，法院对甲与丙之间的诉讼应当如何处理

？（ ） A．延期审理 B．中止该诉讼 C．终结该诉讼 D．继

续诉讼，作出判决 96．法院如果判决丙支付货款，那么以下

何种做法是正确的？（ ） A．判决丙直接将货款60万元交付

给甲，甲扣除50万元及利息后，将余下的钱支付给乙 B．判

决丙直接将货款60万元交付给乙，乙将50万元并加上利息支

付给甲 C．判决丙直接将50万元及利息支付给甲，并将剩下

的10万元货款支付给乙 D．判决丙将50万元及利息支付给甲 

（六） 2003年7月9日，B市的甲公司与H市的乙公司签订了一

份租赁经营合同。双方约定：甲公司将位于B市C区的某酒店



（含附属设施房）全部租赁给乙公司经营，期限5年，年租

金248万元人民币。双方还在合同中约定了争议解决条款：凡

因执行本合同发生的一切争议，均应由双方协商解决；双方

协商解决不了的，任何一方均可向“甲公司所在地的仲裁机

关申请仲裁”。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因改装费、酒店交接

等问题发生争议，甲公司欲向B市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基

于以上案情，请回答以下97～100题。 97．如果B市仲裁委员

会受理了甲公司的仲裁申请，并向乙公司发出书面的仲裁通

知，但乙公司拒绝提交书面答辩，并在确定的开庭审理之日

没有出席，此时会对仲裁程序有何影响？（ ） A．由于乙公

司未出席仲裁审理，所以先前达成的仲裁条款应视为失效，

仲裁程序终结 B．由于乙公司未出席仲裁审理，所以先前达

成的仲裁条款应视为失效，当事人应当重新达成仲裁协议 C

．对程序没有影响，仲裁庭可以缺席裁决 D．仲裁程序能否

继续进行，应当由仲裁机构所在地的人民法院作出裁定 98．

如果甲公司与乙公司对改仲裁条款的效力产生了争议，甲公

司向B市仲裁机构申请确认仲裁条款有效，乙公司向有关人民

法院请求确认改仲裁条款无效，则下列哪些说法是正确的？

（ ） A．如果仲裁机构先于人民法院接受申请并已作出决定

，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B．如果仲裁机构先于人民法院接受申

请并已作出决定，人民法院可以程序违法为由裁定撤销仲裁

机构的决定 C．如果仲裁机构接受申请后尚未作出决定，人

民法院应予受理，同时通知仲裁机构中止仲裁 D．如果仲裁

机构接受申请后尚未作出决定，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同时以

程序违法为由通知仲裁机构终结仲裁 99．如果甲公司就该合

同纠纷向B市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乙公司对仲裁条款的效力



有异议，请求人民法院确认仲裁条款无效并就该合同纠纷起

诉，则下列哪些说法是错误的？（ ） A．乙公司应向B市中

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请 B．乙公司应向B市甲公司所在的区法院

提出申请 C．人民法院受理乙公司的申请后应当通知B市仲裁

委员会中止仲裁 D．如果人民法院裁定该仲裁协议无效后，

甲公司拒不应诉的，人民法院可以缺席 100．如果B市只有一

个仲裁委员会??B市仲裁委员会，则该仲裁条款的效力如何？

（ ） A．该仲裁条款合法有效，因为对于仲裁机构的约定是

明确的 B．该仲裁条款无效，因为没有明确指明具体的仲裁

机构 C．该仲裁条款效力待定，需由甲公司和乙公司达成补

充仲裁协议，明确指明B市仲裁委员会才有效 D．该仲裁条款

具有重大瑕疵，乙公司可以申请法院撤销该仲裁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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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