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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单项选择题单项选择题单项选择题单项选择题：：：：第第第第 1 1 1 1 ----40404040 小题小题小题小题

有一个选项符合试题要求有一个选项符合试题要求有一个选项符合试题要求有一个选项符合试题要求。。。。    

1.下列选项中，体现罪刑相适应的是

A.刑法关于空间效力范围的规定

B.刑法关于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的规定

C.刑法关于享有外交豁免特权的外国人的刑事责任的规定

D.刑法关于放火罪与失火罪构成要件及法定刑的不同规定

2.根据解释的效力，可以把刑法解释分为

A.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和学理解释

B.当然解释，文理解释和论理解释

C.当然解释，扩大解释和缩小解释

D.文理解释，论理解释和学理解释

3.依照我国刑法第 13 条“但书

A.情节轻微的               

B.危害不大的 

C.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       

D.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

4.甲醉酒驾驶，撞死一行人

对甲（） 

A.不追究刑事责任       B.

C.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但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D.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但可以减轻或免除处罚

5.下列关于犯罪对象的说法

A.犯罪对象是犯罪客体的载体

B.犯罪对象的功能是区分此罪与彼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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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罪刑相适应的是（） 

刑法关于空间效力范围的规定 

刑法关于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的规定 

刑法关于享有外交豁免特权的外国人的刑事责任的规定 

刑法关于放火罪与失火罪构成要件及法定刑的不同规定 

可以把刑法解释分为（） 

司法解释和学理解释 

文理解释和论理解释 

扩大解释和缩小解释 

论理解释和学理解释 

但书”的规定，“不认为犯罪”的条件是（）

                

        

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 

撞死一行人后逃逸，在被追赶时精神病复发。 

B.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但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但可以减轻或免除处罚 

下列关于犯罪对象的说法，正确的是（） 

犯罪对象是犯罪客体的载体 

犯罪对象的功能是区分此罪与彼罪 

非法学非法学非法学非法学））））    

真题真题真题真题：：：：难度与难度与难度与难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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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犯罪对象是一切犯罪都必须具备的构成要件

D.犯罪对象是刑法所保护的

7.人民法院认为，甲公司于

A.不再予以追究 

B.仍应追究其刑事责任 

C.按照单位犯罪仅追究直接责任人员刑责

D.按照自然人犯罪追究直接责任人员刑责

8.甲和乙意图置常某于死地

乙，乙流血死亡。甲的行为

A.故意杀人罪（既遂） 

B.过失致人死亡罪 

C.故意杀人罪（未遂） 

D.故意杀人罪（未遂）与过失致人死亡罪

9.甲受乙教唆，雇佣童工从事为重劳动

A必要的共同犯罪 

B 简单的共同犯罪 

C 特殊的共同犯罪 

D 任意的共同犯罪 

10.甲盗割高压电线，既构成破坏电力设备罪

于 

A 想象 竞合犯 

B 继续犯 

C 连续犯 

D 吸收犯 

11 甲（17 周岁，无业）收受犯罪人窃地的笔记本电脑后

犯罪，依法应处 3年以上 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做法是 

A 应对甲免除罚金 

B 应判令甲的监护人缴纳罚金

 

犯罪对象是一切犯罪都必须具备的构成要件 

犯罪对象是刑法所保护的，为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社会关系 

甲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偷逃税款构成逃税犯罪行为 

按照单位犯罪仅追究直接责任人员刑责 

按照自然人犯罪追究直接责任人员刑责 

甲和乙意图置常某于死地，甲将匕首向常某刺去，常某急忙躲闪，匕首刺中了

甲的行为 

与过失致人死亡罪 

雇佣童工从事为重劳动，情节严重。甲、乙的犯罪属于

既构成破坏电力设备罪，又构成盗窃罪。这种犯罪形态属

收受犯罪人窃地的笔记本电脑后，为其窝藏赃物

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对甲运用罚金的正确

应判令甲的监护人缴纳罚金 

 

匕首刺中了

乙的犯罪属于 

这种犯罪形态属

为其窝藏赃物，构成

对甲运用罚金的正确



C 应对甲处以不少于 500 元得罚金

D 应对甲收受的电脑拍卖充抵罚金

12 下列罪状汇总，属于叙明罪状的是

A过失犯前款罪的 

B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

C 以暴力、胁迫手段组织残疾人或者不满

D 违反国家规定，侵入国家事务

统的 

13、下列行为中，应以间谍罪

A.甲非法获取国际秘密后，

B.乙在境外参加国外间谍组织

C.丙为境外的公司刺探国内公司的相关商业秘密

D.丁将通过职务行为获得的国家秘密上传到互联网上

获取 

14.下列行为中，应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定罪处罚的是

A.税务局局长甲，要求辖区内的公司为该局建设办公楼提供财物支持

B.国有资产管理公司负责人乙

C.已离职的工商局局长丙，收受刘某的财物

长停止对刘某销售伪劣产品案件的查处

D.已退休的卫生局局长丁，与朋友共同出资设立有限责任公司

利用这一职务在采购物资时收受回扣归自己所有

15.下列行为中，应以绑架罪定罪处罚的是

A. 以出卖为目的偷盗他人幼儿

B. 以索取赌债为目的偷盗他人婴儿

C. 以索取工程款为目的偷盗他人幼儿

D. 以索取虚构的欠款为目的偷盗他人婴儿

16.甲路过某饭馆时见万某酩酊大醉

僻的地方后，将万某随身携带的价值

A. 盗窃罪 

 

元得罚金 

应对甲收受的电脑拍卖充抵罚金 

属于叙明罪状的是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 

胁迫手段组织残疾人或者不满 14 周岁的未成年人乞讨的 

侵入国家事务、国防建设、尖端科学技术领域的计算机信息系

应以间谍罪（既遂）定罪处罚的是（） 

，出售给国外间谍组织 

乙在境外参加国外间谍组织， 回国后没有来得及收集情报工作即被抓获

丙为境外的公司刺探国内公司的相关商业秘密，尚未送出该秘密即被抓获

丁将通过职务行为获得的国家秘密上传到互联网上，该秘密被外国间谍组织所

应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定罪处罚的是（） 

要求辖区内的公司为该局建设办公楼提供财物支持。

有资产管理公司负责人乙，在处置国有资产的过程中，收受他人财物

收受刘某的财物，要求被自己提拔起来的工商局副局

长停止对刘某销售伪劣产品案件的查处 

与朋友共同出资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并担任副总经理

利用这一职务在采购物资时收受回扣归自己所有 

应以绑架罪定罪处罚的是 

以出卖为目的偷盗他人幼儿 

以索取赌债为目的偷盗他人婴儿 

以索取工程款为目的偷盗他人幼儿 

以索取虚构的欠款为目的偷盗他人婴儿 

甲路过某饭馆时见万某酩酊大醉，便冒充万某的朋友上前将其扶走

将万某随身携带的价值 5000 元的财物全部取走。甲的行为构成

尖端科学技术领域的计算机信息系

回国后没有来得及收集情报工作即被抓获 

尚未送出该秘密即被抓获 

该秘密被外国间谍组织所

。 

收受他人财物 

要求被自己提拔起来的工商局副局

并担任副总经理，

便冒充万某的朋友上前将其扶走，到一偏

甲的行为构成 



B. 诈骗罪 

C. 侵占罪 

D. 抢劫罪 

17.药剂师甲明知不含毒品成份的药品已过期失效

品卖给吸毒人员。本案中 

A. 甲和乙均构成诈骗罪 

B. 甲和乙构成贩卖毒品罪 

C. 甲构成诈骗罪，乙构成贩卖毒品罪

D. 甲构成销售假药罪，乙构成诈骗罪

18.甲趁杨某不备，用将其打昏后

轻伤。对甲的行为应认定为

A. 抢劫罪（未遂） 

B. 抢劫罪（既遂） 

C. 故意伤害罪 

D. 抢劫罪未遂和故意伤害罪

19.下列行为中，应以窝藏罪定罪处罚的是

A. 甲利用担任司法警察的便利

B. 乙明知赵某的现金为贩毒所得

C. 丙明知刘某的 3辆摩托车是盗窃所得

D. 丁明知蔡某刚才监狱脱逃出来

20．下列选项中属于渎职罪的是

A. 贪污罪 

B. 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罪 

C. 医疗事故罪 

D. 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

21.下列选项中，属于民事法律事实的是

A. 王某报考公务员        

C.崔某李立某吃饭         

22.16 岁的中学生史某在一次抽奖活动中获得

仅缴纳了自己的学费，还帮助父亲偿还了

A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药剂师甲明知不含毒品成份的药品已过期失效，仍冒充毒品卖给乙

 

乙构成贩卖毒品罪 

乙构成诈骗罪 

用将其打昏后，搜遍杨某全身，未得分文。经鉴定

对甲的行为应认定为 

抢劫罪未遂和故意伤害罪 

应以窝藏罪定罪处罚的是 

甲利用担任司法警察的便利，将正在服刑的李某放走 

乙明知赵某的现金为贩毒所得，仍将其兑换外币汇往境外 

辆摩托车是盗窃所得，仍将其藏匿在自家车库中 

丁明知蔡某刚才监狱脱逃出来，仍为他提供 1万元的现金助他逃跑

下列选项中属于渎职罪的是 

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 

属于民事法律事实的是 

        B.孙某在宅基地上 

         D.林某氏孪生姐妹举行结婚仪式 

岁的中学生史某在一次抽奖活动中获得 10 万元大奖。史某用该笔款项不

还帮助父亲偿还了 5万元欠款，史某 

仍冒充毒品卖给乙，乙将毒

经鉴定，杨某为

万元的现金助他逃跑 

史某用该笔款项不



B 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C 视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D 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23 根据民法通则规定诉讼时效中止后

期间 

A 届满 B 不再计算 c 重新计算

24. 法人必须依据特别立法或

A准则主义  

B 特许主义 

C 行政许可主义 

D 自由设立主义 

25、根据侵权责任法规定，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

则是（） 

A.公平责任原则 

B.过错责任原则 

C.无过错责任原则 

D.过错推定原则 

37. 2013 年 3 月 28 日毕某病世，

毕某的遗产并确认继承份额，4

A、3 月 28 日 

B、3 月 31 日 

C、4 月 2 日 

D、4 月 5 日 

  

38.甲、乙、丙分别购买丁某住宅楼

现丙欲出售其住宅，对丙出售的住宅

A.仅甲享有优先购买权  

B.仅乙享有优先购买权 

C.甲乙均享有优先购买权 

D.甲乙均不享有优先购买权 

 

 

 

根据民法通则规定诉讼时效中止后，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

重新计算 D 继续计算 

法人必须依据特别立法或 国家元首的许可才得以设立的原则称为

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则原

，3 月 31 日其子女将其安葬，4 月 2 日毕某的子女一起清理

4 月 5 日，遗产分割完毕，遗产继承的开始时间是

丙分别购买丁某住宅楼（共三层）的一层、二层、三层，并分别办理了房产证

对丙出售的住宅（  ） 

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诉讼时 

国家元首的许可才得以设立的原则称为 

污染者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则原

日毕某的子女一起清理

遗产继承的开始时间是（  ）  

并分别办理了房产证，



  

39.下列选项中属于法定物权的是

A．留置权  B.地役权  C.权利质权

  

40.甲将自己的摄像机交给乙保管

对摄像机的占有属于他主占有的是

A.甲      B.乙      C.丙       

  

四四四四、、、、辨析题辨析题辨析题辨析题：：：：第第第第 55555555----    56565656 小题小题小题小题，，，，

                        

55555555、、、、请对请对请对请对““““同种数罪不并罚同种数罪不并罚同种数罪不并罚同种数罪不并罚””””这种说法加以辨析这种说法加以辨析这种说法加以辨析这种说法加以辨析

        

56、现在流行一种说法“我的地盘我做主

辨析。 

五五五五、、、、法条分析题法条分析题法条分析题法条分析题：：：：第第第第 57 57 57 57 ----58585858 小题小题小题小题

民法理论民法理论民法理论民法理论。。。。    

        

57、《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该国家工作人员说明来

以非法所得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徒刑。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

  

请分析： 

本条款中的“不能说明”包括哪些情形

本条款中的“非法所得”如何计算

        

58.《中国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

分享有所有权，对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

请分析： 

 

下列选项中属于法定物权的是： 

权利质权  D.宅基地使用权 

甲将自己的摄像机交给乙保管，丙从乙处盗走该摄像机卖给了不知情的丁。下列主体中

对摄像机的占有属于他主占有的是： 

       D.丁 

，，，，每小题每小题每小题每小题 8888 分分分分，，，，共共共共 16161616 分分分分。。。。要求对命题进行判断并着重阐明要求对命题进行判断并着重阐明要求对命题进行判断并着重阐明要求对命题进行判断并着重阐明

这种说法加以辨析这种说法加以辨析这种说法加以辨析这种说法加以辨析。。。。    

我的地盘我做主”请从民事权利的行使和限制角度加以

小题小题小题小题，，，，每小题每小题每小题每小题 10101010 分分分分，，，，共共共共 20202020 分分分分。。。。要求符合立法原意和刑法要求符合立法原意和刑法要求符合立法原意和刑法要求符合立法原意和刑法

第 395 条第 1 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支出明显超过

可以责令该国家工作人员说明来 源，不能说明来源的，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差额特别巨大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

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 

包括哪些情形？ 

如何计算 

第 20 条规定：“业主对房屋的住宅以及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

对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 

下列主体中，

要求对命题进行判断并着重阐明要求对命题进行判断并着重阐明要求对命题进行判断并着重阐明要求对命题进行判断并着重阐明    

请从民事权利的行使和限制角度加以

要求符合立法原意和刑法要求符合立法原意和刑法要求符合立法原意和刑法要求符合立法原意和刑法／／／／

支出明显超过

，差额部分

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

业主对房屋的住宅以及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



（1）本条规定的是什么权利？该权利有哪些特征

（2）符合哪些条件被认定为专有部分

六六六六、、、、案例分析题案例分析题案例分析题案例分析题：：：：第第第第 59 59 59 59 ----60606060 小题小题小题小题

59.甲、乙以为路为名，到铁路道口的值班室

偷取丙手机，被其发现。两人见行机败露

金。期间，丙向他们大叫道：“

未能及时放下，一列火车到该道口

综上请分析？ 

（1）对甲、乙应如何定罪？为什么

（2）丙是否应刑事责任？为什么

 

 

该权利有哪些特征 

符合哪些条件被认定为专有部分？ 

小题小题小题小题，，，，每小题每小题每小题每小题 15151515 分分分分，，，，共共共共 30303030 分分分分。。。。                        

到铁路道口的值班室，甲与值班室丙闲聊以分散其注意力

两人见行机败露，所以把丙绑在值班室的床架上丙搜走其

“快放开我，火车就要来了？”甲、乙不听，逃跑，

一列火车到该道口，撞翻一辆面包车，造成 3 人重伤，面包车撞毁

为什么 

为什么 

甲与值班室丙闲聊以分散其注意力，乙伺机

所以把丙绑在值班室的床架上丙搜走其 500 元现

，由于栏杆

面包车撞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