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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部分：民法解析

一、单选题

1、【答案】D。所谓平等主体,是指在民法调整的社会关系中，彼此之间的法

律地位平等，没有领导和服从的关系，任何一方都不得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

本案中，A 县政府与 B 银行之间是基于民事合同关系形成的社会关系,而 A 县政

府并不存在行使职权的情况,因此彼此之间的法律地位平等,应由民法调整。故本

题答案为 D。

2、【答案】D。《物权法》第 45 条规定,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财产,属于

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国有财产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法律另有规定的，

依照其规定。

3、【答案】D。《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在诉讼时

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

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诉讼时效期间继续计算。故选 D。

4、【答案】A。《继承法》第 10 条规定：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

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兄弟姐妹、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开始后,由

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

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本法所说的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

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本法所说的父母,包括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扶养关系的继

父母。本法所说的兄弟姐妹,包括同父母的兄弟姐妹、同父异母或者同母异父的

兄弟姐妹、养兄弟姐妹、有扶养关系的继兄弟姐妹。

5、【答案】C。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进行管理

或者服务的，构成无因管理。所以本题中刘某的行为构成无因管理,其有权要求

陈某偿付其因管理行为而支付的必要费用。管理人或者服务人可以要求受益人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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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的必要费用，包括在管理或者服务活动中直接支出的赛用，以及在该活动中受

到的实际损失。本题中刘某救火中手部烧伤花去的医疗费 200 元和衣物损失 100

元都属于必要费用，陈某应该偿付，故选 C。

6、【答案】C。此题较简单。根据民法的一般原理即可答对。本题实际上考

查的是《物权法》中的相邻关系问题。陈某在自己的宅基地上建房的权力是法定

的，但是因此造成了相邻的陆某的直接损失，则应当给予赔偿。

7、【答案】B。根据《合同法》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

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可见，我国法律认为，不可抗力的发生会

导致当事人可以不向对方承担民事责任。

8、【答案】C。《合同法》第 116 条规定，当事人既约定违约金，又约定定金

的，一方违约时，对方可以选择适用违约金或者定金条款。硬性规定，定金和违

约金只能选其一。答案 C项。

9、【答案】C。法人的有限责任制是法人以自己的独立财产承担清偿债务的

直接责任,其创立人和成员仅以自己投资的财产对法人债务承担有限责任的制

度。

10、【答案】A。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七条之规定,这属于一起典型

的动物伤人的特殊侵权案例。特殊侵权实行的是无过错原则,即只要侵权人的行

为客观上造成了他人的人身损害，侵权人就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至于侵权人是

否存在过错不在考虑之列。根据该条之规定,侵权人的唯一免责事由只能是其能

证明是因为受害人故意或第三人故意造成损害后果的才予以免责,本案显然不符

合免责条件。故方某应负全责,而童某的父亲在本案中无须承担监护不力的后果。

故正确答案为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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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答案】A。《民通意见》第 161 条第 1款规定，侵权行为发生时行为人

不满十八周岁,在诉讼时已满十八周岁，并有经济能力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行

为人没有经济能力的，应当由原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故本题答案为 A。

12、【答案】C。《民法通则》第 72 条第 2款规定，按照合同或者其他合法方

式取得财产的，财产所有权从财产交付时起转移,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

约定的除外。故本题应选 C。

13.【答案】C。著作权法所称的作品，包括以下形式创作的文学、艺术和自

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等作品：文字作品；口述作品；音乐、戏剧、曲艺、

舞蹈作品；美术、摄影作品；电影、电视、录像作品；工程设计、产品设计图纸

及其说明；地图、示意图等图形作品；计算机软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

作品。以下作品不受著作权法保护：（1）依法禁止出版、传播的作品；（2）不适

用著作权法的作品，包括法律、法规、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其他具有

立法、行政、司法性质的文件及官方正式译文；（3）时事新闻，历法、数表、通

用表格和公式；（4）已过保护期的作品。因此选 C。

14、【答案】B。《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纠纷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第 14 条规定：当事人同意以特定人物经历为题材完成的自传体作

品，当事人对著作权权属有约定的，依其约定；没有约定的，著作权归特定人物

享有，执笔人或整理人对作品的完成付出劳动的，著作权人可以向其支付适当的

报酬。”故著作权归李某所有。B正确。

15、【答案】C。《著作权法》第 17 条：“受委托创作的作品，著作权的归属

由委托人和受托人通过合同约定。合同未作明确约定或者没有订立合同的，著作

权属于受托人。”题中实际上是两个委托创作合同，在红旗中学和某工艺美术院

之间的委托创作合同中约定了著作权属于委托方——红旗中学。而在某工艺美术

院和李某之间的委托创作合同中并没有约定著作权的归属，因此著作权应当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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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者李某。虽然前一合同双方约定著作权属于红旗中学，但是该作品并非受托

人所完成,而且该合同不能约束第三人，因此红旗中学不能因此而取得著作权。

16、【答案】B。《婚姻法》第 10 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

（一）重婚的；（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三）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

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四）未到法定婚龄的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 8条规定：“当事人依

据婚姻法第十条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申请时，法定的无效婚姻

情形已经消失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题中乙以结婚登记时未达到法定婚龄

为由，向法院提出认定婚姻无效时已达到了法定结婚年龄,因此法院应不予支持，

故本题正确答案为 B。

17、【答案】C。甲、乙、丙、丁对该住宅楼享有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根据法

律规定，业主对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对专有部

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因此 ABD 正确。四人对住宅楼不

是共有关系，因此不存在优先购买权。

18、【答案】B。共有物的管理一般应当由全体共有人共同进行,但有两项例

外：保存行为和改良行为。改良行为只需要拥有共有份额一半以上的共有人同意

即可进行。本题中，铺木地板的行为正是改良行为,因此只需要一半以上的共有

人同意即可。而现在甲乙已占 2/3 的份额，因此可以为改良行为。B项说法正确。

C 项的错误在于，共有财产上,无论是按份共有还是共同共有，都不是对物的某

一部分享有所有权,所有权及于物的整体,在分割之前不存在物的“应有部分”的

说法。

19、【答案】A。甲修房，在乙院内堆放建材并非必须，因此不能作为相邻关

系对待，只能由双方通过合同设定地役权解决。因此 A项应选。而甲修房时搬运

建材必须通过乙家门前，此时的法律关系当属于相邻关系,因此乙无权阻止。选

项 C、D按照合同关系自然可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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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答案】D。依据我国《民法通则》第 78 条第 3款规定，按份共有财产

的每个共有人有权要求将自己的份额分出或者转让。但在出售时，其他共有人在

同等条件下,有优先购买的权利。此外,依据《民通意见》第 118 条规定,出租人

出卖出租房屋，应提前三个月通知承租人,承租人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

权。因此，甲欲将自己的份额转让时，就存在两个优先购买权，即基于按份共有

关系产生的优先购买权和基于租赁合同关系产生的优先购买权,但基于按份共有

关系产生的优先购买权实际是基于财产所有权而产生的，根据“物权优先于债权”

原则，效力优于基于租赁合同关系产生的优先购买权。故只有选项 D为正确答案。

21、【答案】A《物权法》第 28 条规定：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

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自法律

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生效时发生效力。”故该房屋自 2012 年 3 月 10

日起归甲所有。该法第 31 条规定：“依照本法第二十八条至第三十条规定享有不

动产物权的，处分该物权时，依照法律规定需要办理登记的，未经登记,不发生

物权效力。”故甲、丙之间买卖房屋的合同不发生物权效力,房屋的所有权人仍为

甲。

22、【答案】B。本题中,尽管在“标的物”一栏只写了“电机”两字,没有明

确是直流电机还是交流电机，但甲、乙双方连续几年订有买卖“交流电机”的合

同，根据双方达成的交易习惯，可以认定标的物应当是交流电机。甲方违反诚信

履行义务，故选 B。

23、【答案】A。《合同法》第 65 条规定,当事人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

债务的，第三人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承担

违约责任。故应当由乙承担责任。

24、【答案】C。乙的行为属于无因管理，故车费应当由甲承担。而手机的丢

失与乙无关,故甲手机丢失的损失不由乙赔偿，此题正确答案为 C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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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答案】B。《民通意见》第 37 条规定：“被宣告死亡的人与配偶的婚姻

关系，自死亡宣告之日起消灭。死亡宣告被人民法院撤销,如果其配偶尚未再婚

的，夫妻关系从撤销死亡宣告之日起自行恢复如果其配偶再婚后又离婚或者再婚

后配偶又死亡的，则不得认定夫妻关系自行恢复。”本案中，乙因为再嫁，其与

甲的婚姻关系不能自行恢复,本题答案为 B。

26、【答案】B。在婚姻家庭关系上,如被宣告死亡人的配偶尚未与别人再婚，

他们的婚姻关系应当恢复；如原配偶已与他人结婚，则保护后一个婚姻。即原有

婚姻关系不能自行恢复。

27、【答案】B。《合同法》第 25 条规定：“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该法第

30 条规定：“承诺的内容应当与要约的内容一致。受要约人对要约的内容作出实

质性变更的，为新要约。有关合同标的、数量、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期限、

履行地点和方式、违约责任和解决争议方法等的变更，是对要约内容的实质性变

更。”因此乙公司的回函不应视作承诺,而是新要约，甲公司并没有对此新要约做

出承诺,故合同不成立，乙公司不构成违约。故本题应选 B。

28、【答案】B。根据无因管理的构成条件，可以确认乙的行为构成无因管理。

同时由于管理人对于牛的死亡并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因此不应当承担赔偿责

任。故根据无因管理的法律效果,管理人有权要求本人支付必要费用。因此本题

的正确答案为选项 B。

29、【答案】C。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195 条的规定，按照规定可以背书转

让的票据持有人,因票据被盗、遗失或者灭失,可以向票据支付地的基层人民法院

申请公示催告。

30、【答案】D。本题中乙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表见代理是指虽无代理权但

表面上有足以使人信为有代理权的代理。表见代理发生有权代理之效果，即由本

人而非行为人负代理行为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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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答案】A。根据题意，乙的优先购买权是基于共有权,而丙的优先购买

权是基于租赁权,共有权优于租赁权，故本题选 A。

32、【答案】C。本案在未经过甲追认,即向对方表示承认合同的效力之前，

效力尚处于不确定状态，所以属于效力待定。C正确。效力待定的合同既不是有

效也不是无效,是力处于不确定状态,A、B 错误。《合同法》规定可撤销可变更的

合同不包括效力待定的合同，D错误。

33、【答案】A。无因管理是指没有法定或者约定义务，为避免他人造成损失，

从而主动管理他人事务或为他人提供服务的行为。无因管理之债发生后,管理人

享有请求本人偿还因管理事务而支出的必要费用的债权,本人负有偿还该项费用

的债务。无因管理是一种法律事实，为债的发生根据之一。无因管理之债的产生

是基于法律规定，而非当事人意思。本案中乙为了防止甲的自行车被盗，代为上

锁的行为构成无因管理。

34、【答案】C。《著作权法》第 13 条规定，两人以上合作创作的作品，著作

权由合作作者共同享有。没有参加创作的人,不能成为合作作者。丁撰写了有关

内容，是实际的作者之一,因此与甲教师共同拥有该书的著作权，故本题正确选

项为 C。

35、【答案】B。抵押效力自合同成立时成立，只是登记后可以对抗第三人。

本题中，合同意思基于双方共识,合同成立，标的物为 4辆自行车，其中登记的

2辆可以对抗第三人，没有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故选 B。

36、【答案】A。乙替甲还款后取得丙对甲的标的为 800 元的债权,乙“这 800

元就算给你了”的表示属于赠与的意思表示,但赠与是合同行为，需要取得受赠

人的同意才能发生法律效力。甲称将来一定奉还实际是对乙赠与的意思表示的否

定。乙代为清偿后成为借款合同当事人，依《合同法》第 211 条，未约定利息视

为不支付利息。因此甲偿还 500 元的行为有效，乙无需返还，甲还需再还 300

元，故选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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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答案】A。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

的解释》第 123 条规定：“同一债权上数个担保物权并存时,债权人放弃债务人提

供的物的担保的，其他担保人在其放弃权利的范围内减轻或者免除担保责任。”

但是本题中是第三人提供的物保，所以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38 条第 1款规定：“同一责权既有保证又有

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保证人或者物的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

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或者物的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承担了

担保责任的担保人,可以向债务人追偿，也可以要求其他担保人清偿其应当分担

的份额。”也即第三人提供的物保和人保的效力是同等的。在这个前提下，如果

债权人放弃了第三人的物保，物保的价值超过了担保债权的一半,则保证人仍然

需要在剩余一半的价值范围内承担责任，所以为 500 万，如果没有超过一半则只

在担保物的价值以外承担保证责任。

38、【答案】C。效力待定合同是指已成立的合同因不符合有关生效要件的规

定,其效力是否发生尚未确定,而有待其他行为使之确定的合同。在乙追认之前，

合同既不是生效的也不是无效的。C正确。A、B明显错误。主要是 D项，本题也

是一种无权代理合同，在某种程度上 D项也是正确的。但是无权代理合同不一定

无效,本题的主旨是考察合同的效力问题。所以 D项应当排除。

39、【答案】B。《物权法》第 187 条规定：“本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款第一项

至第三项规定的财产或者第五项规定的正在建造的建筑物抵押的，应当办理抵押

登记。抵押权自登记时设立。”第 180 条规定：“债务人或者第三人有权处分的下

列财产可以抵押：(一)建筑物和其他土地附着物(二)建设用地使用权”根据以上

规定，房屋抵押权自登记时设立，故排除 A、D。第 208 条规定：“为担保债务的

履行，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将其动产出质给债权人占有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

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质权的情形，债权人有权就该动产优先受偿。”因汽

车没有实际交付占有,所以质权也无效。C错误，B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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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答案】C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是指对他人之间诉讼的诉讼标的没有

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与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而由法院通知或自己

申请参加诉讼的人。由于乙对甲、丙之间的诉讼标的没有独立请求权,如果甲败

诉，乙需返还给甲的购买款,因此选 C。

41、【答案】C。《民法通则》第 127 条规定：“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

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由于受害人的过错造成损害的，动物饲

养人或者管理人不承担民事责任；由于第三人的过错造成损害的,第三人应当承

担民事责任。”《民法通则》第 131 条规定：“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

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本题中甲明知其牛的性子暴，如果与乙的牛相遇

会打架而未采取措施避免；而乙在明知二牛在桥上相遇会打架的情况下也未采取

避免措施。因此甲乙二人对于“二牛在桥上打架，乙的牛跌入桥下摔死都有过错,

应根据各自的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故选项 C为正确答案。

42、【答案】C。《合同法》第 100 条规定：“事人互负债务，标的物种类、品

质不相同的，经双方协商一致，也可以抵销。”货币和粮食属于不同种类的标的

物,故需要双方协商一致才能抵消。C正确。注意，同种类的债务或者标的物不

需要经过协商,只需一方的意思表示即可。

43、【答案】D。腾飞公司虽然是个人独资企业，但其是公司法人,本题中乙

须以腾飞公司的名义进行民事行为，排除 A、B。《婚姻法解释(二)》第 23 条规

定：“债权人就一方婚前所负个人债务向债务人的配偶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

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所负债务用于婚后家庭共同生活的除外。”本题中甲

将借款 8万元用于购买新房和家电，属于用于婚后家庭生活，所以由腾飞公司向

甲和丙请求偿还债务是能够得到法院支持的。D正确，C错误。

44、【答案】B。《物权法》第 15 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

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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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因此，本题中，甲与乙之间的

买卖合同以及甲与丙之间的买卖合同都具有效力。又根据第 9条规定,不动产物

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

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甲与丙之间由于办理了房屋过户手续，故丙取得房屋的

所有权,即房屋应归丙。由于甲乙之间的买卖合同也具有效力,但甲已不再拥有房

屋所有权，因此甲应向乙承担违约责任。本题答案为 B。

45、【答案】B。本题考查的是第三人代为履行制度，《合同法》第 65 条规定，

当事人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的，第三人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

合约定，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本题中，丙履行的行为不符合合同

的约定，应由合同当事人乙承担违约责任。

46、【答案】B。《继承法》第 26 条第 1 款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

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以外，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根据该法第

10 条的规定，配偶、子女、父母为遗产继承的第一顺序继承人。该法第 28 条规

定,遗产分割时，应当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故本题中应当先将甲、乙的共有财

产 18000 元分出一半给乙，然后剩余的 9000 元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即甲之妻

乙得 3000 元，甲之父丙得 3000 元，为胎儿保留 3000 元。故本题应选 B。

47、【答案】C《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六条规定，当事人约定违约金，又约定

定金的，一方违约时，对方可以选择适用违约金或定金条款。由此可见,二者不

可并用,只能选择其中一个主张。本题可作以下分析：(1)若选择定金罚则，则乙

应双倍返还定金，即 10 万元；(2)若选择违约金，则为约定的违约金 8万元，同

时由于是乙违约，所以必须返还定金 5万元给甲,这样甲共获得 13 万元，大于定

金罚则的 10 万元，能获得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也能得到法院支持，故 C正确。

(3)禁止“并用式”选择，即甲不能要求乙支付违约金 8万元，另加定金罚则的

10 万元，总共 18 万元。故 D项错误。本题难点在于(2),选择了违约金责任后，

原定金收受方还要将定金原价返还，“8万+5 万”之意不是违约金与定金罚则并

用，而是只适用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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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答案】C。房屋所有权的转移以登记为准是我国房产管理的一项法律制

度,因此对该房屋享有所有权的是已经办理了房屋过户登记手续的丙。

49、【答案】A。自拍的生活照属于美术艺术作品，著作权人对创作出的作品

享有各项权利。甲已经在网站上传播了自己的照片属于行使发表权。发表权是一

次性权利，一经行使即告消失。甲已经行使完毕此项权利,故乙公司没有侵犯甲

的发表权。A 应选。因为乙公司已经出版发行因此复制是必须的过程,因此同时

也侵犯了复制权。因为以甲为题材拍摄，所以也侵犯了甲的肖像权。丙未经合法

授权亦构成侵权。

50、【答案】A。除斥期间是不可变期间，不适用中止、中断、延长的情况。

《合同法》第 55 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

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二）具有

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甲的行

为已历时一年零六个月，已经超过一年除斥期间。故答案为 A。

51、【答案】A诉讼时效届满并不消灭实体权利，只导致权利人的胜诉消灭，

人民法院不再予以强制保护。

52、【答案】B《侵权责任法》第 32 条第 1款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

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责

任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该法第 26 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

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刘某是精神病患者，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

妻作为监护人，在刘某受刺激追赶时，竭力阻止，尽了监护责任；因甲前来戏弄

而造成损害的发生，故甲也是有过错的。因此，刘某之妻应承担主要责任。由于

甲的监护人没有尽到监护职责从而导致损害的发生，故甲的监护人也应承担部分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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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答案】B。自愿是指在民事活动中体现当事人的意志，排除他人强迫、

欺诈及其他不当影响和压力,自己做主。这一原则也是由市民关系的平等性决定

的。我国民法的自愿原则主要表现为合同自由、婚姻自由、遗嘱自由。根据题干

中的关键字眼“完全的意志的自由“和“自主”，可看出这体现的是民事活动自

愿原则。答案选 B。本题相关知识点：诚实信用原则，本意是要求按照市场制度

的互惠性行事。在缔约时，诚实并不欺不诈；在缔约后，守信用并自觉履行。民

法规定该原则，使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中，能主动干预民事活动,调整当事人利

益摩擦,使民事法律关系符合正义的要求。民事活动公平原则是指在民事活动中

以利益均衡作为价值判断标准,在民事主体之间发生利益关系摩擦时,以权利和

义务是否均衡来平衡双方的利益。主体地位平等原则是指主体的身份平等。身份

平等是特权的对立物，是指不论其自然条件和社会处境如何，其法律资格亦即权

利能力一律平等。

54、【答案】B《民法通则》第 101 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

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民法

通则意见》第 140 条第 1款规定：“以书面、口头等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或者

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

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以书面、口头等形式诋毁、诽谤法

人名誉,给法人造成损害的，应当认定为侵害法人名誉权的行为。”本题中，某报

社在新闻报道中披露未成年人甲是乙的私生子的行为，侵犯了甲的隐私权，对甲

的学习和生活造成重大影响的，应认定为是侵害甲名誉权的行为。该报社的行为

与甲自残的行为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报社的行为并未侵害甲的身体

权。因此，排除 D项，B项为正确答案。

55、【答案】C。动产物权设立和转让前，权利人已经依法占有该动产的，物

权自法律行为生效时发生效力。8月 7日买方占有，合同生效的时间是 8月 9号，

所以，买方自 8月 9日取得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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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答案】A。《民法通则》第 125 五条规定,在公共场所、道旁或者通道上

挖坑、修缮安装地下设施等,没有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

施工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因此,本案当中，应该由学校承担侵权责任。A 为正

确选项。

57、【答案】C。公民的肖像权是指公民对于自己的照片、画像、录像、塑像

等具有物质载体的视感影像依法享有的不受侵犯的权利。这就是说，肖像权对身

体的部位并无具体指定，只要能够让人从视觉形象上感知此为具体的某个人即有

肖像权意义。C正确。本题是典型的侵犯肖像权的情形，A、B、D不符合题意。

58、【答案】A《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

问题的意见》第 42 条规定：“遗嘱人以不同形式立有数份内容相抵触的遗嘱，其

中有公证遗嘱的，以最后所立公证遗嘱为准；没有公证遗嘱的，以最后所立的遗

嘱为准。”本题中，a遗嘱是公正遗嘱，因此应当以 a遗嘱为准。故正确答案为 A。

59、【答案】C。不当得利是指没有法律或合同上的根据取得利益,而使他人

受到损失的事实。债务人返还的不当利益，应当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本

题中银行工作人员因点钞失误多付给某甲 1万元，构成不当得利。甲作为债务人

应返还原物 1万元和原物 1万元所生的 1个月的利息。故可排除选项 A、B、D。

60、【答案】A。《合同法》第 171 条规定,试用买卖的买受人在试用期内可以

购买标的物，也可以拒绝购买。试用期间届满，买受人对是否购买标的物未作表

示的，视为购买。而对于使用费法律既没有规定，当事人也没有约定，故王某可

以不支付。A正确。

61、【答案】D。《民法通则》第 59 条规定，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的，

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予以变更或者撤销。因此题中的行为属于可

变更可撤销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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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答案】A。在公共场所、道旁或者通道上挖坑、修缮安装地下设施等,

没有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施工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63、【答案】C。根据《著作权法》第 10 条规定，著作权包括下列人身权和

财产权：（五）复制权，即以印刷、复印、拓印、录音、录像、翻录、翻拍等方

式将作品制作一份或者多份的权利。因此该图书馆侵犯了著作权人的复制权。

64、【答案】D本题考察的是未注册的驰名商标的法律保护。根据《商标法》

第 13 条第 1款规定，就相同或者类似商品申请注册的商标是复制、摹仿或者翻

译他人未在中国注册的驰名商标,容易导致混淆的，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选项

A、选项 B、选项 C 的说法正确，不选。由于该商标未在中国注册，该外资企业

不能享有商标权，因此如果有人已经使用其商标,不能要求该使用人赔偿损失。

除非该外资企业能够证明使用人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但题目没有这样的交

代，因此选项 D当选。

65、【答案】C《物业管理条例》第 55 条规定“利用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

施设备进行经营的，应当在征得相关业主、业主大会、物业服务企业的同意后，

按照规定办理有关手续。业主所得收益应当主要用于补充专项维修资金,也可以

按照业主大会的决定使用”，由该规定可知，收益应归小区业主所有。故正确答

案为 C。

66、【答案】A。本题考查法律常识。A 选项正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建筑

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司法解释》第 3条规定,屋顶天台属于该楼全体业主共有,

改变共有部分的用途应当由业主共同决定，所以顶楼业主无权私自封闭屋顶天

台。B选项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司法解释》

第 3条的规定,建筑物的外墙属于业主共有，利用共有部分从事经营性活动应当

由业主共同决定。C 选项错误：架空层是建筑用词，指建筑物中只有结构支撑,

没有四周围护的建筑空间。架空层属于建筑区划的一部分。根据《物权法》第

74 条第 2款的规定,“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的归属，由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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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人通过出售、附赠或者出租等方式约定”，开发商有权对这部分车位进行处理,

无需经业主委员会同意。”D选项错误：《物权法》第 77 条规定,业主不得违反法

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业主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

房的，除遵守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外,应当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同意。故正

确答案为 A。

67、【答案】B。《民通意见》第 1条规定：“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自出生时开

始。出生的时间以户籍为准；没有户籍证明的，以医院出具的出生证明为准；没

有医院证明的，参照其他有关证明认定。”由此可知，本题正确答案为 B。

68、【答案】C《民法通则》第 20 条规定，公民下落不明满二年的，利害关

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他为失踪人。本题正确选项为 C。

69、【答案】B本题考查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从《民法通则》第 137、138

条的规定可以看出，诉讼时效适用于请求权。

70、【答案】D《民法通则》中规定代理人和第三人串通，损害被代理人的利

益的，由代理人和第三人负连带责任。

71、【答案】D。宣告死亡是指经利害关系人申请，由法院宣告下落不明满一

定期间的自然人为死亡人的制度。公民下落不明满四年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

民法院申请宣告他死亡,宣告死亡与自然死亡具有相同法律后果。被宣告死亡的

人与配偶的婚姻关系,自死亡宣告之日起消灭。本题中，孙某丈夫外出做买卖五

年未归，也没有任何音,因此孙某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他死亡，且经人民法

院宣告死亡后,孙某可以改嫁。故本题答案为 D。

72、【答案】C《继承法》第 10 条第 1款规定，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

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故王某



- 17 -

的妻子是第一顺序继承人，有权继承王某的遗产。该法第 11 条规定，被继承人

的子女先于枝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晚辈直系血亲代位继承。代位

继承人一般只能继承他的父亲或者母亲有权继承的遗产份额。因王某之子甲先于

王某死亡,故甲的女儿丙有权代位继承遗产。该法第 12 条规定，丧偶儿媳对公、

婆，丧偶女婿对岳父、岳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本题

中，乙对王某夫妇未尽赡养义务，故乙无权继承王某的遗产。本题正确答案为 C。

73、【答案】D请求权,是指权利人可以要求他人为特定行为（作为、不作为）

的权利。形成权,是指通过其单方的行为就可以使一定的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动

的权利。抗辩权,是指对抗对方的请求权的权利。绝对权,与相对权对应,是指其

效力及于一切人，即义务人为不特定的任何人的权利。本题中，张某拒绝履行显

然只能针对王某,因此是相对权而不是绝对权。王某要求张某履行合同是在行使

请求权,张某拒绝请求权的行为则属于行使抗辩权,因此本题应选 D。

74、【答案】D王某虽然现年 17 岁,并且因为自己的发明创造而取得不菲的

收入,但并不是劳动成年人,所以仍然是限制行为能力人,王某的父亲为其监护

人。《民法通则》第 18 条规定：“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保护被监护人的人

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除为被监护人的利益外,不得处理被公监护人的财产。

监护人依法履行监护的权利，受法律保护。”D 选项中王某的父亲将专利权转让

所得中的 1万元捐献给希望小学,虽然是以王某的名义，但不符合"为被监护人的

利益"的条件，所以违背了监护职责,当选。而 ABC 选项中王某的父亲的行为都是

为了被监护人的利益,依法履行监护权利的行为,应注意的是 A 选项中转让价格

虽然比市场价格略低，但属于正常的价格波动，并没有侵害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

75、【答案】C 本题直接考查法条,虽然十分具体，但涉及了多个法条。《合

同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在标的物交付之前由出

卖人承担，交付之后由买受人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可以看出，在买卖合同风险负担问题上，该条并未区分种类物还是特定物,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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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特定物的风险在合同成立后即由买受人承担,但是在上述但书的情况

下就会不同。A项错误。《合同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出卖人出卖交由承运人

运输的在途标的物，除当事人另有约定的以外,毁损、灭失的风险自合同成立时

起由买受人承担。可见，法律同样允许当事人以约定的方式对上述规定做出改变。

《合同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因标的物质量不符合质量要求，致使不能实现

合同目的的，买受人可以拒绝接受标的物或者解除合同。买受人拒绝接受标的物

或者解除合同的，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由出卖人承担。D项显然是对这一条

错误的理解。买受人拒绝受领的前提并不是标的存在质量瑕疵，而是标的物质量

不符合质量要求，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C 项完全正确,是法条的原文。这一

题考查是合同法的内容，虽然仍是直接考查法律条文，但和以往不同的是，以往

的题多是考一条法律法规的内容，这一题则就一个风险负担的问题考查了多个法

条。但究其根本还是考查考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

76、【答案】C《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规定：“本法所称物权,是指权利人

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

权。”故正确答案选 C 地役权属于用益物权质权和留置物权属于担保物权。本题

相关知识点：关于所有权，《物权法》规定：“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

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所有权人有权在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

产上设立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用益物权人、担保物权人行使权利,不得损害所

有权人的权益”。用益物权是指用益物权人对他人所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

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用益物权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

宅基地使用权、地役权、自然资源使用权（海域使用权、探矿权、采矿权、取水

权和使用水域、滩涂从事养殖、捕捞的权利、担保物权指担保物权人在债务人不

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依法享有就担保财产

优先受偿的权利，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担保物权包括抵押权、质权和留置权。

77、【答案】B《民法通则》第三十七条规定：“法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

依法成立；（二）有必要的财产或者经费；（三）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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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选项 A、C、D属于社会组织取得法人资格应具备

的条件，所以正确答案是 B。B项有一定的干扰性,它实际上是全民所有制企业、

集体所有制企业取得法人资格应具备的条件，而非社会组织。本题相关知识点：

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

务的组织。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从法人成立时产生，到法人终

止时消灭。

78、【答案】A 合同生效一般要件为：（1）主体适格，即当事人有民事行为

能力。（2）行为合法，指所进行的民事行为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3）意思表

示真实,指在行为表示上没有瑕疵,即不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B、C、D属于一

般生效要件。A排除。

79、【答案】D《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下列财产不得抵

押：（一）土地所有权；（二）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体所有的土地

使用权，但本法第三十四条第（五）项、第三十六条第三款规定的除外；（三）

学校、幼儿园、医院等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教育设施、医疗卫

生设施和其他社会公益设施；（四）所有权、使用权不明或者有争议的财产；（五）

依法被查封、扣押、监管的财产；（六）依法不得抵押的其他财产。根据担保法,

因为 D中的抵押人房主已经被查封，所以不能抵押。

80、【答案】D抵押权、质权和留置权均属担保权的范畴，违约金是对违约

者进行处罚的一种方式,不具有担保权的作用。D错误。

81、【答案】C《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2 年修正）》第十条规定：

“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依照法律规定实行合议、回避、公开审判和两审终审

制度。”第四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第二审民事案件，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

合议庭的成员人数，必须是单数。”第一百二十条规定：“起诉应当向人民法院递

交起诉状，并按照被告人数提出副本。书写起诉状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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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人民法院记入笔录，并告知对方当事人。”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基层人民法

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

件，适用本章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前款规定以外的民事案件，

当事人双方也可以约定适用简易期。”A、B、D 的说法均符合《民事诉讼法》的

规定，C项不符合，故正确答案为 C。

82、【答案】B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因合同纠

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第二十七条：因票

据纠纷提起的诉讼，由票据支付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第二十九条：

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第三十三

条：因共同海损提起的诉讼，由船舶最先到达地、共同海损理算地或者航程终止

地的人民法院管辖。所以答案是 B。

83、【答案】A肖像权就是自然人所享有的对自己的肖像上所体现的人格利

益为内容的一种人格权。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

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法人作为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是与自然人

相对称的。因此，A是错误的。本题考察的是法人和自然人的概念。这一题考查

了民法中关于民事主体的基本权利的内容，这一部分也是民法基本理论中较为重

要的一块，考试的复习是也应多加留心。

84、【答案】C。依民法规定，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是民事法律行

为生效的要件之一，10 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系限制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

人所实施的与其年龄、智力、精神状态不相适应的行为是无效的。因此 C中的行

为人所实施的行为不能构成法律关系。故本题选 C。

85、【答案】C根据法律规定,以下五种合同是无效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

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以

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因此选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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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答案】D依据《著作权法》第 22 条第 11 项的规定：“将已经发表的汉

族文字作品翻译成少数民族文字在国内出版发行。”注意著作权的合理使用只能

是将已经发表的汉族文字作品翻译成少数民族问题在国内出版发行，而不是将少

数民族文字作品翻译成汉族文字出版发行。A、B、C是法条原文。正确答案为 D。

87、【答案】B本题考查法律常识。《民法通则》第 23 条规定，公民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他死亡：（1）下落不明满四年

的；（2）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从事故发生之日起满二年的。战争期间下落不明

的，下落不明的时间从战争结束之日起计算。《民通意见》第 27 条规定，战争期

间下落不明的，申请宣告死亡的期间为 4年。因此，本题选择 B选项。

88、【解析】A我国《民法通则》第 136 条规定,⑴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

(2)出售质量不合格的商品未声明的；（3）延付或者拒付租金的；（4）寄存财物

被丢失或者损害的。

89、【答案】A根据《合同法》第 47 条、第 48 条、第 51 条，限制民事行为

能力人订立的合同、无权代理订立的合同、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的合同，

均属效力待定的合同，因此应选 A项。

90、【答案】D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 11 条规定，一方未经另一方同

意出售夫妻共同共有的房屋,第三人善意购买、支付合理对价并办理产权登记手

续，另一方主张追回该房屋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A项错误。根据《婚姻法》

第 18 条第 2项，“因身体受到伤害获得的医疗费、残疾人生活补助费等费用属于

夫妻一方的财产”，由于离婚时财产的分配只涉及夫妻共同财产,工伤补助金是丈

夫的个人财产,妻子无权要求分配，所以 B 选项错误。根据我国《继承法》的规

定，继承开始后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办理,所以 C选项中应依照合法遗嘱进

行继承，不支持平分家产的要求，C选项错误。根据《收养法》第 6条规定，收

养人应当同时具备下列条件：（一）无子女；（二）有抚养教育被收养人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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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患有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四）年满三十周岁。《收养

法》第 8条规定,收养人只能收养一名子女。收养孤儿、残疾儿童或者社会福利

机构抚养的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可以不受收养人无子女和收养一名的

限制。D项正确。

91、【答案】C《民法通则》第 63 条规定,代理是指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

在代理权限内与第三人实施民事行为，其法律后果直接由被代理人承担的民事法

律制度。该法第 64 条第 1款规定,代理包括委托代理、法定代理和指定代理。C

项属于法定代理；A 项张大爷的行为是职务行为$项公司董事长作为公司的法定

代表人以公司名义进行的行为是代表行为；D项是行纪行为，即指行纪人受委托

人的委托,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方进行交易，并承担规定的法律责任的商业行为。

故本题应选 C。

92、【答案】A根据我国《著作权法》规定,法院判决书属于国家机关司法性

质的文件，属于公有领域文件，著作权法不予保护。没有剧本的小品表演、施工

图纸和计算机程序都属于著作权保护的范畴，综上所述,故正确答案选 A。

93、【答案】C。《侵权责任法》第 78 条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

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害人故意或者

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本题中，甲乙受到损害都是由于

王家的狗造成,因此王家应当承担民事责任，除非受害人甲乙故意或重大过失。

而本题中不能认为甲乙及其监护人对所受伤害有故意或重大过失，也不能认为乙

及其监护人对甲所受损害有过错。

94、【答案】D。这是一个直接考查法律条文的题目。《专利法》第 5条规定：

“对违反国家法律、社会公德或者妨害公共利益的发明创造,不授予专利权。本

题选项 A即属此种情形。依据该法第 25 条第 1款的规定，对下列各项，不授予

专利权：（1）科学发现。（2）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3）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

法。选项 B即属此种情形。（4）动物和植物品种。选项 C即属此种情形。（5）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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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核变换方法获得的物质。依据该条第 2款的规定，对动物和植物品种的生产

方法,可以依照专利法规定授予专利权。故选项 D中丁发明了某植物新品种的生

产方法应当授予专利权。”

95、【答案】B本题考查法律常识。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是自然人成为民

事主体，享受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我国《民法通则》第 9条规定，

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

务。即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自然人出生，并为自然人终身享有。因此，本

题选择 B选项。

96、【解析】A《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 5条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

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

协议办理。”遗嘱继承在效力上优先于法定继承。

97、【解析】B《民法通则》第 65 条规定，委托书授权不明的，被代理人应

当向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代理人负连带责任。

98、【解析】A《合同法》第 54 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

法院或考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

显失公平的。A项正确。因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免责条款无效，B错误。

因欺诈而订立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无效,C 错误。无权代理订立的合同属于效力

待定的合同。效力待定的合同既不是有的合同也不是无效的合同，有效还是无效

全凭被代理人的追认，不属可撤销的合同，D错误。

99、【解析】物权的核心在于处分权。只有处分权仅归所有人享有，而占有

权、使用权和支配权除所有人可以享有外，其他人也可以基于其他法律行为而享

有。D符合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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