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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的有: A．甲乙两人因纠纷发生口角，公安机关以扰乱社

会秩序为由给予两人15天的行政拘留 B．李某经过房管局批

准建一栋五层小楼，但在施工过程中，私自加至七层，房管

局以其违章建房要求把楼房全部拆除 C．某文化主管部门在

打击盗版活动中指示，要把盗版者打个倾家荡产，永远不得

翻身 D．某国计划在某海湾建立第十座核电站，经过多方面

论证后，认为核辐射可能污染海水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不良

影响，并使栖居此地的一种珍贵海鸟绝迹，遂取消建设计划

，而改用成本较低的风力发电 2．某县各级干部占地建房成

风，群众反映强烈，县委和县政府决定由县纪委、县监察局

、县组织部、县土地局组成联合调查小组对此进行调查。 调

查组对城建局干部贾某作出处罚决定，没收其非法占地所建

的房屋。处罚决定由四个单位联合发文作出，盖四单位公章

。贾某不服申请复议。本案行政主体应当是： A．县纪委 B

．县组织部 C．县土地局和县监察局 D．县委和县政府 3．下

列关于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的说法正确的是： （1）行政处

罚适用于有违法失职行为的国家公务员。 （2）罚款和没收

财产都是对财产的强制执行方法。 （3） 行政处罚和行政处

分都是行政机关对违法者实施的惩戒，两者并无实质上的区

别。 （4）某税务局对买卖股票逃避征税的本局工作人员甲

，作出了罚款的决定，该罚款决定是一种行政处分。 （5）

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吊销个体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 （6）



行政强制就是行政强制执行措施。 （7）行政强制是对行政

相对人的一种制裁措施。 （8）行政强制执行措施，必须由

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执行。 （9）公安机关把对本人有危

险或者对他人的安全有威胁的醉酒人约束到酒醒的行为，属

于直接强制执行。 （10）代履行不能适用于与人身相关的义

务，但直接强制执行却可以适用于与人身相关的义务。 A．

（1）（2）（5）（6） B．（1）（5）（6）（8） C．（1）

（6）（7）（8） D．（5）（10） 4．某环保局对甲厂作出罚

款1万元的决定，后因甲厂逾期不缴纳罚款，又对甲厂每日加

处300元罚款。请问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1万元罚款和300

罚款均属于行政处罚 B．某环保局对甲厂加处300元罚款属违

法行为 C．某环保局对甲厂的1万元罚款属违法行为 D．300

元罚款属于执行罚 5． 下列选项中属于违反行政处罚一事不

再罚原则的是： A．工商局对章某同时作出了吊销营业执照

和罚款400元的决定 B．工商局和卫生局在联合执法检查中工

商局以无照经营为由对陈某罚款400元，卫生局以卫生不合格

对陈某罚款300元 C．鉴于章某拒不缴纳罚款400元，工商局

对其每日加处罚款12元 D．工商局发现陈某无照经营罚款400

元。一周后，工商局以处罚过轻，要求陈某再缴纳罚款300元

6. 张三向李四借款20万元做生意，由丙提供价值15万元的房

屋抵押，并订立了抵押合同。张三因办理登记手续费过高，

经李四同意未办理登记手续。张三又以自己的一辆价值10万

元的“现代”车质押给李四，双方订立了质押合同。李四认

为将车放在自家附近不安全，决定仍放在张三处。一年后，

张三因亏损无力还债，李四诉至法院要求行使抵押权、质权

。本案中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抵押合同、质押合同均有



效 B．抵押合同、质押合同均无效 C．抵押、质押均无效 D．

质押无效、抵押有效 7． 在下列民事关系中，哪些应按照相

邻关系处理？ A．甲在乙的房屋后挖菜窖，造成乙的房屋地

基下沉，墙体裂缝引起纠纷 B．甲新建的房屋滴水，滴在乙

的房顶上，引起纠纷 C．甲村在河流上游修建拦河坝，使乙

村用水量剧减，引起纠纷 D．甲家与乙家相邻，甲家的猫闯

入乙家，打碎乙家的花瓶，引起纠纷 8． 甲为了能在自己房

中欣赏远处风景，便与相邻的乙约定：乙不在自己的土地上

建造高层建筑，作为补偿，甲一次性支付给乙4万元。二人并

未办理登记手续。两年后，甲将该房屋转让给丙，乙将该土

地使用权转让给丁，丁受让时知道乙地上的权利限制。下列

哪些判断是错误的？ A．甲、乙之间的约定为有关地役权的

约定 B．丙可禁止丁建高楼 C．若丁建高楼，丙只能要求甲

承担违约责任 D．甲、乙之间约定因房屋和土地使用权转让

而失去效力 9. 8月8日，甲、乙签订一房屋买卖合同，合同约

定如果甲出国成功就将房屋卖给乙并于出国前办理过户登记

，并约定好了价格。 由于甲的出国手续还未办妥，所以合同

约定在合同签定之日起一周内由甲协助乙先向登记机构申请

办理预告登记。8月10日两人在登记部门办理了预告登记。11

月15日甲办妥出国手续后，遇到高中同学丙，丙知道甲要出

国当即出了比乙更高的价格要买甲的房子，二人一拍即合，

当天就去登记部门办理过户登记，乙对此不知情。下列说法

正确的是： A 如果11月15日登记部门办理了过户登记，丙取

得房屋的所有权 B 即使11月15日登记部门办理了过户登记，

丙也不能取得房屋的所有权 C 预告登记失效，丙取得房屋的

所有权 D 乙只能请求甲承担违约责任，不能请求甲交付房屋



10. 甲、乙、丙、丁分别购买了某住宅楼（共四层）的一至四

层住宅，并各自办理了房产证。下列哪些说法是正确的？ A

．甲、乙、丙、丁有权分享该住宅楼的外墙广告收入 B．一

层住户甲对三、四层间楼板不享有民事权利 C．若甲出卖其

住宅，乙、丙、丁享有优先购买权 D．如四层住户丁欲在楼

顶建一花圃，须得到甲、乙、丙同意 11. 甲、乙共同继承平房

两间，一直由甲居住。甲未经乙同意，接该房右墙加盖一间

房，并将三间房屋登记于自己名下，不久又将其一并卖给了

不知情的丙。下列哪种说法是正确的？ A．甲、乙是继承房

屋的按份共有人 B．加盖的房屋应归甲所有 C．丙可以在一

定条件下善意取得该三间房屋 D．丙不可能善意取得该三间

房屋 12．下列有关单位犯罪的说法哪些是错误的? A．贷款诈

骗罪的主体只能是自然人 B．行政机关可以成为单位犯罪的

主体 C．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私营企业不能成为单位犯罪的主

体 D．经企业领导集体研究决定并实施的盗窃电力的行为，

可以成立单位犯罪，但不对单位判处罚金，只处罚作出该决

定的单位领导和直接实施盗窃行为的责任人员 13．李某（15

周岁）与王某（17周岁）二人将同村的女青年小林骗到城里

后，先后对小林实施了强奸并关押起来迫使其卖淫接客，挣

到钱后二人瓜分。对于李某和于某的行为，下列说法正确的

是： A．李某与王某构成强迫卖淫罪的共同犯罪 B．李某不

构成犯罪，某构成强迫卖淫罪 C．李某与王某构成强奸罪的

共同犯罪，最终均应认定为构成强奸罪 D．李某构成强奸罪

，王某构成强迫卖淫罪 14. 下列犯罪中，只有特殊主体才能构

成的是哪些罪名？ A．非法买卖、运输、携带、持有毒品原

植物种子、幼苗罪 B．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 C．组织、领导



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D．战时拒绝、逃避征召、军事训练

罪 15．下列情形中行为人的身份不影响定罪量刑的是： A．

身为邮政工作人员的某甲私自开拆他人信件，情节十分严重

B．身为监狱管教的某乙指使罪犯刘某、赵某殴打曾经顶撞过

自己的罪犯严某，致其左眼完全失明 C．身为法官的某丙在

审理一起民事案件的过程中威胁原告方证人余某，让其在庭

审时提供虚假证言 D．身为海关工作人员的某丁与走私团伙

相互勾结，大肆走私成品油 16． 甲某酒后与其叔叔发生争吵

，回家拿起一根大棒，朝其叔叔猛击过去，不料没有击中其

叔叔，反而击中正与其叔叔说话的自己的父亲，导致死亡。

某甲的行为： A．构成故意伤害罪 B．对其父构成过失致人

死亡罪，对其叔构成故意伤害罪，数罪并罚 C．构成过失致

人死亡罪 D．对其父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对其叔构成故意

伤害罪，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处罚 17． 甲贩运鸦片，驾车路过

一个检查站，被工商部门检查人员朱某等三人拦住检查时，

甲突然发动汽车夺路而逃，朱抓住汽车的把手不放，甲为了

摆脱朱某，在疾驶后突然急刹车，朱某被摔在地，头部着地

死亡，甲对朱某的死亡的心理态度是： A．直接故意 B．间

接故意 C．过于自信的过失 D．疏忽大意的过失 18． 下列与

过失犯罪有关的表述，正确的是： A．甲在建筑工地施工，

酒后上车，倒车时不注意看车后的行人，将行人黄某撞死，

构成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 B．乙在交通肇事后，将被害人带

离现场后遗弃，致使被害人重伤的，构成遗弃罪 C．丙用花

生米拌老鼠药置于家中，一周后仍未撤去，邻居3岁小孩来甲

家玩耍，从地上捡起花生米吃，很快死亡，丙构成过失致人

死亡罪 D．丁系某单位司机，一日驾车载单位同事去开会，



途中刹车突然失灵，丙连踩刹车数次未果，而此时左面是对

面驶来的车辆，右面是树木，丙急将方向盘向右打，结果车

撞在树上，造成车内一人死亡，两人重伤。丙的行为构成过

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19． 王某家住五楼，一日王某

在收拾房间的时候，见有一无用的砖头想扔出去，为了防止

击中楼下路人，王某朝楼下看了看，发现无人，然后将砖头

抛下，结果击中一从大门走出来的行人孙某头部，这时大风

吹过，把王某阳台的花盆吹落，恰好砸中一同出来的李某。

后经鉴定，孙某属于轻伤，李某属于重伤。对此，下面选项

的说法不正确的是？ A．王某对孙某受伤承担刑事责任，属

于过于自信的过失 B．王某不对孙某受伤承担刑事责任 C．

王某不对李某受伤承担刑事责任，属于意外事件 D．王某应

当对李某受伤承担民事责任 20． 市城建公司向人民法院起诉

要求华欣宾馆支付所拖欠的工程款及利息总计680万元，人民

法院经过审理后，判决华欣宾馆应当向市城建公司支付工程

款及利息500万元。在这种情况下，本案的诉讼费用应当按照

什么原则负担？ A．败诉人负担原则 B．比例负担原则 C．人

民法院决定负担原则 D．协商负担原则 21．关于特殊地域管

辖，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特殊地域管辖都是共同管辖 B

．对当事人而言，特殊地域管辖都是选择管辖 C．特殊地域

管辖都是合并管辖 D．大多数特殊地域管辖的案件的管辖法

院都有被告住所地法院 22．下列哪些案件人民法院应当不予

受理？ A．小汪对专利复审委员会于2001年7月1日以后作出

的关于实用新型专利权撤销请求复审决定不服向人民法院起

诉 B．小刘对专利复审委员会于2001年7月1日以后作出的关于

外观设计专利权撤销请求复审决定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诉 C．



小王对专利复审委员会于2001年7月1日以后作出的关于维持

驳回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的复审议定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诉 D．

小邓对专利复审委员会于2001年7月1日以后作出的关于维持

驳回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的复审决定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诉 23． 

家住上海的王甲继承其父遗产房屋三间，后将其改为铺面经

营小商品。在北京工作的王乙（王甲之弟）知道此事后，认

为自己并没有放弃继承权，故与王甲交涉。王甲对此不予理

睬，王乙便向法院提起诉讼。案件受理后，李某向法院主张

自己作为被继承人的养子，拥有继承权，并通过法定程序以

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身份参加了诉讼。诉讼中，李某认为

自己与王氏两兄弟关系不错，担心打官司会伤了和气，便退

出了诉讼。不久，李某认为退出不妥，又向法院要求参加诉

讼。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和诉讼法理论，下列哪一种观点是

正确的？ A．作为诉讼参加人，李某不能重复参加本案诉讼

B．根据诚信原则，李某不能再参加本案诉讼 C．在最后一次

庭审辩论终结之前，李某均可以参加本案诉讼 D．只有在开

庭审理之前，李某才能再参加本案诉讼 24． 某市鼎盛医疗器

械公司与该市人民医院签订了一项医疗器械的购销合同，但

鼎盛医疗器械公司提供医疗器械之后，人民医院却迟迟不提

供货款。鼎盛医疗器械公司是该市医疗器械行业协会的成员

，该市医疗器械行业协会即以自己的名义支持鼎盛医疗器械

公司向本市某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结合以上案情，下列说法

错误的是： A．在本案中，市医疗器械行业协会支持其成员

起诉，但是如果鼎盛医疗器械公司作为受害人存在起诉困难

，市行业协会即可以以原告身份参与诉讼 B．在民事诉讼法

上，当事人基于处分原则享有的处分权受法律保护，不应受



到任何限制 C．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人民检察院可以行使

法律监督权，对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和当事人的诉讼活动进

行监督 D．如果法院判决人民医院必须履行付款义务，在强

制执行的过程中，人民医院提出异议，对法院适用法律问题

展开辩论，这是贯彻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的辩论原则的表现 25

． 下列何种民事诉讼案件的生效判决，人民检察院应当提出

抗诉？ A．某案的审判长在审理案件过程中犯交通肇事罪，

作出民事判决后被追究刑事责任 B．某案的审判长在审理案

件过程中接受一方当事人价值200元的礼品，但其判决认定事

实和适用法律正确 C．某案证人在诉讼过程中接受一方当事

人价值200元的礼品，但其证言是真实的 D．某案的生效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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