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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部分：刑法

1、【答案】A。解析：遗弃罪，是指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

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情节恶劣的行为。遗弃罪属于侵犯

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中的一个罪名，应选。

2、【答案】B解析：《刑事诉讼法》第 210 条第 2款规定：“被判处死刑缓期

二年执行的罪犯，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死刑缓期执行期满，

应当予以减刑。”

3、【答案】A。解析：盗窃罪的既遂与未遂的区别是：盗窃行为已经使被害

人丧失了对财物的控制时，就是既遂。至于行为人是否最终达到了非法占有并任

意处置该财物的目的，并不影响既遂的成立。本题中陈某趁珠宝柜台的售货员接

待其他顾客时，伸手从柜台内拿出一枚价值 2300 元的戒指，握在手中。此时戒

指已经在其控制之下，即其秘密窃取财物的行为已经实施完毕，符合盗窃罪的全

部构成要件，成立盗窃既遂，故选项 B说法错误。陈某速将戒指扔回柜台内的行

为是发生在盗窃犯罪既遂之后，因此不存在盗窃中止的情形，其中将戒指扔回柜

台只是属于被迫返还财物，而并不影响对其犯罪性质的认定。

4、【答案】C。

5、【答案】C解析：根据刑法规定，对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

根据其犯罪情节和悔改表现，适用减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

6、【答案】B。解析：拘役由公安机关在就近的拘役所、看守所或者其他监

管场所执行，在执行期间，受刑人每月可以回家一天至两天，参加劳动的，可以

酌量发给报酬。拘役的期限为 1 个月以上 6 个月以下，数罪并罚时不得超过 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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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答案】C解析：《刑法》第 239 条规定，以勒索财物为目的偷盗婴幼儿

的以绑架罪论处。《刑法》第 240 条规定，以出卖为目的而偷盗婴幼儿的以拐卖

儿童罪论处。在绑架罪和拐卖儿童罪中，导致被害人死亡，都是从重处罚情节。

8、【答案】C解析：《刑事诉讼法》第 214 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有期徒刑或

者拘役的罪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暂予监外执行：（一）有严重疾病需要

保外就医的；（二）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

9、【答案】A解析：正当防卫必须具备以下要件：（1）起因条件。正当防卫

的起因条件，是指存在着具有社会危害和侵害紧迫性的不法侵害行为。（2）时间

条件。正当防卫的时间条件，是指正当防卫只能在不法侵害正在进行之时实行，

不能实行事前防卫和事后防卫。（3）对象条件。正当防卫的对象条件，是指正当

防卫只能针对不法侵害者本人实行，不能及于第三者。（4）主观条件。正当防卫

的主观条件，是指防卫人主观上必须出于正当防卫的目的，即是为了国家、公共

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不法侵害。因此选 A。

10、【答案】C。

11、【答案】C。解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犯罪三个基本特征之间的关系。

我国刑法理论认为，犯罪具有三个基本特征：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

应受刑罚惩罚性。本题选项 ABC 就是犯罪的三个基本特征。选项 D不是犯罪的基

本特征。在犯罪的三个基本特征中，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最本质的特征。严

重的社会危害性是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惩罚性的基础，它是犯罪的最基本属

性；刑事违法性是社会危害性在刑法上的表现，它与应受刑罚惩罚性一起构成社

会危害性的度量。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未达到违反刑法、应受刑罚惩罚的程度，则

不构成犯罪。因此，本题的正确答案是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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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答案】D。解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犯罪未遂与犯罪既遂的区分标

准。所谓犯罪未遂与犯罪既遂的区分标准，其实就是犯罪既遂的标准。我国刑法

理论通说认为，判断犯罪既遂的标准是构成要件说，即犯罪实行行为是否符合特

定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凡符合特定犯罪构成全部要件的，即为既遂，否则为犯

罪未遂、犯罪预备、犯罪中止等犯罪未完成形态。

13、【答案】A。解析：首先，犯罪的未完成形态只存在于故意犯罪之中，过

失犯罪中不存在犯罪的未完成形态。其次，间接故意需要危害结果的发生才能认

定间接故意，而危害结果一旦发生就不存在犯罪的未完成状态，所以间接故意中

也不存在犯罪的未完成状态。最后，并不是所有的直接故意中都有未完成状态。

举动犯只要行为人一实施犯罪行为，就达到既遂，所以也不可能有犯罪的未完成

状态。故选 A项。

14、【答案】C解析：《六部委刑事诉讼规定》第 20 条规定：“《刑事诉讼法》

第五十二条规定：“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

申请取保候审。”第九十六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

申请取保候审。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和律师申

请取保候审，有权决定的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作出是否同意的答复。同意取保候审

的，依法办理取保候审手续；不同意取保候审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并说明不同

意的理由。”

15、【答案】C解析：《刑法》第 65 条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

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

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是过失犯罪和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除

外。”所以 A、B不选。《刑法》第 85 条规定“如果没有本法第八十六条规定的情

形，假释考验期满，就认为原判刑罚已经执行完毕，并公开予以宣告。”所以，

假释考验期满符合刑罚已经执行完毕的条件，可以构成累犯，选项 D不选。缓刑

考验期满，原判的刑罚就不再执行，不属于刑罚执行完毕，所以 C选项应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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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答案】B。解析：根据《刑法》第 68 条，一般立功可以从轻或者减轻

处罚。不是“应当”。B 错误。要牢记一般自首和一般立功都是可以从轻或者减

轻处罚。《刑法》第 65 条规定，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是过失犯罪和不满十八

周岁的人犯罪除外。《刑法》第 74 条规定，对于累犯和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不

适用缓刑。故本题正确答案选 B。

17、【答案】A。解析：孙某明知与自己失散后小孩可能发生危险的情况下，

放任危险结果的发生。由题目中孙某既不寻找也不告知小孩家人可知，小孩遭遇

危险与否均不违背孙某的意愿。孙某的行为构成间接故意杀人罪。选项 A正确。

选项 B、D明显错误。选项 C与孙某的主观要件不符，孙某对于危害结果抱放任

而不是反对的态度。选项 C不正确。

18、【答案】D解析：《刑事诉讼法》第 58 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

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最长不得超过十二个月，监视居住最长不

得超过六个月。”

19、【答案】D解析：根据《刑法》第 29 条规定，教唆他人犯罪的，应当按

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共同犯罪中行为人有两人以上，因此教唆犯

可能是主犯，也可能是从犯。

20、【答案】B。解析：根据《刑法》第 74 条的规定，对于累犯和犯罪集团

的首要分子，不适用缓刑。所以 A项正确。第 72 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

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一）犯罪

情节较轻；（二）有悔罪表现；（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四）宣告缓刑对所居

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宣告缓刑，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

缓刑考举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被宣告缓

刑的犯罪分子，如果被判处附加刑，附加刑仍须执行。由于刑法中各种减轻、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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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处罚规定的存在，数罪并罚和故意杀人罪最后的宣告刑都有可能为 3年以下，

所以两者都有能够适用缓刑的可能，C、D 均正确。刑法中并未明确规定危害国

家安全的犯罪分子不可适用缓刑，所以 B项错误。

21、【答案】D。解析：根据《刑法》第 84 条的规定，被宣告假释的犯罪分

子，应当遵守下列规定（1）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服从监督；（2）按照监督机

关的规定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3）遵守监督机关关于会客的规定；（4）离幵所

居住的市、县或者迁居，应当报经监督机关批准。被假释的犯罪分子并未被剥夺

治权利，而 A 项是剥夺政治权利的情况，不是假释的规定。所以 A项错误。《刑

法》第 81 条第 2款规定，对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

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

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因此 B、C两项说法错误。《刑法》第 65 条第 2款规

定，前款规定的期限，对于被假释的犯罪分子，从假释期满之日起计算。而假释

考验期间再犯新罪的，由于刑罚还未执行完毕，不能构成累犯。所以 D项正确。

22、【答案】C本题考查的是对从重、减轻处罚的理解。命题人选择几个考

生容易发生误解的地方进行考查。本题对正确理解从重、从轻、减轻处罚是有价

值的。对于从重处罚，首先要掌握的是：它是在法定刑限度以内判处刑罚。从重、

从轻都是在法定刑限度以内判处刑罚，加重、减轻都是在法定刑限度以外判处刑

罚。基于罪刑法定原则，我国刑法并无加重处罚的规定。其次，从重处罚是根据

行为人的犯罪行为从重处罚，并不一定是在犯罪所适用刑罚幅度的中线以上判

处。因为每个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和所犯罪行的具体情节千差万别，对有些人的

犯罪可能必须判处中线以上的刑罚才算“从重处罚”，对有些人在中线以下判处

可能就是“从重处罚”，了。既然在“从重处罚”，时还可能在中线以下判处刑罚，

从重处罚当然不一定判处法定最高刑了。所以，选项 C正确。减轻处罚一定要在

法定最低刑以下判处刑罚，而且不能判处法定最低刑。法定最低刑是从轻处罚的

底线。如何正确量刑已经成为高频考点。大家要掌握从重、从轻、加重、减轻如

何适用。尤其要改变一个错误观念，从轻、从重量刑一定要在犯罪所适用刑罚幅



- 7 -

度的中线以上判处。从轻、从重可以在犯罪所适用刑罚幅度的中线以上判处，也

可以在中线以下判处，关键看行为人本身的犯罪严重程度。《刑法》第 62 条规定：

“犯罪分子具有本法规定的从重处罚、从轻处罚情节的，应当在法定刑的限度以

内判处刑罚。”《刑法》第 63 条规定：“犯罪分子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的，

应当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犯罪分子虽然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但

是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

请注意这里的“以”是不含本数的。即不能判处法定最低刑，只能判处低于法定

最低刑的刑罚。

23、【答案】B《刑事诉讼法》第 72 条第 3款规定，监视居住由公安机关执

行。故 B项应选。取保候审和逮捕的执行机关是公安机关，故 A、C项应排除；

批准逮捕权专属于人民检察院，故 D项应排除。

24、【答案】B。解析：选项 A的错误在于，防卫过当不是一个具体的罪名；

选项 C的错误在于，在防卫过当的情况下，行为人仍然具有防卫意图，所以不可

能是直接故意；选项 D的错误在于，事后防卫与防卫过当完全不同，不能按照防

卫过当处理。所以，本题的正确答案是 B。

25、【答案】B。解析：贪污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

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

26、【答案】B。解析：《刑法》第 394 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在国内公务活

动或者对外交往中接受礼物，依照国家规定应当交公而不交公，数额较大的，依

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第 382 条规定，国家

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

物的，是贪污罪。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

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

段非法占有国有财物的，以贪污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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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答案】C。解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毒品再犯制度。《刑法》第 356

条规定：“因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过刑，又犯本节规

定之罪的，从重处罚。”这是刑法关于毒品再犯制度的规定，根据这一规定，本

题中，纪某因运输毒品罪被判过刑之后，又犯贩卖毒品罪，构成毒品再犯，应当

从重处罚。所以，本题的正确答案是 C.

28、【答案】D。解析：正当防卫指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

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

防卫过当是指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假想防卫是指行为人由于主观认识上的错

误，误认为有不法侵害的存在，实施防卫行为结果造成损害的行为。事后防卫是

指不法侵害结束之后，即行为人被制服、丧失侵害能力、自动中止、逃离现场等

情形下所进行的防卫。据此本题正确答案为 D。

29、【答案】C。解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抢劫过程中故意杀人案件如何定

罪问题的批复》规定：“行为人为劫取财物而预谋故意杀人，或者在劫取财物过

程中，为制服被害人反抗而故意杀人的，以抢劫罪定罪处罚。”所以，甲和乙为

劫取财物而将丙杀死，当场取得现金 2000 元的行为应认定为抢劫罪。行为人故

意杀死被害人后，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被害人被绑架为名，向其亲属索取财

物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的绑架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利

用被绑架人的亲属或者他人对被绑架人安危的考虑，劫持或者控制他人，提出勒

索财物的要求。行为人是否实际绑架了他人，是勒索财物行为构成绑架罪还是敲

诈勒索罪的关键所在。所以甲和乙将丙杀害后，又临时起意给丙妻丁打电话，声

称丙已被绑架，勒索现金 10 万元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应当对二人的上述行

为以抢劫罪和敲诈勒索罪实行数罪并罚，所以 C选项为正确答案。

30、【答案】D。《刑法》第 17 条第 1款规定：“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

当负刑事责任。”该法第 18 条第 1 款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

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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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

本题中，甲在犯罪时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应当负刑事责任，且甲不具有减轻或者

免除处罚的量刑情节，因此正确答案为 D。

31、【答案】B解析：题中甲为逃避检查，不顾抓着车门的乙，在疾驶中突

然刹车，致乙重伤，甲明知其行为会发生危害后果，并且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

是典型的间接故意。根据题中条件，甲只为摆脱乙，并不具有杀人的直接故意，

只是采用了不计后果的方法。由以上分析可知甲也不构成过失。故正确答案为 B。

32、【答案】A。解析：疏忽大意的过失，是指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

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以致发生了这种危害结果的

心理态度。过于自信的过失，是指已经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

但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心理态度。本题中甲并没有预见到结果的

发生，故 A项说法正确，C项说法错误。间接故意，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

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意外事件，是指行为

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但不是出于行为人的故意或者过失，而是由于不

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意外事件不负刑事责任，这是与疏忽大意的过失的区别。

33、【答案】C。解析：盗窃罪（《刑法》第 264 条）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的行为。其构成要件是:①犯罪主体

为一般自然人主体，根据刑法规定，未满 16 周岁的未成年人不可能成为盗窃罪

的主体。②在一般情况下，主观方面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③多次窃取他人财物

或窃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是盗窃罪的客观方面的主要特征。④本罪的直接客体

在一般情况下是为刑法所保护的所有权制度。盗窃罪的既遂与未遂的区别是：盗

窃行为已经使被害人丧失了对财物的控制时，就是既遂。至于行为人是否最终达

到了非法占有并任意处置该财物的目的，并不影响既遂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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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答案】B解析：预备、未遂的区别要点在于是否着手实行犯罪，但是

着手实行犯罪的判断需要因罪而异，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本案属于预备犯，

杀人行为的着手是开始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但不同的方式的着手的点是不同

的，在刀杀、枪杀、棍杀的时候起码要等到行为人看到被害人，举起武器要打、

要杀才能认为是着手，显而易见在本案中行为人连被害人的影子也没有见到，当

然不能认为是着手。由于行为人没有找到被害人而且被其他人拿下，属于意志以

外的原因，所以是预备犯。这就是未遂与预备的区别。常见的未遂与预备的区别

除了杀人问题以外还有抢劫。如：一个人打出租车到某地去，结果引起司机的怀

疑，直接把车开到了公安局去了，这种情况属于预备犯，因为抢劫的着手是为了

获得财物，开始使用暴力威胁行为。在这个案件中行为人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来

不及实施，因此是预备犯。

35、【答案】B。解析：因事实认识错误，不可能达到既遂的未遂称为不能犯

的未遂。其中对于犯罪对象的认识错误所导致的未遂是对象不能犯的未遂。甲误

认为乙是妇女而意图强奸，发现乙是男人后逃跑，符合对象不能犯的未遂的特征，

属于强奸未遂，B选项正确。

36、【答案】C。解析：甲过失致乙死亡，成立过失致人死亡罪，又发现稻草

动了一下，以为乙没死，即产生杀人的故意，于是拾起一块石头猛砸乙的头部，

构成故意杀人罪的对象不能犯的未遂。

37、【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复杂共同犯罪的含义。根据共

同犯罪人之间是否有分工，共同犯罪分为简单共同犯罪和复杂共同犯罪，复杂共

同犯罪是指各共同犯罪人之间存在着分工的共同犯罪。在复杂共同犯罪中，共同

犯罪人可以根据分工分为组织犯、实行犯、帮助犯和教唆犯。在本题中，甲乙丙

三人共同盗窃，存在着甲望风、乙入室行窃、丙接应转运赃物的分工，所以甲乙

丙之间构成的共同犯罪是复杂的共同犯罪。本题的正确答案是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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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答案】A.解析：《刑法》第 67 条第 2款规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

的，以自首论。

39、【答案】解析：本题也较简单。甲对于乙的死亡所持的心理态度肯定是

直接故意，对于丙的死亡，甲显然不是直接故意。申为了杀死乙，没有阻止丙，

而造成了丙的死亡，根本不存在是不是过失的问题，是典型的间接故意。

40、【答案】B。解析：《刑法》第 36 条第 2款规定.“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

犯罪分子，同时被判处罚金，其财产不足以全部支付的，或者被判处没收财产的，

应当先承担对被害人的民事赔偿责任。”所以，B选项正确。

41、【答案】D 解析：贾某撞伤田某，但无法预见到田某因医生失职而死亡。

贾某撞伤田某并送其至医院的行为于田某的死亡没有直接因果关系。属于意外事

件。

42、【答案】B 解析：因甲已经着手实施犯罪，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

逞，所以属于犯罪未遂。

43、【答案】C解析：在侦查阶段是撤销案件，在起诉阶段是不起诉。享有

受贿案件侦查权的是检察机关，所以检察机关在侦查阶段发现不应追究刑事责任

适用的是撤销案件。

44、【答案】A 解析；金融犯罪，是指发生在金融活动过程中，违反金融管

理法规，破坏金融管理秩序，依法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刑法》第 189 条第 1

款规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在票据业务中，对违反票据法规定的

票据予以承兑、付款或者保证，造成重大损失的，处 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处 5年以上有期徒刑。B、C、D三项不构成金融犯罪。故

本题选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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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答案】D解析：2013 年 1 月 1 日施行的新《刑事诉讼法》第 117 条规

定.“对不需要逮捕、拘留的犯罪嫌疑人，可以传唤到犯罪嫌疑人所在市、县内

的指定地点或者到他的住处进行讯问，但是应当出示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的

证明文件。对在现场发现的犯罪嫌疑人，经出示工作证件，可以口头传唤，但应

当在讯问笔录中注明。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 12 小时案情特别重大、

复杂，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 24 小时。

不得以连续传唤、拘传的形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传唤、拘传犯罪嫌疑人，应

当保证犯罪嫌疑人的饮食和必要的休息时间。

46、【答案】B。解析：交通肇事罪是指违反交通管理法规，发生重大交通事

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本题

中，甲并无故意杀人或故意伤害的故意，也无破坏交通工具的故意。

47、【答案】C。解析：贪污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及受国家机关、企业、

事业单位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

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本罪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客观方面

表现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

的行为；主观方面只能是故意，还具有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目的。贪污罪与盗窃

罪的区别是：①前者除侵犯财产外还侵犯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后者只侵犯了财产；

②前者的对象仅限于公共财物，后者的对象既可以是公共财物，也可以是公民私

人所有的财物；③前者的行为包括利用职务之便的侵吞、窃取、骗取及其他手段，

后者的行为分别是特定的窃取、骗取与侵占行为，不存在利用职务之便的问题；

④前者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后者的主体为一般主体。本题中李某虽然在行为方式

上是窃取，似乎符合贪污罪客观方面的特征，但李某所窃取的 2万元营业款并没

有利用其记账员的职务便利，因为营业款是出纳员保管，所以其行为构成盗窃罪。

盗窃罪的既遂与未遂区别是：盗窃行为已经使被害人丧失了对财物的控制时，就

是既遂。至于行为人是否最终达到了非法占有并任意处置该财物的目的，并不影

响既遂的成立。本题中李某已经将营业款藏到垃圾袋中，在事实上已经脱离了银

行的控制，因此，其行为已经构成盗窃既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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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答案】C。解析：对于判处有期徒刑、拘役并不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人，

在服刑期间是否剥夺政治权利的问题，我国刑法没有明文规定。但是，根据《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县级以下人民代表大会直接选举的若干规定》，

下列人员准予行使选举权.被判处有期徒刑、拘役、管制而没有附加剥夺政治权

利的；被羁押，正在侦查、起诉、审判，人民法院或检察院没有决定停止行使选

举权的；正在取保候审或被监视居住的；正在受拘留处罚的。上述人员参加选举，

由选举委员会和执行监禁、羁押、拘留或劳动教养的机关共同决定，可以在流动

投票箱投票，或者委托有选举权的亲属或其他选民代为投票。被判处拘役、受拘

留处罚或被劳动教养也可于选举日回原选区参加选举。

49、【答案】D。解析：《刑法》第 77 条第 1款规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

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犯新罪或者发现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的，应

当撤销缓刑，对新犯的罪或者新发现的罪作出判决，把前罪和后罪所判处的刑罚，

依照本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决定执行的刑罚。”

50、【答案】A。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正当防卫的概念。正当防卫，是指为了

国家、公共利益、本人、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

对不法侵害人所实施的制止不法侵害且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失的

行为。本题中李某为了使集体财产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对不法侵害人实行

防卫，属于正当防卫。由于歹徒当场使用暴力手段抗拒抓捕，其犯罪性质已经由

盗窃罪转化为抢劫罪。《刑法》第 20 条第 3 款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

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

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因此李某将窃贼推倒在地，

致其死亡的行为属于特殊防卫，不负刑事责任。选项 A为正确答案。

51、【答案】B 解析：挪用公款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

的，或者挪用数额较大、超过 3个月未还的行为。李某是国有企业的财务人员，

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并且挪用数额较大，用于炒股，构成挪用公款罪，所以选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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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答案】C。解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贪污罪的认定。《刑法》第 183

条规定."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故意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

进行虚假理赔，骗取保险金归自己所有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的规定定罪

处罚。国有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和国有保险公司委派到非国有保险公司从事公务的

人员有前款行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刑法》第 271 条规定的是职务侵占罪，《刑法》第 382 条、第 383 条规定的是

贪污罪。所以，本题的正确答案是 C。职务侵占罪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

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行为。贪

污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和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

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

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职务侵占罪与

贪污罪、受贿罪的区分：1.主体要件不同，本罪的主体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

位的人员。无论是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还是国有公司、企业、中外合

资、中外合作、集体性质企业、外商独资企业、私营企业等中不具有国家工作人

员身份的一切职工都可成为本罪的主体，贪污罪的主体则只限于国家工作人员。

其中包括在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公司、企业中行使管理职权，并具有国家工

作人员身份的人员，包括受国有公司、国有企业委派或者聘请，作为国有公司、

国有企业代表，在中外合资、合作、股份制公司、企业等非国有单位中，行使管

理职权，并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员。2.犯罪行为不同，本罪是利用职务的

便利，侵占本单位财物的行为。而贪污罪是指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盗窃、骗

取公共财物的行为。3.犯罪对象不同。本罪的对象必须是自己职权范围内或者是

工作范围内经营的本单位的财物。它既可能是公共财物，也可能是私有财物。而

贪污罪则只能是公共财物。4.情节要件的要求不同。本罪的构成必须是侵占公司、

企业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数额较小的不构成犯罪。但法律对贪污罪没有规定数

额的限制。当然如果犯罪数额较小，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贪污行为不应认为

是犯罪。5.法定刑上有所不同。本罪的最高法定刑只有十五年有期徒刑，而贪污

罪的最高法定刑为死刑。6.1999 年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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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立案侦查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中分别对贪污罪、受贿罪中"利用职务上的

便利"的涵义进行了解释，其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职

务上主管、管理、经手公共财物的权力及方便条件。”由于贪污罪和职务侵占罪

只是主体和侵犯客体的不同，故其重合部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解释基本可

为职务侵占罪所用。具体说来，职务侵占罪中的"职务上的便利"可理解为根据法

律、法令、政策、单位章程以及单位有关负责人员赋予特定权力的人员利用主管、

管理、经营、经手单位财产的便利条件。

53、【答案】A 解析：《刑事诉讼法》第 14 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

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对于不满十八岁的未成年

人犯罪的案件，在讯问和审判时，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

场。诉讼参与人对于审判人员、检察人员和侦查人员侵犯公民诉讼权利和人身侮

辱的行为，有权提出控告。”

54、【答案】B。解析：构成诽谤罪。如果某甲向公检法等机关告发意欲使乙

受刑事处罚，则构成诬告陷害罪。但本案中甲只是将诽镑的情况写成小字报散发。

55、【答案】D解析：《刑法》第 18 条第 2款规定：“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

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因此选 D。

56、【答案】A解析：甲的行为构成转化抢劫罪。参见《刑法》第 269 条：

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

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抢劫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57、【答案】B解析：本题属一般常识，只有公安机关有权发布通缉令。

58、【答案】B。解析：根据《刑法》第 384 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

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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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是挪用公款罪，处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挪用公款数额

巨大不退还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挪用用于救灾、抢险、防汛、

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归个人使用的，从重处罚。因此本题选 B。

59、【答案】A。解析：《刑法》第 6条第 1款规定了属地管辖原则。“凡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的，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都适用本法。”所以，

外国人在我国领域内犯罪的，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之外，均适用我国刑法。A选

项正确。

60、【答案】A解析：甲盗窃后为了逃跑，趁丙不备，夺取丙的摩托车，分

别构成盗窃罪和抢夺罪。次日为抗拒抓捕而实施的故意伤害行为构成单独的故意

伤害罪。此题考察的是抢夺罪转化为抢劫罪的时空限制。盗窃、诈骗、抢夺转化

为抢劫罪的，必须是“当场”使用暴力。“当场”指犯罪现场以及犯罪分子刚_

离开现场就被及时发觉而立即追捕的过程（被视为犯罪现场的延伸）本题中被害

人丙于次日抓捕甲的行为已不属于犯罪现场的延伸，所以甲的暴力行为不能转化

为抢劫罪，而是单独的故意伤害罪。

61、A 解析：滥用职权罪（《刑法》第 397 条）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反

法律、法规规定的权限和程序，超越职权处理其无权决定、处理的事务，或者故

意违法处理公务，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本罪的

构成要件是.①犯罪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②犯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即行为人

明知自己超越职权或违法行使职权的行为可能会发生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

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③客观方面表现为

滥用职权处理事务，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④侵

犯的客体是国家机关对社会公务的正常管理秩序。玩忽职守罪（《刑法》第 397

条）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致使公共

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本罪的构成要件是：①犯罪主体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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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②主观方面表现为过失。③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实施

了玩忽职守的行为，并对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失。④侵犯的

客体是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秩序。非法拘禁罪（《刑法》第 238 条）是指故意非

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其构成要件是.①犯

罪主体为一般主体，即凡年满 16 周岁，具有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均可构成这一犯罪。②主观方面是出于故意，并且行为人具有非法剥夺他人人身

自由的目的。③客观方面表现为非法拘禁他人的行为。④侵犯的客体是他人的人

身自由权利。本题中派出所所长陈某为得到表彰，在网上通缉了 7名仅违反治安

管理处罚法并且已受过治安处罚的人员，致使 5名人员被外地公安机关“抓获”

后关押。其行为违反了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符合滥用职权罪的构成要件。故

本题中选项 A为正确答案。

62、【答案】C

63、【答案】D解析：受贿罪，是指国家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

财务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的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个人受贿数额在

5000 元以上的，构成受贿罪。陈某的行为符合此罪的构成要件，构成受贿罪。

依据《刑法》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是指行政执法

人员徇私舞弊，对依法应当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不移交，情节严重的行

为。陈某的行为显然构成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选项 D正确。

64、【答案】D

65、【答案】 D解析：赵某明知罗某以盗窃所得财物出售，仍答应收购，赵

罗二人在罗某盗窃之前已经形成共同的犯罪意识，符合共同犯罪的构成条件，是

共同犯罪。赵某构成销售赃物罪的前提是赵某在罗某犯罪前不知道其犯罪意图。

选项 A、C可排除。由题干可知，罗某犯罪时为 15 岁，其所犯盗窃罪不符合《刑

法》所规定的 14-16 周岁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因此对罗某不应以盗窃

罪定罪处罚，D为正确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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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答案】C解析：犯罪构成是我国刑法所规定的，决定某一行为的社会

危害性及其程度，并为该行为构成犯罪所必须具备的一系列主客观要件的总和。

任何一种犯罪的成立都必须具备四个方面的构成要件，即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

面、犯罪主体和犯罪主观方面。其中，犯罪客体是指我国刑法所保护而为犯罪行

为所侵犯的社会关系。犯罪客观方面是指犯罪活动的外在表现，是犯罪行为和由

这种行为所造成的危害结果，包括危害行为、危害结果、行为与结果直接的因果

关系以及犯罪的时间、地点和方法等。犯罪主体是指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并依法

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人和单位。犯罪主观方面是指犯罪主体对自己所实施的犯罪

及危害结果所持的心理态度，这种心理态度由罪过、犯罪目的、犯罪动机等主观

方面因素构成。因此本题答案为 C。

67、【答案】D。解析：王某头部撞击墙角昏迷倒地，已经丧失了攻击能力，

张某已经不存在进行防卫的前提条件了，此时他再去捡起匕首往王某心脏部位猛

剌数下，导致王某死亡，显然是故意杀人，应当负刑事责任。

68、【答案】C 解析：盗窃罪既遂的通说认为，财物离开占有人的实际控制

即构成盗窃罪既遂，本案中，王某已经将价值 2万元的货物窃得，并扔出墙外，

此时，该财产已经离开了占有人的实际控制范围，因此，王某构成盗窃罪的既遂，

所以可以排除 A项和 D项。侵占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

物或者他人的遗忘物、埋藏物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退还的行为。刘某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将不属于自己的货物据为己有，构成侵占罪。本题正确答案是 C

项。

69、【答案】B。解析：我国刑法分则对犯罪进行分类的依据即以犯罪同类客

体为主，以犯罪主体或者惩治犯罪的特殊需要为辅，根据此标准对犯罪进行分类。

70、【答案】D 解析：《刑法》第 26 规定：“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

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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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

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

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第 27 条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

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第 28 条规

定：“对于被胁迫参加犯罪的，应当按照他的犯罪情节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第 29 条规定：“教唆他人犯罪的，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教

唆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应当从重处罚。如果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

对于教唆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71、【答案】C 解析；《刑法》第 12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

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如果当时

的法律认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

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适用本法。

本法施行以前，依照当时的法律已经作出的生效判决，继续有效。"故我国刑法

的溯及力采用从旧兼从轻的原则。

72、【答案】B。

73、【答案】C 解析：《刑法》第 6条第 3款规定，犯罪的行为或者结果有一

项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就认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

74、【答案】A 解析；刑事管辖原则是指刑法对地和对人的效力，也就是解

决国家的刑事管辖权的问题。一般而言，刑事管辖包括属地原则、属人原则、保

护原则和普遍原则。其中属地原则以地域为标准，凡是在本国领域内犯罪，无论

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都适用本国刑法；反之，在本国领域外犯罪，都不适用本

国刑法。故本题选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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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答案】C解析：参见《刑法》第 58 条：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刑期，从

徒刑、拘役执行完毕之日或者从假释之日起计算；剥夺政治权利的效力当然施用

于主刑执行期间。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应当遵守法律、行

政法规和国务院公安部门有关监督管理的规定，服从监督；不得行使本法第五十

四条规定的各项权利。

76、【答案】A。解析：减刑适用于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

的犯罪分子。故 A为正确答案。

77、【答案】D 解析：侮辱罪属于告诉才处理的犯罪。

78、【答案】C。解析：死刑是剥夺犯罪分子生命的刑罚方法。这是最严厉的

一种刑罚方法。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A项正确。犯罪的时候

不满 18 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包括不适用死缓）B

项正确。死刑有两种执行制度，一种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另一种是判处死刑同

时宣告缓期2年执行（简称死缓X死刑立即执行除由最高人民法院直接判决的外，

依法都应当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于被判死刑缓期执行的各高级人民法院有瞄

妾核准，无需上报。因此 C项说法错误。《刑法》规定："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

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二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

D项正确。故本题答案为 C。

79、【答案】A。解析：《刑法》第 32 条规定，刑罚分为主刑和附加刑。第

34 条规定，附加刑的种类如下：（一）罚金；（二）剥夺政治权利；（三）没收财

产。附加刑也可以独立适用。故 A错误，应选。

80、【答案】C 解析：《刑事诉讼法》第 37 条第 3款规定，犯危害国家安全

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

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间谍罪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罪，故本题应选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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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答案】B。解析：选项 A 属于为了抢劫制造条件的行为，构成犯罪预备；

选项 B只是犯意表示，不构成犯罪；选项 C属于为了盗窃制造条件的行为，构成

犯罪预备；选项 D属于为了抢劫制造条件的行为，也构成犯罪预备。

82、【答案】A。解析：《刑法》第 65 条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

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

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是过失犯罪和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

除外。"第 66 条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

罪的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国可时候再犯上述任一类罪的，

都以累犯论处。缓刑考验期满，原判的刑罚就不再执行；不属于刑罚执行完毕，

所以 A项不构成累犯。

83、【答案】A。解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第］条规定并非出于犯罪嫌疑人主动，而是经亲友规劝、陪同投

案的；公安机关通知犯罪嫌疑人的亲友，或者亲友主动报案后，将犯罪嫌疑人送

去投案的，也应当视为自动投案。A选项正确。该解释第 1条还规定."共同犯罪

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除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还应当供述所知的同案犯，主犯

则应当供述所知其他同案犯的共同犯罪事实，才能认定为自首。"B 选项中未供

述同案犯乙，C选项中未供述本人罪行，均不成立自首。依据该解释第 1条的规

定：”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又逃跑的，不能认定为自首。"D 选项中甲出走不知

所踪，属于自动投案后又逃跑的情况，也不能认定为自首。

84、【答案】A。解析：《刑法》第 18 条第 4款规定，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

刑事责任，A项当选。B项属于正当防卫。C项未满 16 周岁未成年人只对故意杀

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

负刑事责任，故张三不应负刑事责任。D项精神病人在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

造成危害结果，不负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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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答案】D 解析：《刑事诉讼法》第 74 条规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期

限应当折抵刑期。被判处管制的，监视居住—日折抵刑期一日；被判处拘役、有

期徒刑的，监视居住二日折抵刑期一日。”据此可知，只有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

的期限才能折抵刑期。故本题应选 D。

86、【答案】C 解析：《刑事诉讼法》第 53 条第 1款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

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

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

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故 C项错误

87、【答案】C。解析：不作为是指在能够履行自己应尽义务的情况下，不履

行亥义务。成立不作为犯罪必须具备以下客观要件：（1）行为人具有某种特定的

义务。义务的来源通常包括.①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②职务或业务上要求的义

务？，③法律地位或者法律行为引起的义务；④先行行为造成的。（2）行为人能

够履行特定义务。（3）行为人不履行特定义务。据此 a项中县卫生局副局长刘某

虽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但对阻止犯罪行为并不具有法律或职务上的义务，不成

立犯罪。同理 d项中路人也不构成不作为犯罪。B中甲携 6岁的侄子乙外出，由

于这一先行行为，甲对乙便负有救助的义务。甲构成不作为。故 ABD 三项表述均

有误。

88、【答案】B。解析：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

罪结果发生的，是犯罪中止。所以 B项正确。

89、【答案】A解析：注意执行权的划分，罚金、没收财产和死刑立即执行

的执行机关是法院。监狱对有期徒刑及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罪犯有执行权，公安

机关对管制、剩余刑期不足一年的罪犯有执行权。因此 C、D错误。注意无论在

刑事还是在民事程序中，一般都由一审法院执行，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可由上级

法院执行。A正确，B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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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答案】D。解析：根据题意，对犯 A罪的判决：一是判处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二是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同时对被告人判处刑罚时还需要考虑其具有的法

定情节或酌定情节。选项 A、B的错误在于“身无分文“不属于酌定从轻判处刑

罚的情节。选项 C适用刑罚错误，应判处有期徒刑而不是拘役。解答本题首先需

要看清题干，在正确理解题意之后方能准确作答。应注意题干中的"有期徒刑"、

“并处或单处罚金”等关键词。

91、【答案】C。

92、【答案】B。解析：李某明知私拉电网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仍然在

自己的花房周围拉电网，并且未采取任何防止结果出现的措施，对出现的结果是

一种漠不关心的放任态度，所以是间接故意。

93、【答案】B 解析：此题情形属于犯罪既遂而不属于犯罪中止，犯罪中止

必须是没有发生作为既遂标志的犯罪结果。行为人虽然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采

取措施防止结果发生，但如果发生了作为既遂标志的犯罪结果，就不成立犯罪中

止。

94、【答案】C 解析：依据《刑法》第 38 条和第 69 条的规定，管制的期限，

为三个月以上二年以下。数罪并罚时管制最高不能超过三年。对判处管制的犯罪

分子，依法实行社区矫正。所以 A、B选项的内容本身是正确的。根据《刑法》

第 39 条的规定，对于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在劳动中应当同工同酬。所以 C

选项内容本身是错误的。在劳动中应酌量发给报酬的是对判处拘役的犯罪分子的

执行内容。根据《刑法》第 41 条的规定，管制的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

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二日。所以 D选项不选。

95、【答案】A解析：可以采用排除法来解答本题。首先甲的行为不构成抢

劫罪，因为不符合抢劫罪的行为方式。其次，甲的行为也不构成侵占罪，因为侵

占罪的前提是合法持有他人财务。



- 24 -

96、【答案】D解析：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97、【答案】C解析：提起公诉前叫"犯罪嫌疑人”，审判阶段叫“被告人”，

判决之后叫“罪犯”。

98、【答案】A。解析：体现犯罪实质特征的犯罪要件是犯罪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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