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位号仁口

试卷代号 :1018

国家开放大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2017 年秋季学期"开放本科"期末考试

国际公法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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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四

国

一、单项选择题{每题 1 分，共 10 分，每题只有一项答案正确，请将正

确答案的序号填在括号内}
1.确定现代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基本文件是(

)。

A. ((联合国宪章>>

B. 万隆会议最后文件

C. 1970 年《国际法原则宣言))

D. ((给予殖民地人民独立宣言》

2. 联合国大会 1948 年通过的全面保护个人基本权利的文件是(

)。

A.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B. <<世界人权宣言》
C. ((禁止和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

D.

((禁止和惩治种族隔离罪公约》

3. 在国际法上，依国际条约规定向所有国家商船开放的河流称为(
A. 国际运河

B. 界河

C. 多国河流

D. 国际河流

)。

4. 各国在其大陆架上有(

A. 建造人工岛屿的自由

B. 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的自由

C. 开发资源的自由

D. 建立法律的自由

5. 各国军舰在公海上可命令从事海盗行为的嫌疑船停船而对其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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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登临检查

B. 武力攻击

c.紧迫

D. 诉讼

)。

6. 根据《外层空间条约》和《月球协定》等文件的规定，下列选项中属于各国所享受的权利
的是(

)。

A. 将月球据为己有
B. 在月球进行战争

C. 自由探索和利用外空和天体
D. 先占天体
7. 重于空气的飞机载人飞行成功是在(

)。

A.1903 年

B.1783 年

C.1918 年

D.1957 年

8. 第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国际法院法官是(

)。

A. 梅汝嗷

B. 倪征噢

C. 史久铺

D. 王铁崖

9. 联合国维持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首要机关是(

)。

A. 联合国大会

B. 国际法院

C. 托管理事会

D. 安理会

10. 国际上规定废弃将战争作为实行国家政策的工具的第一个公约是(
A.1907 年《海牙和平公约》

B.1928 年《巴黎非战公约》

C.1971 年《蒙特利尔公约》

D. 1968 年《日内瓦公约》

)。

二、多项选择题{每题 2 分，共 20 分，每题至少有一项答案正确，多选
或少选均不得分)
1 1.下列哪些选项属于国际法的直接渊源? (

)

A. 国际条约

B. 国际惯例

C. 司法判例

D.一般法律原则

12. 甲国和乙国合并成为丙国，则下列哪些选项属于丙国政府应该继承的债务?

A. 甲国政府向丁国政府所贷款项

B. 甲国政府关于甲国南方省水利项目向丁国政府所贷款项
c.乙国北方省政府向丁国政府所贷款项
D. 乙国东方公司向丁国政府所贷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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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下列哪些选项属于确立国际人权法的主要条约? (

)

A. ((世界人权宣言))

B.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c.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D. ((惩治灭种罪公约》

14. 联合国安理会在解决国际争端时，有权对争端和情势(
A. 提出建议

B. 进行调查

c.执行行动

D. 司法解决

15. 下列哪些公约规定了"或起诉或引渡"的原则? (

A.

((东京公约》

c. ((蒙特利尔公约》

)。

)

B.

((芝加哥公约》

D.

((海牙公约》

16. 按照 1971 年《蒙特利尔条约》的规定，下列哪些行为属于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
为? (

)
A. 故意传送虚假情报危及飞行中的航空器的安全

B. 对飞行中的航空器内的人采取暴力行为足以危及该航空器的航行安全
c.破坏停放在机场未交付使用的航空器
D. 破坏使用中的航空器，使其不能飞行

17. 根据海洋法公约规定，各国军舰在公海上如果发现外国船舶有从事海洋法公约规定
的某些国际性犯罪行为时有权登临检查。下列哪些选项属于可以登临的船舶? (
A. 外国船舶

B. 外国军舰

c.外国商船

D. 未悬挂任何船旗的船舶

18. 下列哪种说法是正确的?

(

)

A. 联合国召开紧急特别会议，须由秘书长提出请求

B. 联合国召开紧急特别会议，须由安理会同意并经会员国多数请求
c.联合国召开紧急特别会议，须由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请求
D.联合国召开紧急特别会议，须由一个会员国提出并为多数国家同意

19. 下列哪些选项属于国际争端的政治解决方法? (
A. 谈判

B. 斡旋

c.和解

D. 仲裁

20. 下列哪些选项属于作战的基本原则? (
A. 区分原则

B. 相称原则
c.纽伦堡原则

D.条约元规定不得免除国际法义务原则

114

)

)

)

|得分|评卷人|

|I

I

三、填空题{每空 1 分，共 10 分}

2 1.在近代国际法的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的除

的召开和

的签订

外，还有荷兰法学家格劳秀斯的著作《战争与和平法》的发表。

22. 国家的基本权利包括独立权、平等权、一一一一一和一一一一一
23. ((国际法院规约》第 38 条中规定的确立国际法原则的辅助资料包括

24. 中国清政府正式设立主管外交的机关始于

25. 条约缔结的程序依次为

和

年，其名称是

、约文的认证和

四、名词解释(每题 4 分，共 20 分}

26. 毗连区
27. 租借

28. 外交保护
29. 和解

30. 条约的保留

五、简答题(每题 8 分，共 24 分)

3 1.简述南极的法律地位。
32. 简述条约的定义和特征。

33. 简述国际法院的咨询管辖权。

|得分|评卷人|

|I

I

六、论述题 (16 分)

34. 试述联合国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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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卷代号 :1018
国家开放大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2017 年秋季学期"开放本科"期未考试

国际公法

试题答案及评分标准
(供参考)
2018 年 1 月

一、单项选择题{每题 1 分，共 10 分，每题只有一项答案正确，请将正确答案的序号填在括号
内)

1. A

2. B

3.D

4. B

5. A

6. C

7. A

8. B

9. D

10. B

二、多项选择题(每题 2 分，共 20 分，每题至少有一项答案正确，多选或少选均不得分)

1 1. ABD

12. AB

13. BC

14. ABC

15. CD

16. ABD

17. ACD

18. BD

19. ABD

20.AB

三、填空题{每空 1 分，共 10 分}
2 1.威斯特伐里亚会议
22.

自卫权

23. 司法判例

《威斯特伐里亚和约》

管辖权

权威公法学家学说

24. 1861 年(或咸丰 11 年)
25. 约文的议定

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

同意接受条约拘束

四、名词解释{每题 4 分，共 20 分)
26. 毗连区

毗连区是毗连领海并在领海以外，由沿海国对海关、移民和卫生等特定事项行使管制权的
一带海域。根据海洋法的规定，毗连区的宽度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不得超过 24 海里。
27. 租借

是指一国根据条约将其部分领土出租给另一国，在租借期内，承租国将租借地用于条约规
定的目的并行使全部或部分管辖权。出租国仍保持对租借地的主权，租借期满后予以收回。

28. 外交保护

外交保护泛指国家通过外交机关对在国外的本国国民的合法利益进行的保护。外交保护
是国家的一项权利，可以由国家的国内外交机关或其外交代表机关来行使。
29. 和解
又称调解，是当事国将争端提交一个由若干成员组成的委员会，委员会在调查的基础上提

出报告，阐明事实并提出解决争端的建议，以设法使争端当事国达成协议。
30. 条约的保留

是指一国于签署，批准，接受，赞同或加入条约时所做的单方声明，不论措辞或名称如何，
其目的在于摒除或更改条约中若干规定对该国适用时的法律效果。
五、筒答题{每题 8 分，共 24 分)

3 1.简述南极的法律地位。
《南极条约》对南极地区的法律地位作了规定，主要内容有 z
(1)和平利用南极。为了全人类利益，各国在南极地区禁止采取一切具有军事性质的措
施。 (2 分)

(2) 南极科学考察自由和国际合作。任何国家都有在南极进行科学考察的自由并为此目
的开展国际合作。 (2 分)
(3) 冻结各国对南极的领土和权利要求。 (2 分)
(4) 维持南极地区的公海制度。条约的规定不应损害或影响任何国家在南极地区根据国
际法享有的对公海的权利或行使这些权利。 (2 分)

32. 简述条约的定义和特征。
条约是国家间所缔结并受国际法支配的国际书面协定，不论其载于一项单独文书或两项
以上相互有关之文书内，亦不论其特定名称为何。 (2 分)

条约具有如下特征 z

(1)条约是国际法主体之间缔结的协议。 (2 分)
(2) 条约是受国际法支配的协议。(1分)

(3) 条约是具有法律拘束立的协议。(1分)
(4) 条约通常是书面形式的协议。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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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简述国际法院的咨询管辖权。

国际法院的咨询管辖权，是国际法院对联合国大会、安理会提出的任何法律问题发表的咨

询意见，和大会授权的联合国机关及其专门机构对其职权范围内法律问题请求国际法院发表
的咨询意见。 (3 分)

法院行使咨询管辖权的目的，是对有关法律问题提供权威性的意见，以使联合国机构更好
地遵照《联合国宪章》进行活动。法院的意见是咨询性的，原则上没有法律拘束力。 f旦法院对
重大问题发表的咨询意见，往往被作为权威性的解释而受到重视。 (3 分)

此外，有些国际条约规定法院的咨询意见具有法律拘束力而应予以执行，如《联合国特权
与豁免公约》等。 (2 分)
六、论述题 (16 分)

34.

((联合国宪章》在序言和第 1 条中规定了联合国的宗旨，主要包括 4 项 :(2 分)

(1)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这是联合国的首要目的。《联合国宪章》规定"采取有效集体办
法，以防止且消除对于和平之威胁，制止侵略行为或其他和平之破坏";"以和平方法且依正义
及国际法之原则，调整或解决足以破坏和平之国际争端或情势 "0 (4 分)
(2) 发展各国间的友好关系。《联合国宪章》规定"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

原则为根据之友好关系，并采取其他适当办法，以增强普遍和平 "0 (4 分)
(3) 促成国际合作。《联合国宪章》规定"促成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
以及人类福利性质之国际问题，且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
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 "0

(4 分〉

(4) 构成一协调各国行动的中心，以达成上述共同目的。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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