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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_E5_88_9D_c43_695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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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表述中，反映了法的本质的是( )。 A、法是统

治阶级的国家意志的体现 B、法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规范 C

、法凭借国家强制力而获得遵行 D、法是明确而普遍适用的

规范 正确答案:A 解析:见教材2页。 2、下列法律责任中属于

民事责任的是（ ）。 A、警告 B、罚款 C、支付违约金 D、

记过 正确答案:C 解析:注意区分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

任的具体内容。见教材20页。 3、合伙人向合伙人以外的人转

让其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时，应当（ ） A、经其他合伙

人的过半数同意 B、经其他合伙人2/3以上同意 C、经代表合

伙企业出资额2/3以上的合伙人的同意 D、经其他合伙人的一

致同意 正确答案:D 解析:合伙人向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其在合

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时，应当经全体合伙人的一致同意。 4

、根据我国有关法律、法规，个人、独资企业的名称中不得

使用（ ） 字样。 A、中心 B、店 C、有限 D、工作室 正确答

案:C 解析:根据规定，个人、独资企业的名称中不得使用“有

限”、“有限责任”或者“公司”字样。 5、根据公司法律

制度的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的财务会计报告应在召开股东大

会年会的一定期间以前置备于公司，供股东查阅。该期间为(

) 。 A、10日 B、15日 C、20日 D、25日 正确答案:C 解析:本题

考核公司财务会计报告的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的财务会计报

告应在召开股东大会年会的20日以前置备于公司，供股东查



阅。 6、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会作出决议，应由（ ）。 来源：www.examda.com A

、出席会议的董事过半数通过 B、出席会议的董事2/3以上通

过 C、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过 D、全体董事的2/3以上通过 正

确答案:C 解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作出决议，应由全体董事

（而非出席会议）的过半数通过。 7、有限责任公司的最高

权力机构是( ) A、股东会 B、董事会 C、经理 D、监事会 正

确答案:A 解析: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会是权力机构，董事会和

经理是公司的执行机构，监事会是监督机构。 8、甲公司与

乙公司签订了购买１０辆汽车的合同。就在乙公司将汽车交

付甲公司时，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查出该批汽车是走私物品

而予以查封。根据我国《合同法》关于合同效力的规定，该

买卖汽车合同属于（ ）。 A、有效合同 B、无效合同 C、可

撤销合同 D、效力待定合同 正确答案:B 解析:本题的情况属于

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因而合同无效。 9、甲、乙公司

于2001年11月1日签订了一份买卖合同，合同约定一旦乙收回

其应收账款，立即给甲的银行账户汇款，并约定如果1个月内

不能履行，则合同失效。2001年11月14日，乙的银行账户上

收到了10万元的应收账款，乙于当日即向甲汇款，履行了合

同。根据《合同法》的规定，甲、乙公司的买卖合同的生效

日期为（ ） A、11月1日 B、11月14日 C、12月1日 D、12月14

日 正确答案:B 解析:（1）附条件生效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

（11月14日）合同生效；（2）附生效期限的合同，自期限届

至时生效。 10、北京的A公司与上海的B公司于2002年4月1日

在深圳签订的一份不动产转让合同，根据合同约定，A公司

以2000万元的价格将位于广州的不动产转让给B公司，双方未



约定合同的履行地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

定，该合同应当在（ ）履行。 A、北京市 B、上海市 C、深

圳市 D、广州市 正确答案:D 解析:履行地点不明确，交付不动

产的，在不动产所在地履行。 1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

保法》的规定，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保证期

间为（ ） A、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3个月 B、主债务履行

期届满之日起6个月 C、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1年 D、主

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2年 正确答案:B 解析:保证人与债权人

未约定保证期间的，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6个

月。 12、根据《会计基础工作规范》的规定，单位负责人的

直系亲属不得在本单位担任的会计工作岗位是（ ）。 A、会

计机构负责人 B、稽核 C、会计档案保管 D、出纳 正确答

案:A 解析:国家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任用会计人员应当

实行回避制度：单位领导人的直系亲属不得担任本单位的会

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的直系亲属不得在本单位会计机构中担任出纳工作。 13

、根据《会计档案管理办理》的规定，会计档案保管期限分

为永久和定期两类。定期保管的会计档案，其中最短的期限

是（ ） A、2年 B、5年 C、3年 D、10年 正确答案:C 解析:定期

保管的会计档案保管期限为3年、5年、10年、15年和25年五

种。 14、根据印花税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各项中，属于印

花税纳税人的是（ ） A、合同的双方当事人 B、合同的担保

人 C、合同的代理人 D、合同的鉴定人 正确答案:A 解析:签订

合同的各方当事人都是印花税的纳税人，但不包括合同的担

保人、证人和鉴定人。 15、按照税收的征收权限和收入支配

权限分类，可以将我国税种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



共享税。下面各项中，属于中共税的是（ ） A、契税 B、消

费税 C、农业税 D、个人所得税 正确答案:B 解析:中央税，是

指由中央立法、收入划归中央并由中央政府征收管理的税收

。如：关税、消费税、海关代征的进口环节增值税、车辆购

置税。 16、根据增值税法律制度的有关规定，下列各项中，

不缴纳增值税的是（ ）。 A、电力公司销售电力 B、银行销

售金银 C、邮局销售邮票 D、典当行销售死当物品 正确答

案:C 解析:（1）银行销售金银的业务，应当征收增值税；（2

）典当业的死当销售业务和寄售业代委托人销售物品的业务

，应当征收增值税；（3）集邮商品的生产、调拨，应当征收

增值税；（4）邮政部门销售集邮商品，不征收增值税；但邮

政部门以外的单位和个人销售集邮商品，征收增值税；（5）

纳税人销售货物（包括电力、热力和气体在内），应当征收

增值税。 17、根据增值税法律制度的有关规定，纳税人采取

赊销方式销售货物的，其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 ） A

、发出货物的当天 B、收到货物的当天 C、按合同约定的收

款日期的当天 D、签订合同的当天 正确答案:C 解析:纳税人采

取赊销方式销售货物的，其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按合

同约定的收款日期的当天。 18、某旅行社4月份组织一个共30

人的旅行团旅游，向每人收取旅游费3000元。旅游期间由旅

行社为每人支付住宿费1200元、餐费1000元、交通费350元、

门票50元。旅游业适用营业税生产率为5%，旅行社该项业务

应缴纳营业税（ ）元。 A、2700 B、600 C、1200 D、4500 正

确答案:B 解析:旅游企业组织旅游团在中国境内旅游的，以收

取的旅游费减去替旅游者支付给其他单位的房费、餐费、交

通、门票和其他代付费用后的余额为营业额。在本题中，旅



行社应缴纳的营业税=（30001200100035050）×30×5%=600元

19、根据《消费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规定，纳税人销

售应税消费品向购买方收取的下列税金、价外费用中，不应

并入应税消费品销售额的是( )。 A、向购买方收取的手续费 B

、向购买方收取的价外基金 C、向购买方收取的增值税税款

D、向购买方收取的消费税税款 正确答案:C 解析:消费税的从

价定率的计税依据是销售额，指纳税人销售应税消费品向购

买方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包括A、B。消费税是价内

税，而增值税是价外税，因此，计税依据含消费税而不含增

值税。 20、某国有商业企业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0万元

，2000年该企业从其关联企业借款3000万元，发生借款利

息210万元。根据我国《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的规定，

准予扣除的利息支出为（ ）万元。 A、210 B、175 C、180 D

、105 正确答案:B 解析:纳税人从联方取得的借款金额超过其

注册资本的50%的，超过部分的利息支出，不得在税前扣除

，即纳税人借款金额中相当于注册资本50%以内的部分的利

息支出才允许在税前扣除。在本题中，准予扣除利息支出的

借款为2500万元，其对应的利息支出=210×（2500/3000

）=175万元。 21、某公司2003年营业收入净额为1000万元，

该公司当年发生业务招待费15万元，且能提供有效凭证在计

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可以抵扣的业务招待费为（ 

）万元 A、15 B、10 C、5 D、3 正确答案:C 解析:（1）纳税人

全年销售（营业）收入净额在1500万元以下的，扣除标准为

其销售（营业）收入净额的5‰；（2）在1500万元以上的部

分，扣除标准为该部分销售（营业）收入净额的3‰。 22、根

据税收征收管理法律制度的规定，纳税人不办理税务登记，



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仍不改正的，税务机关应对

其采取的措施是（ ） A、提请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其营业

执照 B、处以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C、向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 D、没收其经营所得 正确答案:A 解析:纳税人不办理税

务登记，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仍不改正的，经税

务机关提请，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其营业执照。 23、某

公司将应于2005年3月5日到期的税款100万元拖延到3月10日缴

纳。根据《税收征管法》的规定，应加收滞纳金为（ ）元。

A、1500 B、2500 C、15000 D、25000 正确答案:B 解析:100万×

万分之五×5天＝2500。 24、某出票人于10月20日签发一张现

金支票。根据《支付结算办法》的规定，对该支票“出票日

期”中“月”、“日”的下列填法中，符合规定的是（ ） A

、拾月贰拾日 B、零拾月零贰拾日 C、壹拾月贰拾日 D、零壹

拾月零贰拾日 正确答案:D 解析:（1）月为“壹”、“贰”和

“壹拾”的，应当在其前加“零”；（2）日为壹至玖和“壹

拾”、“贰拾”和“叁拾”的，应当在其前加“零”；（3）

日为拾壹至拾玖的，应当在其前加“壹” 25、单位人民币卡

账户内的资金的来源是（ ） A、现金存入 B、销货收入存入

C、从其基本存款账户转账存入 D、银行透支 正确答案:C 解

析:其他三种方式都是我国《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明确禁止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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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