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 年成人高考专升本民法考试真题及答案解析
一、选择题：1~35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70 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最符合题目要求的，将所选项前
的字母填在题后的括号内。
1、下列社会关系中，由民法调整的是（

）。

A、 婚姻家庭关系
B、 治安管理关系
C、 交通管理关系
D、 刑事诉讼关系
答案： A
解析：民法的调整对象是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

2、所有权属于（

）。

A、 支配权
B、 请求权
C、 形成权
D、 抗辩权
答案： A
解析：支配权，是指权利主体可以直接支配权利标的物而具有排他性的权利。所有权，是指所有人对其所有物享有的全面支配并排斥他人 干涉的物
权。物权是典型的支配权，所以说，所有权属于支配权。

3、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终于（

A'死亡 B '失踪
C、 被诊断为植物人
D、 下落不明
答案： A
解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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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下列选项中，属于不动产的是（

A、 自行车
B、 雨 伞
C'大米 D、
土地

）。

解析：不动产，指不能移动，或移动后会改变其价值和用途的物。如土地、附着于土地上的建筑物和其他地上定着物。

5、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与对方签订合同，致使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可以认定为
） o

（

A'胁迫
B、 显失公平
C、 欺诈
D、 乘人之危
答案： B
解析：民事行为发生时显失公平属于可撤销的民事行为的情形，具体是指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义 务明显违
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民事行为。

6、在普通合伙企业中，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

）。

A、 有限连带责任
B、 无限连带责任
C、 有限按份责任
D、 无限按份责任
答案： B
解析：普通合伙的基本特征：依协议自愿成立；共同出资、共享利润，以经营共同事业为目的；合伙是由 2 个以上的合伙人所组成的组织； 合伙人
以其个人财产对合伙组织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1、下列选项中，属于天然孳息的是（

）

0

A、 出租房屋的租金
B、 银行存款的利息
C、 水牛生的小水牛
D、 地下埋藏的金帀
答案： C
解析：天然孽息，指依原物的自然属性而获得的收益，如动物的产出物。A B 两项属于法定孽息，D 项是埋藏物。

8、下列选项中，构成主物和从物关系的是（

）。

A、 生产设备与产品
B、 房屋与窗户
C、 电视机与遥控器
D、 桌子与抽屉
答案： C
解析：在必须结合使用才能发挥经济效益的两个独立物中，起主要效用的为主物；在两个独立物结合使用中处于附属地位，起辅助作用的 物是从物。

C 项中电视机是主物，遥控器是从物。

9、下列选项中，属于自物权的是（

A'所有权
B、 地役权
C、 柢押权
D、 留置权
答案： A
解析：自物权是权利人依法对自有物享有的物权，自物权就是所有权，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可以对物进行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 利。B C D
三项属于他物权。

10、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这体现了物权法的（

）。

A' 公 示 原 则
B 、 公信原则

C、 物权法定原则
D ' —物一权原则
答案： C
解析：物权法定原则，是指物权的种类和内容均须由法律加以明确规定，不允许当事人任意创设与法律不同的物权种类或协议改变物权的 内容。

11、下列有关相邻关系的表述，错误的是（

）。

A、 对自然流水的排放，应当尊重自然流向
B、 不动产权利人因铺设管线利用相邻不动产造成损害的，可以不予赔偿
C、 不动产权利人对相邻权利人因通行必须利用其土地的，应当提供必要的便利
D、 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原则处理相邻关系
答案： B
解析：《物权法》第 92 条规定，不动产权利人因用水、排水、通行、铺设管线等利用相邻不动产的，应当尽量避免对相邻的不动产权利人 造成损
害；造成损害的，应当给予赔偿。A C D 三项均为正确表述。

12、下列财产中，可以柢押的是（

）。

A、 依法被扣押的财产
B、 建设用地使用权
C、 土地所有权
D、 所有权有争议的财产
答案： B
解析：《物权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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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筑物和其他土地附着物。（2）建设用地使用权。（3）
以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取得的荒地等土地承包经营权。（4）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产品。（5）正在建造的建筑物、船舶、航空 器。
（6）交通运输工具。（7）法律、行政法规未禁止柢押的其他财产。A C D 三项属于物权法禁止抵押的财产类型。

13、下列权利属于人身权的是（

A' 所 有 权
B、 质 权
C、 债 权

D、 隐 私 权
答案： D
解析：人身权分为人格权和身份权。人格权是民事主体固有的，以人格利益为客体，为实现自己的独立人格必须具备的权利，如生命健康 权、姓
名权、名称权、肖像权、P 急私权等。A B 两项属于物权，C 项即债权。

14、杨某未经孙某同意，将孙某照片放到网络上为自己的产品做广告。杨某的行为侵犯了孙某的（

）。

A'身份权
B、 肖像权
C、 名誉权
D、 荣誉权
答案： B
解析：《民法通则》第 100 条规定，公民享有肖像权，未经本人同意，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使用公民的肖像。杨某未经孙某同意用其照片实 施营利
行为侵犯了孙某的肖像权。

15、收养关系成立的时间为（

）。

A、 收养协议成立时
B、 收养协议公证时
C、 收养关系登记时
D、 被收养人与收养人共同生活时
答案： C
解析：收养关系的成立须经过行政登记程序。收养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收养关系自登记之日起成立。

16、甲、乙系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二人共有存款 8 万元，另有甲获得的劳动报酬 1 万元，乙获得的稿费收人 3 万 元。
某日，甲突发心脏病死亡，其遗产共计（
A、 5 万元

）。

B、 6 万元
C、 9 万元
D、 12 万元
答案： B
解析：婚姻存续期间，甲和乙的共有存款，甲的劳动报酬，乙获得的稿费均为夫妻共同财产，共计 12 万元，两人平均分割，甲的遗产为 6 万 元。

17、下列情形中，继承人丧失继承权的是（

A、 误伤其他继承人的
B、 有赌博恶习的
C、 故意杀害被继承人的
D、 未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
答案： C
解析：《继承法》第 7 条规定，继承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丧失继承权：（1）故意杀害被继承人的。（2）为争夺遗产而杀害其他继承人的。（3）

遗弃被继承人的，或者虐待被继承人情节严重的。（4）伪造、篡改或者销毀遗瞩，情节严重的。

18、甲与继父已经形成扶养关系。后甲的生父与继父先后死亡，则甲（

A、 只能继承生父的遗产
B、 只能继承继父的遗产
C、 可以同时继承生父和继父的遗产
D、 只能选择继承生父或继父的遗产
答案： C
解析：依据《继承法》的规定，法定继承人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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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包括生父母、养父 母和有扶
养关系的继父母。所以甲对生父和有扶养关系的继父都享有继承权，可以同时继承生父和继父的遗产。

19、继承人在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前没有作出放弃或接受继承表示的，即视为（

）。

A、 放弃继承
B、 接受继承
C、 丧失继承权
D、 转继承
答案： B
解析：接受继承是一种单方行为，可以明示也可以默示接受。继承人放弃继承应当以书面形式向其他继承人表示；用口头方式表示放弃继 承，本人
承认，或有其他充分证据证明的，也应认定其有效；故放弃继承只能是明示放弃。题中继承人未作出明确表示应视为默示接受继 承。

20、甲欲将其一间房屋遗赠给他人。下列人员中，可以作为受遗赠人的是（

）。

A、 甲的女儿
B、 甲的儿子
C、 甲的朋友
D、 甲的弟弟
答案： C
解析：遗赠，是指公民以遗嘱的形式将其个人财产赠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国家或者集体组织，并于其死亡后发生法律效力的一种法律 制度。A B D
三项均属于法定继承人。

21、甲与其叔叔属于（

）。

A、 二代直系血亲
B、 三代直系血亲
C、 二代旁系血亲
D、 三代旁系血亲
答案： D
解析：根据亲属间血缘关系不同将亲系分为直系血亲和旁系血亲。旁系血亲是指双方之间无从出关系但由一共同祖先所生的血亲。甲和叔 叔同源于
祖父母，自己是第,叔叔是第二代，祖父母是第三代，而这些亲属都源于第三代，所以甲与其叔叔之间是三代旁系血亲。

A、 1 人
B、 2 人
C、 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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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4 人
答案： A
解析：《收养法》第 8 条规定，收养人只能收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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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名的限制。

23、甲为乙制作一套沙发，乙未依约支付报酬，甲遂留置该沙发，但双方未约定留置财产后的债务履行期间。甲给乙履行 债务
的期间依法应不少于（
A、 2 个月

）。

B、 3 个月
C、 6 个月
D、 1 年
答案： A
解析：《物权法》第 236 条规定，留置权人与债务人应当约定留置财产后的债务履行期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留置权人应当给 债务人两
个月以上履行债务的期间，但鲜活易腐等不易保管的动产除外。

24、甲冒充明星乙参加某公司庆典，获利颇丰。甲的行为侵犯了乙的（

）。

A、 姓名权
B、 肖像权
C、 荣誉权
D、 隐私权
答案： A
解析：姓名权是指自然人依法享有决定、变更和使用自己的姓名并排除他人干涉或去使用自己姓名的权利。姓名权的内容主要包括姓名 决定权、姓
名变更权和姓名使用权。题中甲冒充乙参加某公司庆典并获利侵犯了乙的姓名使用权。

25、生产者承担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是（

）。

A、 过错责任原则
B、 无过错责任原则
C、 过错推定原则
D、 公平责任原则
答案： B
解析：《侵权责任法》第 41 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此生产者承担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是 无过错原
则。

26、甲公司职工王某在执行工作任务时不慎砸伤李某。李某（

A、 只能请求甲公司赔偿
B、 只能请求王某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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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有权请求甲公司和王某承担按份责｛壬
答案： A
解析：《侵权责任法》第 34 条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住承担侵权责任。故李某只能请求甲 公司承担
赔偿责任。

27、甲 17 周岁，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甲到乙商店购买电脑 1 台。该买卖合同（

）。

A'有效 B '
无效

C、 可撤销
D、 效力待定
答案： A
解析：《民法通则》第 11 条规定，16 周岁以上不满 18 周岁的公民，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题中 甲应视
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他所实施的民事行为当然有效。

28、甲、乙在郊外打靶。二人同时开枪，误伤了丙，无法确定误伤丙的子弹由谁射出。丙的损害应由（

A、 甲独自承担赔偿责任
B、 乙独自承担赔偿责任
C、 甲、乙承担连带责任
D、 丙自行承担
答案： C
解析：《侵权责任法》第 10 条规定，二人以上实施危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行为，其中一人或者数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能够确定具 体侵权人
的，由侵权人承担责任；不能确定具体侵权人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

29、甲将对乙的债权转让给丙，该债权转让对乙生效的时间是（

）。

A、 债权转让合同成立时
B、 债权转让合同生效时
C、 乙接到债权转让通知时
D、 债权转让经乙同意时
答案： C
解析：《合同法》第 80 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故甲转让债权应通知乙， 乙在接到
通知后，债权转让对乙生效。

30、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的，则（

）。

A' 该 保 证 不 成 立
B、 该保证无效
C、 保证人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责任
D、 保证人按照一般保证承担责任
答案： C
解析：《担保法》第 19 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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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提存期间，提存物因不可抗力灭失的风险应由（

）。

A、 债权人承担
B、 债务人承担
C、 提存机关承担
D、 债权人与债务人共同承担
答案： A
解析：《合同法》第 103 条规定，标的物提存后，毀损、灭失的风险甶债权人承担。

32、定金的数额由当事人约定，但不得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的（

）。

A、 10%
B、 20%
C、 25%
D、 30%
答案： B
解析：定金，是指当事人确定，为保障合同的履行，一方当事人预先支付给另一方的一定数额的金钱。定金的数额由当事人确定，但不得 超过主合
同标的额的 20%。

33、下列属于从合同的是（

）。

A、 借款合同
B、 承揽合同
C、 质押合同
D、 委托合同
答案： C
解析：从合同，是指以主合同的有效存在为存在前提的合同。质押作为一种担保方式是在主债权存在的前提下设立的，而质押合同也是在 产生债权
的主合同存在下的从合同。

34、伤害他人致其残疾的，赔偿范围不包括（

）。

A、 医疗费
B、 交通费
C、 护理费
D、 丧葬费
答案： D
解析：《侵权责任法》第 16 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 因误工减
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痰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35、甲、乙均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甲和杨某之间有矛盾，为报复杨某，甲唆使乙将杨某打伤。杨某的损害应由

A、甲、乙连带赔偿
B、 甲独自赔偿
C、 甲、乙按份赔偿

D、 乙独自赔偿
答案： A
解析：我国法律规定，教睃、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的，应当与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

二、简答题： 36 ~ 38 小题，每小题 10 分，共 30 分。
36、简述我国《物权法》规定的担保物权的种类。
答案要点：
⑴抵押权；（4 分）
（2）质权；（3 分）
（3）留置权。（3 分） 37、简述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
答案要点：
（1）须行为人无代理权；（3 分）
（2）须有使相对人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的事实或理由；（3 分）
（3）须相对人为善意且无过失；（2 分）
（4）须行为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与第三人为民事法律行为。（2 分）
38、 简述离婚时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的情形。
答案要点：
⑴重婚的;（3 分）
（2）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3 分）
（3）实施家庭暴力的；（2 分）
（4）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2 分）

三、 论述题（共 2 题，每小题 10 分）
39、 论述不安抗辩权的概念及成立要件。
答案要点：
不安抗辩权是指在双务合同中，应当先履行债务的当事人在有确切的证据证明后履行债务的当事人在缔约后出现足以影响 其对
待给付的情形下，可以中止履行合同并有条件地解除合同的权利。（5 分）
不安抗辩权的成立要件有：
（1）须因双务合同互负债务；（5 分）
（2）须一方当事人有先履行债务的义务且先履行一方的债务已届清偿期；（5 分）
（3）应当先履行债务的当事人有确切的证据证明后履行债务的当事人不能或不会作出对待履行。（5 分）

四、 案例分析题： 40 ~ 41 小题，每小题 15 分，共 30 分。
40、 周某将自己的一幅名人字画交给朋友吴某保管。吴某擅自将该字画交给拍卖行拍卖，王某以 30 万元竞得。后王某将该 字
画在电视鉴宝节目中展示。周某发现后立即找到王某，得知了事情的原委。
问：（1）周某是否有权要求王某返还该字画?为什么？
（2）周某是否有权向吴某请求赔偿损失?为^•么？
答案要点：
（1）无权。（4 分）因为王某善意取得字画的所有权。（4 分）
（2）有权。（4 分）因为吴某未经周某许可出售其字画，侵害了周某的所有权。（3 分）
注：若回答吴某的行为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损害赔偿责任亦可。
41、 甲在街上行走时突发疾病不省人事，路过此地的乙将甲送到医院救治，乙因此误工而被扣发工资。医院在救治中给甲 输入
了血站提供的带有病毒的血液，致甲患上传染病。
问：⑴甲有权要求谁赔偿因输血导致的损害?为什么？
（2）乙是否有权请求甲承担误工费?为什么？ 答案要点：
⑴田有杈请求医院成向站赔偿 M 棉害„ （4 分）闵为根据《得杈寄彳平法》抑.定.闵输入不合格向液诰成患者棉害的.患者可以 向血液提供机
构请求賠偿，也可以向医疗机构请求賠偿。（4 分）
（2）有权。（4 分）因为乙的行为构成无因管理，管理人有权要求受益人偿付由此而支付的必要费用，包括在管理活动中受到
的 实际损失。（3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