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位号[I]

试卷代号： 1020

国家开放大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2018 年春季学期“开放本科”期末考试

国际私法试题
2018 年 7 月

言
得分 1 评卷人

二三四五

六 三

一、单项选择题（每题 2 分，共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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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哪个选项不属千国际私法的渊源？（

A. 国内立法

C.

国际条约

)

B. 一般法律原则

D.

国际惯例

2. 2010 年我国台湾《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第 29 条规定：＂依本法适用当事人本国法时，
如依其本国法就该法律关系须依其他法律而定者，应适用该其他法律；依该其他法律更应适用

其他法律者亦同。但依该其他法律，应适用台湾法律者，适用台湾法律。”这说明：台湾(

A. 不承认反致

B. 不承认反致，也不承认转致

C. 承认反致，不承认转致

D. 承认反致，也承认转致和间接反致

)。

3. 海牙《关于离婚与别居的法律冲突和管辖权冲突公约》第 2 条规定：“离婚之请求，若非
依夫妇之本国法及法院地法均有离婚之原因者，不得为之。”这是(

A. 单边冲突规范

B. 双边冲突规范

C. 重叠适用的冲突规范

D. 选择适用的冲突规范

4. 一个人在国内有住所，在国外也有住所，其住所的确定方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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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 以其内国的住所为住所

B. 以当事人选择的住所为住所

C. 以最后取得的住所为住所

D. 依最密切联系的原则确定住所

5. 根据我国法律，涉外监护的设立、变更和终止，适用（

）。

A. 监护人的本国法律

B.

被监护人的本国法律

C. 与监护人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

D. 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中有利千保护被监护人权益的法律
6. 《死者遗产继承法律适用公约》规定了（

）继承制度。

A. 区别制

B. 分割制

C. 同一制

D. 共同制

7. 美国商人史蒂夫和英国商人俄勒尔在上海签订合同买卖中国绒毛玩具，二人在合同中
约定合同纠纷在日本东京依日本法仲裁。后果有纠纷，适用（

）。

A. 中国法律
B. 美国法律

C. 英国法律

D.

日本法律

8. 船舶和飞机在运输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一般都采用（

A.

目的地法

B.

国旗国法

C.

法院地法

D.

出发地法

9. 《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规定驰名商标(

)

)。

A. 非经法定程序不受保护
B. 国家之间签订协议后给予保护
C. 所有人申请保护后给予保护
D. 自动获得保护

10. 外国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执行的，当事人可以
直接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有管辖权的（

A.

最高人民法院

B.

高级人民法院

）申请。

C. 中级人民法院

D. 基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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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 1 评卷人

二、多项选择题（每题 3 分，共 15 分，每题至少有一项答案正确，多选
或少选均不得分）

11. 属人法是以当事人的国籍、住所或居所为连结点的系属公式，主要解决（

)

等方面的法律冲突。

A. 物权方面的

B. 行为地方面的

C. 人的能力、身份、家庭财产方面的

D. 财产继承方面的

12. 在涉外物权的法律适用中，物之所在地法原则不适用于（

A.

船舶物权

B.

C. 在途货物物权

）。

飞机物权

D. 外国国家财产物权

13. 中国 A 公司与日本 B 公司订立一笔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约定一切争议适用法国法，
当运送该批货物的台湾籍货轮偏水号途经太平洋公海水域时，与意大利籍货轮 C 号相撞。偏
水号为了避免沉没而自动搁浅，后被 C 拖入上海港码头，经过维修偏水号到达中国大连目的
港。经查，该批货物投保了一切险，且因海上风暴使部分货物遭受湿损。下列关于该案法律适
用问题的说法哪些是不正确的？（

)

A. 如果关千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争议在中国法院审理，适用法国法
B. 如果关于船舶碰撞问题的争议在中国法院审理，适用中国法

C. 如果关于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争议在中国法院审理，适用中国法或日本法
D. 如果关千船舶碰撞间题的争议在中国法院审理，适用中国台湾地区法律或意大利法

14. 1985 年《国际货物销售合同法律适用公约》规定国际货物销售合同适用的法律可以
是（

A. 合同当事人双方选择的法律
B. 当事人没有选择准据法时，适用合同订立时卖方设有营业所国家的法律

C. 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适用买方订立合同时营业所所在地法律

D. 在当事人没有选择合同的准据法时，如果合同明显地与 B 、 C 国家的法律以外的
另一法律具有更密切的联系，则合同受该另一国的法律管辖

15. 对知识产权的法律适用，各国作了不同的规定。知识产权法律冲突可以(

A. 适用知识产权原始国法律
B. 适用请求保护国法律

C. 适用行为地法律

D. 知识产权的转让，适用当事人选择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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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分 1 评卷人

三、名词解释（每题 5 分，共 15 分）

16. 国内判例

17. 直接适用的法
18. 最密切联系说
得分 1 评卷人

四、简述题（每题 10 分，共 20 分）

19. 简述先决问题的法律地位。
20. 简述我国法律关于涉外结婚的法律适用的规定。
得分 1 评卷人
五、论述题（共 15 分）

21. 论述传统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原则。

得分 1 评卷人

六、案例题（共 15 分）

22. 西安某研究院方某， 2008 年辞职到加拿大多伦多留学。 2011 年完成学业，即将回国。
回国前夕，方某在上学途中，被一辆卡车撞倒，经抢救无效死亡。方某的妻子郭某以全权代理

人的身份在方某二姐的陪同下到多伦多料理后事。经协商，获得赔偿 400 万元人民币。
为遗产分配一事，郭某与方某的家人发生争执，协商未果。方某的家人以郭某及郭某 3 岁

儿子为被告，诉至法院。
问：本案应以何国法律为准据法？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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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单项选择题（每题 2 分，共 20 分）

1.B

2. D

3. C

4. A

5. D

6. C

7. D

8. B

9. D

10. C

13. CD

14. ABCD

15. ABCD

二、多项选择题（每题 3 分，共 15 分）

11. CD

12. ABCD

三、名词解释（每小题 5 分，共 15 分）

16. 国内判例
是指一国法院审理某一案件作出的判决以及该判决确定的对以后的司法审判具有拘束力
的法律原则。

17. 直接适用的法
是指由于其自身所体现的立法目的和政策决定必须直接适用于某种涉外民商事关系的强
制性法律规范。

18. 最密切联系说
是指就某一法律关系在当事人没有选择应适用的法律或选择尤效的情况下，由法院依据
这一原则，在与法律关系有联系的国家中，选择一个与该法律关系本质上有重大联系，利害关
系最密切的国家的法律予以适用。
四、简述题（每题 10 分，共 20 分）

19. 简述先决问题的法律地位。
先决问题有独立于主要问题的法律地位，与主要问题之间不是一种从属关系，而是一种并
列关系。

(2 分）其理由是：

(1) 先决问题是一个独立的涉外民事关系，具有独立的诉因，当事人可以就先决问题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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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向法院起诉。 (2 分）

(2) 先决问题具有独立适用的冲突规范，有独立适用的准据法，法院可以独立的就先决问
题中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作出判决。 (2 分）
(3) 从时间上看，先决问题是先于主要问题产生的，从法律后果看，先决问题制约着主要问
题的解决。先决问题中当事人实体权利义务不确定，主要问题中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义务也不
能确定。 (2 分）

(4) 主张先决问题从属于主要问题的学者的主要论据是先决问题是因主要问题的提起而
出现的。应该说，先决问题是因主要问题的提起而出现，但先决问题并不是因为主要问题的产
生而存在，不能以先决问题是因主要问题的提起而出现就认定先决问题必然从属于主要问题。
(2 分）

20. 简述我国法律关于涉外结婚的法律适用的规定。
答：《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 21 条规定 (2 分）：”结婚条件，适用当

事人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没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共同国籍国法律；没有共同国籍，在一
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或者国籍国缔结婚姻的，适用婚姻缔结地法律。" (5 分）第 22 条规定：“结

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
(3 分）

五、论述题（共 15 分）

21. 论述传统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原则。
各传统国际私法解决侵权行为的准据法，主要有以下三种理论和实践：
(1) 侵权行为地法说

侵权行为适用侵权行为地法，是冲突法中最早确立的一个原则。这一学说在过去几乎为
各国普遍采用。尽管各国普遍赞同侵权行为适用侵权行为地法这一原则，但在具体应用中判
定侵权行为地在何处，则有较大分歧。各国的立法与实践，大体上形成了三种不同的观点：一

是主张以加害行为地为侵权行为地；二是主张以损害发生地为侵权行为地；三是主张凡与侵权
事实发生有关的地方，包括行为发生地或损害发生地均可作为侵权行为地，可允许受害人自由
选择任一地为侵权行为地。 (5 分）
(2) 法院地法说

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德国学者魏希特尔和萨维尼，前者认为侵权行为类似于犯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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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依据刑事法律的属地原则只能适用法院地法，而不能适用外国的法律。萨维尼从另一角度
论证了侵权行为应适用法院地法。其理由是侵权行为责任与法院地的公共秩序密切相关，一
般情况下，建立在一国公共秩序基础上的强行法，具有绝对排除外国法适用的效力，而侵权法
属于强行法，因此，法院只能适用法院地法。 (5 分）
(3) 重叠适用侵权行为地法与法院地法

侵权行为之债重叠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和法院地法，是指一项行为必须依法院地法和侵权
行为地法都构成侵权行为，才能在加害人和受害人之间产生债的关系。著名的国际私法学者

沃尔夫就主张：侵权行为与侵权行为地和法院地的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都有关系，所以，侵权
行为之债要同时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和法院地法。 (5 分）

六、案例题（共 15 分）

22. 答：本案应以加拿大法律为准据法。 (4 分）
本案被继承人死亡时未留有遗嘱，故属千法定继承的法律适用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涉
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 31 条规定：“法定继承，适用被继承人死亡时经常居所地法律，但不
动产法定继承，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 "(6 分）

本案中的 400 万元赔偿款属于动产，故应当适用死者死亡时的经常居所地。死者在加拿
大居住 3 年，故其经常居住地为多伦多，所以本案应适用加拿大法律。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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