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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1/2021_2022__E5_8F_96_E

4_BF_9D_E5_80_99_E5_c36_481984.htm 刑事诉讼中的取保候

审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责令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提出保证人或者缴纳保证金，以保证其不逃避和妨碍

侦查、起诉和审判并且随传随到的一种强制方法。为使考生

对取保候审有一个概括、全面的了解，特将该制度制成表格

。图表 法条原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对犯罪嫌

疑人、被告人可以拘传、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第五十一

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一）

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二）可能判

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不致发生社

会危险性的。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由公安机关执行。第五十

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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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三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

安机关决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应当责令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提出保证人或者交纳保证金。第五十四条 保

证人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与本案无牵连；（二）有能

力履行保证义务；（三）享有政治权利，人身自由未受到限

制；（四）有固定的住处和收入。第五十五条 保证人应当履

行以下义务：（一）监督被保证人遵守本法第五十六条的规

定；（二）发现被保证人可能发生或者已经发生违反本法第

五十六条规定的行为的，应当及时向执行机关报告。被保证



人有违反本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行为，保证上人未及时报告

的，对保证人处以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六条 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遵守以下

规定：（一）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所居住的市、县；

（二）在传讯的时候及时到案；（三）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

证人作证；（四）不得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被取保候

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前款规定，已交纳保证金的，

没收保证金，并且区别情形，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结

悔过，重新交纳保证金、提出保证人或者监视居住、予以逮

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取保候审期间未违反前款规定的

，取保候审结束的时候，应当退还保证金。第五十八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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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期间，不得中断对案件的侦查、起诉

和审理。对于发现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或者取保候审、监视

居住期限届满的，应当及时解除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解除

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应当及时通知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

人和有关单位。第七十四条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羁押的案

件，不能在本法规定的侦查羁押、审查起诉、一审、二审期

限内办结，需要继续查证、审理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可以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第一百三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对

直接受理的案件中被拘留的人，应当在拘留后的二十四小时

以内进行讯问。在发现不应当拘留的时候，必须立即释放，

发给释放证明。对需要逮捕而证据还不充足的，可以取保候

审或者监视居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

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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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对犯

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应当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提出保证人或者交纳保证金。”根据这一规定，不能要求同

时提供保证人并交纳保证金。22、对犯罪嫌疑人采取保证金

保证的，由决定机关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确定保证金的数额。

取保候审保证金由公安机关统一收取和保管。对取保候审保

证人是否履行了保证义务，由公安机关认定，对保证人的罚

款决定，也由公安机关作出。具体办法由公安部会同最高人

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安全部制定。23、被采取取

保候审、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正当理由不得离

开所居住的市、县或者住处，有正当理由需离开所居住的市

、县或者住处，应当经执行机关批准。如取保候审、监视居

住是由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决定的，执行机关在批准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或者住处前，应当征得

决定机关同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三条 人民法院在审判

过程中，根据案件情况，可以对被告人拘传、取保候审、监

视居住或者决定逮捕。合议庭或者独任审判员认为应当对被



告人撤销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应当报请院长批准。第六十

六条 被告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决定取保候

审或者监视居住：（一）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

附加刑的；（二）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

审、监视居住不致发生社会危险的；（三）应当逮捕但患有

严重疾病的，或者是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第六

十七条 人民法院对被告人决定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应当向

其本人宣布，并由被告人在取保候审决定书或者监视居住决

定书上签名。第六十八条 被羁押的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

近亲属和律师有权申请取保候审。申请取保候审应当采用书

面形式。人民法院应当在接到书面申请后七日内作出是否同

意的答复。对符合取保候审条件并且提出了保证人或者能够

交纳保证金的，人民法院应当同意，并依法办理取保候审手

续；对不符合取保候审条件，不同意取保候审的，应当告知

申请人，并说明不同意的理由。第六十九条 对符合取保候审

条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被告人，人民法院决定取保候审

时，可以责令其提供一至二名保证人：（一）无力交纳保证

金的；（二）未成年人或者具有其他不宜收取保证金情形的

。第七十条 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严格审查保证人是否符合法定

条件。符合保证人条件的，应当告知他必须履行的义务，并

由他出具保证书。第七十一条 人民法院决定对被告人取保候

审，根据案件情况，可以责令其交纳保证金。保证金仅限于

现金。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起诉指控犯罪的性质、情节、被告

人的经济状况等因素，决定应当收取的保证金数额。保证金

应当依照有关规定交由公安机关收取和保管。第七十二条 对

同一被告人决定取保候审的，不能同时使用保证人保证与保



证金保证。第七十三条 根据案件事实，认为已经构成犯罪的

被告人在取保候审期间逃匿的，如果保证人与该被告人串通

，协助其逃匿以及明知藏匿地点而拒绝向司法机关提供的，

对保证人应当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具有前款规

定情形的，如果取保候审的被告人同时也是附带民事诉讼的

被告人，保证人还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应当以其保证

前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提起的诉讼请求数额为限。第七十四

条 被取保候审人违反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被依法没

收保证金后，人民法院仍决定对其取保候审的，取保候审的

期限应当连续计算。第七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已对

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案件起诉到人民法院后，

人民法院对于符合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条件的，应当依法对

被告人重新办理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手续。取保候审、监视

居住的期限重新计算。人民法院不得对同一被告人重复采取

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措施。第七十六条 人民法院决定对被告

人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应当在宣布后立即将取保候审决定

书、取保候审执行通知书或者监视居住决定书、监视居住执

行通知书，送达负责执行的公安机关。第七十七条 人民法院

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存在，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

的被告人，认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措施，尚不足以

防止发生社会危险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即决定依法逮捕。第

七十九条 对人民法院决定逮捕的被告人，审判人员必须在逮

捕后的二十四小时内进行讯问。如果发现不应当逮捕的，应

当报经院长批准后，变更强制措施或者立即释放。立即释放

的，应当发给释放证明。第八十条 对已经逮捕的被告人，符

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变更强制措施：（一）患



有严重疾病的；（二）案件不能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审结的

；（三）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第八十一条 对已

经逮捕的被告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变更

强制措施或者释放：（一）第一审人民法院判处管制或者宣

告缓刑以及单独适用附加刑，判决尚未发生法律效力的；（

二）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期间，被告人被羁押的时间已到第

一审人民法院对其判处的刑期期限的；（三）因进行司法鉴

定而尚未审结的案件，法律规定的期限届满的。第八十二条 

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被告人，应当变更强制措施，决定逮

捕：（一）已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的被告人，违反刑事诉

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七条的规定，不逮捕可能发生社会

危险的；（二）具有本解释第六十六条第（三）项规定的情

形而未予逮捕的被告人，疾病痊愈或者哺乳期已满的。决定

变更强制措施，予以逮捕的，应当通知负责执行取保候审或

者监视居住的公安机关。第八十三条 对被羁押的被告人需要

变更强制措施或者释放的，应当将变更强制措施决定书或者

释放通知书送交公安机关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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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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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对犯

罪嫌疑人、被告人决定取保候审的，不得中止对案件的侦查

、起诉和审理。严禁以取保候审变相放纵犯罪。第四条 对犯



罪嫌疑人、被告人决定取保候审的，应当责令其提出保证人

或者交纳保证金。对同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决定取保候审

的，不得同时使用保证人保证和保证金保证。第五条 采取保

证金形式取保候审的，保证金的起点数额为一千元。决定机

关应当以保证被取保候审人不逃避、不妨碍刑事诉讼活动为

原则，综合考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社会危险性，案件的

情节、性质，可能判处刑罚的轻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经

济状况，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等情况，确定收取保证金的数

额。第八条 决定机关作出取保候审收取保证金的决定后，应

当及时将《取保候审决定书》送达被取保候审人和为其提供

保证金的单位或者个人，责令其向执行机关指定的银行一次

性交纳保证金。决定机关核实保证金已经交纳到执行机关指

定银行的凭证后，应当将《取保候审决定书》、《取保候审

执行通知书》和银行出具的收款凭证及其他有关材料一并送

交执行机关执行。第九条 执行机关在执行取保候审时，应当

告知被取保候审人必须遵守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及

其违反规定，或者在取保候审期间重新犯罪应当承担的后果

。第十条 被取保候审人违反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依

法应当没收保证金的，由县级以上执行机关作出没收部分或

者全部保证金的决定，并通知决定机关；对需要变更强制措

施的，应当同时提出变更强制措施的意见，连同有关材料一

并送交决定机关。第十一条 决定机关发现被取保候审人违反

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认为依法应当没收保证金的

，应当提出没收部分或者全部保证金的书面意见，连同有关

材料一并送交县级以上执行机关。县级以上执行机关应当根

据决定机关的意见，及时作出没收保证金的决定，并通知决



定机关。第十二条 被取保候审人没有违反刑事诉讼法第五十

六条的规定，但在取保候审期间涉嫌重新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的，执行机关应当暂扣其交纳的保证金，待人民法院

判决生效后，决定是否没收保证金。对故意重新犯罪的，应

当没收保证金；对过失重新犯罪或者不构成犯罪的，应当退

还保证金。第十三条 决定机关收到执行机关已没收保证金的

书面通知，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意见后，应当在五日内作出

变更强制措施或者责令犯罪嫌疑人重新交纳保证金、提出保

证人的决定，并通知执行机关。决定重新交纳保证金的程序

，适用本规定的有关规定。第十四条 执行机关应当向被取保

候审人宣布没收保证金的决定，并告知其如不服本决定，可

以在收到《没收保证金决定书》后的五日以内，向执行机关

的上一级主管机关申请复核一次。上一级主管机关收到复核

申请后，应当在七日内作出复核决定。第十五条 没收保证金

的决定已过复核申请期限或者经复核后决定没收保证金的，

县级以上执行机关应当及时通知银行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上

缴国库。第十六条 采取保证人形式取保候审的，被取保候审

人违反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保证人未及时报告的

，经查证属实后，由县级以上执行机关对保证人处一千元以

上二万元以下罚款，并将有关情况及时通知决定机关。第十

七条 执行机关应当向保证人宣布罚款决定，并告知其如不服

本决定，可以在收到《对保证人罚款决定书》后的五日以内

，向执行机关的上一级主管机关申请复核一次。上一级主管

机关收到复核申请后，应当在七日内作出复核决定。第十八

条 没收取保候审保证金和对保证人罚款均系刑事司法行为，

不能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如不服复核决定，可以依法向有



关机关提出申诉。第十九条 采取保证人形式取保候审的，执

行机关发现保证人丧失了担保条件时，应当书面通知决定机

关。决定机关收到执行机关的书面通知后，应当责令被取保

候审人重新提出保证人或者交纳保证金，或者作出变更强制

措施的决定，并通知执行机关。第二十条 取保候审即将到期

的，执行机关应当在期限届满十五日前书面通知决定机关，

由决定机关作出解除取保候审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决定，并

于期限届满前书面通知执行机关。执行机关收到决定机关的

《解除取保候审决定书》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通知后，应当

立即执行，并将执行情况及时通知决定机关。第二十一条 被

取保候审人在取保候审期间没有违反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

的规定，也没有故意重新犯罪的，在解除取保候审、变更强

制措施或者执行刑罚的同时，县级以上执行机关应当制作《

退还保证金决定书》，通知银行如数退还保证金，并书面通

知决定机关。执行机关应当及时向被取保候审人宣布退还保

证金的决定，并书面通知其到银行领取退还的保证金。《人

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三十七条 人民检察院对于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可以取保候审：（一）可能判处管

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二）可能判处有期徒刑

以上刑罚，不予逮捕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三）对被拘

留的人，需要逮捕而证据尚不符合逮捕条件的；（四）应当

逮捕但患有严重疾病的；（五）应当逮捕但正在怀孕或者哺

乳自己婴儿的；（六）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不能在法定侦查

羁押、审查起诉期限内结案，需要继续侦查或者审查起诉的

；（七）持有有效护照或者其他有效出境证件，可能出境逃

避侦查，但不需要逮捕的。第三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对于严重



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嫌疑人，以及其他犯罪性质恶劣、情节

严重的犯罪嫌疑人不得取保候审。第三十九条 被羁押的犯罪

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和委托的律师申请取保候审

，经审查具有本规则第三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的，经检察长

决定，可以对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第四十条 被羁押的犯罪

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和聘请的律师向人民检察院

申请取保候审，人民检察院应当在七日内作出是否同意的答

复。经审查符合本规则第三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对被羁

押的犯罪嫌疑人依法办理取保候审手续；经审查不符合取保

候审条件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并说明不同意取保候审的理

由。第四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决定对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应

当责令犯罪嫌疑人提出保证人或者交纳保证金。第四十二条 

采取保证人担保方式的，保证人必须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五十

四条的规定，并经人民检察院审查同意。第四十三条 人民检

察院应当告知保证人履行以下义务：（一）监督被保证人遵

守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二）发现被保证人可能

发生或者已经发生违反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行为的

，及时向执行机关报告。保证人保证承担上述义务后，应当

在取保候审保证书上签名或者盖章。第四十四条 采取保证金

担保方式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犯罪的性质和情节、犯罪

嫌疑人的人身危险性、经济状况和涉嫌犯罪数额，责令犯罪

嫌疑人交纳一千元以上的保证金。第四十五条 对犯罪嫌疑人

取保候审，应当由办案人员提出意见，部门负责人审核，检

察长决定。第四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应当向取保候审的犯罪嫌

疑人宣读取保候审决定书，由犯罪嫌疑人签名或者盖章，并

责令犯罪嫌疑人遵守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告知其



违反规定应负的法律责任；以保证金方式担保的，应当同时

告知犯罪嫌疑人到指定的公安机关交纳保证金。第四十七条 

向犯罪嫌疑人宣布取保候审决定后，人民检察院应当将执行

取保候审通知书送达公安机关执行，并告知公安机关在执行

期间拟批准犯罪嫌疑人离开所居住的市、县的，应当征得人

民检察院同意。以保证人方式担保的，应当将取保候审保证

书同时送达公安机关。第四十八条 采取保证人保证方式的，

如果保证人在取保候审期间不愿继续担保或者丧失担保条件

的，应当责令犯罪嫌疑人重新提出保证人或者变更为保证金

担保方式，并将变更情况通知公安机关。第四十九条 采取保

证金担保方式的，被取保候审人拒绝交纳保证金或者交纳保

证金不足决定数额时，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变更取保候审措

施、变更保证方式或者变更保证金数额的决定，并将变更情

况通知公安机关。第五十条 公安机关在执行取保候审期间向

人民检察院征询是否同意批准犯罪嫌疑人离开所居住的市、

县时，人民检察院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第五十一

条 人民检察院发现保证人没有履行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

定的义务，对被保证人违反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行

为未及时报告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要求公安机关对保证

人作出罚款决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保证人的刑事责任

。第五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对违反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

的犯罪嫌疑人，已交纳保证金的，应当通知收取保证金的公

安机关予以没收，并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责令犯罪嫌疑

人具结悔过，重新交纳保证金、提出保证人或者监视居住、

予以逮捕。重新交纳保证金的程序适用本规则第四十四条、

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对犯罪嫌疑人继续取保候审的，取保候



审的时间应当累计计算。第五十三条 对下列违反取保候审规

定的犯罪嫌疑人，应当予以逮捕：（一）企图自杀、逃跑，

逃避侦查、审查起诉的；（二）实施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

供、干扰证人作证行为，足以影响侦查、审查起诉工作正常

进行的；（三）未经批准，擅自离开所居住的市、县，造成

严重后果，或者两次未经批准，擅自离开所居住的市、县的

；（四）经传讯不到案，造成严重后果，或者两次经传讯不

到案的。第五十四条 对在取保候审期间故意实施新的犯罪行

为的犯罪嫌疑人，予以逮捕；已交纳保证金的，同时通知公

安机关没收保证金。第五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决定对犯罪嫌疑

人取保候审，最长不得超过十二个月。第五十六条 公安机关

决定对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案件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后，对于需要继续取保候审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对犯罪

嫌疑人办理取保候审手续。取保候审的期限应当重新计算并

告知犯罪嫌疑人。第五十七条 在取保候审期间，不得中断对

案件的侦查、审查起诉。第五十八条 取保候审期限届满或者

发现不应当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的，应当及时解除或

者撤销取保候审。第五十九条 解除或者撤销取保候审，应当

由办案人员提出意见，部门负责人审核，检察长决定。第六

十条 解除或者撤销取保候审的决定，应当及时通知执行机关

，并将解除或者撤销取保候审的决定书送达犯罪嫌疑人；有

保证人的，还应当通知保证人解除担保义务。第六十一条 犯

罪嫌疑人在取保候审期间没有违反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的

规定，或者发现不应当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的，变更、

解除或者撤销取保候审时，应当通知公安机关退还保证金。

第六十二条 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犯罪嫌



疑人委托的律师及其他辩护人认为取保候审超过法定期限，

向人民检察院提出解除取保候审要求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在

七日以内审查决定。经审查认为超过法定期限的，经检察长

批准后，解除取保候审；经审查未超过法定期限的，书面答

复申请人。试题解析：1．方某系刑事被告人李某的保证人。

被告人李某被取保候审期间逃匿，方某明知李某藏匿地点，

却拒绝向司法机关提供该地点。有关机关应该当对方某采取

以下哪些措施？[2000年多选题]A、依照刑法规定追究方某的

刑事责任B、没收方某为李某缴纳的保证金C、因李某同时是

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人，故应将方某也列为该附带民事诉讼

的被告人D、方某应对李某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责任承担

连带赔偿责任正确答案：ACD试题解析： 此题测试刑事强制

措施。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3条

规定，A、C、D项为可选项。2．（1998-2-74）犯罪嫌疑人战

某因涉嫌倒卖文物被公安机关逮捕。战某在被捕之后，聘请

了律师陈某，根据法律规定，律师陈某在侦查阶段可以进行

哪些工作？ [1998年多选题]A．会见在押的战某 B．为战某申

请取保候审 C．向公安机关了解战某涉嫌的罪名D．在战某被

羁押超过侦查羁押期限后，要求公安机关解除或变更强制措

施 正确答案：ABCD试题解析：此题测试律师在侦查阶段介

入刑事诉讼的工作内容和权利。 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犯

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

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犯

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涉

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应当经侦查机关

批准。""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



的罪名，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

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

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

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B项包含在该

条第1款之中；A、C项包含在该条第 2款之中。另据刑事诉讼

法第75条之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

亲属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的律师及其他辩护人对于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超过法定

期限的，有权要求解除强制措施。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

者公安机关对于被采取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的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应当予以释放、解除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或者依法

变更强制措施。"本条规定了律师可以在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

施超过法定期限的，有权要求解除强制措施；第96条第1款规

定律师可以为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申请取保候审，即有权要

求变更强制措施。至此，D项也符合法律规定。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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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单选

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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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确答案：C试题解析

：本题考查侦查管辖及取保候审管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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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项排除。又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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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第2款规定，应选C项而非D项。4．梁某因投毒



罪被公安机关抓获后，发现其已有5个月身孕，公安机关对梁

某应采取怎样的强制措施？ [1997年单选题]A．仍应当逮捕 B

．应当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 C．可以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

住 D．不应采取强制措施 正确答案：C试题解析：本题测试

公安机关对抓获的怀孕罪犯的处理。依刑事诉讼法第66条规

定，Ｃ项正确。5．刑事诉讼中为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提供

担保的保证人，需具备相应条件。下列哪些属于保证人的条

件？[1998年多选题]A．有固定住处和收入 B．享有政治权利

C．与本案无牵连 D．有能力对被保释的犯罪嫌疑人起到管制

、约束作用 正确答案：ABCD试题解析：此题测试取保候审

的保证人的条件。依《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A、B、C

项分别包含在该条第（一）（三）（四）顶之中。只有D项

与第（二）表达不同。判断二者是否一致，须结合第55条第1

款和第56条第1款的规定。D应属正确。特别说明：本文由“

中国律师杂志社司法考试培训班”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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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