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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公法 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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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分 号数 四 I 五 六 I 总分

得分 1 评卷人 1
一、单项选择题（每题 1 分，共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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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千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以下哪个学者的主张属于国内法优先说？（ ) 

A. 奥本海 B. 佐恩

C. 凯尔森 D. 孔慈

2. 国际法学者对国家承认的效果的研究从理论上提出了两种主张，下列哪个选项属千其

中之一？（ ) 

A. 宣告说 B. 平行说

C. 自然法学说 D. 实在法学说

3. 以下哪个选项属千国家准许外国人离境的首要条件？（ ) 

A. 该外国人必须已经缴纳了离境税

B. 该外国人必须已经履行了当地的义务

C. 该外国人必须已经处置了所有不动产

D. 该外国人必须已经缴纳了所携财产的特别税

4. 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根据相邻国家的行政管辖范围确定的边界叫做什么？（ ) 

A. 条约边界

C. 自然边界

B. 继承边界

D. 历史边界

5. 以下哪个条约是确定现行南极法律制度的主要条约？（ ) 

A. 《巴黎条约》

C. 《南极条约》

B. 《东京条约》

D. 《海牙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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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下列哪个选项是人类第一次飞离地面的工具？（ ) 

A. 飞机 B. 热气球

C. 人造卫星 D. 航天飞机

7. 前苏联解体后， 1992 年 1 月 3 日，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发表建交联合公报，这是中

国对一个（ ）的承认。

A. 新国家 B. 新政体

C. 新政府 D. 新国体

8.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规定，下列哪个选项是正确的？（ ) 

A. 使馆馆舍可用千保护政治犯 B. 使馆馆舍可用千关押本国人

C. 使馆馆舍可用于关押犯罪的侨民 D. 使馆馆舍可用千开展使馆职务工作

9. 瑞士取得国际法院诉讼当事国的资格的原因是什么？（ ) 

A. 瑞士是联合国的会员国

B. 瑞士虽非联合国会员国，但为《国际法院规约》的当事国

C. 瑞士事先向国际法院书记处交存声明表示愿意接受国际法院的管辖

D. 瑞士具有永久中立国的特殊身份

10. 甲某为 A 国国家总统，乙某为 B 国国家副总统，丙某为 C 国政府总理，丁某为 D 国外

交部长。根据条约法公约规定，上述四人在参加国际条约谈判时，谁需要出示其所代表国家颁

发的全权证书？（ ) 

A. 甲某 B. 乙某

C. 丙某 D. 丁某

得分 1 评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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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项选择题（每题 2 分，共 20 分，每题至少有一项答案正确，多选

或少选均不得分）

11. 传统的国际法学派包括以下哪些选项？（ ) 

A. 格老秀斯派 B. 自然法学派

C. 社会连带学派 D. 实在法学派

12. 确立国际法原则的辅助资料包括以下哪些选项？（ ) 

A. 国际组织的决议

C. 各国权威公法家的学说

13. 以下哪些选项属千国际法调整对象？（

A. 中国与百事可乐公司的关系

C. 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关系

B. 司法判例

D. 一般法律原则

) 

B. 中国与美国的关系

D. 自然人与法人间的关系



14. 以下哪些选项属于限制国家领土主权的方式？（ ) 

A. 国际地役 B. 共管

C. 租借 D. 先占

15. 从国际法实践来看，国籍的概念可以适用于以下哪些选项？（ ) 

A. 法人 B. 自然人

C. 船舶 D. 国家

16. 以下哪些选项属千确立外国人待遇的原则？（ ) 

A. 国民待遇 B. 超国民待遇

C. 互惠待遇 D. 最惠国待遇

17. 甲国为沿海国，但从未发表过任何关于大陆架的法律或声明，也从未在大陆架上进行

过任何活动。现乙国在甲国不知晓的情况下，在甲毗连区海底进行科研钻探活动。对此，下列

判断哪些是不正确的？（ ) 

A. 乙国的行为非法，应立即停止并承担相应责任

B. 根据海洋科研自由原则，乙国行为合法

C. 乙国行为合法，因为甲国从来没有提出大陆架的主张

D. 乙国行为合法，因为甲国从未在大陆架上进行任何活动或有效占领

18. 甲国的一个航海航空爱好者组织“碧海蓝天协会“准备进行一次小型飞机“蓝天号“和

赛艇＂碧海号”的海上联合表演，计划涉及我国的领海和领海上空。对此，根据国际法的有关规

则和我国的相关法律，下列哪些判断是正确的？（ ) 

A."蓝天号“飞行表演如在我国领海上空进行，必须得到我国的允许

B."碧海号“赛艇表演如果在我国领海中进行，必须得到我国的允许

C."蓝天号“在前往表演空域途中，如果仅仅是以通过为目的，从而飞过我国的领海上

空，则无须得到我国的许可

D."碧海号“在前往表演海域的途中，如果仅仅是以通过为目的，从而穿越我国的领

海，则无须得到我国的许可

19. 仲裁是解决国际争端的法律方法之一，其特点包括以下哪些选项？（ ) 

A. 自愿管辖 B. 仲裁员由当事国自行选任

C. 仲裁程序可由当事国补充 D. 仲裁适用的法律由当事国商定

20. 战争结束后，战争状态已变为和平状态，在原交战国之间哪些说法一般是正确的？

A. 外交关系恢复

C. 互相免除战争责任

B. 条约效力的恢复或修订

D. 经济关系恢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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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 1 评卷人
三、判断题（请判断正误，正确打✓,错误打X 。每题 2 分，共 10 分）

21. 在近代国际法的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的除威斯特伐里亚会议的召开和《威斯特

伐里亚和约》的签订外，还有荷兰法学家格劳秀斯的著作《战争与和平法〉〉的发表。（ ) 

22. 《海洋法公约》是现代海洋法形式的标志和里程碑，也是第一部最系统、最全面的国际

海洋法典。（ ) 

23. 《外交关系公约》规定，外交代表的同户家属，若非接受国国民，则享有与外交代表相

同的特权与豁免。（ ) 

24. 对千因添附而增加的领土，国家无须采取宣告或者其他法律行为，也无须其他国家的

承认。（

25. 引渡后未得到被请求国的同意下，请求国可以将被引渡人再引渡给第三国。( ) 

得分 1 评卷人
四、名词解释（每题 5 分，共 20 分）

26. 国家债务

27. 庇护

28. 紧追权

29. 调查

得分 1 评卷人
五、简答题（每题 8 分，共 24 分）

30. 简述解除国际不法行为不法性的几种情形。

31. 简述 1971 年《蒙特利尔公约》对危害国际民用航空安全的违法行为规定的管辖权。

32. 简述条约无效的原因。

得分 I 评卷人
六、论述题 (16 分）

33. 试述领海的概念及其法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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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卷代号： 1018 

国家开放大学 2020 年秋季学期期末统一考试

国际公法 试题答案及评分标准

（供参考）

2021 年 1 月

一、单项选择题（每题 1 分，共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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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2. A 3. B 4. D 5. C 

6.B 7.A 8.D 9.B 10.B 

二、多项选择题（每题 2 分，共 20 分，每题至少有一项答案正确，多选或少选均不得分）

11. ABD 12. ABC 13. BC 14. ABC 15. ABC 

16.ACD 17.BCD 18.ABD 19.ABD 20.ABD 

三、判断题（请判断正误，正确打.J'错误打 X 。每题 2 分，共 10 分）

21. ✓ 22. ,J 23. ,J 24 . .J 25. X 

四、名词解释（每题 5 分，共 20 分）

26. 国家债务

国家债务又称公共债务，是指一个国家按照国际法而对另一个国家、某一国际组织或任何

其他国际法主体所负的任何财政义务。

27. 庇护

一般是指国家对于因政治原因被追诉或遭迫害而请求避难的外国人，准其入境、居留和给

予保护。

28. 紧追权

紧追权是指沿海国主管当局有充分理由认为外国船舶违反其国家法律和规章时，可对该

外国船进行追逐，继续进行在公海将其拿捕和交付审判的权利。

29. 调查

调查是根据争端当事国的协议组成国际调查委员会，协助当事国解决因事实问题引起的

争端的方法。

五、简答题（每题 8 分，共 24 分）

30. 简述解除国际不法行为不法性的几种情形。

答：国家对其违背国际义务的行为都要承担国际责任，但在特殊情况下，国家实施的违背

国际义务行为会被解除不法性，因此它就不负国际责任。按照《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的规定，存

在以下情况之一者，可解除违背国家义务行为的不法性；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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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同意； (1 分）

(2) 自卫； (1 分）

(3)对一国际不法行为采取的反措施； (1 分）

(4)不可抗力； (1 分）

(5) 危难； (1 分）

(6)危急情况。 (1 分）

31. 简述 1971 年《蒙特利尔公约》对该公约下的危害国际民用航空安全的违法行为规定

的管辖权。

答： (1)航空登记国的管辖权； (1 分）

(2)航空器降落时被指称的人犯仍在该航空器内，则航空器降落地国有管辖权； (1 分）

(3)罪行发生地国有管辖权； (1 分）

(4)在租来时不带机组的航空器内发生犯罪或针对该航空器的犯罪，承租人的主要营业地

国或永久居所地国有管辖权； (2 分）

(5)根据或引渡或起诉原则，若不引渡，则罪犯所在地国具有管辖权； (2 分）

(6)不排斥本国法的其他管辖权。 (1 分）

32. 简述条约无效的原因。

答：国家因在某种情势下缔结条约或所缔结的条约违反国际法的强行性规范等都是导致

条约无效的原因。 (2 分）以下情形或事实可作为主张条约无效的理由：

(1)违反国内法关于缔约权限的规定； (2 分）

(2) 意思表示不真实； (2 分）

(3)条约与一般国际强行法抵触。 (2 分）

六、论述题 (16 分）

33. 试述领海的概念及其法律地位。

答：沿海国的主权及于其陆地领土及其内水以外邻接的一带海域，称为领海。 (4 分）领海

的法律地位：

(1)沿海国的领海主权。领海隶属千国家主权之下，属国家领土组成部分。所以，根据领

土主权原则，国家对领海及其资源具有所有权并对其中的人、物和事具有管辖权。这种所有权

和管辖权具体表现为以下方面：少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权。＠沿海航运权。＠领空权。＠立法

和管辖权。＠战时中立的沿海国之领海应有中立地位，交战国不得在其中进行交战或拿捕商

船等违反中立义务的行为。 (6 分）

(2)领海中的无害通过制度。领海中的无害通过制度是在长期国际实践中形成的习惯规

则，无害通过制度的内容有以下方面：心无害通过权。＠无害通过的含义。＠沿海国对无害通

过的权利和义务。 (4 分）

(3)简要说明沿海国在领海享有司法管辖权。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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