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卷代号 :1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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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法试题
2017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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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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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选或错选均不得分，每小题 1 分，共 10 分}

1.商法的调整对象是(

)。

A.市场经济关系

B. 市场经营活动关系

c.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关系

D. 商事关系

2. 某市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决定将甲乙两个国有独资公司撤销，合并成立甲股份有限公

司，合并后的甲股份公司仍使用原甲公司的字号，该合并事项已经有关部门批准，现欲办理商
业登记。应办理的登记是(

)。

A. 解散登记

B. 变更登记

C 设立登记

D.注销登记

3. 按照现有教材的提法，甲、乙、丙共向设立一有限责任公司，甲以现金 12000 元出资.乙
以自己拥有的一台机器设备出资，评估作价为 10000 元，丙打算用自己拥有的专利技术出资.

那么丙的出资最多可以是(

)。

A.8000 元

B.

18000 元

C. 3 万元

旦 5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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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根据我国《企业破产法》的有关规定，我国破产立法采取的立法准则是(
A. 清算主义

弘一般破产主义

C. 商人破产主义

D.自然人破产主义

5. 破产元效行为包括(

)。

)。

A. 虚假陈述行为

B.操纵市场行为

c.欺诈破产行为

D. 内幕交易行为

6. 绝对应记载事项是指票据上必须记载的事项，否则票据便会元效。绝对应记载事项不
气主主ijf

A. 票据文句

B. →定金额

c.支付文句

D.付款人

7. 担任重整计划执行人 U 应当是(
A.债权人

B.债务人

c.人民法院

D. 破产管理人

8" 票据绝对应记载事项不包括(

)。

A. 出票日期

B. 收款人或其指定人的姓名

c.预备付款人

D.付款人姓名(名称)

y。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有权任免证券交易所的经理的是(

)。

A. 证监会

B. 证券业协会

c.证券交易所理事会

D.证券交易所会员大会

LOA 保险事故发生后，有关当事人行为的以下判断，不符合保险法规定的是(

)。

A. 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在提出请求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时，应当提供其所能
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证明和材料
B. 受益人可以不用提供证明材料，只凭保险合同的规定就可索赔
c.保险人依据保险合同的约定，认为有关的证明或者资料不完整的，应当通知技保
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补充提供有关的证明和材料
D. 保险人依据自己的调查确认有关的保险事故，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不服保
险人的调查结论的，可以提起诉讼

2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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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们越 2 分窜县
10 分}

1 1.下列表述中，符合外观法则本意的是(

)。

A. 对商事行为的内容及含义的解释，以表示行为的客观表象为准

B.如果按客观表象做出的解释对表意人不利，则应采用有利于表意人点其饵解释
c.当事人对商事合同条款的解释有分歧时.以市场参与者的通常理解或交磊习惯为准
D.在商事主体或商事行为的性质不明的情况下，法律从有利于善意丰fl'{/- 人的角度加
以认定
12. 下列不属于当然退伙情形的是(

)。

A. 合伙人丧失偿债能力
B.合伙人未履行出资义务

c.合伙人依法被认定为元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D. 作为合伙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指哇，或者被宜
告破产

13. 关于破产管理人的下列说法，正确的有(

)。

A 管理人的报酬属于破产费用

B.管理人可自行辞去职务
c.管理人可以由机构担任，也可以由个人担任

D. 管理人可以由人民法院指定，也可以由债权人会议任命
14. 周某为自己投保了人寿险，受益人为其妻子王某，合同成立后的第三年足采实施抢
劫被受害人用水果刀捅死，以下说法错误的是(

)。

A. 保险公司有权解除合同
B. 保险公司有权不支付保险金

c.保险公司应向王某退还保单的现金价值
D.保险公司应向周某的法定继承人退还保单的现金价值
15. 王某与保险公司签订了两份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 ψ 吸末班人分
别为其 30 岁的儿子和 3 岁的孙女，王某为受益人，以下说法错误的有(

A. 两份均无效

B.两份保险合同均有效

c.第一份元效第二份有效

D. 第一份有效第二份无效

‘Z

俨俨

t. :)人

二、丹断题{正确的画 J ，错误的画 X ，每题 1 分，共 10 分)
16 ，苟事织织就是人们为从事商品生产和交换而结成的经济实体。(

)

7. 商段，'Z称为商事法，是指以商事关系为调整对象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j

i 8. 董事的任期由股东会决定，且董事会中成员应当有职工代表。(
19. 新台伙人入伙时.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

)

)

)

20. 债权人向合伙人迫偿债务时，须按比例向各合伙人分别追偿。(

)

2i. 民要 fia 票的背书为连续的，持票人元需另行提出任何证据，即可行使权利。(
i;L 完主背书的应记载事项有二:一是被背书人的姓名，二是背书日期。(
信息公开是证券发行和交易的基本制度。(

, ，1

)

)

)

公司间存营方针和经营范围的显著变化不属于证券法所说的"重大事件 "0

(

)

::50 号宰人传协商|司意变更保险合间的，应当由保险人在原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

JEItiIZE 再附贴 fl七与1. 或者由投保人与保险人订立变更的书面协议。(

)

四、名词解释(每小题 4 分，共 20 分)
叮仅商快

27. 债务人财产
;毛.期后背书

;:: 9 ‘公司j 债券
30

责任保险

五、简答题{第 31 小题 6 分，第 32 小题 10 分，共 16 分)
31 ‘简述我国破产法规定的破产财产清偿顺序。
:12. 简述证券交易内幕信息与内幕信息知情人的条件。
六、论述题 (H 分)
13. 试述合伙企业出资的形式。
七、案例分析 (20 分)

剖，案例分析题

气公司和日公司协议设立 C 公司，计划 A 公司出资 1300 万元， B 公司 1000 万元设立，实

际到价的注册资本为 2200 万元。依公司章程规定， A 公司的最后出资期限尚未到期，因此还
有 ]O() 万元出资没有到位。

后来啕因投资决策发生严重失误， C 公司在经营中遭受重大损失，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向人
ι 法院申请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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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于 2007 年 2 月 8 日受理了该破产申请后，指定了管理人接管 C 公司。经审理人

民法院于 2008 年 1 月 8 日依法宣告 C 公司破产。

管理人接管 C 公司，查明如下事实:
(1 )2006 年 1 月 24 日公司向 C 银行借款 10 万元，借期 2 年。其借款利息截至 2007 年 2

月 8 日为 8 万元，其后截至 2008 年 1 月 8 日为 15 万元。
(2)2006 年 4 月 20 日公司赠与 D 公司一辆汽车，价值 30 万元。
(3)2006 年 12 月 16 日公司与 A 公司签订一份买卖合同，约定 A 公司为 C 公司定审tl ~.~.批

特殊规格的家具，合同标的额为 250 万元，由 A 公司于 2007 年 4 月上旬交货，货到付款。目
前双方均尚未履行该合同，管理人决定解除该合同。由此造成 A 公司实际经济损失为
10 万元。

(4)2007 年 6 月 19 日 C 公司的一幢危房突然倒塌，导致路人孙某受伤，造成损失 3 万元。
(5) 经评估确认 C 公司尚有资产价值 1200 万元。此外，应付工资 300 万元、基本养老保险
费用 100 万元、基本医疗保险费用 50 万元、应缴税金 400 万元、其他流动负债 1950 万元;破产
费用 100 万元。

(6) 债权人赵某因参加债权人会议支出机票和宾馆费用 2 万元。
(7) 债权人钱某为参加 C 公司的破产清算，聘请了律师，费用 5 万元。

试问:
(1)如果 A 公司需要补缴尚未缴纳的出资，这钱属于什么性质?
(2) 如果 A 公司享有破产债权，如何处理与未到位的 100 万元注册资本金的关系?
(3) 债权人赵某的机票和宾馆费用是否属于破产债权?
(4) 破产财产造成的孙某损失如何处理，和破产费用之间是什么关系?
(5) 本案破产财产的清偿顺序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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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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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名词解释(每小题 4 分，共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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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简答题(第 31 小题 6 分，第 32 小题 10 分，共 1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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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评卷人
六、论述题 (14 分)

33.
得分|评卷人

七、案例分析 (20 分}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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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卷代号 :1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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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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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选或错选均不得分，每小题 1 分，共 10 分}

1. D
6.D

2. C
7.B

3. B
8.C

4. C
9.A

5.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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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小题 2 分，共
10 分)

1 1. ACD

12. BC

13. AC

14. AC

15. BCD

三、判断题{正确的画 -J. 错误的画 X ，每题 1 分，共 10 分)

16. -J
2 1. -J

17. -J
22. X

18. X
23. -J

19. -J
24. X

20. X
25. -J

四、名词解释(每小题 4 分，共 20 分}

26. 商法:是以商事关系为调整对象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27. 债务人财产:是在破产程序中被纳入破产管理的为债务人所拥有的财产。

28. 期后背书:指在票据被拒绝承兑、被拒绝付款或者超过付款提示期限时所为的背书。
29. 公司债券:是指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依照证券法等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

发行的，具有固定面值、偿还期限和利率，承诺期限届满时无条件偿付本金和利息给持券人的
一种有价证券。
30. 责任保险:指保险人承保被保险人的民事损害赔偿责任的险种。
五、简答题{第 31 小题 6 分，第 32 小题 10 分，共 16 分)
3 1.简述我国破产法规定的破产财产清偿顺序。

参考答案:
(1)优先清偿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 (2 分)
(2) 破产人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所欠的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

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
(1分)

(3) 破产人欠缴的除前项规定以外的社会保险费用和破产人所欠税款。(1分)

(4) 普通破产债权。(1分)
(5) 破产财产不足以清偿同一顺序的清偿要求的，按照比例分配。(1分)
32. 简述证券交易内幕信息与内幕信息知情人的条件。
参考答案:
证券交易活动中，涉及公司的经营、财务或者对该公司证券的市场价格有重大影响的尚未
公开的信息，为内幕信息。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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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包括:
(1)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 分)

(2) 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及其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0 分)
(3) 发行人控股的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1分〉

(4) 由于所任公司职务可以获取公司有关内幕信息的人员;(1分〉
(5) 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工作人员以及由于法定职责对证券的发行、交易进行管理的其他人
员;(1分)
(6) 保荐人、承销的证券公司、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证券服务机构的有关人员;
(1分)

(7) 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人。(1分)
六、论述题(1 4 分}

33. 试述合伙企业出资的形式。

参考答案:

合伙人的出资，可以是货币、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或者其他财产权利。合伙人对于
自己用于缴纳出资的财产或者财产权，应当拥有合法的处分权。 (3 分)

对于非货币的出资，是否需要评估作价，由全体合伙人协商确定。 (3 分)
实物出资有两种情形:→是转移所有权，二是不转移所有权，只提供使用权或者使用收益
权。 (3 分)

普通合伙人可以用劳务出资，其评估办法由全体合伙人协商确定。 (3 分)
合伙人能否以债权、股权出资的问题，应认为，原则上应予允许。 (2 分)
七、案例分析 (20 分)

34. 案例分析题
问:

(1)如果 A 公司需要补缴尚未缴纳的出资，这钱属于什么性质?
(2) 如果 A 公司享有破产债权，如何处理与未到位的 100 万元注册资本金的关系?
(3) 债权人赵某的机票和宾馆费用是否属于破产债权?
(4) 破产财产造成的孙某损失如何处理，和破产费用之间是什么关系?
(5) 本案破产财产的清偿顺序如何?

参考结论:

(1)根据规定，债务人的开办人注册资本投入不足的，应当由该开办人予以补足，补足部分
属于破产财产。 (4 分)

(2)A 公司对 C 公司享有的破产债权不得主张与其未到位的 100 万元注册资本金相抵
销。

(4 分)

(3) 债权人参加破产程序所支出的费用，不属于破产债权。

(4 分)

(4) 这属于公益债务。破产费用和公益债务都享有优于普通债权的受偿权，都可以随时、
足额从破产财产中支付和清偿。在清偿顺序上面，比破产费用要滞后~一些。 (4 分)
(5) 破产企业的破产财产应优先拨付 100 万元的破产费用和 3 万元的共益债务，再支付工
资及基本养老保险费用和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之后支付税金 400 万元。 (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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