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6、甲施工企业与乙公司共同出资设立了丙公司，丁公

司欠付丙一笔到期货款，丙与戊银行订了一个借款合同，

该借款合同由己公司作为担保人。借款到期后丙无力偿

还，戊可以要求（ ）承担还款责任。

A. 甲     

B. 乙    

C. 丙     

D. 丁       

E. 己

二、多项选择题



答案：CE

解析：甲施工企业与乙公司共同出资设立了丙公司，丙

公司为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甲乙不承担连带

责任。丁与戊之间没有债的关系。丙为债务人，己为保

证人，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

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丙和己承担连带责任。

二、多项选择题



77、下列属于工程监理单位的安全生产责任的有（  ）。

A ，安全设备合格审查       

B.  安全技术措施审查           

C.  专项施工方案审查

D.  施工安全事故隐患报告   

E.  施工招标文件审查

答案：BCD

解析：工程监理单位的安全责任：（1）对安全技术措施或专项

施工方案进行审查（2）依法对施工安全事故隐患进行处理（3）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承担监理责任。

二、多项选择题



78、根据《民事诉讼法》，关于法院调解的调解书的说法，

正确的（    ）。

A. 调解书应当写明诉讼请求，调解结果和理由

B. 调解书有审判员，书记员署名并加盖印章，送达双方当事

人

C. 法院调解达成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不制作调解书

D.  能够即时履行的案件，人民法院可以不制作调解书

E.  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的，即具有法律效力

二、多项选择题



答案：DE

解析：调解达成协议，人民法院应当制作调解书。调解书应

当写明诉讼请求、案件的事实和调解结果。调解书由审判员、

书记员署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送达双方当事人。法院调

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 但是，下列案

件调解达成协议，人民法院可以不制作调解书：（1）调解

和好的离婚案件；（2）调解维持收养关系的案件；（3）能

够即时履行的案件；（4）其他不需要制作调解书的案件。

对不需要制作调解书的协议，应当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

审判人员、书记员签名或者盖章后，即具有法律效力。

二、多项选择题



79、关于施工企业安全费用的说法，正确的有（     ）。

A. 采取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评标的招标项目，安全费

用在竞标时可以降低

B. 安全费用，以工程造价为计提依据

C. 安全费用不计入工程造价

D. 房屋建筑工程的安全费用计提比例高于市政公用工程

E. 施工总承包单位与分包单位分别计提安全费用

二、多项选择题



答案：BD

解析：建设工程施工企业提取的安全费用列入工程造价，在

竞标时，不得删减，列入标外管理。国家对基本建设投资概

算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总包单位应当将安全费用按比例

直接支付分包单位并监督使用，分包单位不再重复提取。建

设工程施工企业以建筑安装工程造价为计提依据。各建设工

程类别安全费用提取标准如下：（1）矿山工程为 2，5%； 

（2） 房屋建筑工程、水利水电工程、电力工程、铁路工程、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为 2，0%； （3） 市政公用工程、冶炼工

程、机电安装工程、化工石油工程、港口与航道工程、公路

工程、通信工程为 1，5 %。

二、多项选择题



80、地域管辖是以法院与（  ）之间的隶属关系和关联

关系来确定。

A. 当事人                     

B. 诉讼争议金额                

C. 标的物

D. 法律事实                  

E. 案件影响力

二、多项选择题



答案：AD

解析：地域管辖是指按照各法院的辖区和民事案件的隶

属关系，划分同级法院受理第一审民事案件的分工和权

限。地域管辖实际上是以法院与当事人、诉讼标的以及

法律事实之间的隶属关系和关联关系来确定的。

二、多项选择题



81、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属于企业所得税不征税收

入的是（    ）。

A. 依法收取并纳入财政管理的政府性基金     

B. 特许权使用费收入     

C. 接受捐赠收入

D. 财政拨款                               

E. 股息、红利等权利性投资收益

二、多项选择题



答案：AD

解析：收入总额中的下列收入为不征税收入（1）财政

拨款（ 2 ）依法收取并纳入财政管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

政府性基金（3）国务院规定的其他不征税收入。

二、多项选择题



82、下列款项中，属于承包人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

偿权应当包含的内容有（   ）。

A. 发包人欠付工程款的利息  

B. 承包人工作人员的报酬  

C. 承包人实际支付的建筑物配件价款

D. 承包人的机械租赁费用      

E. 承包人因发包人违约产生的损失

二、多项选择题



答案：BCD

解析：建筑工程价款包括承包人为建设工程应当支付的

工作人员报酬、材料款等实际支出的费用，不包括承包

人因发包人违约所造成的损失。

二、多项选择题



83、根据《安全生产法》，生产经营单位的从业人员有

权了解其作业场所工作岗位存在的（   ）。

A. 事故隐藏       

B. 危险因素      

C. 防范措施      

D. 安全通病    

E. 事故应急措施

二、多项选择题



答案：BCE

解析：《安全生产法》规定，生产经营单位的从业人员

有权了解其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

措施及事故应急措施，有权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提

出建议。

二、多项选择题



84、民事诉讼的基本特征有（   ）。

A. 自愿性     

B. 保密性   

C. 公权性     

D. 程序性          

E. 强制性

答案：CDE

解析：民事诉讼的基本特征是：（1）公权性；（2）程

序性；（3）强制性。

二、多项选择题



85、关于建筑企业资质证书的申请和延续的说法，正确

的有（）。

A. 企业首次申请或增项申请资质，应当申请最低等级资

质

B. 申请人以书面形式承诺符合审批条件的，行政审批机

关据申请人的承诺直接作出行政批准决定

C. 建筑企业只能申请一项建筑企业资质

D. 建筑业企业资质证有效期届满前6个月，企业应当向

原资质许可机关提出延续申请

二、多项选择题



E. 企业按规定提出延续申请后，资质许可机关未在资质

证书有效期届满前作出是否准予延续决定的，视为准予

延续

答案：ABE

解析：《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中规定，建筑业企

业可以申请一项或多项建筑业企业资质;企业首次申请或

增项申请资质，应当申请最低等级资质。A正确，C错

误；

二、多项选择题



告知承诺审批，是指对提出资质行政审批申请的申请人，

由行政审批机关一次性告知其审批条件，申请人以书面

形式承诺符合审批条件，行政审批机关根据申请人承诺

直接作出行政审批决定的制度，B正确；建筑业企业资

质证书有效期届满，企业继续从事建筑施工活动的，应

当于资质证书有效期届满3 个月前，向原资质许可机关

提出延续申请，D错误；资质许可机关应当在建筑业企

业资质证书有效期届满前做出是否准予延续的决定;逾期

未做出决定的，视为准予延续，E正确。

二、多项选择题



86、在正常使用条件下，关于建设工程质量法定最低保

修期限的说法，正确的有（    ）。

A. 屋面防水工程为5年                         

B. 供热与供冷系统为2个采暖期、供冷期

C. 基础设施工程为设计文件规定的该工程的合理使用年

限    

D. 装修工程为5年

E. 给排水管道为2年

二、多项选择题



答案：ABCE

解析：《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规定，在正常使用条

件下，建设工程的最低保修期限为：（1）基础设施工

程、房屋建筑的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工程，为设计

文件规定的该工程的合理使用年限；（2）屋面防水工

程、有防水要求的卫生间、房间和外墙面的防渗漏，为

5年；（3）供热与供怜系统，为2个采暖期、供冷期；

（4）电气管线、给排水管道、设备安装和装修工程，

为2年。其他项目的保修期限向发包方与承包方约定。

二、多项选择题



87、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纷

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发包人的下列行为中，造

成建设工程质量缺陷，应当承担过错责任的有（     ）。

A. 提供的设计有缺陷                        

B. 提供的建筑料不符合强制性标准

C. 同意总承包人选择分包人分包专业工程     

D. 指定购买的建筑构配件不符合强制性标准

E. 直接指定分包人分包专业工程

二、多项选择题



答案：ABDE

解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12 条规定，发包人具有

下列情形之一，造成建设工程质量缺陷，应当承担过错

责任：（1）提供的设计有缺陷，（2）提供或者指定购

买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设备不符合强制性标准，

（3）直接指定分包人分包专业工程。

二、多项选择题



88、根据《环境保护税法》，环境保护税的计税依据有

（    ）。

A. 排放量    

B. 个数   

C. 污染当量数     

D. 超标分贝数      

E. 立方米数

二、多项选择题



答案：ACD

解析：应税污染物的计税依据，按照下列方法确定：

（1）应税大气污染物按照污染物排放量折合的污染当

量数确定;（2）应税水污染物按照污染物排放量折合的

污染当量数确定;（3）应税固体废物按照固体废物的排

放量确定;（4）应税噪声按照超过国家规定标准的分贝

数确定。

二、多项选择题



89、甲施工企业误将应当支付给乙材料供应商的货款支

付给丙材料供应商，关于甲、乙和丙之间债的发生根据

及其处理的说法，正确的有（       ）。

A. 丙应当将货款返还给乙             

B. 甲向乙支付货款属于合同之债

C. 丙获得货款后属于无因管理之债    

D. 乙和丙之间没有债权和债务关系

E. 丙获得货款构成不当得利之债

二、多项选择题



答案：BDE

解析：在当事人之间因产生了合同法律关系，也就是产生了

权利义务关系，便设立了债的关系。合同产生的债被称为合

同之债。故甲向乙支付货款属于合同之债，B正确；甲与乙

有合同之债，乙与丙无合同关系，则丙的不当得利应返还给

甲，A错误。不当得利，是指没有法律上或者合同上的依据，

有损于他人利益而自身取得利益的行为。由于不当得利造成

他人利益的损害，因此在得利者与受害者之间形成债的关系。

得利者应当将所得的不当利益返还给受损失的人。不当得利

产生的债被称为不当得利之债，C错误，E正确。

二、多项选择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