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载APP做题+听课

温馨提示：

1、请提前打印好讲义，资料区下载

2、课前不提前做，课上限时刷题

常考罪名知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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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人身相关 财产相关

贪污罪 交通肇事罪 抢劫罪

受贿罪 危险驾驶罪 抢夺罪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危害公共安全罪 绑架罪

挪用公款罪 故意伤害罪 非法拘禁罪

故意杀人罪 盗窃罪

强奸罪 侵占罪

拐卖妇女儿童罪 诈骗罪

敲诈勒索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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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贪污罪

贪污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和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

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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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

1.普通百姓有可能成为贪污罪的主体，共犯可能性，成为帮助犯。

2.公务活动获得礼物。

贪污罪VS职务侵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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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受贿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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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

法收入，差额巨大，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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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挪用公款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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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或者挪用

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

挪用公款VS挪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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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公职人员 非公人员 区别 区别

贪污罪 职务侵占罪 （无意愿返还） （自己拿公物）

挪用公款罪 挪用资金 （有意愿返还）  

受贿罪   （拿别人钱替人办事）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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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真题1】（单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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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处。

A．贪污

B．受贿

C．私分国有资产

D．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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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真题2】（单选题）

国家工作人员在国内公务活动中或者对外交往中接受礼物，依照国

家规定应当交公而不交公，数额较大的，以（  ）追究刑事责任。

A．侵占罪

B．受贿罪

C．贪污罪

D．职务侵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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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真题3】（单选题）

张某是某服装公司的法人代表，与担任出纳职务的妹夫合谋将100 

万元公司资金挪用到股市炒股，并将盈利的 20 万元平分。张某的行为

构成（  ）

A．挪用公款罪

B．挪用资金罪

C．职务侵占罪

D．贪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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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真题4】（单选题）

国家该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

他手段占有公共财产的行为称为（  ）

A．挪用公款罪  

B．受贿罪   

C．侵占国有资产罪   

D．贪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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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真题5】（单选题）

某事业单位财物人员刘某利用职务之便，偷偷将一万元公款用于投

资自己的奶茶店，之后被领导发现，

刘某犯了（  ）

A．受贿罪                  B．挪用公款罪

C．侵占罪                  D．贪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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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真题6】（单选题）

王某是房管局的一名工作人员，房地产企业甲公司为了在办事时受

到关照，公司经理谢某通过不同的途径送给王某名贵玉石 4 件、人民币

现金 30 万元。根据相关法律，王某的行为构成了（  ）

A．职务侵占罪                      B．渎职罪

C．受贿罪                             D．贪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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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组：人身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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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通肇事罪VS  危险驾驶罪

交通肇事罪是指违反交通管理法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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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失）

危险驾驶罪是指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醉

酒驾驶机动车的；从事校车业务或者旅客运输，严重超过定额乘员载客，

或者严重超过规定时速行驶的；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运输危险

化学品，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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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故意伤害罪VS  故意杀人罪

故意伤害罪

故意伤害罪是指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行为。

故意杀人罪

故意杀人罪是指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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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危害公共安全罪

危害公共安全罪是一个概括性的罪名，这类犯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共

安全，客观表现为实施了各种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它同侵犯人身权利

的杀人罪、伤害罪以及侵犯财产的贪污罪、盗窃罪等有显著的不同，危

害公共安全罪包含着造成不特定的多数人伤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

损失的危险，其伤亡、损失的范围和程度往往是难以预料的。因此它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普通刑事犯罪中危害性极大的一类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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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肇事罪、危险驾驶罪、故意杀人罪、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1）仅有醉驾行为构成危险驾驶罪，不要求结果。

（2）醉驾后造成他人死亡，构成交通肇事罪。

（3）故意开车将特定对象撞死，是故意杀人罪；开车冲向人群，针

对不特定对象，是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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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强奸罪

强奸罪是指违背妇女意志，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行与

妇女发生性交的行为。

强奸罪vs猥亵罪

五、拐卖妇女、儿童罪

拐卖妇女、儿童罪是指以出卖为目的，拐骗、绑架、收买、贩卖、

接送、中转妇女、儿童的行为。



公考通 公考通加助教微信chinagwy0  加入考生群

第三组：财产相关



公考通 公考通加助教微信chinagwy0  加入考生群

一、抢劫罪vs抢夺罪

抢劫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财物的所有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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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财产）

“其他方法”是指由行为人采取致使被害人不能反抗或不知反抗或

不敢反抗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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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夺罪

抢夺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公然夺取公私财物数额较

大的行为。（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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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绑架罪VS非法拘禁

绑架罪是指利用被绑架人的近亲或者其他人对被绑架人安危的忧虑，

以勒索财物或满足其他不法要求为目的，使用暴力、胁迫或者麻醉方法

劫持或以实力控制他人的行为。

非法拘禁罪是指以拘押、禁闭或者其他强制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

身自由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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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犯：

1．携带凶器抢夺的，定抢劫罪而不定抢夺罪；

2．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

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转化为抢劫罪；

3．聚众“打砸抢”，毁坏或者抢走公私财物的，对首要分子，应以

抢劫罪定罪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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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盗窃罪VS侵占罪

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

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公私财物的行为。

侵占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他人的交给自己保管的财物、遗

忘物或者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交还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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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诈骗罪vs敲诈勒索罪

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

取数额较大公私财物的行为。

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

法，强行索要公私财物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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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真题1】（单选题）

甲于某日在路边捡回一名弃婴，抚养了 3 个月后，声称是自己的亲

生儿子，以 3000 元卖给乙。甲的行为构成（ ）

A．遗弃罪

B．拐骗儿童罪

C．诈骗罪

D．拐卖儿童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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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真题2】（单选题）

《芈月传》中魏冉（10 岁）在草丛中捡到一把宝剑，宝剑的所有人

公子壮上门请求返还，魏冉拒不归还。

从现行法律的角度分析魏冉构成何罪（  ）

A．不构成犯罪 

B．盗窃罪 

C．侵占罪 

D．抢劫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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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真题3】（单选题）

甲开汽车到单位后，因疏忽忘记拔出车钥匙，被乙发现，乙发动甲

的汽车刚要离开时，甲正好回来，将乙抓获。关于乙的行为，下列说法

正确的是（  ）

A．构成抢夺罪未遂  

B．构成侵占罪未遂   

C．构成抢劫罪未遂    

D．构成盗窃罪未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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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真题4】（单选题）

张某出于报复动机将赵某打成重伤，发现赵某丧失知觉后，临时起

意拿走了赵某的钱包，钱包里有 1 万元现金，张某将其占为己有。关于

张某取财行为的定性，下列哪一选项是正确的（  ）

A．构成抢劫罪

B．构成抢夺罪

C．构成盗窃罪

D．构成侵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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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真题5】（单选题）

甲、乙二人于某日晚将私营业主丙从工厂绑架至市郊的一空房内，

将丙的双手铐在窗户铁栏杆上，强迫丙答应交付 3 万元的要求。约 2 小

时后，甲、乙强行将丙带回工厂，丙从保险柜取出仅有的 1.7 万元交给

甲、乙。甲、乙的行为构成何罪（  ）

A．抢劫罪        

B．绑架罪

C．敲诈勒索罪

D．非法拘禁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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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真题6】（单选题）

下列行为中，不构成危险驾驶罪的是（  ）

A．醉酒驾驶机动车的

B．吸食毒品后驾驶机动车的

C．从事校车业务或者旅客运输，严重超过额定乘员载客，或者严重

超过规定时速行驶的

D．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运输危险化学品，危及公共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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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真题7】（单选题）

下列行为中构成了典型的交通肇事罪的是(    )

A．小王晚上加班后，私自驾驶单位的一公车回家，因天黑路滑，

将车撞上了路边护栏，导致车辆报废和部分护栏损坏

B．运输公司黄某送货途中，一老太太突然横穿马路，他来不及刹

车将其撞成重伤

C．谢某在一拐弯处从右边超车，撞倒了路旁的电线杆，造成副驾

驶位乘客死亡，城区停电八小时

D．张某和李某同在一街道开餐馆，李某经营有方，生意兴隆，而

张某菜馆生意每况愈下，一日，为了发泄私愤，张某开车将李某撞成了

重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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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真题8】（单选题）

齐某欠下了巨额赌债，某日趁放学之际将做生意的朋友赵某之子小

东骗到了自己租住的房屋内，电话要挟赵某交来 50 万元赎金，齐某发

现张某报警后，遂将小东杀死，齐某的行为构成的犯罪是（   ）

A．绑架罪 

B．敲诈勒索罪 

C．故意杀人罪 

D．非法拘禁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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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真题9】（单选题）

张某为了要男孩，将妻子刚生下的生重病的女婴扔进小河里淹死。

张某应被定为犯有（  ）

A．过失杀人罪

B．故意杀人罪

C．遗弃罪

D．虐待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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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真题10】（单选题）

甲乙丙丁骗陈某参赌，四人在陈某的酒中放了安眠药，想趁陈某意

识不清醒赢他钱，但因甲放的安眠药剂量过大，刚开始打牌陈某就晕了

过去。四人趁机掏空陈某钱包，四人的行为构成了（  ）

A．赌博罪 

B．抢劫罪 

C．盗窃罪 

D．诈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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