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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5_BE_8B_c36_479687.htm ??????一、单项选择题。每题所

给的选项中只有一个正确答案。请将所选答案填涂在答题卡

上。(本部分140题，每题1分，共40分)??1?毙℃媚炅涫?9岁，

下列哪些行为。相对人可以行为人无民事行为能力为由?主张

该行为无????A 小婷接受舅舅送给的一块手表??B 小婷每天上

学途中带邻居5岁的小孩上幼儿园，邻居给她50元作报酬??C 

小婷替邻居李大妈给女儿写信，李大妈给她10元钱作为报

酬??D 小婷品学兼优，一家公司奖励她1000元??2?绷跄?(男)被

依法宣告死亡后，其妻周某改嫁吕某，1年后，周某得知刘某

仍然在世，遂与吕某协议离婚并向法院申请撤销刘某的死亡

宣告。依照法律，该死之宣告后，周某与刘某的原婚姻关系

如何???A 即自行恢复??B 并未自行恢复??C 视为自行恢复??D 一

经刘某同意即自行恢复??3?蹦呈芯?神病院住院病人高某，从

医院出走，到一商场闹事，造成商场损失3000元，此经济损

失，应由谁承担赔偿责任???A 精神病院??B 病人家属??C 商

场??D 由病人家属承担，同时责令精神病院给予适当赔偿??4?

毙砟辰?自己跑运输的一辆汽车作低押，向赵某借钱2万元，

并依法办理了抵押登记。许某继续使用该车，一次行车途中

不慎翻车，汽车被毁报废，保险公司依保险合同赔偿许某损

失3万元。则下列说法正确的是哪项???A 应认定许某和赵某的

抵押关系已解除??B 应认定许某和赵某的抵押关系已中止??C 

抵押关系继续有效，应以保险公司赔偿的3万元作抵押??D 抵

押关系继续有效，应以保险公司赔偿额中的2万元作抵押??5?



奔子卸?女各一人，立有遗嘱，其遗产分给两个子女一人一半

，并对其子的继承附了义务。甲死亡后，甲子无正当理由拒

不履行义务，甲女可以如何???A 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甲子履

行义务??B 向人民法院申请取消甲子接受遗产的权利??C 向人

民法院申请宣告遗嘱无效??D 向人民法院申请判决履行义务的

人继承遗产??6?敝炷诚帜?17岁，自幼父母双亡，主要靠自己

打工维持生活，有时也有亲友支助，则朱某为???A 是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人??B 可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C 是限制民事

行为能力人??D 是相对民事责任能力人??7?狈侥澄?托卢某将一

批棉花运往外地，途中卢突发急病入院救治，因对方急需此

批货物，卢委托司机贺某继续将货物运往目的地，在医院里

，卢某让护士打电话将情况告诉方某，方某认为司机不可靠

，不应将货物托付给贺某，但此时，贺某已开车上路，途中

遇雨，部分棉花被淋湿报废，卢某对此应如何???A 应负赔偿

责任，因为方某将货物交给了他??B 应和方某共同承担损

失??C 损失没有责任，因为是在紧急情况下为了保护对方的利

益??8?毙炷忱爰页鲎撸?音讯全无已经6年，他的儿子徐甲向法

院申请宣告失踪，他的女儿徐乙则向法院申请宣告其死亡，

法院应如何???A 应当宣告其死亡??B 应当宣告其失踪??C 由法

院视具体情况决定??D 应当驳回二人申请??9?奔紫蛞医枨?3千

元，约定某年7月1日还款，甲到期未还。乙在10月20日给甲

写了一封信催促甲还款，甲于10月28日收到。该债务的诉讼

时效中断日期为何时???A 7月1日中断??B 10月20日中断??C 10

月28日中断??D 只有诉讼时效的最后6个月，才存在时效中断

的问题??10?毙砟秤幸蛔右慌?，儿子已经死亡，许某主要靠儿

媳林某来赡养，女儿也尽了一些赡养义务。许某去世后，留



有房屋三间，下列表述正确的是哪一项???A 林某可以作为第

一顺序继承人与许女共同继承遗产??B 林某不是法定继承人，

但可以适当分得遗产??C 遗产应主要由林某继承??D 林某无权

继承遗产，但可以要求自己的儿子代位继承许的遗产??11?崩

钅诚蚍ㄔ浩鹚咭?求解除其与养子的收养关系，一审法院判决

不解除，李某不服一审判决上诉。在上诉后的第4天，李某因

急病死亡。此案应如何处理???A 由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B 

由一审法院终结诉讼??C 由二审法院终结诉讼??D 由二审法院

中止诉讼??12?焙?某向杨某借款1万元，保证人为孟某。借款

到期后，韩拖延不还，杨遂以韩为被告诉至法院，要求其还

款，法院应如何???A 应通知孟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B 可只

列韩为被告，孟不列为被告??C 征求杨的意见后，决定是否将

孟列入被告??D 可以将孟列入共同被告??13?闭拍诚蛴泄芟饺ǖ

姆ㄔ荷昵肭恐浦葱泄?证机关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

书，法院经审查认为此债权文书确有错误，应如何处理???A 

裁定中止执行B 决定暂缓执行??C 裁定终结执行D 裁定不予执

行??14?甭滥诚蚍肽陈蚋?牛一头，秦某认为此耕牛是他走失的

，遂向法院起诉，要求吕返还耕牛。在诉讼过程中，人民法

院通知冯参加诉讼，冯在本案中居于何种地位???A 被告B 有

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C 原告D 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15?庇

饶乘吆文城址钙浜戏ㄈㄒ妫?在民事诉讼过程中，何某的父亲

提出何某患有精神病，要求宣告何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此

时，法院应如何???A 告知何的父亲另行申请宣告何为无民事

行为能力人，原诉讼继续进行??B 中止原诉讼，按特别程序立

案处理??C 在审理过程中确认何的民事行为能力，一并判

决??D 继续审理，并适当考虑何的父亲的请求??16?奔灼笠涤胍



移笠翟?B市签订一购销合同，约定在双方所在地以外的A市履

行合同，该合同尚未履行，双方即起争议，为此，甲企业应

向何法院地起诉???A 甲企业住所地B 乙企业住所地??C B市D A

市 ??17?币δ澈徒?某因债务纠纷诉至法院，一审法院判决姚某

胜诉，江某提出上诉，二审法院接到报送的案件之前，江某

有转移财产的行为，应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姚某向法院提起

申请，对此，下列哪一项是正确的???A 应由原一审法院采取

财产保全措施??B 应由第二审法院采取财产保全措施??C 应由

一审法院报请二审法院批准后采取财产保全措施??D 情况紧急

的，由一审法院采取，情况不紧急的，由二审法院采取财产

保全措施??18?蹦诚厝嗣穹ㄔ涸谏罄硪黄鹁?济纠纷案件中，在

判决书中误将赔偿数额11280??50元写成1128??05元，现判决书

已向双方当事人送达。在此情况下，该法院应如何纠正这一

错误???A 重新制作一份判决书，将原来的判决书收回??B 制作

一份裁定书，纠正原判决书中的失误??C 制作一份决定书，纠

正原判决书中的失误??D 以通知书的形式告知双方该判决书中

的失误??19??1992年3月，蒋某擅自将他与彭某共有的一辆汽车

出卖，得款4万元，彭得知后，向其索要部分款项，蒋给了

他5千元，余1??5万元答应以后给。后彭外出打工，1996年1月

回来，又向蒋索要余款，蒋给了他1??5万元。蒋给款后，得知

诉讼时效已过，又向彭要求归还1??5万元，彭拒绝。蒋向法院

起诉，法院应如何???A 判决彭归还1??5万元??B 驳回蒋的起

诉??C 不予受理??D 判决彭归还7500元??20?蹦呈兄俨梦?员会在

仲裁一著作权争议案件时，只查明了申请仲裁的部分事项，

而其他事项则因关键证人出国留学无法查明。此时，该仲裁

庭应如何???A 可以先就已查明的部分先行裁决??B 应当就已查



明的部分予以裁决，无法查明的部分裁决予以驳回??C 应当中

止仲裁??D 应当为当事人指定期限，期满举证不能则承担败诉

责任??21?蹦臣椎燎粤艘焕先?4000元钱，后见该老人处境可怜

，又偷偷将钱送了回去，对于甲的行为的性质应如何认

定???A 是犯罪中止B 是犯罪未遂??C 是犯罪既遂D 不构成犯

罪??22?碧锬骋蚯蓝嶙锉慌写τ衅谕叫?2年，缓期2年，缓刑期

满后第4年，田又犯间谍罪，则关于田的下列表述，正确的是

哪一项???A 构成一般累犯??B 构成特别累犯??C 不构成累犯，

因为后罪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罪??D 不构成累犯，因为缓刑执行

期满的条件不符合累犯构成条件??23?蔽饽吃诨盒炭佳槠谀冢?

私自跑到深圳经商，公安机关得知后，多次发函督促其返回

原籍，吴某不予理解，对吴某的行为应如何处理???A 抓回原

籍予以行政拘留??B 按脱逃罪论处??C 撤销缓刑，执行原判刑

罚??D 撤销缓刑，实行数罪并罚??24?蹦撑└鞠攵舅榔浞颍?将

毒药放入汤锅中，见到儿子和丈夫一起喝汤，为了不泄露，

该农妇未声张，任二人渴汤，二人先后中毒死亡，该农妇对

儿子的死亡的主观心态是哪一项???A 直接故意B 间接故意??C 

过于自信的过失D 心存“侥幸”之间接故意??25?蹦炒宕迕窈?

某一直对本村另一村民刘某不满，一日夜间，乘刘某在瓜田

看瓜，睡在瓜棚里时，放火点燃瓜棚，将刘某烧死，刘的行

为应如何认定???A 构成放火罪??B 构成故意杀人罪??C 构成放

火罪和故意杀人罪二罪??D 本案是牵连犯，择一重罪从重处

断??26?蔽饽骋蛘┢?罪被判处无期徒刑，执行12年后被假释，

在考验期的第7年又犯新罪，下面表述正确的是哪一项???A 根

据“先并后减”的方法数罪并罚??B 根据“先减后并”的方法

数罪并罚??C 根据吸收原则，执行无期徒刑??D 不实行数罪并



罚、收监执行无期徒刑??27?彼锬诚蛐砟炒?援麻醉抢劫的犯罪

方法，许某怕被抓获而未敢实施犯罪。对孙某的行为应如何

认定???A 构成抢劫罪(未遂)??B 构成抢劫罪(教唆)??C 构成传授

犯罪方法罪??D 构成传授犯罪方法罪(未遂)??28?蓖跄骋蚓?商

手头缺资金5万元，遂向在某国有银行工作的朋友朱某说，自

己母亲病重，需借钱5万元。于是朱从国有资金中私自挪用5

万元借给王。王经商获利，2个月后将钱归还，朱将钱归账，

朱的行为应如何认定???A 构成挪用特定款物罪??B 构成挪用资

金罪??C 构成挪用公款罪??D 不构成犯罪??29?敝苣嘲鸭蠲娣肿

俺啥?百小包，交给江某，告诉江某包中是海洛因，让他以每

包200元价格出售，每包给江提成20元，江以200元每包的价

格卖掉40余包，二人的行为如何???A 构成诈骗罪的共同犯

罪??B 构成贩卖毒品罪的共同犯罪??C 周构成诈骗罪，江构成

贩卖毒品罪??D 周不构成犯罪，江构成诈骗罪??30?鄙蚰炒幽骋

皆菏辗汛ν档靡迅枪?章的空白发票一本，然后不定期填写一

定数额，到其工作的某国家机关报销医药费，累计在8000元

，沈某的行为构成了何罪???A 侵占单位财物罪B 盗窃罪??C 诈

骗罪D 贪污罪??31?痹谝还室馍撕Π讣?中，受害人是美国人，

下列关于此案的管辖法院，正确的是哪项???A 基层人民法院

管辖??B 中级人民法院管辖??C 高级人民法院管辖??D 由受害

人选择??32?北桓嫒四臣祝?15岁时犯故意杀人罪，3年后被抓

获，在审判时，某甲已满18周岁，法庭审理时，对本案应如

何???A 公开审理B 一般不公开审理??C 可以公开审理D 一律不

公开审理??33?蹦呈屑觳煸涸谏蟛楣?安机关移送的一强奸案件

时，认为公安机关的勘验需要复验，检察院应如何处理???A 

应当自行进行复验??B 可以自行进行复验??C 既可以自行复验



，也可以让公安机关复验??D 可以要求公安机关复验??34?蹦诚

毓?安机关向本县检察院移送一抢夺案件，县检察院审查后认

为情节显著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作出了不起诉的决定，

公安机关收到不起诉决定书后，认为不起诉决定有错误，可

以如何???A 直接向上一级检察院提请复核??B 向上一级公安机

关反映，要求复核??C 先要求复议，如意见不被接受，可以向

上一级检察院提请复核??D 直接向法院起诉??35?蹦彻餐?犯罪

两被告甲、乙被分别羁押在两地，甲于2月10日收到一审判决

书，乙于2月12日收到一审判决书，甲在什么期间享有上诉

权???A 2月10日2月19日B 2月11日2月20日??C 2月11日2月22日D

2月13日2月22日??36?蹦呈姓?府的数位主要领导参与非法集资

犯罪，案情重大，该市检察院认为此案该由检察机关立案侦

查更为适宜，市检察院应如何???A 应报由一级人民代表大会

批准??B 应由该院检察委员会研究决定??C 报由省级人民政府

批准??D 报由省级以上检察院决定??37?奔资幸蚁丶觳煸憾韵胤

ㄔ旱囊还室馍撕Π傅呐芯鎏崞鹂顾吆螅?甲市检察院认为抗诉

不当，甲市检察院应如何处理???A 通知乙县检察院，由其向

乙县法院撤回抗诉??B 通知乙县检察院，由其向甲市中级人民

法院撤回抗诉??C 直接向甲市中级人民法院撤回抗诉，并通知

乙县检察院??D 直接向乙县人民法院撤回抗诉，并通知乙县检

察院??38?弊运呷撕?某指控陈某对其有诽谤罪行，在自诉诉讼

过程中，陈提出证据指控胡在冲突中将自己打成重伤。人民

法院应如何处理此案???A 裁定不予受理??B 告诉陈某另行起

诉??C 作为反诉案件合并审理??D 转交公安机关立案侦查??39?

币簧蠓ㄔ憾员桓嫒撕文车裙餐?盗窃一案作出一审判决，何某

不服上诉，其他被告人均未提出上诉，检察机关也未抗诉。



在案件移送二审法院后，何某突发急病死亡。此时，二审法

院应如何???A 裁定对何终止审理，维持一审法院的判决??B 裁

定对全案终止审理，原判决生效??C 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

原审法院重审??D 宣布对何终止审理，其他被告人仍应作出判

决或裁定??40?痹诜ㄔ荷罄硪还室馍比税甘保?被告人的辩护律

师向人民法院申请收集本案的关键证据，法院认为需要调查

取证的，应如何???A 由法院向律师签发准许调查决定书，由

律师收集证据??B 由法院收集证据??C 由律师自行收集证据??D

由法院委托律师收集证据??二、多项选择题。每题所给的选

项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正确答案。请将所选答案填涂在答

题卡上，少答或多答均不得分。(本部分4180题，每题1分，

共40分)??41?敝炷沉⒂幸环菀胖觯?内有一项“我的存款5万元

，如果我的儿子朱甲与我战友的女儿林某结婚，则这笔钱由

朱甲继承，否则，由女儿朱乙继承。”对这份遗嘱看法正确

的有哪些???A 涉及这5万元存款的部分无效??B 无效的原因是

违反了遗嘱自由的原则??C 该部分所附条件违反了法律规定的

婚姻自由原则，因而无效??D 该部分无效，不影响遗嘱其他部

分的效力??42?鄙虾＜壮?向广州乙公司购买一批货物，合同对

付款地点和交货日期没有明确规定，若发生争议，依民法通

则应如何???A 甲厂付款给乙公司，应在上海履行??B 甲厂付款

给乙公司，应在广州履行??C 乙公司可以随时交货给甲厂，该

厂不应有异议??D 乙公司可以随时交货给甲厂，但应给甲厂必

要的准备时间??43?蹦撤蚋靖改妇?已去世，也无子女。男方有

一弟，女方有一妹，该夫妇在一交通事故中同时死亡，该夫

妇的遗产如何继承???A 夫之遗产由其弟继承，妻之妹不得继

承??B 妻之遗产由其妹继承，夫之弟不得继承??C 夫妻之共同



财产，由其弟、妹均分??D 按无人继承的财产处理??44?被?某

将自己的一批货物出质给毛某，但毛某将这批货物放置在露

天地里风吹日晒，华某可以主张怎样的权利???A 有权要求解

除该质押关系??B 有权要求毛某承担管理不善致这批货物损失

的民事责任??C 有权要求收回该批货物??D 有权提前清偿债权

而请求返还质物??45?奔住⒁沂抢牖榉蚋荆?其女丙随乙共同生

活，丙在幼儿园玩耍时，在老师上厕所的时候将小朋友丁打

伤，谁应负赔偿责任???A 幼儿园B 教师??C 甲D 乙??46?奔灼笠

涤胍夜こ?签订一份合同，在执行中，发现双方对主要条款(

标的物质量)有重大误解，对甲企业十分不利，对乙工厂却有

利，则下面说法正确的有哪些???A 甲企业有权要求人民法院

予以变更合同??B 甲企业有权要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合同??C 

乙工厂有权要求人民法院予以变更合同??D 乙工厂有权要求人

民法院予以撤销合同??47?奔孜?托乙购买一头奶牛，但后来发

现这头奶牛有病，该项购牛行为的效力应如何确定???A 如甲

明知该牛有病而乙不知情的情况下，为可撤销的民事行为??B 

如甲明知该牛有病而乙不知道的情况下，甲不得撤销其行

为??C 如乙明知该牛有病而甲不知道时，是有效民事法律行

为??D 如甲明知该牛有病而指示乙购买时，甲不得撤销该行

为??48?毙砟吃谧饬蘖?某的房屋两间居住期间，因为房顶经常

脱落泥土，许某于是给房屋装上了天花板，下列有关此行为

表述不正确的有???A 如龙不同意装天花板，龙某应将它拆

除??B 如龙同意装天花板，龙某对天花板有所有权??C 如龙同

意装天花板，则许某拥有对天花板的所有权??D 如龙将房屋所

有权转让，天花板的所有权亦随之转移??49??1993年，华某收

养了翟某(4岁)，一直共同生活，华某于97年因病去世，98年



，翟某的生父母也相继去世。则下列表述正确的有哪些???A 

华某去世后，翟与生父母的权利义务关系自行恢复??B 华某去

世后，翟与生父母的权利义务关系不能自行恢复??C 翟某有权

继承其生父母的财产??D 翟某无权继承其生父母的财产??50?

备?据婚姻法，离婚时对生活困难一方，另一方予以经济帮助

的条件是哪些???A 需要帮助的一方生活确有困难??B 提供帮助

的一方有经济负担能力??C 需要帮助的一方无过错??D 提供帮

助的一方有过错??51?奔滓曳蚋径?人的判决离婚生效后，甲认

为有关财产分割的判决有错误，申请法院再审的，法院应如

何???A 应当裁定驳回申请??B 如涉及判决中已分割的财产，应

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进行审查，符合条件的，应立案审

理??C 如涉及判决中未作处理的夫妻共同的财产，应告知甲另

行起诉??D 如涉及判决中未作处理的夫妻共同的财产，应进行

调解，调解不成的，及时判决??52?毕铝兴咚习讣?中，被告对

原告提出的侵权事实予以否认的，由被告负举证责任的有哪

些???A 许某诉方某侵犯其产品制造方法的专利权??B 农民刘某

诉供电局安装的高压线太低而电死了他家的马??C 邢某的狗将

吕某咬伤，吕某诉邢某赔偿案件??D 梁某诉祝某返还欠款??53?

钡诙?审人民法院发现一审法院有下列哪些违反法定程序的情

形，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的，应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

人民法院重审???A 没有进行调解就宣判的??B 参加本案审理的

翻译人员应回避而未回避的??C 未经开庭审理而作出判决

的??D 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案件当事人未经传票传唤而缺席判决

的??54?奔谆趼衷谡蚪?江面与乙客轮相撞，乙客轮受损后最先

抵达南京，甲货轮则被镇江有关部门扣留，现已查明，甲货

轮是上海某运输公司的货轮，乙客轮是南通客运公司的客轮



，则哪些地方的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A 镇江B 南京??C 上

海D 南通??55?币勒彰袷滤咚戏ǖ墓娑ǎ?下列哪些情况下应中

止诉讼???A 被告去世，其继承人却远在国外??B 原告遇车祸成

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尚未确定法定代理人??C 因山洪骤发，

道路被冲断，被告无法应诉??D 许某与李某离婚案，许某因急

病死亡??56?蹦车匾还こб蚺判褂卸痉纤?，导致周围70余户的

水稻因污染死掉，收成无望。众农户推选村民石某为诉讼代

表人提起损害赔偿诉讼。石某的下列哪些诉讼行为须经众农

户同意???A 申请审判长回避B 变更诉讼请求??C 进行和解D 承

认对方的诉讼请求??57?蹦橙嗣穹ㄔ鹤鞒龇⑸?法律效力的判决

，被执行人及其财产均不在中国境内的，有关当事人申请法

院执行的，可以如何???A 由当事人直接向有管辖权的外国法

院申请承认和执行判决??B 由法院依我国缔法或参加的国际条

约的规定，请求外国法院承认和执行??C 由法院按互惠原则，

请求外国法院承认和执行??D 由人民法院依当事人的申请，向

被执行人发出执行令??58?迸砟呈且幻袷掳讣?当事人，其对法

院的一审判决不服，提起上诉，后又想撤回上诉，下列关撤

回上诉的方法、后果表述正确的是哪些???A 彭欲撤回上诉必

须以书面方式提出??B 撤回上诉须经法院审查同意??C 彭撤回

上诉后如反悔，在上诉期内仍可再次上诉??D 上诉一经撤回，

一审判决即行生效??59?敝泄?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受理甲

、乙两公司人民币的货款争议，在本案仲裁程序中，下列哪

些做法是正确的???A 由一名独任仲裁员组成仲裁庭审理??B 当

事人未申请不开庭审理，而仲裁庭只对案件进行书面审理??C 

仲裁庭裁定实行财产保全，冻结被诉人银行存款30万元??D 仲

裁庭作出裁决，但在裁决书中不说明裁决所依据的理由??60?



奔住⒁沂悄沉?营企业的投资双方，甲方未按联营合同的约定

缴足出资，乙方根据仲裁协议申请仲裁，仲裁过程中仲裁庭

主持调解，甲方同意补缴出资，乙方放弃仲裁请求，则本案

可选择何种方式结案???A 仲裁庭制作调解书??B 乙方撤回仲裁

申请??C 根据调解协议结果，制作裁定书??D 驳回仲裁申

请??61?毕铝醒∠钪校?哪些行为不属于紧急避险???A 某客轮失

事，船长率一些乘客首先逃生??B 甲让自己养的狼狗扑咬乙，

乙顺手用木棍将狗打死??C 李某驾车行驶中刹车突然失灵，为

了避免与迎面开来的客车相撞，将车撞向路边正停着的一辆

拖拉机，致拖拉机报废??D 甲自行车车闸失灵，不慎撞上一儿

童，致该儿童轻伤??62?毕铝行形?中，哪些是犯罪预备???A 秦

某为杀人，在商店购买了菜刀两把，并把刀磨得锋利??B 王某

为抢劫银行，多次到银行周围观察情况??C 陈某到商店去盗窃

，正在撬门时被巡查的公安人员抓获??D 施某去抢劫李家途中

，心想还是不要干了，于是返回家中??63?背?某记恨张某，一

日将盐粒当作毒药放入张吃的饭菜中，张吃过饭后安然无恙

。楚的行为的性质如何认定???A 手段错误B 对象错误??C 过失

犯罪D 故意犯罪??64?焙文秤肟的骋黄鸪值度ド鄙诵夏常?见到

邢后两人一阵乱砍，何某砍中邢的头部，致邢当场死亡，康

某只砍中邢某手腕一刀，则下列说法正确的是哪几项???A 何

某构成故意杀人罪(既遂)??B 康某构成故意杀人罪(未遂)??C 康

某构成故意伤害罪(既遂)??D 康某构成故意杀人罪(既遂)??65?

毕铝心男┓缸镄形?适用我国刑法???A 英国公民甲在美国将我

国公民乙故意杀害??B 中国公民刘某在意大利持枪抢劫银

行??C 俄罗斯公民丙把定时炸弹在俄国A城安装在国际列车上

，炸弹在列车驶进我国新疆内后爆炸??D 泰国公民丁前往日本



贩卖毒品，在我国境内被抓获??66?毕铝蟹缸镄形?人中，不适

用死刑的有哪些???A 怀孕妇女曹某将其丈夫杀死后逃逸，2年

后曹被抓获??B 女青年刘某因抢劫杀人被捕，在押期间被看守

人员奸淫致孕，后自然流产??C 正在哺乳的妇女姚某因重大贩

毒行为被抓获??D 王某在18岁生日当天酒后连续杀死三名儿

童??67?倍杂谙铝行形?，依法不实行数罪并罚的有哪些???A 在

走私过程中，以暴力、威胁方法抗拒缉私的??B 在拐卖妇女的

过程中，强奸被拐妇女的??C 司法审判工作人员因收受贿赂而

枉法裁判的??D 在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时，以暴力方法抗

拒检查的??68?焙槟炒尤朔纷邮种幸?5000元的价格购买了妇女

付某，付某不从，洪某将其锁在屋里3天3夜，第4天，洪见付

已睡着，即进屋企图与付发生性关系，付因气力不支被洪奸

淫。洪的行为构成何罪???A 强奸罪B 非法拘禁罪??C 收买被拐

卖的妇女罪D 侮辱妇女罪??69?毕辞?罪的构成前提是行为人主

观上必须明知是某些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实

施掩饰、隐瞒其来源性质的行为，应为哪几类性质的犯

罪???A 走私犯罪B 毒品犯罪??C 贪污贿赂犯罪D 伪造货币

罪??70?蹦乘拔窬指刹空拍诚蚋鎏骞ど袒?钱某收税，钱请求减

免，张予以拒绝。钱让其妻去勾引张，张与钱妻发生性关系

。几天后，张某仍要求钱纳税，钱说：“你不批准我的免税

请求，就拿1万元钱来，否则，就告你强奸。”但张仍要求钱

缴纳税款，钱就向当地公安机关告发张强奸其妻，钱的行为

构成何罪???A 敲诈勒索罪B 抗税罪??C 诬告陷害罪D 报复陷害

罪??71?彼锬呈羌紫?A乡人，因盗窃罪被公安机关决定取保候

审，孙在取保候审期间的下列行为中，哪些违反了关于被取

保候审人的规定???A 独自到甲县B乡去拜访一个朋友??B 在传



讯时，因急病未能及时到案??C 将盗窃的存折烧毁??D 请证人

吴某吃饭，希望其作证时予以关照??72?痹谙铝兄と俗髦さ那

樾沃校?哪些情况受法律追究???A 马某提供了虚假的证人证

言??B 黄某由于害怕报复，拒绝在提供的证言笔录上签字??C 

姜某提供了次要的犯罪事实，故意隐匿了被告人的严重罪

行??D 程某有意提供了使无罪者受刑事追究的证据??73??A、B

二个县级法院因一刑事案件发生管辖争议，其共同上级C市

中级人民法院可如何???A 指定其中一个法院管辖??B 指定二法

院共同管辖??C 指定二法院自行协商解决??D 指定二法院将案

件移送本市其他法院管辖??74?比嗣穹ㄔ合铝械乃咚匣疃?中，

应使用裁定形式作出的是哪些???A 是否同意当事人提出的回

避申请??B 是否准许当事人恢复期间的申请??C 是否同意当事

人提出的通知新的证人出庭人证的申请??D 是否予以批准执行

机关的减刑建议书??75?毖嗄呈且慌┟瘢?一日家里的电视机被

人偷走，有人告诉他是本村韩某偷的。燕某向公安局报案并

控告了韩某。公安局以证据不足为由决定不予立案，并作出

不立案决定书，对此，燕某可以如何???A 对不立案决定申请

复议??B 向检察院提出申诉??C 向法院直接起诉韩某??D 向法

院控告公安局??76?蹦呈屑觳煸涸谏蟛楸臼泄?安机关移送审查

起诉的一刑事案件时，认为该案应当补充侦查，该检察院如

何处理???A 可以自行侦查??B 可以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C 

应当自行侦查??D 应当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77?毙苣辰

衲?15岁，因盗窃罪被公安机关依法拘留，公安机关在讯问他

时，下列说法哪些正确???A 应通知他的法定代理人到场??B 讯

问时应由2名以上的侦查人员进行??C 第一次讯问应于熊某被

拘留后24小时内进行??D 熊某应如实陈述??78?蹦持屑斗ㄔ阂郧



澜僮锱写?黄某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检察院提出抗诉。该省

高级法院经二审认为被告人黄某不应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该省高级法院应如何???A 将案件发回重审??B 直接将案件改

判??C 改变案件级别管辖，由高级法院一审重新审判??D 先维

持原判，再通过审判监督程序解决??79?毕铝泄赜谠萦杓嗤庵

葱械目捶ǎ?不正确的有哪些???A 暂予监外执行只适用于被判

处有期徒刑的罪犯??B 暂予监外执行，须经检察院批准方能施

行??C 暂予监外执行的时间，不计算在刑罚执行期间内??D 被

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罪犯，如果生活不能自理，适用

暂予监外执行不致危害社会的，可以暂予监外执行??80?痹谝

黄鹌苹瞪?产罪的刑事案件中，被告人的行为造成甲企业重大

物质损失，在审理此案时，有权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是

哪些???A 提起公诉的检察院??B 审理此案的法院??C 甲企业??D 

甲企业的职工代表??三、任意项选择题。每题所给的选项中

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正确答案。请将所选答案填涂在答题卡

上，少答或多答均不得分。(本部分81100题，每题1分，共20

分)??(一)1997年3月10日，高某与邹某约定，高向邹购买一辆

二手机动三轮车，价格为3000元，价款于97年9月10日前付清

。邹要求高提供担保，邹遂找来朋友何某担保，何与邹于3

月25日签订了保证合同，但未约定保证期间和方式。债务到

期后，邹要求高还款，高称手头太紧，无力还款。邹又要求

何代高还款，何称邹应先到法院起诉高，如还不能得到清偿

，自己才承担保证责任。请回答下列问题：??81?备叨宰匏?负

的债务的性质如何???A 特定物之债B 种类物之债??C 简单之

债D 选择之债??82?比绻?高住在甲市，邹住在乙市，双方在丙

市签订了此合同，二人未约定履行地点，则高应在何地向邹



支付货款???A 甲市B 乙市??C 丙市D 甲市或乙市??83?焙纬械１

Ｖぴ鹑蔚钠诩湮?哪项???A 97年9月10日98年9月10日??B 97年9

月10日98年12月10日??C 97年9月10日98年3月10日??D 97年3

月25日97年9月25日??84?闭?务履行期满后，高未履行债务，邹

可如何???A 只能要求高履行债务??B 可以要求高履行债务，也

可以要求何承担保证责任??C 可以到法院起诉高，在法院强制

执行高的财产仍不能清偿时，才能要求何承担保证责任??D 只

能要求何履行债务??85?痹诒Ｖて诩洌?高欲转让债务，则应如

何???A 必须征得邹的同意??B 只须通知邹即可??C 必须取得何

同意，否则，何不再承担保证责任??D 只须通知何即可??(二)

李甲与李乙是父子关系，李甲是农民，年老多病，李乙则在

县城经商，经济条件较好，李甲因李乙长期不给赡养费致李

甲生活困难。因此，李甲诉至法院，要求法院判处李乙每月

给付生活费100元，法院依法判决李乙给付李甲每月生活费80

元，二人均服判。3年后，由于生活费用增加，李甲身体不好

，医疗费增多，遂再次向法院起诉，要求李乙增加赡养费。

请回答8690题??86?闭攵岳罴椎钠鹚撸?人民法院应如何???A 依

法受理??B 裁定驳回起诉??C 根据一事不再理的原则，不予受

理??D 告诉李甲提出申诉，按审判监督程序处理此案??87?痹谙

铝心男┣樾沃校?法院可终结诉讼???A 李甲死亡??B 李乙死

亡??C 李甲突发脑梗塞，丧失行为能力??D 李乙因病不能参加

诉讼??88?比绻?法院开庭审理后，李乙拒不到庭，则人民法院

如何处理???A 可拘传李乙到庭??B 应当中止诉讼??C 应延期审

理??D 如拘传不到李乙，法院可缺席判决??89?比绻?李甲居住

在A县，李乙居住在B县，此外还有一子居住C县，一女居

住D县，李甲起诉三人追索赡养费，哪些法院有管辖权???A县



法院B县法院??C县法院D县法院??90?比缗芯隼钜颐吭轮Ц渡

难?费300元，判决于98年6月3日开始履行，但李乙一直不履行

，99年8月10日，李甲申请强制执行，那么法院可以强制执行

哪一段时间的赡养费???A 98年6月3日99年8月的赡养费??B 98

年8月99年8月的赡养费??C 99年2月99年8月的赡养费??D 99年1

月99年8月的赡养费??(三)孙某因涉嫌诈骗被A县公安局立案侦

查并被依法逮捕，在本案的侦查过程中，又发现孙某又涉嫌

抢劫杀人，但此时侦查羁押期限已经届满。请回答9195

题??91?北景钢校?如A县公安局决定继续对孙某实施关押，则

应履行何法律手续???A 经报上级公安机关批准??B 经报人民法

院检察批准??C 经报人民检察院备案??D 不必告知人民检察

院??92??A县公安局的侦查人员到孙某抢劫杀人的现场进行侦

查，在现场，侦查人员如何???A 应进行勘验??B 应进行检

查??C 应制作笔录??D 可以聘请或指派非公安机关的人员进行

勘验??93?比绻?孙某开始并未被羁押，当公安机关发现其涉嫌

抢劫后，他已逃跑了，而公安机关认为他应逮捕的，则如何

处理???A 应由检察院决定逮捕??B A县公安局可以立即在省电

视台上发布通缉令，追捕孙某??C 应先将孙逮捕后，再开始案

件的侦查??D 侦查人员可以先调查关于孙某的一些情况??94?彼

锬潮淮?捕后，下列哪些人员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A 孙某

聘请的律师孟某??B 孙某的妻子于某??C 孙某的朋友赵某??D 

孙某自己也可申请??95?毕铝泄赜谒锬称盖氲穆墒υ谡觳榻锥

蔚男形?，符合法律规定的是哪些???A 向公安机关了解孙某涉

嫌的罪名??B 经公安机关同意，向被害人取证??C 可以会见在

押的孙某，并向孙某了解有关案件的情况??D 可代理孙某申诉

、控告??(四)某县无业人员施某看到本县个体工商户刘某家庭



富有，就想从刘家弄一些钱。一日，施某到刘家周围去观察

，发现刘的儿子刘甲正在家门口独自玩耍(刘甲是12岁的小学

生)，于是将刘甲骗了出去，途中，刘甲不愿再跟着施某，施

某强行将刘甲带走，施某把刘甲带至邻县一朋友处后，在公

用电话亭给刘某打电话，声称其如想再见到儿子的话，就不

要报案，并于某月某日将10万元放至某处。刘某接到电话后

立即报了案。施某因刘甲不停哭闹，怕事情败露，遂把刘甲

带到野外杀死掩埋，后逃往外地，最终被抓获。请回答96100

题：??96?笔┠车男形?构成哪些犯罪???A 绑架罪B 故意杀人

罪??C 拐骗儿童罪D 非法拘禁罪??97?倍允┑男形?，依照我国

刑法的规定，应在什么范围内裁量刑罚???A 处无期徒刑或死

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B 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

或死刑??C 处无期徒刑或死刑，并处没收财产??D 处死刑，并

处没收财产??98?奔偕枋┙?刘甲以5000元卖给了别人，又向刘

某勒索财物，则施的行为构成何罪???A 绑架罪B 拐卖儿童

罪??C 绑架儿童罪D 诈骗罪??99?比绻?刘某欠施某2万元正当债

务，施将刘甲关在朋友家里，对刘家称，不还钱，就不放人

。7天后，刘家还了钱，施将刘甲放回，则下列哪几项说法不

正确???A 施的行为构成非法拘禁罪??B 施的行为构成绑架

罪??C 施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D 施的行为构成抢劫罪??100?

毕铝泄赜诎蠹茏铮?表述不正确的有哪些???A 绑架罪必须以勒

索财物为目的??B 为勒索财物偷盗婴儿的，也构成绑架罪??C 

只要被绑架人没有死亡，就不能以绑架罪判处绑架行为人死

刑??D 绑架罪最低法定刑为5年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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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