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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多数为特殊主体即“国家工作人员”，依刑法第93条规定

，包括四类人①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即在各级国家权力机关

、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和军事机关中从事公务的

人员，在中共各级党委常设机关以及政协机关中从事公务的

人员，也视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②国有公司、企业、事业

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

单位一般是指国家独资的公司、企事业单位。③国家机关、

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

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此类

人员是基于委派而产生的身份。④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

人员。这类人员是除上述法定身份以外，具有法律根据履行

某些公务职责的人员，如受聘用、委托从事某项公务的人员

。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下列行政

管理工作的，属于“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救灾、

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的管理；* 社会捐

助公益事业款物的管理；* 国有土地的经营和管理；* 土地征

用补偿费用的管理；* 代征、代缴税款；*有关计划生育、户

籍、征兵工作；* 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的其他行政管理工作。 

主观方面都是故意。 《贪污犯罪》 试题解析 1．某个国有保

险公司理赔人员季某指使他人故意虚报保险事故，由自己进

行虚假理赔，骗取保险金20余万元据为已有，季某的行为构

成何罪？[1997年单选] Ａ．保险诈骗罪 Ｂ．虚假理赔罪 Ｃ．



贪污罪 Ｄ．侵占罪答案为：Ｃ 参见上表或刑法第183条，保

险诈骗罪的主体是被保险方，刑法没有规定虚假理赔罪，虚

假理赔一般按职务侵占罪论处，但国有主体按贪污罪定罪处

罚。 2．某甲被聘在国有公司担任职务，后因该国有公司与

某企业合资，国有公司占10%的股份，某甲被该国有公司委

派到合资企业担任副总经理。在任职期间，某甲利用职务上

的便利将合资企业价值5万元的财物非法据为已有，对某甲的

行为应如何定罪？[2000年单选] A．侵占罪 B．职务侵占罪 C

．盗窃罪 D．贪污罪答案为：D 参见上表或刑法第382条。本

题中某甲原本被聘在国有公司中任职，现被国有公司委派到

该国有公司参股的合资企业担任副总经理，属于四类国家工

作人员中的第三类，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所在单位的财

产非法据为已有的行为，数额较大，应构成贪污罪。 3．下

列哪些人员构成贪污罪的犯罪主体？[1997年多选] Ａ．国家

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Ｂ．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

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Ｃ．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

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

从事公务的人员 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答案为：Ａ

ＢＣＤ 因为贪污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参见上表或刑法

第93条。 4．某县民政干部朱某，将负责发放的1万元救灾款

挪作私用，进行营利活动，期限达两个月，其行为构成

：[1994年单选] Ａ．挪用特定款物罪 Ｂ．挪用公款罪 Ｃ．贪

污罪 Ｄ．违反财经纪律，不构成犯罪 答案为：Ｂ 是挪用特定

款物罪和挪用公款罪的主要区别在于前罪是挪作公用，后罪

是挪作私用。朱某挪用特定款物进行个人的营利活动，只要

数额较大即构成犯罪，以挪用公款罪从重处罚。 5．下列哪



种行为构成挪用公款罪？[1998年多选] Ａ．挪用扶贫款物归

个人使用，超过3个月未还 Ｂ．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

走私活动 Ｃ．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数额较大，进行股票交

易活动 Ｄ．挪用公款借给他人使用，进行经营活动答案为：

ＡＢＣ 挪用扶贫款物归个人使用，即使没有超过3个月的限

制，也应构成挪用公款罪，故A对。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

进行走私活动（违法犯罪活动），构成挪用公款罪，故B对。

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股票交易活动（营利活动），数

额较大，构成挪用公款罪，故C对。挪用公款供给他人使用

，进行经营活动，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但还应有数额

较大的限制，才可构成挪用公款罪，故D错。 6．指控王某犯

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首先应当承担证明其财产或者支出

明显超过合法收入且差额巨大的证明责任的，是下列选项中

的哪些机关或人员？[1999年不定项] A．人民检察院 B．举报

人 C．王某本人 D．王某的所在单位答案为：A 对于巨额财

产来源不明罪，首先由控诉机关承担举证责任，证明其财产

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且差额巨大，如果被告从举不出

相反主据证明其差额部分有合法来源，则罪名成立。 7．下

列哪些情形，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从而可能构成挪用

公款罪？[2003年多选] A.国有公司经理甲将公款供亲友使用

B.国有企业财会人员乙以个人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国有单位使

用 C.国家机关负责人丙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

位使用，但未谋取个人利益 D.国有企业的单位领导集体研究

决定将公款给私有企业使用 答案为：AB 挪用公款罪，是指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

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



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3个月未还的行为。所谓归个人

使用是指下列情形之一：①将公款供本人、亲友或者其他自

然人使用的；②以个人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的；③个

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谋取个人利益的

。故选A、B项。 第二节 贿赂犯罪 《贿赂犯罪》 试题解析 1

．甲为使其弟乙逃脱处罚，送给正在审理乙涉嫌非法拘禁一

案的合议庭审判长丙5万元。在审判委员会上，丙试图为乙开

脱罪责，但未能得逞，于是丙将收受的5万元退还给甲。甲经

过思想斗争，到司法机关主动交代了自己向丙行贿的行为。

关于本案的处理，下列哪些说法是正确的？[2002年多选] A．

对甲的行为应以行贿罪论处 B．对丙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受贿

中止 C．对甲应当适用刑法总则关于自首的处罚规定 D．对

甲可以减轻处罚或免除处罚答案为：A D 受贿罪，是指国家

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

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索取贿赂只需要利用

职务上的便利便成立受贿罪，不要求为他人谋取利益。但收

受贿赂的只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才成立受贿罪，此处的“为

他人谋取利益”也包括许诺为他人谋取利益（明示或默示）

。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或者免

除处罚。 2．某甲在国家机关任职，某乙有求于他的职务行

为，给某甲送去5万元的好处费。某甲答应给某乙办事，但因

故未成。某乙见事未成，要求某甲退还好处费，某甲拒不退

还，并威胁某乙如果再要钱就告某乙行贿。对甲的行为应如

何定罪？[2000年单选] A．受贿罪 B．诈骗罪 C．敲诈勒索罪

D．受贿罪与敲诈勒索罪答案为：A 诈骗犯罪最突出的特点就

是行为人设法使被害人在认识上产生错觉，以致“自愿”地



将自己所有或持有的财物交付给行为人，故排除B。某甲作为

国家机关任职的人员，收受某乙送来的5万元好处费并答应为

其办事，这一行为符合受贿罪的构成特征，“因故未成”并

不影响受贿罪的成立。事后某乙要求退还而甲拒绝退还并予

以威胁的行为，而是受贿行为的后续，故某甲收受财物之后

的行为不宜另作独立的一罪处理。 3．下列哪几种行为构成

受贿罪？[1997年多选] Ａ．利用自己的职务便利，为请托人

谋取利益 Ｂ．利用自己的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

益 Ｃ．利用自己所处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

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 Ｄ．利用自

己的职权，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

谋取不正当利益答案为：ＡＢＣＤ 参见上表或刑法第385条、

第388条。刑法第385条规定的受贿罪中不要求为他人谋取的

是不正当利益，CD是关于斡旋受贿行为构成受贿罪的情形，

要求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 4．依照我国《刑法》的规

定，行贿罪的构成在主观方面必须具有何种目的？[1998年单

选] Ａ．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 Ｂ．谋取非法利益的目的 Ｃ

．谋取利益的目的 Ｄ．谋取个人利益的目的答案为：Ａ 参见

上表或刑法第389条。行贿罪的主观方面要求为谋取不正当利

益。 5．农民王某办一个私营建筑公司，搞工程承包成为村

里的首富。王某不再满足于当一个普通农民，该村选举村长

前，王某让公司会计从银行提取8万余元现金，自己并通过亲

友给全村每户村民送去内装1千元的红包，请他们在选举村长

时“多关照”，结果在选举中王某以微弱多数当选为村长。

⋯⋯根据上述事例，请回答问题。[1998年不定项选择] （1）

王某以不正当手段当选村长的行为在下列几项犯罪中有哪几



种是可以排除的？ Ａ．挪用资金罪 Ｂ．行贿罪 Ｃ．介绍贿赂

罪 Ｄ．破坏选举罪答案为：ＢＣＤ B 选项行贿罪是指为谋取

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行为，王某是给“

村民”。C选项是向国家工作人员介绍贿赂。D选项是指破坏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国家机关领导人员的选举，本题是

选“村长”。 6．下列哪些说法是错误的？[2000年多选] A．

只要有人构成受贿罪，就有人构成行贿罪 B．只要是聚众犯

罪，就有三人以上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C．只要是故意唆使他

人犯罪的，就属于教唆犯 D．只要实施的是帮助行为，就属

于从犯答案为：A B C D 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

没有获得不当利益的，不是行贿，故A错。聚众犯罪有时仅

处罚首要分子，如聚众扰乱公共秩序，交通秩序罪，故B错。

教唆犯也有责任年龄问题，片面共犯也实施了帮助行为，但

不属共同犯罪也就不是从犯。 7．下列关于受贿罪的说法哪

些是不正确的？[2003年多选] A.甲系地税局长，１９９３年

向王某借钱３万元。１９９４年王某所办企业希望免税，得

到甲的批准，王当时就对甲说：“上次借给你的钱就不用还

了，算我给你的感谢费”。但甲始终不置可否。２００３年

５月甲因其他罪被抓获时，主动交待了借钱不还的事实。甲

不构成受贿罪 B.乙的妻子在乡村小学教书，乙试图通过关系

将其妻调往县城，就请县公安局长胡某给教育局长黄某打招

呼，果然事成。事后，乙给胡某２万元钱，胡将其中１万元

给黄某，剩余部分自己收下。本案中，黄某构成受贿罪、胡

某构成介绍贿赂罪、乙构成行贿罪 C.丙为贷款而给某银行行

长李某５万元钱，希望在贷款审批时多多关照。李某收过钱

，点了点头。但事后，在行长办公会上，由于其他领导极力



反对发放此笔贷款，丙未获取分文贷款资金。李某虽然收受

他人财物，但由于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所以不构成受贿罪

D.丁系工商局长，１９９５年在对赵某所办企业进行年检时

，发现该企业并不完全符合要求，就要求其补充材料。在某

些主要材料难以补齐的情况下，赵某多次找到丁，希望高抬

贵手。丁见赵某开办企业也不容易，就为其办理了年检手续

，但未向赵提出任何不法要求。２００１年丁退休后欲自己

开办公司，就向赵某提出：６年前自己帮助了赵，希望赵给

２万元作为丁自己公司的启动资金，赵推脱不过，只好给钱

。丁应当构成受贿罪 答案为：A B C D A不正确。甲“利用职

务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构成受

贿罪。收受贿赂，可以是在为他人谋取利益之前也可以是在

为他人谋取利益之后。B不正确，刑法第388条规定，国家工

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是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

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

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胡某属

斡施受贿，以受贿罪论处。C不正确，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否

正当，所谋取利益是否实现，不影响受贿罪的成立。D不正

确，依最高院《关于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

谋取利益离退休后收受财物行为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规定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并与

请托人事先约定，在其离退休后收受请托人财物，构成犯罪

的，以受贿罪定罪处罚。 8．下列与犯罪故意和共犯有关的

说法哪些是正确的？[2003年多选] A.甲一开始不知道现住自

己家的张三是罪犯而收留，但在知道其是杀人犯后仍然加以

隐藏的，可以构成窝藏罪 B.乙为发展公司业务而正常申请贷



款100万元。取得贷款不久，公司业务停滞，乙便将贷款转贷

牟利，不构成高利转贷罪 C.丙发现李四挪用公款所取得的款

项放在家中，尚未使用，就“借用”李四的公款50万元购买

毒品，丙属于挪用公款罪共犯 D.丁（非国家工作人员）一开

始并不知道丈夫田某多次受贿的事实，但在行贿人王五告知

丁其有求于田某时，丁接受了王五提供的财物，丁构成受贿

罪 答案为：A B D A正确，事先未与被窝藏、包庇的犯罪分子

通谋，而在事后予以窝藏、包庇的，是窝藏、包庇罪；如果

事先通谋，即窝藏、包庇犯与被窝藏、包庇的犯罪分子，在

犯罪活动之前，就谋划或合谋，答应犯罪分子作案后给予窝

藏、包庇的，应以共同犯罪论处。B正确，高利转贷罪，是指

以转贷为目的，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高利转贷他人，违法

所得数额较大的行为。C错误，最高院《关于审理挪用公款

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条规定，挪用公款给

他人使用，使用人与挪用人共谋，指使或者参与策划取得挪

用款的，以挪用公款罪的共犯定罪处罚。丙没有挪用公款的

故意。D正确，参照最高院《关于审理贪污、职务侵占案件

如何认定共同犯罪几个问题的解释》第1条规定，行为人与国

家工作人员勾结，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共同侵吞

、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以贪污

罪共犯论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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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