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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卷代号 :1230

国家开放大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2015 年秋季学期"开放本科"期末考试

广告法规与管理试题
2016 年 1 月

|题号|一|二|三|四|总分|
|分数
|得分|评卷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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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的序号填在题子的括号肉。每小题 4 分，共 20 分。多选少选
不给分}
1.我国广告管理的特点有(
A. 规范性

B. 强制性

c.多层次性

D.广泛性

2. 领取《广告业务员证》的广告业务人员应(

)。

A. 通过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培训和考核
B. 通过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培训和考核
c. 通过省辖市以上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培训和考核
D.通过县以上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培训和考核

3. 我国《广告法》第 30 条明确规定:广告发布者向广告主、广告经营者提供的)
等资料应当真实。

4.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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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媒介覆盖率

B. 收视率

c.发行量

D.关注度

对非法散发、张贴印刷品广告的个人，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责令停止违法行

)。
A. 处以 50 元以下的罚款

B. 处以 100 元以下的罚款

c. 处以 500 元以下的罚款

D. 处以 1000 元以下的罚款

5. 当事人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之日起(

)内向人民法院

起诉。
A. 一年

B.6 个月

C.

D.

30 日

|得分|评卷人|

|

15 日

二、名词解释(每小题 5 分，共 30 分}

6. 广告管理的强制性

7. 消费者权益受损后的法律救济
8. 广告经营者管理
9. 广告市场运作管理
10. 类药品广告

1 1.广告行政处罚复议

|得分|评卷人|

|

三、填空(每空 1 分，共 20 分)

12. 任何一个广告的成功与否，都离不开两个要素:一个是它的

;一个是

其
13. 早在 19 世纪 80 年代，被称为现代广告之父的

曾呼吁美

国广告界制止虚假广告，并提倡广告语言要真实可靠和简洁生动，这是最早来自广告业内的对
广告自律的要求。
14. 广告违法案件的发现途径主要有三种，即
和

15. 一般地说，广告审查责任包括

三种。
16. 广告道德具有以下特点:

一

，民族性或独特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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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广告法》第 22 条规定"广告主自行或者委托他人设计、制作、发布广告，所推销的商
品或者所提供的服务应当符合广告主的
18. 我国对广告设计制作费、广告发布者收费和对户外广告收费，采用
;X才广告业务代理费，实行
19. 在各类临时性广告活动中，以及含有附带赠送的广告中，不得将

作

为奖品或者礼品出现。

20. ((浙江省网络广告登记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从事网络广告经营应当办理
，取得
2 1.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 15 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
的机关的
向

申请复议;当事人也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 15 日内直接
起诉。

i 得分 i 评卷人|

|

四、问答题(每小题 15 分，共 30 分)

22. 综合型广告企业应具备的资质标准是什么?
23. 提起广告行政处罚诉讼应当符合哪些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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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卷代号 :1230
国家开放大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2015 年秋季学期"开放本科"期末考试

广告法规与管理

试题答案及评分标准

(供参考)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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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CD

2. C

3.ABC

4.A

5. D

二、名词解释(每小题 5 分，共 30 分)

6. 广告管理的强制性，是国家以行政立法的形式，规定了参与广告活动的各方应该享受

的权利和应该履行的义务，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保证其顺利实施，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具有强
制性。广告管理的强制性主要表现在保护合法经营，取缔非法经营，查处虚假、违法广告。
7. 消费者权益受损后的法律救济，又称对消费者权益的司法保护，是指消费者在购买、使

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过程中，由于经营者不法或不适当履行义务，致使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
时，对受到损害的消费者权益进行救济，进一步明确消费者与经营者各自的权利、义务和所要
承担责任，使争议双方的权利、义务重新处于确认状态。

8. 广告经营者管理，是指广告管理机关依照广告管理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对以广
告经营者为广告活动主体的广告经营活动全过程实施的监督管理行为。
9. 广告市场运作管理，是指广告管理机关为维护广告市场秩序，规范广告市场行为，建构
广告新体制，按照国际上通行的广告代理制的要求，分别对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和广告发布者
在广告市场运作中的分工和职责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以避免广告经营者和广告发布者的职能

交叉、功能错位或功能替代等弊端的一种管理制度。
10. 类药品广告，是指含有药物并明确注册对某种疾病有防治效果的食品广告、化妆品广
告以及其他商品广告。
1 1.广告行政处罚复议，是指不服广告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的当事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 .在一定时间期限内，依法向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广告管理机关的上一级机关提出申请，
请求重新处理;上一级广告管理机关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按照法定程序，对引起争议的

具体行政处罚行为进行复查和重新审议，并依照不同情况，作出维持、变更或撤销原处罚决定

的一种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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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填空{每空 1 分，共 20 分}
12. 真实性

艺术性

13. 约翰·鲍威尔斯
14. 日常监督

揭发

15. 行政法律责任

16. 宽泛性

函件转来

民事法律责任

共通性

刑事法律责任

道德约束性

17. 经营范围

18. 备案价格管理

国家定价管理

19. 酒类商品
20. 广告登记

2 1.上一级机关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人民法院

四、问答题{每小题 15 分，共 30 分)

22. 综合型广告企业应具备的资质标准是什么?
答 z 综合型广告企业应具备的资质标准是:

(1)有与广告经营相适应的经营管理人员、策划设计人员、制作人员、市场调查人员(以上
人员均须取得广告专业技术岗位资格证书)、财会人员，其中专业人员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不

少于从业人数的 2/3;(4 分)
(2) 有与广告设计、制作、代理业务相适应的资金设备和经营场所，注册资不少于 50 万元
人民币，经营场所不小于 100 平方米 ;(4 分)

(3) 有与广告经营范围相适应的经营机构及广告经营管理制度。 (4 分)
(4) 有专职广告审查人员。 (3 分)

23. 提起广告行政处罚诉讼应当符合哪些条件?
答:根据《行政诉讼法》第 41 条规定，提起广告行政处罚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1)原告是认为具体广告行政处罚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4 分)

(2) 有明确的被告;(3分)

(3) 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 ;(4 分)

(4) 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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