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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一、将你的学号、姓名及分校{工作站)名称填写在答题纸的规定栏内。考试
结束后，把试卷和答题纸放在桌上。试卷和答题纸均不得带出考场。监考人收完

考卷和答题纸后才可离开考场。
二、仔细读懂题目的说明，并按题目要求答题。答案一定要写在答题银的指
定位置上，写在试卷上的答案无效。

三、用蓝、黑圆珠笔或钢笔(含签字笔}答题，使用铅笔答题无效。

一、单项选择题{每题只有一个正确答案，多选或少选、错选均不得分，每题 1 分，共 10 分}
1.依据《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 2010)) ，在贸易术语口W 中，卖方的责任不包括(

九

A. 在其所在地(工厂或仓库)把货物交给买方处置
B. 承担交货币i 的风险和费用

c.自费办理出口和进口结关于续等
D. 提交与货物有关的单据或相等的电子单证

2. 甲国人公司(买方)与乙国 B 公司(卖方)签订一进口水果合同，价格条件为 CFR ，装运
港的检验证书作为议付货款的依据，但约定买方在目的港有复验权。货物在装运港检验合格

后交由 C 公司运输。由于乙国当时发生疫情，船舶到达甲国目的港外时，甲国有关当局对船

舶进行了熏蒸消毒，该工作进行了数天。之后， A 公司在目的港复验时发现该批水果已全部腐
烂。依据《海牙规则》及有关国际公约，下列选项正确的是(

)。

A.A 公司应向 B 公司提出索赔，因为其提供的货物与合同不符
B.C 公司可以免责

C.A 公司应向 C 公司提出索赔，因为其没有尽到保管货物的责任

D.A 公司应向 B 公司提出索赔，因为其没有履行适当安排保险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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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依据 1980 年《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的规定，下列情形中，不能适用该公约的
是(

)。

A. 营业地分处法国和加拿大的甲、乙二公司签订了 2000 吨钢材买卖合同，据查，甲、

乙二公司的注册地均为美国
B.中国某造船厂与挪威国家石油公司签订买卖一艘万吨油轮的合同
c. 中国某国有大型电机厂将 6 百万千瓦发电机卖给澳大利亚某电站
D. 中国某知名电冰箱厂与同属缔约国成员的利比亚某公司签订的销售 10000 台冰箱
的合同
4. 依据《统一提单的若干法律规定的国际公约>> (即《海牙规则>> )之规定，下列关于承运人
适航义务的表述中，不正确的是(

)。

A. 承运人应在开航前与开航时谨慎处理使船舶处于适航状态
B. 承运人应在整个航程中使船舶处于适航状态
c.承运人应适当地配备船员、设备和船舶供应品
D. 承运人应使货舱、冷藏舱和该船其他运载货物的部位适合货物的安全运送和保管

5. 依据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保险条款，在平安险下，保险人应予以赔付的损失为(
A.

自然灾害造成的货物部分损失

)。

B. 意外事故造成的货物部分损失

c.货物受潮受热

D. 货物串味

6. 在中国远洋公司签发的一份提单中，收货人一栏，如果填写为"凭某人指示"，该提单的
转让适用(

)。

A. 交付即转让

B. 背书转让

c. 按普通的债权债务的转让方式

D. 根本不能转让

7. 中国商务部应国内新闻纸产业多家企业代表的申请，对原产于甲国、乙国、丙国的新闻
纸展开反倾销调查，经过调查做出最终裁定，对原产于该三国的新闻纸征收反倾销税。下列表
述正确的是? (

)

A. 该反倾销税的纳税人是新闻纸的进口商
B. 新闻纸的出口商可以代替进口商缴纳反倾销税
c.反倾销税的税率不得低于倾销幅度(即被控产品的正常价格与实际进口价格之间

的差额)
D. 反倾销税的征税期限通常是 10 年，从做出终裁之日起征收

8. 如果在国际许可协议中规定:在协议规定的期限和地域范围内，只允许被许可方使用
该技术，许可方不得将此项技术的使用权转让给第三方，同时许可方也不得在该期限和地域内

自行使用该技术。此类国际许可协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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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普通许可协议

B. 独占许可协议

c. 排他许可协议

D.交叉许可协议

9. 根据《解决国家和他国国民投资争议公约)) ，下列关于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lCSID)
的管辖权及其裁决性质，表述不正确的是(

)。

A. 提交中心仲裁的争议，仅限于缔约国政府与另一缔约国国民直接因投资而引起的
法律争议
B. 将争议提交中心解决，必须经各方当事人书面同意，且任何一方不得单方面撤销其
认可

c.对于中心做出的裁决，各缔约国不得进行审查或者拒绝承认执行

D.若作为争议当事人一方的某一缔约国国民不履行中心裁决，则争议另一方的缔约
国政府可以在国际法院对其提起诉讼
10. 按照联合国《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 (即《纽约公约灿的规定，下列表述正确
的是(

)。

A. 裁决涉及仲裁协议未提到的争议时，不得拒绝执行
B. 执行裁决将和被请求国的公共秩序相抵触，可拒绝执行

c.缔约国必须元条件地执行另一缔约国的仲裁裁决
D. 公约适用于自然人与国家的争议
二、多项选择题(每题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正确答案，多选或少选、错选均不得分，每题 2 分，共
10 分)

1 1.中国大华公司向美国小山公司发出传真:"购一级大米 200 吨，每吨 600 美元 CIF 深

圳， 2015 年 1 月 9 日至 21 日装船。"美国小山公司回电称:"接受你方条件， 2015 年 1 月 4 日装
船。"正确的选择是(

)。

A. 合同成立

B. 合同未成立

c.美国小山公司违约

D. 美国小山公司未作出有效的承诺

12. 依据中国《海商法》之规定，货物承运人可以免责的情形有(

)。

A. 船舶在开航前和开航时不具有适航性引起的货损

B. 船长和船员在驾驶或管理船舶中的疏忽引起的货损
c.未谨慎装载引起的货损
D. 包装不良引起的货损

13. 中方向日方转让一种食品加工机制造专利技术，允许日方在日本享有该专利技术独
占使用权，这意味着在技术转让合同有效期内(

)。

A. 中方不得在中国使用该技术
B.中方不得在日本使用该技术
c.中方不得允许第三人在中国使用该技术
D. 中方不得允许第三人在日本使用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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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依据《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 (即《汉城公约}))规定，合格东道国必须满足的条件是

A. 东道国是多边投资担保机构的发展中国家会员国

B.东道国同意担保特定投资风险
c.东道国是多边投资担保机构的发达国家会员国

D. 东道国目前处于非市场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阶段
15. 在国际税法意义上，下述情形中构成甲国公司在乙国有常设机构的情形是

A. 该公司在乙国正式设有分机构

B. 该公司在乙国东海开采石油

c.该公司在乙国发布大量广告

D.该公司在乙国设有工厂

三、名词解释(每题 4 分，共 20 分}
16. 先期违约
17. 倾销
18. 推定全损

19. ((巴黎公约》的优先权原则
20. 国际商业银行贷款
四、问答题(每题 11 分，共 44 分)
2 1.简述国际经济法主体。
22. 简述提单的概念及其作用。
23. 简述 GATT1994 之国民待遇原则及其适用。

24. 简述多边投资担保机构 (MIGA) 承保之险别。
五、案例分析题(1 6 分)
25.2015 年，中国 A 公司与新加坡 B 公司签订了合同， B 公司向 A 公司出口 1000 袋面

粉，价格条件为 CFR 青岛，每袋单价为 50 美元。 A 公司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投保了水渍险。
该批货物由法国达飞轮船公司的 M 轮承运。在新加坡港装货的过程中，船长先后向托运

人发出书面声明，指出货物堆放于码头无任何遮盖物并发生雨水的污染，宣布货物为不清洁。
托运人 B 公司为了结汇则出据了保函，承运人达飞轮船公司签发了清洁提单。

M 轮抵达中国青岛港后，经外轮理货公司理货，发现有 180 袋面粉被雨水污染无法食用，
并确认货物短少 40 袋。
试问:
(1)收货人可否向承运人索赔?为什么?

(2) 根据《汉堡规则)) ，承运人可否依保函要求免于向收货人承担赔偿责任?为什么?
(3) 保险公司应否赔付因雨水污染造成的 180 袋面粉的损失?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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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位号rn

试卷代号 :1042

国家开放大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2016 年秋季学期"开放本科"期末考试

国际经济法

试题答题纸
2017 年 1 月

题号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四

五

总分

分数

得分|评卷人
一、单项选择题{每题只有一个正确答案，多选或少选、错选均不得
分，每题 1 分，共 10 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得分|评卷人
二、多项选择题(每题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正确答案，多选或少选、错选

均不得分，每题 2 分，共 10 分)

1 1.

12.

13.

14.

15.

得分|评卷人
三、名词解释{每题 4 分，共 20 分)

16.
17.
18.
1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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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评卷人

四、问答题{每题 11 分，共 44 分)

2 1.

22.
23.

24.

|得分|评卷人|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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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案例分析题 (16 分)

试卷代号 :1042
国家开放大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2016 年秋季学期"开放本科"期末考试

国际经济法

试题答案及评分标准
(供参考)
2017 年 1 月

一、单项选择题(每题只有一个正确答案，多选或少选、错选均不得分，每题 1 分，共 10 分)

l. C

2. B

3. B

4. B

5. B

6. B

7. A

8. B

9. D

10. B

二、多项选择题(每题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正确答案，多选或少选、错选均不得分，每题 2 分，共
10 分)

1 1. BD

12. BD

13. BD

14. AB

15. ABD

三、名词解释(每题 4 分，共 20 分)

16. 先期违约:是指合同订立之后，履行期到来之前，一方表示拒绝履行合同的意图。
17. 倾销:倾销是一国产品以低于正常价格进入另一国市场，如果因此对某一缔约方领土
内已经建立的相关工业造成实质性损害或实质损害威胁，或实质上阻碍某一国内产业新建，则
依据世界贸易组织反倾销协议，该倾销行为应受到谴责。
18. 推定全损:是指货物受损后对货物的修理费用加上续运到目的地的费用超过其到运
后的价值。

19. ((巴黎公约》的优先权原则: ((巴黎公约》中的优先权原则是指已经在联盟的一个成员国
正式提出了专利、实用新型注册、外观设计注册或商标注册申请的任何人或其权利继受人，在

规定的优先权期限内向联盟其他成员国提出同样申请时，优先授予其工业产权。
20. 国际商业银行贷款:指一国商业银行或国际金融机构作为贷款人，以贷款协议方式向

其他国家的借款人提供的商业贷款。
四、问答题{每题 11 分，共 44 分)

2 1.简述国际经济法主体。

参考答案:
一、个人 (3 分)

个人作为一般的民事关系主体，可以从事各种国际经济贸易活动，但受物力、财力所限，自
然人在国际经济贸易领域发挥的作用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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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人 (2 分)

法人是依法成立，拥有必要的组织机构和独立的财产，能以自己的名义享有民事权利和承

担义务、起诉和应诉的组织。法人是国际经济交往活动中最积极、最活跃，也是数量最多的
部分。
三、国际组织 (3 分)
大多数国际组织包括各种类型的国际经济组织都有自己的组织机构和章程，有固定的资

产和资金来源，在一定的范围和领域承担-定的权利义务，有独立承担法律诉讼的能力，有些
国际组织甚至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
四、国家 (3 分)

国家是一个特殊的民事主体，作为主权的最高代表和象征，国家可以自己的名义从事各种
国际、国内的经济活动，签订各种合同、条约和协议，并以国库的全部资产承担责任。然而国家
又不同于一般的民事主体，表现为它享有不可被剥夺的主权豁免权。

除了直接从事各种经济活动之外，国家作为国际经济法主体，还具有其它主体所不具有的特殊
职能，即对经济进行管理和监督的职能，这些行政法律规范构成了国际经济法的重要内容。
22. 简述提单的概念及其作用。

参考答案:
提单是一种用以证明海上运输合同和货物已由承运人接管或装船，以及承运人保证凭以
交付货物的单据。 (3 分)

提单的作用有三点:
(1)提单是托运人与承运人之间订有运输合同的凭证。 (3 分)
(2) 提单是承运人从托运人处收到货物的凭证。 (3 分)

(3) 提单是代表货物所有权的物权凭证。 (2 分)
23. 简述 GATT1994 之国民待遇原则及其适用。

参考答案:
GATT 第 3 条规定了国民待遇原则，其含义是 z 一成员的产品输入到另一成员境内时，进
口方不应直接或间接地对该产品征收高于本国相同或类似产品的国内税和国内费用，以及在
执行国内规章方面施行差别待遇。 (3 分)

(1)国民待遇原则的给惠对象是在进口国销售的原产于另一成员的类似产品;给惠标准是在
征税方面"不高于"对本国相同或类似产品征收的国内税费，在执法方面不歧视外国相似产品;给
惠方面仅适用于进口国对进口产品采取的不合理的国内税和国内规章方面的措施。 (2 分)
(2) 国民待遇原则不适用于边境措施。

(2 分)

(3) 国民待遇原则不适用于投资措施和产品出口。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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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GATT 国民待遇原则不适用于出口产品。 (2 分〉

24. 简述多边投资担保机构承保之险别。
参考答案 z
多边投资担保机构 (MIGA) 承保以下五种风险 z
(1)货币汇兑险 (3 分)

东道国政府采取的任何措施，限制将其货币转换成可自由使用货币或担保权人可接受的

另→货币，并汇出东道国境外，包括东道国政府未能在合理的时间内对该担保权人提出的此类
汇兑申请做出行动。

(2) 征收和类似的措施险 (2 分)
东道国政府采取的任何立法或者行政上的作为或不作为，实际上剥夺了担保权人对其投

资的所有权或控制权，或剥夺其投资中产生的大量效益。
(3) 违约险 (2 分)

东道国政府对担保权人的违约或毁约，并且使担保权人 (a) 无法求助于司法或仲裁部门对

毁约或违约的索赔做出裁决，或 (b) 该司法或仲裁部门未能在合理期限内做出裁决，或 (c) 虽有
裁决或判决但无法执行。
(4) 战争和内乱险 (2 分)

东道国领土内的任何军事行动或内乱。
(5) 其它非商业风险 (2 分)

应投资者与东道国联合申请，董事会经特别多数票通过，可将本公约的担保范围扩大到上
述款中的风险以外的其它特定的非商业风险。
五、案例分析题{1 6 分)
25. 参考答案 z

(1)可以。因为承运人签发了清洁提单，即有义务按照清洁提单的要求交付外表状况良好
的货物。 (6 分)
(2) 不可以。依据《汉堡规则》的规定，托运人为取得清洁提单向承运人出具承担赔偿责任

的保函，仅在托运人和承运人之间有效，但对提单受让人包括任何收货人在内的任何第三方无
效。 (5 分)

(3) 不可以。本题投保的是水清险，淡水雨淋险属于一般附加险，不在水溃险承保范围之
内。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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