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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5_8F_B8_c36_482025.htm 一、单项选择题 1．对下列的哪

一选项，司法机关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A．犯罪嫌疑人

王某贪污受贿数额特别巨大，于1998年5月畏罪自杀身亡B．

在王某与李某都狂热地追求一女模特中，王某成功，王某遂

在各种场合羞辱李某。李某感觉无地自容曾喝药自杀，被救

后，李某没有就王某的侮辱行为向法院起诉C．夏某曾于1992

年2月采取欺诈手段虚报注册资本200万元，注册一个公司，

直到1999年10月20日才有人向司法机关检举D．邱某于1990

年6月15日强奸一名10岁幼女，1994年5月5日被人告发后一直

在逃2.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及其他相关的规定，下列案件中

的哪一种案件由人民检察院直接立案侦查（ ）。A．涉税案

件B．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C．国有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徇私舞弊，造成破产、亏损案D．徇私舞弊不征、少征

税款3．下列哪一选项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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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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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刑事案件，可以请求移送上一级

人民法院审判C．上级人民法院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把自

己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交由下级人民法院审判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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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4．下列哪一

项不符合刑事诉讼法有关庭审方式的规定？（ ）A．刑事案

件由合议庭依法判决，只有疑难、复杂、重大案件，合议庭



认为难以作出决定的，由合议庭提请法院院长决定提交审判

委员会讨论决定B．人民法院受理公诉案件，对有明确的指控

犯罪事实，并附有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

者照片的，应当开庭审判。至于证据是否确实，在法庭上由

双方质证，进行核实，不需要在开庭前全面调查C．凡是公

诉案件，检察机关都必须派人出庭支持公诉D．由公诉人、

辩护人向法院出示证据，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可以对证

据和案件情况发表意见，互相质证、辩论5．人民法院对于下

列哪类案件，不能一概适用简易程序？（ ）A．对于依法可

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单处罚金的公诉案件

，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人民检察院建议或者同意适用的B．

告诉才处理的案件C．被害人起诉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

件D．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

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

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6．雷某犯故意杀人罪、贪污

罪，被某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分别同时判处死刑，合并执行

死刑。雷某不上诉，检察院不抗诉。对此案应如何报请复核

？（ ）A．报经省高级法院核准即可B．直接报经最高法院核

准C．先报省高级法院复核，再报最高法院核准D．故意杀人

罪报省高级法院核准，贪污罪报最高法院核准7．最高人民法

院复核死刑案件或高级人民法院复核死刑缓期执行案件，应

当（ ）A．由审判员3至7人组成合议庭进行 B．由审判委员会

讨论通过C．由审判员3至5人组成合议庭进行 D．由审判员3

人组成合议庭进行8．下列哪一案件，依法不应当撤消案件，

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 ）A.甲

于1980年3月4日犯故意伤害罪，于2000年4月28日发现的；B.



乙于1999年5月盗窃一辆1996年产永久牌山地自行车（价值300

元）；C.丙暴力干涉其女儿的婚姻，致使其女儿自杀；D.丁

涉嫌故意杀人，但因交通肇事而死亡。9．根据刑事诉讼法的

原理和有关规定，逮捕应符合有“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

的法定证据条件。这一法定证据条件的完整、准确含义是指

什么？（ ）A.有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事实并有证据证明犯罪

事实系该犯罪嫌疑人实施；B.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

的证据已有查证属实的；C.上述A、B两项条件至少应具备其

中的一项；D.上述A、B两项条件应同时具备10．某法院在开

庭审理叶某交通肇事一案时，叶某的辩护人请求通知新的证

人到庭并请求重新勘验。法院应当如何处理？（ ）A.可以终

止审理；B.可以中止审理；C.应当退回补充侦查；D.可以决

定延期审理11．陈某经常受到其丈夫的虐待，但由于她卧病

在床，不能亲自提起刑事自诉。下列哪一人员可以代为告诉

？（ ）A.陈某的邻居李某 B.陈某的表弟（律师）C.陈某的同

父异母的弟弟（无业） D.陈某的祖父（60岁）12．某县法院

在审理赵某盗窃案过程中，发现被告人赵某可能有立功的法

定量刑情节，但人民检察院起诉书及所移送的证据材料中却

没有这方面的证据材料，此时，审理本案的合议庭应按下列

哪种方式处理？（ ） A.可以建议人民检察院补充侦查B.应当

建议人民检察院补充侦查C.可以向人民检察院调取相应的证

据材料D.应当向人民检察院调取相应的证据材料13．刑事诉

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都对公诉案件的第一审审理

期限作了明确规定，根据这些规定，下述各种说法中，正确

的选项是：( )。A.根据公诉人的建议而延期审理的案件，审

理期限中止计算，人民检察院补充侦查完毕移送人民法院后



，审理期限继续计算B.根据公诉人的建议而延期审理的案件

，补充侦查完毕移送人民法院后，审理期限重新计算C.由于

当事人申请调取新的证据而延期审理的案件，延期审理的时

间计入审限D.由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审理期

限应当从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计算14．“天翔号”中国

客轮由韩国釜山港驶往大连，船行至公海领域时韩国公民金

道雄酗酒闹事，将中国公民周晓燕打成重伤。为及时救治，

船舶就近停靠威海港将受害人送往医院，然后驶往大连港。

下列法院中，哪一个是本案的犯罪管辖法院？（ ）A．威海

市中级人民法院B．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C．韩国釜山地方法

院D．大连市或威海市的地方基层法院15．C市人民法院受理

陈某盗窃案后，因陈某系未成年人，即指定律师高某作为陈

某的辩护人。开庭审理时，陈某以刚刚知道自己的父亲与辩

护人高某的姐姐在一个单位且向来关系不好为理由，拒绝高

某继续为他辩护，同时提出不需要辩护人而由自己自行辩护

。对此，C市人民法院应按下列哪个选项处理？( )A．应当准

许，并记录在案B．准许陈某拒绝高某继续辩护，但要求陈某

另行委托辩护人或者另行为陈某指定辩护人C．通知陈某的

近亲属，由其亲属决定是否需要辩护人辩护D．不准许陈某

拒绝高某继续辩护16．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必须在（ ）。A．

立案、侦查之前 B．审查起诉之前 C．一审开庭审理之前 D．

立案之后，一审审结之前17.在某县人民法院审理某甲的抢劫

案过程中，检察机关发现本案事实部分证据有疑点，可能影

响到定罪量刑。为此，检察机关要求延期审理，以便对此进

行补充侦查。则下列关于补充侦查说法正确的是（ ）A．可

以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也可以自行侦查B．应当由公安机



关进行侦查，必要时检察机关可以予以协助C．应当由检察

机关进行侦查，必要时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协助D．应当

由公安机关侦查18.下列关于自诉案件的表述哪一项是正确的

？（ ）A．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可以提起反诉 B．自诉人在宣

告判决前可以同被告人自行和解或者撤回上诉C．反诉的案

件只能是属于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告诉才处理的案件D．原

自诉人撤诉的，反诉案件不得继续审理19．某县公安机关接

到有关甲某、乙某合伙诈骗的报案，依法对报案材料进行立

案前的审查，下列哪个是该公安机关决定立案的条件？（ 

）A．认为确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 B．有明确的犯罪

嫌疑人C．案件事实基本清楚 D．报案人证据充分20．根据我

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第一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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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刘某被控投毒案经某市中级人民法院

一审判决后，市检察院认为判刑畸轻，提起抗诉。其正确的

做法是? （ ）A．直接向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B．通过市中级

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并将抗诉书抄送省人民检察院C．通过

省人民检察院向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D．经省人民检察院审

查同意后向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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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以下对执行的说法错误的是（ 

）。A．对被判处徒刑缓刑的罪犯，由公安机关予以考查 B．

被假释的罪犯在假释考验期限内，由公安机关予以监督 C．



对被判处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由公安机关执行 D．

没收财产的判决，在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会同公安机关执

行24．金某因打架被县公安局罚款500元，不服该处理结果而

向市公安局申请复议。在复议期内，县公安局将罚款500元改

为罚款50元，金某遂申请撤回复议申请，复议机关准许。但

是，后来县公安局并没有返还已缴的罚款450元。金某不得已

只好再申请复议，复议机关应如何处理？（ ）A．不予受理

B．转送有关机关处理C．应予受理 D．告之向法院申请强制

执行25．下列哪些不是监察机关应当履行的职责？（ ）A．

检查国家行政机关在遵守和执行法律、法规和人民政府的决

定、命令中的问题B．受理对国家行政机关、国家公务员和国

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违反行政纪律行为的控告、检

举C．调查处理国家行政机关、国家公务员和国家行政机关

任命的其他人员违反行政纪律的行为D．受理国家公务员和

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违法犯罪的案件 二、多项选择

题26．下列哪些选项体现了人民检察院对刑事诉讼活动的监

督？（ ）A．人民检察院对于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及其

利用职权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的犯罪，应当直接立

案侦查B．人民检察院认为或者被害人提出，公安机关应当立

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

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

不能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

应当立案C．对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第二审人民法院应

当开庭审理。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第二审人民法院

开庭审理的公诉案件，同级人民检察院都应当派员出庭D．

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的审判违反法定程序，或者认为人



民法院减刑、假释的裁定不当，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纠

正意见27．下列选项属于保障被害人的诉讼权利的为（ ）

。A．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应当追究刑事责任，而公

安机关或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刑事责任，有权向人民法院起

诉B．被害人有权申请回避C．被害人可以委托诉讼代理人参

加刑事诉讼D．被害人不服第一审判决的，有权请求人民检

察院提出抗诉28．孙玉系某县刘家镇人，1997年7月因故意伤

害罪被取保候审，孙玉在取保候审期间的哪些行为将导致没

收其保证金甚至被逮捕？（ ）A．离开本镇到本县另一镇赶

场贩卖产品，两日内才返回B．未经执行机关批准，随意会见

他的亲朋好友C．将扎人的刀子扔到枯井里D．请证人吃饭，

要证人作证时多多关照29．附带民事诉讼中，哪些人依法负

有赔偿责任？（ ）。A．刑事被告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

织）及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其他共同致害人B．未成年刑事

被告人的监护人C．已被执行死刑的罪犯的遗产继承人D．对

刑事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企业、事业

单位、机关和团体30．下面选项所列案件哪些由人民检察院

立案侦查？（ ）。A．大港列车机务段段长聂某挪用公款案

B．新港邮电局投递员马某私拆邮件案C．海天公司经理吴某

偷税骗税案 D．新生监狱管教员李某私放罪犯案31．下级人

民法院在接到最高人民法院执行死刑的命令后，应于7日内执

行。但有下列何种情形，应当停止执行。（ ）A．被告人王

某，在执行前揭发了一正在通缉的犯罪集团头目的隐藏之处B

．被告人刘某，执行前声明自己已怀孕5个月，经查其在羁押

期间已人工流产C．书记员张某发现判决中有重大疏忽，可

能有错误的D．被告人田某，声称自己有一名刚满1岁的孩子



，正在哺乳32．下列说法中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为（ 

）。A．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

人有罪和处以刑罚B．只要被告人对其犯罪行为供认不讳，认

罪服法，即使没有其他证据，也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并处以

刑罚，但应从轻或减轻处罚C．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

确实，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D．没有被告人供述

，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33．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的案件，应当向人民法院移送的“主要证据”包括：（ ）

。A．起诉书中涉及的各种证据类中的主要证据B．多个同种

类证据中确定为“主要证据”的C．作为法定量刑情节的自

首、立功、累犯、中止、未遂、正当防卫的证据D．证明被

告人主要犯罪事实的所有证据34．张某系一流窜作案的重大

嫌疑分子，在其被拘留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机关的下列

作法哪些违背了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 ）A．公安机关对

张某拘留后，经多方证调查断定符合逮捕的条件，遂在拘留

后的第30日提请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B．人民检察院在接到公

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书后的第8天作出了不批准逮捕的决定C

．公安机关在接到检察机关不批准逮捕书后，并未将张某立

即释放，认为其属于重大嫌疑分子，应当继续拘留。要求人

民检察院复议，但人民检察还是未接受其意见，公安机关又

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请复核D．上级人民检察院按到下级

公安机关提请复核申请后立即复核，作出了变更下级人民检

察院不批准逮捕决定，并将这一决定通知了下级人民检察院

和公安机关35．下列哪些情况可以导致审判监督程序的提起

？（ ）A.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B.适用缓刑

错误C.违反回避制度D.审判人员在审判该案件时有贪污、受



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的行为36．刘某因诈骗罪被某县法

院判处有期徒刑10年。判决宣告后，刘某以量刑过重为由提

出上诉，但在上诉期满后又要求撤回上诉。对于刘某撤回上

诉，二审法院应如何处理？（ ）A.允许刘某撤诉；B.对上诉

案件进行审查，如果原判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

当，应当裁定准许刘某撤诉；C.对上诉案件进行审查，如果

原判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者适用法律错误、量刑不当

，应当不允许撤回上诉；D.如果原判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

足或者适用法律错误、量刑不当而不允许撤回上诉的，应当

按照上诉程序进行审理37．检察院起诉书中称：孙某作案时

已满18岁，他以带领孩子去划船为名，当船行至水中，故意

将刚满周岁的女婴抛入水中，使其溺水而死。据此，本案公

诉人在法庭审理时应主要证明哪些事实？（ ）A．孙某作案

时已满18岁 B．孙某的行为出于故意C．该女婴不会游泳 D．

该女婴已因溺水而死亡38．中国公民在驻外的中国使馆内的

犯罪，下列哪些法院有权管辖？（ ）A. 该公民主管单位所在

地法院 B.该公民原户籍所在地的法院；C.该公民入境地法院

D.该公民原经常所在地法院 39．在侦查过程中，发现不应对

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时，侦查机关应当如何处理

？（ ）A．撤消案件B．中止诉讼C．释放已被逮捕的犯罪嫌

疑人，并发给释放证明；D．公安机关释放被逮捕的犯罪嫌

疑人的，应通知原批准的人民检察院40．人民法院在适用简

易程序审理刑事公诉案件时，下列哪些选项是人民检察院应

当要求人民法院将简易程序转为第一审程序审理案件的情形

？（ ）A.对被告人是否犯罪存在疑问B.案件事实、证据存在

较大争议的；C.对被告人依法应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D.



被告人有新的犯罪事实需要追加起诉一并审理的 三、不定项

选择题（共10小题）（一）刘某故意杀害马某，因各种原因

未遂。某县公安局将案件侦查终结后，移送县人民检察院审

查起诉，最后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刘某委托陈某为其辩护

人，马某委托杨某为其诉讼代理人。41．在审查起诉中，县

人民检察院可以：( )。A．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B．自行侦

查C．对公安机关的勘验、检查，县检察院可以要求其复验

、复查D．对公安机关的鉴定结论有疑问时，可以进行补充

鉴定42．如果县人民检察院审查后，认为刘某可能被判处无

期徒刑，则应当：( )。A．将案件退回县公安局 B．将案件直

接起诉到市中级人民法院C．将案卷材料报送上一级人民检

察院 D．将此情况通知县公安局43．在法院开庭审理该案时

，有权对审判长提出回避申请的人有：( )。A．刘某 B．马某

C．陈某 D．杨某44．如果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公诉人认为需

要补充侦查而建议延期审理的：( )。A．建议延期审理的次数

不得超过两次B．检察院应当在一个月内补充侦查完毕C．检

察院在补充侦查的期限内没有提请人民法院恢复法庭审理的

，应当决定按检察 院撤诉处理D．人民检察院补充侦查的期

限不计入法院审理期限45．如果在审判过程中，刘某脱逃致

使案件在较长时间内无法继续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 )。A

．裁定延期审理 B．裁定中止审理C．裁定终止审理 D．裁定

撤销案件（二）小虎故意杀人一案（未遂），经某市公安局

侦查终结，移送该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请回答以下几个

问题：46．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后，认为犯罪嫌疑人小虎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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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在

人民检察院对此案审查起诉期间，小虎委托他的同年好友张

某作为他的辩护人。张某是一所大学哲学系教授，接受委托

后，他向人民检察院提出要同小虎会见。对此，下列说法正

确的是：（ ）A.人民检察院应当拒绝张某的申请B.人民检察

院可以拒绝张某的申请C.人民检察院不能拒绝张某的申请D.

人民检察院可以同意张某的申请，但在张某会见时应派员在

场48．如果方某系犯罪嫌疑人小虎的保证人。小虎在取保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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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机关应当对方某采取以下哪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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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小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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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某应对小虎之附带民事诉

讼的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49．如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

为犯罪嫌疑人小虎的犯罪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于

是决定不起诉。人民检察院应当如何宣布和送达不起诉决定

书？（ ）A.不起诉决定书，应当公开宣布B.将不起诉决定书

送达小虎C.将不起诉决定书送达公安机关D.将不起诉决定书

送达该案的被害人50．法院在审理小虎故意杀人案的过程中

，发现被告人小虎可能还有其他犯罪事实，可能影响定罪。

此时，人民法院应按下列哪种方式处理？（ ） A.可以建议人

民检察院补充侦查或变更起诉B.应当建议人民检察院补充侦

查或变更起诉 C.人民检察院不同意的，人民法院应当就起诉

指控的犯罪事实依法作出判决D.人民检察院不同意的，人民



法院可以对其他犯罪事实进行侦查，并可与起诉指控的犯罪

事实一并作出判决 四、案例分析（15分） 1999年9月20日下午

，某中学学生邓某与同班同学向某、包某一块放学回家。在

路上，邓某发现有一男生与同班一女生相伴前行。邓某曾经

向该女生写过求爱信遭到拒绝。看到此情景后醋意大发，遂

向吕某、包某二人说明要揍该男生的想法。于是三人从路边

拾起石头、砖块拦着男女二人。邓某指着那名男生骂道“***

，竟敢挂我们班的女生，老子整死你。”该男生回了一句：

“凭什么骂人？”这下更激怒了邓某。他一边叫着：“老子

不仅骂你，还要打你呢！”一边用砖快向该男生砸去，顿时

，该男生头上血流如注。后经鉴定，该男生额顶大面积血肿

，冠状缝裂开，左颧骨骨折，属重伤。该案经某区公安局侦

查终结后，于11月6日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人民检察院

安排检察人员于11月12日开始审查此案。同时通知犯罪嫌疑

人邓某有权委托辩护人辩护。邓某知道自己家里困难，根本

请不起律师，因而没有委托辩护人。人民检察院认为邓某系

未成年人，故指定一名承担法律援助的律师为其辩护。在审

查起诉期间，该律师提出要复印起诉意见书，被告知只能查

阅而不能复印。案件被起诉至区人民法院后，该院对该案进

行审查后，发现虽然起诉书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并附有证

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但认为主要事实不清

，于是将案件退回人民检察院补充侦查。人民检察院补充侦

查完毕重新起诉后，法院才决定于12月20日开庭审理，并

在12月18日通知了辩护律师。辩护律师以得到开庭通知太晚

为由拒绝辩护。人民法院无奈，只好让邓某自己为自己辩护

。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被告人的年龄到底是17周岁



还是16周岁，并不清楚，而且被告人还承认自己曾对一名幼

女进行过奸淫。因而法院建议人民检察院补充侦查。而人民

检察院认为，被告人的年龄是16周岁还是17周岁不影响定罪

，因而不是证明的对象，所以拒绝继续查找被告人的年龄。

同时，人民检察院还认为，认定被告人构成强奸罪证据不足

，因而拒绝对被告人变更起诉。人民法院最终认定邓某犯有

故意伤害罪、强奸罪，并按数罪并罚原则对被告人作出了判

决。判决作出后，邓某不服提出上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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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一审对邓

的故意伤害罪和强奸罪分别判处3年和9年有期徒刑，决定执

行的刑期为10年的量刑是不当的。而两罪准确量刑分别为5年

和7年。二审法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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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本案例中，有哪些地

方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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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