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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5_8F_B8_c36_482000.htm 一、单项选择题1．某日，黄某

牵着狗在山坡上闲逛，恰遇平日与己不和的刘某，黄某即唆

使其带的狗扑咬刘某。刘某警告黄某，黄某继续唆使狗扑咬

刘某。刘某边抵挡边冲到黄某面前，拿石块将其头部砸伤，

黄某见头上流血，慌忙逃走。从刑法理论上看刘某的行为属

于哪种情况?( )A．紧急避险 B．正当防卫C．防卫过当 D．对

象错误2．某甲和某乙合谋盗窃一电器仓库，由某乙先配制一

把“万能钥匙”，数日后，某乙将配制的钥匙交给某甲，两

个人约定当晚12点在仓库门口见面后行窃。晚上，某乙因腹

部疼痛难忍，未到现场。而某甲如约到现场后，因未等到某

乙，便用“万能钥匙”打开库房，窃得手提电脑二部，价值

人民币2万元，销赃后得赃款13万元。事后，某甲分3000元给

某乙，某乙推脱后分文未取。某乙的行为属于下列哪个选项?

（ ）A．不构成犯罪 B．构成盗窃罪，但属于犯罪中止C．构

成盗窃罪，但属于犯罪未遂 D．与某甲一起构成盗窃罪既遂3

．下列哪种情形应当受到追诉期限的限制?（ ）A．在人民法

院受理了齐某自诉汤某故意伤害案件以后，汤某离家杳无音

信B．丛某因出国而未在法定期限内对钟某侮辱案提出控告C

．薛某向公安机关报案，声称自己被抢劫，因薛某说话颠三

倒四，接案人员对其报案有怀疑而未立案D．秦某得知与其

共同诈骗的李某被公安机关抓获逃离居住地藏匿4．施某犯贪

污罪，被判无期徒刑。服刑12年后（一直未获减刑），因表

现良好而获假释。在假释考验期内的第6年，施某故意伤害致



人重伤，被判刑9年。根据《刑法》规定，对施某应撤销假释

，按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理。对施某应适用何种刑罚幅度或刑

种?（ ）A．应在9年以上20年以下有期徒刑幅度内决定执行的

刑期B．应在9年以上15年以下有期徒刑幅度内决定执行的刑

期C．应在12年以上20年以下有期徒刑幅度内决定执行的刑

期D．应决定执行无期徒刑5．居住在广州的林某伪造了大量

的人民币，偷运至北京出售牟利。林某的行为应如何定罪?（ 

）A．伪造货币罪 B．运输伪造货币罪C．出售伪造货币罪 D

．伪造货币罪、运输伪造的货币罪、出售伪造的货币罪6．被

告人李某，出租汽车司机，因受单位领导批评，为发泄不满

驾车驶入闹市区冲向密集人群。当场轧死5人，撞伤19人。李

某的行为构成（ ）。A．交通肇事罪 B．以危险方法危害公

共安全罪C．重大责任事故罪 D．故意杀人罪7．张某从甲省

拐骗17岁少女1人，欲卖至乙省。在拐卖途中，张某几次强行

奸淫该女，并强迫其卖淫两次，则张某的行为应当认定为( )

。A．构成拐卖妇女罪、强奸罪、强迫卖淫罪，应实行数罪

并罚B．构成拐卖妇女罪与强迫卖淫罪，此两罪应实行数罪并

罚，其强奸行为不宜单独定罪，而应作为强迫卖淫罪中“强

奸后迫使卖淫的”这一从重处罚的条件C．只构成强奸罪、

强迫卖淫罪，因为其拐卖行为尚未完全实现D．只构成拐卖

妇女罪，其强奸行为、强迫卖淫的行为只作为法定的从重处

罚条件，不宜单独定罪8．村民张某，为了筹集结婚费用，动

起了盗窃国防通信线路的念头，先后三次用钢丝钳等工具，

偷剪该线路电缆2000余米，价值2万元，销赃后得赃款3000元

，致使该线路中断通信3个多小时。张某的行为构成何罪?（ 

）A．盗窃罪 B．破坏公用通信设备罪C．破坏军事通信罪 D



．故意毁坏财物罪9．某邮政局工作人员于某，一次偶然发现

一封破损的信件中夹有100元人民币，于是他将人币取出，而

将信毁掉。此后，他为了窃取财物，毁掉他人信件、包裹等

百余封（次），获取财物共约2万多元。对于某的行为应当认

定为( )。A．其行为已构成了私自开拆、隐匿毁弃邮件罪，鉴

于其有取得财物的行为，所以，应以私自开拆、隐匿毁弃邮

件罪从重处罚B．其行为已构成了侵犯通信自由罪，从中取得

财物是从重处罚的条件C．鉴于其有窃取财物的事实，应依

照贪污罪从重处罚D．应依照盗窃罪定罪，从重处罚10．王

某在打电话时无意中发现电话机旁县检察院的举报箱中露出

一封信，随手取出。发现该信举报县某局长李某有受贿4万多

元的犯罪事实。王某与李某熟识，便将举报信交给李某。李

某当即酬谢甲某8000元现金。事后，李某与行贿者串通，并

销毁了有关罪证。（）A．王某构成敲诈勒索罪B．王某构成

窝藏罪C．王某构成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D．王某不构成犯

罪11．甲某因被害人乙某曾与其妻子吵架，而带领二人到乙

某家中，质问乙几句之后，便当胸一刀刺破心脏。然后又将

乙某拖出房屋外，乙某倒地。甲某等人见状未予理会，径自

离去。（）A．甲某构成故意伤害罪B．甲某构成故意杀人

罪C．甲某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D．甲某等人构成聚众斗殴

罪12．某甲偶然发现某乙所开小轿车正是自己几天前失窃的

小轿车，即强行夺取。某乙奋起对抗，二人打斗起来。某乙

不敌某甲，落荒而逃。某甲将车开回家后，发现该车并非是

自己丢失的那辆。后来，某乙已找到某甲索要该车，某甲拒

不交还。某甲的行为：（）A．不构成犯罪B．构成侵占罪C

．构成抢劫罪D．构成盗窃罪13．张因为犯罪而被公安机关



通缉，但本人并不知道正受到通缉。便衣警察李某认出某张

，立即上前抓捕。某张以为遇到歹徒，奋起反抗，致便衣警

察李某重伤。某张的行为：（ ）A．构成脱逃罪和妨害公务

罪B．构成过失重伤罪C．构成故意伤害罪（重伤）D．不构

成犯罪14．甲为其邻居乙打工，认为工资太少，遂产生勒索

乙钱财之念。甲准备了一桶汽油，于某日凌晨1时许，将汽油

倒在乙家门前草堆上，点燃后暂时躲回家中，乘乙全家人出

动救火之机，翻墙进入乙家院内，撬开门锁，将在屋内睡觉

的乙仅18个月的儿子丙盗回家中。乙回家发现丙不见，即向

公安机关报案，公安人员及时赶至现场，当即组织全村村民

在各路口设卡追堵。甲见无法将丙带走，而丙在其家中又哭

闹不止，怕被人发现，即将丙抱还乙的家人，并谎称丙是其

从小偷手中追回，后装晕倒地。甲的行为：（ ）。A．甲是

绑架罪的中止B．甲是绑架罪的未遂C．甲是绑架罪的既遂D

．甲构成绑架罪和放火罪15．某甲企图投毒杀害某乙，但因

为使用的毒药没有达到致死量，所以仅导致某乙昏迷。某甲

误以为某乙已经死亡，将“尸体”背到山中掩埋，致某乙窒

息死亡。（）A．某甲构成故意杀人罪未遂B．某甲构成故意

杀人罪既遂C．某甲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和帮助毁灭证据罪

，属于想象竞合犯，从一重罪处罚D．某甲构成故意杀人罪

（未遂）和过失致人死亡罪，数罪并罚16.张三与李四有宿仇

，因此，一直希望杀害李四，某日得知李四要出差，于是，

劝李四乘坐飞机前往目的地，其真实想法是希望李四乘坐的

飞机发生空难，李四乘坐的飞机在起飞半小时后果然发生空

难，李四因此丧命。问：张三的行为性质是（ ）A．故意杀

人罪既遂B．由于李四死亡的结果与张三的劝说行为之间没有



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所以，成立故意杀人罪未遂。C．无罪D

．过失致人死亡罪17.甲为某地公安局干警，为了尽快侦破案

件，对犯罪嫌疑人乙实施刑讯逼供行为，导致乙当场死亡，

问：甲的行为性质（ ）A.故意杀人罪B.刑讯逼供罪C.刑讯逼

供罪和过失致人死亡罪并罚D．行政违法行为18.甲男现年15

周岁，得知丙欠其朋友乙5000元赌债，因此，在乙不知的情

况下，私自将丙捆绑起来，丙反抗，于是甲男使用暴力将丙

打成残废，问：甲的行为性质（ ）A.无罪B.非法拘禁罪C.故

意伤害罪D.非法拘禁罪与故意伤害罪并罚19.甲教唆乙盗窃，

但是，乙在盗得财物后被丙发现，乙为了抗拒丙的抓捕，使

用暴力将丙打成重伤，但甲对此毫不知情。下列对甲乙二人

行为性质的表述，正确的是（ ）A.甲的行为构成盗窃罪，乙

的行为成立抢劫罪，由于触犯的罪名不同，所以甲乙不成立

共犯，由于乙没有犯被教唆的罪，所以，对甲可以从轻或者

减轻处罚B.甲和乙就盗窃罪成立共犯，但是，对甲仍然认定

为盗窃罪，对乙认定为抢劫罪，由于乙没有犯被教唆得罪，

所以，对甲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C.甲和乙就盗窃罪成立共

犯，但是，对甲仍然认定为盗窃罪，对乙认定为抢劫罪，但

是，对甲不能从轻或者减轻处罚D.甲和乙就盗窃罪成立共犯

，但是，对甲仍然认定为盗窃罪，对乙认定为盗窃罪和故意

伤害罪并罚20.甲于2002年购买了一辆农用运输车，但一直没

有依法办理和交纳养路费，2005年的某日，甲驾驶该车行驶

至国道时，被交通局依法扣押，事后，甲为了将车子弄走，

欺骗看管车子的交通局的工作人员说已经交纳了养路费和滞

纳金10000元，随后将车子开走。甲的行为性质是（ ）A.甲的

行为不构成犯罪，因为车子仍然归甲所有B.诈骗罪C.盗窃



罪D.侵占罪21.邓某乃某县国税局局长，某日接受了该县个体

户张某的邀请，前往新马泰旅游观光了10天，共花费张

某20000余元。后邓某在张某的要求下，为了“答谢”张某，

擅自免除了张某本应缴纳的税款共计30000万余元。问：邓某

构成（）A.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B.受贿罪C.受贿罪和

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并罚D.法条竞合从一重罪处断，

即如果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较重，则按该罪处理，反

之，按受贿罪处理22．个体户甲开办的汽车修理厂系某保险

公司指定的汽车修理厂家。甲在为他人修理汽车时，多次夸

大汽车毁损程度，向保险公司多报汽车修理费用，从保险公

司骗取12万余元。对甲的行为应如何论处？（）A．以诈骗罪

论处B．以保险诈骗罪论处C．以合同诈骗罪论处D．属于民

事欺诈，不以犯罪论处23．甲15周岁，系我国某边镇中学生

。甲和乙一起上学，在路上捡到一手提包。打开后，发现内

有1000元钱和4小袋白粉末。甲说：“这袋上有中文‘海洛因

’和英文‘heroin’及‘50g’的字样。我在电视上看过，这

东西就是白粉，我们把它卖了，还能发一笔财。”二人遂将4

袋白粉均分。甲先将一袋白粉卖与他人，后在学校组织去邻

国旅游时，携带另一袋白粉并在境外出售。甲的行为：（

）A．构成走私毒品罪B．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C．构成贩卖

毒品罪D．构成走私、贩卖毒品罪24．陈某在商场金店发现

柜台内放有一条重12克、价值1600元的纯金项链，与自己所

戴的镀金项链样式相同。陈某以挑选金项链为名，乘售货员

不注意，用自己的镀金项链调换了上述纯金项链。陈某的行

为：（）A．构成盗窃罪B．构成诈骗罪C．构成诈骗罪与盗

窃罪的想象竞合犯D．构成诈骗罪与盗窃罪二罪25．甲、乙



共谋杀害在博物馆工作的丙，两人潜入博物馆同时向丙各开

一枪，甲击中丙身边的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文物，造成文物

毁损的严重后果；乙未击中任何对象。关于甲、乙的行为，

下列哪一选项是正确的？（ ）A．甲成立故意毁损文物罪，

因为毁损文物的结果是甲故意开枪的行为造成的B．甲、乙成

立故意杀人罪的共犯C．对甲应以故意杀人罪和过失损毁文

物罪实行数罪并罚D．甲的行为属于一行为触犯数罪名，成

立牵连犯二、多项选择题26．下列哪些情形不实行数罪并罚?

（ ）A．在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过程中以暴力、威胁方法抗

拒检查的B．在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的过程中以暴力、威胁方法

抗拒辑私的C．司法工作人员因收受贿赂而枉法裁判的D．同

一行为人既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又向国家机关行贿的27． 

某化妆品厂系私营企业，具有法人资格，所生产的婴儿护肤

产品供不应求。为增加产量，厂长童某决定改变配方，增加

添加剂。结果生产出不符合卫生标准的劣质产品，销售金额

达30万元。消费者使用后程度不同地引起过敏、脱皮等不良

反应。在如何确定犯罪主体性质及定罪的罪名上，下列哪些

选项是正确的?（ ）A．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B．生产、销

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化妆品罪C．单位犯罪 D．自然人犯罪28

．选项所列行为中，哪些构成抗税罪?（ ）A．以暴力方法拒

不缴纳税款 B．以威胁方法拒不缴纳税款C．以暴力抗税致人

重伤 D．以暴力抗税致人死亡29．曹某系个体商贩，某日曾

与其一起服过刑的高某找到他，拿出3万元现金让曹某为其保

管。当曹问“是什么钱?”时，高某做了一个“偷”的手势，

让其不要多问。半月后，高某取走2万元，数日后交给曹某一

个塑料纸包，说是“白面”(毒品)，找到买主就取走。高某



被公安机关查获。按其交待公安人员从曹某处起获毒品和剩

余1万元。曹某的行为触犯什么罪名?（ ）A．窝藏毒品罪 B．

非法持有毒品罪C．窝赃罪 D．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30．下列

行为中不以犯罪论处的有：( )A．甲趁乙熟睡之际，将房门反

锁，待乙醒来之前又将锁打开B．非以出卖牟利为目的，拐骗

不满14岁的儿童脱离家庭或监护人C．盗卖婴儿、幼儿的D．

为男女婚姻当介绍人，借机收受财物的31．甲某抢劫丙某并

使用暴力致丙某重伤，碰巧乙某路过中途加入，甲乙共同抢

去了丙某的财物。对此案，下列哪种说法是正确的：（）A

．甲乙共同构成抢劫罪B．甲属于抢劫的结果加重犯C．因为

重伤的结果是由甲在乙加入之前造成的，乙对此结果不负结

果加重的责任D．甲是实行犯，乙是帮助犯32．甲某承租一

大酒店，某日对其酒店服务员乙某慌称丙某欠债不还，令其

从学校绑架丙某之子作为人质，讨还债务。乙某遵命绑来丙

某之子。后甲某又指使丁某打电话向丙某勒索50万元。丁知

道事实真相，却仍然打出勒索电话。当甲某再次要丁某打勒

索电话时，丁某拒绝。人质（7岁）被扣押63小时，双手腕软

组织挫伤，轻度脱水。（）A．甲某、丁某构成绑架罪、乙

某构成非法拘禁罪B．甲某、乙某、丁某构成绑架罪C．甲某

、乙某、丁某均犯罪既遂D．甲某、乙某犯罪未遂，丁某犯

罪中止33．甲某提议让乙某帮助杀死其养父丙某，并允诺事

成后给1万元好处。期间甲乙二人多次预谋，甲某还带乙某到

丙某家窥伺作案地点，辨认丙某。某日甲某与乙某电话联系

，称当日下手机会最好，让乙某以找丙某买三轮车为由进入

丙家，将丙某掐死。乙某按甲某授意，到丙某家，假意闲谈

购买三轮车，伺机作案，后因不忍下手而离去。几天后，乙



某因盗窃汽车案被审查期间，供述了上述事实。（）A．甲

某、乙某构成故意杀人罪共犯B．乙某没有犯甲某所教唆的罪

，甲某属于教唆的未遂，可以从轻、减轻处罚C．甲某是教

唆犯，在此案中应当作为主犯处罚D．乙某属于犯罪中止，

应当免除处罚。同时具有自首的法定情节34．甲某在工地干

活时窃取雷管100支，春节回家时携带上述雷管在某长途车站

准备搭乘长途汽车返乡时，因形迹可疑遭到民警盘查，主动

交代了窃取雷管的事实。对此案，那些说法是正确的：（

）A．甲某成立自首B．甲某构成盗窃爆炸物罪和非法携带危

险物品危及公共安全罪，属于牵连犯C．甲某构成盗窃罪和

非法携带危险物品危及公共安全罪，属于牵连犯D．对甲某

应当实行数罪并罚35．甲某在地里拾到手枪两支、冲锋枪一

支，各种子弹200余发，藏于家中。一年以后，甲某取出手枪

一支，蒙面到一个地下赌场，朝墙上连射几枪，众赌徒闻枪

声四散而逃，甲某将3万元赌资全部拿走。第二日晚，甲某持

枪闯入一居民家中，又朝墙上射击数枪，致电灯熄灭。甲某

害怕黑暗中被人突然抢住，发挥不了枪的作用，又朝室内开

了一枪后逃离。该枪击中正在看电视的男主人，致其死亡。

甲某的行为：（）A．构成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和抢劫罪B．

构成抢劫罪、故意杀人罪和非法持有枪支罪C．属于吸收犯D

．应当数罪并罚36．甲某将乙某（女）强奸后刚刚离去。乙

某坐地哭泣时，恰逢丙某路过，问乙某为何而哭泣，乙某将

刚才被强奸一事相告。丙某顿起歹念，也将乙强奸。强奸完

毕，丙某还以借用为由，将乙某的手机拿走。对于此案，下

列哪种说法是错误的：A．甲某和丙某构成强奸共犯B．丙某

具有轮轩情节C．丙某构成诈骗罪和强奸罪，应当实行数罪



并罚D．丙某构成抢劫罪和强奸罪，应当数罪并罚37．对下

列哪种情形依法应当从重处罚：（）A．甲某在1988年5月3日

因为犯诈骗罪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1995年9月15日被假释

，1998年11月21日假释考验期满。2004年11月20日又犯强奸

罪B．甲某教唆不满18周岁的乙某吸食毒品，构成教唆吸毒

罪C．甲某非法拘禁乙某并对其进行暴力殴打，造成乙某受

轻微伤D．甲某利用职务这便挪用价值1.5万元的救灾物品，

构成挪用公款罪38．甲开摩托车，乙坐在摩托车的后座上，

共同商量在某街道伺机抢夺妇女的提包。甲、乙见妇女丙肩

挎背包走出，随即驾摩托车尾随、加速，在擦身而过之际，

乙某抓住丙的挎包。但是因为挎包被丙紧紧抓住，乙某从摩

托车后座被拖下来，甲某驾车离去。乙某从地上起身后，一

边夺挎包一边踢打丙。丙大声叫喊，周围群众赶到，乙慌忙

逃离。对此案，下列哪些说法是正确的（ ）A.甲和乙构成抢

劫罪的共犯（未遂）B.甲和乙就抢夺罪成立共犯（未遂）C.

甲构成抢夺罪（未遂）D.乙构成抢劫罪（未遂）39．根据刑

法的有关规定，下列哪些情形不得适用缓刑（ ）A.甲因为犯

虐待罪被判处管制1年B.乙1995年4月因为犯走私淫秽物品罪被

判处2年有期徒刑，1997年5月刑满释放。2001年10月因为犯交

通肇事罪被依法判处2年有期徒刑C.丙2002年7月因为犯寻衅

滋事罪被判处2年有期徒刑，2004年7月刑满释放。2005年3月

因为犯聚众斗殴罪被依法判处2年有期徒刑D．丁因为无钱赌

博，情急之下，乘人不备，公然夺取一位妇女的手提包就跑

（包内财物价值3000元），被当场抓获，依法应当判处2年有

期徒刑。40．甲女夜晚回家发现家中一片狼藉，意识到家中

被盗，便立即拨打电话报警。派出所派张三、李四二位便衣



警察迅速到现场查看。恰逢甲女之夫乙男在此之前到家，见

到家中被盗的景象，又闻门外有脚步声，以为是窃贼返回。

便拿起一根木棍藏在门后，待张、李二人进门，举棍便打。

在张三遭到棍击后，李四以为是窃贼袭击，拔枪射击，致乙

重伤。李四也因为遭棒击受轻伤。对此，下列说法正确的有

（ ）A.李四和乙均属于假想防卫B.李四和乙均属意外事件，

因此，不构成犯罪C.乙构成犯罪，但李四某不构成犯罪D.李

四构成犯罪，但乙不构成犯罪三．不定项选择题（一）闫某

是某国有企业的厂长，张某是闫某的秘书，在上任1年内，闫

某先后接受送来的贿赂10万多元，其中有5万元是通过张某介

绍来的人送的，闫某将其中2万元送给张某作酬劳费。张某后

来赌钱欠别人一大笔赌债，于是找到闫某，说:“给我点钱花

，否则我就告你。”闫某很害怕，于是给了张某1.5万元。但

是事过不久，张某又找闫某要钱，闫某说手头没钱，张某要

求其将工会活动的部分经费借给自己先用一用，1个月后保证

偿还，闫某就把自己保管的工会活动经费1万元给了张某，1

个月后，闫某被告发。根据以上情况，请回答41－45各题所

列问题。41．闫某接受贿赂的行为，构成什么罪?( )。A．受

贿罪 B．职务侵占罪 C．单位受贿罪 D．贪污罪42．张某为闫

某和行贿人之间介绍的行为，构成什么罪？（ ）A．受贿罪

B．行贿罪 C．介绍贿赂罪 D．斡旋受贿罪43．张某向闫某要

钱还赌债的行为，构成什么罪？（ ）A．敲诈勒索罪 B．挪

用资金罪 C．诈骗罪 D．内幕交易罪44．闫某把自己保管的

工会活动经费给张某用的行为构成了什么犯罪?( )A．挪用公

款罪 B．挪用资金罪 C．挪用特定款物罪 D．职务侵占罪45．

张某与闫某的行为（ ）。A．构成挪用公款罪的共同犯罪 B



．不构成共同犯罪C．构成贪污罪的共同犯罪 D．构成受贿罪

的共同犯罪（二）职工王某与李某同住某市的一单元楼里。

王某因单位效益不好，工资较低，同时又面临着下岗的可能

而整日忧心忡忡。相反，李某因前几年下海赚了一笔钱，如

今自己开了个公司，正值春风得意之时。对此，王某嫉妒不

已，总觉得自己能力不比王某差，不该受穷，便想从李某身

上弄点钱花。一天王某见李某之子(4岁)自幼儿园回来后独自

在家玩耍，便心生一计，谎称带他到动物园玩，把他拐骗到

远郊的一个亲戚家藏匿起来。王某回家后用左手给李某写了

一封信，信中称李某如果想要自己儿子的话，就得于某月某

日把50万元钱放在楼下的垃圾箱里，如报案或者不送钱就永

远见不到儿子。李某接信后立即报案，王某见阴谋未得逞，

便从亲戚家把李之子接出来，领到野外的高粱地里将其杀死

，遂准备逃往外地，后被抓获。根据上述案情，请回答下

列1-5问题：46．王某的行为在下列几项犯罪中有哪几种可以

排除的（ ）。A．绑架罪 B．故意杀人罪 C．拐骗儿童罪 D．

偷盗幼儿罪47．王某的行为，依照我国刑法的规定，应按下

列何种说法量刑? （ ）A．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B．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和剥

夺政治权利C．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和剥夺

政治权利D．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和剥夺政治权利48．假

设王某将李某的儿子骗到家后将其以两万元的价格卖出，而

没有向李某勒索财物，则此行为在以下几项犯罪中有哪几种

是可以排除的?（ ）A．绑架罪 B．拐卖儿童罪 C．拐骗儿童

罪 D．绑架儿童罪49．设王某向李某索要财物，没有对李某

的儿子下手，而是宴请李某，伺机将李某灌醉，后从李某携



带的公文包里翻走现金5000元，则此种行为在下列几项犯罪

中有哪种是可以排除的?（ ）A．抢夺罪 B．盗窃罪 C．抢劫

罪 D．诈骗罪50．设李某曾借过王某1万元钱，现王某生活窘

迫，急用钱，虽向李某多次催要，但李某均以种种理由和借

口拒不还债。某日，王某将李某骗至城郊的亲戚家并关押起

来，声称李某不还钱就决不能走。李某只好让家人送1万元钱

给王某。但此时，李某已被王某关押了两天两夜。王某的行

为在下列几项犯罪中哪种是可以排除的?（ ）A．抢劫罪 B．

非法拘禁罪 C．绑架罪 D．敲诈勒索罪四、案例题（共1题）

汪某和洋某是从小玩到大的朋友，一日，汪某发现洋某浑身

珠光宝气，很是羡慕，于是向洋某请教成功秘诀。洋某告诉

汪某自己正在从事毒品买卖，并暗示毒品买卖可令汪某一夜

暴富。汪某一咬牙，从洋某的手中购得100克纯海洛因，并应

汪某的请求，洋某向汪某详细介绍了在这条道上做事应注意

的事项。为了增加利润，汪某往该批海洛因中添加了300克面

粉，一下子获得巨额利润。此后，汪某索性只卖面粉作成的

“海洛因”，并邀请对此毫不知情的王某一起参加贩毒。一

日，当二人将携带的500克面粉制成的假毒品刚刚贩卖成功而

正欲私下分脏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问： （1）洋某是

否构成犯罪？如果构成，构成何罪？如果不构成，为什么？ 

（2）王某和汪某是否构成共同犯罪？为什么？ （3）分析汪

某的行为性质。 （4）王某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如果构成

，构成何罪？如果不构成，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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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