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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9/2021_2022_2005_E5_B9_B

4_E5_88_9D_c43_69506.htm 一、单项选择题(每小题备选答案

中,只有一个符合题意的正确答案。多选、错选、不选均不得

分。) 1、下列不属于法律事件的是（ ） A、地震 B、重大政

策的改变 C、森林火灾 D、订立合同 正确答案:D 解析:见教

材16页，注意区别法律行为和法律事件。订立合同是法律行

为。 2、下列各项属于行政法规的是（ ） A、中华人民共和

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B、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 C、北京市招

标投标条例 D、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正确答案:B 解析:注意

区分法的形式，见教材4－5页。 3、个人独资企业解散后，原

投资人对个人独资企业存续期间的债务仍应承担偿还责任，

但债权人在（ ）年内未向债务人提出偿债请求的，该责任消

灭。 A、1 B、2 C、3 D、5 正确答案:D 解析:个人独资企业解

散后，原投资人对个人独资企业存续期间的债务应承担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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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下列事项中，适用《合伙企业法》的是（ ）。 A

、王某与李某合伙设立律师事务所 B、郭某与胡某合伙设立

酒吧 C、陈某与张某合伙设立会计师事务所 D、高某与杨某

合伙设立牙科诊所 正确答案:B 解析:《合伙企业法》适用于按

照规定应由工商行政管理登记的合伙企业。采用合伙制的律

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医生诊所等组织，由于其归其他

行政主管部门登记管理，不适用于《合伙企业法》。因此，

选“B” 5、根据我国《公司法》的规定，股份有限公司将公

司法定公积金转增资本时，其留存的法定公积金最低比例应



为（ ） A、注册资本的10% B、注册资本的15% C、注册资本

的20% D、注册资本的25% 正确答案:D 解析:（1）法定盈余公

积金按税后利润的10%提取；（2）累计余额达到注册资

本50%以上的，可不再提取；（3）当用法定公积金转增资本

时，转增后留存部分不得少于注册资本的25% 6、有限责任公

司的公司章程制定后，应在章程上签名、盖章的是（ ） A、

股东 B、董事 C、监事 D、经理 正确答案:A 解析:本题考核公

司章程的签名。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司章程是本公司股东制定

的，因此，应在公司的章程上签名、盖章的是股东。 7、甲

股份有限公司在2001年和2003年分别发行了3年期债券500万元

和5年期债券1000万元，2005年该公司的净资产为3 000万元，

该公司准备再次发行公司债券，根据《公司法》规定，其本

次发行的债券最多为（ ）万元。 A、400 B、200 C、600 D、0 

正确答案:B 解析:公司累计发行债券总额不得超过其净资产额

的40%，但其中不包括已经到期偿还的部分（本题中的2001

年3年期的500万元）。 8、张某是某公司的业务员，一直代理

公司与某商场供应业务。后张某被公司开除，但公司并未将

此情况通知该商场，张某仍以公司的名义与商场签订了合同

，该合同属于（） 来源：www.examda.com A、效力待定合同

B、无效合同 C、可撤销合同 D、有效合同 正确答案:D 解析:

本题的考点为表见代理。根据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

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善

意”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

有效。善意相对人可以向被代理人主张合同的效力，要求其

承担合同责任。因此，张某（在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

的名义与“善意第三人”签订的合同属于有效合同。 9、根



据《合同法》的规定，下列情形中，要约没有发生法律效力

的是（ ） A、撤回要约的通知与要约同时到达受要约人 B、

撤销要约的通知在受要约人发出承诺通知之前到达 C、同意

要约的通知到达要约人 D、受要约人对要约的内容作出实质

性变更 正确答案:A 解析:（1）要约自“到达”受要约人时生

效。要约的撤回是指“不让要约生效”，因此撤回要约的通

知应当比要约先到，至少同时到，因此选项A是正确的；（2

）要约的撤销是指“让生效的要约失约”，因此撤销要约的

通知应当在要约生效后、对方承诺之前到达。尽管选项B可以

依法撤销要约、使之失效，但要约生效在先，因此选项B是错

误的；（3）选项C意味着“承诺生效、合同成立”，因此选

项C是错误的；（4）选项D意味着“使原要约失效”，但原

要约生效在先，因此选项D是错误的。 10、根据我国《担保

法》的规定，以企业债券进行质押的，质押合同生效的时间

是（ ）。 A、主合同签订之日 B、质押合同签订之日 C、将

债券交付质权人之日 D、办理出质登记之日 正确答案:C 解析:

质押合同是实践合同，在将债券交付质权人之日起质押合同

生效。参见教材P163。 11、甲乙双方订立买卖合同，约定收

货后一周内付款。甲方在交货前发现乙方经营状况严重恶化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甲方（） A、可

行使同时履行抗辩权 B、可行使后履行抗辩权 C、可行使不

安抗辩权 D、可解除公司 正确答案:C 解析:应当先履行债务的

当事人，有确切证据证明对方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可以行使

不安抗辩权，中止合同履行；（1）经营状况严重恶化；（2

）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3）丧失商业信誉；

（4）有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其他情形。 12、根



据我国《会计法》的规定，外来原始凭证的金额有错误时，

应当采取的正确做法是（ ）。 A、由出具单位重开 B、由出

具单位更正并加盖出具单位印章 C、由接受单位更正并加盖

接受单位印章 D、由经办人员更正并加盖经办人员印章 正确

答案:A 解析:见教材188页，第一自然段最后一句。 13、我国

的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实行年检制度，年检原则上每（ ）进行

一次。 A、1年 B、2年 C、3年 D、5年 正确答案:B 解析:此种

年检不是每年一次，而是每两年一次。 14、根据我国《房产

税暂行条例》的规定，不征收房产税的地区是（ ）。 A、县

城 B、农村 C、建制镇 D、城市 正确答案:B 解析:我国房产税

的征税范围是城市、县城、建制镇和工矿区的房屋，不包括

农村。 15、下列税种中，不属于流转税的是（ ） A、关税 B

、营业税 C、增值税 D、土地增值税 正确答案:D 解析:流题的

考点为表见代理。根据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

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善意”相

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

善意相对人可以向被代理人主张合同的效力，要求其承担合

同责任。因此，张某（在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的名义

与“善意第三人”签订的合同属于有效合同。 16、根据《消

费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规定，下列各项中，纳税人不

缴纳消费税的是（ ） A、将自产的应税消费品用于职工福利

B、随同应税消费品销售而取得的包装物作价收入 C、将自产

的应税消费品用于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 D、销售应税消费品

而收取的超过一年以上的包装物押金 来源：www.examda.com 

正确答案:C 解析:在确定消费税的销售额的计算时，法律还有

一些具体规定。其中，自产自用的应税消费品，用于连续生



产应税消费品的，不缴纳消费税，用于其他方面的，应缴纳

消费税。因此选择C。 17、某厂为小规模纳税人，适用的增

值税征收率为6%。2004年7月份，该厂取得销售收入（含增值

税）5300元，则该厂7月份应缴纳的增值税额为（ ）元。 A

、300 B、330 C、884 D、318 正确答案:A 解析:7月份应缴纳的

增值税额=5300/（1 6%）×6%=300元 18、单位将不动产无偿

赠与他人，视同销售不动产征收营业税，其纳税义务发生时

间是（ ） A、将不动产交付对方使用的当天 B、不动产所有

权转移的当天 C、签订不动产赠与合同的当天 D、承受不动

产人缴纳契税的当天 正确答案:B 解析:营业税的纳税人将不动

产无偿赠与他人，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不动产所有权转移

的当天 19、根据《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规

定，纳税人的下列支出中，在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

时准予扣除的是（） A、罚金 B、税收滞纳金 C、银行罚息 D

、违法经营的罚款 正确答案:C 解析:纳税人逾期归还银行贷款

的罚息。不属于行政性罚款，允许在税前扣除。 20、东远公

司1998年经税务机关核实亏损20万元。1999年度该公司利润总

额为200万元，无其他纳税调整事项。该公司适用的所得税税

率为33%，1999年度该公司应纳所得税额为（ ）万元。 A、46

B、59.4 C、66 D、72.6 正确答案:B 解析:如果企业上一年度亏

损，可用当年应纳税所得额予以弥补；因此该公司1999年应

纳所得税=（200－20）×33%=59.4(万元)。 21、某国有商业

企业2004年年末应收账款余额2000万元，根据我国《企业所

得税税前扣除办法》的规定，该企业提取的坏账准备金不得

超过（ ）万元。 A、100 B、200 C、50 D、10 正确答案:D 解

析:经批准可以提取坏账准备金的纳税人，坏账准备的提取比



例一般不得超过年末应收账款余额的5‰。 22、根据我国《税

收征管法》的规定，纳税人因有特殊困难，不能按期缴纳税

款的，经省级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批准，可以延期缴纳

税款。但是最长不得超过（） A、1个月 B、3个月 C、6个月

D、1年 正确答案:B 解析:纳税人因有特殊困难，不能按期缴

纳税款的，经省级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批准，可以延期

缴纳税款，但是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 23、根据《税收征收管理

法》的规定，下列情形中，税务机关无权核定纳税人应纳税

额的有（ ） A、有偷税、骗税前科的 B、拒不提供纳税资料

的 C、按规定应设置账簿而未设置的 D、虽设置账簿，但账

目混乱，难以查账的 正确答案:A 解析:税务机关有权“核定”

纳税人应纳税额的情形包括：（1）依照税收征管法可能不设

置账簿的；（2）依照税收征管法应当设置但未设置账簿的；

（3）擅自销毁账簿或者拒不提供纳税资料的；（4）虽设置

账簿，但账目混乱、难以查账的；（5）发生纳税义务，未按

照规定的期限办理纳税申报，经税务机关责令限期缴纳，逾

期仍不申报的；（6）纳税人申报的计税依据明显偏低，又无

正当理由的。 24、银行汇票的提示付款期限是（ ） A、自出

票日起1个月 B、自出票日起2个月 C、自出票日起10日 D、自

出票日起6个月 正确答案:A 解析:（1）支票自出票日起10日内

向付款人提示付款；（2）本票自出票日起2个月内向付款人

提示付款；（3）银行汇自出票日起1个月内向付款人提示付

款；（4）商业汇票的提示付款期限最长不超过6个月。 25、

根据《银行账户管理办法》的规定，存款人对用于基本建设

的资金，可以向其开户银行出具相应的证明并开立（ ） A、

基本存款账户 B、专用存款账户 C、一般存款账户 D、临时存



款账户 正确答案:B 解析:存款人对特定用途的资金（基本建设

、更新改造的资金），由存款人向其开户银行出具相应的证

明并开立专用存款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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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