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卷代号 :1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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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同法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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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小题 1 分，共 10 分。在每小题的四个备选香案选出一个正确的香案，请将

正确答案的序号填在答题纸上}
1.根据合同当事人是否互相事有权利、负有义务，可将合同分为(

)。

A. 有名合同与无名合同

B. 单务合同与双务合同

c.有偿合同与无偿合同

D. 诺成合同与实践合同

2. 下列属于附条件的合同是(

)。

A. 如果你考上大学，我就支付你四年的学费
B. 如果天下商，我就送给你雨伞一把

c. 父亲对儿子说，如果我死了，你就继承我的财产
D. 如果你把这辆自行车偷来，我会以两倍的价格购买

3. 现代合同法中，合同法律制度的核心以及合同法律约束力最集中的体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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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合同订立

B. 合同成立

c. 合同效力

D. 合同履行

)。

4. 下列各选项中不属于物的担保方式的是(

)。

A. 质押

B.抵押

C. 保证

D. 留置

5. 债权人甲与第三人达成转让债权的协议，约定甲将其对乙的债权全部转让给丙，但并

未将该债权转让的情事通知债务人乙。(

)

A. 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

B. 该转让对债务人发生效力

C. 丙不得接受该转让

D. 甲应告知乙向受让第三人履行

6. 根据我国《提存公证规则》的规定，不适合作为提存的标的物的是(
A. 票据

B. 农副产品

C. 提单

D. 黄金首饰

)。

7. 甲向乙购买某特种型号的钢材 500 吨，乙如期向甲交付该钢材，但未交付有关单证，对

此，甲可行使的权利是(

)。

A. 先履行抗辩权

B. 合同解除权

C. 合同撤销权

D. 违约责任请求权

8. 融资租赁合同的租赁标的物瑕疵担保责任(

)。

A. 由出租人承担

B. 由有关机构指定相关人员承担

C. 出租人不承担

D. 由双方当事人约定承担

9. 共同承揽人对定作人(

)。

A. 不承担连带责任

B. 承担连带责任

C. 谁的过错谁承担责任

D. 由法律作出规定

10. 贾某因装修房屋，把一批古书交朋友王某代为保管，王某将古书置于床下。一日，王

某楼上一户家水管被冻裂，水流至王某家，致贾某的古书严重受损。下列各选项中说法正确的
是(

)。

A. 王某具有过失，应负全部赔偿责任
B. 王某具有过失，应给予适当赔偿

C. 此事对王某而言属于不可抗力，王某不应赔偿

D. 王某系无偿保管且无重大过失，不应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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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项选择题{每小题 2 分，共 20 分。在每小题的四个备选答案中，选出二个以上的正确答
案，将其序号填在答题纸上。正确答案未选全或选错的，该小题不得分)
1 1.下列选项中关于合同法本质的阐述正确的有(

)。

A. 合同法本质上是财产流转关系的法律规范

B. 合同法以债权债务关系、即当事人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为直接调整对象
c.民法调整的财产关系包括静态的财产关系和动态的财产关系
D. 合同法调整的是民法中的动态的财产流转关系

12. 合同中的条款具有下列哪些情形，该条款元效(

)。

A. 免除一方造成对方人身损害的赔偿责任的
B.免除一方的违约责任的

c. 免除一方因故意，给对方造成财产损失的赔偿责任的
D. 免除一方因过失给对方造成财产损失的赔偿责任的

13. 同时履行抗辩权的发生须具备的条件有(

)。

A. 须双方基于同一双务合同互负对价债务

B.须行使抗辩权的当事人无先行给付义务
c. 须对方当事人未履行债务或者未按照约定正确履行债务
D.须对方的对待给付是可能履行的
14. 下列选项中关于甲公司将其合同权利转让给乙公司后所发生的法律效力，说法正确
的有(

)。
A. 甲公司脱离原合同关系
B.乙公司取得与合同债权有关的从权利
c. 乙公司取得与合同债权有关的全部从权利

D. 甲公司应将合同权利的证明文件全部交付受让人
15. 甲公司与小区业主吴某订立了供热合同。因吴某要出国进修半年，向甲公司申请暂

停供热未果，遂拒交上一期供热费。下列各选项中表述正确的有(
A. 甲公司可以直接解除供热合同

B. 经催告吴某在合理期限内未交费，甲公司可以解除供热合同
c. 经催告吴某在合理期限内未交费，甲公司可以中止供热

D. 甲公司可以要求吴某承担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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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

)。

A. 侵权行为地法院管辖

B. 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

c. 原告住所地法院管辖

D. 标的物所在地法院管辖

17. 买卖合同的特征主要有(

)。

A. 买卖合同是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合同
B. 买卖合同是标的物所有权与价款对价转移的合同

c.买卖合同是双务、有偿合同
D. 买卖合同是诺成合同、不要式合同
18. 租赁合同可以被解除的情况有(

)。

A. 承租人未按约定方法使用租赁物，致使租赁物受损

B. 转租未经出租人同意
c.承租人元正当理由迟延支付租金的
D. 当事人对租赁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合同法相关规定仍不能确定

19. 张某乘坐长途车，下列各选项中说法正确的有(

)。

A. 从高层卧铺摔下受伤，承运人有尽力救助义务
B. 钱包丢失，承运人有赔偿责任
c. 因急刹车被碰伤，承运人有赔偿责任

D. 托运的行李丢失，承运人应当赔偿
20. 在技术咨询合同中，受托人主要负有的义务有(

)。

A. 依约提交咨询报告
B. 依约解答委托方的问题

c. 保证咨询报告达到合同约定的要求
D. 保证咨询意见达到合同约定的要求
三、名词解释题(每小题 4 分，共 20 分)

2 1.要式合同
22. 债权人撤销权

23. 赠与合同
24. 运输合同

25. 合作开发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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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简答题{每小题 7 分，共 21 分}

26. 简述不安抗辩权与英美法系的预期违约制度的区别。
27. 简述受领迟延的构成要件。
28. 简述建设工程合同的定义和特征有哪些。
五、论述题 (14 分}

29. 试述我国合同法的主要特点。
六、案例分析题 (15 分}

30. 某建筑公司因为工程建设的需要急需一批水泥，但是又没有存货。为此，该建筑公司

于 2 月 12 日向本市甲水泥厂发出函电，函电中称"我公司急需×号水泥 1000 吨，五天内要
货，如果贵厂有货，请速与我公司联系，急需此货。"甲厂收到函电后，当天回复说该厂有贵公司

需要的水泥，说 2 月 15 日送货，并通知了价格和运输方式，要求第二天回复。建筑公司随即回
复答应购买并马上发出函电，但是该函电由于邮局的原因于 2 月 15 日到达甲水泥厂。但是甲
水泥厂认为回复已经超过了规定的期限，通知建筑公司将 1000 吨水泥卖给了另一家建筑公

司，建筑公司由于没有买到水泥，受到很大损失，遂将甲水泥厂起诉。
请分析:

(1)此案例中的几个函电文件从合同法角度看属什么性质的行为?为什么?

(2) 该案中，建筑公司和甲水泥厂之间有没有形成有效的合同关系，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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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位号仁口

试卷代号 :1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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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同法试题答题纸
2018 年 1 月

五

四

国

一、单项选择题{每小题 1 分，共 10 分。在每小题的四个备选答案选

出一个正确的答案，请将正确答案的序号填在答题纸上)

1.

2.

3.

4.

5.

6.

7.

8.

9.

10.

|得分|评卷人|

|I

二、多项选择题{每小题 2 分，共 20 分。在每小题的四个备选答案

I

中，选出二个以上的正确答案，将其序号填在答题纸上。正确答
案未选全或选错的，该小题不得分}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得分|评卷人|

|I

I

三、名词解释题{每小题 4 分，共 20 分)

2 1.

22.
23.

2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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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评卷人|

|I

I

四、简答题{每小题 7 分，共 21 分)

26.
27.

28.

五、论述题 (14 分}

29.

六、案例分析题 (15 分)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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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卷代号 :1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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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同法试题答案及评分标准
(供参考)
2018 年 1 月

一、单项选择题(每小题 1 分，共 10 分。在每小题的四个备选答案选出一个正确的答案，请将

正确答案的序号填在答题纸上)

1. B

2. A

3. D

4. C

5. A

6.B

7.D

8.C

9.B

10.D

二、多项选择题(每小题 2 分，共 20 分。在每小题的四个备选答案中，选出二个以上的正确答

案，将其序号填在答题纸上。正确答案未选全或选错的，该小题不得分)

1 1. ABCD

12. AC

13. ABCD

14. ABD

15. CD

16. AB

17. ABCD

18. ABD

19. ACD

20. ABCD

三、名词解释题(每小题 4 分，共 20 分)

2 1.要式合同，是指依据法律规定必须采取一定形式方能成立生效的合同。
22. 债权人撤销权，是指债权人对于债务人损害债权的行为，有请求法院撤销该行为的权

利。
23. 赠与合同，是指当事人双方约定一方将财产无偿地转移给另一方所有的协议。
24. 运输合同，是承运人将旅客及其行李或货物运送到约定地点，旅客、托运人或收货人
支付票款或运费的合同。

25. 合作开发合同，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当事人共同参与研究开发工作的协议。
四、简答题(每小题 7 分，共 21 分)

26. 答题要点

不安抗辩权与英美法系的预期违约制度并不相同，比较而言，主要有以下区别:
(1)两者的前提条件不同。不安抗辩权要求债务履行时间有先后;而预期违约规则元此要
求。 (2 分)

(2) 两者产生的原因不同。(1分)

(3) 要件不同。不安抗辩权不要求对方主观有过错，而预期违约属于违约，要求主观上有
过错。 (2 分)
(的法律救济不同。不安抗辩权只是有条件地取得解除合同的权利，而预期违约则当然取
得解除合同的权利。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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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答题要点

受领迟延的构成，必须包括以下要件 z
(1)债务履行须债权人协助。 (2 分)
(2) 债务已届履行期。(1分)

(3) 债务人已提出履行或实际履行。 (2 分〉

(4) 债权人不为受领或不能受领。 (2 分)
28. 答题要点

建设工程合同除具备承揽合同所具有的诺成、双务、有偿等特性外， (3 分〉
还具有以下特征:

(1)建设工程合同的标的物为建设工程。(1分〉
(2) 建设工程合同的主体只能是法人。(1分)

(3) 建设工程合同具有较强的国家管理性。(1分〉
(4) 建设工程合同具有要式性。(1分〉

五、论述题(1 4 分}
29. 答题要点

我国合同法表现出如下几个显著的特点:
(1)从实际出发，总结与借鉴吸收相结合。 (2 分)
(2) 充分体现鼓励交易与意思自治的理念。 (2 分〉
(3) 表现了合同法制定和实施的时代特色。 (2 分〉
(4) 经济效率与社会公正、交易便捷与交易安全的价值取向相互兼顾。 (2 分)

(5) 普遍化的合同制度与类型得到了全面规制。 (2 分〉
(6) 法律框架科学严谨，各种制度构筑完备。

(2 分)

(7) 立法技术较高，立法语言规范。 (2 分)
六、案例分析题(1 5 分)
30. 答题要点

(1)建筑公司 2 月 12 日的函电是要约邀请。 (2 分) ((合同法》第 14 条规定，"要约是希望
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内容具体确定; (二)表明经
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1分〉而要约邀请，是一方邀请对方向自己发出
要约的意思表示。(1分〉由此可见，此函电属于要约邀请。

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可判断甲水泥厂当天的回复是要约。 (2 分)
承诺是指受要约人接受要约的全部条件以缔约的意思表示。因此，建筑公司 2 月 15 日到
达的回复为承诺。 (3 分)

(2) 两者之间没有形成有效的合同关系。 (2 分)<<合同法》第 23 条规定"承诺应当在要约

确定的期限内到达要约人。"第 25 条规定"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 (2 分)
因为建筑公司的回复已经迟于约定的时间，虽然这是由于邮局的原因，但是水泥厂马上就
通知了建筑公司，所以承诺没有生效，合同关系没有形成。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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