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 摇 摇 绎摇 考试结束前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绝密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全国 2017 年 10 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国际运输与保险试题
课程代码:00100

摇 摇 请考生按规定用笔将所有试题的答案涂、写在答题纸上。

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
摇 摇 1. 答题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考试课程名称、姓名、准考证号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钢笔
填写在答题纸规定的位置上。

摇 摇 2. 每小题选出答案后,用 2B 铅笔把答题纸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 如需改动,用橡
皮擦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标号。 不能答在试题卷上。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18 小题,每小题 1 分,共 18 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备选项中只有一项
是最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选出。
1. 自由转船条款规定,转船风险由
A. 承运人承担
C. 货方承担

B. 港方承担

D. 承运人与货方各承担一半责任

2. 一般来说,政策性保险和社会保险的主要实施方式是
A. 互助保险

3. 保险产生的基础是

B. 合作保险

A. 风险的客观性

D. 强制保险

B. 风险的损失性

C. 风险的不确定性

4. 我国通往朝鲜的铁路干线是
A. 滨洲线

C. 任意保险

B. 沈丹线

D. 风险的社会性
C. 集二线

D. 湘桂线

C. 30 日内

D. 31 日内

5. 《 海牙议定书》 规定,针对国际航空运输的延迟交货事件,收货人向承运人提出异议的时间
应为货物交由收货人支配之日起
A. 20 日内

B. 21 日内

6. 海上保险单的转让,必须在

A. 保险标的所有权转移之前进行

C. 保险标的所有权转移的同时进行

B. 保险标的所有权转移之前或转移的同时进行
D. 保险标的所有权转移之后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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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集装箱运输中,场站到门的运输方式最适宜于
A. 整箱交,整箱接

B. 整箱交,拆箱接

C. 拼箱交,整箱接

8. 邮政运输的主要单据是
A. 运单

B. 邮政收据

9. 世界上有关现代保险的最早立法是
A. 《 涉及保险单的立法》

C. 英国《1906 年海上保险法》

10. 第三者只能向代理人起诉的情况为

A. 代理人代表的是未公开的委托人
C. 代理人代表的是隐名的委托人

D. 拼箱交,拆箱接
C. 邮件回执

D. 货物交付单

B. 巴塞罗那法典
D. 《 哈特法案》

B. 代理人代表的是显名的委托人
D. 代理人代表的是经纪人

11. 我国出口企业按 FOB 或 CFR 条件成交出口并采用托收方式收款时,为保障自身的利益而
投保的独立险别为
A. 平安险

B. 水渍险

C. 一切险

D. 卖方利益险

12. 在承运人和托运人之间起桥梁作用,属于中间人性质的运输组织机构是
A. 外贸部门

B. 交通运输部门

C. 货运代理人

D. 海关

13. 长期以来,在国际海上救助中普遍采用的救助合同格式依据的原则是
A. “ 有效果、有报酬冶

B. “ 无效果、有报酬冶

C. “ 无效果、无报酬冶

14. 出口信用保险是
A. 强制性保险

D. “ 无论有无效果均有报酬冶
B. 政策性保险

C. 责任保险

15. 对以下货物,《 统一货价》 规定的运费加成率最低的是
A. 零担慢运货物

D. 保证保险

B. 超限货物

C. 快运货物

D. 随旅客列车托运的整车货物

16. 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签订有预约保险协议的各专业外贸进出口公司投保进口货物保险适
用的费率为
A. 一般货物费率

B. 指明货物费率

C. 特约费率

D. 特价费率

A. 平安险

B. 水渍险

C. 一切险

D. 战争险

17. 与航空运输险的承保责任范围相似的海洋运输货物保险险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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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以下选项中,属于海上保险中默示保证范围的是
A. 航行途中不得转船

C. 货物品质必须符合合同要求

B. 船舶不得绕航

D. 船舶必须适航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10摇 小题,每小题
摇 摇 摇 摇 摇 摇1 分,共
摇 摇 摇 10
摇 分。
摇 摇 在每小题列出的备选项中至少有两
摇 摇
二、多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选出,错选、多选或少选均无分。
19. 以下保险中,属于一般附加险的是
A. 交货不到险
D. 拒收险

20. 内河使用的船舶主要有
A. 内河货船
D. 驳船

21. 下列风险属于动态风险的是
A. 盗窃
D. 死亡

22. 英国劳合社是一个
A. 保险公司
D. 保险协会

B. 偷窃、提货不着险

C. 舱面险

B. 拖船

C. 推船

B. 地震

C. 战争

B. 保险交易市场

C. 保险社团

E. 包装破裂险

E. 河 / 海型船

E. 环境污染

E. 保险经纪人联合会

23. 现行的国际航空运输公约主要有
A. 《 华沙公约》

D. 《 瓜达拉哈拉公约》

24. 银行一般不接受的提单有
A. 清洁提单
D. 备运提单

B. 《 海牙议定书》

C. 《 汉堡规则》

B. 不清洁提单

C. 已装船提单

E. 《 国际货协》

E. 指示提单

25. 国际多式联运的组织形式主要有
A. 海陆联运

B. 海空联运

D. 管道运输

E. 陆桥运输

26. 按安排方式划分,再保险可分为
A. 比例再保险

B. 非比例再保险

D. 合同分保

E. 预约分保

27. 预约保险单和流动保险单共有的条款有
A. 平均保险费率条款
D. 地点条款

B. 每船限额条款
E. 注销条款

C. 陆空联运

C. 临时分保

C. 估价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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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开展合理运输,能够
A. 节约运输耗费

摇 B. 降低流通费用

C. 提高运输经济效益

D. 降低社会产品的最终成本 摇 E. 提高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非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
摇 摇 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钢笔将答案写在答题纸上,不能答在试题卷上。
三、名词解释题:本大题共 6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18 分。
29. 无船承运人
30. 班轮运输
31. 暂保单

32. 风险管理
33. 共同海损
34. 咨询代理

四、简答题:本大题共 6 小题,每小题 5 分,共 30 分。

35. 保险人承保货运险考虑的主要风险因素有哪些?
36. 简述国际铁路联运运单的组成。

37. 组织合理运输,应做好哪几个方面的工作?

38. 如何理解运输业是一个独立的、特殊的物质生产部门?
39. 简述代位追偿构成的条件。

40. 简述保险合同的主体和客体。

五、计算题:本大题共 2 小题,每小题 8 分,共 16 分。

41. 一批从上海空运前往巴黎的一般货物,重 30 公斤,体积为 0. 24 立方米。 根据一般货物运
价表的规定,货物重 30 公斤以下的,运费为 17. 50 元,30 公斤以上至 45 公斤以下的为

15. 00元,45 公斤以上的为 12. 50 元,计算该批货物的运价。

42. 某贸易公司出口到某国玉器 10 箱,CIF 价为 300000 美元,投保海洋运输货物一切险、罢工
险,总保险费率为 4% ,买方要求按 CIF 价加二成投保,则应交保险费为多少?

六、案例题:本大题 8 分。

43. 一批货物已投保了平安险,分装两艘货轮驶往目的港。 一艘货轮在航行中遇暴风雨袭击,
船身颠簸,货物相互碰撞而发生部分损失;另一艘货轮在航行中则与流冰碰撞,货物也发生
了部分损失。
问:保险公司对于这两次的损失是否都应给予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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