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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7/2021_2022_2011_E5_B9_

B4_E9_80_A0_c56_647339.htm 为辅助考生更好地备战2011年造

价师考试，小编特整理最新理论法规练习题5，并附上详细解

析，本文由单选题和多选题组成。希望对考生有所帮助！ 一

、多项选择题 1．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诉讼时效为1年的情形

包括（ ）。 A．拖欠工程款要求偿还的 B．身体受到伤害要

求赔偿的 C．寄存财产丢失要求赔偿的 D．违反国际货物买

卖合同要求赔偿的 E．拒付租金要求偿还的 答案：BCE 解析

：我国《民法通则》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

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 对于下列诉讼，其时效期间为1年： ⑴

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答案B）； ⑵出售质量不合格的

商品未声明的； ⑶延付或者拒付租金的（答案E）； ⑷寄存

财产被丢失或者损毁的（答案C）。 我国《合同法》规定，

因国际货物争议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其诉讼时效期限

为4年。 2．根据《合同法》规定，根据过错的大小承担赔偿

责任的合同是指（ ）。 A．被撤销的合同 B．无效合同 C．

有效合同 D．限制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 E．无处分权的人

处分他人财产的合同 答案：AB 解析：有效合同的违约造成

他人损失，按照损失额的大小承担赔偿责任；限制行为能力

人订立的合同和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的合同是效力待

定合同；根据合同法，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后，有过

错的一方应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若双方都有过错，

应当根据过错的大小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3．根据《价格

法》的规定，政府在必要时可以实行政府指导价或政府定价



的商品或服务包括（ ）。 A．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 B．国家

级贫困地区的各类农用商品 C．资源稀缺的少数商品 D．国

家投资开发的高新技术类服务 E．重要的公益性服务 答案

：ACE 解析：对下列商品和服务价格，政府在必要时可以实

行政府指导价或政府定价：①与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关

系重大的极少数商品价格；②资源稀缺的少数商品价格；③

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④重要的公用事业价格；⑤重要

的公益性服务价格。 4．根据我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

在下列可以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情形中，收回土地使用权

后应对土地使用人给予适当补偿的有（ ）。 A．因单位撤销

、迁移等原因，停止使用原划拨的国有土地 B．土地出让合

同约定的使用期届满后使用者未申请续期的土地 C．为公共

利益需要而使用的土地 D．公路、铁路、机场、矿场等经核

准报废的土地 E．为实施城市规划进行旧城区改建，需要调

整的土地 答案：CE 解析：对下列情形之一，有关政府土地

行政主管部门报经人民政府批准，可以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

：①为公共利益需要使用土地的；②为实施城市规划进行旧

城区改建，需要调整使用土地的；③土地出让等有偿使用合

同约定的使用期限届满，土地使用者未申请续期或申请续期

未获批准的；④因单位撤销、迁移等原因，停止使用原划拨

的国有土地的；⑤公路、铁路、机场、矿场等经核准报废的

。其中，依照①、②两项规定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对土

地使用权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 5．根据《价格法》的规定

，政府在必要时可以实行政府指导价或政府定价的商品或服

务包括（ ）。 A．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 B．国家级贫困地区

的各类农用商品 C．资源稀缺的少数商品 D．国家投资开发



的高新技术类服务 E．重要的公益性服务 答案：ACE 解析：

根据《价格法》的规定，对下列商品和服务价格，政府在必

要时可以实行政府指导价或政府定价：①与国民经济发展和

人民生活关系重大的极少数商品价格；②资源稀缺的少数商

品价格（答案C）；③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答案A）；

④重要的公用事业价格；⑤重要的公益性服务价格（答案E）

。 6．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诉讼时效为1年的情形包括（ ）。

A．拖欠工程款要求偿还的 B．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 C．

寄存财产丢失要求赔偿的 D．违反国际货物买卖合同要求赔

偿的 E．拒付租金要求偿还的 考点：第五章经济法律法规第

一节概述，诉讼时效。 思路：我国《民法通则》规定，向人

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 对于下列

诉讼，其时效期间为1年： ⑴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答

案B）； ⑵出售质量不合格的商品未声明的； ⑶延付或者拒

付租金的（答案E）； ⑷寄存财产被丢失或者损毁的（答案C

）。 我国《合同法》规定，因国际货物争议提起诉讼或者申

请仲裁的，其诉讼时效期限为4年。 易错：本题相对容易，

考生记住诉讼时效为1年的四种情形，涉外的买卖合同和技术

进出口合同诉讼时效为4年，其它诉讼时效都是2年。 拓展：

针对本知识点，考生还应熟悉诉讼时效的中止和中断的内容

。 答案：BCE 7．根据我国《合同法》，效力待定的合同包

括（ ）。 A．无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 B．不能完全辨认自

己行为的的精神病人订立的合同 C．无处分权人处分他人财

产的合同 D．因发生不可抗力导致其无法履行的合同 E．被

代理人予以追认的无代理权人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 考

点：第五章经济法律法规第二节合同法，效率待定的合同。 



思路：《合同法》主要规定了以下三种效力待定的合同： 1

．限制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 限制行为能力人，在我国主要

指年满10周岁但未满18周岁的人，以及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

为的精神病人（答案B）。 2．无代理权人以他人的名义订立

的合同 《合同法》同时规定，与无代理权的人签订合同的人

可以催告被代理人在1个月内予以追认。被代理人未作表示或

表示拒绝的，视为拒绝追认，该合同不生效。被代理人表示

予以追认的，该合同对被代理人发生法律效力。在催告开始

至被代理人追认之前，该合同的效力处于待定状态。 3．无

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的合同（答案C） 易错：考生可能

误选选项A无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无行为能力人没有订

立的合同能力；考生可能误选选项E被代理人予以追认的无代

理权人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需要说明的是，无代理

权人以他人的名义订立的合同在相对人催告开始至被代理人

追认之前，该合同的效力处于待定状态，一旦追认或拒绝追

认，合同效力就确定了。 拓展：关于合同的效力，考生还应

熟悉合同的生效、无效合同和可变更、可撤销合同的有关内

容。 答案：BC 8．根据我国《土地管理法》，下列说法中正

确的有（ ）。 A．基本农田转为建设用地，须由国务院批准

B．征收耕地补偿费用为该耕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

的6~10倍 C．征收耕地安置补助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

产值的4~6倍 D．被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不得超过被征收

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10倍 E．为公共利益需要使用土地的，可

以报经人民政府批准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 考点：第五章经济

法律法规第三节工程建设相关法律法规，《土地管理法》。 

思路：本题是一道综合性较强的题目。涉及建设用地的批准



。涉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应当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

。征收下列土地的，由国务院批准：①基本农田（答案A）

；②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超过35公顷的；③其他土地超过70

公顷的。 涉及征收土地的补偿。征收土地，应当按照被征收

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

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其中，土

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6至10倍（答

案B）；安置补助费，按照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计算。需要

安置的农业人口数，按照被征收的耕地数量除以征地前被征

收单位平均每人占有耕地的数量计算。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

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为该耕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

的4至6倍（答案C）。但是，每公顷被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

，最高不得超过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15倍。 涉及国有土

地使用权的收回。对下列情形之一，有关政府土地行政主管

部门报经人民政府批准，可以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①为公

共利益需要使用土地的（答案E）；②为实施城市规划进行旧

城区改建，需要调整使用土地的；③土地出让等有偿使用合

同约定的使用期限届满，土地使用者未申请续期或申请续期

未获批准的；④因单位撤销、迁移等原因，停止使用原划拨

的国有土地的；⑤公路、铁路、机场、矿场等经核准报废的

。 易错：由于夹本题的综合性强，涉及的内容分散，考生能

够全面、正确地选择答案，必须熟悉上述的所有内容。 拓展

：《土地管理法》可出题的内容较多，考生除了掌握上述内

容以外，还要熟悉土地分类和规划编制原则等内容。 答案

：ABCE 9．下列关于诉讼时效的说法中正确的有（ ）。 A．

因出售不合格的商品未声明而提起诉讼的时效期限为1年 B．



因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争议提起诉讼的时效期限为4年 C．诉讼

时效中断前后的诉讼时效期间应合并计算 D．诉讼时效期限

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延长 E．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

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 考点：第五章经济法律法规第一节概述

，诉讼时效。 思路：我国《民法通则》规定，向人民法院请

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 对于下列诉讼，其

时效期间为1年： ⑴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 ⑵出售质量

不合格的商品未声明的； ⑶延付或者拒付租金的； ⑷寄存财

产被丢失或者损毁的。 我国《合同法》规定，因国际货物买

卖合同和技术进出口合同争议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其

诉讼时效期限为4年。 诉讼时效的延长是指人民法院对于已

经届满的诉讼时效给予适当的延长。《民法通则》规定，有

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 诉讼时效的

中断是指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

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原来经过

的时效期间统归无效。 易错：考生可能错误地选择C．诉讼

时效中断前后的诉讼时效期间应合并计算。可能混淆了诉讼

时效中断与诉讼时效中止的概念了。 拓展：诉讼时效中断与

诉讼时效中止的概念了、诉讼时效的期间从权利人知道或者

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开始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

害之日起，超过20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 答案：ABE 10

．根据我国《合同法》，属于可变更、可撤销合同的有（ ）

。 A．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合同 B．以欺诈、协迫的手段

订立的合同 C．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而订立的合同 D．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 E．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合

同 考点：第五章经济法律法规第二节合同法，可变更、可撤



销合同。 思路：根据《合同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其

合同： ⑴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 ⑵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

的合同。 ⑶欺诈、胁迫的合同。 易错：考生经常将确认无效

合同的与可变更、可撤销合同的条件混淆。应予以注意。 拓

展：可变更、可撤销合同的特征和撤销权的行使。 答案：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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