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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AE_89_E5_9F_BA_E7_c24_183155.htm 一、判断题(本部分

共30题，每题1分，共30分)1．公安机关是国家的刑事司法机

关。 ( )2．我国公安机关的宗旨是打击敌人，服务人民。 ( )3

．边防警察实行义务兵役制，属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序列

。 ( )4．户籍警察的主要职责有：执行户口管理制度，做好户

籍管理和人口统计工作。 ( )5．外事警察，是维护国家主权和

安全，对进出我国国(边)境的外国人(包括无国籍人)进行管 

理的人民警察。 ( )6．消防警察实行兵役制，属中国人民武装

警察部队序列。 ( )7．出租车等行业属于特种行业。 ( )8．审

核建设工程的消防设施是消防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 )9．公

安秘书工作主要指公安秘书行政工作和公安对策研究工作。 (

)10．公安技术科学研究，主要围绕有关公安工作的技术手段

、装备现代化进行。 ( )11．在我国的各种政治力量中，各民

主党派也可以领导公安工作。 ( )12．党的领导是行政领导，

政府的领导是政治领导。 ( )13．对违法犯罪分子的改造工作

，是教育人、挽救人和防止重新犯罪的特殊预防工作。( )14

．在一切监督力量中，党对公安工作的监督具有第一位的意

义。 ( )15．公安政策一般不会被写进政法公安工作文件之中

。 ( )16．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时，不管任何情况，都必须

通过其法定代理人或者教师在场。 ( )17．尸体检验应在法医

的主持下进行。 ( )18．如果被害人或证人拒绝人身检查，而

侦查人员又认为有必要检查时，可以强制检查。 ( )19．在侦

查机关第二次讯问后或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



犯罪嫌疑人可以聘请律 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

告。 ( )20．取保候审由检察机关执行。 ( )21．监视居住最长

不得超过12个月。 ( )22．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或者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如果因为是现行犯被拘留， 执行

拘留的公安机关应当立即向该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常

务委员会报告。( )23．精神病人在能辨认或者能控制自己行

为的时候违反治安管理的，不予处罚。 ( )24．强制戒毒期限

为3个月至9个月，自入所之日起计算。 ( )25．违反治安管理

行为在12个月内公安机关没有发现的，不再处罚。 ( )26．对

精神病人、呆傻人员可以决定劳动教养。 ( )27。地方各级公

安机关督察机构在行使职权时，仅对本级公安机关行政首长

负责。 ( )28．如果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主观上不存在过错

，其行为即便是违法并造成损害也不存在 国家赔偿。 ( )29．

社会监督可以直接产生法律后果，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性。 (

)30．人民警察纪律和义务是有区别的：纪律是人民警察必须

履行的，而义务则不是强制的。 ( )二、单项选择题(本部分

共30题，每题1分，共30分)1．警察是具有武装性质的维护社

会秩序、保卫国家安全的( )， A．国家军事力量 B．国家司法

力量 c．国家行政力量 D．国家执法力量2．警察产生的社会

条件是( )。 A．生产力的发展和私有制的产生 b．阶级矛盾和

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不可调和性 C：．维护统治秩序与惩罚

犯罪的客观需要 D．国家机器的形成3．公安机关的( )的实质

是公安机关代表国家和人民对敌对势力、敌对分子和严重刑

事犯 罪分子实行政治统治。 A．专政职能 B．民主职能 C．

管理职能 O．政治职能4．《人民警察法)规定，人民警察在

非工作时间，遇有其职责范围内的紧急情形，( )。 A．可以



不履行职责 B．必须履行职责 (：．可自行决定是否履行职责

D．应当履行职责5．( )是公安机关的首要任务。 A．维护社

会治安秩序 B．维护国家安全 C. 严厉打击各种严重刑事犯罪

D．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和人身自由6．公安机关的职责是由(

)所确认的。 A．政策 B．法律 C．法规 D．法律和法规7．下

列哪一项不属于交警的主要职责?( ) A．依法对道路、行人、

车辆和驾驶人员进行管理 B．防止和处理交通事故 C．开展

劳动安全宣传教育 D．维护交通秩序，保障交通安全的道路

畅通8．下列哪一项不属于公安法制工作?( ) A．公安机关内

部的法律事务和内部执法监督工作 B．劳动教养案件审批 巴

制定公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 D．办理国家

赔偿案件9．根据{刑法)、(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下列哪一选

项不由公安机关担负执行工作?( ) A．有期徒刑执行 B．管制

执行 C. 剥夺政治权利执行 D．驱逐出境执行10．人民警察以(

)进行社会行政管理。 A．党的名义 B．国家名义 C．人民的

名义 D．个人名义11．公安机关必须置于党委实际的、直接

的领导之下，严禁把( )用于党内。 A．批评手段 B．侦查手段

C．控告手段 D．建议手段12，( )是公安工作的根本路线。 A

．党的领导 B．群众路线 c. 为人民服务 D．维护人民的利益

13．( )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首要环节，是落实综合治理其

他措施的前提条件。 A．防范 B．教育 C．打击 D，建设14．

专门机关与广大群众的结合，是在双方目标一致基础上的结

合，主导方面是( )。 A．广大群众 B。同级党委 C．同级人大

D．公安机关15．严肃与谨慎相结合政策的总精神是( )。 A．

重证据 B．重调查研究 C．不枉不纵 D．执法必严16．公安行

政强制执行，是指相对人不履行( )时，公安机关依法强制其



履行的公安行政执 法行为。 A．公安机关作出的、已发生效

力的执行性行政决定 B. 检察机关作出的、已发生效力的执行

性决定 C．人民法院作出的、已发生效力的执行性判决 D．

人民法院作出的、已发生效力的执行性裁定17．在违反治安

管理行为构成要件中，( )处于核心地位。 A，危害行为 B．主

观要件 C．危害结果 D. 主体要件18．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条

例》第33条规定，警告、五十元以下罚款，可以由( )裁决。

A，县公安局 B．市公安局 C，县、市公安分局 D．公安派出

所19．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追究时效的起算时间为( )。 A．

行为人实施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当日 B．行为人实施违反治

安管理行为的次日 C. 行为人开始实施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当

日 D．行为人开始实施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次日 20．对劳动

教养案件，县级公安机关办案部门在调查完毕后，应当制作

《劳动教养呈批报告》， 连同案卷材料报送( )审核。 A．本

级公安机关法制部门 B。上级公安机关办案部门 C．上级公

安机关法制部门 D．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21. 除紧急情况外

，人身检查必须经( )批准。 A．县级以上公安机关 B．县级以

上公安机关负责人 C. 市级以上公安机关 D．市级以上公安机

关负责人22．应当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如果在逃，县级以上公

安机关在自己管辖的地区内，( )发布通 辑令 A．应报请有决

定权的上级机关 B．应报请同级党委 C．可以直接 D．应报请

同级政府23．(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均设立督察机构

。 A．省级以上 B．市级以上 C．局级以上 D．县级以上24

．( )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A．政法委 B．人大法工委 C．

人民法院 D．人民检察院25．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下列

哪一情形下，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 ) A．对没有犯罪事实或



者没有事实证明有犯罪重大嫌疑的人错误拘留的 B．刑讯逼

供或者以殴打等暴力行为或唆使他人以殴打等暴力行为造成

公民身体伤害或 者死亡的 C. 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

体伤害或者死亡的 D. 因公民自伤、自残等故意行为致使损害

发生的26．加强公安队伍建设要始终把( )放在首位。 A．从

严治警 B．依法治警 C．科技强警 D．政治建警27．对新录用

的人民警察实行试用期制度，试用期为( )。 A．半年 B．1年

半 C．1年 D．2年28．对被辞退人员，( )不得再录用为人民

警察。 A．4年内 B．3年内 C．2年内 D．5年内29．当警衔高

的人民警察在职务上隶属于警衔低的人民警察时，( )的为上

级。 A．警衔高 B．工作年限长 C. 担任现职时间长 D．职务

高30．旷工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不归( )的公安人员，应予以

辞退。 A．连续超过7天 B．连续超过10天 C. 连续超过15天 D

．连续超过30天三、多项选择题(本部分共20题，每题2分，

共40分)1．古代警察有哪些特点?( ) A. 军警不分，警政合一 B

．古代警察行使职权，在法律上是极不严格的，神权、皇帝

或长官的意志起决定作用 C. 私刑、私狱普遍存在 D．警民不

分，没有专职的警察力量2．公安机关与剥削阶级国家警察机

关有哪些区别?( ) A．两种警察所维护的阶级利益不同 B．两

种警察在专政对象上不同 C. 两种警察在专政的目的上不同 D

．两种警察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不同3．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前

，清政府将专职警察称为( )。 A．“捕快” B．“保卫” C．

“巡捕” D．“巡警”4．关于公安机关的专政职能与民主职

能，下列哪些说法是正确的?( ) 久专政职能是民主职能的基本

保障 B．民主职能是专政职能的社会基础 C．专政的对象是

敌人，民主的对象是人民 D．对敌人使用专政手段，对人民



实行民主的方法5．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

方面的内容：( )。 A．积极防范和制止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

违法犯罪行为 B．坚决惩治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违法犯罪分

子 C. 依法进行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行政管理，以创造一个良

好的社会环境 D．积极防范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的

发生6．保护公民的人身自由，就是保护公民的( )不受侵犯。

A．人身自由 B．人格尊严 C. 住宅 D．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7

．按照《人民警察法》第21条的规定，人民警察在公益方面

应当履行的责任义务有哪些? ( ) A。当遇到公民人身、财产安

全受到不法侵害或者处于其他危难情形时，应当立即救助 B

．对公民提出解决纠纷要求时，应当给予帮助 C．对公民的

报警案件，应当及时查处 D．人民警察应当积极参加抢险救

灾和社会公益工作 8．以下哪些项属于公安机关采取的紧急

排险措施?( ) A．在扑救重大火灾时，为防止火势蔓延而拆除

同火灾现场毗连的建筑物 B．在处置重大爆炸事故时，为防

止事故波及面扩大而拆除同事故现场毗连的设施 C．在乎息

判乱中炸毁暴徒盘踞的建筑物 D．在乎息判乱中炸毁暴徒借

以顽抗的设施9．社会治安秩序包括( )。 A．国家安全秩序 B

．国家工作秩序 C. 社会公共秩序 D．公民生活秩序10．中国

公民出入境管理工作主要包括( )。 A．对出入境的中国公民

进行管理 B．对出入境的华侨和港澳台同胞进行管理 C. 对出

入境的边境居民进行管理 D．依法查处出入境人员中的违法

犯罪人员11．党对公安机关的组织领导的实现途径是( )。 A

．健全公安机关各级党组织，严密组织制度，加强领导管理

B．抓好公安机关领导班子和公安队伍的建设，抓好党内组织

生活，贯彻民主集中制，保证 党员民主权利，正确开展批评



和自我批评 C．在广泛听取意见、认真考评的基础上向上级

政府推荐公安机关的主要领导干部 D．严格党的组织纪律，

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12．

教育与处罚相结合政策的基本要求为( )。 A，以教为主，寓

教于罚 B。教育多数，处罚少数 A．主体必须是两人或两人

以上 B．主体都达到责任年龄，具有责任能力 C．共同行为

人客观上共同实施了同一个违反治安管理行为 D．各个共同

行为人主观上必须都有过错 15．收容教养的对象包括( )。 A

．已满16岁犯罪，但不予刑事处罚的人 B．已满14岁不满16岁

犯罪，但不予刑事处罚的人 C. 已满14岁不满16岁犯罪，予以

刑事处罚的人 D．未满14岁犯罪，不负刑事责任的人16．行

政监察机关在行政监察中具有以下哪些职权?( ) A．检查权 B

．调查权 C．监察建议权 D．处分权17．法制部门在执法监

督中，对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不合法、不适当的执法活动

，可以作出 如下处理：( )。 A. 对错误的处理或者决定予以撤

销或者变更 B．对拒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责令其在规定的时

限内履行法定职责 C. 对拒不执行上级公安机关决定和命令的

有关人员，可以停止执行职务 D．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违

法行使职权已经给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造成损害，需要给 

予国家赔偿的，应当依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予以国家赔

偿18。国家权力机关对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的监督，主要

通过以下途径实现：( )。 A．通过制定相应法律、法规对公

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行使职权的活动进行制约 B．全国人大

常委会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有关公

安工作的行政法 规、决定和命令，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常

委会有权撤销本级人民政府有关公安工作 的不适当的决定或



者命令 C．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听取公安机关关于法律实

施情况的报告，对法律实施情况进行 检查，有权要求公安机

关进行汇报，提出批评、意见、建议或者作出决定 D．通过

对公安工作中的违法违纪行为提出议案，要求公安机关报告

有关情况，改正错误 的、不适当的行为19。《人民警察职业

道德规范》的内容是( )。 A．对党忠诚、服务人民 B．秉公执

法、清正廉明 C．团结协作、勇于献身 D．严守纪律、文明

执勤 20．2003年1月22日，公安部发布了加强公安机关内部管

理的“五条禁令”。下列哪些项属于 这“五条禁令”的内

容?( ) A．严禁违反枪支管理使用规定，违者予以纪律处分；

造成严重后果的，予以辞退或者开除 B. 严禁携带枪支饮酒，

违者予以辞退；造成严重后果的，予以开除 C．严禁酒后驾

驶机动车，违者予以辞退；造成严重后果的，予以开除 D．

严禁参与赌博，违者予以辞退；情节严重的，予以开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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