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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法规与管理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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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号|一|二|三|四|总分|
|分数 r-

\

一、选择题(每小题有四个备选答案，有 1-4 个正确的，请将正确答

案的序号填在题干的括号内。每小题 4 分，共 20 分。多选少选
不给分)
1.一般地说，广告审查责任包括(
A. 法律责任

B. 行政责任

c.民事责任

D. 刑事责任

2. 广告经营者申请设立综合型广告企业其应当(

)。

A. 注册资本不少于 50 万元人民币

B. 注册资本不少于 100 万元人民币

c.经营场所不小于 50 平方米

D.经营场所不小于 100 平方米

3. ((广播电视广告播放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广播电台、电视台每套节目每天播放广播电
视广告的比例，不得超过该套节目每天播出总量的)。

A.5%

B.10%

c. 15%

D.20%

4. ((食品广告管理办法》第 13 条规定，禁止发布下列食品广告(
A. 食品卫生法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

B. 宣传疗效的食品

c.母乳代用品

D.儿童食品

)。

5. 广告管理机关的行政处罚方式主要包括(
A. 停止发布广告

B. 通报批评

c.罚款

D. 吊销营业执照或广告经营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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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名词解释{每小题 5 分，共 30 分)

6. 广告行政管理系统

7. 广告法规
8. 广告业务档案制度

9. 广告发布者管理
10. 赞助广告

1 1.违禁广告

三、填空{每空 1 分，共 20 分}

12. 广告管理具有规范性、

、

和

的特点。

13. 英国是世界上广告管理法规最健全的国家之一，其 1907 年颁布管理户外广告的
，该法禁止广告妨碍娱乐场所、公园、风景地段的自然美。
14. 对广告经营单位的审批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

的审批;二是对

的审批。
15. 广告审查机关对广告内容的审查即对广告主提供的证明广告内容
和完整性的文件、材料的审查。

16. 广告行业自律具有以下显著特点道德约束性或舆论规范性，灵

活性。

17. 广告管理条例第 13 条规定:在

和

周围的建筑控制地带以

及当地人民政府禁止设置、张贴广告的区域，不得设置、张贴广告。

18. <(广告管理条例》第 7 条规定广告客户申请刊播、设置、张贴的广告，其内容应当在广
告客户的

或者

的范围内。"

19.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三条规定:发布药品广告，应当向药品
生产企业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报送有关材料。

20. 股票广告应在显著位置标注"一一一一一"或含有类似内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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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语言。

2 1.超范围经营广告业务，是指广告经营者超越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定其营业执照所明
确规定的

和

的范围，而经营广告业务的行为。

四、问答题{每小题 15 分，共 30 分}

22. 简述广告行政管理机构有哪些职能?
23. 申请广告行政处罚复议的条件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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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卷代号 :1230
国家开放大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2014 年秋季学期"开放本科"期未考试

广告法规与管理

试题答案及评分标准

(供参考)
2015 年 1 月

一、选择题(每小题有四个备选答案，有 1-4 个正确的，请将正确答案的序号填在题干的括号
内。每小题 4 分，共 20 分。多选少选不给分)

1. BCD

2.AD

3. D

4. ABC

5. ABCD

二、名词解释(每小题 5 分，共 30 分)

6. 广告行政管理系统，是指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和其所属的地方各级工商行政管理局
为主体的广告管理机关，依照国家广告管理的法律、法规，对广告行业及其广告活动进行监督
管理的系统构成。
7. 广告法规是一国政治、法律制度的组成部分，属于经济法和行政法规的范畴，它由国家
制定或认可，是其意志的体现，是国家以强制手段来保证其实施的行为规范。

8. 广告业务档案制度，是指广告经营者(包括广告发布者)对广告主所提供的主体资格和
广告内容的各种证明文件、材料以及在承办广告业务活动中所涉及到的承接登记、广告审查情
况的原始记录材料，进行整理、保存，并建立业务档案，以备随时查验的制度。
9. 广告发布者管理，又叫广告媒介物管理或者广告媒体管理，是指广告管理机关依照国
家广告管理的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对以广告发布者为广告活动主体的广告发布活动全过程

实施的监督管理行为。
10. 赞助广告，是指工商企业为了达到广告宣传的目的，有意识地出资或提供实物，赞助

一些体育赛事和文体活动。
1 1.违禁广告，是指发布《广告法》、《广告管理条例》、《广告管理条例施行细则》和其他广
告管理的法律、法规所禁止发布的广告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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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填空(每空 1 分，共 20 分)
12. 强制性

13.

多层次性

广泛性

((广告法》

14. 广告经营资格

广告经营范围

15. 真实性

合法性

16. 自发性

自愿性

有效性

17. 政府机关

文物保护单位

18. 经营范围

国家许可

19.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20. 股市有风险，投资者须慎重入市
2 1.经营范围

忠告

国家许可

四、问答题{每小题 15 分，共 30 分}

22. 简述广告行政管理机构有哪些职能?
答:主要行使以下职能:
(1)负责广告立法和法规解释 ;(3 分〉
(2) 对广告经营单位的审批;(3分)

(3) 对广告主和广告经营者的监督与指导 ;(3 分)
(4) 对广告违法案件的查处和复议 ;(3 分)
(5) 协调与服务。

(3 分)

23. 申请广告行政处罚复议的条件有哪些?
答:对广告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当事人，应当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 15 日内向作出处罚

决定的广告管理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3分)除此而外，申请复议还应当符合下列
条件:

(1)申请人是认为具体广告行政处罚行为直接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 ;(2 分)

(2) 有明确的被申请人 ;(2 分)

(3) 有具体的复诉请求和事实根据 ;(2 分〉
(4) 属于申请复议范围 ;(2 分)
(5) 属于受理复议机关管辖 ;(2 分)
(6)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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