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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5_BE_8B_c36_482230.htm 一、单项选择题：?? 1?贝鸢

福?B?? 本题考点：公民的民事行为能力?? 解析：参见《民法

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条?? 2?贝鸢福?B?? 本题考点

：宣告死亡人的婚姻关系?? 解析：参见《民法通则》若干问

题的意见(试行)第37条?? 3?贝鸢福?D?? 本题考点：精神病人致

人损害的责任承担?? 解析：参见《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

见(试行)第160条?? 4?贝鸢福?D?? 本题考点：抵押权的实现?? 

解析：参见《担保法》第58条?? 5?贝鸢福?B?? 本题考点：附义

务的遗嘱继承?? 解析：参见《继承法》第21条?? 6?贝鸢福?B?? 

本题考点：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解析：参见《民法通

则》第11条?? 7?贝鸢福?C?? 本题考点：转委托的民事责任?? 解

析：参见《民法通则》第68条?? 8?贝鸢福?A?? 本题考点：宣告

失踪与宣告死亡的关系?? 解析：参见《民法通则》若干问题

的意见第29条?? 9?贝鸢福?D?? 本题考点：诉讼时效的中断?? 解

析：参见《民法通则》第139、140条?? 10?贝鸢福?A?? 本题考

点：第一顺序继承人的范围?? 解析：参见《继承法》第12条??

11?贝鸢福?B?? 本题考点：民事诉讼的终结?? 解析：参见《民

事诉讼法》第137条?? 12?贝鸢福?B?? 本题考点：因保证合同引

起纠纷的被告?? 解析：参见《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

第53条?? 13?贝鸢福?D?? 本题考点：不予执行的裁定?? 解析：

参见《民事诉讼法》第218条?? 14?贝鸢福?D?? 本题考点：无独

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解析：参见《民事诉讼法》第56条?? 15?

贝鸢福?B?? 本题考点：民事诉讼中的特别程序?? 解析：参见



《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93条?? 16?贝鸢福?B?? 本题

考点：未履行的购销合同的管辖?? 解析：参见《民事诉讼法

》第24条及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8条?? 17?贝鸢福?A?? 本题考点

：一审不服上诉后二审前的财产保全?? 解析：参见《民事诉

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03条?? 18?贝鸢福?B?? 本题考点：裁

定的适用范围?? 解析：参见《民事诉讼法》第140条?? 19?贝鸢

福?B?? 本题考点：超过诉讼时效起诉的受理?? 解析：参见《

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53条和《民法通则》若干问

题的意见第171条?? 20?贝鸢福?A?? 本题考点：仲裁的裁决?? 解

析：参见《仲裁法》第55条?? 21?贝鸢福?C?? 本题考点：犯罪

既遂的认定?? 解析：参见《刑法》第22、23、24条?? 22?贝鸢

福?D?? 本题考点：累犯的构成条件?? 解析：参见《刑法》

第65条?? 23?贝鸢福?C?? 本题考点：违反缓刑规定的处理?? 解

析：参见《刑法》第77条第2款?? 24?贝鸢福?A?? 本题考点：犯

罪的主观方面?? 解析：参见《刑法》第14条?? 25?贝鸢福?B?? 

本题考点：故意杀人罪?? 解析：参见《刑法》第114、232条??

26?贝鸢福?C?? 本题考点：假释期间犯新罪的处理?? 解析：参

见《刑法》第86条?? 27?贝鸢福?C?? 本题考点：传授犯罪方法

罪?? 解析：参见《刑法》第295条，此罪为行为犯?? 28?贝鸢

福?D?? 本题考点：挪用公款罪的认定?? 解析：参见《刑法》

第384条?? 29?贝鸢福?C?? 本题考点：诈骗罪、贩卖毒品罪?? 解

析：参见《刑法》第266条?? 30?贝鸢福?C?? 本题考点：诈骗罪

与贪污罪的比较?? 解析：参见《刑法》第266条?? 31?贝鸢

福?A?? 本题考点：外国人犯罪的管辖?? 解析：参见《刑事诉

讼法》第20条?? 32?贝鸢福?A?? 本题考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的审理?? 解析：参见《刑事诉讼法》第152条?? 33?贝鸢福?D?? 



本题考点：勘验的复验?? 解析：参见《刑事诉讼法》第107

条?? 34?贝鸢福?C?? 本题考点：公安机关对不起诉决定异议的

程序?? 解析：参见《刑事诉讼法》第144条?? 35?贝鸢福?B?? 本

题考点：上诉期间?? 解析：参见《刑事诉讼法》第79条第2款

、第183条?? 36?贝鸢福?D?? 本题考点：刑事案件的侦查管辖?? 

解析：参见《刑事诉讼法》第18条?? 37?贝鸢福?C?? 本题考点

：刑事二审程序的抗诉?? 解析：参见《刑事诉讼法》第185

条?? 38?贝鸢福?D?? 本题考点：自诉案件诉讼中反诉的处理?? 

解析：参见《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二)项?? 39?

贝鸢福?D?? 本题考点：共同犯罪案件上诉被告人死亡的处

理?? 解析：参见《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48条?? 40?

贝鸢福?B?? 本题考点：法院认为需要调查取证的证据的收集

、调取?? 解析：参见《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15条?? 二、多项选择题：?? 41?贝鸢福?A C D?? 本题考点

：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条件?? 解析：参见《民法通则》第55

、60条?? 42?贝鸢福?B D?? 本题考点：合同中履行地点、期限

不明确的处理?? 解析：参见《民法通则》第88条?? 43?贝鸢

福?A B C?? 本题考点：夫妇同时死亡的遗产继承?? 解析：参见

《继承法》第11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继承法

〉的意见》第2条?? 44?贝鸢福?B D?? 本题考点：质权人的义

务?? 解析：参见《担保法》第69条?? 45?贝鸢福?C D?? 本题考

点：离婚后未成年子女致人伤害的民事责任承担?? 解析：参

见《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58条?? 46?贝鸢福?A

B C D?? 本题考点：可变更或撤销的民事行为?? 解析：参见《

民法通则》第59条?? 47?贝鸢福?B D?? 本题考点：代理的效力??

解析：参见《民法通则》第63、66条?? 48?贝鸢福?A B C?? 本题



考点：增添附属物的所有权?? 解析：参见《民法通则》若干

问题的意见(试行)第86、87条?? 49?贝鸢福?A C?? 本题考点：收

养关系的终止后果?? 解析：参见《继承法》第10条第3款、《

收养法》第28条?? 50?贝鸢福?A B?? 本题考点：离婚后双方的

权利、义务?? 解析：参见《婚姻法》第33条?? 51?贝鸢福?BC?? 

本题考点：离婚案件中财产问题申请再审的处理?? 解析：参

见《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09条?? 52?贝鸢福?A C?? 

本题考点：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 解析：参见《民事诉讼法

》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4条?? 53?贝鸢福?C D?? 本题考点：民事

二审发回重审的情形?? 解析：参见《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

的意见第181条?? 54?贝鸢福?A B C?? 本题考点：船舶碰撞的民

事诉讼管辖?? 解析：参见《民事诉讼法》第31条?? 55?贝鸢

福?A B C?? 本题考点：民事诉讼的中止?? 解析：参见《民事诉

讼法》第136条?? 56?贝鸢福?B C D?? 本题考点：代表人诉讼?? 

解析：参见《民事诉讼法》第55条?? 57?贝鸢福?A B C?? 本题

考点：涉外民事诉讼中的司法协助?? 解析：参见《民事诉讼

法》第266条?? 58?贝鸢福?A B D?? 本题考点：撤回上诉的程

序?? 解析：参见《民事诉讼法》第148、156条及指定用书??

59?贝鸢福?A B D?? 本题考点：国际仲裁的裁决?? 解析：参见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55、67条?? 60?

贝鸢福?A B?? 本题考点：仲裁调解的结案?? 解析：参见《仲裁

法》第51条?? 61?贝鸢福?A B D?? 本题考点：紧急避险的构成

要件?? 解析：参见《刑法》第21条?? 62?贝鸢福?A B?? 本题考

点：犯罪预备?? 解析：参见《刑法》第22条?? 63?贝鸢福?A D??

本题考点：刑法上的认识错误?? 解析：参见刑法指定用书的

犯罪主观方面?? 64?贝鸢福?A D?? 本题考点：共同犯罪?? 解析



：参见《刑法》第25条?? 65?贝鸢福?A B C D?? 本题考点：刑法

的适用范围?? 解析：参见《刑法》第6、7、8、10条?? 66?贝鸢

福?B D?? 本题考点：死刑的适用?? 解析：参见《刑法》第49

条?? 67?贝鸢福?B C D?? 本题考点：数罪并罚?? 解析：参见《

刑法》第157、240、321、399条?? 68?贝鸢福?A B C?? 本题考点

：收买被拐卖妇女后犯罪的认定?? 解析：参见《刑法》第241

条?? 69?贝鸢福?A B?? 本题考点：洗钱罪?? 解析：参见《刑法

》第191条?? 70?贝鸢福?A C?? 本题考点：敲诈勒索罪、诬告陷

害罪?? 解析：参见《刑法》第274、243条?? 71?贝鸢福?C D?? 

本题考点：被取保候审人的遵守规定?? 解析：参见《刑事诉

讼法》第56条?? 72?贝鸢福?A C D?? 本题考点：伪证或隐匿罪

证的处理?? 解析：参见《刑事诉讼法》第47条?? 73?贝鸢福?A

D?? 本题考点：指定管辖?? 解析：参见《刑事诉讼法》第26

条?? 74?贝鸢福?B D?? 本题考点：刑事诉讼中的决定与裁定?? 

解析：参见《刑事诉讼法》第30、80、159、221条?? 75?贝鸢

福?A B C?? 本题考点：对公安机关不立案决定不服的救济措

施?? 解析：参见《刑事诉讼法》第86、87条?? 76?贝鸢福?A B?? 

本题考点：补充侦查?? 解析：参见《刑事诉讼法》第140条??

77?贝鸢福?B C D?? 本题考点：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 解析

：参见《刑事诉讼法》第91、93条及指定用书?? 78?贝鸢福?A

B?? 本题考点：二审判决?? 解析：参见《刑事诉讼法》第189

条?? 79?贝鸢福?A B C D?? 本题考点：暂予鉴外执行的适用、

执行?? 解析：参见《刑事诉讼法》第214条?? 80?贝鸢福?A C?? 

本题考点：附带民事诉讼的提起主体?? 解析：参见《刑事诉

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4、85条?? 三、不定项选择题：??

81?贝鸢福?B C?? 本题考点：债的种类?? 解析：此债标的为货



币，且不能选择，因此是种类物之债和简单之债?? 82?贝鸢

福?B?? 本题考点：合同中履行地点未约定的处理?? 解析：参

见《合同法》第62条?? 83?贝鸢福?A?? 本题考点：保证责任的

期间?? 解析：参见《担保法》第26条?? 84?贝鸢福?B?? 本题考

点：保证方式未约定的处理?? 解析：参见《担保法》第19条??

85?贝鸢福?A C?? 本题考点：保证期间的债务转让?? 解析：参

见《担保法》第23条、《合同法》第84条?? 86?贝鸢福?A?? 本

题考点：赡养费的诉讼?? 解析：参见《民事诉讼法》若干问

题的意见第152条?? 87?贝鸢福?A B C?? 本题考点：民事诉讼的

终结?? 解析：参见《民事诉讼法》第137条?? 88?贝鸢福?A D?? 

本题考点：必须到庭的被告拒不到庭的处理?? 解析：参见《

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12条及《民事诉讼法》

第130条?? 89?贝鸢福?A B C D?? 本题考点：追索赡养费的诉讼

案件的管辖?? 解析：参见《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9

条?? 90?贝鸢福?C?? 本题考点：申请执行的期限?? 解析：参见

《民事诉讼法》第219条第2款?? 91?贝鸢福?C?? 本题考点：公

安机关的侦查羁押期限?? 解析：参见《刑事诉讼法》第124

条?? 92?贝鸢福?A B C D?? 本题考点：侦查人员对现场的勘验

、检查?? 解析：参见《刑事诉讼法》第101条?? 93?贝鸢福?D?? 

本题考点：?? 解析：参见《刑事诉讼法》第83、86条?? 94?贝

鸢福?A B D?? 本题考点：申请取保候审的主体?? 解析：参见《

刑事诉讼法》第52、96条?? 95?贝鸢福?A C D?? 本题考点：侦

查阶段律师的权利?? 解析：参见《刑事诉讼法》第96条?? 96?

贝鸢福?A?? 本题考点：绑架罪的认定?? 解析：参见《刑法》

第239条?? 97?贝鸢福?D?? 本题考点：绑架罪的刑罚裁量?? 解析

：参见《刑法》第239条?? 98?贝鸢福?A B?? 本题考点：绑架罪



与拐卖儿童罪?? 解析：参见《刑法》第239、240条?? 99?贝鸢

福?B C D?? 本题考点：非法拘禁罪、绑架罪、敲诈勒索罪?? 解

析：参见《刑法》第238条第3款?? 100?贝鸢福?A D?? 本题考点

：绑架罪的认定?? 解析：参见《刑法》第239条 100Test 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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