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1年律考模拟试卷答案及解析（试卷四） PDF转换可能丢

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79/2021_2022_2001_E5_B9_

B4_E5_BE_8B_c36_479606.htm 一、(本题8分)?? 林A是某校的一

年级学生，今年13岁，其父母因感情破裂而离婚，林A随母亲

赵B一起生活。一日，林A随同学一块在一体育彩票销售点

花2元钱购得彩票一张，数日后，体育彩票开奖，林A所购彩

票中得一等奖，奖金额为32413元。?? 请回答下列问题??1?奔

偕枇?A为了给其母亲一个惊喜，独自前去兑奖，兑奖中心以

林A年幼，无身份证为由拒绝承兑，是否可以?为什么???2?奔

偕枇?A与赵B一同前去兑奖，赵B以购买人林A是未成年人为

由对兑奖中心的扣缴个人所得税提出异议，能否成立?为什

么???3?奔偕枇?A独自领取奖金后，迅速到电脑城购得一价值1

万多元的笔记本电脑，赵B以未经其同意为由找到电脑城要求

退货，该要求能否成立?为什么???4?奔偕枇?A将奖金交与赵B

后，赵B将其中2万元交与其弟赵C炒股票，其行为能否成立?

为什么???5?奔偕枇?A父亲林D得知此事后，找到赵B要求分得

一半奖金以偿还债务，赵B以林D没有监护权为由予以拒绝，

其理由能否成立???二、(本题10分)?? 甲、乙、丙三人合伙成立

一企业，由甲出资3万元，乙出场地，经全体合伙人协商一致

，丙以劳务出资。合伙协议约定，因甲已出资3万元，若合伙

企业发生亏损，甲不再以个人财产承担亏损，合伙经营期限

为3年。?? 请回答下列问题??1?备煤匣锏暮匣镄?议是否符合法

律规定?为什么???2?奔偕璞?被债权人讨债而下落不明，是否发

生当然退伙?为什么???3?奔偕璞?下落不明，其债权人丁提出要

代位行使丙在合伙企业中的权利，是否可以???4?比艏自诤匣



锞?营期间死亡，其继承人能否当然取得合伙人资格?为什

么???5?比艏自诤匣锞?营期间死亡，因其继承人年幼，监护人

戊提出由其取得合伙人资格，是否可以?为什么???6?比舾煤匣

镆蛉鄙倭鞫?资金而向银行贷款，欲用乙出资的场地进行担保

，乙以场地为其个人出资表示反对，能否成立?为什么???三

、(本题10分)?? 刘一、刘二在分割遗产时，因一头受孕的母牛

无法分割，二人约定共同共有。后母牛产下小牛，刘一提出

分割，刘二认为小牛至少要饲养一、两年才能使用，现在分

割不太公平。刘一被拒绝很气愤，就对牛很少照料。一年后

，小牛长大，刘二同时饲养两头牛颇感吃力，且母牛脾性暴

烈，使用极不方便，遂将母牛卖于张三，但未告知该牛脾性

暴烈。一天张三在用该牛耕作时，母牛突然受惊，张三无法

控制，母牛闯入李四的秧苗田里，将李四的秧苗踩坏，母牛

被李四扣留，李四向张三要求赔偿。恰好刘一路过，认出该

母牛，说明自己是母牛的主人。要求牵回，张三不同意，认

为只有先返还当初支付的买牛款方能牵回，并提出，李四应

向刘一要求赔偿。刘一认为，自己并未收受出卖母牛的价金

，无返还责任，也无承担对李四损失的赔偿责任。?? 请回答

下列问题：??1?崩钏牡乃鹗вτ伤?承担责任?为什么???2?绷跻

皇欠裼腥ㄇ；啬概??为什么???3?比粽湃?向刘二提出合同无效

，是否可以?为什么???4?比袅跻黄鹚吡醵?要求分得小牛，应如

何处理???5?奔偕枇醵?不同意刘一独得小牛，刘一提出要将小

牛宰杀平分，是否可以?为什么???6?北景干婕暗侥男┟袷路?律

关系???四、(本题10分)?? 某商业银行与某房地产公司签订一贷

款协议，由商业银行提供贷款2000万给房地产公司。双方约

定，房地产公司不需支付贷款利息，但须将其投资项目“静



雅花园”的收益的一半付给商业银行，若未盈利，则只需将

本金偿还。该房地产公司接着与某建筑公司就“静雅花园”

签订了一建筑工程合同，总造价为2000万元，因商业银行贷

款还未转到房地产公司，房地产公司就以自有资金400万元支

付部分工程款，并由房地产公司的主管机关房产局作为保证

人。此时，房地产公司因流动资金紧张，遂向房产管理部门

办理预售登记，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根据以上情况，回

答下列问题??1?鄙桃狄?行与房地产公司签订的贷款协议是否

有效?为什么???2?狈坎?局能否作为房地产公司与建筑公司之间

的保证人?为什么???3?比舴康夭?公司届时无力支付工程款，建

筑公司可否要求房产局承担责任?为什么???4?狈康夭?公司能否

进行商品房预售?为什么???5?比簟熬惭呕ㄔ啊笨⒐ず螅?未经验

收情况下，某住户交纳预售房款后就搬入居住，结果造成人

身损害，此损害由谁承担责任?为什么???6?比舴康夭?公司未按

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建筑公司能否直接将该“静雅花园

”折价受偿?为什么???五、(本题8分)?? A县甲借给B县乙10万

元，已届还款期限，甲多次催促乙归还欠款，乙置之不理。

乙有一处房产价值20多万元，甲正欲起诉乙时，乙以5万元的

明显低价将该处房产转让给其弟C县丙，并且已办理房产转

让手续。?? 请问：??1?奔子?实现其债权，可行使何种权利?行

使该权利的条件是什么???2?奔谆?于第1问中的权利，如果提起

诉讼，如何确定乙和丙的诉讼地位???3?奔兹籼崞鹚咚希?什么

地方的人民法院具有管辖权???4?奔偕杓滋崞鹚咚希?法院受理

后，D县丁又提出乙欠其6万元货款，到期未得到偿还，丁采

取与甲同样的实现债权的方式向该法院起诉，法院可如何处

理?甲和丁在民事诉讼上是什么关系???5?奔仔惺沟?1问中的权



利所支付的律师代理费、差旅费等必要费用，应由谁负担???

六、(本题8分)?? 钱某曾任铵山煤矿科技处工程师，专门负责

坑道消烟除尘工作，1995年7月退休。1997年5月，钱某利用过

去工作中积累的资料，研发出“消烟除尘净化器”，1997年7

月10日，钱某与某铜矿约定，由铜矿在其坑道中试用，每月

付给钱某1000元，1997年10月10日，钱某将净化器以个人的名

义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提出专利申请。在钱某的申请下

，1998年2月2日公布其申请。因净化器在铜矿坑道中试用效

果极佳，钱某提出增加使用费，铜矿不同意，钱某遂停业铜

矿使用净化器，并要求其支付使用费，铜矿未答应。1998

年12月2日，钱某的专利获得批准并予以公告。铵山煤矿得知

后，向专利复审委员会提出宣告该专利权无效的请求。而钱

某又发现，铜矿根据试用时的净化器仿制出相同的产品，准

备推广使用。?? 请回答下列问题：??1?比麸?山煤矿认为钱某

研发的净化器是使用过去工作中积累的资料完成的，属于职

务发明，其主张是否成立?为什么???2?比麸?山煤矿向专利复审

委员会提出宣告钱某的专利权无效的请求，可在什么时候提

出???3?比麸?山煤矿对专利复审委员会的决定不服?可在什么时

间内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应怎样处理???4?币蛲?矿未支付

使用费，钱某欲起诉实现自己的债权，其诉讼时效为几年?从

什么时间起算???5?倍杂谕?矿的侵权行为?钱某应怎样处理???七

、(本题9分)?? 张某有一子，今年中学毕业，考得分数比县重

点高中录取线低1分。张某一心想让儿子上重点高中，经同事

介绍，找到县教育局中招办主任刘某。刘某说，此事有点难

办，有些关节需打通。张某没法，在某天晚上将一万元送到

刘某家中，刘某事后也把张某之子录取到县重点高中。恰钱



某有一女，分数比录取线也低几分，就找到张某帮忙，经张

某介绍，钱某向刘某送去2万元。后经人检举，检察院对刘某

进行立案侦查，张某见势不妙，于是到检察院主动交待其所

为。刘某在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如实交待了检察机关未掌握

的其他受贿事实，并揭发教育局局长、副局长多人的犯罪行

为，经查证属实。?? 根据上述案情，分析张某、刘某、钱某

的刑事责任和法定的量刑情节。??八、(本题9分)?? 孙某为一

美容美发屋的女老板，雇有几位卖淫女在店里服务，并约好

对不法获利五五分成。一日，嫖客李某对在店里学徒的未满

十四周岁的王某产生兴趣，孙某开始不答应，在李某给付1万

元的情况下，孙某在王某喝的饮料加入安眠药使李某得逞。

事后李某觉得给1万元太吃亏，遂找到未满十六周岁的林某，

一同将孙某的私生子诱骗至一废弃的仓库里，然后给孙某打

电话，想要回儿子，就拿20万元。因手头一时没那么多钱，

孙某只携10万元前往，李某见钱不足，便要孙某与其和林某

发生性关系，才肯放人，孙某没去，只好答应。?? 根据上述

案情，回答以下问题：??1?北景钢兴锬场⒗钅场⒘帜车男形?

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罪???2?蹦男┤烁饔心男┓ǘǖ牧啃糖

榻????九、(本题10分)?? 刘某，男，26岁，王某，男，22岁

，1999年二人因共同盗窃财物，被人民检察院移送起诉，人

民检察院在移送起诉时没有建议适用简易程序。?? 现问：1?

比羧嗣穹ㄔ壕?审查认为符合刑事诉讼法第174条第(一)项规定

，拟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人民法院应怎样处理?2?奔偃绺冒敢

咽视眉蛞壮绦蛏罄恚?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被告人刘某当庭翻

供，对于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予以否认，人民法院应怎样处

理???经过审理，第一审人民法院认定刘某和王某共盗窃财物



价值4800元，数额较大，依照《刑法》第264条的规定判处刘

某有期徒刑三年，王某有期徒刑一年。刘某不服上诉，理由

是原判决认定财物价值过高，量刑过重。??3?比舻诙?审人民

法院经审理查明，刘某与王某共盗窃财物价值4500元，原判

决多认定300元，对此，二审法院应怎样处理???4?比舳?审法院

发现一审法院的审理限制了当事人的法定诉讼权利，二审人

民法院应怎样处理???5?比舯景付?审人民法院发回原审人民法

院重新审理，原审法院应按照什么程序进行审理???6?比舯景

敢簧笈芯龊螅?刘某以量刑过重提起上诉，检察机关以对王某

量刑过轻提出抗诉，二审法院在审理时加重了对刘某、王某

的刑罚，这是否都违反刑事诉讼法中“上诉不加刑”的原则?

十、(本题8分)?? 小蔡到一美发厅理发，恰逢公安局的扫黄组

到该美发厅检查，因小蔡未随身携带身份证件，被扫黄组带

至公安局，并被处以行政拘留15天的处罚。对此，小蔡表示

不服。?? 现问：1?比粜〔潭孕姓?处罚不服，能否直接起诉?为

什么???2?比粜〔潭陨弦患豆?安机关裁决仍不服，但小蔡此时

在拘留所里，小蔡应怎么办?为什么???3?奔偕枞嗣穹ㄔ菏芾砀

冒福?公安机关在诉讼过程中自行到原美发厅收集证据，对此

证据，人民法院能否采纳?为什么???4?比艄?安机关在一审期间

撤销对小蔡的行政处罚，小蔡不撤诉，则人民法院可能作出

怎样的判决???5?比粜〔潭砸簧笈芯霾环?提出上诉，在二审期

间小蔡提出行政赔偿请求，第二审人民法院应怎样处理???十

一、(本题10分)?? 李×与方×自由恋爱多年，但方×父母亲方

××与刘×嫌李×家太穷，坚决不同意李×与方×的婚事。

每次方×偷偷地出去与李×约会，回家之后都会遭到父亲的

毒打，有一次被父亲用绳子捆起来吊在房屋梁上，饿了两天



，直到方×求饶才肯罢休。最近，方××与刘×正张罗着给

方×介绍一门亲事，欲将方×许配给一个残疾人，对方答尖

给彩礼3万元，一个月后就举行婚礼。方×在李×的鼓励下，

决定向人民法院起诉，追究方××与刘×的刑事责任，以维

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请求上述案情代书起诉状。?? 答题要

求：??1?备袷秸?确，特定事项齐全。??2?彼咚锨肭蠛戏ㄓ芯

莳?3?蔽淖滞ㄋ常?无语法错误，无错别字??4?笨忌?不得署名，

否则不得分。?お?〖JZ〗〖HTH〗试卷四考考答案??一、(本

题8分)〖HT〗??1?辈豢梢浴Ｒ蛭?《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

见第6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接

受奖励、赠与、报酬，他人不得以行为人无民事行为能力、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为由，主张以上行为无效”。林A虽为限

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仍有权接受奖励，领取奖金。?ケ咎饪嫉

悖合拗泼袷滦形?能力人的行为效力。??2?辈荒艹闪?。因为《

个人所得税法》第1条规定，在中国境内有住所，或者无住所

而在境内居住满1年的个人，从中国境内和境外取得的所得，

依照本法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买体育彩票中奖所得为偶然

所得。??本题考点：个人所得税的纳税。??3?蹦艹闪?。《民法

通则》第12条规定，10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为

能力人，可以进行与他的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活动；其

他民事活动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征得他的法定代理

人的同意。林A购买笔记本电脑的行为，标的数额大，与其

年龄、智力不相适应，属于不能独立实施的民事行为，赵B可

以主张无效，要求退货。??本题考点：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的民事行为效力??4?辈荒艹闪?。因为根据《民法通则》第18

条，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



及其他合法权益，除为被监护人的利益外，不得处理被监护

人的财产。??本题考点：监护人的职责??5?辈荒艹闪?。《民法

通则》若干意见第21条规定，夫妻离婚后，与子女共同生活

的一方无权取消对方对该子女的监护权，但是，未与该子女

共同生活的一方，对该子女有犯罪行为、虐待行为或者对该

子女明显不利，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取消的除外。??本题考点

：监护权的取消??二、(本题10分)??1?辈缓戏āＲ蛭?合伙协议

不得约定将全部利润分配给部分合伙人或者由部分合伙人承

担全部亏损。参见《合伙企业法》第32条。??本题考点：合伙

协议的内容??2?辈环⑸?当然退伙。因为合伙人在死亡或者被

依法宣告死亡的情况下，当然退伙。参见《合伙企业法》

第49条。??本题考点：合伙人的当然退伙??3?辈豢梢浴Ｒ蛭?合

伙人个人负有债务，其债权人不得代位行使该合伙人在合伙

企业中的权利。参见《合伙企业法》第42条。??本题考点：合

伙人的债权人的权利??4?辈荒堋Ｒ蛭?合法继承人在依照合伙

协议的约定或者经全体合伙人同意，从继承开始之日起，即

取得该合伙企业的合伙人资格。参见《合伙企业法》第51条

。??本题考点：合伙人的继承人合伙人资格的取得。5?辈豢梢

浴Ｒ蛭?合法继承人为未成年人的，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

可以在未成年时由监护人代行其权利。参见《合伙企业法》

第51条。??本题考点：未成年继承人的监护人的权利??6?辈荒

艹闪?。因为合伙企业存续期间，合伙人的出资和所有以合伙

企业名义取得的收益均为合伙企业的财产，由全体合伙人共

同管理和使用。参见《合伙企业法》第19条。??本题考点：合

伙企业财产的使用??三、(本题10分)??1?庇烧湃?承担。因为饲

养的动物造成损失的，由动物所有人或管理人承担责任。参



见《民法通则》第127条。??本题考点：动物致人损失的民事

责任??2?蔽奕āＲ蛭?部分共有人处分共有财产，如受让人为

善意，支付了对价，应维护受让人的合法权益，即受让人取

得标的物所有权。参见《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

第89条。??本题考点：部分共有人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3?笨

梢浴Ｒ蛭?标的物质量存在瑕疵，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受

让人可以解除合同。参见《合同法》第148条，??本题考点：

合同的解除。??4?备?据《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

第90条，对共有财产分割，没有协议的，应当根据等分原则

处理，并且考虑共有人对共有财产的贡献大小，因此对刘一

的要求不予支持。??本题考点：共有财产的分割??5?辈豢梢浴

Ｒ蛭?共有财产是特定的，而且不能分割或者分割有损其价值

的，可以折价处理。参见《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

行)第91条。??本题考点：特定共有财产的分割??6?辈撇?继承

关系，共同共有关系，买卖关系，侵权关系。??本题考点：

民事法律关系??四、(本题10分)??1?蔽扌АＲ蛭?商业银行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股票业务，不得投资

于非自用不动产。因此商业银行无订立此合同相应的民事权

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参见《商业银行法》第43条、《合

同法》第9条。??本题考点：合同的订立。??2?辈荒堋Ｒ蛭?国

家机关不能作为保证人。参见《担保法》第8条。??本题考点

：保证人的范围。??3?笨梢浴Ｒ蛭?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后，

债务人、担保人、债权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了

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参见《担保法》第5条。??本题考点：

保证合同无效后的责任承担??4?辈荒堋Ｒ蛭?商品房预售应符

合的条件之一是投入开发建设的资金达到工程建设总投资的



百分之二十五，而本题中房地产公司投入建设资金400万元只

占工程总造价2000万元的百分之二十。参见《房地产管理法

》第44条。??本题考点：商品房预售的条件??5?贝怂鸷τ煞康

夭?公司和该住户共同承担责任。因为建设工程未经验收，不

得交付使用，在此之前使用而造成损害的，建筑公司不承担

责任。在本题中，房地产公司和该住户对损害的发生都存在

过错，故共同承担责任。参见《合同法》第279条。??本题考

点：未经验收的建筑工程致人伤害的责任承担??6?辈荒堋Ｒ

蛭?发包人未按照约定支付价款的，承包人可以催告发包人在

合理期限内支付价款，发包人逾期不支付的，除按照建筑工

程的性质不宜折价的以外，承包人可以与发包人协议将该工

程折价。参见《合同法》第286条。??本题考点：发包人未支

付工程款后，承包人的救济措施??五、(本题8分)??1?奔卓尚惺

钩废?权。行使撤销权的条件是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

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参见

《合同法》第74条。??本题考点：撤销权的行使??2?奔卓芍灰

砸椅?被告，而将丙列为第三人。参见《合同法》若干问题的

解释(一)第24条。??本题考点：撤销权诉讼的诉讼参加

人??3??B县人民法院有权管辖。参见《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23条。??本题考点：撤销权诉讼的管辖??4?比嗣穹ㄔ嚎梢

院喜⑸罄恚?甲和丁在民事诉讼上是普通共同原告关系。参见

《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5条、《民事诉讼法》第53条

。??本题考点：撤销权的共同诉讼??5?奔仔惺钩废?权所支付的

必要费用，由乙负担，丙有过错的，应当适当分担。参见《

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6条。??本题考点：撤销权诉讼的

费用承包??六、(本题8分)??1?辈荒艹闪?。根据《专利法实施



细则》第10条，专利法第六条所称执行本单位的任务所完成

的职务发明创造是指退职、退休或者调动工作后一年内作出

的，与其在原单位承担的本职工作或者原单位分配的任务有

关的发明创造。钱某的净化器是在退休后一年多研发出来，

不属职务作品。??本题考点：职务发明创造??2?笨稍?1998年12

月2日起提出。《专利法》第45条规定，自国务院专利行政部

门公告授予专利权之日起，任何单位或者个人认为该专利权

的授予不符合本法有关规定的，可以请求专利复审委员会宣

告该专利权无效。??本题考点：专利权无效请求的提出??3?笨

梢宰允盏酵ㄖ?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应

当通知无效宣告请求程序的对方当事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参见《专利法》第46条。??本题考点：对专利复审委员会决

定不服的诉讼??4?鼻?某要求支付使用费的诉讼时效为二年，

自1998年12月2日起算。参见《专利法》第62条第二款。??本

题考点：专利使用费的诉讼??5?鼻?某可与铜矿协商解决，若

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钱某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也可

以请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参见《专利法》第57条。??

本题考点：对专利侵权行为的处理??七、(本题9分)??张某构成

行贿罪和介绍贿赂罪。根据《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

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第一(五)项，因被勒索给予

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已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以行贿罪追究

刑事责任。张某向钱某介绍对刘某行贿，构成介绍贿赂罪。

张某在被追究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和介绍贿赂行为，为自首

，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参见《刑法》第67、390

、392条。??刘某构成受贿罪和招收学生舞弊罪。根据《刑法

》第385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



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刑法》第418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招收公务员、

学生工作中徇私舞弊，情节严重的，是招收公务员、学生徇

私舞弊罪。刘某在被采取措施后，如实交待检察机关还未掌

握的其他受贿事实，以自首论，刘某揭发教育局局长、副局

长多人的犯罪行为，且查证属实，是立动，可以从轻或减轻

处罚。参见《刑法》第67、68条。??钱某构成行贿罪。因为钱

某为牟取不正当利益，而给予刘某2万元，数额达到立案标准

。参见《刑法》第389条。??本题考点：行贿罪，受贿罪，介

绍贿赂罪，招收公务员，学生徇私舞弊罪。??八、(本题9

分)??1?彼锬车男形?构成组织卖淫罪和奸淫幼女罪。孙某为获

不法利益，雇几位卖淫女在店里服务，构成组织卖淫罪。孙

某在王某的饮料加入安眠药使李某得逞，构成奸淫幼女罪的

共犯。参见《刑法》第236、358条。??李某的行为构成奸淫幼

女罪、强奸罪和绑架罪。李某在孙某的帮助下奸淫王某，构

成奸淫幼女罪，后又胁迫与孙某发生性关系，构成强奸罪。

李某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孙某的私生子，构成绑架罪。参

见《刑法》第236、239条。??林某的行为构成强奸罪。林某虽

参与绑架，但因其未满十六周岁，故不构成绑架罪。但对已

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强奸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参见《刑法》第17条。??本题考点：组织卖淫罪、奸淫幼女

罪、绑架罪、强奸罪??2?绷跄秤肓帜骋煌?绑架孙某的私生子

，并协迫与其发生性关系，构成强奸罪的共犯，刘某是主犯

，林某是从犯。林某因不满十八周岁，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

罚。参见《刑法》第17、26、27条。??九、(本题10分)??1?比嗣

穹ㄔ河Φ笔槊嬲髑笕嗣窦觳煸旱囊饧?，人民检察院同意并移



送全案卷宗和证据材料的，应当适用简易程序。参见《刑事

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17条。??本题考点：简易程序的

适用??2?比嗣穹ㄔ河Φ本龆ㄖ兄股罄恚?并按照公诉案件的第

一审普通程序重新审理。参见《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229条。??本题考点：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3?倍?审人

民法院应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因为《刑事诉讼法》

第189条规定，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

，应裁定驳回上诉，维护原判。本案事实基本清楚，只是数

字有些出入，并不影响定罪量刑。??本题考点：二审裁判??4?

备?据《刑事诉讼法》第191条，若第一审人民法院限制当事

人的诉讼权利，可能影响正确判决的，应当撤销原判，发回

重审，若第一审人民法院限制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不影响公

正审判的，二审法院应维持原判。??本题考点：二审法院对

一审法院限制当事人的法定诉讼权利的处理??5?痹?审人民法

院对于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依照第

一审程序进行审判。参见《刑事诉讼法》第192条。??本题考

点：原审法院对发回重审案件的审理??6?倍粤跄臣又匦谭Ｎシ

础吧纤卟患有淘?则”，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90条，第二

审人民法院审判被告人上诉的案件，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

。??对王某加重刑罚不违反“上诉不加刑原则”，因为人民

检察院提出抗诉的，不受“上诉不加刑原则”的限制，但人

民检察院只对部分被告人的判决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

院对其他第一审被告人不得加重刑罚。??本题考点：“上诉

不加刑”原则??十、(本题8分)??1?毙〔滩荒苤苯犹崞鹚咚稀

８?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39条，被裁决受治安管理处罚

的人不服公安机关裁决的，在接到通知后五日内，可以向上



一级公安机关提出申诉，由上一级公安机关在接到申诉后五

日内作出裁决，不服上一级公安机关裁决的，可以在接到通

知后五日内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题考点：对治安

管理处罚不服的救济??2?毙〔炭梢钥谕坊蚴槊嫖?托其近亲属

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因为《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11条规定，公民因被限制人身自由而不能提起诉讼的，

其近亲属可以依其口头或书面委托以该公民的名义提起诉讼

。??本题考点：被限制人身自由的公民的诉讼提起??3?辈荒堋

Ｒ蛭?在诉讼过程中，被告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

对自行收集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根

据。参见《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0条。??本题考点

：行政诉讼证据的收集??4?比嗣穹ㄔ壕?审查认为原具体行政

行为违法的，应当作出确认其违法的判决，认为原具体行政

行为合法的，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参见《行政诉

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0条。??本题考点：一审判决??5?钡

诙?审人民法院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告知小蔡另

行起诉。??本题考点：二审法院对行政赔偿请求的处理??十一

、(本题10分)??刑事自诉状??自诉人：方×，女，×岁，汉族

，××省××县人，农民，现住×县×镇×村??被告人：方

××(自诉人之父)，男，×岁，汉族，××省××县人，农

民，现住×县×镇×村??被告：刘×(自诉人之母)，女，×岁

，汉族，××省××县人，农民，现住×县×镇×村??诉讼

请求：??1?鼻胍员┝Ω缮婊橐鲎杂勺镒肪糠健痢劣肓酢恋男淌

略鹑尾⒋σ孕谭＊?2?币耘按?罪追究方××的刑事责任并处以

刑罚。??事实和理由：??我与李×自由恋爱多年，但方××与

刘×嫌李×家太穷，不同意我与李×的婚事，每次我与李×



约会，都遭到方××的毒打，有一次被其用绳子捆起来吊在

房屋梁上达两天。最近，刘×与方××欲将我许配给一个我

根本不爱的残疾人，为的是获得3万元彩礼。??综上所述，根

据我国《刑法》第257条的规定，方××和刘×已构成暴力干

涉婚姻自由罪，根据《刑法》第260条规定，方××已构成虐

待罪。为维护我的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请予惩处。??此

致??××县人民法院??〖JY〗具状人：方×??〖JY〗××××

年×月×日??〖JY〗代书：××县律师事务所律师×××??附

：本状副本两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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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