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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刑法主观题金题演练及押题素材

第一章 刑法主观题的命题形式和答题方法

一、刑法主观题命题形式、内容与素材：三四个人、四五个罪、五六个点

1、命题基本格局是：人身财产贪贿犯罪+共同犯罪+认识错误+一个观点问题（近来倾

向于实务中的难点问题）。

2、分则罪名方面。刑法案例题的分则罪名涉及的是多发常见的普通罪名，集中于“三

章加两节”的罪名。以下为法考主观题常考罪名列表。

第四章侵犯公

民人身权利、民

主权利罪

故意杀人罪，过失致人死亡罪，故意伤害罪；强奸罪，强制猥亵、侮辱罪；

非法拘禁罪，绑架罪；拐卖妇女、儿童罪，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

诬告陷害罪，侮辱罪，诽谤罪，刑讯逼供罪

第五章侵犯财

产罪

抢劫罪，抢夺罪，敲诈勒索罪，盗窃罪，诈骗罪，侵占罪，职务侵占罪，

故意毁坏财物罪

第八章贪污贿

赂罪

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受贿罪，行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对有影响力

的人行贿罪

第九章渎职罪 滥用职权罪，徇私枉法罪

第二章危害公

共安全罪

放火罪，失火罪，投放危险物质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交通肇

事罪，危险驾驶罪

第三章破坏社

会主义市场经

济秩序罪

走私武器、弹药罪，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

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集资诈骗罪，贷款诈骗罪，票据诈骗罪，信用卡

诈骗罪，保险诈骗罪；逃税罪，骗取出口退税罪；合同诈骗罪，非法经营

罪

第六章妨害社

会管理秩序罪

妨害公务罪，招摇撞骗罪，赌博罪；妨害司法犯罪；计算机信息系统犯罪；

毒品犯罪；卖淫周边犯罪

3、在总论理论方面，经常会考到的问题有：共同犯罪（如共同犯罪的成立、继承共

犯、共犯的脱离、共同犯罪的未完成形态、部分犯罪共同说等）；认识错误（对象错误、

打击错误、因果关系错误）；因果关系；故意与过失的认定；犯罪形态（既遂、未遂、未

遂、中止）；罪数（特别是想象竞合犯、牵连犯、事后不可罚、吸收犯等）与法条竞合；

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区分。在刑罚论方面，主要考察累犯、自首、立功的认定。

4、2018 年首届法考刑法主观题特别注意事项：由于主观题官方发放法条参考书，故

而在答题时必须援引具体法条，要求对法条相当熟悉。

二、主观题做题流程：先通读案情，对案情进行分段，整理出疑难点，再

逐一分析，写出答案

（一）在案情事实比较复杂时，可在草稿纸上用画图的方法，把涉案人物关系、案

情事实画清楚

例如：某村委会主任周某想私自非法获取土地征收款，欲找县国土局局长张某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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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送给县工商局局长李某 10 万元，托其找张某说情。李某与张某不熟，送 5 万元给县财

政局局长胡某，让胡某找张某。胡某找到张某后，张某碍于情面，违心答应，但并未付诸

行动。问题：周某、李某、胡某、张某如何定性？

（二）在脑海里简要列出该案情事实所涉及的刑法问题，以及判断的标准和关键

（三）层次分明的写出答案

三、答题格式和得分标准（判决书精要）：条理清晰、切中要点

（一）答案定位：写给阅卷者看，以判决书精要为模板

（二）在作答格式上：结论精准、条理清晰、理由切中要点

1、答案必须写得条理清晰、纲要清楚。例如：

（1）张三构成 A 罪（既遂）、B 罪（未遂）、C 罪（中止）。应当数罪并罚。其中 C 罪

与李四构成共同犯罪。

①张三实施的 A 行为，构成 A 罪（既遂）。理由是……

②张三实施的 B 行为，构成 B 罪（未遂）。理由是……

③张三实施的 C 行为，构成 C 罪（中止）。与李四构成共同犯罪。理由是……

（2）李四构成……

（3）王五构成……

2、应当先写结论，再写理由。如果理由较长，可以另起一段。例如：

甲某构成 A 罪（既遂）。

理由是：……

由于考生多数是首先写推理过程，最后才写结论，因此，在写作技巧上，可以先前结

论空着，等写完推理过程和理由、依据之后，再来填写文首的结论。以后的主观题机考时

代，可以直接复制粘贴。

3、写结论时，要求精准决绝。不能模棱两可，搞“含糊策略”，把似是而非的都写上

去，试图迷惑阅卷人。例如：

X 不能这么写：甲某构成诈骗罪，也有可能构成盗窃罪吧。

√而应这么写：甲某构成诈骗罪，不构成盗窃罪。

对于罪数问题拿不准的，一般把触犯的罪名都写出来，要好一些。

4、写理由时，注意“切中要点”。

要“切中要点”，直接答出阅卷人想看到的“得分点”（关键词）。

（1）X 认定行为人构成某罪时，不能这么写：因为 A 罪的构成要件是客体、客观要

件、主体、主观要件，而甲某的行为符合了 A 罪的客体、客观要件、主体、主观要件，所

以构成 A罪。

（2）√而应当这么写：

①如果是简单的罪名，直接简述构成要件、并援引法条即可。例如：甲使用暴力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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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害人后当场劫夺其财物，根据刑法第 263 条，构成抢劫罪。

②如果有法条依据，可直接援引法条。例如：甲为了索取赌债而非法扣押被害人，依

照刑法第 238 条第 3 款的规定，构成非法拘禁罪。

③如果认定难点是与其它罪名的区分，直接写区分要点。例如，甲构成盗窃罪，而不

是诈骗罪。因为被骗人在转移占有时没有认识到事物的性质、没有认识到转移占有的事实，

按照意识性处分行为说，不能认为其实施了刑法上的处分行为。在被害人不知情的情况下

转移占有，属于刑法第 265 条规定的盗窃行为，构成盗窃罪。

④如果欠缺某个要素，或者客观不法、主观责任要素不统一，而导致罪名不成立的，

直接写明客观、主观的推理过程，欠缺的构成要件要素。例如，甲不构成贪污罪。因客观

上行为对象是其本人财物，并不是贪污罪的对象国有财物或公共财物，不符合刑法第 382

条规定的贪污罪的行为对象要求；其虽在主观上具有贪污故意，但不构成贪污罪。

⑤如果客观不法、主观责任要素不统一，但客观主观可重合于某罪名的，直接写明客

观、主观的推理过程。例如，在客观方面，物主近在咫尺，应该认定为他人占有的财物，

系盗窃罪的对象，行为人的行为应当认定为盗窃行为。在主观方面，行为人误认为系脱离

他人占有的遗忘物，具有侵占罪故意。因行为人欠缺盗窃故意，不能构成盗窃罪。行为人

的行为符合刑法第 270 条侵占罪的构成，构成侵占罪。

（3）涉及刑法总论的考点，可先叙述所涉及的总论的疑难点（考点），再作细致解析。

例如：

①“承继的共犯”。例如，甲与乙构成盗窃罪的共同犯罪，乙在甲盗窃犯罪终了之前

加入，以共同盗窃故意实施部分盗窃行为，系承继的共犯。符合刑法第 25 条第 1 款的规

定，构成共同犯罪。

②“共犯脱离”。例如，甲成立故意杀人罪既遂，因其未切断帮助行为与死亡结果的

因果关系，共犯脱离不成，仍对被害人死亡的结果负责。

③“因果关系中断”、“犯罪中止”。例如，甲成立故意杀人罪中止。死亡结果虽然发

生，但系乙的行为导致，介入因素中断的因果关系，非因甲的杀人行为导致，甲不构成既

遂。甲自动放弃犯罪，尽了最大的、真诚的救助努力，介入因素中断因果关系。根据刑法

第 24 条的规定，可认定为“自动有效防卫犯罪结果发生”，构成犯罪中止。

④“对象认识错误”、“具体认识错误”。例如，甲构成故意伤害罪既遂（致人重伤），

甲误将丙认作乙射杀，系对象认识错误、具体认识错误，不影响故意伤害罪既遂的成立。

四、主观题做题中的法条援引：援引序号，切中要点

1、只需援引法条序号，没有必要、也不需要长段抄写法条。在叙述判案理由时，可

以将法条中的核心关键词（采分点）融入案情之中。例如：

（1）X 认定行为人构成非法拘禁罪时，不宜这么写：根据刑法第 238 条（非法拘禁

罪）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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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索取债务

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处罚。”因此，甲某构成非法拘禁罪。

（2）√而应当这么写：甲为了索取高利贷而非法扣押被害人，依照刑法第 238 条第

3 款的规定，构成非法拘禁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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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则罪名法条尽量能援引就援引；对于总则法条，没有明文规定的总论理论，不

必援引法条。例如，象不作为、因果关系等问题，由于刑法总则中没有明文规定，故而进

行判断时，没有法条可供援引，直接叙理即可。

3、在叙述案件理由、“切中要点”时，要围绕所援引的法条展开。例如，讨论是否构

成犯罪中止时，要结合刑法第 24 条（犯罪中止）第 1 款中“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

“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这些要素展开。在区分盗窃罪与侵占罪时，可以围绕刑法第

264 条盗窃罪的对象“公私财物”的解释展开，等等。由此，可以将刑法问题的讨论拉回

法条适用层面上，体现“奉法为尊”的法治精神。

4、记住一些常考的法条，如有必要查阅法条时，直接写明法条序号，或者根据目录

直接抄写法条序号即可。

第 269 条转化

型抢劫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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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抢劫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267条第2款

携带凶器抢夺

定抢劫罪

携带凶器抢夺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抢劫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 263 条普通

抢劫罪

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构成抢劫罪。

第 264 条盗窃

罪

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构成

盗窃罪。

第 266 条诈骗

罪

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诈骗罪。

第 267 条侵占

罪

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退还的；将他人的遗忘物或者埋藏

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交出的，构成侵占罪

第238条第3款

索债型非法拘

禁罪

为索取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处罚。

第238条第2款

非法拘禁罪结

果加重犯、转化

犯

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

徒刑。使用暴力致人伤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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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条绑架

罪

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的，或者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以勒索财物为目的偷盗婴幼

儿的，构成绑架罪

第 382 条贪污

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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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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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财

物的，以贪污论。与前两款所列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

第 384 条挪用

公款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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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是挪用公

款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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