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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 年客观题冲刺 １８０
民事诉讼法增加随堂练习

【随堂练习 １】 李某驾车不慎追尾撞坏刘某轿车， 刘某向法院起诉要求李某将车修好。
在诉讼过程中， 刘某变更诉讼请求， 要求李某赔偿损失并赔礼道歉。 针对本案的诉讼请

求变更， 下列哪一说法是正确的？
Ａ 该诉的诉讼标的同时发生变更

Ｂ 法院应依法不允许刘某变更诉讼请求

Ｃ 该诉成为变更之诉

Ｄ 该诉仍属给付之诉

【随堂练习 ２】 关于诉的分类的表述， 下列哪一选项是正确的？
Ａ 孙某向法院申请确认其妻无民事行为能力， 属于确认之诉

Ｂ 周某向法院申请宣告自己与吴某的婚姻无效， 属于变更之诉

Ｃ 张某在与王某协议离婚后， 又向法院起诉， 主张离婚损害赔偿， 属于给付之诉

Ｄ 赵某代理女儿向法院诉请前妻将抚养费从每月 １０００ 元增加为 ２０００ 元， 属于给付

之诉

【随堂练习 ３】 关于反诉， 下列哪些表述是正确的？
Ａ 反诉应当向受理本诉的法院提出， 且该法院对反诉所涉及的案件也享有管辖权

Ｂ 反诉中的诉讼请求是独立的， 它不会因为本诉的撤销而撤销

Ｃ 反诉如果成立， 将产生本诉的诉讼请求被依法驳回的法律后果

Ｄ 本诉与反诉的当事人具有同一性， 因此， 当事人在本诉与反诉中诉讼地位是相

同的

【随堂练习 ４】 当事人可对某些诉讼事项进行约定， 法院应尊重合法有效的约定。 关

于当事人的约定及其效力， 下列哪些表述是错误的？
Ａ 当事人约定 “合同是否履行无法证明时， 应以甲方主张的事实为准”， 法院应根

据该约定分配证明责任

Ｂ 当事人在诉讼和解中约定 “原告撤诉后不得以相同的事由再次提起诉讼”， 法院

根据该约定不能再受理原告的起诉

Ｃ 当事人约定 “如果起诉， 只能适用普通程序”， 法院根据该约定不能适用简易程

序审理

Ｄ 当事人约定 “双方必须亲自参加开庭审理， 不得无故缺席”， 如果被告委托了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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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参加开庭， 自己不参加开庭， 法院应根据该约定在对被告两次传唤后对其拘传

【随堂练习 ５】 关于辩论原则的表述， 下列哪些选项是正确的？
Ａ 当事人辩论权的行使仅局限于一审程序中开庭审理的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阶段

Ｂ 当事人向法院提出起诉状和答辩状是其行使辩论权的一种表现

Ｃ 证人出庭陈述证言是证人行使辩论权的一种表现

Ｄ 督促程序不适用辩论原则

【随堂练习 ６】 根据我国 《民事诉讼法》 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下列关于审判组织

的哪些表述是正确的？
Ａ 再审程序中只能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

Ｂ 二审法院裁定发回重审的案件， 原审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

Ｃ 法院适用特别程序审理案件， 陪审员不参加案件的合议庭

Ｄ 中级法院作为一审法院时， 合议庭可以由审判员与陪审员共同组成， 作为二审法

院时， 合议庭则一律由审判员组成

【随堂练习 ７】 刘某因买卖合同纠纷向法院起诉， 要求被告冯某履行合同并承担违约

责任。 法院按照普通程序审理该案件， 决定由法官张某和人民陪审员乔某、 吉某组成合

议庭， 张某任审判长。 刘某得知陪审员乔某是被告的表弟， 便要求其回避， 但回避申请

被张法官当场拒绝。 法庭审理后作出判决， 原告不服判决， 提起上诉。 关于本案， 下列

说法正确的是：
Ａ 刘某申请回避理由成立

Ｂ 乔某作为人民陪审员， 其是否应当回避审判长有权决定

Ｃ 对法院作出的决定不服的， 刘某可以提出上诉

Ｄ 发回重审后， 应当由组成新的合议庭进行审理， 且合议庭组成人员中不得有人民

陪审员

【随堂练习 ８】 唐某作为技术人员参与了甲公司一项新产品研发， 并与该公司签订了

为期 ２ 年的服务与保密合同。 合同履行 １ 年后， 唐某被甲公司的竞争对手乙公司高薪挖

走， 负责开发类似的产品。 甲公司起诉至法院， 要求唐某承担违约责任并保守其原知晓

的产品。 关于该案的审判， 下列哪一说法是正确的？
Ａ 只有在唐某与甲公司共同提出申请不公开审理此案的情况下， 法院才可以不公开

审理

Ｂ 根据法律的规定， 该案不应当公开审理， 但应当公开宣判

Ｃ 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不公开审理此案， 但应当公开宣判

Ｄ 法院应当公开审理此案并公开宣判

【随堂练习 ９】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居住在 Ｂ 市 （直辖市） 东城区的林剑与居住在 Ｂ 市西城

区的钟阳 （二人系位于 Ｂ 市北城区正和钢铁厂的同事） 签订了一份借款合同， 约定钟阳

向林剑借款 ２０ 万元， 月息 １％，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２０ 日前连本带息一并返还。 合同还约定， 如

因合同履行发生争议， 可向 Ｂ 市东城区仲裁委员会仲裁。 至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钟阳未能按时

履约。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二人到正和钢铁厂人民调解委员会 （下称调解委员会） 请求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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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委员会委派了三位调解员主持该纠纷的调解。
如调解成功， 林剑与钟阳在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达成如下协议：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１５ 日之

前， 钟阳向林剑返还借款 ２０ 万元， 支付借款利息 ２ 万元。 该协议有林剑、 钟阳的签字，
盖有调解委员会的印章和三位调解员的签名。 钟阳未按时履行该调解协议， 林剑拟提起

诉讼。 在此情况下，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Ａ 应以调解委员会为被告

Ｂ 应以钟阳为被告

Ｃ 应以调解委员会和钟阳为共同被告

Ｄ 应以钟阳为被告， 调解委员会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随堂练习 １０】 如调解委员会调解失败， 解决的办法有：
Ａ 双方自行协商达成和解协议

Ｂ 在双方均同意的情况下， 要求林剑居住地的街道居委会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

调解

Ｃ 依据借款合同的约定通过仲裁的方式解决

Ｄ 通过诉讼方式解决

【随堂测试 １１】 关于民事案件的级别管辖， 下列哪一选项是正确的？
Ａ 第一审民事案件原则上由基层法院管辖

Ｂ 涉外案件的管辖权全部属于中级法院

Ｃ 高级法院管辖的一审民事案件包括在本辖区内有重大影响的民事案件和它认为应

当由自己审理的案件

Ｄ 最高法院仅管辖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民事案件

【随堂练习 １２】 Ａ 市东区居民朱某 （男） 与 Ａ 市西县刘某结婚， 婚后双方住 Ａ 市东

区。 一年后， 公司安排刘某赴 Ａ 市南县分公司工作。 三年之后， 因感情不合朱某向 Ａ 市

东区法院起诉离婚。 东区法院受理后， 发现刘某经常居住地在南县， 其对该案无管辖权，
遂裁定将案件移送南县法院。 南县法院收到案件后， 认为无管辖权， 将案件移送刘某户

籍所在地西县法院。 西县法院收到案件后也认为无管辖权。 关于本案的管辖问题， 下列

哪些说法是正确的？
Ａ 东区法院有管辖权

Ｂ 南县法院有管辖权

Ｃ 西县法院有管辖权

Ｄ 西县法院认为自己没有管辖权， 应当裁定移送有管辖权的法院

【随堂练习 １３】 根据 《民事诉讼法》 以及相关司法解释， 关于离婚诉讼， 下列哪些

选项是正确的？
Ａ 被告下落不明的， 案件由原告住所地法院管辖

Ｂ 一方当事人死亡的， 诉讼终结

Ｃ 判决生效后， 不允许当事人申请再审

Ｄ 原则上不公开审理， 因其属于法定不公开审理案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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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堂练习 １４】 住所地在 Ｈ 省 Ｋ 市 Ｌ 区的甲公司与住所地在 Ｆ 省 Ｅ 市 Ｄ 区的乙公司

签订了一份钢材买卖合同， 价款数额为 ９０ 万元。 合同在 Ｂ 市 Ｃ 区签订， 双方约定合同履

行地为 Ｗ 省 Ｚ 市 Ｙ 区， 同时约定如因合同履行发生争议， 由 Ｂ 市仲裁委员会仲裁。 合同

履行过程中， 因钢材质量问题， 甲公司与乙公司发生争议， 甲公司欲申请仲裁解决。 因 Ｂ
市有两个仲裁机构， 分别为丙仲裁委员会和丁仲裁委员会 （两个仲裁委员会所在地都在 Ｂ
市 Ｃ 区）， 乙公司认为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无效， 欲向有关机构申请确认仲裁条款无效。

如相关机构确认仲裁条款无效， 甲公司欲与乙公司达成协议， 确定案件的管辖法院。
关于双方可以协议选择的管辖法院， 下列选项正确的是：

Ａ Ｈ 省 Ｋ 市 Ｌ 区法院 Ｂ Ｆ 省 Ｅ 市 Ｄ 区法院

Ｃ Ｂ 市 Ｃ 区法院 Ｄ Ｗ 省 Ｚ 市 Ｙ 区法院

【随堂练习 １５】 根据 《民事诉讼法》 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法院的下列哪些做法

是违法的？
Ａ 在一起借款纠纷中， 原告张海起诉被告李河时， 李河居住在甲市 Ａ 区。 Ａ 区法院

受理案件后， 李河搬到甲市 Ｄ 区居住， 该法院知悉后将案件移送 Ｄ 区法院

Ｂ 王丹在乙市 Ｂ 区被黄玫打伤， 以为黄玫居住乙市 Ｂ 区， 而向该区法院提起侵权诉

讼。 乙市 Ｂ 区法院受理后， 查明黄玫的居住地是乙市 Ｃ 区， 遂将案件移送乙市 Ｃ 区法院

Ｃ 丙省高院规定， 本省中院受理诉讼标的额 １０００ 万元至 ５０００ 万元的财产案件。 丙

省 Ｅ 市中院受理一起标的额为 ５００５ 万元的案件后， 向丙省高院报请审理该案

Ｄ 居住地为丁市 Ｈ 区的孙溪要求居住地为丁市 Ｇ 区的赵山依约在丁市 Ｋ 区履行合

同。 后因赵山下落不明， 孙溪以赵山为被告向丁市 Ｈ 区法院提起违约诉讼， 该法院以本

院无管辖权为由裁定不予受理

【随堂练习 １６】 住所在 Ａ 市 Ｂ 区的甲公司与住所在 Ａ 市 Ｃ 区的乙公司签订了一份买

卖合同， 约定履行地为 Ｄ 县。 合同签订后尚未履行， 因货款支付方式发生争议， 乙公司

诉至 Ｄ 县法院。 甲公司就争议的付款方式提交了答辩状。 经审理， 法院判决甲公司败诉。
甲公司不服， 以一审法院无管辖权为由提起上诉， 要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 驳回起

诉。 关于本案， 下列哪一表述是正确的？
Ａ Ｄ 县法院有管辖权， 因 Ｄ 县是双方约定的合同履行地

Ｂ 二审法院对上诉人提出的管辖权异议不予审查， 裁定驳回异议

Ｃ 二审法院应裁定撤销一审判决， 发回一审法院重审

Ｄ 二审法院应裁定撤销一审判决， 裁定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法院审理

【随堂练习 １７】 法院受理案件后， 被告提出管辖异议， 依据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 其

可以采取下列哪些救济措施？
Ａ 向受诉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 要求受诉法院对管辖权的归属进行审查

Ｂ 向受诉法院的上级法院提出异议， 要求上级法院对案件的管辖权进行审查

Ｃ 在法院对管辖异议驳回的情况下， 可以对该裁定提起上诉

Ｄ 在法院对案件审理终结后， 可以以管辖错误作为法定理由申请再审

【随堂练习 １８】 关于当事人能力与当事人适格的概念， 下列哪些表述是正确的？
４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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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当事人能力又称当事人诉讼权利能力， 当事人适格又称正当当事人

Ｂ 有当事人能力的人一定是适格当事人

Ｃ 适格当事人一定具有当事人能力

Ｄ 当事人能力与当事人适格均由法律明确加以规定

【随堂练习 １９】 精神病人姜某冲入向阳幼儿园将入托的小明打伤， 小明的父母与姜某

的监护人朱某及向阳幼儿园协商赔偿事宜无果， 拟向法院提起诉讼。 关于本案当事人的

确定， 下列哪一选项是正确的？
Ａ 姜某是被告， 朱某是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

Ｂ 姜某与朱某是共同被告， 向阳幼儿园是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

Ｃ 向阳幼儿园与姜某是共同被告

Ｄ 姜某、 朱某、 向阳幼儿园是共同被告

【随堂练习 ２０】 小桐是由菲特公司派遣到苏拉公司工作的人员， 在一次完成苏拉公司

分配的工作任务时， 失误造成路人周某受伤， 因赔偿问题周某起诉至法院。 关于本案被

告的确定， 下列哪一选项是正确的？
Ａ 起诉苏拉公司时， 应追加菲特公司为共同被告

Ｂ 起诉苏拉公司时， 应追加菲特公司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

Ｃ 起诉菲特公司时， 应追加苏拉公司为共同被告

Ｄ 起诉菲特公司时， 应追加苏拉公司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

【随堂练习 ２１】 张某将邻居李某和李某的父亲打伤， 李某以张某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诉

讼。 在法院受理该案时， 李某的父亲也向法院起诉， 对张某提出索赔请求。 法院受理了

李某父亲的起诉， 在征得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决定将上述两案并案审理。 在本案中， 李

某的父亲居于什么诉讼地位？
Ａ 必要共同诉讼的共同原告 Ｂ 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Ｃ 普通共同诉讼的共同原告 Ｄ 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随堂练习 ２２】 关于必要共同诉讼与普通共同诉讼的区别， 下列哪些选项是正确的？
Ａ 必要共同诉讼的诉讼标的只有一个， 普通共同诉讼的诉讼标的有若干个

Ｂ 必要共同诉讼中共同诉讼人的诉讼行为必须一致， 普通共同诉讼中共同诉讼人的

诉讼行为不需要一致

Ｃ 必要共同诉讼的诉讼请求只有一个， 普通共同诉讼的诉讼请求有若干个

Ｄ 必要共同诉讼裁判结果相同， 普通共同诉讼裁判结果不同

【随堂练习 ２３】 某企业使用霉变面粉加工馒头， 潜在受害人不可确定。 甲、 乙、 丙、
丁等 ２０ 多名受害者提起损害赔偿诉讼， 但未能推选出诉讼代表人。 法院建议由甲、 乙作

为诉讼代表人， 但丙、 丁等人反对。 关于本案， 下列哪一选项是正确的？
Ａ 丙、 丁等人作为诉讼代表人参加诉讼

Ｂ 丙、 丁等人推选代表人参加诉讼

Ｃ 诉讼代表人由法院指定

Ｄ 在丙、 丁等人不认可诉讼代表人情况下， 本案裁判对丙、 丁等人没有约束力

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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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堂练习 ２４】 赵某与刘某将共有商铺出租给陈某。 刘某瞒着赵某， 与陈某签订房屋

买卖合同， 将商铺转让给陈某， 后因该合同履行发生纠纷， 刘某将陈某诉至法院。 赵某

得知后， 坚决不同意刘某将商铺让与陈某。 关于本案相关人的诉讼地位， 下列哪一说法

是正确的？
Ａ 法院应依职权追加赵某为共同原告

Ｂ 赵某应以刘某侵权起诉， 陈某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

Ｃ 赵某应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

Ｄ 赵某应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

【随堂练习 ２５】 丁一诉弟弟丁二继承纠纷一案， 在一审中， 妹妹丁爽向法院递交诉

状， 主张应由自己继承系争的遗产， 并向法院提供了父亲生前所立的其过世后遗产全部

由丁爽继承的遗嘱。 法院予以合并审理， 开庭审理前， 丁一表示撤回起诉， 丁二认为该

遗嘱是伪造的， 要求继续进行诉讼。 法院裁定准予丁一撤诉后， 在程序上， 下列哪一选

项是正确的？
Ａ 丁爽为另案原告， 丁二为另案被告， 诉讼继续进行

Ｂ 丁爽为另案原告， 丁一、 丁二为另案被告， 诉讼继续进行

Ｃ 丁一、 丁爽为另案原告， 丁二为另案被告， 诉讼继续进行

Ｄ 丁爽、 丁二为另案原告， 丁一为另案被告， 诉讼继续进行

【随堂练习 ２６】 甲为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 乙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 关于甲、 乙诉

讼权利和义务， 下列哪一说法是正确的？
Ａ 甲只能以起诉的方式参加诉讼， 乙以申请或经法院通知的方式参加诉讼

Ｂ 甲具有当事人的诉讼地位， 乙不具有当事人的诉讼地位

Ｃ 甲的诉讼行为可对本诉的当事人发生效力， 乙的诉讼行为对本诉的当事人不发生

效力

Ｄ 任何情况下， 甲有上诉权， 而乙无上诉权

【随堂练习 ２７】 关于第三人撤销之诉， 下列哪一说法是正确的？
Ａ 法院受理第三人撤销之诉后， 应中止原裁判的执行

Ｂ 第三人撤销之诉是确认原审裁判错误的确认之诉

Ｃ 第三人撤销之诉由原审法院的上一级法院管辖， 但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或者双方

当事人为公民的案件， 应由原审法院管辖

Ｄ 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客体包括生效的民事判决、 裁定和调解书

【随堂练习 ２８】 关于法定诉讼代理人， 下列哪些认识是正确的？
Ａ 代理权的取得不是根据其所代理的当事人的委托授权

Ｂ 在诉讼中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代理被代理人实施所有诉讼行为

Ｃ 在诉讼中死亡的， 产生与当事人死亡同样的法律后果

Ｄ 所代理的当事人在诉讼中取得行为能力的， 法定诉讼代理人则自动转化为委托代

理人

【随堂练习 ２９】 律师作为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 应向法院提交下列哪些材料？
６００



增
加
随
堂
练
习
















Ａ 律师所在的律师事务所与当事人签订的协议书

Ｂ 当事人的授权委托书

Ｃ 律师的执业证

Ｄ 律师事务所的证明

【随堂练习 ３０】 法院受理了中国人郭某与外国人珍妮的离婚诉讼， 郭某委托黄律师作

为代理人， 授权委托书中仅写明代理范围为 “全权代理”。 关于委托代理的表述， 下列哪

一选项是正确的？
Ａ 郭某已经委托了代理人， 可以不出庭参加诉讼

Ｂ 法院可以向黄律师送达诉讼文书， 其签收行为有效

Ｃ 黄律师可以代为放弃诉讼请求

Ｄ 如果珍妮要委托代理人代为诉讼， 必须委托中国公民

【随堂练习 ３１】 杨青 （１５ 岁） 与何翔 （１４ 岁） 两人经常嬉戏打闹， 一次， 杨青失手

将何翔推倒， 致何翔成了植物人。 当时在场的还有何翔的弟弟何军 （１１ 岁）。 法院审理

时， 何军以证人身份出庭。 关于何军作证， 下列哪些说法不能成立？
Ａ 何军只有 １１ 岁， 无诉讼行为能力， 不具有证人资格， 故不可作为证人

Ｂ 何军是何翔的弟弟， 应回避

Ｃ 何军作为未成年人， 其所有证言依法都不具有证明力

Ｄ 何军作为何翔的弟弟， 证言具有明显的倾向性， 其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

实的根据

【随堂练习 ３２】 甲公司诉乙公司专利侵权， 乙公司是否侵权成为焦点。 经法院委托，
丙鉴定中心出具了鉴定意见书， 认定侵权。 乙公司提出异议， 并申请某大学燕教授出庭

说明专业意见。 关于鉴定的说法， 下列哪些选项是正确的？
Ａ 丙鉴定中心在鉴定过程中可以询问当事人

Ｂ 丙鉴定中心应当派员出庭， 但有正当理由不能出庭的除外

Ｃ 如果燕教授出庭说明， 其意见等同于乙公司的陈述

Ｄ 燕教授出庭费用由乙公司垫付， 最终由败诉方承担

【随堂练习 ３３】 王某诉钱某返还借款案审理中， 王某向法院提交了一份有钱某签名、
内容为钱某向王某借款 ５ 万元的借条， 证明借款的事实； 钱某向法院提交了一份有王某签

名、 内容为王某收到钱某返还借款 ５ 万元并说明借条因王某过失已丢失的收条。 经法院质

证， 双方当事人确定借条和收条所说的 ５ 万元是相对应的款项。 关于本案， 下列哪一选项

是错误的？
Ａ 王某承担钱某向其借款事实的证明责任

Ｂ 钱某自认了向王某借款的事实

Ｃ 钱某提交的收条是案涉借款事实的反证

Ｄ 钱某提交的收条是案涉还款事实的本证

【随堂练习 ３４】 战某打电话向牟某借款 ５ 万元， 并发短信提供账号， 牟某当日即转

款。 之后， 因战某拒不还款， 牟某起诉要求战某偿还借款。 在诉讼中， 战某否认向牟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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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的事实， 主张牟某转的款是为偿还之前向自己借的款， 并向法院提交了证据； 牟某

也向法院提供了一些证据， 以证明战某向其借款 ５ 万元的事实。 关于这些证据的种类和类

别的确定， 下列哪一选项是正确的？
Ａ 牟某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属于书证， 该证据对借款事实而言是直接证据

Ｂ 牟某提供的记载战某表示要向其借款 ５ 万元的手机短信属于电子数据， 该证据对

借款事实而言是间接证据

Ｃ 牟某提供的记载战某表示要向其借款 ５ 万元的手机通话录音属于电子数据， 该证

据对借款事实而言是直接证据

Ｄ 战某提供一份牟某书写的向其借款 １０ 万元的借条复印件， 该证据对牟某主张战某

借款的事实而言属于反证

【随堂练习 ３５】 下列哪一情形可以产生自认的法律后果？
Ａ 被告在答辩状中对原告主张的事实予以承认

Ｂ 被告在诉讼调解过程中对原告主张的事实予以承认， 但该调解最终未能成功

Ｃ 被告认可其与原告存在收养关系

Ｄ 被告承认原告主张的事实， 但该事实与法院查明的事实不符

【随堂练习 ３６】 关于证明责任， 下列哪些说法是正确的？
Ａ 只有在待证事实处于真伪不明情况下， 证明责任的后果才会出现

Ｂ 对案件中的同一事实， 只有一方当事人负有证明责任

Ｃ 当事人对其主张的某一事实没有提供证据证明， 必将承担败诉的后果

Ｄ 证明责任的结果责任不会在原、 被告间相互转移

【随堂练习 ３７】 刘月购买甲公司的化肥， 使用后农作物生长异常。 刘月向法院起诉，
要求甲公司退款并赔偿损失。 诉讼中甲公司否认刘月的损失是因其出售的化肥质量问题

造成的， 刘月向法院提供了本村吴某起诉甲公司损害赔偿案件的判决书， 以证明甲公司

出售的化肥有质量问题且与其所受损害有因果关系。 关于本案刘月所受损害与使用甲公

司化肥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分配， 下列哪一选项是正确的？
Ａ 应由刘月负担有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

Ｂ 应由甲公司负担无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

Ｃ 应由法院依职权裁量分配证明责任

Ｄ 应由双方当事人协商分担证明责任

【随堂练习 ３８】 王某承包了 ２０ 亩鱼塘。 某日， 王某发现鱼塘里的鱼大量死亡， 王某

认为鱼的死亡是因为附近的腾达化工厂排污引起， 遂起诉腾达化工厂请求赔偿。 腾达化

工厂辩称， 根本没有向王某的鱼塘进行排污。 关于化工厂是否向鱼塘排污的事实举证责

任， 下列哪一选项是正确的？
Ａ 根据 “谁主张、 谁举证” 的原则， 应当由主张存在污染事实的王某负举证责任

Ｂ 根据 “谁主张、 谁举证” 的原则， 应当由主张自己没有排污行为的腾达化工厂负

举证责任

Ｃ 根据 “举证责任倒置” 的规则， 应当由腾达化工厂负举证责任

８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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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根据本证与反证的分类， 应当由腾达化工厂负举证责任

【随堂练习 ３９】 甲路过乙家门口， 被乙叠放在门口的砖头砸伤， 甲起诉要求乙赔偿。
关于本案的证明责任分配， 下列哪一说法是错误的？

Ａ 乙叠放砖头倒塌的事实， 由原告甲承担证明责任

Ｂ 甲受损害的事实， 由原告甲承担证明责任

Ｃ 甲所受损害是由于乙叠放砖头倒塌砸伤的事实， 由原告甲承担证明责任

Ｄ 乙有主观过错的事实， 由原告甲承担证明责任

【随堂练习 ４０】 李某起诉王某要求返还 １０ 万元借款并支付利息 ５０００ 元， 并向法院提

交了王某亲笔书写的借条。 王某辩称， 已还 ２ 万元， 李某还出具了收条， 但王某并未在法

院要求的时间内提交证据。 法院一审判决王某返还李某 １０ 万元并支付 ５０００ 元利息， 王某

不服提起上诉， 并称一审期间未找到收条， 现找到了并提交法院。 关于王某迟延提交收

条的法律后果， 下列哪一选项是正确的？
Ａ 因不属于新证据， 法院不予采纳

Ｂ 法院应采纳该证据， 并对王某进行训诫

Ｃ 如果李某同意， 法院可以采纳该证据

Ｄ 法院应当责令王某说明理由， 视情况决定是否采纳该证据

【随堂练习 ４１】 关于举证时限和证据交换的表述， 下列哪一选项是正确的？
Ａ 证据交换可以依当事人的申请而进行， 也可以由法院依职权决定而实施

Ｂ 民事诉讼案件在开庭审理前， 法院必须组织进行证据交换

Ｃ 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确有困难的， 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之后申请延长，
但只能申请延长一次

Ｄ 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未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的， 在法庭审理过程中无权再提交

证据

【随堂练习 ４２】 高某诉张某合同纠纷案， 终审高某败诉。 高某向检察院反映， 其在一

审中提交了偷录双方谈判过程的录音带， 其中有张某承认货物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的陈述，
足以推翻原判， 但法院从未组织质证。 对此， 检察院提起抗诉。 关于再审程序中证据的

表述， 下列哪些选项是正确的？
Ａ 再审质证应当由高某、 张某和检察院共同进行

Ｂ 该录音带属于电子数据， 高某应当提交证据原件进行质证

Ｃ 虽然该录音带系高某偷录， 但仍可作为质证对象

Ｄ 如再审法院认定该录音带涉及商业秘密， 应当依职权决定不公开质证

【随堂练习 ４３】 某诉汪某借款纠纷案， 叶某向法院提交了一份内容为汪某向叶某借款

３ 万元并收到该 ３ 万元的借条复印件， 上有 “本借条原件由汪某保管， 借条复印件与借条

原件具有同等效力” 字样， 并有汪某的署名。 法院据此要求汪某提供借条原件， 汪某以

证明责任在原告为由拒不提供， 后又称找不到借条原件。 证人刘某作证称， 他是汪某向

叶某借款的中间人， 汪某向叶某借款的事实确实存在； 另外， 汪某还告诉刘某， 他在叶

某起诉之后把借条原件烧毁， 汪某在法院质证中也予以承认。 在此情况下， 下列哪些选

９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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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是正确的？
Ａ 法院可根据叶某提交的借条复印件， 结合刘某的证言对案涉借款事实进行审查

判断

Ｂ 叶某提交给法院的借条复印件是案涉借款事实的传来证据

Ｃ 法院可认定汪某向叶某借款 ３ 万元的事实

Ｄ 法院可对汪某进行罚款、 拘留

【随堂练习 ４４】 贾某因家里突发急事、 急需用钱， 向好友艾某借了 ３０ 万元， 并承诺

下月还钱， 因是朋友关系， 再加上很快就会归还， 艾某也就没有让贾某打借条。 过了半

年之后， 贾某仍未归还该笔欠款。 正好赶上艾某家里有事用钱， 就打电话给贾某尽快还

钱。 电话中， 艾某要求贾某归还欠款 ３０ 万， 并要求贾某支付逾期利息 ３０００ 元。 贾某承认

借款 ３０ 万元， 但请求艾某免除利息。 后双方没有协商成功， 艾某向法院起诉， 要求贾某

归还欠款及支付利息。 艾某将其与贾某打电话时私下偷录的电话录音提交给了法院。 关

于本案证据的认定， 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Ａ 电话录音没有经过对方同意， 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Ｂ 电话录音虽然没有经过对方同意， 依然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Ｃ 电话录音存有疑点， 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Ｄ 贾某对借款事实的承认构成了自认

【随堂练习 ４５】 甲公司因合同纠纷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乙公司支付货款 ２８０ 万元。
在法院的主持下， 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协议约定： 乙公司在调解书生效后 １０ 日内支付

２８０ 万元本金， 另支付利息 ５ 万元。 为保证协议履行， 双方约定由丙公司为乙公司提供担

保， 丙公司同意。 法院据此制作调解书送达各方， 但丙公司反悔拒绝签收。 关于本案，
下列哪一选项是正确的？

Ａ 调解协议内容尽管超出了当事人诉讼请求， 但仍具有合法性

Ｂ 丙公司反悔拒绝签收调解书， 法院可以采取留置送达

Ｃ 因丙公司反悔， 调解书对其没有效力， 但对甲公司、 乙公司仍具有约束力

Ｄ 因丙公司反悔， 法院应当及时作出判决

【随堂练习 ４６】 甲起诉与丈夫乙离婚， 同时主张抚养小孩、 分割房屋和存款。 在诉讼

过程中， 双方当事人在法院主持下达成以下调解协议： 解除婚姻关系、 甲抚养小孩并分

得房屋； 乙分得存款及双方共同经营的杂货店； 共同债务 ２０００ 元由甲承担。 下列哪些选

项是错误的？
Ａ 调解协议的内容超出诉讼请求范围， 法院不应批准

Ｂ 除杂货店的分割， 协议的其他内容法院应当批准

Ｃ 调解协议将债务约定由一人承担违法， 法院不应批准

Ｄ 除债务承担部分， 协议的其他内容法院应当批准

【随堂练习 ４７】 关于法院制作的调解书， 下列哪一说法是正确的？
Ａ 经法院调解， 老李和小李维持收养关系， 可不制作调解书

Ｂ 某夫妻解除婚姻关系的调解书生效后， 一方以违反自愿为由可申请再审

０１０



增
加
随
堂
练
习
















Ｃ 检察院对调解书的监督方式只能是提出检察建议

Ｄ 执行过程中， 达成和解协议的， 法院可根据当事人的要求制作成调解书

【随堂练习 ４８】 周某 （男） 与张某 （女） 婚后因感情纠纷， 诉至法院， 请求离婚。
诉讼中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约定两个孩子由女方抚养， 两套房屋均归女方所有， 男方每

月支付抚养费 １ 万元， 法院依据调解协议制作调解书送达给双方当事人。 张某发现法院调

解书上关于房屋部分的内容错误， 将调解协议中约定都归她所有的两套房屋写成了周某

和张某一人一套， 遂提出异议。 关于本案， 下列说法正确的有：
Ａ 调解书已经生效， 不能提出异议， 可以违反自愿原则为由申请再审

Ｂ 调解书不生效， 法院收回调解书， 重新制作后再送达给双方

Ｃ 法院审查后认为异议成立的， 及时作出判决

Ｄ 法院审查后认为异议成立的， 作出裁定予以补正

【随堂练习 ４９】 李某与温某之间债权债务纠纷经甲市 Ｍ 区法院审理作出一审判决，
要求温某在判决生效后 １５ 日内偿还对李某的欠款。 双方均未提起上诉。 判决履行期内，
李某发现温某正在转移财产， 温某位于甲市 Ｎ 区有可供执行的房屋一套， 故欲申请法院

对该房屋采取保全措施。 关于本案， 下列哪一选项是正确的？
Ａ 此时案件已经审理结束且未进入执行阶段， 李某不能申请法院采取保全措施

Ｂ 李某只能向作出判决的甲市 Ｍ 区法院申请保全

Ｃ 李某可向甲市 Ｍ 区法院或甲市 Ｎ 区法院申请保全

Ｄ 李某申请保全后， 其在生效判决书指定的履行期间届满后 １５ 日内不申请执行的，
法院应当解除保全措施

【随堂练习 ５０】 甲公司生产的 “晴天牌” 空气清新器销量占据市场第一， 乙公司见

状， 将自己生产的同类型产品注册成 “清天牌”， 并全面仿照甲公司产品， 使消费者难以

区分。 为此， 甲公司欲起诉乙公司侵权， 同时拟申请诉前禁令， 禁止乙公司销售该产品。
关于诉前保全， 下列哪些选项是正确的？

Ａ 甲公司可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采取保全措施， 并应当提供担保

Ｂ 甲公司可向被申请人住所地法院申请采取保全措施， 法院受理后， 须在 ４８ 小时内

作出裁定

Ｃ 甲公司可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采取保全措施， 并应当在 ３０ 天内起诉

Ｄ 甲公司如未在规定期限内起诉， 保全措施自动解除

【随堂练习 ５１】 关于财产保全和先予执行， 下列哪些选项是正确的？
Ａ 二者的裁定都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法院依职权作出

Ｂ 二者适用的案件范围相同

Ｃ 当事人提出财产保全或先予执行的申请时， 法院可以责令其提供担保， 当事人拒

绝提供担保的， 驳回申请

Ｄ 对财产保全和先予执行的裁定， 当事人不可以上诉， 但可以申请复议一次

【随堂练习 ５２】 关于 《民事诉讼法》 规定的期间制度， 下列哪一选项是正确的？
Ａ 法定期间都属于绝对不可变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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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涉外案件的审理不受案件审结期限的限制

Ｃ 当事人从外地到法院参加诉讼的在途期间不包括在期间内

Ｄ 当事人有正当理由耽误了期间， 法院应当依职权为其延展期间

【随堂练习 ５３】 关于法院的送达行为， 下列哪一选项是正确的？
Ａ 陈某以马某不具有选民资格向法院提起诉讼， 由于马某拒不签收判决书， 法院向

其留置送达

Ｂ 法院通过邮寄方式向葛某送达开庭传票， 葛某未寄回送达回证， 送达无效， 应当

重新送达

Ｃ 法院在审理张某和赵某借款纠纷时， 委托赵某所在学校代为送达起诉状副本和应

诉通知

Ｄ 经许某同意， 法院用电子邮件方式向其送达证据保全裁定书

【随堂练习 ５４】 下列哪些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Ａ 林某曾与李某同居 ３ 年， 二人分手时产生纠纷， 林某起诉李某， 要求赔偿 “青春

费” ５ 万元

Ｂ 甲诉乙离婚， 法院于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判决不准离婚；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乙起诉甲， 请求离婚

Ｃ 陈某下落不明 ３ 年， 其丈夫不申请宣告失踪， 直接起诉离婚

Ｄ 甲村民想承包本村鱼塘， 故起诉乙村民， 请求判决解除乙村民与本村的鱼塘承包

合同

【随堂练习 ５５】 甲、 乙两公司签订了一份家具买卖合同， 因家具质量问题， 甲公司起

诉乙公司要求更换家具并支付违约金 ３ 万元。 法院经审理判决乙公司败诉， 乙公司未上

诉。 之后， 乙公司向法院起诉， 要求确认该家具买卖合同无效。 对乙公司的起诉， 法院

应采取下列哪一处理方式？
Ａ 予以受理 Ｂ 裁定不予受理

Ｃ 裁定驳回起诉 Ｄ 按再审处理

【随堂练习 ５６】 依据 《民事诉讼法》 的规定， 下列哪些案件法院应当受理？
Ａ 王某认为他的养子未尽赡养义务， 于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向法院起诉， 要求解除收养关

系。 法院经过调解， 王某与其养子达成了维持收养关系的调解协议。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王某

又以同样的理由向法院起诉， 要求解除收养关系

Ｂ 何某 １９９９ 年向陈某借款 ５ 万元， 约定 ２００１ 年 ８ 月还清， 何某到期未还， 陈某碍

于情面也未向何某主张过归还欠款。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陈某受重伤， 需大笔医疗费， 于是向

何某主张归还欠款， 何某拒不归还。 陈某于是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何某归还欠款

Ｃ 居住在甲省 Ｈ 县的李某与居住在甲省 Ｌ 县的张某因合同履行问题发生纠纷。 双方

在合同中订有仲裁条款， 约定合同履行发生争议由甲省 Ｌ 县的 Ｌ 仲裁委员会仲裁， 现李

某向甲省 Ｌ 县法院起诉要求解决合同纠纷

Ｄ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 吴某向法院起诉要求解除与孟某的婚姻关系， 法院经过审理， 判决

不准离婚。 双方均未上诉。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 孟某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跟吴某离婚

【随堂练习 ５７】 下列哪些民事诉讼案件法院不可以按撤诉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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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王某是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开庭审理过程中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

Ｂ 韩律师是原告的委托代理人， 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

Ｃ 张某是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

Ｄ 李某是被告的法定代理人， 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

【随堂练习 ５８】 法院开庭审理时一方当事人未到庭， 关于可能出现的法律后果， 下列

哪些选项是正确的？
Ａ 延期审理 Ｂ 按原告撤诉处理

Ｃ 缺席判决 Ｄ 采取强制措施拘传未到庭的当事人到庭

【随堂练习 ５９】 对张男诉刘女离婚案 （两人无子女， 刘父已去世）， 因刘女为无行为

能力人， 法院准许其母李某以法定代理人身份代其诉讼。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３ 日， 法院判决二

人离婚， 并对双方共有财产进行了分割。 该判决同日送达双方当事人， 李某对解除其女

儿与张男的婚姻关系无异议， 但对共有财产分割有意见， 拟提起上诉。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０
日， 刘女身亡。 在此情况下， 本案将产生哪些法律后果？

Ａ 本案诉讼中止， 视李某是否就一审判决提起上诉而确定案件是否终结

Ｂ 本案诉讼终结

Ｃ 一审判决生效， 二人的夫妻关系根据判决解除， 李某继承判决分配给刘女的财产

Ｄ 一审判决未生效， 二人的共有财产应依法分割， 张男与李某对刘女的遗产均有继

承权

【随堂练习 ６０】 法院对于诉讼中有关情况的处理， 下列哪些做法是正确的？
Ａ 甲起诉其子乙请求给付赡养费。 开庭审理前， 法院依法对甲、 乙进行了传唤， 但

开庭时乙未到庭， 也未向法院说明理由。 法院裁定延期审理

Ｂ 甲、 乙人身损害赔偿一案， 甲在前往法院的路上， 胃病发作住院治疗。 法院决定

延期审理

Ｃ 甲诉乙离婚案件， 在案件审理中甲死亡。 法院裁定按甲撤诉处理

Ｄ 原告在诉讼中因车祸成为植物人， 在原告法定代理人没有确定的期间， 法院裁定

中止诉讼

【随堂练习 ６１】 关于适用简易程序的表述， 下列哪些选项是正确的？
Ａ 基层法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 当事人双方可协议并经法院同意适用简

易程序审理

Ｂ 经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 法院制作判决书时可对认定事实或者判决理由部分适当

简化

Ｃ 法院可口头方式传唤当事人出庭

Ｄ 当事人对案件事实无争议的， 法院可不开庭径行判决

【随堂练习 ６２】 郑飞诉万雷侵权纠纷一案， 虽不属于事实清楚、 权利义务关系明确、
争议不大的案件， 但双方当事人约定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 法院同意并以电子邮件的

方式向双方当事人通知了开庭时间 （双方当事人均未回复）。 开庭时被告万雷无正当理由

不到庭， 法院作出了缺席判决。 送达判决书时法院通过各种方式均未联系上万雷， 遂采

３１０



２０１９
年
客
观
题
冲
刺１８０

·
民
事
诉
讼
法


















取了公告送达方式送达了判决书。 对此， 法院下列的哪些行为是违法的？
Ａ 同意双方当事人的约定， 适用简易程序对案件进行审理

Ｂ 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双方当事人通知开庭时间

Ｃ 作出缺席判决

Ｄ 采取公告方式送达判决书

【随堂练习 ６３】 李某诉谭某返还借款一案， Ｍ 市 Ｎ 区法院按照小额诉讼案件进行审

理， 判决谭某返还借款。 判决生效后， 谭某认为借款数额远高于法律规定的小额案件的

数额， 不应按小额案件审理， 遂向法院申请再审。 法院经审查， 裁定予以再审。 关于该

案再审程序适用， 下列哪些选项是正确的？
Ａ 谭某应当向 Ｍ 市中级法院申请再审 Ｂ 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审理

Ｃ 对作出的再审判决当事人可以上诉 Ｄ 作出的再审判决仍实行一审终审

【随堂练习 ６４】 大洲公司超标排污导致河流污染， 公益环保组织甲向 Ａ 市中级法院

提起公益诉讼， 请求判令大洲公司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 法院受理后， 在公告期间， 公

益环保组织乙也向 Ａ 市中级法院提起公益诉讼， 请求判令大洲公司停止侵害、 赔偿损失

和赔礼道歉。 公益案件审理终结后， 渔民梁某以大洲公司排放的污水污染了其承包的鱼

塘为由提起诉讼， 请求判令赔偿其损失。
公益环保组织因与大洲公司在诉讼中达成和解协议申请撤诉， 法院的正确处理方

式是：
Ａ 应将和解协议记入笔录， 准许公益环保组织的撤诉申请

Ｂ 不准许公益环保组织的撤诉申请

Ｃ 应将双方的和解协议内容予以公告

Ｄ 应依职权根据和解协议内容制作调解书

【随堂练习 ６５】 大洲公司超标排污导致河流污染， 公益环保组织甲向 Ａ 市中级法院

提起公益诉讼， 请求判令大洲公司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 法院受理后， 在公告期间， 公

益环保组织乙也向 Ａ 市中级法院提起公益诉讼， 请求判令大洲公司停止侵害、 赔偿损失

和赔礼道歉。 公益案件审理终结后， 渔民梁某以大洲公司排放的污水污染了其承包的鱼

塘为由提起诉讼， 请求判令赔偿其损失。
对梁某的起诉， 法院的正确处理方式是：
Ａ 属重复诉讼， 裁定不予受理

Ｂ 不予受理， 告知其向公益环保组织请求给付

Ｃ 应予受理， 但公益诉讼中已提出的诉讼请求不得再次提出

Ｄ 应予受理， 其诉讼请求不受公益诉讼影响

【随堂练习 ６６】 下列哪些情况下， 法院不应受理当事人的上诉请求？
Ａ 宋某和卢某借款纠纷一案， 卢某终审败诉， 宋某向区法院申请执行， 卢某提出执

行管辖异议， 区法院裁定驳回卢某异议。 卢某提起上诉

Ｂ 曹某向市中院诉刘某侵犯其专利权， 要求赔偿损失 １ 元钱， 中院驳回其请求。 曹

某提起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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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孙某将朱某打伤， 经当地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协议， 并申请法院进行了司法

确认。 后朱某反悔提起上诉

Ｄ 尹某诉与林某离婚， 法院审查中发现二人系禁婚的近亲属， 遂判决二人婚姻无效。
尹某提起上诉

【随堂练习 ６７】 甲、 乙、 丙三人共同致丁身体损害， 丁起诉三人要求赔偿 ３ 万元。 一

审法院经审理判决甲、 乙、 丙分别赔偿 ２ 万元、 ８０００ 元和 ２０００ 元， 三人承担连带责任。
甲认为丙赔偿 ２０００ 元的数额过低， 提起上诉。 关于本案二审当事人诉讼地位的确定， 下

列哪一选项是正确的？
Ａ 甲为上诉人， 丙为被上诉人， 乙为原审被告， 丁为原审原告

Ｂ 甲为上诉人， 丙、 丁为被上诉人， 乙为原审被告

Ｃ 甲、 乙为上诉人， 丙为被上诉人， 丁为原审原告

Ｄ 甲、 乙、 丙为上诉人， 丁为被上诉人

【随堂练习 ６８】 甲对乙享有 １０ 万元到期债权， 乙无力清偿， 且怠于行使对丙的 １５ 万

元债权， 甲遂对丙提起代位权诉讼， 法院依法追加乙为第三人。 一审判决甲胜诉， 丙应

向甲给付 １０ 万元。 乙、 丙均提起上诉， 乙请求法院判令丙向其支付剩余 ５ 万元债务， 丙

请求法院判令甲对乙的债权不成立。 关于二审当事人地位的表述， 下列哪一选项是正

确的？
Ａ 丙是上诉人， 甲是被上诉人

Ｂ 乙、 丙是上诉人， 甲是被上诉人

Ｃ 乙是上诉人， 甲、 丙是被上诉人

Ｄ 丙是上诉人， 甲、 乙是被上诉人

【随堂练习 ６９】 朱某诉力胜公司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 朱某要求判令被告支付违约

金 ５ 万元； 因房屋质量问题， 请求被告修缮， 费用由被告支付。 一审法院判决被告败诉，
认可了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力胜公司不服令其支付 ５ 万元违约金的判决， 提起上诉。 二审

法院发现一审法院关于房屋有质量问题的事实认定， 证据不充分。 关于二审法院对本案

的处理， 下列哪些说法是正确的？
Ａ 应针对上诉人不服违约金判决的请求进行审理

Ｂ 可对房屋修缮问题在查明事实的情况下依法改判

Ｃ 应针对上诉人上诉请求所涉及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进行审理

Ｄ 应全面审查一审法院对案件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

【随堂练习 ７０】 齐远、 张红是夫妻， 因感情破裂诉至法院离婚， 提出解除婚姻关系、
子女抚养、 住房分割等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准予离婚并对子女抚养问题作出判决。 齐远

不同意离婚提出上诉。 二审中， 张红增加诉讼请求， 要求分割诉讼期间齐远继承其父的

遗产。 下列哪一说法是正确的？
Ａ 一审漏判的住房分割诉讼请求， 二审可调解， 调解不成， 发回重审

Ｂ 二审增加的遗产分割诉讼请求， 二审可调解， 调解不成， 发回重审

Ｃ 住房和遗产分割的两个诉讼请求， 二审可合并调解， 也可一并发回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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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住房和遗产分割的两个诉讼请求， 经当事人同意， 二审法院可一并裁判

【随堂练习 ７１】 石山公司起诉建安公司请求返还 ８６ 万元借款及支付 ５ 万元利息， 一

审判决石山公司胜诉， 建安公司不服提起上诉。 二审中， 双方达成和解协议： 石山公司

放弃 ５ 万元利息主张， 建安公司在撤回上诉后 １５ 日内一次性付清 ８６ 万元本金。 建安公司

向二审法院申请撤回上诉后， 并未履行还款义务。 关于石山公司的做法， 下列哪一表述

是正确的？
Ａ 可依和解协议申请强制执行 Ｂ 可依一审判决申请强制执行

Ｃ 可依和解协议另行起诉 Ｄ 可依和解协议申请司法确认

【随堂练习 ７２】 二审法院根据当事人上诉和案件审理情况， 对上诉案件作出相应裁

判。 下列哪一选项是正确的？
Ａ 二审法院认为原判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认定清楚、 适用法律正确， 裁定驳回上

诉， 维持原判

Ｂ 二审法院认为原判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认定清楚， 但适用法律有错误， 裁定发

回重审

Ｃ 二审法院认为一审判决是在案件未经开庭审理而作出的， 裁定撤销原判， 发回

重审

Ｄ 原审原告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 二审法院合并审理， 一并作出判决

【随堂练习 ７３】 甲公司诉乙公司货款纠纷一案， Ａ 市 Ｂ 区法院在审理中查明甲公司的

权利主张已超过诉讼时效 （乙公司并未提出时效抗辩）， 遂判决驳回甲公司的诉讼请求。
判决作出后上诉期间届满之前， Ｂ 区法院发现其依职权适用诉讼时效规则是错误的。 关于

本案的处理， 下列哪一说法是正确的？
Ａ 因判决尚未发生效力， Ｂ 区法院可以将判决书予以收回， 重新作出新的判决

Ｂ Ｂ 区法院可以将判决书予以收回， 恢复庭审并向当事人释明时效问题， 视具体情

况重新作出判决

Ｃ Ｂ 区法院可以作出裁定， 纠正原判决中的错误

Ｄ 如上诉期间届满当事人未上诉的， Ｂ 区法院可以决定再审， 纠正原判决中的错误

【随堂练习 ７４】 甲公司诉乙公司合同纠纷案， 南山市 Ｓ 县法院进行了审理并作出驳回

甲公司诉讼请求的判决， 甲公司未提出上诉。 判决生效后， 甲公司因收集到新的证据申

请再审。 下列哪些选项是正确的？
Ａ 甲公司应当向 Ｓ 县法院申请再审

Ｂ 甲公司应当向南山市中级法院申请再审

Ｃ 法院应当适用一审程序再审本案

Ｄ 法院应当适用二审程序再审本案

【随堂练习 ７５】 关于检察监督， 下列哪一选项是正确的？
Ａ 甲县检察院认为乙县法院的生效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对其提出检察建议

Ｂ 丙市检察院就合同纠纷向仲裁委员会提出检察建议， 要求重新仲裁

Ｃ 丁县检察院认为丁县法院某法官在制作除权判决时收受贿赂， 向该法院提出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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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戊县检察院认为戊县法院认定某公民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判决存在程序错误，
报请上级检察院提起抗诉

【随堂练习 ７６】 周立诉孙华人身损害赔偿案， 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电话通知

双方当事人开庭， 孙华无故未到庭， 法院缺席判决孙华承担赔偿周立医疗费。 判决书生

效后， 周立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程序开始， 孙华向一审法院提出再审申请。 法院裁定再

审， 未裁定中止原判决的执行。 关于本案， 下列哪一说法是正确的？
Ａ 法院电话通知当事人开庭是错误的

Ｂ 孙华以法院未传票通知其开庭即缺席判决为由， 提出再审申请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Ｃ 孙华应向二审法院提出再审申请， 而不可向原一审法院申请再审

Ｄ 法院裁定再审， 未裁定中止原判决的执行是错误的

【随堂练习 ７７】 在基层人大代表换届选举中， 村民刘某发现选举委员会公布的选民名

单中遗漏了同村村民张某的名字， 遂向选举委员会提出申诉。 选举委员会认为， 刘某不

是本案的利害关系人无权提起申诉， 故驳回了刘某的申诉， 刘某不服诉至法院。 下列哪

一选项是错误的？
Ａ 张某、 刘某和选举委员会的代表都必须参加诉讼

Ｂ 法院应该驳回刘某的起诉， 因刘某与案件没有直接利害关系

Ｃ 选民资格案件关系到公民的重要政治权利， 只能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

Ｄ 法院对选民资格案件做出的判决是终审判决， 当事人不得对此提起上诉

【随堂练习 ７８】 李某因债务人刘某下落不明申请宣告刘某失踪。 法院经审理宣告刘某

为失踪人， 并指定刘妻为其财产代管人。 判决生效后， 刘父认为由刘妻代管财产会损害

儿子的利益， 要求变更刘某的财产代管人。 关于本案程序， 下列哪一说法是正确的？
Ａ 李某无权申请刘某失踪

Ｂ 刘父应提起诉讼变更财产代管人， 法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

Ｃ 刘父应向法院申请变更刘妻的财产代管权， 法院适用特别程序审理

Ｄ 刘父应向法院申请再审变更财产代管权， 法院适用再审程序审理

【随堂练习 ７９】 李云将房屋出售给王亮， 后因合同履行发生争议， 经双方住所地人民

调解委员会调解， 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明确王亮付清房款后， 房屋的所有权归属王亮。
为确保调解协议的效力， 双方约定向法院提出司法确认申请， 李云随即长期出差在外。
下列哪一说法是正确的？

Ａ 本案系不动产交易， 应向房屋所在地法院提出司法确认申请

Ｂ 李云长期出差在外， 王亮向法院提出确认申请， 法院可受理

Ｃ 李云出差两个月后， 双方向法院提出确认申请， 法院可受理

Ｄ 本案的调解协议内容涉及物权确权， 法院不予受理

【随堂练习 ８０】 甲公司与银行订立了标的额为 ８０００ 万元的贷款合同， 甲公司董事长

美国人汤姆用自己位于 Ｗ 市的三套别墅为甲公司提供抵押担保。 贷款到期后甲公司无力

归还， 银行向法院申请适用特别程序实现对别墅的抵押权。 关于本案的分析， 下列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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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是正确的？
Ａ 由于本案标的金额巨大， 且具有涉外因素， 银行应向 Ｗ 市中院提交书面申请

Ｂ 本案的被申请人只应是债务人甲公司

Ｃ 如果法院经过审查， 作出拍卖裁定， 可直接移交执行庭进行拍卖

Ｄ 如果法院经过审查， 驳回银行申请， 银行可就该抵押权益向法院起诉

【随堂练习 ８１】 关于 《民事诉讼法》 规定的特别程序的表述， 下列哪一选项是正

确的？
Ａ 适用特别程序审理的案件都是非讼案件

Ｂ 起诉人或申请人与案件都有直接的利害关系

Ｃ 适用特别程序审理的案件都是一审终审

Ｄ 陪审员通常不参加适用特别程序案件的审理

【随堂练习 ８２】 甲公司购买乙公司的产品， 丙公司以其房产为甲公司提供抵押担保。
因甲公司未按约支付 １２０ 万元货款， 乙公司向 Ａ 市 Ｂ 县法院申请支付令。 法院经审查向

甲公司发出支付令， 甲公司拒绝签收。 甲公司未在法定期间提出异议， 而以乙公司提供

的产品有质量问题为由向 Ａ 市 Ｃ 区法院提起诉讼。 关于本案， 下列哪些表述是正确的？
Ａ 甲公司拒绝签收支付令， 法院可采取留置送达

Ｂ 甲公司提起诉讼， 法院应裁定中止督促程序

Ｃ 乙公司可依支付令向法院申请执行甲公司的财产

Ｄ 乙公司可依支付令向法院申请执行丙公司的担保财产

【随堂练习 ８３】 黄某向法院申请支付令， 督促陈某返还借款。 送达支付令时， 陈某拒

绝签收， 法官遂进行留置送达。 １２ 天后， 陈某以已经归还借款为由向法院提起书面异议。
黄某表示希望法院彻底解决自己与陈某的借款问题。 下列哪一说法是正确的？

Ａ 支付令不能留置送达， 法官的送达无效

Ｂ 提出支付令异议的期间是 １０ 天， 陈某的异议不发生效力

Ｃ 陈某的异议并未否认二人之间存在借贷法律关系， 因而不影响支付令的效力

Ｄ 法院应将本案转为诉讼程序审理

【随堂练习 ８４】 下列关于公示催告程序特点的哪些说法是正确的？
Ａ 公示催告程序仅适用于基层人民法院

Ｂ 公示催告程序实行一审终审

Ｃ 公示催告程序中没有答辩程序

Ｄ 公示催告程序中没有开庭审理程序

【随堂练习 ８５】 甲公司财务室被盗， 遗失金额为 ８０ 万元的汇票一张。 甲公司向法院

申请公示催告， 法院受理后即通知支付人 Ａ 银行停止支付， 并发出公告， 催促利害关系

人申报权利。 在公示催告期间， 甲公司按原计划与材料供应商乙企业签订购货合同， 将

该汇票权利转让给乙企业作为付款。 公告期满， 无人申报， 法院即组成合议庭作出判决，
宣告该汇票无效。 关于本案， 下列哪些说法是正确的？

Ａ Ａ 银行应当停止支付， 直至公示催告程序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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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甲公司将该汇票权利转让给乙企业的行为有效

Ｃ 甲公司若未提出申请， 法院可以作出宣告该汇票无效的判决

Ｄ 法院若判决宣告汇票无效， 应当组成合议庭

【随堂练习 ８６】 关于涉外民事诉讼管辖的表述， 下列哪一选项是正确的？
Ａ 凡是涉外诉讼与我国法院所在地存在一定实际联系的， 我国法院都有管辖权， 体

现了诉讼与法院所在地实际联系原则

Ｂ 当事人在不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前提下， 可以约定各类涉外民事案件的管

辖法院， 体现了尊重当事人原则

Ｃ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与其他民事主体的合同纠纷， 专属我国法院管辖， 体现了维护

国家主权原则

Ｄ 重大的涉外案件由中级以上级别的法院管辖， 体现了便于当事人诉讼原则

【随堂练习 ８７】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中国甲市公民李虹 （女） 与美国留学生琼斯 （男） 在

中国甲市登记结婚， 婚后两人一直居住在甲市 Ｂ 区。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李虹提起离婚诉讼，
甲市 Ｂ 区法院受理了该案件， 适用普通程序审理。 关于本案， 下列哪些表述是正确的？

Ａ 本案的一审审理期限为 ６ 个月

Ｂ 法院送达诉讼文书时， 对李虹与琼斯可采取同样的方式

Ｃ 不服一审判决， 李虹的上诉期为 １５ 天， 琼斯的上诉期为 ３０ 天

Ｄ 美国驻华使馆法律参赞可以个人名义作为琼斯的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

【随堂练习 ８８】 住所位于我国 Ａ 市 Ｂ 区的甲公司与美国乙公司在我国 Ｍ 市 Ｎ 区签订

了一份买卖合同， 美国乙公司在我国 Ｃ 市 Ｄ 区设有代表处。 甲公司因乙公司提供的产品

质量问题诉至法院。 关于本案， 下列哪些选项是正确的？
Ａ Ｍ 市 Ｎ 区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

Ｂ Ｃ 市 Ｄ 区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

Ｃ 法院向乙公司送达时， 可向乙公司设在 Ｃ 市 Ｄ 区的代表处送达

Ｄ 如甲公司不服一审判决， 应当在一审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１５ 日内提起上诉

【随堂练习 ８９】 关于民事审判程序与民事执行程序的关系， 下列哪些说法是错误的？
Ａ 民事审判程序是确认民事权利义务的程序， 民事执行程序是实现民事权利义务关

系的程序

Ｂ 法院对案件裁定进行再审时， 应当裁定终结执行

Ｃ 民事审判程序是民事执行程序的前提

Ｄ 民事执行程序是民事审判程序的继续

【随堂练习 ９０】 甲向法院申请执行郭某的财产， 乙、 丙和丁向法院申请参与分配， 法

院根据郭某财产以及各执行申请人债权状况制定了财产分配方案。 甲和乙认为分配方案

不合理， 向法院提出了异议， 法院根据甲和乙的意见， 对分配方案进行修正后， 丙和丁

均反对。 关于本案， 下列哪一表述是正确的？
Ａ 丙、 丁应向执行法院的上一级法院申请复议

Ｂ 甲、 乙应向执行法院的上一级法院申请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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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丙、 丁应以甲和乙为被告向执行法院提起诉讼

Ｄ 甲、 乙应以丙和丁为被告向执行法院提起诉讼

【随堂练习 ９１】 甲乙双方合同纠纷， 经仲裁裁决， 乙须偿付甲货款 １００ 万元， 利息 ５
万元， 分 ５ 期偿还。 乙未履行该裁决。 甲据此向法院申请执行， 在执行过程中， 双方达成

和解协议， 约定乙一次性支付货款 １００ 万元， 甲放弃利息 ５ 万元并撤回执行申请。 和解协

议生效后， 乙反悔， 未履行和解协议。 关于本案， 下列哪一说法是正确的？
Ａ 对甲撤回执行的申请， 法院裁定中止执行

Ｂ 甲可向法院申请执行和解协议

Ｃ 甲可以乙违反和解协议为由提起诉讼

Ｄ 甲可向法院申请执行原仲裁裁决， 法院恢复执行

【随堂练习 ９２】 对于甲和乙的借款纠纷， 法院判决乙应归还甲借款。 进入执行程序

后， 由于乙无现金， 法院扣押了乙住所处的一架钢琴准备拍卖。 乙提出钢琴是其父亲的

遗物， 申请用一台价值与钢琴相当的相机替换钢琴。 法院认为相机不足以抵偿乙的债务，
未予同意。 乙认为扣押行为错误， 提出异议。 法院经过审查， 驳回该异议。 关于乙的救

济渠道， 下列哪一表述是正确的？
Ａ 向执行法院申请复议 Ｂ 向执行法院的上一级法院申请复议

Ｃ 向执行法院提起异议之诉 Ｄ 向原审法院申请再审

【随堂练习 ９３】 甲公司申请强制执行乙公司的财产， 法院将乙公司的一处房产列为执

行标的。 执行中， 丙银行向法院主张， 乙公司已将该房产抵押贷款， 并以自己享有抵押

权为由提出异议。 乙公司否认将房产抵押给丙银行。 经审查， 法院驳回丙银行的异议。
丙银行拟向法院起诉， 关于本案被告的确定， 下列哪一选项是正确的？

Ａ 丙银行只能以乙公司为被告起诉

Ｂ 丙银行只能以甲公司为被告起诉

Ｃ 丙银行可选择甲公司为被告起诉， 也可选择乙公司为被告起诉

Ｄ 丙银行应当以甲公司和乙公司为共同被告起诉

【随堂练习 ９４】 汤某设宴为母祝寿， 向成某借了一尊清代玉瓶装饰房间。 毛某来祝寿

时， 看上了玉瓶， 提出购买。 汤某以 ３０ 万元将玉瓶卖给了毛某， 并要其先付钱， 寿典后

１５ 日内交付玉瓶。 毛某依约履行， 汤某以种种理由拒绝交付。 毛某诉至甲县法院， 要求

汤某交付玉瓶， 得到判决支持。 汤某未上诉， 判决生效。 在该判决执行时， 成某知晓了

上述情况。 对此， 成某依法可采取哪些救济措施？
Ａ 以案外人身份向甲县法院直接申请再审

Ｂ 向甲县法院提出执行异议

Ｃ 向甲县法院提出第三人撤销之诉

Ｄ 向甲县法院申诉， 要求甲县法院依职权对案件启动再审

【随堂练习 ９５】 兴源公司与郭某签订钢材买卖合同， 因郭某未履约依法解除了合同。
郭某一直未将预付款返还， 兴源公司遂提出返还货款的仲裁请求， 仲裁庭适用简易程序

审理， 并作出裁决， 支持该请求。 由于郭某拒不履行裁决， 兴源公司申请执行。 针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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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中郭某拒不履行债务的行为， 法院采取的正确的执行措施是：
Ａ 依职权决定限制郭某乘坐飞机

Ｂ 要求郭某报告当前的财产情况

Ｃ 强制郭某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Ｄ 根据郭某的申请， 对拖欠郭某货款的金康公司发出履行通知

【随堂练习 ９６】 田某拒不履行法院令其迁出钟某房屋的判决， 因钟某已与他人签订租

房合同， 房屋无法交给承租人， 使钟某遭受损失， 钟某无奈之下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法院受理后， 责令田某 １５ 日内迁出房屋， 但田某仍拒不履行。 关于法院对田某可以采取

的强制执行措施， 下列哪些选项是正确的？
Ａ 罚款

Ｂ 责令田某向钟某赔礼道歉

Ｃ 责令田某双倍补偿钟某所受到的损失

Ｄ 责令田某加倍支付以钟某所受损失为基数的同期银行利息

【随堂练习 ９７】 关于民事仲裁与民事诉讼的区别， 下列哪一选项是正确的？
Ａ 具有给付内容的生效判决书都具有执行力， 具有给付内容的生效裁决书没有执

行力

Ｂ 诉讼中当事人可以申请财产保全， 在仲裁中不可以申请财产保全

Ｃ 仲裁不需对案件进行开庭审理， 诉讼原则上要对案件进行开庭审理

Ｄ 仲裁机构是民间组织， 法院是国家机关

【随堂练习 ９８】 大成公司与华泰公司签订投资合同， 约定了仲裁条款： 如因合同效力

和合同履行发生争议， 由 Ａ 仲裁委员会仲裁。 合作中双方发生争议， 大成公司遂向 Ａ 仲

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 要求确认投资合同无效。 Ａ 仲裁委员会受理。 华泰公司提交答辩

书称， 如合同无效， 仲裁条款当然无效， 故 Ａ 仲裁委员会无权受理本案。 随即， 华泰公

司向法院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无效， 大成公司见状， 向 Ａ 仲裁委员会提出请求确认仲裁协

议有效。 关于本案， 下列哪一说法是正确的？
Ａ Ａ 仲裁委员会无权确认投资合同是否有效

Ｂ 投资合同无效， 仲裁条款即无效

Ｃ 仲裁条款是否有效， 应由法院作出裁定

Ｄ 仲裁条款是否有效， 应由 Ａ 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

【随堂练习 ９９】 某仲裁委员会在开庭审理甲公司与乙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时， 乙公司对

仲裁庭中的一名仲裁员提出了回避申请。 经审查后， 该仲裁员依法应予回避， 仲裁委员

会重新确定了仲裁员。 关于仲裁程序如何进行， 下列哪一选项是正确的？
Ａ 已进行的仲裁程序应当重新进行

Ｂ 已进行的仲裁程序有效， 仲裁程序应当继续进行

Ｃ 当事人请求已进行的仲裁程序重新进行的， 仲裁程序应当重新进行

Ｄ 已进行的仲裁程序是否重新进行， 仲裁庭有权决定

【随堂练习 １００】 Ｂ 市的京发公司与 Ｔ 市的蓟门公司签订了一份海鲜买卖合同， 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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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货地在 Ｔ 市， 并同时约定 “涉及本合同的争议， 提交 Ｓ 仲裁委员会仲裁。” 京发公司收

货后， 认为海鲜等级未达到合同约定， 遂向 Ｓ 仲裁委员会提起解除合同的仲裁申请， 仲

裁委员会受理了该案。 在仲裁规则确定的期限内， 京发公司选定仲裁员李某作为本案仲

裁庭的仲裁员， 蓟门公司未选定仲裁员， 双方当事人也未共同选定第三名仲裁员， Ｓ 仲裁

委主任指定张某为本案仲裁庭仲裁员、 刘某为本案首席仲裁员， 李某、 张某、 刘某共同

组成本案的仲裁庭， 仲裁委向双方当事人送达了开庭通知。
开庭当日， 蓟门公司未到庭， 也未向仲裁庭说明未到庭的理由。 仲裁庭对案件进行

了审理并作出缺席裁决。 在评议裁决结果时， 李某和张某均认为蓟门公司存在严重违约

行为， 合同应解除， 而刘某认为合同不应解除， 拒绝在裁决书上签名。 最终， 裁决书上

只有李某和张某的签名。
Ｓ 仲裁委员会将裁决书向双方当事人进行送达时， 蓟门公司拒绝签收， 后蓟门公司向

法院提出撤销仲裁裁决的申请。 请回答第 （１） ～ （３） 题。
（１） 关于本案中仲裁庭组成，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Ａ 京发公司有权选定李某为本案仲裁员

Ｂ 仲裁委主任有权指定张某为本案仲裁员

Ｃ 仲裁委主任有权指定刘某为首席仲裁员

Ｄ 本案仲裁庭的组成合法

（２） 关于本案的裁决书， 下列表述正确的是：
Ａ 裁决书应根据仲裁庭中的多数意见， 支持京发公司的请求

Ｂ 裁决书应根据首席仲裁员的意见， 驳回京发公司的请求

Ｃ 裁决书可支持京发公司的请求， 但必须有首席仲裁员的签名

Ｄ 无论蓟门公司是否签收， 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生效

（３） 关于蓟门公司撤销仲裁裁决的申请， 下列表述正确的是：
Ａ 蓟门公司应向 Ｓ 仲裁委所在地中院提出申请

Ｂ 法院应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该撤销申请

Ｃ 法院可以适用法律错误为由撤销 Ｓ 仲裁委的裁决

Ｄ 法院应以缺席裁决违反法定程序为由撤销 Ｓ 仲裁委的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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