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卷代号 :1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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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经济法试题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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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困珠笔或钢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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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 年《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规定，如果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的结果，使另一方
当事人蒙受损害，以至于实际上剥夺了他依据合同规定有权期待得到的东西，即为(
A. 预期违反合同

B.重大违反合同

C. 根本违反合同

D. 合同落空

)。

2. 法国甲公司向中国乙公司出售一批制药设备，约定贸易术语为 FOB ，后设备运至中国。
依《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
是正确的? (

2010 ))和 1980 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趴下列哪一选项

)

A. 甲公司负责签订货物运输合同并支付运费
B. 甲、乙公司的风险承担以货物交付第一承运人为界

C. 如该批设备因未按照同类货物通用方式包装造成损失，应由甲公司承担责任
D. 如该批设备侵犯了第三方在中国的专利权，甲公司对乙公司不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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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依照《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

险直至(

2010)) ，在 CFR 术语下，卖方承担货物灭失或损毁的风

)。
A. 货物在目的地交付买方时

B. 货物交给第一承运人时

c. 货物在装运港交到船上时

D. 货物在目的港越过船舷时

4. 某远洋运输公司签发了一份提单，收货人一栏中填写为"凭指示 (To

的转让适用(

order)" ，该提单

)。

A. 背书转让

B. 交付即转让，元需背书

c. 普通债权债务的转让方式

D. 根本不能转让

5. 依据中国《海商法)) .有关承运人免责的规定，以下情况中，承运人应负赔偿责任的是

(

)

A.因船长指挥失误致使船舶碰撞造成的货物损失

B. 因船上冷冻舱冷冻设备失灵造成的冻猪肉腐烂
c. 强热带风暴使船舶剧烈颠簸造成货物碰撞带来的损失

D. 托运人谎报货物重量造成船上吊杆折断，货物落海造成的损失

6. 商品的出口价格低于正常价格构成倾销，以下哪一项不是认定正常价格的标准(

)。

A. 商品在出口国国内消费的可比价格

B. 同类商品出口到第三国的可比价格
c. 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平均价格

D. 商品在原产国的生产成本加合理的管理戚本、销售费用和利润确定的价格
7. 某批货物投保了平安险，经囱货轮装运，驶往目的港安特卫普。假设其在航行过程中
遇到下述几种情况，请问哪一项是保险公司无需赔偿的(

)

A. 货轮与其他船舶相撞，致使该批货物发生的部分损失
B. 货轮遭遇暴风雨的袭击，导致该批货物发生的部分损失
c. 货轮遭遇海难后发生的共同海损

BD

m只

原

c. 国民待遇原则

则立
原独
可护

A. 自动保护原则

许保

8. 在《伯尔尼公约》版权保护原则中，不包括(

。制权
)强版

D. 货轮遭遇搁浅造成该批货物发生的部分损失

9. ((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二次修订所形成的牙买加货币制度的主要内容是(
A. 实行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金汇兑本位制

B. 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c. 实行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
D. 扩大特别提款权的作用

180

)。

10. 我国某法院接到一位中国公民提出的要求承认一项外国法院判决的申请。依我国法

律规定，关于外国法院判决在我国的承认与执行，下列表述正确的是(

)。

A. 当事人应先向国内有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外国法院判决
B. 只要是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外国法院判决，我国法院均应直接承认并执行

C. 若该外国法院所在国与我国没有条约关系，也没有互惠关系，则我国法院不应接受
当事人的申请
D. 我国法院对外国法院判决的审查，主要是看外国法院判决是否违反了国际法的基

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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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 1980 年《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之规定，一项要约必须(
A. 有明确的货物名称和规格

B. 明确规定货物的价格

c.有明确的交货时间和地点

D. 明确规定货物的数量

)。

12. 下列属于《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GATT) 中最惠国待遇原则的适用范围的选项是

A. 与进出口有关的任何关税和费用
B. 进出口关税和费用的征收方法
C. 与迸出口有关的规章和手续

D. 影响进口产品在国内销售的法律、规章和要求

13. 针对甲国一系列影响汽车工业的措施，乙、丙、丁等国向甲国提出了磋商请求。四国
均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关于甲国采取的措施，下列哪些是《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禁
止使用的?

(

)

A. 要求汽车生产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必须购买一定比例的当地产品
B. 依国产化率对汽车中使用的进口汽车部件减税

C. 规定汽车生产企业的外资股权比例不应超过 60%
D. 要求企业购买进口产品的数量不能大于其出口产品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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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中国大华公司与美国美利公司签订了一项出口棉花的合同，合同约定货物品质为三

级，信用证支付。交货时大华公司因库存三级棉花缺货，便改装二级货物，并在发票上注明货
品二级，货款仍按原定三级货价格计收。在办理议付时，银行认为发票注明该批货物的品级与
信用证规定的三级品质不符，因而拒绝收单付款。美利公司认为该货有特殊用途，因而不能接
受大华公司所交的二级货物，并主张大华公司应承担未按合同规定交货的责任。
下列表述不正确的是(

)。

A. 银行可以发票与信用证不符为由拒绝收单付款
B.大华公司所交货物品级比合同规定的高，故大华公司不应承担任何责任
c.银行不应拒绝收单付款
D. 本案信用证的受益人为中国大华公司
15. 为避免或缓解国际重复征税，纳税人居住国可以采用的方法有(
A. 扣除法

B.免税法

c.抵免法

D. 股息免税法

)。

三、名词解释(每题 4 分，共 20 分}
16. 要约
17. 共同海损

18. 指示提单
19. 补贴

20. BOT
四、问答题(每题 11 分，共 44 分)

2 1.简述 1980 年《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之卖方担保义务。
22. 简述 GATT1994 一般禁止数量限制原则的含义。

23. 简述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及其特征。

24. 简述国际许可协议及其特征。
五、案例分析题 (16 分)
25.2015 年 11 月 4 日，德国 W 公司与中国鸿利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合同，从中国鸿利有限
责任公司进口腊纶纱线 1500 吨，每吨 4000 美元 CFR 哥德堡，不可撤销信用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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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鸿利有限责任公司与 S 远洋运输公司签订了海洋货物运输合同，另一方面， W 公司

向 P 保险公司投保了海洋货物运输保险(平安险条款)。
11 月 10 日，依买卖合同约定和信用证规定， 1500 吨腊纶纱线在宁波港装船起运。
11 月 18 日，由于船员疏忽，在航行途中的货轮发生火灾，货物全部烧毁。

德国 W 公司作为买方，得知货物在途中被毁，急忙通知开证行拒绝对鸿利公司付款。
试问:

(1)依据《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

2010>> ，在 CFR 条件下货物风险何时转移?

(2) 假若本案适用中国《海商法>> ，那么火灾造成的货物损失是否应由承运人赔偿?请简述
原因。
(3) 德国 W 公司要求开征行拒付货款，银行是否应该拒付?请简述原因。
(4) 本案情况属于国际货物运输保险承保的哪一类风险?德国 W 公司是否可以向 P 保险
公司索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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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位号仁口

试卷代号 :1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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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经济法

试题答题纸
2018 年 1 月

国

四!五|总分|

l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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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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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12.

13.

14.

三、名词解释{每题 4 分，共 20 分}

16.
17.

18.
19.

20.
184

15.

四、问答题(每题 11 分，共 44 分}

21.
22.
23.
24.

|得分|评卷人|

|I

I

五、案例分析题 (16 分}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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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卷代号 :1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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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经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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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2. C

3. C

4. A

5. B

6. C

7. B

8. B

9. D

10.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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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D

12. ABCD

13. ABD

14. BC

15. ABC

三、名词解释(每题 4 分，共 20 分)

16. 要约:要约是向一个或一个以上特定的人提出的订立合同的建议。
17. 共同海损:共同海损是指海上运输中，船舶货物遇到共同危险，船长为了共同安全，有

意和合理地作出特别牺牲或支出的特别费用。
18. 指示提单:指示提单指托运人在收货人栏内填写"凭指示"或"凭某人指示"字样。指

示提单通过背书可以转让，故又称作"可转让提单"，在国际贸易中得到普遍使用。
19. 补贴 2 补贴是指政府或任何公共机构向境内的补贴接受者提供任何形式的财政资助、
奖励或价格支持。

20. BOT: IW 建设 (Build) …经营( Operate)

转让 (Transfer) 的缩写，是指政府通过合同

授予私营企业一定期限的特许经营权，许可其融资和建设特定的公用基础设施，并准许其进行
经营管理和商业利用，如通过向用户收取费用或出售项目产品等方式以清偿贷款、回收投资并
赚取利润，特许期届满时将基础设施无偿移交给政府。
四、问答题(每题 11 分，共 44 分)

2 1.简述《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之卖方担保义务。
参考答案:
包括卖方对所交货物的质量保证和所有权保证。
(1)质量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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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

质量担保又称瑕疵担保，指卖方对其所售货物的质量、特性或适用性承担的责任。 (2 分)
(2) 所有权担保。

(3 分)

所有权担保又称追夺担保，是指卖方所提交的货物必须是第三者不能提出任何权利要求

的货物。卖方在订立合同时应保证其所售货物的所有权不因存在买方所不知的瑕疵而被追
夺。 (3 分〉
22. 简述 GATT1994 --般禁止数量限制原则的含义。

参考答案:
数量限制是国家禁止商品进出口或对进出口的商品数额进行限制的各种法律和行政措
施，比如配额、许可制度等。 (3 分)
依据 GATT 第 11 条和第 13 条规定，一般禁止数量限制原则的含义，概括如下:

(1)普遍禁止数量限制，任何成员不得对其它成员产品进口和本国产品出口实行禁止或限
制，不论是采取配额、许可证还是其它措施 ;(3 分)
(2) 允许各成员采取一定的保护本国工业或其它产业的措施，这种保护应运用关税和国内

税手段，并尽可能维持在较低的合理的水平，而不应采取数量限制 ;(3 分)
(3) 在 GATT 允许的特定情况下，各成员可以对某些产品进出口实行一定数量限制，但是

这种限制应在非歧视的基础上实施，使相关产品的贸易分配与若无此限制时其它成员预期可
得到的配额接近。

(2 分)

23. 简述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及其特征。

参考答案: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是资本输出国政府对本国海外投资者在海外投资可能遇到的政治风险
提供保证或保险，投资者向本国投资保险机构申请保险后，若承保的政治风险发生，致使投资
者遭受损失，则由国内保险机构补偿其损失的法律制度。 (3 分)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特征:
(1)海外投资保险是由政府机构或公营公司承保的，它不是以营利为目的，而是以保护投

资为目的。 (2 分〉

(2) 海外投资保险的对象，只限于海外私人直接投资，而且被保险的私人直接投资必须符
合特定的条件。

(2 分)

(3) 海外投资保险的范围，只限于政治风险，如国有化或征收险、外汇险、战争险等。 (2 分)

(4) 海外投资保险的任务，不单是像民间保险那样进行事后补偿，而更重要的是事前防患
于未然。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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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简述国际许可协议及其特征。

参考答案 z
国际许可协议就是指以技术使用权作跨越国境转移为目的签订的协议。 (2 分〉
国际许可协议有如下特征:

(1)国际许可协议的主体是许可方和被许可方，他们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或非法
人实体，但法人是最常见的主体。 (2 分〉
(2) 国际许可协议的客体是技术的使用权，而不是技术的所有权。 (2 分〉
(3) 国际许可协议的客体作跨越国境的移动。 (2 分〉

签订国际许可协议后，许可方需将其技术使用权跨越国境地转让给被许可方，即技术使用
权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
(4) 国际许可协议内容复杂。 (2 分〉

很多国际许可协议属于混合性协议，或以一种标的为主兼有其它标的转让，或与机器设备
的买卖、工程承包、合资经营、补偿贸易、合作生产、咨询服务等方式结合在一起。
(5) 国际许可协议是有偿合同。(1分)

政府与政府之间，或者企业与企业之间出于某种特定目的，将其知识产权等无形财产的使
用权无偿让渡所签订的协议，不属于国际许可协议的范围。
五、案例分析题(1 6 分)

25. 参考答案 z
(1)货物风险已于 2015 年 11 月 10 日在宁波港货物装到船上时起转移给买方。 (3 分〉
(2) 承运人无须承担赔偿责任。

(3 分〉根据《海商法》第 51 条的规定，除非由于承运人本

人的过失所造成，承运人对于火灾造成的货物损失可以主张免责。 (2 分)
(3) 开证行不能拒绝付款。 (3 分)对于不可撤销信用证，只要受益人(货物卖方〉向银行提

交了符合信用证要求的单据，那么开证行必须履行付款义务。对于单据相关货物的实际情况

银行概不负责。 (2 分)
(4) 本案情况属于意外事故。(1分 )W 公司可以向 P 公司索赔货物损失，因为平安险承
保意外事故造成的货物全部损失。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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