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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开放大学 2021 年秋季学期期末统一考试

合同法试题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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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选出一个正确的答案，请将

正确答案的序号填写在答题纸上）

1. 甲公司的业务经理乙经常出差，甲公司便与丙保险公司签订人身意外事故保险合同，

合同约定甲公司为投保人，乙为被保险人，丙为保险人。合同法理论上称该类合同为（ ）。

A. 为本人利益订立的合同

C. 三方合同

B. 为第三人利益订立的合同

D. 代理合同

2. 无处分权人处分他人财产而订立的合同，经权利人事后追认为有效，其效力产生始

于（）。

A. 权利人追认时

B. 人民法院裁定时

C. 经权利人和无权处分人协商确定时

D. 合同订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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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买卖合同。合同约定甲公司先交货。交货前夕，甲公司派人调查

乙公司的偿债能力，有确切材料证明乙公司负债累累，根本不能按时支付货款。甲公司遂暂时

不向乙公司交货。甲公司的行为是（ ）。

A. 违约行为

C. 行使先履行抗辩权

4. 一般保证，就是保证人享有（ ）。

A. 同时履行抗辩权的履行方式

C. 先诉抗辩权的保证方式

B. 行使同时履行抗辩权

D. 行使不安抗辩权

B. 先行抗辩权的履行方式

D. 不安履行抗辩权的履行方式

5. 下列各选项中不受债权转让限制的是（ ）。

A. 陈某享有的请某作者为其代笔撰写回忆录的债权

B. 张某所享有的获得退休金的债权

C. 赵某所享有的继承其父母遗产的债权

D. 孙某所享有的诉某公司侵害其健康而产生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

6. 甲与乙为父子关系。甲借给乙 10 万元。甲去世，乙为唯一继承人。该借款合同就此

情形而言，合同权利义务终止的原因是（ ）。

A. 免除 B. 抵销

C. 混同 D. 清偿

7. 甲乙签订一份买卖合同，约定违约方应向对方支付 18 万元违约金。后甲违约，给乙造

成损失 15 万元。下列各选项中表述正确的是（ ）。

A. 甲应向乙支付违约金 18 万元，不再支付其他费用或者赔偿损失

B. 甲应向乙赔偿损失 15 万元，不再支付其他费用或者赔偿损失

C. 甲应向乙赔偿损失 15 万元并支付违约金 18 万元，共计 33 万元

D. 甲应向乙赔偿损失 15 万元及其利息

8. 买卖合同当事人不知道标的物在某一地点的，（ ）。

A. 应当在出卖人订立合同时的营业地交付标的物

B. 应当在买受人订立合同时的营业地交付标的物

C. 应当在出卖人的住所地交付标的物

D. 应当在买受人的住所地交付标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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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建设工程合同的形式（ ）。

A. 可以采用书面形式

B. 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C. 可以采用口头形式

D. 必须是经过公证的

10. 委托开发完成的发明创造，除当事人另有约定的以外，申请专利的权利属于（

A. 研究开发人所有

B. 委托开发人所有

C. 研究开发人与委托开发人共同所有

D. 国家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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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序号填写在答题纸上。正确答案未选全或选错的，该小题不得分）

11. 下列合同中既属于诺成合同又属于有偿合同的有（ ）。

A. 买卖合同

B. 两个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

C. 租赁合同

D. 支付保管费的保管合同

12. 合同的一般法律约束力主要表现为（

A. 当事人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B. 当事人应按合同约定履行其合同约定的义务

c. 当事人应依法履行一定的合同外义务

D. 当事人应依诚实信用原则履行一定的合同外义务

）。

14. 下列各选项中属于债权人代位权的性质的有(

A. 债权人代位权属于债权的对外效力

B. 债权人代位权是债权人的固有权利

C. 债权人代位权是程序法上的权利

D. 债权人代位权属千实体法上的权利

15. 合同法规定不可移转的债务的情形有(

A. 依债务的性质不得移转的

） 。

）。

B. 依当事人的意思不得移转的

C. 一般性的买卖交易 D. 依法律规定不得移转的

16. 债权人不是有效的受领清偿人的情形有（ ）。

A. 债权人的债权尚未出质

B. 债权人的债权已经出质

C. 债权人的债权巳被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时

D. 债权人被宣告破产后

17. 明示预期违约的构成必须具备的要件有（ ）。

A. 必须发生在合同有效成立后至合同约定的履行期届满前这段时间内

B. 当事人明确、肯定的作出将不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

C. 当事人表示的不履行必须是不履行合同主要义务

D. 须不履行无正当事由

18. 从世界各国的规定看，以下各选项中属于特种买卖的有（ ）。

A. 拍卖

C. 试用买卖

B. 样品买卖

D. 招标投标买卖

13. 合同规定甲公司应当在 8 月 30 日向乙公司交付一批货物。 8 月 15 日，甲公司把货物

运送到乙公司。此时乙公司有权（ ）。

A. 在有正当理由时拒绝接收货物

B. 不接收货物并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

c. 接收货物并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

D. 接收货物并要求对方支付增加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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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施工人的主要义务有( ) 。

A. 容忍义务 B. 隐蔽工程隐蔽前的通知义务

C. 工程保修义务 D. 如期、按质完工并交付工程的义务

zo. 技术咨询合同包括就特定技术项目提供的合同种类有（ ）。

A. 可行性论证合同

C. 专题技术调查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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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技术预测合同

D. 分析评价报告合同



三、名词解释题（每小题 4 分，共 20 分）

21. 实践合同

22. 附条件的合同

23 . 债务承担

24. 融资租赁合同

25. 技术服务合同

四 、简答题 （每小题 7 分，共 21 分 ）

26. 简述要约构成的要件。

27. 简述保证的特性。

28. 简述代物清偿的要件。

五、论述题 (14 分）

29. 试述合同履行的法律特征。

六、案例分析题 (15 分）

30. 某市发生洪灾，某公司董事长在电视台组织的救灾捐赠节目中，宣布该公司捐赠人民

币 50 万元。 一个月后，电视台工作人员前去要款，该董事长说：”对不起，我公司在一周前因经

济状况恶化已被宣布法定整顿，请人民原谅。”

请分析：

根据我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该公司是否必须履行其捐赠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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