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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院系统招聘文职人员考前 30 分 

 

 

 

检察院文职面试课程提前学 

检察院文职面试课程提前学 

01 

9 月 17 日开课，未进面试全额退费。 

班别 科目 天数 学时 价格（元） 

法检文职面试特训班 面试综合能力 4 天 4 晚 48 

3980 元 

8800（不过全退） 

扫码领资料及获取最新考试信息  

   
【各地市联系方式】        【事业编小客服】       【事业单位公共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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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 2018 年吉林省检察院聘用制文职人员公告可知，笔试内容主要考察法律常识、时

事政治等综合知识和文字理解能力。 

对于时事政治的考察，一般命题方向会集中在国家召开的重大会议、举办的重要活动以

及领导人发表的讲话等内容。此外，国家发展的重大成就和积极层面的社会热点新闻也经常

是考题的常见素材。据此，我们总结、提炼并预测了近几个月以来的时事政治内容，配以例

题供参考学习。 

法律常识体系庞杂，专业性强，除宪法考察内容以文字表述为主，其他法律知识考题多

以案例的方式呈现。所以在复习的过程中对于宪法更多是理解记忆，其他法律则是具体应用

判别。建议法律部分的内容要成系统地学习掌握，而本材料所述内容只是将法律知识中的一

些重点和难点进行梳理，作为考前提纲挈领地复习使用。 

综合知识所涉及的科目特别广博，涵盖哲学、经济、公文、地理、省情概况等，建议考

生复习时可结合事业单位《通用知识》的内容为主要参考，重点学习法律知识，了解记忆时

政热点，这样方能在笔试中有备无患。 

材料虽小，但我们希望通过它带给备考中的朋友们最大的帮助！ 

 

吉林华图  教学研究院 

 

2018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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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时事政治 

【2018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2018 年 9 月 3 日至 4 日，2018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在北京举行，此次峰会是中国

根据中非合作论坛非方成员的愿望，着眼于中非关系发展的现实需要而决定召开的峰会，本

次峰会以“合作共赢，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为主题。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共命运 同心促发展》的主旨讲话。

强调中非要携起手来，共同打造责任共担、合作共赢、幸福共享、文化共兴、安全共筑、和

谐共生的中非命运共同体，重点实施好产业促进、设施联通、贸易便利、绿色发展、能力建

设、健康卫生、人文交流、和平安全“八大行动”。会议通过了《关于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

运共同体的北京宣言》以及《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 2019-2021 年》这两个重要的成果

文件。 

例题：2018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主题为（    ） 

 A.合作共赢，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B.深化伙伴关系，开辟更加光明未来 

C.塑造联通的世界  

D.抓住世界经济转型机遇谋求更大发展 

答案：A。 

例题：2018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开幕式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的主旨讲话题

为（    ） 

A.开放共创繁荣 创新引领未来 

B.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C.携手共命运 同心促发展 

D.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      

答案：C。 

【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中共中央印发了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并发出

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重点内容如下： 

1.“一个思想”，即增写“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2.“两个坚决维护”，即增写"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

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3.“三个重点”，即将不收敛、不收手，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群众反映强烈，政治问题和

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案件作为重点审查内容写入《条例》 

4.“四个意识""四种形态"，即增写”党组织和党员必须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

心意识、看齐意识和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内容。 

5.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坚持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坚持处理好全面依法治国的辩证关系，坚持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坚持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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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这些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必须长

期坚持、不断丰富发展。 

6.五处纪法衔接，即对党纪与国法的衔接在第 27 至 30 条、第 33 条中作出详细规定，

如增加规定党组织在纪律审查中发现党员严重违纪涉嫌犯罪的,原则上先作出党纪处分决

定，并按照规定给予政务处分后，再移送有关国家机关依法处理等。 

7.六个从严，即对组织、利用宗教活动反党，破坏民族团结，  搞有组织的拉票贿选或

者用公款拉票贿选，扶贫领域侵害群众利益，民生保障显失公平,组织利用宗族势力对抗中

央方针政策、破坏基层组织建设，贯彻新发展理念失职等六种违纪行为从重或加重处分。 

8.“七个有之”,  即在《条例》中完善总书记反复强调警惕的“七个有之”问题的处分规定:

一些人无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为了自己的所谓仕途,为“了自己的所谓影响力，搞任

人唯亲、排斥异己的有之，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的有之，搞匿名诬告、制造谣言的有之，

搞收买人心、拉动选票的有;之,搞封官许愿、弹冠相庆的有之，搞自行其是、阳奉阴违的有

之，搞尾大不掉、妄议中央的也有之。 

9.八种典型违纪行为，即对干扰巡视巡察工作，党员信仰宗教，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钱

款、  住房、车辆等，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利用宗族、  黑恶势力欺压群众，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突出表现，不重视家风、对家属失管失教等八种新型违纪行为作出处分规定。 

例题：关于新修《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说法，下列表述的错误是（    ） 

A.增写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B.党组织和党员必须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 

C.贯彻新发展理念失职是八种典型违纪行为之一 

D.发现党员严重违纪涉嫌犯罪的，原则上先作出党纪处分决定 

答案：C。八种典型违纪行为，即对干扰巡视巡察工作，党员信仰宗教，借用管理和服

务对象钱款、住房、车辆等，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利用宗族、黑恶势力欺压群众，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突出表现，不重视家风、对家属失管失教等八种新型违纪行为作出处分规定。

因此，本题选项为 C。 

【一带一路倡议 5 周年】 

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五周年。2018 年 8 月 2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五周年座谈会并发表

重要讲话时强调，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内在要求，彰显了同舟共济、

权责共担的命运共同体意识，未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案。习近平的这一

讲话，为下一步共建“一带一路”指明方向。 

2013 年 9 月，习近平主席出访哈萨克斯坦，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

路经济带”，同年 10 月，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提出共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自此，“一

带一路”倡议走进世界视野，逐步引发全球共鸣。 

对于“一带一路”的建设，习近平用得最多的就是三共，共商共建共享。这三个“共”已经

成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原则，也成为沿线各国的共识。 

五年来，大批铁路、公路、港口、大桥和工业园区等基础设施项目破土动工乃至运营，

为改善沿线国家基础设施条件、带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印尼高铁、中老铁

路、瓜达尔港、中泰铁路、匈塞铁路等标志性项目加快建设，亚吉铁路、蒙内铁路、中缅原

油管道正式投入运营。 

“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三互”，政治互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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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互融、人文互通，从政策沟通到政治互信。从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到经济互

融，从民心相同到人文互通，都足见“一带一路”建设正在往深入的方向扎实推进，共商共建

共享的壮美画卷正在绘就。 

例题：关于“一带一路”，下列说法错误是（    ） 

A.“一带一路”建设，要坚持三“共”：共商共建共享 

B.“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 

C.2018 年是“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五周年 

D.“三互”：政治互信、经济互融、文化互通 

答案：D。“三互”，政治互信、经济互融、人文互通。因此，本题选项为 C。 

【中国医师节】 

2017 年 11 月 3 日，国务院通过了卫计委关于“设立中国医师节”的申请，同意自 2018

年起，将每年 8 月 19 日设为“中国医师节”。中国医师节是经国务院同意设立的卫生与健康

工作者的节日，体现了党和国家的关怀和肯定。 

2018 年 8 月 17 日，在首个“中国医师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长期以来，我国广大医务人员响应党的号召，弘扬

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在疾病预防

治疗、医学人才培养、医学科技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取得了丰硕成果，涌现出一大

批医学大家和人民好医生。特别是在面对重大传染病威胁、抗击重大自然灾害时，广大医务

人员临危不惧、义无反顾、勇往直前、舍己救人，赢得了全社会高度赞誉。将每年 8 月 19

日设立为“中国医师节”，体现了党中央对卫生健康工作的高度重视，对广大医务人员优秀业

绩的充分肯定。 

 8 月 19 日，首届中国医师节庆祝大会暨第十一届中国医师奖颁奖大会在北京举行，全

国 80 名医师荣获中国医师奖。我省两名医师位列其中，他们分别是省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

主任王永杰、长春市传染病医院院长兼党委书记张义。 

例题：2017 年 11 月 3 日，国务院通过了卫计委关于“设立中国医师节”的申请，同意自

2018 年起，将每年（    ）设为“中国医师节”。 

A.8 月 9 日  B.8 月 19 日 

C.9 月 8 日   D.9 月 19 日 

答案：B。2017 年 11 月 3 日，国务院通过了卫计委关于“设立中国医师节”的申请，同

意自 2018 年起，将每年 8 月 19 日设为“中国医师节”。所以本题答案为 B。 

例题：2018 年 8 月 19日，首届中国医师节庆祝大会暨第十一届中国医师奖颁奖大会在

北京举行，我省两名医师（    ）（    ）荣获中国医师奖。 

A.王永杰  张义 B.刘宏斌 李维州 

C.张俊廷 张力伟 D.陈菊祥 朱巍 

答案：A。 8 月 19 日，首届中国医师节庆祝大会暨第十一届中国医师奖颁奖大会在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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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举行，全国 80 名医师荣获中国医师奖。我省两名医师位列其中，他们分别是省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主任王永杰、长春市传染病医院院长兼党委书记张义。所以本题答案为 A。 

【我国第 53 项世界遗产】 

2018 年 7 月 2 日，在巴林麦纳麦举行的第 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

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中国贵州铜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梵净山成为中国第 53 处

世界遗产和第 13 处世界自然遗产。 

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自然遗产评估机构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认为，梵净山满足了世界自然遗

产生物多样性标准和完整性要求，展现和保存了中亚热带孤岛山岳生态系统和显著的生物多

样性。 

梵净山位于贵州省铜仁市境内，是武陵山脉主峰，是黔金丝猴和梵净山冷杉唯一的栖息

地和分布地，也是水青冈林在亚洲最重要的保护地，是全球裸子植物最丰富的地区，也是东

方落叶林生物区域中苔藓植物最丰富的地区。贵州省申遗工作团团长、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厅长宋晓路说，梵净山成功申遗是国际社会对梵净山自然遗产价值和保护管理工作的认

可，是对世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贡献，是中国着力构建生态多样性保护网络取得明显成

效的缩影。 

例题：7 月 2 日中国（   ）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增至 53

处，世界自然遗产增至 13 处。世界自然遗产总数超越之前并列的澳大利亚和美国，居世界

第一。 

A.贵州乌蒙山 

B.贵州梵净山 

C.四川岷山 

D.陕西秦岭 

答案：B。7 月 2 日，在巴林麦纳麦举行的第 42 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中国贵州铜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梵净山成为中国第 53

处世界遗产和第 13 处世界自然遗产。所以本题答案为B。 

【雅加达亚运会】 

第 18 届亚洲运动会于 2018 年 8 月 18日至 2018 年 9 月 2 日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举行，

雅加达是继曼谷、新德里后第三个取得第二次亚运会主办权的首都城市。雅加达曾于 1962

年举办第 4 届亚运会。雅加达亚运会设 40项比赛项目，包括 32个奥运项目和 8 个非奥项目

（保龄球、卡巴迪、藤球、壁球、武术、桥牌、滑翔伞、水上摩托）。电子竞技作为 2018

亚运会的表演赛项目。 

中国代表团以 132 金 92 银 65铜共 289 枚奖牌，连续 10 届亚运会排名奖牌榜首。中国

飞人苏炳添以 9 秒 92 的成绩夺得男子百米冠军；中国篮球大放异彩，中国男篮在决赛中逆

转伊朗取胜，中国女篮、3V3 男篮、3V3 女篮纷纷夺冠；中国女排 8战全胜未失一局夺冠；

刘湘以 26 秒 98 的成绩获得 50 米仰泳冠军，这是本次亚运会游泳大项诞生的第一个世界纪

录！ 

例题：下列选项中不属于本次亚运会正式比赛项目的是（    ） 

A.足球 B.滑翔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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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英雄联盟 D.羽毛球 

答案：C。电子竞技电子竞技作为 2018 亚运会的表演赛项目，并不是正式比赛项目。 

例题：下列城市中不曾举办过亚运会的是（    ） 

 A.北京 B.广州 

 C.多哈 D.杭州     

 答案：D。北京举办过 1990 年亚运会；广州承办过 2010 年亚运会；多哈举办过 2006

年亚运会；而杭州即将在 2022 年举办亚运会，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举办过。 

【第六届中国—亚欧博览会】 

第六届中国—亚欧博览会 8 月 30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本届博览会的主题是“一带一

路：共商、共建、共享”。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在开幕式上致辞时指

出，中国将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欢迎亚欧各

国企业抓住有利时机，与中国企业携手努力，不断扩展合作的广度和深度。  

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投资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今

年上半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进出口额达 6050 亿美元，同比增长 18%；

在沿线国家完成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 389.5亿美元，同比增长 17.8%；中国企业在沿线国家

新增各类投资 76.8 亿美元，其中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74 亿美元；对沿线国家 82 家境外经贸

合作区新增投资 25.9 亿美元，占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新增总投资的 87%。 

今年 1 月 1 日中国与格鲁吉亚自贸协定正式生效，这是中国与欧亚地区国家签署的第一

个自贸协定，也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启动并达成的第一个自贸协定。 

例题：2018 年 8 月 30 日，第六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乌鲁木齐开幕。本届博览会主题

为（    ），超过 700 家中外企业参展。 

A. “和谐发展、合作共赢” 

B. “一带一路：共商、共建、共享” 

C. 开放互信、共谋发展 

D. 共商、共建、共享，丝路：机遇与未来 

答案：B。30 日，第六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乌鲁木齐开幕。本届博览会主题为“一带一

路：共商、共建、共享”，超过 700 家中外企业参展。因此，本题选项为B。 

【个人所得税法修正】 

2018 年 8 月 31 日，关于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经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

表决通过。由此，新个税法正式亮相。这是该法自 1980 年出台以来第七次修正，也将开启

我国个税制度的一次根本性改革。 

起征点确定为每月 5000 元；居民个人的综合所得，以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额减除费用

六万元以及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和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后的余额，应为纳税所得额。 

个税改革坚持“增低、扩中、调高”的总原则，即中低收入者少缴或免缴，高收入者多缴。 

个人所得税是目前我国仅次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的第三大税种。 



 

 9 

例题：提高了个税起征点属于宏观调控政策中（   ）。 

A.积极的货币政策 

B.紧缩的货币政策 

C.积极的财政政策 

D.紧缩的财政政策 

答案：C。提高个税起征点是国家财政部门制度，属于财政政策，而提高个税起征点后

意味着国家征缴的个人所得税将减少，故属于积极的财政政策。 

第二部分  法律常识 

【中国宪法的历史】 

1908 年的《钦定宪法大纲》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宪法性文件。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它是中国历史上惟一的一部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宪法性文件。 

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 1954 年《宪法》 

新中国先后颁布了一个宪法性文件、四部宪法、五次宪法修正案。宪法性文件为《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四部宪法分别为 1954 年宪法、1975 年宪法、1978年宪法、

1982 年宪法；五次宪法修正案分别为 1988年修正案、1993年修正案、1999 年修正案、2004

年修正案、2018 年宪法修正案。 

2018 宪法修正案主要内容： 

①“国家工作人员就职时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公开进行宪法宣誓。” 

②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增加了“和谐” 

③增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④增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⑤“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连续任

职不得超过两届。”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

届任期相同。” 

⑥第七节 监察委员会 

第一百二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监察委员会是国家的监察机关。 

第一百二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 

监察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主任，副主任若干人，委员若干人。 

监察委员会主任每届任期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连续

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监察委员会的组织和职权由法律规定。 

第一百二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是最高监察机关。 

国家监察委员会领导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的工作，上级监察委员会领导下级监察委员会

的工作。 

第一百二十六条 国家监察委员会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负责。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和上一级监察委员会负责。 

第一百二十七条 监察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监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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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个人的干涉。 

监察机关办理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案件，应当与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执法部门互相配

合，互相制约。 

例题：下列有关于我国宪法的表述中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宪法的修改要贯彻坚持党的领导的原则 

B.我国现行宪法是 1982 年颁布实行的 

C.要把党和人民在实践中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上升为宪法规定 

D.宪法的修改，需要全体人大代表半数以上赞同才可成立 

答案：D。宪法的修改需要全体人大代表的 2/3 以上多数通过。 

例题：下列有关于监察委员会的表述正确的是（    ） 

A.监察委员会是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检查机关 

B.由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委员组成 

C.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委员会是最高监察机关 

D.委员会的组织和职权由党章规定 

答案：C。根据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一百二十四条表

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监察委员会是国家的监察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设立国家监察委员

会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A 项错误。 监察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若干人， 委员若干人组

成。B 项错误。 监察委员会主任每届任期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国家监察委

员会主任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监察委员会的组织和职权由法律规定。D 项错误。监察

委员会是国家机构是最高的监察机关，故选择 C 项。 

【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范围 ①年满 18 周岁的成年人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②16 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人。 

效果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且符合法律生效要件的行为有

效。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范围 ①8 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②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效果 

①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智力、精神状况相适应的民事

法律行为。 

②其他不能独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

人同意、追认。未经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未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限制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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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行为能力人独立实施的其依法不能独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或者效力待

定。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范围 ①不满 8 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②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效果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

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独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例题：下列属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是（    ） 

A.小明，10 岁，某小学五年级学生   B.小张，25 岁，患有间歇性精神病 

C.小李，19 岁，某大学大二学生     D.小王，30 岁，植物人 

答案：C。 A项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B 项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D项为无民事行

为能力人。 

【刑法的空间效力】 

是指刑法对地和人的效力，它是解决一个国家的刑事管辖权的范围问题。刑法的空间效

力在理论上一般认为具有以下四个原则。 

（1）属地管辖原则 

一个国家的刑法在这个国家的领域范围之内它是有效的。 

属地管辖原则包括船舶、航空器和使领馆。 

犯罪的行为或者结果有一项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就认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领域内犯罪。 

折中主义：我国规定，以属地管辖原则为主，属人管辖原则和保护管辖原则相结合。 

（2）属人管辖原则 

即按照国籍的原则来管辖。 

【特殊情况】 

① 按本法规定的最高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可以不予追究。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作人员和军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本法规定之罪的，

适用本法。 

（3）保护管辖原则 

我国刑法第 8 条规定：“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或者公

民犯罪，而按本法规定的最低刑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可以适用本法，但是按照犯罪地的

法律不受处罚的除外。” 

（4）普遍管辖原则 

这是对国际犯罪惩治的管辖原则，即所有国家都有管辖权，如反人类罪、海盗罪、战争

罪、种族灭绝罪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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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① 罪行属于我国参加或缔结的国际条约规定；② 在我国承担的条约义务范围内。 

国际犯罪：毒品犯罪、劫持民用航空器罪、恐怖主义犯罪、战争罪（发动侵略或违反战

争规则、灭绝种族）。 

特殊情况：外交豁免原则肇始 

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的刑事责任，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特殊情况：对外国刑事判决的消极承认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罪，依照本法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虽然经过外国审判，仍

然可以依照本法追究，但是在外国已经受过刑罚处罚的，可以免除或者减轻处罚。 

例题：根据我国刑法有关空间效力的规定，以下不适用我国刑法的是（    ） 

A. 我国公民甲在泰国将我国公民乙杀死 

B. 泰国人丙贩卖毒品到缅甸，途径我国云南时被捕 

C. 韩国人丁在韩国对我国公民实施抢劫 

D. 美国留学生戊，在纽约将法国留学生己打成重伤 

答案：D。我国刑法效力空间效力有属地管辖、属人管辖、保护管辖、普遍管辖。其中

A选项公民价属于我国公民，所以可以适用属人管辖原则。B 选项中贩毒属于国际犯罪，我

国对于国际犯罪享有普遍管辖权。C 选项中韩国人丁抢劫的是我国公民，所以可以适用保护

管辖。 

【犯罪主体中的自然人】 

（1）自然人的刑事责任年龄 

①完全无刑事责任年龄阶段：不满 14 周岁的人实施的任何行为，都不构成犯罪。 

②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已满 14 周岁不满 16 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

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

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 

已满 14 周岁不满 18 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③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已满 16 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年满 75 周岁的人故意犯罪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过失犯罪的，应当从轻或者减

轻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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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刑事责任能力 

①完全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 

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

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

政府强制医疗。 

②完全有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 

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③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 

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

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例题：王某（15 周岁）因喜好计算机，某日深夜潜入某电脑公司内盗窃价值 5 万余元

的计算机元器件（事发后均被追回），下列关于对王某如何处理的说法正确的是（    ） 

A. 应追究其刑事责任 

B. 不追究其刑事责任 

C. 从轻、减轻处罚 

D. 免除处罚 

答案：B。王某不满 16 周岁，属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对盗窃行为不负刑事责任。 

【故意犯罪的停止形态】 

（一）犯罪预备 

1. 犯罪预备的概念 

指直接故意犯罪的行为人为了实施某种能够引起预定危害结果的犯罪实行行为，准备犯

罪工具，制造犯罪条件的状态。 

2. 犯罪预备的内容 

（1）犯罪动机；（2）已经做好犯罪准备；（3）被动停止犯罪行为；（4）尚未着手 

3. 对于预备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二）犯罪未遂 

1. 犯罪未遂的概念 

是指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欲达目的而不能） 

2. 犯罪未遂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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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为人已经着手实行犯罪，是指行为人开始实施刑法规则规定的作为某种具体的

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 

（2）犯罪没有得逞，指犯罪的直接故意内容没有完全实现，没有完成某一犯罪的全部

构成要件。 

（3）犯罪未得逞是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是指行为人

没有预料到或不能控制的主客观原因。 

3. 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三）犯罪中止 

1. 犯罪中止的概念 

犯罪中止是指犯罪分子在实施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

的发生的行为。（能达目的而不欲） 

2. 犯罪中止的特征 

（1）行为人主观上具有中止犯罪的决意。 

（2）行为人客观上实施了中止犯罪的行为。 

（3）犯罪中止必须发生在犯罪过程中，而不能发生在犯罪过程之外。 

（4）犯罪中止必须是有效地停止了犯罪行为或者有效地避免了危害结果。 

3. 对于中止犯，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 

例题：某日傍晚，陈某在一偏僻小路上抢劫了一行人钱包，抢到钱包后，突然发现该行

人是自己的同学，于是将钱包当面送还给该行人，并声称自己的行为是开玩笑。陈某的行为

是（    ） 

A. 犯罪预备 B. 犯罪未遂 

C. 犯罪中止 D. 犯罪既遂 

答案：D。抢劫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财物的所有人或者保管人当场使用暴力、

胁迫或其他方法，强行将公私财物抢走的行为。区分抢劫罪的既遂与未遂，应当以抢劫罪的

犯罪构成要件是否具备。抢劫罪是行为犯，刑法对构成抢劫罪没有规定数额、情节方面的限

制，只要行为人当场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实施了抢劫公私财物的行为，无论是否抢

到钱财，也不论实际抢到钱财的多少，原则上都构成抢劫罪，公安机关应当立案侦查。虽然

陈某后来归还钱包，但已构成抢劫罪既遂，答案为 D。 

【正当防卫】 

1. 概念 

正当防卫就是指为了保护国家、公共利益、他人或本人的合法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

侵害采取的对不法侵害者造成一定损害的自卫行为。 

2. 构成要件 

①起因条件：现实的不法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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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时间条件：不法侵害正在进行 

③主观条件：具有防卫的意图。保护非法利益、防卫挑拨、相互斗殴等不具有防卫意识。 

④对象条件：针对不法侵害人本人 

⑤限度条件：没有超过必要的限度，防卫行为和侵害行为必须基本相适应。 

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

处罚。 

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

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例题：张三路遇持刀抢劫的李四，两人在搏斗过程中，李四被绊倒、并因头部受撞击而

晕倒。张三见此情景，夺刀往李四的心脏部位 ，导致李四死亡。该案例中，张三刺死李四

的行为属于（    ）。 

A.正当防卫 B.防卫过当 

C.故意杀人 D.过失杀人 

答案：B。甲的预防防范措施针对乙撬门侵入甲的住宅的不法侵害行为发生了防卫效果，

并且程度适当，因而应认定为正当防卫。这是属于防卫装置的行为，该装置没有危害公共安

全，没有超过必要的限度。所以本题选择 B 项。 

【行政行为】 

行政行为以其对象是否特定为标准，分为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 

1. 抽象行政行为 

（1）概念 

抽象行政行为是指国家行政机关针对不特定管理对象实施的制定法规、规章和有普遍约

束力的决定、命令等行政规则的行为，其行为形式体现为行政法律文件，其中包括规范文件

和非规范文件。 

（2）特征 

①对象的不特定性； 

②反复适用性； 

③不可诉性； 

④准立法性。 

（3）抽象行政行为主要表现为行政立法，其种类分为： 

①行政法规，由国务院制定，是为执行法律的规定需要制定行政法规的事项。 

②部门规章，由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 

③地方政府规章，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 

④其他规范性文件，是指由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是指行政机关对不特定对象发布

的能反复使用的行政规范性文件。 

2. 具体行政行为 

（1）概念 

具体行政行为，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行政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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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行使行政职权，针对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就特定的具体事项，做出的有关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单方行为。 

（2）具体行政行为的基本要素 

①具体行政行为是法律行为； 

②具体行政行为是对特定人与特定事项的处理； 

③具体行政行为是单方行政职权行为； 

④具体行政行为是外部性处理； 

3. 具体行政行为的效力 

①公定力； 

②具体行政行为生效的效力：确定力, 拘束力，执行力。 

 

例题：下列不属于具体行政行为的是（    ） 

A. 某公司产品不符合产品质量标准，被工商局吊销营业执照 

B. 某超市出售变质产品，被食药监局处以 1000 元的罚款 

C. 某省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建立政府法律顾问制度的意见》 

D. 某铝厂因超标排放污染物，被环保局责令停止生产 

答案：C。A 吊销营业执照、B 罚款、D 责令停产停业均属于具体行政行为。C 政府发

布的意见属于抽象行政行为，即指国家行政机关针对不特定管理对象实施的制定法规、规章

和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等行政规则的行为，其行为形式体现为行政法律文件，其中包

括规范文件和非规范文件。 

 

*更多课程和活动详情请拨打华图全省分部电话咨询 

长春华图：长春市西安大路 823 号吉隆坡大酒店一楼   咨询电话：0431-88408222 88967678 

卫星广场华图：长春市卫星路与卫光街交汇新华苑宾馆一楼 咨询电话：0431-81864889 81964743 

净月华图：长春市新城大街与博学路交汇复地嘉年华广场 A3 座  咨询电话：0431-88605234 89566542  

财经华图：吉林财经大学商服二楼书店旁     咨询电话：0431-81914331 

二道华图：长春师范大学西门青旅生活广场一楼华图教育  咨询电话:0431-81854531 

汽开华图:长春市汽开区东风大街 111 号沃伦酒店北侧  咨询电话:0431-81176466 

工商学院华图：卡伦欧亚商超东门旁一层华图教育   咨询电话：0431-80669727  81103443 

司法警官华图：吉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南行 500 米    咨询电话:0431-83431880 

双阳华图：长春市双阳区双阳大街宝迪克公馆 1 楼    咨询电话：0431-81807290 

农安华图：农安县站前街与新华路交汇（客运站南行 200 米） 咨询电话：0431-81856401 

榆树华图：榆树市繁荣大街法院西门北 20 米       咨询电话：0431-89789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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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惠华图：德惠市迎新街（十一道街）中央公馆正门北行 50 米  咨询电话：0431-81615583 

九台华图：九台区新华大街 2805 号（二道街地税局西 50 米）  咨询电话：0431-81883429 

吉林市华图：吉林市昌邑区解放大路与四川街交汇华图教育 咨询电话：0432-63106111 63106222 

磐石华图：磐石市市政府对面华图教育     咨询电话：0432-65668855 65222080 

桦甸华图：桦甸市金城广场白云大厦右侧华图教育   咨询电话：0432-66889800 

舒兰华图：舒兰市舒兰大街与站前路交汇（新华书店对面） 咨询电话：0432-68201555 68799666 

蛟河华图：蛟河市蓝湾国际 A 区蛟河吉银村镇银行旁  咨询电话：0432-67070123 

延吉华图：延边大学正门东侧       咨询电话：0433-2766099 8929000   

敦化华图：敦化市渤海阳光城 1 号楼东侧门市    咨询电话：0433-8916111 8916776 

珲春华图：珲春市盛博酒店北侧（吉祥狮电动车旁）    咨询电话：0433-7551307 8915000 

汪清华图：汪清县客运站对面环保局二楼      咨询电话：0433-8036222 8920755 

和龙华图：和龙市客运站东侧（和龙宾馆对面）华图教育  咨询电话：0433-8930111 8972331 

四平华图：四平市铁西区海银绿苑南门一楼门市华图教育    咨询电话：0434-3255911 6057382 

吉师大华图：四平市铁西区中西医结合医院北侧圣悦宾馆一楼 咨询电话：0434-3155000 6057383 

公主岭华图：公主岭市政法新城东门北行 150 米华图教育   咨询电话：0434-6299055 6058770 

梨树华图：四平市梨树县梨树镇政府东侧华图教育   咨询电话：0434-5231119 6087990 

双辽华图：双辽市枫桦钰城东门对面华图教育    咨询电话：0434-7666456 

伊通华图：伊通县在水一方小区东门南行 30 米    咨询电话：0434-4605567 4222900 

通化华图：通化市玉泉路（市政府侧门斜对面）华图教育  咨询电话：0435-3500222 3590222 

辉南华图：辉南县朝阳镇二建公交站点旁华图教育   咨询电话：0435-5037998 

柳河华图：柳河县阳光城正门西侧华图教育      咨询电话：0435-7581587 

集安华图：集安市遗址公园宴宾楼东侧前行 30米华图教育 咨询电话：0435-6625666 

梅河口华图：梅河口市民安路民乐家园 20 号楼（铁北加油站后侧） 咨询电话：0435-4707727 4757000   

白城华图：白城市洮北区青年南大街 27 号（白城二中对面） 咨询电话：0436-3214567 5033050 

洮南华图：洮南市通达路鼎华富苑 7 号楼华图教育（洮南火车站西 200 米）  咨询电话：0436-6368567 

通榆华图：通榆县风电大路壹號公馆 3 号楼 109 号（县人民法院斜对面） 咨询电话：0436-4215222 

镇赉华图：镇赉县政务大厅路口北梧桐小镇 4 号楼门市华图教育  咨询电话:0436-5074777 

大安华图：大安市嫩江北街市中医院北 300 米    咨询电话：0436-3214567 

辽源华图：辽源市人民大街 4027 号北门御峰广场对面     咨询电话：0437-3259977 

东丰华图：东丰县建设大街与东风路交汇处天星家园 2 期门市  咨询电话：0437-6176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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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原华图：松原市松原大路 2545 号（昊原酒店侧一楼）  咨询电话：0438-5090889  5098698   

长岭华图：长岭县拉菲九号院正门南 100 米（龙源山文化广场对面）咨询电话：0438-7221600 

扶余华图：扶余市隆昌花园二期北门东行 50 米    咨询电话：0438-5877060 

乾安华图：乾安县鸣凤大街与诚美路交汇南 30 米   咨询电话：0438－8233789 

白山华图：东风桥吉林银行隔壁华图教育（原东风大酒店） 咨询电话：0439-6968800 6967567 

临江华图：临江市锦江花园一号楼（政务大厅左侧）   咨询电话：0439-5833888 

抚松华图：抚松县移动公司对面         咨询电话：0439-6869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