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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 13.王华，因涉嫌挪用资金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侦查终结后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人民检察院经审查

后，认为犯罪嫌疑人王华没有犯罪行为，经检察委员会讨论

，作出不起诉的决定。下列哪一表述是正确的？ A.本案应由

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 B.人民检察院应作出撤销案件的决定 C.

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的决定是正确的，但不应由检察委员

会讨论决定 D.人民检察院应当写出书面理由，将案卷退回公

安机关处理 答案及解析：D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以下简称《刑诉法》）第18条规定：“刑事案件的侦查由

公安机关进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贪污贿赂犯罪，

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

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报复陷害、非法搜查的侵犯公民人

身权利的犯罪以及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的犯罪，由人民检察院

立案侦查。对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重大

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时候，经省级以上

人民检察院决定，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根据这一

规定，人民检察院直接立案侦查的案件一共有五类：一是贪

污贿赂犯罪，二是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三是国家机关

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四是国

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的犯罪，

五是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并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

定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重大犯罪案件。



本案王华涉嫌实施的挪用资金罪并不属于以上五类案件，因

此，A不正确。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

讼规则》（以下简称《高检规则》）第262条规定：“对公安

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发现犯罪嫌疑人没有违法犯罪行

为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将案卷退回公安机关处理；发现犯

罪事实并非犯罪嫌疑人所为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将案卷退

回公安机关并建议公安机关重新侦查。如果犯罪嫌疑人已经

被逮捕，应当撤销逮捕决定，通知公安机关立即释放。”据

此，可排除B；同时，D符合该规定，为正确答案。C不正确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4条规定：“民检察院办理

刑事案件，由检察人员承办，办案部门负责人审核，检察长

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 14.被告人郑某因贪污罪被某市中级

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判决后被告人没有

上诉，检察机关也没有抗诉，该中级人民法院遂在抗诉、上

诉期满后第二天报请省高级人民法院核准。此时，省高级人

民法院不得作出哪种处理？ A.同意判处死缓、作出予以核准

的裁定 B.认为原判适用法律错误，处刑太轻，应判处死刑，

立即执行，直接改判并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C.认为原判刑罚

太重，不同意判处死缓，直接改判有期徒刑15年 D.认为原判

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 答案及解析：B 《六部委规

定》第47条规定：“高级人民法院核准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

案件，应当作出核准或者不核准的决定，不能加重被告人的

刑罚。”《刑事诉讼法解释》第278条第3款规定：“高级人

民法院核准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案件，不得以提高审级等方

式加重被告人的刑罚。”因此B项改判死刑显属不当。《刑事

诉讼法解释》第285条规定：“对判处死刑的案件，复核后应



当根据案件情形分别作出裁判：（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

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裁定予以核准；（二）原审判

决认定事实错误或者证据不足的，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新

审判；（三）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正确，但适用法律有错误

，或者量刑不当，不同意判处死刑的，应当改判；（四）发

现第一审人民法院或者第二审人民法院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

程序，可能影响正确判决的，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发回第一

审人民法院或者第二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所以ACD不应选

。 15.某市政府机关职员张某，因涉嫌犯间谍罪被有关部门立

案侦查，后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下列哪一说法是正确的？

A.本案应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B.本案应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

查 C.对王某的取保候审应由国家安全机关执行 D.对王某的取

保候审应由公安机关执行 答案及解析：C 《刑事诉讼法》第4

条规定：“国家安全机关依照法律规定，办理危害国家安全

的刑事案件，行使与公安机关相同的职权。”因此，间谍罪

应由国家安全机关侦查。AB项排除。《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

民检察院 公安部 国家安全部关于取保候审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2条规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的，由公安机

关、国家安全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

情况依法作出决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决定

取保候审的，由公安机关执行。国家安全机关决定取保候审

的，以及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办理国家安全机关移送的

犯罪案件时决定取保候审的，由国家安全机关执行。法律教

育网 http://www.chinalawedu.com 16.乙市M区人民法院对孙某

盗窃罪和抢劫罪作出判决后，人民检察院不抗诉，但孙某不

服提出上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一审判决事实清



楚，证据确实、充分，但量刑不当。一审对孙某盗窃罪和抢

劫罪分别判处2年和9年有期徒刑，决定执行的刑期为10年，

而两罪准确量刑应分别为5年和7年。二审法院应如何处理？

A.直接改判两罪刑罚分别为5年和7年有期徒刑，并在7年以

上12年以下决定应当执行的刑期 B.直接改判两罪刑罚分别为5

年和7年有期徒刑，并决定应当执行的刑期为10年 C.维持一审

判决 D.维持一审判处的2年有期徒刑，将一审判处的9年有期

徒刑改为7年，并在7年以上9年以下决定应当执行的刑期 答案

及解析：D 《刑诉法》第190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审判

被告人或者他的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近亲属上诉的案件，

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或者自诉

人提出上诉的，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高法解释》第257

条第1款第3项规定：“对被告人实行数罪并罪的，不得加重

决定执行的刑罚，也不能在维持原判决决定执行的刑罚不变

的情况下，加重数罪中某罪的刑罚。”因此，A、B均不正确

。《刑诉法》第189条第2项规定：“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

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因

此，C亦不正确。只有D符合《刑诉法》及《高法解释》的规

定。 17.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和有关的司法解释，下列

哪个说法是正确的？ A.上级人民法院不能审判下级人民法院

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 B.上级人民法院不能指定下级人民法

院审判应由上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 C.上级人民

法院不能指定下级人民法院审判管辖不明的案件 D.上级人民

法院不能指定下级人民法院审判管辖明确的案件 答案及解析

：B 《刑诉法》第23条规定：“上级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

，可以审判下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下级人民



法院认为案件重大、复杂需要由上级人民法院审判的第一审

刑事案件，可以请求移送上一级人民法院管辖。”排除A.《

刑诉法》第26条规定：“上级人民法院可以指定下级人民法

院审判管辖不明的案件，也可以指定下级人民法院将案件移

送其他人民法院管辖。”排除C.《高法解释》第18条规定：

“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因案件涉及本院院长需要回避等原因

，不宜行使管辖权的，可以请求上一级人民法院管辖；上一

级人民法院也可以指定与提出请求人民法院同级的其他人民

法院管辖。”排除D. 18.王某是某公安机关的法医，在一起刑

事案件的法庭审理过程中，人民法院聘请王某组任该案鉴定

人。本案的被告人提出王某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申请回避。

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谁有权对王某是否回避作出决

定？ A.王某所在公安机关的负贵人 B.该人民法院院长 C.本案

的合议庭 D.本案合议庭的审判长 答案及解析：B 《刑诉法》

第30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的回避，应

当由院长、检察长、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院长的回避，由

本院审判委员会决定；检察长和公安机关负责人的回避，由

同级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决定。”《高法解释》第32条规

定：上述有关回避的规定，适用于法庭书记员、翻译人员和

鉴定人；其回避由人民法院院长决定。因此选B. 19.侦查人员

在杀人案件现场收集到一封信和一张字条，信的内容与案件

无关，但根据通信对方的姓名和地址查出了犯罪分子。字条

的内容也与案件无关，但根据笔迹鉴定找到了字条的书写人

，从而发现了犯罪分子。对于本案中的信件和字条属于何种

证据种类，下列表述中哪一项是正确的？ A.信件是物证，字

条是物证 B.信件是物证，字条是书证 C.信件是书证，字条是



物证 D.信件是书证，字条是书证 答案及解析：C 根据有关的

法学理论，物证是指以其外部特征、存在场所和物质属性证

明案件事实的实物和痕迹；书证是指以文字、符号、图画等

记载的内容和表达的思想来证明案件事实的书面文件和其他

物品。从本质上看，书证以其所记载的内容和表达的思想起

证明作用，而物证则以其外部特征、存在场所和物质属性起

证明作用。本题题干中的信件是以其所记载的思想内容起证

明作用的，因而是书证；字条则是通过其外部特征起作用的

，因而是物证。所以选C. 20.张某被判处无期徒刑，王某被判

处拘役，李某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赵某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

执行。在符合法律规定的其他条件下，对谁可以依法暂予监

外执行？ A.张某和王某 B.王某和李某 C.李某和赵某 D.张某和

李某 答案及解析：B 《刑诉法》第214条之规定，暂予监外执

行仅适用于被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罪犯。题中被判处有

期徒刑或拘役刑罚的只有王某和李某，因此B为正确答案。

21.被告人郑某在法庭审判期间死亡，同时根据已查明的案件

事实和认定的证据材料，已能够确认郑某无罪。对此案人民

法院应当作出何种处理决定？ A.以判决宣告无罪 B.以裁定终

止审理 C.以决定终止审理 D.撤销案件 答案及解析：A 《高法

解释》第176条第9款规定：“审判期间，被告人死亡的，应

当裁定终止审理；对于根据已查明的案件事实和认定的证据

材料，能够确认被告人无罪的，应当判决宣告被告人无罪。

”据此A当选。法律教育网 http://www.chinalawedu.com 22.几

个同级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案件，应由最初受理的人民法

院审判。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移送下列哪一法院审判？ A.犯罪

地人民法院 B.被告人居住地人民法院 C.主要犯罪地人民法院



D.被告人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 答案及解析：C 《刑讼法》

第25条规定：“几个同级人民法院都有权管辖的案件，由最

初受理的人民法院审判。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移送主要犯罪

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23.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第一

育人民法院作出的无罪判决应在何种情况下执行？ A.判决生

效后执行 B.判决宣告后立即释放在押的被告人 C.上诉、抗诉

期限届满以后 D.二审审理结束，判决作出以后 答案及解析

：B 《刑诉法》第209条规定：“第一审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

无罪、免除刑事处罚的，如果被告人在押，在宣判后应当立

即释放。” （2003年） 13.甲和乙是盗窃案的共犯，被人民法

院判处有期徒刑后在同一监狱服刑。二人在服刑期间脱逃

至A市。甲在A市某宾馆吃饭时被抓获，押解回监狱后发现甲

在A市还犯有盗窃罪；乙在A市抢劫时被当场抓获。对甲和乙

所犯的新罪应当如何进行侦查？ A.二人均由监狱一并进行侦

查 B.二人均由A市公安局一并进行侦查 C.甲由监狱进行侦查

，乙由A市公安局进行侦查 D.乙由监狱进行侦查，甲由A市公

安局进行侦查 答案及解析：C 《刑诉解释》第14条规定，正

在服刑的罪犯在脱逃期间的犯罪，如果是在犯罪地捕获并发

现的，由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如果是被缉捕押解回监狱

后发现的，由罪犯服刑地的人民法院管辖。由此可确定相应

的侦查机关，故选C. 14.在审理自诉案件中，自诉人甲经两次

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法院应如何处理？ A.依法

拘传自诉人 B.开庭审理，缺席判决 C.延期审理 D.按自诉人撤

回起诉处理 答案及解析：D 依刑事诉讼法第171条规定，自诉

人经过两次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

庭许可中途退庭的，按撤诉处理。故选D. 15.控辩双方对第一



审刑事判决未提出抗诉或者上诉，但被告人对第一审刑事附

带民事诉讼判决中的附带民事部分不服，提起上诉，第二审

法院审查后，认为第一审民事部分判决正确，但刑事部分判

决有错误。第二审法院应当如何处理？ A.指令下级法院按审

判监督程序再审刑事部分 B.裁定将全案发回重审刑事部分 C.

按审判监督程序再审刑事部分，同附带民事部分一并审理，

依法判决 D.裁定将刑事部分发回重审 答案及解析：C 依《刑

诉解释》第262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附带民事上诉案

件，刑事部分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如果发现第一审判决或

裁定中的刑事部分确有错误，应当对刑事部分按照审判监督

程序指令再审，并将附带民事诉讼部分发回与刑事案件一并

审理。故选C. 16.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部门对于本院侦查部门

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发现犯罪事实不是犯罪嫌疑人所为，

应当如何处理？ A.应当书面说明理由将案卷退回侦查部门，

并建议侦查部门重新侦查 B.应当退回侦查部门，建议撤销案

件 C.应当书面说明理由，将案件退回侦查部门处 D.应当退回

侦查部门，建议补充侦查 答案及解析：B 依《检院规则》

第237条规定，侦查过程中，发现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

由检察人员写出撤销案件意见书，经侦查部门负责人审核后

，报请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撤销案件：①具有刑事诉

讼法第十五条规定情形之一的；②没有犯罪事实的，或者依

照刑法规定不负刑事责任和不是犯罪的；③虽有犯罪事实，

但不是犯罪嫌疑人所为的。故选B. 17.在审理过程中，被告人

趁上厕所之机逃跑，较长时间一直未被抓获，应当作出何种

处理？ A.延期审理的决定 B.延期审理的裁定 C.中止审理的决

定 D.中止审理的裁定 答案及解析：D 依《刑诉解释》第181



条规定，在审判过程中，自诉人或者被告人患精神病或者其

他严重疾病以及案件起诉到人民法院后被告人脱逃，致使案

件在较长时间内无法继续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中止审

理。由于其他不能抗拒的原因，使案件无法继续审理的，可

以裁定中止审理。 18.某人民检察院渎职犯罪侦查部门接到群

众的举报，对某单位领导在一起责任事故中的失职行为立案

侦查，经侦查认为该领导虽然有过失，但其行为尚不构成犯

罪，该检察院应当作出何种处理决定？ A.免予起诉 B.撤销案

件 C.不起诉 D.终止侦查 答案及解析：B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

，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①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

大，不认为是犯罪的；② 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③经特

赦令免除刑罚的；④依照刑法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没有告诉

或者撤回告诉的；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⑥其他法

律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刑诉法第15条确立了具有法定

情形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原则。具体说来，若处于侦查阶段，

应当撤销案件。故选B. 19.被告人张某系退伍军人，被告人赵

某系现役军人。张某曾在服役期间伙同赵某犯有抢劫罪。关

于该案的审判管辖，下列说法哪一个是正确的？ A.应当由军

事法院一并管辖 B.应当由地方人民法院一并管辖 C.被告人张

某由地方人民法院管辖，被告人赵某由军事法院管辖 D.应当

先由军事法院一并管辖，然后再把被告人张某移交地方人民

法院管辖 答案及解析：C 《高法解释》第20条规定：“现役

军人（含军内在编职工，下同）和非军人共同犯罪的，分别

由军事法院和地方人民法院或者其他专门法院管辖；涉及国

家军事秘密的，全案由军事法院管辖。”故选C. 20.某直辖市



人民检察院分院发现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挪用公款罪判处被

告人李某有期徒刑15年的第二审生效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

错误，该检察分院按下列哪一个程序处理是正确的？ A.向本

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抗诉 B.向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抗诉 C.

报请市人民检察院，由市人民检察院向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

抗诉 D.向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 答案及解析：C 依

《刑诉解释》第306条规定，人民检察院系统启动审判监督程

序主要包括两方面：①来自最高人民检察院②来自作出生效

判决和裁定的人民法院上级人民检察院。地方各级人民检察

院发现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确有错

误时，无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应当报请上级人民

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它的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21.孙某因犯故意杀人罪被某中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处列刑缓

期二年执行，检察院提起抗诉。第二审法院审理后改判孙某

死刑立即执行。对此案的处理，下列说法哪一个是正确的？

A.第二审法院应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死刑复核 B.应当报请最

高人民法院核准 C.因杀人罪判处死刑的核准权已经授权高级

人民法院行使，不必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D.该死刑判决是

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终审判决，应当生效，执行刑 答案及解

析：B 《六机关规定》第46条规定：“对于人民检察院抗诉

的案件，经第二审人民法院审查后，认为应当判处被告人死

刑的，按照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的规定处理，即第二

审人民法院认为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

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认为原判决事实不清或者

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或者发回重审。其中，

对于第二审人民法院直接改判死刑的案件，无论该案件的死



刑核准权是否下放，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高

法解释》第274条规定：“死刑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但依法

授权高级人民法院核准的除外。因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而由

人民法院按照第二审程序改判死刑的案件，应当报请最高人

民法院核准。” 因此，B项正确。 22.在第二审案件的裁判中

，下列哪一个表述不违反上诉不加刑原则？ A.第一审刑事附

带民事诉讼判决后，被告人的父亲经被告人同意提出上诉，

被害人对附带民事部分也提出上诉，法院第二审判决对被告

人加刑 B.被告人上诉的案件，第二审判决在不改变刑期的情

况下，将抢夺罪改为抢劫罪 C.被告人上诉的案件，第二审法

院审理后，认为第一审判决认定犯罪事实和适用法律没有错

误，但量刑偏轻，遂撤销原判，发回原审法院重审，原审法

院重审后对被告人加刑 D.第一审判处被告人盗窃罪和故意伤

害罪，被告人提出上诉，第二审法院认为第一审判决对盗窃

罪量刑偏轻，而对故意伤害罪量刑偏重，故在数罪并罚执行

刑期不变的情况下，增加盗窃罪的刑期，减少故意伤害罪的

刑期。 答案及解析：B 《高法解释》第257条规定：“第二审

人民法院审理被告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近亲属提

出上诉的案件，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并应当进行下列具

体规定：（一）共同犯罪案件，只有部分被告人上诉的，既

不能加重提出上诉的被告人的刑罚，也不能加重其他同案被

告人的刑罚；（二）对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只是

认定的罪名不当的，在不加重原判刑罚的情况下，可以改变

罪名；（三）对被告人实行数罪并罚的，不得加重决定执行

的刑罚，也不能在维持原判决决定执行的刑罚不变的情况下

，加重数罪中某罪的刑罚；（四）对被告人判处拘役或者有



期徒刑宣告缓刑的，不得撤销原判决宣告的缓刑或者延长缓

刑考验期；（五）对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判处的刑罚畸

轻，或者应当适用附加刑而没有适用的案件，不得撤销第一

审判决，直接加重被告人的刑罚或者适用附加刑，也不得以

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理。必须依

法改判的，应当在第二审判决、裁定生效后，按照审判监督

程序重新审理。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或者自诉人提出上诉的

案件，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但是人民检察院抗诉，经第二

审人民法院审查后，改判被告人死刑立即执行的，应当报请

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故选B. （2004年） 21.刘某因贪污罪被

某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判决后刘某

未上诉，人民检察院也未抗诉，市中级人民法院遂在抗诉、

上诉期满后第二天报请省高级人民法院核准。省高级人民法

院不得作出下列哪项处理？ A.认为原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发回重审 B.认为原判刑罚太重，不同意判处死缓，直接改

判为有期徒刑15年 C.认为原判刑罚太轻，应判处死刑立即执

行，直接改判并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D.同意判处死缓，作出

予以核准的裁定 答案及解析：C 对于依授权可以由高级人民

法院核准的死刑案件，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后，被告人不

上诉、人民检察院不抗诉的，在上诉、抗诉期满后三日内报

请高级人民法院核准。高级人民法院同意判处死刑的，应当

裁定核准死刑；不同意判处死刑的，应当依法改判；认为原

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应当发回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因此，本题中ABD符合上面列举的三种结果，而对于C高

级法院是不可以直接改判死刑立即执行的。 22.张某故意伤害

案由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后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人民检



察院审查后认为张某犯罪情节轻微，可以免除刑罚，决定不

起诉。公安机关如果认为人民检察院的决定有错误，依法可

以作出什么处理？ A.请求人民法院审查人民检察院的决定 B.

请求上一级公安机关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C.提请上一级

人民检察院复议 D.要求作出决定的人民检察院复议，意见不

被接受时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请复核 答案及解析：D 本题

考察的是公安机关对于人民检察院不起诉决定不服的救济途

径。按照《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对于公安

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应当将不

起诉决定书送达公安机关。公安机关认为不起诉的决定有错

误的时候，可以要求复议，如果意见不被接受，可以向上一

级人民检察院提请复核。本案中，张某故意伤害案由公安机

关侦查终结后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人民检察院审查后

认为张某犯罪情节轻微，可以免除刑罚，决定不起诉，公安

机关如果认为人民检察院的决定有错误，可以要求作出决定

的人民检察院复议，意见不被接受时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

请复核，而不能直接向上一级检察院复议，必须按照法定程

序进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