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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答案】A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刑法分则知识。

第二步，根据《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

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

以下有期徒刑。李某驾车冲向闹市区人群表明其实施的行为所要侵害的对象是不特定的多数

人，危害的是公共安全，符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犯罪构成。

因此，选择 A 选项。

【拓展】B 项：根据《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

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

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

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交通肇事罪是典型的过失犯罪，而李某是为了发泄不满而驾车冲向闹

市区人群，属于典型的故意犯罪，因此李某的行为不属于交通肇事罪。B 项错误。

C 项：根据《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因而发生

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恶劣的，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强令他人违章冒险作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

他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恶劣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重

大责任事故罪要求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李某的行为显然不属于重大责

任事故罪。C 项错误。

D 项：根据《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

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故意杀人罪是针对特定人所实施的犯罪行

为，而李某的行为危害的是不特定的人的安全，所以李某的行为不属于故意杀人罪。D 项错

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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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答案】D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刑法分则知识。

第二步，危害公共安全罪是《刑法》第二编第二章的一个罪名类别，该罪名是一种社会危害

性严重的犯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指使用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

等危险性相当的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题干中，高某不顾全车人的性命安危，

拽住公交车方向盘，致使车辆行使至马路对面。其具体情形也是属于危险性很高的方式危害

了公共安全。

因此，选择 D 选项。

【拓展】A 项：根据《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侮辱罪，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

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A 项与题意不符，排除。

B 项：根据《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有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一）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二）追逐、拦截、辱

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

（四）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纠集他人多次实施前款行为，

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B 项与题意不符，排

除。

C 项：根据《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重大责任事故罪，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

的规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情节特别恶劣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C 项与题意不符，排除。

3.【答案】B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刑法分则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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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高空抛物、坠物案件的意见》第五条第二款：故

意从高空抛弃物品，尚未造成严重后果，但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

规定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

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处罚。为伤害、杀害特定人员实施上述行为的，

依照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

《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放火罪、决水罪、爆炸罪、投放危险物质罪、以危险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罪】规定：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

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可见，故意从高空抛弃物品，致人死亡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以危险方法危害

公共安全罪的规定处罚。

因此，选择 B 选项。

4.【答案】错误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刑法分则知识。

第二步，根据《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

料的，或者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

金；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

罚金；致人死亡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依照本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的规定处罚。本法条

是对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及其量刑的规定。甲用工业酒精兑制假白酒出售，造成多

人死伤，其行为属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因此，本题错误。

5.【答案】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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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刑法分则知识。

第二步，B 项：根据《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

人身自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具有殴打、侮辱情节的，

从重处罚。其中，若使用暴力致人伤残、死亡的，按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定罪；未使用

暴力而致人重伤、死亡的，仍定本罪，从重处罚。B 项正确。

C 项：根据《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条，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

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故意

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定罪从重处罚。C 项正确。

因此，选择 BC 选项。

【拓展】A 项：根据《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

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

恶劣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强令他人违章冒险作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

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恶劣的，处五年以上有期

徒刑。A 项错误。

D 项：根据《刑法》第二百八十九条，聚众“打砸抢”，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

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处罚。第二百三十四条，故意伤害罪，故意伤害他

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第二百三十二条，故意杀人罪，故意杀人

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聚众“打砸抢”，致伤定故意伤害罪，而致死应定故意杀人罪。D 项错误。

6.【答案】A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犯罪概述知识。

第二步，根据《刑法》第十四条，故意犯罪，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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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故意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故意杀人罪侵犯的客体是被害人的生命权。题目限定的情景是将女婴遗弃于一偏僻河边草丛

中，犯罪主体在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导致女婴死亡的情况下，还去放任自己的行为，最终导致

了该女婴的死亡，完全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

因此，选择 A 选项。

【拓展】B 项，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一条，遗弃罪，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

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情节恶劣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者管制。遗弃罪侵犯的客体是被害人在家庭中的平等权利，此题中甲因赌气遂在某天深夜

将女婴遗弃于一偏僻河边草丛中，自己连夜回至娘家。已经超过了遗弃罪的范围，转化为故

意杀人罪。B 项错误。

C 项：根据《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故意伤害罪，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

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本

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由此可知，故意伤害罪侵犯的客体是被害人的健康权，但此题目

中已经侵犯了女婴的生命权。C 项错误。

D 项：甲的行为符合故意杀人的构成要件。犯罪主体：甲为成年人并且精神正常，属于完全

刑事责任能力人；犯罪的主观方面：故意；犯罪客体：女婴的生命权；犯罪的客观方面：危

害行为即甲将女婴遗弃于一偏僻河边草丛中。危害结果即女婴死亡，而且危害行为与危害结

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因此甲已经构成故意杀人的既遂。D 项错误。

7.【答案】B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刑法分则知识。

第二步，根据《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生产者、销售者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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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销售金额五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的，处二年以下

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销售金额二十万

元以上不满五十万元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

以下罚金；销售金额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二百万元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百

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销售金额二百万元以上的，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因此，选择 B 选项。

8.【答案】AD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刑法分则知识。

第二步，A 项：根据《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生产、销售假药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者拘役，并处罚金；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致人死亡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

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根据《刑法》第一百五十条，单位犯本节第一百四十

条至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依照各该条的规定处罚。A 项正确。

D 项：根据《刑法》第一百二十五条，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爆

炸物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

死刑。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危害公共安全

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单位犯前两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D 项正确。

因此，选择 AD 选项。

【拓展】B 项：根据《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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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

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犯罪主体

是国家工作人员，B 项排除。

C 项：根据《刑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的，或者盗窃、抢夺

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危害公共安全的，属于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爆

炸物、危险物质罪，其犯罪主体为自然人。C 项排除。

9.【答案】C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刑法分则知识。

第二步，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非法经营罪是指违反国家规定，有下列非法经营行

为之一的犯罪。（一）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其他限制买卖

的物品的；（二）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

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三）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期货或者保险

业务的，或者非法从事资金结算业务的；（四）从事其他非法经营活动，扰乱市场秩序，情

节严重的行为。甲没有经营保险业务的许可证，却伪造保险单进行保险业务，符合非法经营

罪的定罪特点。

因此，选择 C 选项。

【拓展】A 项：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

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数额较

大的行为。甲伪造保险公司保险单进行保险业务，并不是单纯的合同诈骗罪。A 项错误。

B 项：根据《刑法》第一百九十八条，保险诈骗罪是指以非法获取保险金为目的，违反保险

法规，采用虚构保险标的、保险事故或者制造保险事故等方法，向保险公司骗取保险金，数

额较大的行为。甲伪造保险公司保险单进行保险业务不是向保险公司诈骗。B 项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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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项：根据《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指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规非法

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甲并没有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

D 项错误。

10.【答案】B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刑法分则知识。

第二步，根据《刑法》第三百六十六条，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

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题干中，甲以能为乙、丙等人安排工作为

由，骗取 20 万元，属于诈骗罪。

因此，选择 B 选项。

【拓展】A 项：根据《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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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

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题中甲某

没有为他人谋利的意思，没有形成受贿。A 项排除。

C 项：根据《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滥用职权罪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

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题中甲某没有为他人谋利的意思，没有

形成滥用职权罪。C 项排除。

D 项：题干中，甲以能为乙、丙等人安排工作为由，骗取 20 万元，属于诈骗罪。D 项排除。

11.【答案】D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刑法分则知识。

第二步，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是指妨害国家机关对社会的管理活动，破坏社会正常秩序，情

节严重的行为。该类罪行出自《刑法》第二编分则的第六章，共包括九个小节。危害公共卫

生罪属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的第五小节，不属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D 项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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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意，因此当选。

因此，选择 D 选项。

【拓展】ABC 项：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是指违反国家经济管理法规，破坏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秩序，严重危害国民经济的行为。该类罪行出自《刑法》第二编分则的第三章，

共包括八个小节，分别为：第一节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第二节走私罪；第三节妨害对公

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第四节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第五节金融诈骗罪；第六节危害税收

征管罪；第七节侵犯知识产权罪；第八节扰乱市场秩序罪。ABC 项分别属于破坏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秩序罪的第二、五、六小节。ABC 项不符合题意，因此不当选。

12.【答案】D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刑法分则知识。

第二步，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

公私财物的行为。题干中甲用虚构事实的方法，使乙作出错误处分财产的行为，以此非法占

有财物，构成诈骗罪。

因此，选择 D 选项。

【拓展】A 项：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恐吓、威胁或要挟的方法，

非法占用被害人公私财物的行为。行为人以将要实施的积极的侵害行为，对财物所有人或持

有人进行恐吓。例如，以将要实施杀害、伤害、揭发隐私、毁灭财物等相恐吓。由此可见，

本罪只能以作为方式实施，不可能是不作为。制造、散布迷信谣言，引起他人恐慌，乘机以

帮助驱鬼消灾为名骗取群众财物的，以及面对处于困境的人的求助请求，以不给钱就不予救

助等，都不能认定为敲诈勒索罪。题干中甲的行为不构成敲诈勒索罪。A 项不符合题意，故

排除。

B 项：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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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

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

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以

上法条是对盗窃罪的表述，题干中甲的行为明显不构成盗窃罪。B 项不符合题意，故排除。

C 项：抢劫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财物的所有人、保管人使用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

强行将公私财物抢走的行为。题干中甲并未将财物强行抢走，因此，不构成抢劫罪。C 项不

符合题意，故排除。

13.【答案】B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刑罚及其具体运用知识。

第二步，A 项，根据《刑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有期徒刑的期限，除本法第五十条、第六

十九条规定外，为六个月以上十五年以下。故正确，排除；

B、C 项，根据《刑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有期徒刑的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

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故 B 错误，当选；C 正确，排除；

D 项，根据《刑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死刑缓期执行的期间，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死

刑缓期执行减为有期徒刑的刑期，从死刑缓期执行期满之日起计算。故正确，排除。

因此，选择 B 选项。

14.【答案】B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刑法分则知识。

第二步，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条之一，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是指对未成年人、老年人、

患病的人、残疾人等负有监护、看护职责的人虐待被监护、看护的人，情节恶劣的行为。题

干中养老院护工乙对养老院老人负有监护看护职责，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甲的行为，构成虐

待被看护人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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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选择 B 选项。

【拓展】A 项：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一条，遗弃罪是指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

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情节恶劣的行为。题干中护工乙对养老

院老人不存在扶养义务，更没有拒绝扶养的行为，不构成遗弃罪。A 项错误。

C 项：根据《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故意伤害罪是指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行为，致人重伤

的行为；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行为。C 项错误。

D 项：根据《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寻衅滋事罪是指有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破坏社会

秩序的：（一）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二）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

劣的；（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四）在公共场所起哄

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纠集他人多次实施前款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行

为，不符合题意。D 项错误。

15.【答案】B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刑法分则知识。

第二步，根据《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

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

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由法条得知，玩忽职守罪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对工作严重不负责任，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

人民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按中国刑法属于渎职罪。本罪主要特征：（1）犯罪主体

必须是国家工作人员。（2）主观上出于行为人职务上的过失，如疏忽大意、过于自信、擅

离职守等。（3）客观上表现为因行为人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应负的职责，致使公共财产、

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题干中所描述的内容构成玩忽职守罪。

因此，选择 B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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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A 项：根据《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滥用职权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故

意逾越职权，不按或违反法律决定、处理其无权决定、处理的事项，或者违反规定处理公务，

致使侵吞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遭受重大财产损失等行为。并非题干表述内容。A 项错误。

C 项：根据《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二款，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犯前款罪的，处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

定的，依照规定。

由法条得知，徇私舞弊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和有关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和权力，

对明知是无罪的而使他受追诉，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或者故意颠倒

黑白作枉法裁判；或者利用职务包庇、窝藏经济犯罪分子等，隐瞒、掩饰其犯罪事实的行为。

并非题干表述内容。C 项错误。

D 项：根据《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

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

根据《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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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受贿罪。

根据《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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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法条得知，贪污受贿罪并非题干表述内容。D 项错误。

16.【答案】D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刑法分则知识。

第二步，滥用职权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故意逾越职权，不按或违反法律决定、处理其无

权决定、处理的事项，或者违反规定处理公务，致使侵吞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遭受重大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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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损失等行为。根据《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产、

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

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犯前款

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本

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由此可知，题干是对滥用职权罪的描述。

因此，选择 D 选项。

【拓展】A 项：徇私枉法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徇情枉法，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

他受追诉，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或者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

和法律作枉法裁判的行为。根据《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徇情枉

法，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诉、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或者在

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

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A 项不符合

题意，因此不当选。

B 项：徇私舞弊罪是一个概括性罪名，包括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徇私舞弊不征、少

征税款罪等等，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和有关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和权力，对明知是

无罪的而使他受追诉，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或者故意颠倒黑白作枉

法裁判；或者利用职务包庇、窝藏经济犯罪分子等，隐瞒、掩饰其犯罪事实的行为。如，徇

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刑法》第四百零二条，行政执法人员徇私舞弊，对依法应当移

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不移交，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严重

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B 项不符合题意，因此不当选。

C 项：玩忽职守罪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对工作严重不负责任，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的

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按我国刑法属于渎职罪。本罪主要特征：（1）犯罪主体必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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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工作人员。（2）主观上出于行为人职务上的过失，如疏忽大意、过于自信、擅离职守

等。（3）客观上表现为因行为人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应负的职责，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

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根据《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玩忽职守，致使

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

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

弊，犯前款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

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C 项不符合题意，因此不当选。

17.【答案】B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刑法分则知识。

第二步，根据《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交通肇事罪是指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

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

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行为；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行为。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五条，

机动车遇有前方车辆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不得借道超车或者占用对面车道，不得

穿插等候的车辆。在危急时刻，题干中杨某并未提前减速或避让，可见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

规，所以杨某的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

因此，选择 B 选项。

【拓展】A 项：根据《刑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过失损坏交通工具罪是指由于过失而引起火

车、汽车、电车、船只、航空器遭受严重破坏，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这是一种以交通工具

为特定破坏对象的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题干中杨某主要侵害了对方的生命安全，所以

不属于过失损坏交通工具罪。A 项错误。

C 项：根据《刑法》第二百三十三条，过失致人死亡罪是指过失致人死亡的行为。张某违反

交通运输管理法规致人死亡的行为属于交通肇事罪。C 项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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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项：根据《刑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破坏交通设施罪是指破坏轨道、桥梁、隧道、公路、

机场、航道、灯塔、标志或者进行其他破坏活动，足以使火车、汽车、电车、船只、航空器

发生倾覆、毁坏危险，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题干中张某的行为并不符合这一条件。D

项错误。

18.【答案】A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野生动物保护法知识。

第二步，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三条，野生动物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国家保障依法从事

野生动物科学研究、人工繁育等保护及相关活动的组织和个人的合法权益。

因此，选择 A 选项。

19.【答案】A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野生动物保护法知识。

第二步，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二十二条，猎捕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应当依法

取得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核发的狩猎证，并且服从猎捕量限额管

理。A 项说法错误，但与题意相符，当选。

因此，选择 A 选项。

【拓展】B 项：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二十四条，禁止使用毒药、爆炸物、电击或者电

子诱捕装置以及猎套、猎夹、地枪、排铳等工具进行猎捕，禁止使用夜间照明行猎、歼灭性

围猎、捣毁巢穴、火攻、烟熏、网捕等方法进行猎捕，但因科学研究确需网捕、电子诱捕的

除外。前款规定以外的禁止使用的猎捕工具和方法，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规定并公布。

B 项说法正确，但与题意不符，不当选。

C 项：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二十七条，禁止出售、购买、利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及其制品。因科学研究、人工繁育、公众展示展演、文物保护或者其他特殊情况，需要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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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利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应当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野生动

物保护主管部门批准，并按照规定取得和使用专用标识，保证可追溯，但国务院对批准机关

另有规定的除外。实行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专用标识的范围和管理办法，由国务

院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规定。出售、利用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应当提供狩猎、进

出口等合法来源证明。出售本条第二款、第四款规定的野生动物的，还应当依法附有检疫证

明。C 项说法正确，但与题意不符，不当选。

D 项：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二十三条，猎捕者应当按照特许猎捕证、狩猎证规定的种

类、数量、地点、工具、方法和期限进行猎捕。持枪猎捕的，应当依法取得公安机关核发的

持枪证。D 项说法正确，但与题意不符，不当选。

20.【答案】B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刑法分则知识。

第二步，根据《刑法》第二百三十三条，过失致人死亡罪，是指行为人因疏忽大意没有预见

到或者已经预见到而轻信能够避免造成的他人死亡，剥夺他人生命权的行为。过失致人死亡

罪必须是过失，即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他人死亡的危害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

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他人死亡的危害结果。题干中，殷某是为捕

杀大熊猫而设置的陷阱，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采药老人会落入陷阱。应属于过失致人死

亡罪。

因此，选择 B 选项。

【拓展】A 项：根据《刑法》第十六条，意外事件是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但

是并非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事件。题干中，

殷某挖了一个陷阱，他应该知道陷阱可能对人造成伤害，所以不能算意外事件。A 项错误。

C 项：间接故意，是指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引起某种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放任这种结果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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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心理态度。题干中，殷某挖陷阱的动机是为捕杀大熊猫，所以不能构成间接故意杀人罪。

C 项错误。

D 项：根据《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非法捕杀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是指实施了非法猎捕、

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或者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

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行为。题干中，殷某没有捕到大熊猫，也不能构成非法捕杀珍

贵、濒危野生动物罪。D 项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