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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编 介 绍

昶　 霖　 １９９５ 年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ꎬ１９９８ 年用两个月时间通过律师资格考试ꎬ自 １９９９ 年参与法

律硕士考前辅导教学ꎬ担任北京市海淀区科教园博仁培训学校的资料部主编ꎮ 昶霖老师深谙法律命题规律

与特点ꎬ擅长押题与学习方法指导ꎬ对考点预测准确ꎬ其编写的图书资料深受考生好评ꎬ在考生中享有很高的

声誉ꎮ
历年主编的教材与资料主要包括:
«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法律硕士专业学位联考考试教材考点解析»
«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法律硕士专业学位联考预测 ６ 套卷»
«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法律硕士专业学位联考历年真题»
«法律硕士昶霖押题»
«考研政治老狼押题»

成功离不开努力，好方法方能点石成金。

学习是一种能力，会学习从选择一套好书开始！

——昶霖



修 订 说 明

本书自 ２０１３ 年出版ꎬ由北京市海淀区科教园博仁培训学校组织名师精心编写ꎬ经过历年修订ꎬ成为一本

优秀的法律硕士联考考试教材ꎮ 本书考点全面ꎬ知识结构更加条理清楚ꎬ考点在哪里、重要程度、怎么考一目

了然ꎬ重点突出ꎬ解析到位ꎬ更加方便考生学习ꎮ 本书在手ꎬ如名师相随ꎬ学长伴读ꎬ出版十年来赢得考生一致

好评!
本书适合参加法律硕士联考考试的考生ꎬ包括非法学方向、法学方向ꎬ全日制考生、非全日制(在职)考

生ꎮ 法硕非法学与法硕法学的考查内容、范围相同ꎬ教材编写时兼顾了法硕法学的考查题型与难度ꎮ
２０２２ 年教材考点解析ꎬ按照最新考试大纲要求编写ꎬ根据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之前最新法律及司法解释修

订ꎮ

　 　 一、本书亮点

１. 紧扣考试大纲要求ꎬ以考试分析为蓝本ꎬ博采众长ꎮ 对照联考指南ꎬ扩展重要司法解释ꎬ整理答题要

点ꎬ弥补考试分析内容覆盖不全、层次不清等不足ꎬ是法硕应考不可或缺的好教材ꎮ
２. 一书多能ꎬ省去了复习的很多麻烦ꎮ 每个知识点都附有法条ꎬ省去了查阅对照法条的繁琐ꎻ知识点后

附有历年真题ꎬ便于考生了解考试方式与侧重点ꎬ加深了考点的理解ꎻ书中对易错点、易混点进行了总结对

比ꎻ对主观题考点ꎬ归纳答题要点及思路ꎮ 对此ꎬ考生评价“帮助很大”ꎮ
３. 知识体系脉络清晰ꎬ考点分级、重点突出ꎮ 用不同符号、颜色区分重点和次要内容ꎬ区分考点与非考点

内容ꎬ提醒易考题型、关键词ꎬ考点在哪里、重要程度一目了然ꎮ
４. 本书在修订时ꎬ编者根据命题规律ꎬ对重要考点作了预测性标注ꎮ

　 　 二、符号使用说明

▲重点符ꎻ波浪线:考点掌握内容ꎻ蓝色:强调或引起注意ꎬ相对重要ꎻ
×非考点ꎬ出题概率极小ꎬ可忽略ꎻ【】标注ꎻ◎用于真题与例题ꎻ○基本概念ꎻ
∥补充说明或辅助理解的内容ꎻ‖«指南»或司法解释补充内容ꎬ分析上没有ꎮ
{单 ２０２０. １６[８]}:真题编号ꎬ指 ２０２０ 年单选非法学第 １６ 题ꎬ法学第 ８ 题ꎻ
の:在民法学中替代«民法典»ꎻ在刑法学中替代«刑法»ꎻ在宪法学中替代«宪法»ꎮ

　 　 三、售后服务

售后电话:０１０ － ５９２０１７６１ꎬ１８２０１４６４４２７ꎬ售后服务 ＱＱ 号:２１８８６３１２３７
欢迎您来到科教园ꎬ实现自己的法硕梦想!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书 评 选 摘

用好绿三本ꎬ法硕考研事半功倍ꎬ听听考生怎么评价:
绿三本是一套优秀教辅书ꎬ法律硕士专业课吃透绿三本ꎬ就足够了ꎮ “二战”专业课我只用了绿三本ꎬ考

研成功路上ꎬ真的帮助了我很多ꎬ印象颇深ꎮ
———江西财经大学李根

«考点解析»可谓匠心之作ꎬ是我见过最好的考研教材ꎬ没有之一ꎮ «考点解析»融会贯通考试分析、联考

指南、法条、真题、司法解释、名师授课内容ꎬ巧妙地使用了双色及各种符号标注ꎬ使得知识脉络条理清晰、主
次分明ꎮ 每一个知识点ꎬ包含法条引述、概念及要件详解、考查方式、重要程度几个方面ꎬ紧随知识点之后进

行原题再现ꎮ 这对于我们备考非常方便ꎬ每个知识点在考试中会不会经常考、怎么考ꎬ做到心中有数ꎮ «考
点解析»节省我大量的复习时间ꎬ极大地提高了我的复习效率ꎮ

———复旦大学徐先鹏

对照了三本法硕教材ꎬ我选择了«考点解析»ꎮ 这本书几乎所有的考点都作了标注ꎬ用不同符号区分重

要程度ꎬ往年考题附在相应考点后ꎬ还增加了如体系图、法条、指南补充等非常有价值的内容ꎮ 让我非常佩服

的是标注虽多ꎬ却不杂乱ꎬ主次清晰、条理分明ꎮ 所以用这本书的时候ꎬ不会毫无头绪ꎬ我几乎没有作什么笔

记ꎬ主要靠看这本书ꎬ根据它的要点提示ꎬ自己就知道哪些不用看ꎬ哪些该看了ꎬ这本书具有状元笔记的功能ꎬ
笔记其实都在书上ꎮ

———北京师范大学张振国

«考点解析»像辅导老师在给学生讲解一般ꎬ把每一个知识点全方位解读ꎮ
———中国地质大学张艺瑶

科教园手把手帮我实现法硕名校梦想!
———中国政法大学邢星



全国法律硕士(非法学、法学)联考考试说明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简称法律硕士)１９９６ 年开设ꎬ是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重要科目ꎮ 自 ２０００ 年

开始实行全国联考ꎬ由国家统一命题ꎬ只面向非法学专业招生ꎬ即法律硕士(非法学)专业方向ꎮ ２０１０ 年增设

了法律硕士(法学)专业方向ꎬ面向法学专业学生招生ꎮ 法律硕士非法学与法律硕士法学分卷考试ꎬ分开选

拔ꎬ非法学的考生只能报考法律硕士(非法学)ꎬ法学的考生只能报考法律硕士(法学)ꎮ
法律硕士(非法学)与法律硕士(法学)比较:(１)在考试内容和范围方面自 ２０１７ 年两者完全统一ꎻ

(２)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简述题两者统一ꎬ只是在单项选择题的数量上ꎬ非法学每卷比法学多出 ２０ 道ꎮ
其他主观题在题型、难度、分值上略有不同ꎬ法学难度稍大ꎮ

　 　 一、考试性质

为了进一步落实 ２０１０ 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 － ２０２０ 年)»ꎬ实践国务院学位委

员会公布的«硕士、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总体方案»ꎬ法律硕士专业学位联考积极响应国家从培养

学术型人才为主向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的战略转变要求ꎬ体现法律职业的专业性与应用性ꎬ提升法律硕士这

一专业学位的社会竞争力ꎮ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联考的专业基础课与综合课是为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招收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而设置的具有选拔性质的全国联考科目ꎬ其目的是科学、公平、有效地测试考生是否具备继续攻读法律硕士

专业学位所需要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ꎮ 评价标准是高等院校非法学或法学专业本科毕业生分别所能达到

的及格及及格以上水平ꎬ满足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择优选拔的需要ꎬ确保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招生质

量ꎮ
考试辅导用书:
１. «２０２２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法律硕士专业学位联考考试教材考点解析»(法律出版社)
２. «２０２２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法律硕士专业学位联考历年真题»(法律出版社)
３. «２０２２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法律硕士专业学位联考预测 ６ 套卷»(法律出版社)

　 　 二、法律硕士联考考试大纲基本内容简介

　 　 (一)考试的学科范围

根据法律硕士联考大纲ꎬ法律硕士联考包括专业基础课和综合课两套试题ꎮ 专业基础课考试包括刑法

学和民法学两部分ꎬ综合课考试包括法理学、中国宪法学和中国法制史三部分ꎮ

　 　 (二)考查目标

专业基础课在考查刑法学和民法学基本知识、基本理论的同时ꎬ注重考查考生运用刑法学原理和民法学

原理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法律语言的表达能力ꎮ 考生应能:
１. 准确地再认或再现刑法学和民法学的基本知识ꎮ
２. 正确理解和掌握刑法学和民法学的重要概念、特征、内容及其法律规定ꎮ
３. 运用刑法学和民法学原理解释和论证某些观点、明辨法理ꎮ
４. 结合社会生活或特定的法律现象ꎬ分析、评价有关案件、事件ꎬ找出运用法律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方

法ꎮ
５. 准确、恰当地使用法律专业术语ꎬ论述有据ꎬ条理清晰ꎬ符合逻辑ꎬ文字表达通顺ꎮ
综合课主要考查相关学科的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和基本原理ꎬ从理论法学的角度测试考生是否具备法律

硕士专业学位培养目标所要求的知识、能力和素养ꎮ 在考查考生对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的理解及掌握的同

时ꎬ侧重考查考生综合运用法学知识及原理分析、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以及法律语言的表达能力ꎮ 考生应

能:
１



１. 正确掌握和准确理解法理学、中国宪法学和中国法制史的基本概念、特征和基本原理ꎮ
２. 正确运用法理学、中国宪法学和中国法制史的基本知识和原理ꎬ对给定材料进行分析处理和正确评

价ꎮ
３. 结合我国法治建设的实际ꎬ综合运用法理学、中国宪法学和中国法制史的基本知识和原理ꎬ对我国现

实法律现象和法治问题进行综合分析ꎬ并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ꎮ
４. 准确、恰当地使用法学专业术语和运用法律思维进行表述ꎬ论述有据ꎬ条理清晰ꎬ符合逻辑ꎬ文字表达

通顺ꎮ

　 　 三、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ꎬ每卷考试时间 １８０ 分钟ꎮ

　 　 (一)法律硕士专业基础课试卷:满分 １５０ 分ꎬ刑法与民法各占 ７５ 分ꎮ

题型 非法学 法学

单项选择题 每小题 １ 分ꎬ共 ４０ 题 ４０ 分 每小题 １ 分ꎬ共 ２０ 题 ２０ 分

多项选择题 每小题 ２ 分ꎬ共 １０ 题 ２０ 分 每小题 ２ 分ꎬ共 １０ 题 ２０ 分

简答题 每小题 １０ 分ꎬ共 ４ 题 ４０ 分 每小题 １０ 分ꎬ共 ４ 题 ４０ 分

法条分析题 每小题 １０ 分ꎬ共 ２ 题 ２０ 分

论述题 每小题 １５ 分ꎬ共 ２ 题 ３０ 分

案例分析题 每小题 １５ 分ꎬ共 ２ 题 ３０ 分 每小题 ２０ 分ꎬ共 ２ 题 ４０ 分

　 　 (二)法律硕士综合课试卷:满分 １５０ 分ꎬ法理约 ６０ 分ꎬ宪法约 ５０ 分ꎬ中国法制史约 ４０ 分ꎮ

题型 非法学 法学

单项选择题 每小题 １ 分ꎬ共 ４０ 题 ４０ 分 每小题 １ 分ꎬ共 ２０ 题 ２０ 分

多项选择题 每小题 ２ 分ꎬ共 １０ 题 ２０ 分 每小题 ２ 分ꎬ共 １０ 题 ２０ 分

简答题 每小题 １０ 分ꎬ共 ３ 题 ３０ 分 每小题 １０ 分ꎬ共 ３ 题 ３０ 分

分析题 每小题 １０ 分ꎬ共 ３ 题 ３０ 分

论述题 每小题 １５ 分ꎬ共 ２ 题 ３０ 分
共 ５ 小题 ８０ 分ꎮ 法制史分析题 ２０ 分ꎬ

法理与宪法各 ２ 题每小题 １５ 分

２



　 　 科教园法硕培训简介

科教园法硕培训中心成立于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法苑楼ꎬ１９９９ 年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的专家教授发
起创办ꎬ是自首届全国联考开始就致力于法律硕士命题研究与考前培训的
专业教学机构ꎮ 我校坚持“质量求生存、信誉求发展”理念ꎬ依托中国人民
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四校名师资源ꎬ聘请名师教学ꎬ
以过硬的教学质量ꎬ累计培训法硕考生数万人次ꎬ培养出 ６ 名全国状元及上
百名名校状元ꎬ大批学员从这里顺利考入自己理想的院校ꎬ我校被海淀区评
为自律与诚信建设先进单位ꎮ

我校教学以名师授课为主线ꎬ配套一对一个性化教学ꎮ 通过名师教学ꎬ
梳理考点、讲解重点、解析疑点ꎬ抓住关键ꎮ 通过个性化教学ꎬ满足考生的不同需求ꎬ解决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各种
问题ꎬ从而克服“瓶颈”ꎮ 教学中我校注重培养考生好的学习技巧与方法ꎬ提高学习效率ꎬ提升学习效果ꎮ 我校保持
较高的通过率ꎬ曾创下学员 ８２ 人报考北大ꎬ７２ 人通过复试线ꎬ５７ 人被录取的良好纪录! 科教园全方位的教学服务ꎬ
在众多机构中脱颖而出ꎬ成为全国考研辅导优秀老品牌ꎮ

辅导科目:法硕基础专业课、法硕综合课、考研英语、考研政治ꎮ 公共课教学见网站或咨询ꎬ从略ꎮ
师资团队:
我校法硕师资团队主要由人大、政法、北大、清华四校辅导经验丰富的名师及专家组成ꎬ他们具有过硬的专业

功底ꎬ高超的传道授业解惑能力ꎬ授课重点突出ꎬ考点把握精准ꎻ多数拥有十年以上法硕一线辅导经验ꎬ对命题有
着深入研究ꎬ熟知考生不同阶段的需求ꎬ在指明考点、讲解重点、梳理易错点、解析疑难点的同时ꎬ把蕴含在知识
点背后的法理讲解透彻ꎮ 我校以师资力量强、教学质量优、押题准ꎬ在学员中树立了良好的口碑ꎮ 欢迎走进科教园ꎬ
领略名师风范!

昶霖:主编法律硕士教材«考点解析»«法硕真题»«预测 ６ 套卷»«昶霖押题»«老狼押题»ꎮ ２２ 年法律硕士一
线辅导教学ꎬ深谙命题规律ꎬ擅长押题与方法指导ꎬ授课针对性强ꎬ最大限度地浓缩复习范围ꎬ所指导的学生提分
显著ꎬ主讲五科考点梳理、根据内部信息预测押题ꎬ在钻石卡与金卡班带学员ꎮ

王启富:中国政法大学原常务副校长ꎬ２０ 年法硕一线辅导教学经验ꎬ授课脉络清晰ꎬ历年主观题预测班很好的
把握主观题方向ꎮ

姚欢庆:中国人民大学民法学副教授ꎬ自２０００ 年开始参与法硕一线辅导教
学ꎬ授课主次分明ꎬ预测准ꎬ深受考生好评ꎮ

陈老师:北京大学刑法学教授ꎬ十多年法硕一线辅导教学ꎬ授课思路清晰ꎮ
周洪江:民法学讲师ꎬ清华大学法学博士ꎬ多年法律硕士一线辅导经验ꎮ
王理万:中国政法大学宪法学副教授ꎬ多年法硕一线辅导经验ꎮ
郑真理:中国政法大学法理学副教授ꎬ多年法律硕士一线辅导经验ꎮ
张琮军: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ꎬ十年法硕一线辅导经验ꎬ主讲中国法制史ꎮ
考研英语:唐启明(中国人民大学讲师)、王若平等名师主讲ꎮ
考研政治:何虎生(人大教授)、张云天(北大讲师)、孟范昆(江西师大教授)、尚季泽(对外经贸名师)ꎮ
配套资料与考前押题:
我校配套资料全、押题精而准ꎬ考前押题押中多数主观题! 配套资料除辅导讲义外ꎬ还包括:(１)法律硕士专

业学位联考考试教材考点解析»ꎻ(２)«法律硕士专业学位联考预测 ６ 套卷»ꎻ(３)«法律硕士专业学位联考最近十年
真题»及早期历年真题改编的训练题ꎻ(４)法硕专业课必备法条汇编ꎻ(５)基础专业课案例分析精选汇编ꎻ(６)«昶霖
押题»ꎻ(７)«老狼押题»等ꎮ 我校由名师在串讲班与主观题冲刺班中预测考题外ꎬ还组织内部老师根据最新信息
编写押题资料ꎬ２１ 年来我校资料有效地对面授进行补充ꎬ很多原题押中ꎬ多道简述、案例分析与原题一字不差ꎬ我校
配套资料曾创下共 １７ 道主观题押中原题 １５ 道的纪录! 截至目前ꎬ连续 ２１ 年以较高而又稳定的押题命中率ꎬ成为历
届学员出奇制胜的法宝!

法硕经典名师全程班次介绍:(２０２２ 级)
基础班:暑期 ７ 月 １６ 日开课ꎮ 扎实的基础ꎬ是您迈向成功的基石与保障! 本班紧扣大纲和考试题型ꎬ全面系统讲

解知识点、梳理考点、讲解重点、提醒易错点、解析疑难点ꎬ通过系统讲解ꎬ帮助考生形成理论构架、正确理解考点ꎬ
抓住重点ꎬ了解考点易出题型ꎬ把握精髓ꎬ从而提高复习的针对性、浓缩复习范围ꎬ为考生高分冲刺打下扎实的基础ꎮ

习题特训班:暑期 ８ 月 ２ 日开课ꎮ 考点的正确理解和准确运用是冲刺高分的关键! 本班由授课名师针对重要考
点ꎬ以最可能出的题型ꎬ用试题或训练题的形式模拟出题、覆盖重点ꎮ 本班从试题的角度把握考点ꎬ帮助考生将知
识前后贯穿ꎬ活学活用ꎬ提高应试能力ꎮ

串讲班:１１ 月 １６ 日开课ꎮ 本班由授课名师结合最新考试动态ꎬ凭借其对命题规律的把握和敏锐的洞察力ꎬ串讲预测考
点ꎬ把脉考试方向、直指考题ꎬ缩小范围ꎬ提高考前复习的针对性ꎮ 同时补充资料押题ꎬ能够很好地帮助学生快速冲刺ꎮ

主观题冲刺班:１１ 月 １６ 日开课ꎮ 本班由授课名师针对主观题题型ꎬ预测考题ꎬ讲解答题要点与思路ꎬ本班自
２００３ 年开设ꎬ历年很好地把握了主观题考试命脉ꎬ多数主观题都能原题押中ꎮ 名师授课打下扎实基础与好押题画龙
点睛ꎬ帮助无数考生成就法硕梦想!



科教园 ２０２２ 级法硕课程介绍(专业课、英语、政治)

免费直播讲座:
主讲内容:(１)法硕专业介绍与前景分析ꎻ(２)命题规律分析ꎬ备考策略指导ꎻ(３)复习技巧与方法ꎮ
第 １ 期:５ 月 ２０ 日晚 ７:００ꎻ第 ２ 期:６ 月 １６ 日晚 ７:００
ＱＱ 群(８６９４７６６８６)直播ꎬ参与直播可免费领取礼品ꎬ报课可享优惠ꎬ立即加群关注群通知吧!
法硕春季预科班(新开课程):
适用教材:２０２２ 版法硕教材考点解析ꎻ主讲:昶霖ꎻ优惠价:６８０ 元ꎻ课时:８０ ~ １２０ 学时(以实际录制为准)ꎮ
ＶＩＰ 及以上学员可免费听ꎬ其他学员可半价购买ꎬ绿三本读者报名享 ７ 折优惠ꎮ

推荐套餐:
编号 套餐名称 简要说明 面授 /元网课 /元

ＦＴ２２０１ 法硕
经典全程班

法硕经典名师全程班次 ＋赠课(导学课 ＋ 各科知识框架梳理课 ＋ 重点科目精
讲班 ＋真题解析课 ＋复试指导课)资料:绿三本 ＋法条 ＋案例精选 ＋讲义等

３９８０ ２９８０

ＦＴ２２０２ 法硕
ＶＩＰ 全程班

ＦＴ２２０１ ＋ 六套卷解析课 ＋ 预测点睛班ꎻ专业课助教 １ 对 １ 辅导 ２ 次 / 月ꎻ
赠:ＶＩＰ 复试拔高班 ＋ 第 ２ 年免费重修经典全程网课ꎮ 资料增加:ＶＩＰ 复习
指导手册 ＋ 考点狂背 ＋ 昶霖预测点睛班(含昶霖押题)

６８００ ５６００

ＦＴ２２０３ 全科
ＶＩＰ 全程班

ＦＴ２２０２ ＋ 英语全程班 ＋ 政治全程班ꎮ
加赠:法硕考研学员微课堂 ＋ 往年基础班网课 ＋ 专业课与英语助教 １ 对 １
辅导 ＋ 奖学金ꎻ政英配套讲义 ＋ 老狼押题 ＋ 政治五套模拟卷

１０ ８００ ８８００

　 　 早报名早学习ꎬ优惠价及单班次价格请咨询客服ꎬ具体开课日期参见网站或咨询客服ꎮ 经典班次简介:
法硕专业课经典名师全程:基础班(７ 月ꎻ面授 １６８０ 元 / 网课 １３８０ 元) ＋ 特训班(８ 月初ꎻ面授 １０８０ 元 / 网课 ８８０

元) ＋ 串讲班与主观题冲刺班(１１ 月ꎻ面授 １７００ 元 / 网课 １２００ 元) ＋ 昶霖预测点睛(含«昶霖押题»８００ 元)
考研英语名师全程:基础强化班(７ 月) ＋ 串讲班与高分写作班(１１ 月中旬)ꎬ网课 ６００ 元
考研政治名师全程:基础强化班(８ 月) ＋ 串讲班及时政班(１１ 月中旬) ＋ «老狼押题»ꎬ网课 ８００ 元
随报随学课程:导学规划班:４ 课时ꎬ１８０ 元ꎻ各科知识框架梳理课:５０ 课时ꎬ３８０ 元ꎮ
辅助课程:(１)重点科目精讲班ꎬ４ 月至 ６ 月ꎬ１１２ 课时ꎬ５８０ 元ꎻ(２)大纲变动解析课:９ 月ꎬ４ 课时ꎬ免费ꎻ(３)真

题解析课:把握命题方向ꎬ１０ 月ꎬ２４ 课时ꎬ３８０ 元ꎬ直播与网课ꎻ(４)预测六套卷解析课:模拟题训练ꎬ１０ 月ꎬ３２ 课时ꎬ
３８０ 元ꎻ(５)基础复试指导班:４ 课时ꎬ３８０ 元ꎻＶＩＰ 复试拔高班:１６ 课时ꎬ面授 １９８０ 元、网课 １２８０ 元ꎮ

高端集训营推荐:
编号 套餐名称 简要说明 定价 /元 说明

ＦＶ２２ － １ 银卡班

７ 月 ８ 日至复试ꎬ随报随学ꎬ名师课程 ＋ 小班面授集训ꎮ 全科全方位辅
导ꎻ４ 轮复习ꎻ３ 师辅导(高校名师 ＋ 集训营讲师 ＋ １ 对 １ 助教全方位辅
导)ꎻ４ 大服务:全年学习计划 ＋１ 对 １ 督学答疑 ＋分阶段测试 ＋复试ꎻ
赠:ＦＴ２２０３ 网课ꎻ不过第 ２ 年赠全科全程网课ꎻ协助住宿

３８ ０００

ＦＶ２２ － ２ 金卡班
５ 月 １２ 日至复试ꎬ随报随学ꎬ限额招生ꎬ小班面授集训ꎮ 除 ＦＶ２２ － １ 服
务外ꎬ小班个性化辅导课程ꎻ学习督查ꎮ 不过第二年可免费重修ꎻ昶
霖点拨课程

６８ ０００

ＦＶ２２ － ３ 昶霖拔高课

一期:６ 月初开课ꎻ二期:９ 月初开课ꎻ每期 ＡＢ 两个班ꎬ每班限 ３ 人ꎬ
时长４０ 天左右ꎬＡ 班招二战考生ꎬＢ 班零基础考生ꎮ 银卡学员、金卡
学员有特惠ꎬ钻石卡免费学习ꎬ额满为止ꎮ 签约未达目标线按约定退
费(退约 ９０％ )ꎮ 专家一对一ꎬ提分快ꎬ过关有保障

６０ ０００

优惠价见网
站或咨询
全程集训ꎬ
从零开始学
习到能够通
过考试ꎬ全
方位、 一 站
式辅导

优惠及服务:(１)老学员、团体、贫困生、残疾生报名享有特别优惠ꎮ
(２)外地学员可安排食宿(费用自理)ꎬ提供课后至考前全程免费答疑ꎬ活动期内赠教材、辅导书籍ꎮ
联系方式:
网址: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ｊｋｊｙ. ｃｏｍ　 　 　 报名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南院)
电话:４００ － ８１０ － ２４６８ꎬ０１０ － ８２３３０１１８　 　 　 手机:１５８０１２９０１２２ꎬ１５０１１００２６６０
微信号:ｋｊｙｈａｎꎬｋｊｙｅｄｕｌ　 　 　 ＱＱ:８００８８８２８ꎬ８０７８６９３４７
科教园始于 １９９９ 年ꎬ法硕辅导更专业ꎬ我们全体教职工将继续不懈努力ꎬ为您保驾护航!
欢迎来到科教园ꎬ我们专注法硕辅导 ２２ 年ꎬ有理由相信ꎬ只要您努力ꎬ在这里一定能实现法硕名校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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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学(专业基础课)

刑法学

记忆树

总则

第 １ ~ １２ 章

概述———刑法概念:罪责刑ꎻ原则、效力范围(第 １ 章)

犯罪论

第 ２ ~ ８ 章

犯罪的概念:概念和特征(第 ２ 章)

犯罪构成:客体、客观方面、主体、主观方面(第 ３ 章)

正当化事由: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第 ４ 章)

停止形态:既遂、未遂、中止、预备(第 ５ 章)

共同犯罪:主犯、从犯、胁从犯、教唆犯(第 ６ 章)

数罪形态:(第 ７ 章)

刑事责任:(第 ８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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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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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罚论

第 ９ ~ １２ 章

刑罚概述:５ ＋ ３ ＋ １(第 ９ 章)

量刑:５ 个制度(第 １０ 章)

执行:２ 个制度(第 １１ 章)

消灭制度(第 １２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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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则

第 １３ ~ ２１ 章

各论概述(第 １３ 章)

危害国家安全(第 １４ 章)

危害公共安全(第 １５ 章)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分 ８ 类)(第 １６ 章)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第 １７ 章)

侵犯财产(第 １８ 章)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分 ９ 类)(第 １９ 章)

贪污贿赂(第 ２０ 章)

渎职(第 ２１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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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号说明:‖«指南»补充ꎻ∥补充说明ꎻ※基本

概念ꎻ◎真题ꎻ▲重点符ꎻ△次重点符ꎻ☆常规考点ꎮ
刑法中的“の”替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ꎮ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刑 法 概 述

　 　 一、刑法的概念

　 　 (一)刑法的定义

※刑法是规定犯罪及其法律后果(刑事责任与
刑罚)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背)ꎮ 这是刑法的形式

定义ꎮ
我国刑法制定机关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ꎮ
‖实质定义(马列主义观点):刑法是指掌握国

家政权的统治阶级ꎬ为了维护其统治利益ꎬ以国家的

名义规定什么行为是犯罪并应科以什么样的刑罚的

法律规范的总和ꎮ

　 　 (二)刑法的形式▲【选择】
我国刑法有以下几种存在形式(或表现形式、

形式渊源):刑法典、单行刑法、附属刑法ꎮ

１.刑法典

刑法典即全面、系统规定犯罪及其法律后果的

内容的法典ꎬ又称普通刑法、狭义的刑法ꎮ
我国先后有两部“刑法典”:(１) １９７９ 年刑法

典ꎮ 又称“修订前刑法典”ꎻ(２)１９９７ 年刑法典ꎮ 又

称“修订后刑法典”ꎬ是现行刑法典ꎮ １９９７ 年 １０ 月 １
日起生效施行ꎮ

考点解析:(１)刑法修正案是现行刑法的组成
部分ꎬ故我国刑法渊源包括刑法修正案ꎮ (２)１９７９
年制定的刑法典及其后颁行的 ２０ 余个单行刑事法

条例、决定等ꎬ除保留的行政处罚、行政措施部分外ꎬ
不再适用ꎮ

◎{法单 ２０１４. １}在刑法理论中ꎬ狭义刑法特指

( )①ꎮ Ａ. 附属刑法ꎻＢ. 单行刑法ꎻＣ. 刑法典ꎻ
Ｄ. 刑法修正案

２.单行刑法

单行刑法是规定某一类犯罪及其后果或者刑法

中某一事项的法律ꎮ
在 １９９７ 年刑法典之后ꎬ我国也曾颁行过一部单

行刑法ꎬ即 １９９８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惩
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ꎮ

◎{单 ２０１６. １}{法单 ２０１１. １}从刑法的形式渊

源来看ꎬ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

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是( )②ꎮ Ａ. 狭义

刑法ꎻＢ. 单行刑法ꎻＣ. 附属刑法ꎻＤ. 立法解释

３.附属刑法

附属刑法是指在经济、行政等非专门刑事法中

附带规定的一些关于犯罪与刑罚以及追究刑事责任

的条款ꎮ 如在«海关法» «环境保护法» «票据法»
«产品质量法»«公司法»中规定的有关追究刑事责

任的条款ꎮ 我国的附属刑法一般只重申刑法典的内

容ꎬ没有确立新的犯罪与法律后果的具体内容(空
白罪状、实质刑法)ꎮ

∥考点解析:非专门刑事法前提是法律ꎬ行政法

规或地方性法规中附属的类似条款不是法律ꎬ故也

不是附属刑法ꎮ
◎{法多 ２０１０. １１}下列法律法规中ꎬ属于我国

刑法渊源的有( )③ꎮ Ａ.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ꎻＢ. «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

犯罪的决定»ꎻＣ. 票据法中关于票据诈骗的刑事责

任的规定ꎻＤ. 国务院行政法规中关于“构成犯罪的ꎬ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

　 　 (三)刑法的分类 ×
(１)广义刑法与狭义刑法ꎮ (在形式上的分类)
广义刑法包含上述一切形式的刑法ꎬ狭义刑法

特指刑法典ꎮ
(２)普通刑法与特别刑法ꎮ (根据效力分类)
刑法典又称普通刑法ꎬ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被

合称为特别刑法ꎮ
适用原则:当犯罪行为同时触犯普通刑法与特

别刑法条文时ꎬ适用特别刑法优于普通刑法的原则ꎻ
当犯罪行为同时触犯两个特别刑法条文时ꎬ适用新
法优于旧法的原则ꎮ

(３)形式刑法与实质刑法ꎮ (根据内容的形式

分类)

　 　 (四)刑法的特征【选择】
１. {法简 ２０１６. ３１}简述刑法的概念和特征:△

广泛性→专门性→严厉性→补充性与保障性
答题要点:刑法是规定犯罪及其法律后果的法

律规范的总和ꎮ 刑法具有以下特征:
(１)调整范围的广泛性ꎮ 刑法在保护的利益与

调整的对象上ꎬ比其他法律部门广泛ꎮ
(２)调整对象的专门性ꎮ 刑法主要规定犯罪及

运用刑罚的方法同犯罪作斗争、追究犯罪人的刑事

责任ꎮ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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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刑罚制裁的严厉性ꎮ 刑法的强制力度较其

他法律的强制力度严厉得多ꎮ
(４)刑法发动的补充性和保障性ꎮ 只有当其他

部门法不能充分保护某种社会关系时ꎬ才由刑法

调整ꎮ

２.考点解析

刑法作为一个法律部门ꎬ同其他法律部门相比ꎬ
刑法具有以下特征:

(１)调整范围的广泛性ꎮ 刑法在保护的利益与
调整的对象上ꎬ比其他法律部门广泛ꎮ “刑法保护

一切对我们社会生活至关重要的利益ꎬ从国家安全、
公共安全、经济秩序到公民个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

利ꎬ而其他法律如民法等可能仅涉及社会生活的某

一方面或某一层面的利益与关系ꎮ 严重违反其他法

律的行为ꎬ就有可能进入刑法的调整范围ꎬ刑法为其

他法律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和保障ꎮ”
(２)调整对象的专门性ꎮ 刑法主要规定犯罪及

运用刑罚的方法同犯罪作斗争、追究犯罪人的刑事
责任ꎮ 刑法的任务以及实现任务的方法不同于其他

法律部门ꎮ
(３)刑罚制裁的严厉性ꎮ 刑法的强制力度较其

他法律的强制力度严厉得多ꎮ 刑法的特点集中体现

在其对犯罪行为的法律后果上ꎬ违反刑法的后果是

刑罚制裁ꎬ刑罚制裁的方法包括剥夺生命、自由、财
产、资格等重要的权益ꎮ 这种法律后果的严厉性是

民法、行政法等其他法律所不能比拟的ꎮ
(４)刑法发动的补充性和保障性ꎮ 只有当其他

部门法不能充分保护某种社会关系时ꎬ才由刑法调
整ꎮ 作为保护社会的“最后手段”ꎬ刑法是其他法律

的保障法ꎮ
刑罚制裁的严厉性ꎬ决定了刑法需要遵循明确

性和谦抑性原则、罪刑法定原则ꎬ要求适用刑罚的前

提(构成要件) 具体化、明确化ꎬ尽量限制刑罚的

适用ꎮ

　 　 二、简述刑法的任务和机能【选择】
の第 １ 条 为了惩罚犯罪ꎬ保护人民ꎬ根据宪

法ꎬ结合我国同犯罪作斗争的具体经验及实际情况ꎬ
制定本法ꎮ

の第 ２ 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任务ꎬ是用

刑罚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ꎬ以保卫国家安全ꎬ保卫

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ꎬ保护国有财

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ꎬ保护公民私人所有

的财产ꎬ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

利ꎬ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ꎬ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

业的顺利进行ꎮ

１.刑法的任务【了解】
我国刑法的任务包含两方面内容:
(１)惩罚任务ꎮ 即用刑罚同一切犯罪行为作

斗争ꎮ
(２)保护人民、社会和国家ꎮ 即①保卫国家安

全ꎬ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ꎻ②保

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ꎬ保护公民

私人所有的财产ꎻ③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

和其他权利ꎻ④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ꎬ保障社会

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ꎮ

２.刑法机能△:规制—保护—保障
刑法的机能ꎬ是指刑法能产生的积极作用ꎮ 一

般说来ꎬ具有 ３ 大机能:
(１)规制机能ꎮ 规制机能是指刑法对人的行为

进行规制或者约束的机能ꎮ
规制机能又称行为规制机能或维持秩序功能ꎮ

其方式是将一定的行为规定为犯罪ꎬ对其规定刑罚ꎬ
向国民显示该行为为法律所不容许ꎻ或者要求国民

不要实施特定的犯罪行为ꎮ ∥公民按照刑法中包含

的行为规范规制自己的行为ꎬ从而避免犯罪ꎬ从社会

角度看ꎬ也就是维持了社会的正常秩序ꎮ 或者说ꎬ规
制机能是指刑法具有使对犯罪行为的规范评价得以

明确的机能ꎬ从而发挥维持社会正常秩序的作用ꎮ
(２)保护机能ꎮ 保护机能是指刑法具有保护国

家、社会和个人法益 (不受犯罪侵害与威胁) 的

机能ꎮ
保护机能又称社会保护机能或法益保护机能ꎬ

就是通过刑法规范保护法益的机能ꎮ 它包含对个人

法益的保护、对社会秩序的保护和对国家政权的保

护等性质ꎬ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对犯罪的抑制机

能ꎮ 或者说ꎬ刑法通过惩罚侵害法益的犯罪ꎬ从而发

挥保护人民、社会、国家的法益作用ꎮ
(３)保障机能ꎮ 保障机能是指刑法具有保障公

民个人自由不受国家刑罚权不当侵害的机能ꎮ
保障机能又称人权保障机能或自由保障机能ꎬ

是刑法为了防止国家恣意行使刑罚权ꎬ对犯罪和科

刑进行限制ꎬ以保护一般国民和犯罪人的机能ꎮ 换

言之ꎬ保障机能是指保障公民不受国家刑罚权的非
法侵害ꎬ并保障犯罪人不受刑法规定之外的刑罚处
罚的功能ꎻ或者说ꎬ保障机能是指依据刑法的规定惩

罚犯了罪的人ꎬ而不能对未犯罪的人动用刑罚以及

对犯罪人施以不恰当的刑罚处罚ꎮ
◎{单 ２０１２. １}根据相关统计ꎬ自«刑法修正案

(八)»实施 ７ 个月来ꎬ公安机关查获的醉酒驾驶机

动车案件数量较去年同期下降 ４３. ７％ ꎮ 这一数据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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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反映了刑法的( )①ꎮ Ａ. 保障机能ꎻＢ. 规制

机能ꎻＣ. 保护机能ꎻＤ. 预防机能

◎{单 ２０１７. １ [１]}近年ꎬ我国司法机关展开

“猎狐行动”ꎬ追捕潜逃海外的犯罪嫌疑人回国接受

刑事审判ꎬ此举是为了实现 «刑法» 的 ( )②ꎮ
Ａ. 规制机能ꎻＢ. 保障机能ꎻＣ. 保护机能ꎻＤ. 补偿机能

◎{单 ２０１６. ３}甲挪用公款炒股亏损无力归还ꎬ
被检察机关以贪污罪起诉ꎬ人民法院依法认定甲的

行为构成挪用公款罪ꎮ 人民法院对本案罪名的变更

实现了刑法的( )③ꎮ Ａ. 规制机能ꎻＢ. 保护机

能ꎻＣ. 保障机能ꎻＤ. 威慑机能

　 　 三、刑法的体系和解释

　 　 (一)刑法的体系 ×
１.概念

刑法的体系指刑法的组成和结构ꎮ 我国刑法采

用大陆法系的法典模式ꎬ刑法典分为总则、分则、附
则三个部分ꎮ 总则分 ５ 章ꎬ规定的是犯罪与刑罚的
通用性规则ꎻ分则共 １０ 章ꎬ规定的是各种具体犯罪
的罪状和法定刑ꎮ 总则与分则的关系是一般与特

殊、抽象与具体的关系ꎬ二者密切联系、相辅相成ꎬ共
同组成了刑法规范的体系ꎮ

２.刑法条文结构

刑法总则的条文主要是对相关刑事法律规则的

规定ꎬ主要内容包括:刑法的基本原则、适用范围、犯
罪构成的一般要件、刑罚的种类、各种具体刑事法律

制度及其适用条件的一般性规定ꎮ 分则条文具体规

定各种犯罪的“罪与刑”的关系ꎮ 鉴于刑法的法律

后果的严厉性ꎬ故对犯罪法律要件及其法律后果

(刑罚)均要进行严密、细致的规定ꎮ

　 　 (二)刑法的解释▲【选择、联系法理与民法】
刑法的解释是指对刑法条文含义的阐明ꎮ 社会

生活是多样和多变的ꎬ而法律条文是抽象和多义的ꎬ
为了正确理解、适用法律ꎬ需要对法律的含义进行

阐释ꎮ
∥解释的对象是刑法条文ꎻ解释的目的是正确

理解、适用法律ꎮ

１.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和学理解释

依据:解释的效力ꎮ 其中立法解释与司法解释

属于有权解释ꎬ学理解释又称无权解释ꎮ 有权 ＝ 普

遍法律效力ꎮ
◎{单 ２０１４. ２}根据解释的效力ꎬ可以把刑法解

释分为( )④ꎮ Ａ. 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和学理解

释ꎻＢ. 当然解释、文理解释和论理解释ꎻＣ. 当然解

释、扩大解释和缩小解释ꎻＤ. 文理解释、论理解释和

学理解释

(１)立法解释是指刑法的立法机关对刑法条文

的解释ꎮ 刑法立法解释的主体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
会ꎮ 立法解释通常有以下几种:①全国人大常委会

以决议形式对刑法条文含义的解释ꎮ 如 ２００２ 年关

于«刑法»第九章渎职罪主体适用问题的解释等ꎮ
②在刑法中对有关术语的专条解释ꎮ 如«刑法»总

则第 ５ 章中第 ９１ 条至第 ９９ 条关于“公共财产”“公
民私人所有的财产” “国家工作人员” “重伤”
“违反国家规定”“首要分子”“告诉才处理”“以上、
以下、以内”的解释ꎮ ③在刑法的起草说明或修订

说明中所作的解释ꎮ 如 １９９７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

委员长王汉斌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修订草案)的说明»ꎮ

◎{多 ２０１７. ４１[２１]}下列选项中ꎬ属于刑法立

法解释的有( )⑤ꎮ Ａ.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

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ꎻ
Ｂ.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
关信用卡规定的解释»ꎻＣ.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

作委员会刑法室«关于挪用资金罪有关问题的答

复»ꎻＤ.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解释»
◎{法多 ２０１５. ２１}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有关信用卡规定的解释»中规定:
“刑法规定的‘信用卡’ꎬ是指由商业银行或者其他

金融机构发行的具有消费支付、信用贷款、转账结

算、存取现金等全部功能或者部分功能的电子支付

卡ꎮ”这一规定属于( )⑥ꎮ Ａ. 立法解释ꎻＢ. 扩大

解释ꎻＣ. 当然解释ꎻＤ. 类推解释

(２)司法解释是指最高司法机关对刑法条文进

行的解释ꎮ 刑法司法解释的主体是最高司法机关ꎬ
包括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ꎮ ∥司法解释

在刑法具体应用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ꎬ集中反

映了刑法的实际运作情况ꎮ
(３)学理解释是指有权解释主体之外的机关、

团体和个人对刑法条文含义的阐释ꎮ ∥按照解释的
主体分为两类:有法律效力的解释与没有法律效力
的解释ꎮ 其中有法律效力的解释是指地方各级司法

机关作出的学理解释ꎬ但这种解释只有个案的效力ꎬ
不具有司法解释的普遍效力ꎮ

２.文理解释和论理解释

依据解释的方法ꎬ刑法的解释可分为文理解释

和论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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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文理解释:是根据条文的字面含义进行的

说明ꎮ ∥其包括对条文中的字词、概念、术语的文字

字义的解释ꎮ 文理解释不需要逻辑推理ꎮ
(２)论理解释:是根据立法的精神与目的对条

文进行说明ꎮ 一般认为论理解释包括目的解释、扩
大解释、缩小解释(限制解释)、当然解释、比较解释

和历史解释等ꎮ
①扩大解释:就是根据立法原意ꎬ对刑法条文作

出超过字面意思的解释ꎮ
◎{多 ２０２１. ４４[２４]}某刑法教科书提出“盗窃

行为并不限于秘密窃取”ꎬ这种解释属于( )①ꎮ
Ａ. 无权解释ꎻＢ. 文理解释ꎻＣ. 类推解释ꎻＤ. 论理

解释

◎{法多 ２０１１. ２１}２０００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抢劫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

定:“抢劫正在使用中的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

运钞车的ꎬ视为‘抢劫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ꎮ
该解释属于( )②ꎮ Ａ. 扩张解释ꎻＢ. 有权解释ꎻ
Ｃ. 文理解释ꎻＤ. 当然解释

②缩小解释:就是根据立法原意ꎬ对刑法条文作

出窄于字面意思的解释ꎮ
③当然解释:是指刑法规定虽未明示某一事项ꎬ

但依照规范目的、事物属性的逻辑推理将该事项当

然地解释为包括在该规定适用范围之内的解释方

法ꎮ ∥其与类推的区别在于看是否符合立法的精神

与目的ꎮ
④类推解释:是指在一个具体事实与法律规定

的情况相似ꎬ但根本不可能为该法条的字面含义所

包容的前提下ꎬ以其相似性作为援引某一法律规定

为依据的解释方法ꎮ
⑤目的解释:是指按照立法精神ꎬ根据具体案

件ꎬ从逻辑上进行的解释ꎬ即从现阶段社会发展的需

要出发ꎬ以探求合理的目的所进行的解释ꎮ
⑥比较解释:是指将法律的相关规定或外国立

法与判例作为参考资料ꎬ借以阐明法律规定真实含

义的解释方法ꎮ
⑦历史解释:是指通过研究有关立法的历史资

料或从新旧法律的对比中了解法律的含义的解释

方法ꎮ
◎{单 ２０１８. １１[１]}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

于审理抢劫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
规定ꎬ抢劫正在使用中的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

运钞车的ꎬ视为“抢劫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ꎬ该
规定使用的解释方法是 ( )③ꎮ Ａ. 扩大解释ꎻ
Ｂ. 类推解释ꎻＣ. 限制解释ꎻＤ. 文理解释

◎{单 ２０１３. １}甲使用暴力劫取国有档案ꎬ人民

法院根据我国«刑法»第 ３２９ 条“抢夺、窃取国家所

有的档案的ꎬ处”的规定ꎬ判决甲犯抢夺国有档

案罪ꎮ 本案中ꎬ法院的解释属于( )④ꎮ Ａ. 司法

解释ꎻＢ. 文理解释ꎻＣ. 目的解释ꎻＤ. 扩大解释

◎{单 ２０１５. ５}针对吸毒后在道路上驾驶汽车

的现象ꎬ有人认为ꎬ虽然刑法未规定吸毒驾驶构成犯

罪ꎬ但是吸毒驾驶和醉酒驾驶具有相同的社会危害

性ꎬ故而应以危险驾驶罪论处ꎮ 这种观点属于

( )⑤ꎮ Ａ. 扩大解释ꎻＢ. 文理解释ꎻＣ. 类推解释ꎻ
Ｄ. 当然解释

第二节 刑法的基本原则▲

※刑法的基本原则是指刑法明文规定的、在全
部刑事立法和司法活动中应当遵循的准则ꎮ 包括 ３
个基本原则:罪刑法定原则、刑法适用平等原则、罪
责刑相适应原则ꎮ

　 　 一、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内容与体现▲
【简、论、法条】{单 ２０１６. ４}

の第 ３ 条 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ꎬ依照

法律定罪处刑ꎻ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ꎬ不
得定罪处刑ꎮ (背)

罪刑法定原则的原意为“法无明文规定不为

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ꎮ

１.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内容:法定化、明确化、
合理化

(１)法定化:犯罪和刑罚必须事先由法律明文

规定ꎬ不允许法官自由擅断ꎮ
考点解析:①这里的法律是指全国人大及其常

委会制定的有效的法律、法令ꎬ通常是行为当时有效

的法律ꎬ对新法生效前发生的犯罪行为ꎬ我国采取从

旧兼从轻原则ꎮ ②犯罪的刑种、刑名和刑罚幅度都

必须由法律明文规定ꎮ
(２)明确化:对于什么行为是犯罪以及犯罪所

产生的法律后果ꎬ都必须作出具体的(实体性)规

定ꎬ并用文字表述清楚ꎮ
考点解析:①根据法定化和明确化的要求ꎬ禁止

采用习惯法、类推解释、重法溯及既往、行为后的重
法(对被告不利的法律)、不明确的罪状、不确定的
刑罚等ꎮ ②罪刑法定原则不反对相对不确定的法定

刑ꎬ不禁止适用有利于行为人的事后法(从旧兼从

轻)ꎮ
(３)合理化:罪刑法定原则要求合理确定犯罪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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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范围和惩罚的程度ꎬ防止滥施刑罚ꎬ禁止采用过分

的、残酷的刑罚ꎮ

２.罪刑法定原则的体现

(１)在刑事立法方面ꎮ 刑法总则规定了犯罪的

一般定义、共同构成要件、刑罚的种类、刑罚运用的

具体制度等ꎻ刑法分则明确规定了各种具体犯罪的

构成要件及其法定刑ꎬ为正确定罪量刑提供明确、完
备的法律标准ꎮ

(２)在刑事司法上ꎮ 废除了刑事司法类推制
度ꎬ要求司法机关严格解释和适用刑法ꎬ依法定罪处

刑ꎮ ∥司法机关不得偏离法律条文的规定滥定罪、
滥处刑ꎻ司法机关不得以司法解释代替刑事立法ꎮ

◎{单 ２０１９. １１[１]}下列关于我国刑法中罪刑

法定原则的理解ꎬ正确的是( )①ꎮ Ａ. 简单罪状

因缺乏明确性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ꎻＢ. 将习惯法视

为刑法的渊源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ꎻＣ. 罪刑法定原

则不允许有利于被告人的新法溯及既往ꎻＤ. 罪刑法

定原则中的“法”不包括行政法规

◎{单 ２０１６. ２[１]} “过失犯罪ꎬ法律有规定的

才负刑事责任ꎮ” 刑法的这一规定体现的原则是

( )②ꎮ Ａ. 罪刑法定ꎻＢ. 主客观相统一ꎻＣ. 罪责

刑相适应ꎻＤ. 刑法适用平等

　 　 二、刑法适用平等原则的基本内容与体现

の第 ４ 条 对任何人犯罪ꎬ在适用法律上一律

平等ꎮ 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ꎮ (背)
刑法适用平等原则是近代法治原则的重要组成

部分ꎮ 我国宪法中规定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原则ꎮ １９９７ 年修订的«刑法»第 ４ 条规定了刑法适

用平等原则ꎬ其规定的含义是:对于任何人触犯我国

刑律构成犯罪的ꎬ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地被定罪

判处刑罚ꎬ不允许任何人凌驾于刑事法律之上或逍

遥法外ꎮ

１.刑法适用平等原则的基本内容

它意味着对所有的人ꎬ不论其社会地位高低ꎬ民
族、种族、性别、职业、宗教信仰、财产状况如何ꎬ在定
罪量刑以及行刑的标准上都平等地依照刑法规定处
理ꎬ不允许有任何歧视或者优待ꎮ

２.刑法适用平等原则的体现

(１)定罪平等ꎮ 对任何人犯罪ꎬ都适用相同的
定罪标准ꎬ不能因人而异去对同样的犯罪事实确定

不同的犯罪性质ꎮ
(２)量刑平等ꎮ 在犯罪性质相同情况下ꎬ如果

具备相同的犯罪情节ꎬ应适用相同的量刑标准ꎮ
(３)行刑平等ꎮ 执行刑罚时ꎬ按照监狱法等有

关法律的规定ꎬ不允许有特殊的受刑人ꎬ在执行减

刑、假释等行刑制度上不允许有特权人物存在ꎮ
刑法适用平等的原则在司法中的适用并不否定

因法定量刑情节或酌定量刑情节的差异而导致相同

性质的犯罪在判定刑罚上有区别ꎮ 刑法适用平等的

原则在行刑中的贯彻也并不否定刑罚个别化原则ꎮ

　 　 三、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基本内容与体现

▲【简、论】
の第 ５ 条 刑罚的轻重ꎬ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

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ꎮ (背)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ꎬ是指罪行大小与刑事责

任的大小、刑罚轻重应当相称ꎬ重罪重判ꎬ轻罪轻判ꎮ
又称罪刑等价主义或罪刑相均衡原则ꎮ

１.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基本内容

(１)刑罚的轻重与客观的犯罪行为及其危害结

果相适应ꎬ就是按照犯罪行为对社会造成的实际危
害程度决定刑罚轻重ꎻ

(２)刑罚的轻重与犯罪人主观恶性的深浅、再
次犯罪危险性的大小相适应ꎮ

２.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体现

刑法充分体现了这个原则ꎬ具体表现在:
(１)«刑法»分则对每一个罪都根据其犯罪的性

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规定了相应的法定

刑ꎬ对重罪适用重刑ꎬ对轻罪适用轻刑ꎮ
(２)«刑法»总则中规定量刑原则:对于犯罪分

子决定刑罚的时候ꎬ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

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ꎬ依照本法的有关规

定判处ꎮ 在裁量刑罚时ꎬ应尽量使刑罚与具体犯罪

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相适应ꎬ罚当其罪ꎮ
(３)«刑法»总则还规定:①对累犯从重处罚、不

得假释、不得缓刑ꎻ②对未成年、又聋又哑的人、限制

刑事责任能力人、自首、立功的人从宽处理ꎻ③对中

止犯处罚明显轻于未遂犯、预备犯ꎻ④对过失犯处罚

明显轻于故意犯等ꎮ 以上规定均体现了刑罚与犯罪

人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相适应ꎮ
∥我国刑法中没有加重情节ꎮ 加重情节不同于

情节加重犯与结果加重犯ꎻ前者没有法律规定ꎬ后者

有刑法明文规定ꎮ
∥刑罚个别化是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内容ꎬ是

其特殊表现形式ꎬ两者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ꎮ
◎{多 ２０１８. ４１[２１]}甲在街头摆气球射击摊ꎬ

因向顾客提供的六支枪形物被鉴定为枪支ꎬ被法院

以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同时宣告缓刑ꎮ 法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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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的做法符合( )①ꎮ Ａ. 罪刑法定原则ꎻＢ. 罪责

刑相适应原则ꎻＣ. 从旧兼从轻原则ꎻＤ. 主客观相统

一原则

◎{单 ２０１５. １}原铁道部部长刘某因受贿罪、滥
用职权罪被追究刑事责任ꎮ 有人认为ꎬ在对刘某量

刑时“应考虑他对中国高铁建设的贡献”ꎮ 这种说

法违背了我国刑法中的( )②ꎮ Ａ. 罪刑法定原

则ꎻＢ. 刑法适用平等原则ꎻＣ.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ꎻ
Ｄ. 主客观相统一原则

◎{单 ２０１４. １}下列选项中ꎬ体现罪责刑相适应

原则的是( )③ꎮ Ａ. 刑法关于空间效力范围的

规定ꎻＢ. 刑法关于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的规定ꎻ
Ｃ. 刑法关于享有外交特权的外国人刑事责任的规

定ꎻＤ. 刑法关于放火罪与失火罪构成要件及法定刑

的不同规定

第三节 刑法的效力范围

　 　 一、刑法的效力范围的概念和种类

刑法的效力范围ꎬ又称刑法的适用范围ꎬ是指刑

法在空间、时间方面的适用范围ꎮ
种类:(１) 刑法的空间效力ꎻ(２) 刑法的时间

效力ꎮ

　 　 二、刑法的空间效力▲▲【选择】

　 　 (一)刑法的空间效力概述

１.概念

刑法的空间效力是指刑法在什么地方和对什么
人具有效力ꎬ它解决的是国家刑事管辖权的范围

问题ꎮ

２.确立刑法空间效力范围的学理根据

国家刑事管辖权毫无疑问要体现国家主权原

则ꎬ但同时要注意国际协同ꎬ即刑法的适用必须服从

国际法的原则ꎮ 确立刑法空间效力范围依据以下四

种具体原则及顺序:属地原则→属人原则→保护原
则→普遍管辖原则ꎮ

四种具体原则的基本含义:
(１)属地原则:一个国家的刑法只管辖发生在

本国领域内的犯罪ꎮ
(２)属人原则:一个国家的刑法只管辖本国公

民实施的犯罪ꎮ
(３)保护原则:一个国家的刑法只管辖侵害本

国利益的犯罪ꎮ
(４)普遍管辖原则:一个国家的刑法对侵犯人

类共同利益的国际犯罪要行使管辖权ꎮ

３.我国刑法关于空间效力的规定

我国刑法确立刑法空间效力采取以属地原则为
基础、其他原则为补充的综合性原则ꎮ

(１)我国刑法在中国领域内的效力:属地管

辖权ꎮ
(２)我国刑法在中国领域外的效力:属人原则、

保护原则、普遍管辖原则ꎮ

　 　 (二)我国刑法的属地管辖权▲▲▲记忆:领
域内、２ 个延伸、３ 个例外

の第 ６ 条第 １、２ 款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
内犯罪的ꎬ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ꎬ都适用本法ꎮ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或者航空器内犯罪的ꎬ也
适用本法ꎮ

这种以犯罪发生的地域为根据来确立刑法适用

(效力)范围的规范ꎬ体现了属地原则ꎮ

１.中国领域内的含义

中国领域内是指我国国境以内的全部区域ꎬ具
体包括领陆、领水和领空ꎮ

２.两个延伸▲▲:船舶、航空器

凡在中国船舶或者飞机内犯罪的ꎬ也适用中国

刑法ꎮ
∥注意刑法中不含国际列车、驻外使馆ꎮ “船

舶、航空器”不论是民用或者军用ꎬ也不论是航行或
停泊在公海或者外国领域内都在我国刑法的管辖范
围内ꎬ视为领土的延伸ꎬ该规定是属地原则的补充性

原则ꎬ也称旗国主义ꎮ

３.三个例外▲▲
“法律有特别规定”包括三种例外:(１)外国人ꎻ

(２)港澳台ꎻ(３)民族自治地方ꎮ
(１)外国人: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

的刑事责任ꎬ通过外交途径解决(の第 １１ 条)ꎮ 其
他外国人犯罪的一律适用我国刑法ꎮ

(２)港澳台: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发生的犯

罪由当地的司法机构适用当地的刑法ꎮ ∥根据

“一国两制”的要求ꎬ我国刑法不在香港、澳门地区

适用ꎮ
(３)民族自治地方:不能全部适用刑法规定的ꎬ

法律允许制定变通或者补充规定(の第 ９０ 条)ꎮ
の第 ９０ 条 民族自治地方不能全部适用本法

规定的ꎬ可以由自治区或者省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

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和本法规定的基

本原则ꎬ制定变通或者补充的规定ꎬ报请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施行ꎮ (结合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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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多 ２０１３. ２１}我国«刑法»第 ６ 条规定:“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的ꎬ除法律有特别规

定的以外ꎬ都适用本法ꎮ”这里的“特别规定”包括

( )①ꎮ Ａ. 民族自治地方的变通规定ꎻＢ. 香港特

别行政区基本法作出的例外规定ꎻＣ. 关于我国军人

在国外犯罪的刑事责任的规定ꎻＤ. 关于享有外交特

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的刑事责任的规定

４.行为地兼结果地原则▲
犯罪的行为或结果ꎬ其中任何一项发生在我国

领域内的ꎬ就认为是在中国领域内犯罪ꎮ
◎{单 ２０２０. １}无国籍人甲在美国通过网络对

正在中国旅游的英国人乙实施诈骗ꎬ骗得巨额钱款ꎮ
对甲的行为ꎬ我国司法机关( )②ꎮ Ａ. 没有刑事

管辖权ꎻＢ. 依属地原则享有刑事管辖权ꎻＣ. 依保护

原则享有刑事管辖权ꎻＤ. 依普遍原则享有刑事管

辖权

◎{单 ２０１１. １}Ａ 国驻华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甲

策划、参与了由中国向 Ａ 国走私文物的犯罪活动ꎮ
对甲应当( )③ꎮ Ａ. 直接驱逐出境ꎻＢ. 通过外交

途径解决其刑事责任ꎻＣ. 适用我国法律追究其刑事

责任ꎻＤ. 适用 Ａ 国法律追究其刑事责任

◎{单 ２０１０. １}Ａ 国公民甲在我国境内抢劫 Ａ
国公民乙后逃回 Ａ 国ꎬ被 Ａ 国法院判处 ３ 年监禁ꎮ
甲刑满后来到我国ꎬ我国法院对甲的上述抢劫行为

行使管辖权ꎬ是基于( )④ꎮ Ａ. 属人管辖原则ꎻ
Ｂ. 属地管辖原则ꎻＣ. 保护管辖原则ꎻＤ. 普遍管辖

原则

　 　 (三)我国刑法的属人管辖权▲记忆:领域外、
中国公民ꎬ原则上追究

の第 ７ 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领域外犯本法规定之罪的ꎬ适用本法ꎬ但是按本
法规定的最高刑为 ３ 年以下有期徒刑的ꎬ可以不予
追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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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适用本法ꎮ
刑法对中国公民在中国领域外犯罪的效力ꎬ这

种依据犯罪人的国籍来确定刑法适用范围(效力)ꎬ
体现了属人原则ꎮ

中国公民在中国领域外犯罪ꎬ原则上适用中国

刑法ꎬ分两种情况:(１)普通中国公民ꎬ所犯罪的法
定最高刑为 ３ 年以下有期徒刑的一些轻微罪行ꎬ可
不予追究ꎻ(２)国家工作人员、军人ꎬ不分法定刑的
轻重ꎬ都适用中国刑法ꎬ追究刑事责任ꎮ

◎{单 ２０２１. １}下列选项中ꎬ符合我国刑法关于

空间效力规定的是( )⑤ꎮ Ａ. 我国国家工作人

员在我国领域外犯我国刑法规定之罪的ꎬ应适用我

国刑法ꎻＢ. 犯罪行为没有发生在我国领域内ꎬ则不

应认为是在我国领域内犯罪ꎻＣ. 外国人在我国领

域外对我国公民犯罪ꎬ且按我国刑法规定ꎬ最低刑

为 ３ 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应当适用我国刑法ꎻＤ. 凡
在我国领域外犯罪ꎬ依照我国刑法应当负刑事责

任ꎬ虽然经过外国审判ꎬ依然应按照我国刑法追究

刑事责任

◎{单 ２０１９. １２[２]}我国公民甲在某国杀害 Ｚ
(无国籍人)ꎬ被该国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１２ 年ꎮ 如

甲在该国服刑完毕回到我国ꎬ我国司法机关依照刑

法对甲行使刑事管辖权的根据是( )⑥ꎮ Ａ. 属
地原则ꎻＢ. 属人原则ꎻＣ. 保护原则ꎻＤ. 普遍管辖

原则

◎{单 ２０１２. ２}我国公民甲在德国旅游时ꎬ盗窃

了我国公民乙一部价值 １ 万元的照相机ꎮ 对甲的行

为适用我国刑法的依据是( )⑦ꎮ Ａ. 属地原则ꎻ
Ｂ. 保护原则ꎻＣ. 属人原则ꎻＤ. 普遍管辖原则

◎{法单 ２０１０. １}下列选项中ꎬ根据属人管辖原

则应当适用我国刑法的是( )⑧ꎮ Ａ. 中国公民

甲在行驶于公海的中国船舶上失手致另一中国公民

落水身亡的ꎻＢ. 外国公民乙在行驶于公海的中国船

舶中向中国船员兜售毒品的ꎻＣ. 外国公民丙在其本

国境内实施爆炸致两名中国公民身亡的ꎻＤ. 中国公

民丁被某国有公司派往国外工作ꎬ因严重失职给国

家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

　 　 (四)我国刑法的保护管辖权▲记忆:领域外、
外国人、原则不追究

の第 ８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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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而按本法规定
的最低刑为 ３ 年以上有期徒刑的ꎬ可以适用本法ꎬ但
是按照犯罪地的法律不受处罚的除外ꎮ

刑法对外国人在中国领域外犯罪的效力的规

定ꎬ体现了保护原则ꎮ 这种依据犯罪侵害到本国国

家或者公民的利益确定刑法适用(效力)范围的规

范ꎬ体现了安全原则(对国家而言)或保护原则(对
本国公民而言)ꎮ

∥外国人在领域外对中国或中国公民犯罪ꎬ受
到两个条件的限制:

(１)按犯罪地的法律也受处罚的犯罪(双重犯

罪原则ꎬ属人管辖无此要求)ꎻ
(２)中国刑法规定的法定最低刑为 ３ 年以上有

期徒刑的犯罪ꎮ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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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同时具备上述两个限制条件ꎬ才可以适用ꎮ
法定最低刑不满 ３ 年的轻罪则不适用ꎮ

∥の第 １０ 条规定: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
犯罪ꎬ依照本法应当负刑事责任的ꎬ虽然经过外国审
判ꎬ仍然可以依照本法追究ꎬ但是在外国已经受过刑
罚处罚的ꎬ可以免除或者减轻处罚ꎮ

◎{单 ２０１７. ２[２]}甲国公民乘坐乙国飞机飞越

丙国领空时ꎬ殴打中国籍乘客刘某致其重伤ꎮ 甲国

公民 对 刘 某 的 犯 罪ꎬ 适 用 我 国 刑 法 的 依 据 是

( )①ꎮ Ａ. 属地管辖原则ꎻ Ｂ. 保护管辖原则ꎻ
Ｃ. 属人管辖原则ꎻＤ. 普遍管辖原则

◎{单 ２０１３. ２}２０１２ 年 ５ 月ꎬ缅甸籍毒贩糯康在

泰国境内制造“湄公河惨案”ꎬ杀害了十余名我国船

员ꎬ后被老挝移送到我国受审ꎮ 我国司法机关对于

糯康进行刑事审判的依据是( )②ꎮ Ａ. 属地管

辖权ꎻＢ. 保护管辖权ꎻＣ. 普遍管辖权ꎻＤ. 属人管辖权

◎{法多 ２０１２. ２１}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

域外对中国公民犯罪ꎬ适用中国刑法的必要条件有

( )③ꎮ Ａ. 按照犯罪地的法律也应受处罚ꎻＢ. 犯
罪地国家与我国订有引渡条约ꎻＣ. 该外国人在外国

没有为此受过审判ꎻＤ. 我国刑法规定该罪的最低刑

为 ３ 年以上有期徒刑

　 　 (五)我国刑法的普遍管辖权

の第 ９ 条 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
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所承
担条约义务的范围内行使刑事管辖权的ꎬ适用本法ꎮ

凡是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
行ꎬ即使该罪行不是发生在中国领域ꎬ未侵犯中国国
家和公民ꎬ犯罪人不具有中国国籍ꎬ我国司法机关也
有权管辖该案件ꎮ 我国在承担条约义务的范围内ꎬ
凡是不引渡给有关国家的ꎬ都适用我国刑法ꎮ

这是依据国际法确定国内法对国际犯罪的刑法

适用(效力)范围ꎬ且不受犯罪发生地、犯罪受害人、
犯罪人国籍限制ꎬ体现了普遍管辖原则或世界原则ꎮ

普遍管辖原则具有补充性ꎮ 如果按照传统的属

地、属人、保护管辖原则中的任意原则能确立刑法的

效力ꎬ则不需适用普遍管辖原则ꎮ
◎{法单 ２０１４. ２}甲国公民比尔等人ꎬ在乙国领

海劫持了一艘悬挂丙国国旗的货轮后ꎬ驾驶该货轮

途经我国领海回甲国时ꎬ被我国警方抓获ꎮ 我国参

加了惩治海盗行为的国际公约ꎬ据此ꎬ对于比尔等人

的海盗行为ꎬ我国司法机关( )④ꎮ Ａ. 应按国际

条约的规定追究其刑事责任ꎻＢ. 可按照我国刑法的

规定追究其刑事责任ꎻＣ. 应将犯罪嫌疑人引渡给有

关国家追究其刑事责任ꎻＤ. 可适用甲国、乙国或者

丙围刑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多 ２０１４. ４１}对于下列毒品犯罪ꎬ我国可按

照普遍管辖原则行使刑事管辖权的有 ( )⑤ꎮ
Ａ. 无国籍人在外国生产毒品ꎬ后来到我国旅游ꎬ被
我国司法机关抓获ꎻＢ. 他国公民从第三国购买毒品

回本国贩卖ꎬ被本国通缉ꎬ后被我国司法机关抓获ꎻ
Ｃ. 我国公民在外国乘坐外国客机将毒品带往第三

国贩卖ꎬ被他国司法机关抓获ꎻＤ. 他国公民携带贩

卖的毒品乘坐他国飞机在我国机场换乘时ꎬ被我国

司法机关抓获

◎{法单 ２０１１. ２}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

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ꎬ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所承担条约义务的范围内行使刑事管辖权的ꎬ适
用( )⑥ꎮ Ａ. 犯罪地国家的刑法ꎻＢ. 犯罪人国籍

国的刑法ꎻＣ.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ꎻＤ. 国际条约缔

约地国家的刑法

　 　 三、刑法的时间效力

　 　 (一)概念

刑法的时间效力是指刑法的生效时间、失效时

间以及刑法的溯及力ꎬ即对其生效前的行为的效力ꎮ

　 　 (二)刑法的生效时间 ×
通常有两种方式:
(１)公布之后经过一段时间才生效ꎻ如 １９９７ 年

３ 月 １４ 日修订的刑法通过并公布后ꎬ自 １９９７ 年 １０
月 １ 日起生效ꎮ

(２)自公布之日起生效ꎮ 单行刑法和刑法修正

案一般采取这种方式ꎬ如«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

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ꎮ

　 　 (三)刑法的失效时间 ×
通常也有两种方式:
(１)由国家立法机关明确宣布某些法律自何日

起失效ꎮ
(２)自然失效ꎮ 即新法施行取代旧法ꎬ或由于

原来特殊的立法条件已经消失ꎬ旧法自行废止ꎮ

　 　 (四)刑法的溯及力【了解】
刑法的溯及力问题ꎬ指刑法对于生效以前的行

为是否适用的问题ꎮ
涉及四种学说:
(１)从旧原则ꎮ 只依据行为当时有效的法律定

罪处罚ꎬ新法不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ꎮ
(２)从旧兼从轻原则ꎮ 只能依据行为当时有效

的法律定罪处罚ꎬ但新法不认为犯罪或处罚较轻的

除外ꎮ 新法中的“轻法”有溯及既往的效力ꎮ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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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中ꎬ逃避侦查的追溯时效不受限制ꎮ
(３)从新原则ꎮ 刑法适用于生效前未经审判或

者判决尚未确定的行为ꎬ有溯及既往的效力ꎮ
(４)从新兼从轻原则ꎮ 新法一般具有溯及既往

的效力ꎬ但是旧法(行为时法)不认为犯罪或处罚较

轻的仍适用旧法ꎮ

　 　 (五)我国«刑法»关于刑法溯及力的规定▲
【选择】

根据«刑法»第 １２ 条的规定ꎬ我国采取从旧兼
从轻原则ꎮ 即对于现行刑法生效以前的未经审判或
者判决尚未确定的行为ꎬ适用行为当时有效的法律ꎮ
但是按照现行有效的法律不认为犯罪或(法定刑)
处罚较轻的ꎬ适用现行有效的法律ꎮ

依据行为当时有效法律已经作出的生效判决ꎬ
继续有效ꎮ

对刑法溯及力采取从旧兼从轻原则是罪刑法定
原则派生的要求之一ꎬ具有普遍的效力ꎮ

所谓“处刑较轻”ꎬ是指刑法对某种犯罪规定的
刑罚即法定刑比修订前刑法轻ꎮ ∥一般说来ꎬ法定

刑较轻是指法定最高刑较轻ꎻ如果法定最高刑相同ꎬ
则指法定最低刑较轻ꎮ 如果某一犯罪存在两个以上

法定刑幅度ꎬ法定最高刑或者最低刑是指具体犯罪

行为应当适用的法定刑幅度的最高刑或者最低刑ꎮ
◎{单 ２０１８. １}关于我国刑法溯及力的适用ꎬ下

列表述中正确的是( )①ꎮ Ａ. 司法解释应适用

从新兼从轻原则ꎻＢ. 处刑较轻是指法院判处的宣告

刑较轻ꎻＣ. 应以“审判时”作为新旧法选择适用的判

断基础ꎻＤ. 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的案件适用

行为时的法律

∥继续犯、连续犯延续到新法生效后的ꎬ适用新

刑法ꎮ
∥ ×２０１５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法修正案

(九)›时间效力问题的解释»: ×
(１)对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以前因利用职业便

利实施犯罪ꎬ或者实施违背职业要求的特定义务的

犯罪的ꎬ不适用修正后«刑法»第 ３７ 条之一第 １ 款

的规定ꎮ 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ꎬ从其

规定ꎮ
(２)对于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犯罪分子ꎬ在

死刑缓期执行期间ꎬ且在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以前故

意犯罪的ꎬ适用修正后«刑法» 第 ５０ 条第 １ 款的

规定ꎮ
(３)对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以前一人犯数罪ꎬ

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拘役ꎬ有期徒刑和管制ꎬ或
者拘役和管制ꎬ予以数罪并罚的ꎬ适用修正后«刑
法»第 ６９ 条第 ２ 款的规定ꎮ

(４)对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以前通过信息网络

实施的«刑法»第 ２４６ 条第 １ 款规定的侮辱、诽谤行

为ꎬ被害人向人民法院告诉ꎬ但提供证据确有困难

的ꎬ适用修正后«刑法»第 ２４６ 条第 ３ 款的规定ꎮ
(５)对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以前实施的«刑

法»第 ２６０ 条第 １ 款规定的虐待行为ꎬ被害人没有能

力告诉ꎬ或者因受到强制、威吓无法告诉的ꎬ适用修

正后«刑法»第 ２６０ 条第 ３ 款的规定ꎮ
(６)对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以前组织考试作

弊ꎬ为他人组织考试作弊提供作弊器材或者其他帮

助ꎬ以及非法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考试试题、答案ꎬ
根据修正前刑法应当以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非法

生产、销售间谍专用器材罪或者故意泄露国家秘密

罪等追究刑事责任的ꎬ适用修正前刑法的有关规定ꎮ
但是ꎬ根据修正后«刑法»第 ２８４ 条之一的规定处刑

较轻的ꎬ适用修正后«刑法»的有关规定ꎮ
(７)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以前以捏造的事实提起

民事诉讼ꎬ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

益ꎬ根据修正前刑法应当以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

位、人民团体印章罪或者妨害作证罪等追究刑事责

任的ꎬ适用修正前刑法的有关规定ꎮ 但是ꎬ根据修正

后«刑法»第 ３０７ 条之一的规定处刑较轻的ꎬ适用修

正后刑法的有关规定ꎮ 实施第一款行为ꎬ非法占有

他人财产或者逃避合法债务ꎬ根据修正前刑法应当

以诈骗罪、职务侵占罪或者贪污罪等追究刑事责任

的ꎬ适用修正前刑法的有关规定ꎮ
(８)对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以前实施贪污、受

贿行为ꎬ罪行极其严重ꎬ根据修正前刑法判处死刑缓

期执行不能体现罪刑相适应原则ꎬ而根据修正后刑

法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

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ꎬ终身监禁ꎬ不得减刑、
假释可以罚当其罪的ꎬ适用修正后«刑法»第 ３８３ 条

第 ４ 款的规定ꎮ 根据修正前刑法判处死刑缓期执行

足以罚当其罪的ꎬ不适用修正后«刑法»第 ３８３ 条第

４ 款的规定ꎮ
◎{单 ２０１１. ４}我国 １９９７ 年刑法关于溯及力的

规定采取的是( )②ꎮ Ａ. 从旧原则ꎻＢ. 从新原

则ꎻＣ. 从新兼从轻原则ꎻＤ. 从旧兼从轻原则

◎{法单 ２０１０. ２}最高人民法院 １９９８ 年«关于

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中规定ꎬ以营利为目的实施侵犯著作权行

为ꎬ个人违法所得数额在 ５ 万元以上的ꎬ构成犯罪ꎮ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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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

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ꎬ以营利为目

的侵犯著作权违法所得数额在 ３ 万元以上的ꎬ构
成侵犯著作权罪ꎮ 对这两个司法解释的适用ꎬ正
确的是( )①ꎮ Ａ.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以后审理

侵犯著作权刑事案件ꎬ一律适用 ２００４ 年司法解释ꎻ
Ｂ. 司法机关可以根据打击相关犯罪的需要ꎬ择一适

用ꎻＣ. 上述司法解释都只有参考价值ꎬ司法机关可

以不受其约束ꎻＤ. 上述 ２００４ 年司法解释关于侵犯

著作权犯罪的规定ꎬ不溯及既往

第二章 犯 罪 概 念

第一节 犯罪的定义△

　 　 一、犯罪的定义概述
※犯罪是指①刑法明文规定的②应当受到刑罚

惩罚的③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ꎮ (背)
∥有犯罪必有刑事责任ꎬ有刑事责任未必有

刑罚ꎮ

　 　 (一)犯罪定义的类型 ×
刑法中有三种类型的犯罪定义:
(１)犯罪的形式定义:犯罪是刑法明文规定的

应受刑罚惩罚的行为ꎮ
犯罪就其法律形式层面分析ꎬ可以概括为犯罪

是刑法规定以刑罚禁止或惩罚的行为ꎬ或犯罪就是

刑法规定为犯罪的行为ꎮ 受罪刑法定原则的约束ꎬ
外国刑法或学说大多采取法律形式层面的定义ꎮ

犯罪的形式定义表明犯罪必须是刑法明文规定

科处刑法的违法行为ꎬ从而揭露了犯罪的法律特征ꎬ
界定了犯罪的法律外延ꎬ确定了国家刑罚权的界限ꎬ
体现了刑法的保障机能ꎮ 但是ꎬ犯罪的形式定义没

有说明犯罪的危害性何在ꎬ国家为什么对这些违法

行为要科处刑罚ꎬ没有揭示犯罪的本质特征ꎮ
(２)犯罪的实质定义:犯罪是一种严重危害社

会的行为ꎮ
犯罪的实质定义强调的是社会的危害性ꎬ揭示

了犯罪的危害本质ꎬ体现了刑罚的保护机能ꎬ但回避

了犯罪的法律属性ꎬ没有限定犯罪的法律界限ꎬ与罪

刑法定原则的精神存在抵触ꎮ
(３)犯罪的形式与实质相统一的定义ꎮ
现行俄罗斯刑法采取罪刑法定原则ꎬ«俄罗斯

联邦刑法典»第 １４ 条规定ꎬ“本法典以刑罚相威胁

所禁止的有罪过地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ꎬ被认为

是犯罪”ꎮ
这种将实质特征与法律特征结合起来的定义ꎬ

具有合理性ꎮ 既阐述了犯罪的社会危害本质又限定

了犯罪的法律界限ꎬ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刑法中的犯

罪定义的确立ꎬ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ꎮ
∥由于人们的立场、观点或把握犯罪的角度不

同ꎬ给出犯罪的定义也不尽相同ꎮ 例如ꎬ唯物史观认

为犯罪是一个历史范畴即阶级社会的产物ꎬ是危害

统治阶级利益ꎬ由掌握政权的统治阶级以国家意志

的形式规定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ꎮ 有的刑法学者从

犯罪构成的角度ꎬ认为犯罪是符合构成要件、违法且

有责的行为ꎮ 有的刑法学者认为犯罪是反社会的行

为ꎮ 刑事古典学派重视犯罪行为的危害结果ꎬ认为

犯罪是造成侵害性结果或危险的行为ꎻ而刑事社会

学派重视犯罪人及其危险性格ꎬ认为犯罪是犯罪人

反社会性格的表现等ꎮ

　 　 (二)不同的定义反映出不同的犯罪观【了
解】

１.从法律意义上讲ꎬ犯罪是刑法明文规定的应
受刑罚惩罚的行为

在罪刑法定制度之下ꎬ严格讲只有这种法律

(形式)上的犯罪ꎮ

２.从实质意义上讲ꎬ犯罪是一种严重危害社会
的行为

这是犯罪的本质ꎬ是犯罪的法律意义的根源ꎮ
法律之所以要规定某种行为是犯罪ꎬ在外国刑法理论

上有不同观点:(１)伦理规范违反说认为是因为它违

反了基本的社会伦理规范ꎻ(２)法益侵害说认为是因

为它侵害了国家、社会或者个人的法益ꎻ(３)二元说

认为是因为它既违反了社会伦理规范又侵害了特定

的法益ꎮ 在司法实践中ꎬ采取不同的犯罪本质观得

出的结论是不一样的ꎮ

　 　 二、我国刑法中的犯罪定义

　 　 (一)我国«刑法»第 １３ 条规定的犯罪定义及

意义

の第 １３ 条 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

全ꎬ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推翻社会

主义制度ꎬ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ꎬ侵犯国有财产

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ꎬ侵犯公民私人所有

的财产ꎬ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

利ꎬ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ꎬ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

处罚的ꎬ都是犯罪ꎬ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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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认为是犯罪(但书)ꎮ
依据第 １３ 条的规定ꎬ犯罪是危害社会、依法应

受刑罚处罚的行为ꎮ 这是形式与实质相统一的犯罪

定义ꎮ 这个定义是对刑法中规定的各种具体犯罪

(如绑架罪、抢劫罪等)共同特征的高度概括ꎮ

　 　 (二)“但书”的意义

刑法第 １３ 条但书:“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
大的ꎬ不认为是犯罪ꎮ”(背)

但书使第 １３ 条中犯罪定义既含定性要求又含

定量要求ꎬ对于合理认定犯罪及处罚犯罪具有重要

的意义ꎮ 该“但书”表明认定犯罪不仅仅需要正确

“定性”ꎬ还需要合理确定危害的“程度”或“量”ꎮ
“但书”的基本理念是:通过对犯罪的实质特征

提出定量的要求ꎬ赋予司法机关酌情排除犯罪的权

力ꎬ避免过分拘泥于法律形式而作出刻板教条的

判决ꎮ
“但书”是区分“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的宏

观标准ꎮ “但书”也是适应我国法律结构需要产生

的ꎮ 我国对危害行为的惩罚体制由两个层次的法律

构成:第一层次是治安管理处罚法以及工商、海关、
税务等行政、经济法规中的处罚规定ꎬ违反这些规定

的属于“违法行为”ꎻ第二层次才是刑法ꎬ违反刑法

的属于“犯罪”ꎮ
“但书”的刑事政策意义在于:可以缩小犯罪或

刑事处罚的范围ꎬ避免轻微的危害行为(或违法行
为)打上犯罪的标记ꎬ有利于行为人改过自新ꎻ还可
以合理配置司法资源ꎬ集中力量惩罚严重的违法行
为(犯罪)ꎮ

与«刑法»第 １３ 条犯罪定义的定量要求相呼

应ꎬ分则条文对有些犯罪特意规定了程度方面的限

制要件ꎬ如盗窃、诈骗、抢夺等ꎬ在通常情况下有“数
额较大”的限制等ꎮ 与外国刑法中的犯罪相比ꎬ中
国刑法中的犯罪构成门槛较高ꎮ

◎{多 ２０１９. ４１[２１]}下列对于我国«刑法»第

１３ 条中“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ꎬ不认

为是犯罪”的理解ꎬ正确的有( )①ꎮ Ａ. 避免给

轻微的违法行为打上“犯罪”的标记ꎻＢ. 表明认定犯

罪需要正确“定性”及合理“定量”ꎻＣ. 是区分“违法

行为”与“犯罪行为”的宏观标准ꎻＤ. 合理配置司法

资源以集中力量惩罚“严重违法行为”
◎{单 ２０１４. ３}依照我国«刑法»第 １３ 条的“但

书”规定ꎬ “不认为是犯罪” 的条件是 ( )②ꎮ
Ａ. 情节轻微的ꎻＢ. 危害不大的ꎻＣ. 情节轻微危害不

大的ꎻＤ. 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

第二节 犯罪的基本特征▲【简述、论述】

　 　 一、{法论 ２０１８. ３５}试论犯罪的基本特

征▲
答案要点:犯罪是指刑法明文规定的应当受到

刑罚惩罚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ꎮ
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征:
(１)严重的社会危害性ꎮ 犯罪是具有社会危害

性的行为ꎬ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必须达到严重的程度ꎮ
(２)刑事违法性ꎮ 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ꎬ

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只有同时被刑法明文规

定为犯罪时ꎬ才是犯罪ꎮ
(３)刑罚可罚性ꎮ 如果一个行为不应受到刑罚

处罚ꎬ其行为就不构成犯罪ꎮ
以上三个基本特征紧密联系ꎮ 严重的社会危害

性是犯罪最基本的属性ꎬ是刑事违法性和刑罚可罚

性的基础ꎬ而社会危害性如果没有达到违反刑法、应
受刑罚处罚的程度ꎬ就不构成犯罪ꎮ

　 　 二、犯罪的三个基本特征

根据«刑法»第 １３ 条犯罪的定义ꎬ我国刑法规

定的犯罪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征ꎮ

　 　 (一)犯罪是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ꎬ具有严重

的社会危害性

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实质特征ꎬ它揭示

了国家将某种行为规定为犯罪的原因ꎬ阐明了犯罪

与社会的关系ꎬ揭示了犯罪社会政治本质ꎮ ∥国家

之所以要禁止、惩罚犯罪行为ꎬ就是因为它违反了

社会基本伦理规范ꎬ侵犯了国家、社会和个人的法

益ꎬ破坏了公共秩序ꎬ妨害了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行ꎮ
这种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ꎬ被刑法规定为

犯罪ꎮ

１.犯罪必须是人的具体行为

不能把人的道德、宗教信仰、思想观念作为犯

罪ꎮ 一切犯罪在道德上都是邪恶的ꎬ但是并非一切

道德上邪恶的东西都是犯罪ꎮ

２.犯罪必须是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

严重社会危害性是指对我国刑法所保护的重要

利益的侵害ꎮ 行为不具有社会危害性ꎬ就不能认为

是犯罪ꎮ 某种行为即使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ꎬ
“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ꎬ也不认为是

犯罪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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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
(１)它是具体的ꎬ不是抽象的ꎬ«刑法»第 １３ 条

具体规定了犯罪社会危害性的各个方面的表现ꎮ
(２)具有多种表现形式ꎮ 如有的表现为实际的

危害结果ꎬ如过失犯罪都以发生实害结果为必要条

件ꎻ有的表现为发生严重危害后果的现实危险ꎬ如破

坏交通工具罪ꎻ有的表现为物质性的危害结果ꎻ有的

表现为精神性的危害ꎬ如侮辱罪ꎮ
(３)它体现了对犯罪行为的否定的社会政治评

价ꎬ不是一个纯粹的事实概念ꎮ 它是行为的客观危

害和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的统一ꎮ
‖影响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的因素:

(１)行为侵犯的客体ꎬ这是决定行为的社会危害性

的首要因素ꎻ(２)行为的手段、方法以及时间、地点ꎻ
(３)行为造成的危害结果ꎻ(４)行为人的个人情况ꎻ
(５)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ꎮ

　 　 (二)犯罪是触犯刑法的行为ꎬ具有刑事违

法性

在罪刑法定原则制约下ꎬ刑事违法性是犯罪不

可或缺的基本特征ꎬ是社会主义法制原则的必然

要求ꎮ
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ꎬ只有同时被刑法

明文规定为犯罪时ꎬ才是犯罪ꎮ 犯罪的社会危害性

与具有刑事违法性二者密切联系ꎬ不可分割ꎮ
∥刑事违法性体现了刑法的限制和保障机能ꎬ

是划分犯罪行为与一般违法行为的基本界限ꎮ
◎{单 ２０１２. ７}甲在乡村公路上高速驾驶拖拉

机ꎬ因视线不好将一拴在路边的耕牛撞死ꎮ 对甲的

行为( )①ꎮ Ａ. 不应认定为犯罪ꎻＢ. 以危险驾驶

罪定罪处罚ꎻＣ. 可以免予刑事处罚ꎻＤ. 以交通肇事

罪定罪处罚

　 　 (三)犯罪是应受刑罚惩罚的行为ꎬ具有应受

刑罚惩罚性

某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同时又触犯刑法ꎬ就应承

担受刑罚处罚的法律后果ꎮ 应受刑罚惩罚是犯罪的

基本特征之一ꎮ 犯罪是刑罚的前提ꎬ刑罚是犯罪的

法律后果ꎬ一个行为如果不具有应受刑罚惩罚性ꎬ则
不能认定为犯罪ꎮ

应当不应当受刑罚惩罚是解决行为是否构成犯

罪的问题ꎻ需要不需要进行刑罚惩罚是以行为构成

犯罪、应当受刑事惩罚为前提ꎬ是否实际给予刑罚惩

罚的问题ꎮ 免予处罚是以行为构成犯罪应当受刑罚
惩罚为前提的ꎮ 如对于犯罪中止没有造成损害结果

的ꎬ应当免除处罚ꎻ对于犯罪情节轻微的ꎬ可以免予

刑事处罚等ꎮ

　 　 三、犯罪的 ３ 个基本特征的关系

１. 三者是犯罪缺一不可的基本特征ꎬ不可分割ꎮ
(１)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ꎬ它揭示

了国家将某种行为规定为犯罪并以刑罚惩罚的原

因ꎬ阐明了犯罪与社会的关系ꎬ揭示了犯罪的社会政

治本质ꎮ (２)刑事违法性揭示了犯罪与刑法的关

系ꎬ反映了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ꎬ表明了犯罪的

法定性ꎮ (３)应受刑罚惩罚性反映了犯罪与刑罚的

关系ꎬ揭示了犯罪的法律后果ꎮ
２. 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决定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

罚惩罚性ꎬ而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惩罚性则反过

来说明和体现严重的社会危害性ꎮ
３. 一个行为如果没有社会危害性ꎬ就不应被刑

法规定为犯罪而受到刑罚惩罚ꎮ 具有社会危害性的

行为ꎬ即使是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的行为ꎬ如果不

被刑法明文规定为犯罪并规定相应的刑罚ꎬ也不应

当以犯罪论处ꎮ

第三章 犯 罪 构 成

第一节 犯罪构成概述

　 　 一、犯罪构成的概念

　 　 (一)简述犯罪构成概念及内容▲
※犯罪构成指①刑法规定的②成立犯罪必须具

备的③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的总和ꎮ (背)
其内容包括:
(１)犯罪构成是成立犯罪的必要要件ꎮ
(２)犯罪构成的诸要件是由刑法规定的ꎮ ∥正

因为组成犯罪构成的诸要件是由刑法规定的ꎬ所以

说犯罪构成是认定犯罪的法律标准或规格ꎮ
(３)具备犯罪构成要件是适用刑罚法律后果的

前提ꎮ
(４)犯罪是一系列主、客观要件的有机统一ꎮ

犯罪构成的四个要件互相联系、互相作用ꎬ共同确立

了法律上的某种“犯罪”ꎮ

　 　 (二)犯罪构成与犯罪概念的联系和区别 ×
犯罪是犯罪构成的基础ꎬ犯罪构成是犯罪的具

体化ꎮ 犯罪回答什么是犯罪以及犯罪具有哪些基本

属性等问题ꎮ 犯罪构成则进一步回答犯罪成立需要

具备哪些法定的条件并通过犯罪构成主客观要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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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确立什么样的行为是犯罪ꎮ
∥△提示:是否构成犯罪可以从犯罪的概念与

特征来回答ꎬ也可以通过犯罪构成来回答ꎮ 但构成
何罪只能通过犯罪构成来回答ꎬ犯罪的概念无法解
决犯何种具体的罪的问题ꎮ

　 　 (三)简述犯罪构成的意义【选择】
犯罪构成理论对我国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及刑

法理论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ꎮ
(１)犯罪构成作为法律规定的确立犯罪的要

件ꎬ它是定罪量刑的法律准绳ꎮ 具体而言:
①成立犯罪的标准ꎮ 在司法实践中ꎬ某人的行

为事实只有完全具备犯罪构成ꎬ才能成立犯罪ꎬ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ꎮ
②成立一罪还是数罪的标准ꎮ 行为人的行为具

备一个犯罪构成的ꎬ成立一罪ꎻ具备数个犯罪构成

的ꎬ成立数罪ꎮ 对数罪通常合并处罚ꎮ
③区别此种犯罪与彼种犯罪的标准ꎮ 每一种犯

罪都有其特有的构成要件ꎬ不同的犯罪ꎬ其犯罪构成

是不同的ꎮ
④通过确定是否犯罪、一罪与数罪、此罪与彼

罪、罪轻与罪重ꎬ为正确量刑提供根据ꎮ
(２)强调依据犯罪构成定罪量刑ꎬ有利于贯彻

法治原则ꎬ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ꎬ准确地惩罚犯罪ꎮ
(３)在刑法理论中ꎬ犯罪构成是刑法理论的核

心和刑法理论体系的基础ꎮ
理解、掌握犯罪构成理论的内容和体系ꎬ是学好

刑法学的关键之一ꎮ ∥犯罪构成作为研究法定的犯

罪成立要件的理论ꎬ把刑法总则和分则规定的犯罪

成立的要件加以归纳、抽象ꎬ使其系统化、条理化ꎬ形
成了犯罪论的理论体系ꎮ 在这个理论体系中ꎬ犯罪

论的基本问题都是围绕着犯罪构成展开的ꎬ并且是

按照犯罪构成四个要件的框架ꎬ分门别类论述的ꎻ在
刑法分则中ꎬ也是按照犯罪构成四个要件的体系分

别论述具体犯罪的特殊构成要件ꎮ

　 　 二、犯罪构成的共同要件

一般而言ꎬ任何一种犯罪都必须具备四个方面
的构成要件:(１) 犯罪客体ꎻ(２) 犯罪客观方面ꎻ
(３)犯罪主体ꎻ(４)犯罪主观方面ꎮ 认定犯罪ꎬ四个

要件缺一不可ꎮ
犯罪的四个构成要件都是必备要件ꎬ概括了各

种具体犯罪构成要件的共性ꎬ又称犯罪构成的一般
要件ꎮ

◎{法多 ２０１１. ２２}下列选项中ꎬ属于犯罪构成

必备要素的有 ( )①ꎮ Ａ. 罪过ꎻ Ｂ. 犯罪动机ꎻ
Ｃ. 危害结果ꎻＤ. 危害行为

∥关于刑法中的罪责自负:罪责自负是指谁犯

了罪ꎬ就应当由谁承当刑事责任ꎻ刑罚只及于犯罪者

本人ꎬ而不能连累无辜ꎮ 罪责自负的基本要求是:
(１)犯罪的主体只能是实施了犯罪行为的人ꎬ对于

没有实施犯罪行为的人不能对其定罪ꎻ(２)刑罚的

对象只能是犯罪者本人ꎬ对于仅与犯罪者有亲属、朋
友、邻里等关系而没有参与犯罪的人ꎬ不能追究其刑

事责任ꎮ

　 　 三、犯罪构成的分类▲【选择】

　 　 (一)基本的犯罪构成和修正的犯罪构成▲
(影响定罪)∥记忆“基本修正”

依据犯罪构成的形态方面的特点(或根据犯罪

构成在定罪中的作用)ꎬ犯罪构成分为两个方面ꎮ

１.基本的犯罪构成

基本的犯罪构成指刑法分则条文就某一犯罪的

基本形态所规定的犯罪构成ꎬ即单独实行犯既遂的
犯罪构成ꎮ

◎{法单 ２０１４. ３}我国«刑法»第 ３０３ 条第 １ 款

规定:“以营利为目的ꎬ聚众赌博或者以赌博为业

的ꎬ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ꎬ并处罚

金ꎮ”甲长期通过网络纠集池人进行赌博ꎬ人民法院

认定其聚众赌博ꎬ对其单独定赌博罪ꎮ 甲的罪行符

合赌博罪的( )②ꎮ Ａ. 基本的犯罪构成ꎻＢ. 修正

的犯罪构成ꎻＣ. 加重的犯罪构成ꎻＤ. 派生的犯罪

构成

２.修正的犯罪构成

修正的犯罪构成指以基本的犯罪构成为基础并

对之进行补充、扩展所形成的犯罪构成ꎮ
通常包括▲:(１)故意犯罪的未完成形态(包括

犯罪预备、未遂和中止)ꎻ(２)共同犯罪形态(包括主

犯、从犯、胁从犯、教唆犯)ꎮ
◎{单 ２０１０. ６}甲想杀死乙ꎬ从远处向乙开枪射

击ꎬ致乙重伤ꎮ 甲的行为符合( )③ꎮ Ａ. 标准的

犯罪构成ꎻＢ. 修正的犯罪构成ꎻＣ. 基本的犯罪构成ꎻ
Ｄ. 派生的犯罪构成

　 　 (二)标准的犯罪构成和派生的犯罪构成(影
响量刑)

依据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方面的特点(或
根据犯罪构成对量刑的影响)ꎬ犯罪构成分为两个

方面ꎮ

１.标准的犯罪构成

标准的犯罪构成又称普通的犯罪构成ꎬ指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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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对具有通常社会危害程度的行为所规定的犯罪

构成ꎮ 因为刑法通常以此为基准设置处罚ꎬ所以它

是处罚的基准形态ꎮ

２.派生的犯罪构成

派生的犯罪构成指以标准的犯罪构成为基础ꎬ
因为具有较轻或较重的法益侵害程度而从标准的犯

罪构成中派生出来的犯罪构成ꎮ
派生的犯罪构成的处罚相对于标准的犯罪构成

的处罚具有减轻或加重的情节ꎬ包括:减轻的犯罪构
成与加重的犯罪构成ꎮ

举例解析:«刑法»第 ２３２ 条规定:故意杀人的ꎬ
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 １０ 年以上有期徒刑ꎻ情节较

轻的ꎬ处 ３ 年以上 １０ 年以下有期徒刑ꎮ 其中:
(１)“故意杀人的ꎬ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 １０ 年以上

有期徒刑”为标准的犯罪构成ꎻ(２)“情节较轻的ꎬ处
３ 年以上 １０ 年以下有期徒刑”为派生的犯罪构成中

减轻的犯罪构成ꎮ
◎{单 ２０１８. ５}我国刑法规定ꎬ故意杀人ꎬ情节

较轻的ꎬ处 ３ 年以上 １０ 年以下有期徒刑ꎬ本条规定

属于故意杀人罪的( )①ꎮ Ａ. 修正的犯罪构成ꎻ
Ｂ. 标准的犯罪构成ꎻＣ. 加重的犯罪构成ꎻＤ. 减轻的

犯罪构成

第二节 犯 罪 客 体

　 　 一、犯罪客体的概念

　 　 (一)概念及内容▲
※犯罪客体是①犯罪活动侵害的②为刑法所保

护的③社会利益(或社会关系)ꎮ (背)
犯罪总是要侵犯一定的客体ꎬ犯罪客体能够决

定犯罪的性质ꎮ 行为之所以构成犯罪就是因为侵害

了法律保护的社会利益ꎬ犯罪客体是犯罪构成的必

备要件之一ꎮ
犯罪客体的内容、特征:
(１)本质:犯罪客体是某种社会生活利益ꎮ
所谓社会生活利益ꎬ就是指在共同的社会生活

中能够满足人们生存和发展需要的东西ꎮ ∥社会关

系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利益关系ꎬ作为犯罪客体的某

种社会利益总是对应某种社会关系ꎬ此社会关系以

其为内容ꎬ两者相互依存ꎬ故有些教材中将犯罪客体

表述为某种社会关系ꎮ
(２)前提:犯罪客体是刑法所保护的社会生活

利益ꎮ
刑法所保护的社会生活利益的性质、范围是有

限度的ꎬ只有当至关重要的社会生活利益遭受到严

重的侵害ꎬ刑法才将其纳入保护范围ꎮ 刑法所保护
的社会生活利益ꎬ即刑法法益ꎬ是一种公共利益而非
私人利益ꎮ 刑法保护的利益会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

而变化ꎮ
(３)限制:犯罪客体是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社会

生活利益ꎮ
刑法所保护的利益作为单纯的客体存在ꎬ并不

是犯罪客体ꎮ 只有这种利益既为刑法所保护又被犯
罪所侵害时ꎬ才成为犯罪客体ꎮ

应当注意ꎬ刑法保护的社会生活利益与该种利

益遭受侵害的样态、程度具有密切的联系ꎮ «刑法»
第 １３ 条但书规定“情节显著轻微ꎬ危害不大的”ꎬ不
构成犯罪ꎮ 只有违法行为达到了“依照法律应当受

刑罚处罚”的严重程度才构成犯罪ꎮ

　 　 (二)犯罪客体在刑法条文中的体现 ×
刑法对同类客体的规定比较直接明了ꎮ 对于直

接客体则表现出多种形式:
(１)有些条文中明确表述出犯罪客体ꎻ∥如«刑

法»第 ２２５ 条表述出非法经营罪的客体是“市场秩

序”ꎮ
(２)有些条文通过对客观方面的表述ꎬ反映出

犯罪客体ꎻ∥如«刑法»第 ２３６ 条规定“强奸妇女”的
行为ꎬ表明该罪侵犯的是妇女的性权利ꎮ

‖(３)有些条文通过一定的物质表现来指明犯

罪客体ꎻ有些条文通过指出被侵犯的社会关系的主

体来表明犯罪客体ꎻ有些条文通过指出对调整一定

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违反来说明犯罪客体ꎮ

　 　 (三)犯罪客体的意义

研究犯罪客体有助于正确理解、适用法律ꎻ有助
于认识犯罪的本质特征、准确定罪和量刑ꎮ 因为犯

罪的客体是刑法保护的社会利益ꎬ它能反映或者揭

示出某一刑法条文的目的或者宗旨ꎬ这对于正确理

解、适用该条文具有指导作用ꎮ
∥犯罪客体揭示了犯罪所侵害的社会关系的具

体性质与种类ꎬ是决定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首要因
素ꎮ 没有犯罪客体ꎬ就没有犯罪ꎮ 【选择】

　 　 二、犯罪客体的种类▲【选择】

　 　 (一) {简 ２０１９. ５１ [３１]}简述犯罪客体的

种类

答题要点:犯罪客体是犯罪活动侵害的为刑法

所保护的社会利益ꎮ
犯罪客体可按其范围大小划分为三种:一般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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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同类客体、直接客体ꎮ
(１)一般客体是指一切犯罪所共同侵害的社会

利益ꎬ即社会主义社会利益的总体ꎮ
(２)同类客体是指某一类犯罪所共同侵犯的社

会利益ꎮ
(３)直接客体是指某一具体犯罪直接侵害的特

定的社会利益ꎮ
◎{多 ２０２１. ４２[２２]}下列关于犯罪客体的理解

中ꎬ正确的有( )①ꎮ Ａ. 一般客体是指社会主义
社会关系的整体ꎻＢ. 重婚犯罪侵害的直接客体是婚

姻自由权利ꎻＣ. 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之间是本质与
现象的关系ꎻＤ. 我国刑法分则体系主要以同类客体
为基础加以构建
　 　 (二)考点解析

１.一般客体(共同客体):
一般客体既是一切犯罪侵害的社会利益(或社

会关系)的总体ꎬ又是一切犯罪的共同本质ꎬ它揭示

出犯罪社会危害性就是对社会利益的危害ꎮ 直接客

体、同类客体都是一般客体的组成部分ꎬ三者之间是

个别、局部与整体的关系ꎮ

２.同类客体(分类客体):
同类客体是一类犯罪所侵犯的社会利益的共同

属性ꎮ
研究犯罪同类客体有两个重要意义:
(１)同类客体概括的是一类犯罪的共同属性ꎬ

是对犯罪进行分类的基础ꎮ 我国刑法分则ꎬ主要是

按照同类客体把所有的犯罪分为十大类ꎬ并以此为

基础构筑刑法分则体系的ꎮ 由此可见ꎬ同类客体既

是建立刑法分则的体系ꎬ也是理解刑法分则体系的

重要概念ꎮ
根据同类客体原理ꎬ我国刑法把上百种犯罪ꎬ按

照社会危害性的大小ꎬ由重到轻排列ꎬ兼顾主体ꎬ形成

一个科学的体系ꎮ 十类犯罪的侵犯的客体分别是:
①危害国家安全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

安全ꎻ
②危害公共安全罪:社会的公共安全ꎻ
③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社会主义的

市场经济秩序ꎻ
④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公民人身权

利、民主权利和同人身有关的其他权利ꎻ
⑤侵犯财产罪:公共财产和公民私人所有的合

法财产的所有权ꎻ
⑥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社会管理秩序ꎻ
⑦危害国防利益罪:国防利益ꎻ
⑧贪污贿赂罪: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

性和公私财产的所有权ꎻ
⑨渎职罪: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ꎻ
⑩军人违反职责罪:国家的军事利益ꎮ
(２)同类客体对于区别此罪与彼罪的界限也具

有重要的意义ꎮ 犯罪同类客体原理能够帮助司法工

作人员把各式各样的犯罪行为ꎬ从性质上和社会危

害性程度上互相区分开来ꎬ从而有助于正确定罪和

适用刑罚ꎮ

３.直接客体

如故意杀人罪的直接客体是他人的生命权利ꎮ
犯罪的直接客体是某种犯罪构成的组成部分ꎬ它直

接反映该种犯罪行为所侵害利益的社会性质ꎬ也就

是指刑法所保护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具体部分ꎮ
根据犯罪行为侵害的直接客体的数量ꎬ可以把

直接客体分为两种:
(１)简单客体(单一客体):是指一种犯罪只侵

害一个利益的ꎬ如盗窃罪ꎮ
(２)复杂客体:是指一种犯罪直侵害两个以上

利益的ꎬ如抢劫罪ꎮ 复杂客体可分为主要客体与次

要客体ꎮ
区分简单客体与复杂客体对正确定罪量刑有重

要意义ꎮ
直接客体、同类客体都是一般客体的组成部分ꎬ

三者之间是个别、局部与整体的关系ꎮ 无论犯罪行

为直接侵害了何种社会利益ꎬ归根结底都是对社会

主义社会利益的侵害ꎮ
◎{单 ２０１２. ３}下列关于犯罪直接客体的说法ꎬ

正确的是( )②ꎮ Ａ. 一个犯罪只侵犯一个直接

客体ꎻＢ. 直接客体是对犯罪进行分类的标准ꎻＣ. 在
犯罪未遂的情况下不存在直接客体ꎻＤ. 直接客体是

指某一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特定社会关系

　 　 三、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多选、案例】

　 　 (一)犯罪对象的概念和内容

※犯罪对象是指刑法规定的犯罪行为所侵犯或

直接指向的具体人、物或信息ꎮ
∥犯罪对象是犯罪构成客观方面的选择性要

素ꎬ也就是说ꎬ凡是刑法条文中明确规定行为对象

的ꎬ它就是该条文规定的犯罪构成的必要因素ꎬ如盗

窃枪支弹药罪中的枪支弹药ꎮ 由于刑法中规定的绝

大多数犯罪都有特定的对象ꎬ所以确定犯罪对象具

有重要意义ꎮ
∥犯罪对象不同于以下几类:(１)组成犯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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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ꎮ 如用于贿赂、赌博的财物ꎬ是组成贿赂罪、赌博

罪之物ꎬ不是贿赂罪、赌博罪的犯罪对象ꎮ (２)犯罪

所生之物ꎮ 如伪造的公文对于伪造公文罪而言、制
造的毒品对于制造毒品罪而言属于犯罪生成之物ꎬ
不是犯罪对象ꎮ (３)犯罪所用之物ꎮ 使用伪造的信

用卡诈骗ꎬ该伪造的信用卡属于用于犯罪之物ꎬ不是

犯罪对象ꎮ
◎{单 ２０１５. ２}下列选项中ꎬ属于犯罪对象的是

( )①ꎮ Ａ. 赌博的筹码ꎻＢ. 抢夺的财物ꎻＣ. 行贿

的财物ꎻＤ. 运输毒品的车辆

　 　 (二)简述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的联系和区别

二者是本质与现象的关系ꎬ既有联系又有区别ꎮ
∥如盗窃罪的对象是公私财物ꎬ它们的犯罪客体是

财产的所有权ꎮ

１.两者的联系

(１)犯罪客体寓于犯罪对象之中ꎬ揭示犯罪的

本质ꎬ而犯罪对象是犯罪客体的载体或主体承担者ꎮ
犯罪行为对犯罪客体的侵害ꎬ往往是通过侵犯或指

向犯罪对象来实现的ꎮ
‖(２)犯罪对象在不同的场合会表现为不同的

犯罪客体ꎮ 不同的犯罪对象在一定的场合也可能表

现为相同的犯罪客体ꎮ

２.两者的区别

(１)犯罪客体是所有犯罪构成的一般要件ꎬ能
够决定犯罪的性质ꎻ犯罪对象仅是某些犯罪客观方
面中的必要要素ꎬ而不是所有犯罪的必要条件ꎮ

(２)任何犯罪都要使一定的犯罪客体受到侵

害ꎻ而犯罪对象则不一定受到损害ꎮ 如盗窃枪支、弹
药罪的犯罪对象枪支、弹药ꎬ在犯罪过程中不一定遭

到毁坏ꎮ
实践证明ꎬ正确认识犯罪对象和犯罪客体的联

系与区别ꎬ有助于我们分清各种犯罪对象中体现的

犯罪客体的性质ꎬ这对于我们防止将犯罪对象误认

为犯罪客体ꎬ混淆各种犯罪的区别ꎬ有重要意义ꎮ
◎{单 ２０１４. ５}下列关于犯罪对象的说法中ꎬ正

确的是( )②ꎮ Ａ. 犯罪对象是犯罪客体的载体ꎻ
Ｂ. 犯罪对象的功能是区分此罪与彼罪ꎻＣ. 犯罪对象

是一切犯罪都必须具备的构成要件ꎻＤ. 犯罪对象是

刑法所保护的、为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社会关系

第三节 犯罪客观方面

　 　 一、犯罪客观方面概述 × 【了解】
１.概念

※犯罪客观方面是指刑法所规定的ꎬ说明犯罪

活动外在表现的诸客观事实ꎮ
犯罪客观方面的要素包括:
(１)必要要件:危害行为ꎮ 只有危害行为是一

切犯罪构成客观方面的必要要素ꎮ
(２)选择要件:行为对象、行为的危害结果ꎬ犯

罪的时间、地点和方法ꎬ危害行为方式、手段等ꎮ

２.研究犯罪客观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１)是划分罪与非罪的重要客观标准ꎮ 犯罪的

客观方面是犯罪人作用于社会、危害社会的唯一途

径ꎬ所以没有它就不可能有犯罪ꎮ
(２)是区分此罪与彼罪的重要依据之一ꎮ 犯罪

的客观事实具有可观察、描述的特性ꎬ因此刑事立法

都是以描述客观方面的方式(罪状)来规定犯罪的ꎮ
刑事司法也主要是以客观方面的事实特征来认定犯

罪、评价犯罪的危害性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的ꎮ
犯罪客观方面的多样性ꎬ对有些犯罪ꎬ只能通过犯罪

客观方面的不同形式加以区分ꎮ
‖(３)研究犯罪的客观要件ꎬ对于正确分析和

认定犯罪的主观方面也有重要意义ꎮ 研究犯罪客观

方面ꎬ可以为解决犯罪主观方面的问题提供可靠的

客观基础ꎮ

　 　 二、危害行为▲

　 　 (一)危害行为的概念与特征 ×
※危害行为是指在行为人在意识支配之下实施

的危害社会并被刑法所禁止的身体活动ꎮ
其特征(或内涵):
(１)有体性ꎮ 危害行为是人的身体活动或动

作ꎬ包括积极的活动与消极的活动ꎮ
(２)有意性ꎮ 危害行为是人的意识支配的产物

和表现ꎬ没有意识支配则不能认为是危害行为ꎮ
∥人的无意识动作、身体受外力强制形成的动作、在
不可抗力的情况下形成的动作等ꎬ都不是危害行为ꎮ

(３)有害性ꎮ 危害行为是侵犯刑法所保护的社
会利益的行为ꎬ这是它的实质内容ꎮ ∥现代刑法禁

止对思想定罪处罚ꎬ所以任何犯罪都不能缺少危害

行为ꎮ
◎{辨 ２０１２. ５５}“无行为即无犯罪”:正确ꎮ
◎{辨 ２０１０. ５５}“实施同样的行为ꎬ就应当以同

样罪名定罪处罚”:不完全正确ꎮ

　 　 (二)危害行为的分类△【选择】
危害行为根据违反的规范性质分为:
(１)作为:作为是指积极的行为ꎬ即行为人以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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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的身体活动实施某种被刑法禁止的行为ꎬ如故意

杀人罪ꎮ
(２)不作为:※不作为是指消极的行为ꎬ即行为

人消极地不履行法律义务而危害社会的行为ꎬ如遗

弃罪ꎮ
从违反法律规范的性质上看:作为直接违反了

禁止性的罪刑规范ꎻ不作为直接违反了某种命令性
规范(作为义务规范)ꎮ 从表现形式看:作为是积极
的身体动作ꎻ不作为是消极的身体动作ꎮ

作为、不作为与故意、过失之间没有绝对的对应
关系ꎮ 过失犯罪既可以由作为的方式构成ꎬ也可以
由不作为的方式构成ꎮ

◎{辨 ２０１１. ５５} “刑法中的不作为就是身体

处于静止状态的行为方式” :这种说法是错误的ꎬ
行为人的身体处于静止状态固然属于不作为ꎬ但
通过积极的身体动作逃避履行义务的也属于不

作为ꎮ
◎ { 单 ２０２０. ４ } 不 作 为 犯 罪 的 主 观 方 面

( )①ꎮ Ａ. 只能是过失ꎻＢ. 只能是故意ꎻＣ. 不要

求故意及过失ꎻＤ. 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过失

◎{单 ２０１１. １３}下列关于过失犯罪的说法中ꎬ
正确的是( )②ꎮ Ａ. 过失犯罪是指行为人对于

危害结果的发生没有预见的犯罪ꎻＢ. 过失犯罪既可

以由不作为方式构成ꎬ也可以由作为方式构成ꎻ
Ｃ. 过失犯罪未造成严重结果的ꎬ可以按照犯罪未遂

从轻或者减轻处罚ꎻＤ. 对具有高度危险的过失行

为ꎬ即使未造成法律规定的实害结果ꎬ也应当定罪

处罚

　 　 (三)不作为构成犯罪的条件▲▲▲【案例、
选择】(背)

１.简述或论述不作为构成犯罪的条件ꎮ 记忆:
当为、能为、而不为

答题要点:不作为构成犯罪相对于作为构成犯

罪ꎬ需要具备以下的前提条件:
(１)当为:行为人负有某种特定的义务ꎮ
在认定不作为时ꎬ关键是要判明行为人有无实

施某种行为的特定义务ꎮ 仅仅违反一般道德义务的

行为ꎬ只能受到道德谴责或者纪律处分ꎬ而不能构成

犯罪ꎮ
(２)能为:行为人能够履行义务ꎮ
行为人负有某种法律义务是不作为构成犯罪的

前提ꎮ 如果行为人虽有防止结果发生的义务ꎬ但是

由于缺乏必要的能力或其他原因而不可能防止危害

结果发生的ꎬ也不成立不作为犯罪ꎮ
(３)而不为:行为人不履行特定义务ꎬ造成或可

能造成危害结果ꎮ
◎{单 ２０１９. １３[３]}下列情形中ꎬ成立不作为犯

罪的是( )③ꎮ Ａ. 某县法院院长甲目睹身为县

财政局局长的妻子收受其下属的巨额贿赂ꎬ不予阻

止ꎻＢ. 乙见室友在门口遭遇持刀抢劫ꎬ因害怕将房

门反锁导致室友无处躲藏被刺成重伤ꎻＣ. 收养人丙

发现所收养的两岁小孩患有先天性心脏病ꎬ将孩子

独自留在家中致其饿死ꎻＤ. 丁在妻子难产时拒绝在

剖腹产手术同意书上签字ꎬ妻子难忍疼痛从病房楼

跳下身亡

２.简述不作为义务的来源▲
答题要点:不作为犯罪之行为人的义务来源具

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１)法律上的明文规定ꎮ 如«民法典»婚姻家庭

编中规定夫妻之间、直系亲属之间在特定条件下的

扶养、抚养和赡养的义务ꎮ
(２)行为人职务上、业务上的要求ꎮ 如值勤消

防人员有扑灭火灾的义务ꎮ
(３)行为人的法律地位或法律行为所产生的义

务ꎮ 如监护人的监护、抚养义务ꎮ
(４)行为人自己先前行为具有发生一定危害结

果的危险的ꎬ负有防止其发生的义务ꎮ 如将他人推

落水中有溺死的危险的ꎬ即负有救护义务ꎮ 但如果

仅是普通旁观者ꎬ则不具有此种刑法上的义务ꎮ
◎{单 ２０１４. ６[４]}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甲ꎬ因不

满父亲再婚ꎬ与之断绝往来ꎮ 其父晚年孤身一人、身
患重病时ꎬ甲拒绝照顾ꎬ情节恶劣ꎬ构成遗弃罪ꎮ 在

本案中ꎬ甲违反了( )④ꎮ Ａ. 法律行为引起的义

务ꎻＢ. 职务要求的义务ꎻＣ. 先前行为引起的义务ꎻ
Ｄ. 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

　 　 (四)纯正不作为犯▲与不纯正不作为犯【选
择】

纯正不作为犯ꎬ又称真正不作为犯ꎬ指行为人行
为构成了法定的犯罪行为本身就是不作为的犯罪ꎮ
例如ꎬ遗弃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逃税罪、巨额财
产来源不明罪等ꎮ

不纯正不作为犯ꎬ又称不真正不作为犯ꎬ指行

为人因不作为而构成了法定犯罪行为本身应是作

为的犯罪ꎮ 如因不作为而构成故意杀人罪、抢劫

罪等ꎮ
∥纯正不作为犯是根据刑法明文规定只能由行

为人以不作为形式来实施ꎻ不纯正不作为犯是行为

人以不作为形式实施的根据刑法规定通常以作为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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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实施的犯罪ꎮ
◎{简 ２０２１. ５１[３１]}简述纯正不作为犯的构成

条件ꎮ
◎{单 ２０１７. ３}下列选项中ꎬ构成纯正不作为犯

罪的是( )①ꎮ Ａ. 甲将生活不能自理的母亲锁

在家中ꎬ外出数天致母亲饿死ꎻＢ. 乙(纳税人)做假

账ꎬ少缴纳税款数额巨大且占应纳税额的 ２０％ ꎻ
Ｃ. 丙(司机)驾驶时ꎬ离开公交车驾驶岗位与乘客斗

殴ꎬ造成交通事故ꎻＤ. 丁(医生)在飞机上目睹乘客

心脏病突发未予施救ꎬ该乘客不治身亡

◎{多 ２０１３. ４１}下列选项中ꎬ属于犯罪不作为

成立条件的有( )②ꎮ Ａ. 行为人负有特定义务ꎻ
Ｂ. 行为人没有实施任何行为ꎻＣ. 行为人未履行特定

义务ꎻＤ. 行为人能够履行特定义务

◎{单 ２０１２. ４}下列犯罪属于纯正不作为犯的

是( )③ꎮ Ａ. 重婚罪ꎻＢ. 遗弃罪ꎻＣ. 绑架罪ꎻＤ. 掩
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三、危害结果▲【选择】
　 　 (一)概念

※危害结果是指危害行为对犯罪直接客体造成
的实际损害或现实危险状态ꎮ

∥ ×危害结果一直是法学界争论的话题之一ꎬ
关于危害结果ꎬ大致分为:

(１)危害犯罪客体说ꎮ «２０２２ 年全国硕士研究

生招生考试法律硕士专业学位联考考试分析» (以
下简称«分析»)关于危害结果的概念采用本说法ꎬ
既然犯罪客体要件是犯罪的四个客观方面要件之

一ꎬ那么危害结果就应该成为一切犯罪的必要条件ꎬ
据此一切犯罪都应该有危害结果ꎬ但与“危害结果

是犯罪客观方面的选择要件”相矛盾ꎮ
(２)危害行为对象说ꎮ 该说认为危害结果是危

害行为对行为对象(人或物)造成的实际损害的现

实事实ꎬ从而体现出对犯罪直接客体造成实际损害

或具体危险ꎮ
(３)法定现象事实说ꎮ 该说认为危害结果是犯

罪行为引起的具有社会危害性法定现象事实ꎮ
«分析»中不同地方提到的“危害结果”ꎬ采用了

不同的观点ꎮ

　 　 (二)广义的危害结果和狭义的危害结果

１.广义的危害结果

指犯罪行为所造成的一切损害事实ꎬ包括属于

构成要件的结果和不属于构成要件的结果ꎮ 广义的

危害结果既包括危害行为的直接结果ꎬ也包括间接

结果ꎮ
∥如甲诈骗乙的 １００ 万元ꎬ乙因而自杀身亡ꎮ

乙的财产损失和自杀死亡都是甲的行为结果ꎬ乙的

财产损失是甲诈骗罪犯罪构成的结果ꎬ乙死亡不是

甲诈骗犯罪构成的结果ꎮ 同时乙的财产损失是诈骗

行为的直接结果ꎻ而乙自杀身亡则是诈骗行为的间

接结果ꎮ

２.狭义的危害结果

特指刑法规定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结果ꎬ包括

标准犯罪构成的结果和派生犯罪构成的结果ꎮ
狭义的危害结果既包括物质性的、有形的、可以

具体观测的结果ꎬ如造成人员伤亡或具体损失ꎻ也包

括非物质性的、无形的、难以具体观测的结果ꎬ如人

格、名誉的损害ꎻ另外还包括实害结果和危险结果ꎬ
后者如危险犯ꎮ

３. {法简 ２０１４. ３１}简述刑法中危害结果的分

类 ×
答案要点:根据不同的标准ꎬ刑法中危害结果可

分为:
(１)以危害结果是否是犯罪的构成要件为标

准ꎬ分为构成要件的结果和非构成要件的结果ꎻ
(２)以危害结果的现象形态为标准ꎬ分为物质

性结果和非物质性结果ꎻ
(３)以危害行为和危害结果之间的关联方式为

标准ꎬ分为直接结果和间接结果ꎻ
(４)以危害结果的表现形式为标准ꎬ分为实害

结果和危险结果ꎻ
(５)以危害结果的严重程度及其意义为标准ꎬ

分为标准的犯罪构成结果和派生的犯罪构成结果ꎮ

　 　 (三)危害结果在刑法中的意义 ×
对各个具体犯罪构成来说ꎬ危害结果对定罪量

刑也有不同的影响ꎮ
(１)危害结果作为某些犯罪的构成要件:①绝

大多数过失犯罪都要求发生法定的物质性危害结果

才构成犯罪ꎬ如过失致人死亡罪必须发生死亡结果

才能构成该罪ꎮ ②另外也有一些故意犯罪把发生法

定结果规定为构成要素ꎬ如生产、销售、提供劣药罪ꎬ
破坏性采矿罪等ꎮ

(２)危害结果作为某些犯罪既遂的条件:如故

意杀人罪发生了死亡结果才认为既遂ꎮ 这通常存在

于故意犯罪且惩罚该未完成罪的场合ꎮ ∥结果犯是

指以危害结果为犯罪既遂的必备要件的犯罪ꎮ 行为
犯与危险犯都不以危害结果的发生为既遂标志ꎮ

(３)出现某种危害结果作为对犯罪加重法定刑

的条件:有些条文规定如果犯罪行为发生了某种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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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危害结果ꎬ则加重其法定刑ꎮ 如抢劫ꎬ强奸致人

重伤、死亡等ꎮ
(４)发生某种实际损害的可能性(危险)作为:

①某些犯罪的构成要件ꎬ如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

准的食品罪ꎬ“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

他严重食源性疾病”是构成该罪的要件ꎮ ②某些犯

罪既遂的条件ꎬ如破坏交通工具、破坏交通设施罪的

既遂条件是“足以使交通工具倾覆、毁坏”ꎮ

　 　 四、刑法中的因果关系【论述】
　 　 (一)概念

※刑法因果关系是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
一种客观的引起与被引起的联系ꎮ

　 　 (二)刑法中的因果关系的地位

确认行为与结果存在因果关系ꎬ是让行为人对

该结果负刑事责任的客观基础ꎮ

１.对于实害犯具有重要意义

实害犯的既遂必须以实害结果的发生为要件ꎬ
并且这一实害结果必须与危害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
系ꎬ如果某一结果的发生与行为人的行为之间没有
因果关系ꎬ就不能要其对这一结果承担责任ꎮ

２.对于行为犯则一般不存在解决刑法因果关系

的问题

　 　 (三)因果关系对承担刑事责任的意义▲▲
【简、选择】

确认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ꎬ意
味着(犯罪构成客观要件中)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

或加重结果之间具备了法律规定(要求)的客观性

联系ꎮ 如果不存在因果关系ꎬ则不能把某结果归责
于行为人ꎮ 但是ꎬ即使存在因果关系ꎬ也不意味着对
结果当然应当负刑事责任ꎮ 因为刑事责任是主客观
统一的ꎬ仅仅认定存在因果关系是不够的ꎬ还需要认
定是否具备承担刑事责任的其他条件ꎬ如主观要件
(有无故意、过失)以及主体资格(责任年龄、责任能
力)等ꎮ

例如ꎬ甲某在深山盗伐林木ꎬ树倒砸死隐蔽在旁

的守林人ꎮ 认定存在因果关系ꎬ但行为人是否对该

结果负刑事责任、负何种责任ꎬ则需视主观认识而

定:如果行为人是故意的则承担故意杀人罪责ꎬ过失

的则承担过失致人死亡罪责ꎻ如果是意外事件ꎬ则不

负刑事责任ꎮ

　 　 (四)刑法中的因果关系的特点【掌握认定】
１.客观性ꎮ 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

系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ꎮ ∥承认

刑法因果关系的客观性具有两个实际意义:①因果

关系的认定ꎬ不受行为人主观认识的影响ꎻ②有因果

关系只能说明行为人具备对该结果承担刑事责任的

客观性条件ꎬ不是充分条件ꎮ
◎{单 ２０２０. １１[１]}下列关于刑法因果关系的

说法中ꎬ正确的是( )①ꎮ Ａ. 因果关系的认定必

须考虑行为人的主观认识ꎻＢ. 因果关系的存在是行

为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充分条件ꎻＣ. 危害行为与危害

结果之间存在条件关系即可认定因果关系存在ꎻ
Ｄ. 不作为犯罪中不作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

系是客观存在的

２.相对性ꎮ 刑法中研究因果关系的目的是解决

行为人对危害结果是否应当承担刑事责任ꎬ所以ꎬ在
认定因果关系时应当抽取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这对

现象研究其因果关系ꎮ ∥社会生活中各种现象普遍

存在联系ꎬ某一现象既是前一现象的结果又是后一

现象的原因ꎬ原因与结果是相对的ꎬ因此ꎬ需从整个

因果链条中抽出一对现象来研究ꎮ

３.必然性ꎮ 因果关系一般表现为两种现象之间
有着内在的、必然的、合乎规律的引起与被引起的关
系ꎮ 这是因果关系基本的和主要的表现形式ꎮ

４.复杂性ꎮ 在有些场合因果关系会呈现出复杂

的形态ꎮ 主要表现为:①一果多因ꎻ②一因多果ꎮ

　 　 (五)不作为的因果关系认定▲
行为人如果履行自己的作为义务就能够防止犯

罪结果发生ꎬ因不履行该作为义务而致该结果发生
的ꎬ认定具有因果关系ꎮ

　 　 (六)刑法因果关系的认定:特殊情形的因果

关系的认定▲【选择、案例】
我国把因果关系设定为一种客观的联系ꎬ认定

因果关系不受行为人主观上认识因素的影响ꎮ

１.下列情形尽管特殊ꎬ通常认为有因果关系▲
(１)行为在特定条件下导致结果发生:如殴打

行为与被害人患有疾病等特异体质的情况(如脾肿
大、心脏病、高血压、白血病、血小板缺少症)相遇ꎬ
发生死亡结果ꎮ 或遭遇恶劣条件发生结果:如甲在
穷乡僻壤致乙受伤ꎬ走两天的路程才找一所简陋的
医院ꎬ乙不治身亡ꎮ

(２)行为与被害人行为相遇导致结果:如私设
电网遇到被害人钻电网触电身亡ꎬ驾车劫持人质时
人质从疾驰的车上跳下逃生摔死等ꎮ

(３)两行为相接导致结果ꎬ如甲强令工人乙违
章作业造成事故ꎬ甲强令司机乙违章驾驶发生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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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ꎬ甲教唆乙杀人致人死亡等ꎮ
(４)数行为共同作用导致危害结果ꎬ如甲投放

未达致死量的毒药ꎬ乙也投放一份未达致死量的毒
药ꎬ甲乙投放的毒药总量共同作用下导致死亡结果ꎻ
数人共同殴打一人致死ꎬ甲乙丙三个人共同殴打丁ꎬ
即使分不清哪一拳是致命的ꎬ也不妨碍认为三人的
行为与丁死亡结果都有因果关系ꎮ

因为采取因果关系客观说ꎬ只承认具有追究刑

事责任客观基础的地位ꎬ相应扩大了认定因果关系

的范围ꎬ所以ꎬ上述情况虽然有些奇怪ꎬ通常认为有

因果关系ꎮ
◎{法多 ２０１４. ２２}下列选项中ꎬ危害行为和死

亡结果之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的有( )①ꎮ
Ａ. 甲为索取债务ꎬ将邹某关押在一居民楼里ꎬ邹某

在逃跑时不慎摔死ꎻＢ. 乙在菜场卖菜时辱骂顾客王

某ꎬ致王某情绪激动ꎬ心脏病突发而猝死ꎻＣ. 丙违章

驾车ꎬ将行人赵某撞成重伤后逃跑ꎬ赵某因未得到及

时救助而死亡ꎻＤ. 丁将陶某打晕后以为其已经死

亡ꎬ就将陶某抛掷到水库中ꎬ陶某溺水死亡

２.下列情形中ꎬ甲的行为虽然与结果有一定的

联系ꎬ但通常认为没有因果关系▲
(１)甲希望乙在交通事故中死亡ꎬ出资赞助乙

乘飞机周游世界ꎬ乙果真在途中遇空难而死亡ꎮ
(２)甲投放足以致死的毒药在乙的汤中ꎬ乙喝

下后中毒感到烦闷ꎬ出门透气时被另一仇人丙一枪
击毙ꎮ

(３)甲偷乙钱包得手后逃跑ꎬ乙追甲过程中ꎬ甲
被车(火车)撞死ꎮ

(４)甲殴打乙致伤ꎬ乙搭乘出租车汽车或救护
车去医院的途中发生车祸ꎬ乙在车祸中丧生ꎮ

◎{单 ２０１７. ４[３]}甲基于杀人故意实施的下列

行为ꎬ与乙的死亡之间具有刑法上因果关系的是

( )②ꎮ Ａ. 甲劝乙乘坐长途汽车去山区旅行ꎬ乙
旅行时因汽车坠崖死亡ꎻＢ. 甲在家中“作法”诅咒与

其有矛盾的乙ꎬ后乙突发疾病死亡ꎻＣ. 甲殴打乙致

其轻伤ꎬ乙在去医院途中被高楼上坠落的花盆砸中

死亡ꎻＤ. 甲持木棍对乙穷追不舍ꎬ乙迫不得已跳入

冰冷的河中因痉挛而溺水死亡

　 　 五、犯罪的时间、地点、方法 × 【了解】
犯罪的时间、地点、方法等都是犯罪客观方面的

选择要件ꎮ
一般情况下ꎬ刑法对犯罪的时间、地点、方法不

作特别的限定ꎬ它就不是犯罪构成的客观要件ꎮ 若
刑法明文规定时ꎬ时间、地点、方法就成为构成该罪
的要件ꎬ成为区分罪与非罪的重要标准ꎮ 如«刑法»

第 ３４１ 条第 ２ 款就把“禁猎区” (地点)、“禁猎期”
(时间)和“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规定为非法狩猎

罪的客观要件ꎬ第 ２６３ 条规定的“入户抢劫的”和

“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的”ꎬ第 ２９２ 条规定的“在
公共场所或者交通要道聚众斗殴的”ꎬ等等ꎮ

‖由于犯罪在不同的时间、地点ꎬ采用不同的方

法ꎬ对社会产生的震动和危害不同ꎬ因而ꎬ对于确定

犯罪的危害程度ꎬ具有一定意义ꎮ
◎{法多 ２０１４. ２４}下列关于犯罪地点在刑法中

的作用的表述中ꎬ正确的有( )③ꎮ Ａ. 犯罪地点

是犯罪的共同构成要件ꎻＢ. 犯罪地点是犯罪的选择

构成要件ꎻＣ. 犯罪地点是某些犯罪的法定量刑情

节ꎻＤ. 犯罪地点是某些犯罪的酌定量刑情节

第四节 犯 罪 主 体▲▲

　 　 一、犯罪主体概述 × 【了解】
※犯罪主体是指实施了犯罪行为ꎬ并依法应负

刑事责任的人ꎮ

１.种类

我国现行刑法典规定的犯罪主体包括自然人、
单位两种ꎬ是犯罪构成的必要要件ꎮ ∥我国 １９７９ 年

«刑法»中只规定了自然人主体ꎮ 任何自然现象、动
物、物品、尸体都不具有犯罪主体资格ꎮ

２.自然人成为犯罪主体必须具备的条件

(１)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ꎬ且具有刑事责任

能力即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ꎮ 这是负刑事责

任的生理基础ꎮ
(２)实施了犯罪行为ꎮ
这两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ꎬ缺一不可ꎮ 除此之

外ꎬ我国刑法规定的某些犯罪ꎬ还要求行为人具有一

定的身份ꎬ才能构成这些犯罪的犯罪主体(特殊主

体)ꎮ

　 　 二、刑事责任能力▲【选择】
※刑事责任能力是指认识自己行为的社会性质

及其意义并控制和支配自己行为的能力ꎮ 简言之ꎬ
就是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ꎮ

辨认能力是指一个人认识自己特定行为的社会

性质、意义和后果的能力ꎬ包括对事实真相本身的认

识能力和对事实是非善恶评价的认识能力ꎮ
控制能力是指一个人按照自己的意志控制和支

配自己行为的能力ꎮ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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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认和控制能力必须同时具备ꎬ才认为具备刑

事责任能力ꎮ 刑事责任能力既是犯罪能力又是负刑
事责任的能力ꎮ

∥广义的刑事责任能力ꎬ包括刑事责任年龄ꎬ刑
事责任年龄是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时间前提或者年

龄前提ꎮ 正常人达到了规定的年龄ꎬ法律就推定为

具有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ꎬ即具有相应犯罪

的刑事责任能力ꎮ 自然人年满 １６ 周岁推定对所有

犯罪ꎬ具有承担刑事责任的能力ꎻ年满 １４ 周岁不满

１６ 周岁的ꎬ推定对刑法明文规定八种犯罪行为ꎬ具
有承担刑事责任的能力ꎻ不满 １４ 周岁的ꎬ推定其不

具备法定的辨认和控制能力ꎬ不具备承担刑事责任

的能力ꎮ
∥刑事责任能力状态在实践中以实行犯罪行为

时为准ꎮ

　 　 三、刑事责任年龄▲▲
刑事责任年龄ꎬ指法律所规定的行为人对自己

的犯罪行为负刑事责任必须达到的年龄ꎮ

　 　 (一)我国刑法对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
の第 １７ 条 已满 １６ 周岁的人犯罪ꎬ应当负刑

事责任ꎮ
已满 １４ 周岁不满 １６ 周岁的人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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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放危险物质罪的ꎬ应当负刑事责任ꎮ

已满 １２ 周岁不满 １４ 周岁的人ꎬ犯故意杀人、故
意伤害罪ꎬ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
造成严重残疾ꎬ情节恶劣ꎬ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
诉的ꎬ应当负刑事责任ꎮ

对依照前三款规定追究刑事责任的不满 １８ 周
岁的人ꎬ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ꎮ

因不满 １６ 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ꎬ责令其父母或

者其他监护人加以管教ꎻ在必要的时候ꎬ依法进行专
门矫治教育ꎮ

の第 １７ 条之一 　 已满 ７５ 周岁的人故意犯罪
的ꎬ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ꎻ过失犯罪的ꎬ应当从轻
或者减轻处罚ꎮ

１.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

已满 １６ 周岁的人犯罪ꎬ应当负刑事责任ꎮ

２.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

已满 １２ 周岁不满 １６ 周岁的人ꎬ分两种情况:
(１)已满 １４ 周岁不满 １６ 周岁的人▲:犯①故意

杀人、②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③强奸、④抢
劫、⑤贩卖毒品、⑥放火、⑦爆炸、⑧投放危险物质罪
的ꎬ应当负刑事责任ꎮ 对上述８ 种之外的犯罪行为

不负刑事责任ꎮ (背)

∥«刑法»第 １７ 条第 ２ 款规定的 ８ 种犯罪ꎬ是指

具体犯罪行为而不是具体罪名ꎮ 已满 １４ 周岁不满

１６ 周岁的人ꎬ实施其他犯罪过程中同时具有上述行

为的ꎬ依据上述罪名追究其刑事责任ꎮ 如拐卖妇女

过程强奸妇女的ꎬ应当以强奸罪定罪量刑ꎬ对拐卖妇

女的行为不负刑事责任ꎮ
◎{单 ２０２１. ２}甲(１５ 周岁)实施的下列行为中

构成犯罪的是( )①ꎮ Ａ. 为勒索财物绑架同学ꎬ
并将其打成重伤ꎻＢ. 打破汽车玻璃ꎬ拿走车内贵重

物品ꎻＣ. 积极参加其堂兄领导的黑社会性质组织ꎻ
Ｄ. 在燃放爆竹时不慎引燃邻居住宅ꎬ造成重大财产

损失

(２)已满 １２ 周岁不满 １４ 周岁的人▲:犯①故意
杀人、故意伤害罪ꎬ②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
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ꎬ③情节恶劣ꎬ④经最高人民
检察院核准追诉的ꎬ应当负刑事责任ꎮ

３.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

不满 １２ 周岁的人ꎬ不负刑事责任ꎮ

４.减轻刑事责任年龄阶段

(１)犯罪时不满 １８ 周岁的人犯罪ꎬ应当从轻或
者减轻处罚ꎻ

(２)审判时已满 ７５ 周岁的人:故意犯罪的可以
从轻或者减轻处罚ꎻ过失犯罪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

处罚ꎮ

５.因不满 １６ 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

责令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加以管教ꎻ在必要
的时候ꎬ依法进行专门矫治教育ꎮ

∥已满周岁指过了该周岁生日第 ２ 日起认为已
满周岁ꎬ即生日次日零点开始ꎮ 对于行为人未达刑

事责任年龄时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ꎬ不负刑事

责任ꎮ
◎{法多 ２０１５. ２２}２０１０ 年ꎬ甲(１５ 周岁)因琐

事放火烧毁邻居家房屋后逃走ꎬ２０１４ 年因多次盗

窃被 抓 获ꎮ 下 列 选 项 中ꎬ 正 确 的 有 ( )②ꎮ
Ａ. 甲构成累犯ꎬ应当从重处罚ꎻＢ. 对甲最重只能判

处无期徒刑ꎻＣ. 对甲的放火行为应当从轻或者减

轻处罚ꎻＤ. 甲的行为构成放火罪和盗窃罪ꎬ应当数

罪并罚

◎{单 ２０１３. ４}甲(１５ 周岁)拐骗一名男孩ꎬ准
备将其出卖ꎬ后因小孩哭闹不止ꎬ甲对其进行殴打ꎬ
造成重伤ꎮ 甲的行为构成 ( )③ꎮ Ａ. 绑架罪ꎻ
Ｂ. 拐卖儿童罪ꎻＣ. 故意伤害罪ꎻＤ. 非法拘禁罪

◎{法单 ２０１０. ３}甲(１７ 周岁)因盗窃他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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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万元财物被起诉ꎬ经审理查明ꎬ甲在 １５ 周岁时还

曾盗窃他人财物ꎬ数额达到 ５ 万元ꎮ 对甲的行为应

( )①ꎮ Ａ. 按盗 窃 ８ 万 元 从 轻 或 减 轻 处 罚ꎻ
Ｂ. 按盗窃 ３ 万元从轻或减轻处罚ꎻＣ. 按盗窃 ８ 万

元减轻或免除处罚ꎻＤ. 按盗窃 ３ 万元减轻或免除

处罚

◎{法单 ２０１６. ３}甲(１５ 周岁)指使乙(１３ 周

岁)抢夺手机ꎬ乙得手后为了逃跑ꎬ捡起砖块将追

赶 的 受 害 人 打 成 轻 伤ꎮ 甲 的 行 为 应 认 定 为

( )②ꎮ Ａ. 抢夺罪ꎻＢ. 抢劫罪ꎻＣ. 故意伤害罪ꎻ
Ｄ. 不构成犯罪

◎{法多 ２０１２. ２２}下列行为中ꎬ已满 １４ 周岁不

满 １６ 周岁的人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有 ( )③ꎮ
Ａ. 聚众斗殴致人死亡ꎻＢ. 盗窃病人财物致病人无钱

治病死亡ꎻＣ. 非法拘禁他人过程中使用暴力致被害

人重伤ꎻＤ. 抢夺他人财物ꎬ为抗拒抓捕而当场使用

暴力把被害人打死

◎{法单 ２０１３. ８}下列选项中ꎬ应当从轻或者减

轻处罚的情形是( )④ꎮ Ａ. 犯罪后自首ꎻＢ. 教唆

他人犯罪ꎬ被他人拒绝ꎻＣ. 已满 １４ 周岁不满 １８ 周岁

的人犯罪ꎻＤ. 尚未完全丧失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

犯罪

◎{多 ２０１６. ４５}甲(７６ 周岁)因生活琐事与妻

子发生争执ꎬ盛怒之下用水果刀将妻子一刀捅死ꎮ
对于甲的刑事责任ꎬ下列选项中正确的有( )⑤ꎮ
Ａ. 对甲可以适用死刑ꎻＢ. 对甲不能适用死刑ꎻＣ. 对
甲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ꎻＤ. 对甲可以判处死刑缓

期执行ꎬ同时决定对其限制减刑

　 　 (二)司法解释中对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规定

▲【选择】
２００６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

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未成年人有

诸多特殊宽大的规定:
(１)已满 １４ 周岁不满 １６ 周岁的人偶尔与幼女

发生性行为ꎬ情节轻微、未造成严重后果的ꎬ不认为

是犯罪ꎮ
(２)已满 １４ 周岁不满 １６ 周岁的人使用轻微暴

力或者威胁ꎬ强行索要其他未成年人随身携带的生

活、学习用品或者钱财数量不大ꎬ且未造成被害人轻

微伤以上或者不敢正常到校学习、生活等危害后果

的ꎬ不认为是犯罪ꎮ
已满 １６ 周岁不满 １８ 周岁的人具有前款规定情

形的ꎬ一般也不认为是犯罪ꎮ
(３)已满 １６ 周岁不满 １８ 周岁的人出于以大欺

小、以强凌弱或者寻求精神刺激ꎬ随意殴打其他未成

年人、多次对其他未成年人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

公私财物ꎬ扰乱学校及其他公共场所秩序ꎬ情节严重

的ꎬ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ꎮ
◎{法单 ２０１４. ８}甲、乙(均为 １７ 周岁)经常在

小学校门外拦截小学生索要玩具ꎬ严重扰乱了学校

周边的社会秩序ꎮ 甲、乙的行为构成 ( )⑥ꎮ
Ａ. 抢劫罪ꎻＢ. 寻衅滋事罪ꎻＣ. 抢夺罪ꎻＤ. 敲诈勒索罪

(４)已满 １６ 周岁不满 １８ 周岁的人实施盗窃行

为未超过 ３ 次ꎬ盗窃数额虽已达到“数额较大”标

准ꎬ但案发后能如实供述全部盗窃事实并积极退赃ꎬ
且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ꎬ可以认定为“情节显著轻

微危害不大”ꎬ不认为是犯罪:①系又聋又哑的人或

者盲人ꎻ②在共同盗窃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ꎬ或者

被胁迫ꎻ③具有其他轻微情节的ꎮ
已满 １６ 周岁不满 １８ 周岁的人盗窃未遂或者中

止的ꎬ可不认为是犯罪ꎮ
已满 １６ 周岁不满 １８ 周岁的人盗窃自己家庭或

者近亲属财物ꎬ或者盗窃其他亲属财物但其他亲属

要求不予追究的ꎬ可不按犯罪处理ꎮ
(５)已满 １４ 周岁不满 １６ 周岁的人盗窃、诈骗、

抢夺他人财物ꎬ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
证ꎬ当场使用暴力ꎬ①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ꎬ
②或者故意杀人的ꎬ应当分别以故意伤害罪或者故
意杀人罪定罪处罚ꎮ ▲▲【不再转化为抢劫】

已满 １６ 周岁不满 １８ 周岁的人犯盗窃、诈骗、抢
夺罪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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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应当依照«刑法»第

２６９ 条的规定(抢劫罪)定罪处罚ꎻ情节轻微的ꎬ可不
以抢劫罪定罪处罚ꎮ

(６)对未成年罪犯适用刑罚ꎬ应当充分考虑是
否有利于未成年罪犯的教育和矫正ꎮ

对未成年罪犯量刑应当依照«刑法»第 ６１ 条的

规定ꎬ并充分考虑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

目的、犯罪时的年龄、是否初次犯罪、犯罪后的悔罪

表现、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因素ꎮ 对符合管
制、缓刑、单处罚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适用条件的未
成年罪犯ꎬ应当依法适用管制、缓刑、单处罚金或者
免予刑事处罚ꎮ

未成年人犯罪只有罪行极其严重的ꎬ才可以适
用无期徒刑ꎮ 对已满 １４ 周岁不满 １６ 周岁的人犯罪
一般不判处无期徒刑ꎮ 除刑法规定“应当”附加剥
夺政治权利外ꎬ对未成年罪犯一般不判处附加剥夺
政治权利ꎮ 如果对未成年罪犯判处附加剥夺政治权

利的ꎬ应当依法从轻判处ꎮ 对未成年罪犯实施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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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并处”没收财产或者罚金的犯罪ꎬ应当依法

判处相应的财产刑ꎻ对未成年罪犯实施刑法规定的
“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或者罚金的犯罪ꎬ一般不判处
财产刑ꎮ 对未成年罪犯判处罚金刑时ꎬ应当依法从
轻或者减轻处罚ꎬ并根据犯罪情节ꎬ综合考虑其缴纳
罚金的能力ꎬ确定罚金数额ꎬ但罚金的最低数额不得

少于５００ 元人民币ꎮ
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未成年被告人有个人财产

的ꎬ应当由本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ꎬ不足部分由监护

人予以赔偿ꎬ但单位担任监护人的除外ꎮ 被告人对

被害人物质损失的赔偿情况ꎬ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

以考虑ꎮ
◎{多 ２０１３. ４２}下列选项中ꎬ符合刑法关于未

成年人刑事责任规定的有( )①ꎮ Ａ. 未成年人

犯罪不构成累犯ꎻＢ. 未成年人犯罪符合缓刑条件的

应当宣告缓刑ꎻＣ. 未成年人犯罪都应当从轻或者减

轻处罚ꎻＤ. 未成年人犯罪的可适用死刑缓期二年

执行

◎{单 ２０１２. ６}下列关于处理未成年人犯罪的

表述ꎬ正确的是( )②ꎮ Ａ. 对不满 １８ 周岁的犯

罪人不得适用没收财产刑ꎻＢ. 对犯罪时不满 １８ 周

岁的人ꎬ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ꎻＣ. 对罪行极其严

重的未成年人罪犯ꎬ可以适用无期徒刑ꎻＤ. 对未成

年人因犯抢劫、绑架等暴力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的ꎬ
均可以假释

　 　 四、其他影响刑事责任能力的因素▲【选择】

　 　 (一)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の第 １８ 条)
(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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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ꎬ
不负刑事责任ꎮ 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

人严加看管和医疗ꎻ在必要的时候ꎬ由政府强制

医疗ꎮ
认定精神病人无刑事责任能力须同时具备两个

条件:①医学标准ꎬ行为人患有精神病ꎻ②心理学标

准ꎬ行为人在行为时完全丧失了对自己行为的辨认

能力或者控制能力ꎮ
(２)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ꎬ

应当负刑事责任ꎮ (背)
(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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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应当负刑事责任ꎬ但是可以从轻
或者减轻处罚ꎮ (背)

◎{法单 ２０１０. ５}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

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严重危害结果的ꎬ对其

应( )③ꎮ Ａ. 认为构成犯罪ꎬ但不予刑事处罚ꎻ
Ｂ. 不予刑事处罚ꎬ也不认为构成犯罪ꎻＣ. 认为构成

犯罪ꎬ由政府予以强制治疗ꎻＤ. 认为构成犯罪ꎬ但不

追究刑事责任

　 　 (二)醉酒的人犯罪的刑事责任

醉酒的人犯罪ꎬ应当负刑事责任ꎮ (背)
◎{单 ２０１４. ４}甲醉酒驾驶ꎬ撞死一行人后逃

逸ꎬ在被追赶时精神病复发ꎮ 对甲( )④ꎮ Ａ. 不
追究刑事责任ꎻＢ. 应当追究刑事责任ꎻＣ. 应当追究

刑事责任ꎬ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ꎻＤ. 应当追

究刑事责任ꎬ但是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三)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的刑事责任

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ꎬ可以从轻、减轻或

者免除处罚ꎮ (背)

　 　 五、一般主体与特殊主体▲【案例】
根据犯罪主体是否要求一定的身份进行的

分类ꎮ
一般主体:指具有一般犯罪主体所要求的法定

构成要件的自然人ꎬ即达到法定责任年龄、具有责任

能力的自然人主体ꎮ
特殊主体:是指除了具有一般犯罪主体所要求

的成立条件外ꎬ还必须具有某些犯罪所要求的特定

身份作为其构成要件的自然人主体ꎬ如贪污罪、受贿

罪的主体ꎮ
∥特殊犯罪主体的身份ꎬ只针对该犯罪的单独

实行犯而言ꎮ 教唆犯、帮助犯及共同实行犯ꎬ则不受
特殊身份的限制ꎮ 如受贿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

员ꎬ非国家工作人员可以成为共犯ꎮ

　 　 六、单位犯罪▲▲【简、案例】
单位犯罪是指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

实施的依法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危害社会的行为ꎮ
∥总则关于故意、过失的规定同样适用于单位

犯罪ꎮ

　 　 (一)简述单位犯罪的构成要件

(１)单位犯罪的主体ꎬ必须是公司、企业、事业

单位、机关和团体ꎮ 既包括国有、集体所有的公司、
企业、事业单位ꎬ也包括依法设立的合资经营、合作

经营企业和具有法人资格的独资、私营等的公司、企
业、事业单位ꎮ

(２)单位犯罪只有法律明文规定的ꎬ才负刑事
责任▲ꎮ ∥单位犯罪以刑法分则有明文规定的为

限ꎬ主要属于破坏经济秩序、环境资源、危害公共卫

生的犯罪ꎮ 凡未指明该罪的主体包括单位的ꎬ只有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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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人可以构成该罪ꎮ 如甲公司用伪造的产权证明

作担保ꎬ以非法占有为目的ꎬ向某商业银行借款

３０００ 万元ꎮ 后因经营不善ꎬ导致该笔款项无法归

还ꎬ贷款诈骗罪主体不含单位ꎬ但该情形一般符合合

同诈骗罪ꎬ对单位及相关责任人员可按合同诈骗罪

定罪处罚ꎮ
∥２０１４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解释:公司、

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等单位实施刑法规定的

危害社会的行为ꎬ刑法分则和其他法律未规定追究

单位的刑事责任的ꎬ对组织、策划、实施该危害社会

行为的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ꎮ
‖(３)单位犯罪ꎬ目的是为该单位谋取非法利

益ꎬ并且单位犯罪行为的实施必须与单位的工作或
业务相联系ꎮ

另外ꎬ以单位的分支机构或者内设机构、部门的
名义实施犯罪ꎬ违法所得亦归分支机构或者内设机
构、部门所有的ꎬ应认定为单位犯罪ꎬ而不按照个人

犯罪处理ꎮ
◎{法条 ２０１９. ５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３０ 条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

危害社会的行为ꎬ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ꎬ应当负刑

事责任ꎮ 请分析:(１)该条中的“公司、企业、事业单

位”的范围应如何理解? (２)如果单位实施刑法未

规定追究单位刑事责任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ꎬ应
如何处理?

答题要点:(１)该条中的“公司、企业、事业单

位”包括国有、集体所有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ꎬ也
包括依法设立的合资经营、合作经营企业和具有法

人资格的独资、 私营等公司、 企业、 事业单位ꎮ
(２)对组织、策划、实施该危害社会行为的人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ꎬ对单位本身不追究刑事责任ꎮ

　 　 (二)按照自然人犯罪的情形▲▲【案例、选
择】

根据 １９９９ 年最高法司法解释ꎬ以下 ３ 种情况不

属于单位犯罪ꎬ依照刑法有关自然人犯罪的规定定

罪处罚:
(１)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

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ꎻ
(２)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设立后ꎬ以实施犯罪

为主要活动的ꎻ
(３)盗用单位名义实施犯罪ꎬ违法所得由实施

犯罪的个人私分的ꎮ
◎{单 ２０２１. ５}下列关于单位犯罪的表述中ꎬ正

确的是( )①ꎮ Ａ. 依法成立的一人公司ꎬ不能成

为单位犯罪的主体ꎻＢ. 以单位内机构名义实施犯罪

的ꎬ不应认定为单位犯罪ꎻＣ. 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

活动而设立的企业实施犯罪的ꎬ不以单位犯罪论处ꎻ
Ｄ. 符合我国法人资格条件的外国企业犯罪的ꎬ不应

按照单位犯罪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多 ２０１７. ４３[２３]}下列情形中ꎬ可以成立单

位犯罪的有( )②ꎮ Ａ. 甲设立公司ꎬ主要从事为

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活动以牟利ꎻＢ. 乙与公司

股东商议后ꎬ以公司名义走私香烟ꎬ所得收益归公司

所有ꎻＣ. 丙为使其公司承建工程ꎬ向国有投资公司

主管人员支付巨额回扣ꎻＤ. 丁以公司名义吸收公众

存款ꎬ并将违法所得用来购买豪华别墅

　 　 (三)对单位犯罪的处罚▲{法单 ２０１５. ４}
«刑法»第 ３１ 条规定ꎬ单位犯罪的ꎬ对单位判处

罚金ꎬ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判处刑罚ꎮ

单位犯罪一般实行“两罚”原则ꎮ 但刑法分则
有特别规定只实行“单罚”的情形ꎬ在单罚的场合一
般只处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ꎬ如«刑法»第 １６１ 条规定ꎮ

◎{单 ２０１４. ７}人民法院认定ꎬ甲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偷逃税款ꎬ构成犯罪ꎬ但该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宣 告 破 产ꎬ 对 于 甲 公 司 的 逃 税 犯 罪 行 为

( )③ꎮ Ａ. 不再予以追究ꎻＢ. 仍应追究其刑事责

任ꎻＣ. 按照单位犯罪仅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

任ꎻＤ. 按照自然人犯罪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

责任

◎{单 ２０１３. １８}甲公司的董事长乙ꎬ指使公司

经理丙欺骗银行ꎬ使公司获得贷款 ８００ 万元用于经

营ꎮ 但因经营不善ꎬ造成银行 ５００ 万元贷款无法收

回ꎮ 关于本案ꎬ下列选项中正确的是 ( )④ꎮ
Ａ. 甲公司、乙、丙构成共同犯罪ꎬ乙是主犯ꎻＢ. 甲公

司构成单位犯罪ꎬ乙与丙构成共同犯罪ꎻＣ. 甲公司

不构成犯罪ꎬ乙与丙构成共同犯罪ꎻＤ. 甲公司构成

单位犯罪ꎬ乙与丙是单位犯罪中的直接责任人员

　 　 (四)单位犯罪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的认定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是在单位实施的犯罪中
起决定、批准、授意、纵容、指挥等作用的人员ꎬ一般
是单位的主管负责人ꎬ包括法定代表人ꎮ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是在单位犯罪中具体实施
犯罪并起较大作用的人员ꎬ既可以是单位的经营管
理人员ꎬ也可以是单位的职工ꎬ包括聘任、雇用的
人员ꎮ

应当注意的是ꎬ在单位犯罪中ꎬ对于受单位领导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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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派或奉命而参与实施了一定犯罪行为的人员ꎬ一
般不宜作为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ꎮ 对单位犯

罪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ꎬ应
根据其在单位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和犯罪情节ꎬ分别

处以相应的刑罚ꎮ 在审理单位故意犯罪案件时ꎬ对
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ꎬ可不
区分主犯、从犯ꎬ按照其在单位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判
处刑罚ꎮ (附注:此处为 ２０００ 年最高法批复ꎬ主从犯

的划分是针对共同犯罪而言的ꎬ单位犯罪不同于共

同犯罪ꎬ单位可以和单位ꎬ也可以和个人构成共同犯

罪ꎬ但单位内部的责任人员之间不是共同犯罪)
∥２０１０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

事政策的若干意见»:对于一般共同犯罪案件ꎬ应当

充分考虑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ꎬ以
及在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方面的不同ꎬ根据事实

和证据能分清主从犯的ꎬ都应当认定主从犯ꎮ
◎{单 ２０１８. １２[２]}下列关于单位犯罪的表述ꎬ

正确的是( )①ꎮ Ａ. 没有可执行财产的单位分

支机构不会构成单位犯罪ꎻＢ. 我国刑法中有关单位

犯罪的规定不适用于外国公司、企业ꎻＣ. 两个以上

单位以共同故意实施犯罪的可不区分主犯、从犯ꎻ
Ｄ. 对单位犯罪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可不区分主犯、从犯

◎{单 ２０１０. ４}下列关于单位犯罪的表述ꎬ正确

的是( )②ꎮ Ａ. 单位犯罪都是故意犯罪ꎻＢ. 单位

犯罪都是以牟利为目的的犯罪ꎻＣ. 单位犯罪都采用

双罚制ꎻＤ. 单位犯罪也可以只处罚自然人

◎{案 ２０１１. ５９}事实一:甲、乙、丙为骗取钱财ꎬ
共同出资设立了一家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ꎬ以投资

房地产为名ꎬ吸收社会公众资金ꎬ许诺“投资”的年

回报率为 １００％ ꎬ先后募集资金总额达 １０００ 万元ꎮ
募集到的资金除用于购买复制淫秽音像制品的生产

流水线外ꎬ剩余部分被三人挥霍一空ꎮ 该设备在复

制淫秽物品时被司法机关没收ꎮ 最终ꎬ募集到的资

金无法归还ꎮ
事实二:乙归案后ꎬ主动揭发甲曾参与一起抢劫

犯罪活动并致被害人死亡ꎮ 该线索经查证属实ꎮ
事实三:丙归案后ꎬ主动交代了公安机关没有掌

握的其本人曾经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ꎬ骗取保

险公司保险金 ８ 万元的事实ꎮ
请分析:
(１) “事实一” 中的行为构成哪些犯罪? 为

什么?
(２)“事实一”中的犯罪是单位犯罪还是自然人

犯罪? 为什么?
(３) “事实二” 中乙的行为应如何认定? 为

什么?
(４)“事实三”中丙的行为性质和量刑情节应如

何认定? 为什么?
答案要点:(１)“事实一”中的犯罪行为构成集

资诈骗罪和复制淫秽物品牟利罪ꎮ 行为人采用虚构

高回报率的手段非法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ꎬ用于挥

霍和从事非法活动ꎬ造成数额巨大的资金不能偿还ꎮ
这表明其主观上以非法占有为目的ꎬ客观上实施了

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ꎬ数额巨大的行为ꎬ符合集资

诈骗罪的构成要件ꎮ 行为人购买复制淫秽物品的生

产流水线ꎬ复制淫秽物品ꎬ意图牟利ꎬ其行为构成复

制淫秽物品牟利罪ꎮ
(２)“事实一”中的犯罪应认定为自然人犯罪ꎮ

因为甲、乙、丙以骗取他人财物为目的ꎬ出资设立有

限责任公司ꎬ专门从事集资诈骗和复制淫秽物品等

违法犯罪活动ꎬ因此ꎬ他们实施的犯罪行为不应以单

位犯罪论处ꎬ而应以自然人犯罪处理ꎮ
(３)“事实二”中乙的行为构成重大立功ꎮ 因为

乙揭发甲参与实施致一人死亡的抢劫犯罪ꎬ经查证

属实ꎬ符合立功的成立条件ꎮ 根据刑法规定ꎬ致人死

亡的抢劫罪的犯罪人有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的

刑罚ꎬ属于重大犯罪行为ꎮ 故甲的这一立功属于重

大立功ꎮ
(４)“事实三”中丙的行为构成保险诈骗罪ꎬ并

在保险诈骗罪上具有自首情节ꎮ 因为丙以非法占有

为目的ꎬ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ꎬ骗取保险公司的

保险金ꎬ数额巨大ꎬ符合保险诈骗罪的构成要件ꎮ 同

时ꎬ丙是在司法机关还未掌握这一犯罪事实时如实

供述的ꎬ符合余罪的自首的成立条件ꎬ应认定为

自首ꎮ

第五节 犯罪主观方面

　 　 一、概述

　 　 (一)犯罪主观方面的概念、意义及内容

１.概念

※犯罪主观方面ꎬ指犯罪主体对其实施的危害
社会的行为及其所造成的危害结果所持的心理态
度ꎮ 犯罪主观方面是追究行为人危害社会行为的刑

事责任的主观基础ꎮ

２.意义

我国刑法对犯罪的认定坚持主观罪过责任原

则ꎬ即行为人对自己的危害社会行为必须具有罪过ꎮ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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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刑法确定了主观(罪过)责任原则ꎬ坚持主客观
相统一ꎻ摒弃了愚昧的结果责任制度ꎬ禁止客观归
罪ꎮ 主观罪过责任原则体现在«刑法»第 １６ 条关于

无罪过事件的规定中ꎮ
∥所谓结果责任ꎬ是指只要造成损害结果ꎬ无论

行为人有无罪过(故意和过失)都必须追究刑事责

任ꎮ 结果责任仅根据客观损害就能够定罪处罚ꎬ不
考虑罪过有无ꎬ也往往会作出不合情理的处罚ꎬ不仅

苛刻而且缺乏道义的根据ꎮ
∥主客观相统一的含义和要求:对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追究刑事责任ꎬ必须同时具备主客观两方面

的条件ꎬ并要求主客观两方面的有机统一ꎮ 如果缺

少主观或者客观其中任何一方面的条件ꎬ犯罪就不

能成立ꎬ不能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承担刑事责任ꎮ

　 　 (二)罪过

※罪过指犯罪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危

害后果所持的故意或者过失的心理态度ꎮ
罪过的表现形式包括故意和过失ꎬ是犯罪主观

方面的最主要的内容ꎬ是刑事责任的主观基础ꎬ是犯

罪构成的主观必要要件ꎮ 无罪过就无犯罪ꎬ反对“客
观归罪”ꎮ 罪过在定罪量刑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ꎮ

◎{法单 ２０１０. ６}罪过是指( )①ꎮ Ａ. 犯罪

的故意ꎻＢ. 犯罪的过失ꎻＣ. 犯罪的故意、过失ꎻＤ. 犯
罪的故意、过失、目的和动机

　 　 (三)犯罪主观方面的内容(罪过形式)
犯罪主观方面包括:罪过(包括犯罪故意、犯罪

过失)、犯罪目的、犯罪动机等心理因素ꎮ 其中故意
或者过失是犯罪构成主观方面的必要要素ꎬ而犯罪
目的只是某些犯罪成立的要件ꎬ犯罪动机一般不是
犯罪的要件ꎮ 但犯罪的目的、动机对量刑起着重要
的作用ꎮ

◎{单 ２００８. ７} 成立犯罪不可缺少的要素是

( )②ꎮ Ａ. 犯罪行为ꎻＢ. 犯罪结果ꎻＣ. 犯罪目的ꎻ
Ｄ. 犯罪动机

　 　 (四)犯罪主观方面与犯罪客观方面的关系

根据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原理ꎬ确定行为构成

犯罪必须具备:
(１)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的要件ꎮ 既不得主观

归罪ꎬ也不得客观归罪ꎮ
(２)罪过与犯罪行为必须具有同时性ꎮ 如甲欲

次日杀妻ꎬ但当天擦枪走火致其妻毙命ꎬ该案中甲对

其妻的死亡只能成立过失犯罪或意外事件ꎮ 有一个
例外ꎬ即“原因中的自由行为”或“可控制的原因行
为”ꎬ就是行为人使自己陷于无责任状态的情况ꎮ 只

要行为人在自陷无责任能力状态之前具有罪过心理

就能认定行为人有罪过ꎬ如行为人自己醉酒后杀人ꎮ

　 　 (五)无罪过事件▲【选择、案例】
の第 １６ 条 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

果ꎬ但是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ꎬ而是由于不能抗拒
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ꎬ不是犯罪ꎮ

无罪过事件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不可抗力和意
外事件ꎮ

１.法条分析

{法条 ２０１８. ５５}根据«刑法»第 １６ 条ꎬ请分析

“不能抗拒”和“不能预见”的含义ꎮ
答案:(１)“不能抗拒”ꎬ是指行为人没有能力抗

衡或者阻止危害发生ꎮ (２) “不能预见”ꎬ是指行为
人未预见ꎬ且根据当时的客观情况和行为人的主观
认识能力ꎬ也不可能预见ꎮ

２.意外事件

意外事件是指由于当事人意志以外的不能预见
的原因而偶然发生的意外事故或突发事件ꎮ

意外事件具有三个特征:(１)行为在客观上造

成了损害结果ꎻ(２)行为人对自己行为所造成的结

果既无故意也无过失ꎻ(３)这种损害结果的发生是

由于不能预见的原因引起的ꎮ

３.不可抗力

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
的客观情况ꎮ 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ꎬ
但不是出于行为人的故意或者过失ꎬ而是由于不能

抗拒的原因所引起的ꎬ不是犯罪ꎮ
不能抗拒是指行为人遭遇到集全部智慧和力量

都无法抗衡、不可能阻止危害结果发生的力量ꎮ
不可抗力的来源是多方面的ꎬ可以来自大自然ꎬ

如地震、火山爆发、洪水泛滥、江河决堤等ꎻ可以来自

他人ꎬ如遇到土匪袭击等ꎻ可以来自牲畜ꎬ如惊马冲

撞等ꎻ也可能来自行为人本人生理疾患或心理障碍ꎬ
如心脏病发作等ꎮ

◎{单 ２０１０. ３}行为人因不能抗拒的原因而引

起损 害 结 果 的ꎬ 不 是 犯 罪ꎮ 这 是 由 于 行 为 人

( )③ꎮ Ａ. 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没有认识ꎻＢ. 对危

害结果的发生没有预见ꎻＣ. 对危害结果的发生不存

在故意或过失ꎻＤ. 不具备犯罪的主体条件

　 　 二、犯罪故意▲▲▲【选择、简述、案例】
の第 １４ 条 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

的结果ꎬ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ꎬ因而构成

犯罪的ꎬ是故意犯罪ꎮ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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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意犯罪ꎬ应当负刑事责任ꎮ

　 　 (一)犯罪故意的概念和特征

１.概念

※犯罪故意是指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

会的结果ꎬ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
态度ꎮ 记忆:故意 ＝明知(知道或应当知道) ＋ 希望

或放任ꎮ

２.成立犯罪故意必须具备以下两个特征

(１)认识因素ꎬ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

危害社会的结果ꎮ
∥“明知”范围:①对行为、结果以及它们之间

的因果关系的明确认识ꎬ具体而言是对犯罪构成事

实所属情况的认识ꎮ 如走私、运输、贩卖毒品罪的故

意ꎬ必须对走私、运输贩卖行为和对象是毒品有认

识ꎮ 如果行为人不知道某种物体是毒品而携带、运
输、贩卖的ꎬ不能成立该种犯罪的故意ꎮ ②对行为及

其结果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认识ꎮ 这是对犯罪故意进

行否定评价的根据ꎮ
∥故意的显著特征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ꎬ是应

当受到国家的谴责和惩罚的ꎮ 行为人对社会危害性

的认识与对自己行为的违法性认识通常是一致的ꎬ
但是ꎬ违法性认识究竟是否属于故意的成立要素ꎬ在
理论上还有很大争议ꎮ “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

果”包括行为必然导致结果发生和行为可能导致结

果发生两种情形ꎮ
(２)意志因素ꎬ行为人希望或者放任这种危害

结果发生ꎮ

　 　 (二)犯罪故意的种类: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

１.直接故意(明知 ＋希望)
※直接故意指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

的结果ꎬ并且希望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ꎮ
所谓希望危害结果发生ꎬ表现为行为人对这种

结果的积极追求ꎬ把它作为自己行为的目的ꎬ并采取

积极的行动为达到这个目的而努力ꎮ
故意犯罪大多数是直接故意犯罪ꎮ

２.间接故意(明知 ＋放任)
※间接故意指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

的结果ꎬ并且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ꎮ
所谓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ꎬ就是听其自然ꎬ纵容

危害结果的发生ꎬ对危害结果的发生虽然不积极追

求但也不设法避免ꎮ
间接故意包括三种情形:
(１)为实现某个犯罪意图或目的ꎬ而放任另一

犯罪结果发生ꎮ ∥如张三投毒杀李四ꎬ对也会毒死

同室王五的事实听之任之ꎬ结果毒死了王五ꎮ 张三

对王五死亡的结果就是间接故意ꎮ
(２)为实现某个非犯罪的意图或目的ꎬ而放任

犯罪结果发生ꎮ
(３) 突发性故意犯罪ꎬ不计后果ꎬ放任结果

发生ꎮ
◎{单 ２０１９. ３}甲看见猎物旁边有猎人赵某潜

伏ꎬ虽明知自己枪法不好ꎬ仍向猎物开枪ꎬ结果将赵

某打死ꎮ 甲对赵某死亡的心理态度属于( )①ꎮ
Ａ. 直接故意ꎻ Ｂ. 疏忽大意的过失ꎻ Ｃ. 间 接故意ꎻ
Ｄ. 过于自信的过失

　 　 (三)简述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的异同▲▲
１.相同点

(１)从认识因素看ꎬ都是“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

生危害社会的结果”ꎮ
(２)从意志因素看ꎬ都不排斥危害结果发生ꎮ

由此说明和决定了二者都具有故意的性质ꎮ

２.不同点

(１)从认识因素看ꎬ二者对危害结果发生认识

程度有所不同ꎮ 直接故意ꎬ行为人认识到危害结果

发生的可能性或者必然性ꎻ间接故意ꎬ行为人认识到

危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ꎮ
(２)从意志因素看ꎬ二者对危害结果发生的态

度明显不同ꎮ 直接故意是希望这种危害社会的结果

的发生ꎬ对结果是积极追求的态度ꎻ间接故意则是放

任这种危害社会结果的发生ꎬ不是积极追求的态度ꎬ
而是任凭事态发展ꎮ

(３)特定的危害结果是否发生对二者具有不同
的意义ꎮ 在直接故意的场合ꎬ即使追求的特定危害
结果没有实际发生ꎬ通常也应当追究预备、未遂的罪
责ꎻ在间接故意的场合ꎬ如果没有实际发生特定危害
结果ꎬ则不成立犯罪ꎮ

◎{法单 ２０１２. ３}甲与妻子感情不和ꎬ一直找机

会毒死妻子ꎮ 一天ꎬ家中饮水机无水ꎬ甲打电话叫人

送水ꎬ然后在水里放了毒药ꎬ结果将其岳父毒死ꎮ 甲

对其岳父死亡的心理态度是( )②ꎮ Ａ. 直接故

意ꎻＢ. 过于自信的过失ꎻＣ. 间接故意ꎻＤ. 疏忽大意的

过失

◎{单 ２０１１. ３}甲喜新厌旧ꎬ欲杀害妻子乙后与情

妇结婚ꎬ虽然明知其儿子丙有与乙在同一饭碗里吃饭

的习惯ꎬ由于杀乙心切而不顾丙的死活ꎬ仍在乙的饭碗

里投放毒药ꎮ 结果乙、丙均中毒身亡ꎮ 本案中甲对丙

死亡的心理态度是( )③ꎮ Ａ. 直接故意ꎻＢ. 间接

故意ꎻＣ. 过于自信的过失ꎻＤ. 疏忽大意的过失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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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犯罪过失▲▲【选择、简述、案例】
の第 １５ 条 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

害社会的结果ꎬ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ꎬ或者已经
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ꎬ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ꎬ是过失

犯罪ꎮ
过失犯罪ꎬ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ꎮ ∥体

现罪刑法定原则{单 ２０１６. ２ /法单 ２０１６. １}

　 　 (一)简述犯罪过失的概念和特征

１.概念

※犯罪过失ꎬ指行为人①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

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ꎬ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
见或者②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的心理态度ꎮ

２.犯罪过失的特征

(１)没有犯罪故意ꎮ 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

既不具有希望的态度也不具有放任的态度ꎮ
(２)没有保持必要的小心谨慎的态度ꎮ 表现为

两种情形:①没有履行法律、规章、社会生活准则所

要求的注意义务ꎬ极端马虎草率、疏忽大意ꎬ以致对

应当预见并且能够预见的危害结果没有预见ꎻ②极

端轻率、过于自信ꎬ以致对已经预见的危害结果ꎬ在
应当积极避免并且能够避免的情况下ꎬ竟然没有能

够避免ꎮ

　 　 (二)犯罪过失的种类

依据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有没有预见ꎬ可以分为

疏忽大意的过失与过于自信的过失ꎮ
依据是否违反业务上的注意义务ꎬ分为普通过

失与业务过失ꎮ
依据疏忽或者轻率的程度ꎬ分为轻过失与重

过失ꎮ

１.疏忽大意的过失

又称无认识的过失ꎬ指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的

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ꎬ由于疏忽大意而没
有预见ꎬ以致发生危害结果的心理态度ꎮ 它有两个
特点:

(１)行为人对可能发生的危害结果应当预见ꎬ
即有预见的义务ꎬ这种预见义务来自共同生活的规

则或者习惯ꎮ
(２)行为人因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自己的行为

可能发生危害结果ꎮ
疏忽大意就是按照行为人行为时的认识能力和

客观条件ꎬ他本该预见到ꎬ但由于马虎大意、缺乏责

任心而未能预见ꎬ以致造成危害结果的发生ꎮ
∥应当预见或者没有预见都是针对行为可能发

生的危害结果而言的ꎬ而不是针对行为本身而言的ꎮ
例如ꎬ甲给汽车加油时用打火机照明引起火灾ꎬ造成

重大财产损失ꎮ 甲的过失是针对行为所导致的危害

结果而言的ꎬ而非甲打火照明行为本身ꎮ
行为人预见的义务和预见能力是有机地联系在

一起的ꎮ 法律只对有可能预见的人提出预见的

义务ꎮ

２.过于自信的过失

又称有认识的过失ꎬ指行为人已经预见到自己

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ꎬ但轻信能够避
免ꎬ以致发生危害结果的心理态度ꎮ 它有两个
特点:

(１)行为人已经预见到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

果ꎮ 对危害结果的预见ꎬ包括预见到危害结果发生

的可能性和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危害结果ꎮ
(２) 行为人轻信自己能够避免危害结果的

发生ꎮ
所谓“轻信能够避免”ꎬ是指一方面行为人希望

和相信能够避免危害结果发生ꎻ另一方面行为人没

有确实可靠的客观根据而轻率相信可以避免ꎮ 如过

高地估计了自己能力或者不当地估计了有利的条

件ꎬ自以为可以避免危害结果发生ꎬ而实际上却未能

避免ꎮ

　 　 (三)过于自信的过失与间接故意的异同

１. {简 ２０１４. ５１}简述过于自信的过失与间接故

意的区别

答题要点:(１)对危害结果发生的认识程度有

所不同:过于自信的过失是已经预见自己的行为可

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ꎻ间接故意是明知自己的行

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ꎬ故间接故意的认识程度

较高ꎮ
(２)对危害结果所持的态度不同:过于自信的

过失对危害结果持否定态度ꎬ间接故意持放任态度ꎮ

２.考点解析

(１)两者的相似点:都预见到危害结果可能发

生ꎻ都不是希望危害结果发生ꎮ
(２)两者区分的关键是对危害结果发生所持的

心理态度不同ꎮ 间接故意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

持放任态度ꎬ对避免危害结果往往持消极的态度ꎬ并
且没有避免危害结果的措施和根据ꎬ或纯凭侥幸ꎮ
过于自信的过失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持否定态度ꎬ危
害结果的发生ꎬ是违背行为人意愿的ꎮ 因此ꎬ行为人

对避免危害结果发生往往采取积极的态度和措施ꎬ
并且也有避免危害结果的客观根据ꎮ

　 　 (四)简述疏忽大意的过失与意外事件的异同

两者既有相似之处ꎬ又有本质的区别ꎮ 两者相

似之处是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都没有预见ꎮ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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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的区别是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是否应

当预见ꎮ 在意外事件中ꎬ对损害结果的发生是不可
能预见的ꎻ在疏忽大意过失中ꎬ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是
应当预见、并且是能够预见的ꎬ只是由于疏忽大意而
没有预见ꎮ 在这两种情况下ꎬ行为人的主观责任是

完全不同的ꎮ 这就决定了前者不是犯罪ꎬ后者则构

成过失罪ꎮ

　 　 (五)疏忽大意的过失与过于自信的过失的

异同

疏忽大意的过失事先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没有预

见ꎻ过于自信的过失事先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有所

预见ꎮ
∥疏忽大意的过失的行为人没有履行法律、规

章、社会生活准则所要求的注意义务ꎬ极端马虎草

率、疏忽大意ꎬ以致对应当预见并且能够预见的危害

结果没有预见ꎻ过于自信的过失的行为人极端轻率、
过于自信ꎬ以致对已经预见的危害结果ꎬ在应当积极

避免并且能够避免的情况下ꎬ竟然没有能够避免ꎮ

　 　 (六)过失犯罪的处罚原则

相对于故意犯罪ꎬ犯罪过失在主观恶性程度上

较小ꎬ其罪责明显不同ꎮ 具体表现为:
(１)对过失犯罪ꎬ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ꎮ
∥只有当法律条文明示该条之罪的罪过形式是

过失或者包括过失ꎬ过失才可能构成犯罪ꎬ承担刑事

责任ꎮ 这充分显示刑法是以惩罚故意犯罪为主ꎬ以
惩罚过失犯罪为例外ꎮ

(２)对过失行为ꎬ只有造成严重后果的才负刑
事责任ꎬ过失犯罪都必须以造成法定的严重后果为

构成要件ꎮ ∥过失犯只有发生了实害后果才加以

处罚ꎮ
(３)过失犯罪的法定刑明显轻于故意犯罪ꎮ
◎{法多 ２０１３. ２２}下列关于过失犯罪的说法ꎬ

符合我国刑法规定的有( )①ꎮ Ａ. 过失犯罪可

以成立未遂犯ꎻＢ. 过失犯罪不能成立共同犯罪ꎻ
Ｃ. 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ꎻＤ. 不满 １６
周岁的人对过失犯罪不负刑事责任

　 　 四、犯罪目的和犯罪动机▲▲【选择】

　 　 (一)犯罪目的

１.犯罪目的的概念

犯罪目的指犯罪人希望通过实施某种犯罪行为
实现某种犯罪结果的心理态度ꎮ

２.犯罪目的在定罪中的作用

有两方面:(１)决定某些犯罪的性质ꎻ(２)决定

某些犯罪的成立ꎮ

∥３.知识点

(１)直接故意的基本内容就是追求某种犯罪结

果发生ꎬ包含着犯罪目的ꎬ所以刑法对故意犯罪通常

不明示犯罪目的ꎮ 但是对某些犯罪ꎬ刑法条文还明

文规定出特定的犯罪目的ꎬ具备法律指明的特定目

的是构成该罪的必要的主观要件ꎮ 如拐卖妇女、儿
童罪必须“以出卖为目的”等ꎮ

(２)间接故意和过失犯罪不存在犯罪目的ꎬ但
可以有其他目的ꎮ

　 　 (二)犯罪动机

１.犯罪动机的概念

犯罪动机指推动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内心起
因ꎮ 它说明犯罪人基于何种心理原因实施犯罪行为ꎮ

２.犯罪动机在定罪量刑中的作用

犯罪动机虽然一般不是犯罪构成的主观要素ꎬ
但它反映犯罪人的主观恶性ꎬ对量刑具有重要的意
义ꎮ 犯罪动机往往是重要的法定或者酌定的量刑情

节ꎮ 在司法实践中ꎬ动机是否恶劣ꎬ是酌定从重或者

从轻处罚的重要理由ꎮ

　 　 (三)犯罪动机与犯罪目的的关系 ×
犯罪动机是推动行为人追求某种犯罪目的的原

因ꎬ犯罪目的是行为人希望通过实施某种行为实现
某种结果的心理态度ꎮ

刑法注重行为人对犯罪结果的态度ꎬ当行为人

把某一犯罪结果作为其追求的目标时ꎬ该心理内容

就是犯罪目的ꎮ 同一犯罪行为可能出于各种不同的
犯罪动机ꎬ如杀人可能出于奸情、仇恨、图财、激愤等

不同的动机ꎻ同一犯罪动机可能实施各种不同的犯
罪ꎬ如仇视社会的心理可能推动人实施杀人、放火、
爆炸等不同的犯罪ꎮ

∥犯罪目的和犯罪动机只存在于直接故意犯
罪中ꎮ

◎{多 ２０１０. ２５}犯罪目的在定罪中的作用有

( )②ꎮ Ａ. 决定某些犯罪的成立ꎻＢ. 决定故意犯

罪的既遂ꎻＣ. 决定某些犯罪的性质ꎻＤ. 决定是否成

立共同犯罪

　 　 五、刑法上的认识错误▲▲
　 　 (一)概念和种类

刑法上的认识错误是指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法
律性质、后果和有关的事实情况发生了误解ꎮ

刑法上的认识错误可分为两种:(１)法律上的

认识错误ꎻ(２)事实上的认识错误ꎮ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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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法律上的认识错误的概念、表现形式及

评价【论述、案例、选择】
{法论 ２０１７. ３５}试论我国刑法中的法律认识

错误ꎮ
答案要点:(概念)法律上的认识错误ꎬ指行为

人对自己行为的法律性质发生误解ꎮ
(评价)行为人法律上的认识错误不影响对行

为人的定罪性质ꎮ
(表现形式)表现为三种情况:
(１)假想非罪ꎮ 行为在法律上规定为犯罪ꎬ而

行为人误认为不是犯罪ꎮ (评价)此种情形原则上

不排除罪责ꎬ但可以酌情减轻罪责ꎬ因为主观恶性较

小(行为人毕竟不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ꎮ
(２)假想犯罪ꎮ 行为在刑法上并没有规定是犯

罪ꎬ而行为人误以为是犯罪ꎮ (评价)此种情形不改

变行为的法律性质ꎬ不成立犯罪ꎮ
(３)行为人对自己犯罪行为的罪名和罪行轻重

发生误解ꎮ (评价)此种情形不影响罪过的有无大

小ꎬ不影响定罪量刑ꎮ
◎{单 ２０１０. ２}甲将自己亲生的婴儿以 ２ 万元

价格卖给他人ꎮ 甲认为自己的行为不构成犯罪ꎮ 甲

的这一认识错误属于( )①ꎮ Ａ. 法律认识错误ꎻ
Ｂ. 对象认识错误ꎻＣ. 客体认识错误ꎻＤ. 手段认识

错误

　 　 (三)事实上的认识错误的概念、分类及评价

▲【选择、案例、论述】
事实上的认识错误是指行为人对与自己行为有

关的事实情况有不正确的理解ꎮ 分为:客体错误、对
象错误、手段错误、行为偏差、因果关系错误ꎮ

对事实认识错误ꎬ通说采取“法定符合说”认定
行为人的罪责:①行为人预想事实与实际发生的事

实法律性质相同的ꎬ不能阻却行为人对因错误而发

生的危害结果承担故意的责任ꎮ ②法律性质不同
的ꎬ则阻却行为人对因错误而发生的危害结果承担

故意的责任ꎮ
∥说明:法律性质相同是指属于同一犯罪构成

范围内的情形ꎬ法律性质不同是指属于不同犯罪构

成范围内的情形ꎮ
举例:甲偷乙的钱包后ꎬ发现里面没有现金ꎬ但

有其他贵重财物ꎬ这种错误没有超出盗窃罪之窃取

他人财物的范围ꎬ故不影响甲对窃取的提包内的财

物承担盗窃罪责ꎮ 反之ꎬ盗窃后发现里面没有现金ꎬ
但有数枚塑胶炸弹ꎬ这种错误超出了盗窃罪之犯罪

构成的范围ꎬ涉及盗窃爆炸物的犯罪构成ꎬ所以阻却

甲对因错误发生的触犯另一构成要件(盗窃爆炸物

罪)事实承担故意的罪责ꎮ

１.试论我国刑法中事实上的认识错误

答案要点:(概念)事实上的认识错误是指行为

人对与自己行为有关的事实情况有不正确的理解ꎮ
对事实认识错误ꎬ通说采取“法定符合说”认定

行为人的罪责ꎬ表现为五种情况:
(１)客体错误ꎮ 指行为人预想侵犯的对象与实

际侵犯的对象在法律性质上不同(分属不同的犯罪
构成)ꎮ 评价:客体错误阻却行为人对错误的事实

承担故意的罪责ꎮ
(２)对象错误ꎮ 指行为人预想侵犯的对象与行

为人实际侵犯的对象在法律性质上是相同的(属于
同一构成要件)ꎮ 评价:根据法定符合说ꎬ对象错误

对行为的性质没有影响ꎮ
(３)手段错误ꎮ 指行为人对犯罪手段发生误

用ꎮ 评价:手段错误不影响罪过的性质ꎮ
(４)行为偏差ꎮ 又称目标打击错误、打击错误ꎬ

指行为人预想打击的目标与实际打击的目标不一

致ꎮ 评价:一般也采取“法定符合说”ꎬ预想与实际

打击的目标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ꎬ如果一致不妨害

行为人对误击的目标承担故意罪责ꎬ如果不一致则

阻却对误击的目标承担故意罪责ꎮ
(５)因果关系错误ꎮ 指行为人对自己行为和所

造成的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实际情况发生误认ꎮ 评

价:此种情形对罪责的认定均不发生影响ꎮ

２.考点解析

(１)客体错误ꎮ 如①误认人为兽加以杀伤的:
构成过失犯罪或者意外事件ꎮ 误认兽为人加以杀伤

的:构成故意犯罪未遂ꎮ ②甲窃取了乙的提包ꎬ后发

现里面有一支手枪ꎬ甲仅在盗窃罪的限度内承担罪

责ꎬ对误盗枪支的事实不承担故意的罪责ꎮ 甲仅能

成立盗窃罪ꎮ 甲一旦持有该枪ꎬ可成立非法持有枪

支罪ꎮ
◎{辨 ２０１３. ５５}结合认识错误理论加以辨析

“不知者ꎬ不为罪”:不完全正确ꎮ
◎{单 ２０１３. １３}甲意图杀死李某ꎬ某夜来到李

某家院门外ꎬ从门缝窥见院内有一黑影在移动ꎬ以为

是李某ꎬ忙举弩射击ꎮ 甲次日得知射死的是李某家

的驴ꎮ 对甲的行为应认定为( )②ꎮ Ａ. 意外事

件ꎻＢ. 打击错误ꎻＣ. 故意毁坏财物罪ꎻＤ. 故意杀人罪

(２)对象错误等ꎮ 如①甲误认乙为丙加以杀伤

的ꎬ甲仍然构成故意杀人罪既遂ꎮ ②甲雇用乙杀胡

某ꎬ乙在某夜将王某误当作胡某而杀害ꎬ甲乙的行为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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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故意杀人罪既遂ꎮ ③甲、乙寻衅滋事ꎬ遭保安追

赶ꎮ 甲在奔逃中感觉背后保安追来ꎬ甲拔刀转身朝

后面的身影刺去ꎬ结果刺死了紧随其后的同伙乙ꎮ
甲某构成故意杀人罪既遂ꎮ

◎{单 ２０１４. ８}甲和乙意图置常某于死地ꎬ甲持

匕首向常某刺去ꎬ常某急忙躲闪ꎬ匕首刺中了乙ꎬ乙
流血过 多 死 亡ꎮ 甲 的 行 为 应 认 定 为 ( )①ꎮ
Ａ. 故意杀人罪(既遂)ꎻＢ. 过失致人死亡罪ꎻＣ. 故意

杀人罪(未遂)ꎻＤ. 故意杀人罪(未遂)与过失致人

死亡罪

◎{单 ２０１２. １０}甲雇佣乙杀胡某ꎬ并且带乙辨

认了胡某ꎬ乙在某夜将王某误当作胡某而杀害ꎮ 甲

因此拒付“佣金”ꎮ 在本案中( )②ꎮ Ａ. 甲构成

故意杀人罪既遂ꎻＢ. 甲构成故意杀人罪未遂ꎻＣ. 乙
构成故意杀人罪未遂ꎻＤ. 乙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

(３)手段错误ꎮ 如甲本想毒死乙ꎬ但因为误认

而错用了一种无毒的药物(手段不能犯未遂)ꎮ 这

种错误不影响罪过的性质ꎮ
◎{法单 ２０１３. １}甲误将苏打当毒药投入赵某

的水杯中ꎬ赵某饮用后安然无恙ꎮ 这一情形属于

( )③ꎮ Ａ. 意外事件ꎻＢ. 过失犯罪ꎻＣ. 对象错误ꎻ
Ｄ. 手段错误

(４)行为偏差ꎮ 评价:对行为偏差一般也采取
“法定符合说”ꎬ即适用对象辨认错误的认定方法解
决ꎮ 假如预想打击的目标与(因行为偏差)实际打

击的目标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一致ꎬ不妨害行为人

对误击的目标承担故意罪责ꎻ假如在法律规定的范

围内不一致ꎬ则阻却对误击的目标承担故意罪责ꎮ
如打狗打了人ꎮ

举例:张三用棍欲杀李四ꎬ因李四躲避将站在一

旁的张三父亲打死ꎬ定故意杀人既遂ꎮ 因行为偏差

实际打击的目标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一致ꎬ不妨害

行为人对误击的目标承担故意罪责ꎮ 从表面上看ꎬ
这也是对象错误ꎬ但它不是因为辨认错误ꎬ而是因为

行为本身的误差ꎮ 这是一种客观行为错误ꎬ而不是

主观认识错误ꎮ
◎{单 ２０１７. ５[４]}甲想用水果刀伤害张三ꎬ却

失手将张三旁的李四捅伤ꎮ 这种情形在我国刑法中

属于 ( )④ꎮ Ａ. 因果关系错误ꎻ Ｂ. 打击错误ꎻ
Ｃ. 行为性质错误ꎻＤ. 意外事件

(５)因果关系错误ꎮ 指行为人对自己行为和所

造成的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实际情况发生误认ꎮ 包

括 ３ 种情形:①行为造成了预定的结果ꎬ但误以为没

有造成该结果ꎻ②行为没有实际造成预定的结果ꎬ但
误以为造成了该结果ꎻ③知道行为已经造成了预定

的结果ꎬ但对造成结果的原因有误解ꎮ

评价:这三种情形的错误对罪责均不发生影响ꎮ
◎{单 ２０１８. １６[６]}甲误把张某当作李某推入

水井ꎬ意图将其淹死ꎬ但事实上井中无水ꎬ结果张某

摔死ꎮ 这属于 ( )⑤ꎮ Ａ. 客体错误ꎻＢ. 工具错

误ꎻＣ. 打击错误ꎻＤ. 因果关系错误

３.关于事实上的认识错误ꎬ有两点须注意:△
(１)常见的“假想防卫” “假想避险” 等情形ꎮ

如果行为人本来就没有犯罪的故意ꎬ那么不成立故
意犯罪ꎬ仅需认定有无过失犯罪ꎮ

∥举例:因为误认了对象或误用了方法而造成

损害后果ꎬ如在狩猎时把人误认作野猪而击毙ꎻ在医

疗中因打错针、发错药而致人死亡等ꎮ 也可能因为

误认了事实ꎬ如误把便衣警察的盘查认作罪犯打劫ꎬ
而误认为自己的行为性质是正当、合法的(行为性

质错误)ꎮ 这类错误广义上也属于事实认识错误ꎮ
(２)行为人在故意犯罪中发生认识错误ꎬ但既

没有造成预期的犯罪结果ꎬ也未能造成预期之外的
犯罪结果的ꎬ则属于不能犯的问题ꎬ不必要适用认识
错误的理论来认定ꎮ 如甲在夜晚谋杀乙时ꎬ把乙宅

院内拴在树下的驴的影子误认为乙的身影ꎬ开枪射

击ꎬ什么也没有射中ꎻ又如甲将男人误以为女人而实

施强奸ꎮ
◎{多 ２０１６. ４４}{多 ２０１５. ４２}{法多 ２０１２. ２３}

下列情形中ꎬ属于事实认识错误的有 ( )⑥ꎮ
Ａ. 甲殴打张某时ꎬ失手打中了路人李某ꎬ致其重伤ꎻ
Ｂ. 乙认为家长教训孩子天经地义ꎬ经常在家殴打孩

子ꎻＣ. 丙误以为前来抓捕自己的警察赵某是仇家ꎬ
挥棍将其打成重伤ꎻＤ. 丁开车欲撞死钱某ꎬ钱某被

撞后倒地昏迷ꎬ丁误认为其已死亡于是离去

第四章 正当化事由

第一节 正当化事由的概述

　 　 一、正当化事由的概念
正当化事由是指行为人的行为虽然形式上符合

某些犯罪的客观要件ꎬ但实际上没有犯罪的社会危
害性ꎬ依法不成立犯罪的情形ꎮ

　 　 二、正当化事由的种类
我国刑法中只规定了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

两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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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解析》刑法分则的内容相比考试分析，知识点更清晰。 

■归纳四要件 

更利于掌握该罪名的特点 

■收录法条原文 

更便于理解和掌握相关罪名 

■真题案例举例 

更利于巩固和加深理解相关知识点 

■总结罪与非罪的界线 

更利于深入掌握是否构成本罪 

■梳理本罪与他罪的区别 

更利于掌握同类罪名相关知识点  



的普遍性规定和具体运用的关系ꎮ
∥宣告刑在对法定刑的实际运用过程中ꎬ侧重

考虑具体犯罪案件及犯罪人的特殊性ꎮ 审判机关在

对犯罪人判处刑罚时ꎬ除了具备法定的减轻情节或

者符合«刑法»第 ６３ 条第 ２ 款的规定外ꎬ不得随意

突破法定刑判处ꎬ只能严格限制在法定刑之内宣告

对犯罪人实际执行的刑罚ꎮ

第十四章 危害国家安全罪△

第一节 概　 　 述

　 　 一、概念和共同特征

危害国家安全罪ꎬ是指故意危害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ꎬ分裂国家ꎬ颠覆国家政
权ꎬ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行为ꎮ (背)

１.简述危害国家安全罪的共同特征{单 ２０２０. ９}
答题要点:(１)侵犯客体是国家的安全ꎬ即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安全ꎮ
(２)犯罪客观方面表现为实施危害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家安全的行为ꎮ
(３)犯罪主体为自然人ꎬ且多数犯罪为一般主

体ꎬ仅有少数犯罪的主体为特殊主体ꎬ如背叛国家
罪、叛逃罪ꎮ 单位不能构成本类犯罪主体ꎮ

(４)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ꎮ 多数是直接故意ꎬ
个别可以由间接故意构成ꎮ

２.考点解析

(１)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不要求达到一定的结
果程度是本类犯罪在客观方面的一大特点ꎮ

(２)单位不能构成本类犯罪主体ꎬ如资助危害

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ꎬ即使由单位实施ꎬ承担刑事责

任的主体仍是直接责任人员ꎮ
(３)危害国家安全罪是性质最为严重的一类犯

罪ꎬ这类犯罪危害的是国家的安全ꎬ因此ꎬ在刑法分

则中排在各类犯罪之首ꎮ
(４)需要注意的是ꎬ在认定这类犯罪的时候ꎬ一

定要区分危害国家安全这类特殊犯罪与其他普通刑
事犯罪的界限ꎬ不能混淆ꎮ

　 　 二、本章要求掌握的内容

掌握下列犯罪的概念、构成特征ꎬ认定这些犯罪

时注意区分罪与非罪、本罪与关联犯罪的关系与界

限:(１)分裂国家罪ꎻ(２)煽动分裂国家罪ꎻ(３)叛逃

罪ꎻ(４)间谍罪ꎻ(５)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

供国家秘密、情报罪ꎮ

第二节 本章要求掌握的罪名

の第 １０３ 条 组织、策划、实施分裂国家、破坏
国家统一的ꎬ对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ꎬ处无期徒

刑或者 １０ 年以上有期徒刑ꎻ对积极参加的ꎬ处 ３ 年

以上 １０ 年以下有期徒刑ꎻ对其他参加的ꎬ处 ３ 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ꎮ
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的ꎬ处５ 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ꎻ首要分子或

者罪行重大的ꎬ处５ 年以上有期徒刑ꎮ
▲第 １１３ 条 本章上述危害国家安全罪行中ꎬ

除第 １０３ 条第 ２ 款(煽动分裂国家罪)、第 １０５ 条(颠

覆国家政权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第 １０７ 条

(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第 １０９ 条(叛逃

罪)外ꎬ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
的ꎬ可以判处死刑ꎮ

犯本章之罪的ꎬ可以并处没收财产ꎮ

　 　 一、分裂国家罪(第 １０３ 条第 １ 款)

　 　 (一)概念和构成特征

分裂国家罪是指组织、策划、实施分裂国家、破
坏国家统一的行为ꎮ

１.简述分裂国家罪的构成特征

答题要点:(１)侵犯客体为国家的统一ꎮ
(２)客观方面表现为组织、策划、实施分裂国

家、破坏国家统一的行为ꎮ
(３)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ꎬ包括境内外公民ꎮ
(４)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ꎮ

２.考点解析

(１)“分裂国家”ꎬ指将统一的国家分成几个部

分ꎬ建立中央政府之外的政府ꎬ对抗中央ꎬ割据一方

并自立为独立国家ꎬ谋取国际上的承认ꎮ
(２)“破坏国家统一”ꎬ指采取种种方式阻挠、破

坏国家的统一活动进程ꎬ意图实现独立ꎮ
(３)具体行为方式有组织、策划、实施三种ꎬ只

要符合了其中之一ꎬ就构成本罪ꎮ

　 　 (二)认定

１. 分裂国家罪有组织、策划、实施三种行为ꎬ每
一种行为都是独立实行行为ꎬ只要实施三种行为之

一即成立分裂国家罪的既遂ꎬ符合两种以上行为的ꎬ
仍为一罪ꎬ不实行并罚ꎮ

注意:不要将组织、策划两种行为理解为实施行
为的预备行为或共同犯罪中的共犯行为ꎮ

００１

科
教
园
法
硕

法硕学长答疑QQ群:887455768        加微信号kjyedu免费领取《法硕必备法条》电子版



２. 在认定这类案件性质时ꎬ要注意区分罪与非

罪的界限ꎮ 注意分析行为人在主观上是否具有分裂

国家的故意ꎬ客观上是否有组织、策划、实施分裂国

家、破坏国家统一的行为ꎮ
３. 要注意区分此罪与彼罪的界限ꎮ 分裂国家罪

与背叛国家罪都涉及危害国家的领土完整问题ꎬ但
分裂国家罪表现为将国家的一部分领土分离出去ꎬ
破坏国家的统一ꎬ而背叛国家罪则是行为人与外国

或者境外机构、组织、个人相勾结ꎬ出卖国家利益ꎬ卖
国求荣的行为ꎮ 二者在犯罪主体、客观方面的具体

表现形式上都有所不同ꎮ

　 　 (三)法定刑

参见«刑法»第 １０３、１１３ 条ꎮ

　 　 二、煽动分裂国家罪(第 １０３ 条第 ２ 款)
　 　 (一)概念和构成特征

煽动分裂国家罪是指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

统一的行为ꎮ 其构成特征包括:
(１)侵犯客体:国家的统一ꎮ
(２)客观方面: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的

行为ꎮ
(３)犯罪主体:一般主体ꎬ包括境内外公民ꎮ
(４)主观方面:直接故意ꎮ
“煽动”ꎬ是指以语言、文字、图像等方式对他人

进行鼓动、宣传ꎮ 煽动的内容是分裂国家、破坏国家

统一ꎮ

　 　 (二)认定

１. 本罪是行为犯ꎬ即只要实施了分裂国家、破坏
国家统一的煽动行为ꎬ就构成既遂ꎮ 煽动分裂国家

罪不同于分裂国家罪中的组织、策划行为ꎮ
２. 以下三种情况ꎬ以本罪定罪处罚:
(１)明知出版物中载有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

统一的内容ꎬ而予以出版、印刷、复制、发行、传播的ꎮ
(２)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ꎬ组织、策划、实施、煽

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的ꎮ
(３)利用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ꎬ制造、传播谣

言ꎬ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的ꎮ

　 　 (三)法定刑

一档:处５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

夺政治权利ꎻ二档: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ꎬ处５
年以上有期徒刑ꎮ 犯本罪ꎬ可以并处没收财产ꎮ

　 　 三、叛逃罪

の第 １０９ 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履行公务期

间ꎬ擅离岗位ꎬ叛逃境外或者在境外叛逃的ꎬ处 ５ 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ꎻ情节

严重的ꎬ处 ５ 年以上 １０ 年以下有期徒刑ꎮ
掌握国家秘密的国家工作人员叛逃境外或者在

境外叛逃的ꎬ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ꎮ

　 　 (一)概念

叛逃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履行公务期
间ꎬ擅离岗位ꎬ叛逃境外或者在境外叛逃ꎬ危害国家

安全的行为ꎮ

　 　 (二)简述叛逃罪的构成特征

(１)侵犯客体为国家安全ꎮ
(２)客观方面表现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履行

公务期间擅离岗位叛逃境外ꎬ或者在境外叛逃ꎮ
(３)犯罪主体为特殊主体ꎬ即国家机关工作人

员或掌握国家秘密的国家工作人员ꎮ
(４)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ꎮ

　 　 (三)认定

要注意区分本罪与背叛国家罪、投敌叛变罪的

区别ꎮ

１.背叛国家罪

の第 １０２ 条 勾结外国ꎬ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的ꎬ处无期徒刑或者 １０ 年

以上有期徒刑ꎮ
与境外机构、组织、个人相勾结ꎬ犯前款罪的ꎬ依

照前款的规定处罚ꎮ
∥背叛国家罪是指勾结外国或者与境外机构、

组织、个人相勾结ꎬ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领
土完整和安全的行为ꎮ 侵犯客体:国家的主权、领土

完整和安全ꎻ犯罪主体:特殊主体ꎬ只能是中国公民ꎻ
主观方面:直接故意ꎮ

２.投敌叛变罪

の第 １０８ 条 投敌叛变的ꎬ处 ３ 年以上 １０ 年以

下有期徒刑ꎻ情节严重或者带领武装部队人员、人民

警察、民兵投敌叛变的ꎬ处 １０ 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

无期徒刑ꎮ
∥投敌叛变罪ꎬ是指中国公民投靠敌方营垒ꎬ进

行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ꎬ或者在被敌人捕获、俘虏后

投降敌人ꎬ进行危害国家活动的行为ꎮ 侵犯客体:国
家安全ꎻ犯罪主体:一般主体ꎬ只能是中国公民ꎻ主观

方面:直接故意ꎮ

　 　 (四)法定刑

参见«刑法»第 １０９ 条ꎮ 注意掌握国家秘密的

国家工作人员叛逃境外或者在境外叛逃的ꎬ依照叛

逃罪的规定从重处罚ꎮ

　 　 四、间谍罪▲▲
の第 １１０ 条 有下列间谍行为之一ꎬ危害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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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的ꎬ处 １０ 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ꎻ情节

较轻的ꎬ处 ３ 年以上 １０ 年以下有期徒刑:
(１)参加间谍组织或者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

人的任务的ꎮ
(２)为敌人指示轰击目标的ꎮ

　 　 (一)概念和特征

间谍罪是指参加间谍组织或者接受间谍组织及
其代理人的任务ꎬ或者为敌人指示轰击目标ꎬ危害国

家安全的行为ꎮ

１.简述间谍罪的构成特征

(１)侵犯客体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安全ꎮ
(２)客观方面表现为参加间谍组织、接受间谍

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或者为敌人指示轰击目标的

行为ꎮ
(３)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ꎬ包括中国公民、外国

人和无国籍人士ꎮ
(４)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ꎮ

２.间谍行为的表现方式

(１)参加间谍组织ꎻ
(２)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ꎻ
(３)为敌人指示轰击目标ꎮ
前两项需要行为人对“间谍组织”明知ꎮ

　 　 (二)认定

１.划清间谍罪与非罪行为的界限

区分的关键在于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有进行间谍

活动的故意ꎮ ∥对不能认定为间谍罪的情形:被胁

迫或因受欺骗被拉进间谍组织ꎬ并未实行危害国家

安全的犯罪活动的ꎻ在间谍组织中从事一般勤杂事

务并不知晓该组织性质的ꎮ

２.划清间谍罪与有关犯罪的界限

(１)区分间谍罪与叛逃罪的界限:叛逃罪系国
家机关工作人员及掌握国家秘密的国家工作人员的
叛逃行为ꎬ叛逃后参加间谍组织的或者接受间谍组
织任务的ꎬ应以间谍罪与叛逃罪两罪实行并罚ꎮ 仅

有叛逃行为而无间谍行为的ꎬ仍成立一个叛逃罪ꎮ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及掌握国家秘密的国家工作人员

实施间谍行为ꎬ而不具有叛逃性质的ꎬ只成立一个间

谍罪ꎮ
(２)注意区分间谍罪与为境外窃取、刺探、收

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罪的界限ꎮ

　 　 (三)法定刑

①犯间谍罪的ꎬ情节较轻的ꎬ处 ３ 年以上 １０ 年

以下有期徒刑ꎬ可以并处没收财产ꎻ②犯本罪ꎬ危害

国家安全的ꎬ处 １０ 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ꎬ

可以并处没收财产ꎮ ③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

重ꎬ情节特别恶劣的ꎬ可以判处死刑ꎬ可以并处没收

财产ꎮ

　 　 五、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

秘密、情报罪▲▲【选择罪名】
の第 １１１ 条 为境外的机构、组织、人员窃取、

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或者情报的ꎬ①处 ５
年以上 １０ 年以下有期徒刑ꎻ②情节特别严重的ꎬ处

１０ 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ꎻ③情节较轻的ꎬ
处 ５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

权利ꎮ

　 　 (一)概念和构成特征

本罪是指为境外的机构、组织、人员窃取、刺探、
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或者情报的行为ꎮ

本罪构成特征:
(１)侵犯客体:国家的安全与利益ꎮ
(２)客观方面:为境外的机构、组织人员窃取、

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或者情报的行为ꎮ 本
罪要求泄露的对象必须为境外机构或者人员ꎬ且无
有关情节的具体要求ꎮ

(３)犯罪主体:一般主体ꎮ 中国公民以及非中

国公民均可以成为本罪的主体ꎮ
(４)主观方面:故意ꎮ
◎{单 ２０１２. １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甲通过电子

邮件ꎬ将因工作便利获悉的国家经济秘密发送给某

境外机构ꎮ 甲的行为构成 ( )①ꎮ Ａ. 间谍罪ꎻ
Ｂ. 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ꎻＣ. 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ꎻ
Ｄ. 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

◎{法单 ２０１２. ５}某国女间谍结识我国某官员

甲后ꎬ谎称自己是留学生ꎬ需要一些资料写作毕业论

文ꎮ 甲为博取其芳心ꎬ便将自己掌握的国家秘密文

件复印给她ꎮ 甲的行为构成( )②ꎮ Ａ. 间谍罪ꎻ
Ｂ. 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ꎻＣ. 故意泄露国家秘

密罪ꎻＤ. 过失泄露国家秘密罪

　 　 (二)认定

１.划清本罪与非罪行为的界限

区分的关键在于所窃取、刺探、收买、提供的是

否属于国家秘密或者情报ꎮ
(１)对于不涉及国家安全利益的情况、资料、信

息ꎬ即不属于国家秘密、情报的情况、资料、信息ꎬ虽
向境外机构、组织、个人提供ꎬ但不构成本罪ꎮ

(２)机关、单位对外交往与合作中需要提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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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秘密事项ꎬ或者任用、聘用的境外人员因工作需要

知悉国家秘密的ꎬ应当报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或者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批准ꎬ并
与对方签订保密协议ꎮ 上述行为是合法行为ꎬ不构

成本罪ꎮ

２.划清本罪与间谍罪的界限

区分的关键在于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明知对方是

间谍组织而为其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

密或者情报ꎬ如果明知ꎬ构成间谍罪ꎬ如果不明知ꎬ则
构成本罪ꎮ

本罪是单纯的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

秘密或者情报给境外的机构、组织、人员的犯罪ꎬ而
境外的机构、组织、人员又不具有间谍组织的性质ꎮ

{单 ２０１４. １３}下列行为中ꎬ应以间谍罪(既遂)
定罪处罚的是( )ꎮ Ａ. 甲非法获取国家秘密后ꎬ
出售给外国间谍组织ꎻＢ. 乙在境外参加外国间谍组

织ꎬ回国后没来得及从事收集情报工作即被抓获ꎻ
Ｃ. 丙为境外的公司刺探国内公司的相关商业秘密ꎬ
尚未送出该秘密即被抓获ꎻＤ. 丁将通过职务行为获

得的国家秘密上传到互联网上ꎬ该秘密被外国间谍

组织获取

解析:Ａ 选项中ꎬ未表明甲主观上明知对方是间

谍组织ꎬ客观上将非法获取的国家秘密提供给境外

组织ꎬ达成既遂ꎬ故成立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

(既遂)ꎮ Ｂ 选项中乙虽回国后没来得及从事收集

情报工作即被抓获ꎬ但其已在境外参加外国间谋组

织ꎬ成立间谍罪(既遂)ꎮ Ｃ 选项中ꎬ丙为境外的公

司刺探国内公司的相关商业秘密ꎬ侵犯了国内公司

的商业秘密ꎬ但尚未送出该秘密即被抓获ꎬ成立侵犯

商业秘密罪(未遂)ꎮ Ｄ 选项中ꎬ丁违反保守国家秘

密法的规定ꎬ将通过职务行为获得的国家秘密上传

到互联网上ꎬ具有放任国家秘密被泄露的主观意志ꎬ
该秘密后被外国间谋组织获取ꎬ达成既遂ꎬ应成立故

意泄露国家秘密罪(既遂)ꎮ

３.本罪与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故意泄露国家

秘密罪的界限

区分的关键在于是否为境外的组织、机构、人员

而非法获取国家秘密ꎬ以及是否向境外的组织、机构

或者人员泄露国家秘密ꎮ

　 　 (三)法定刑

(１)犯本罪的ꎬ处 ５ 年以上 １０ 年以下有期徒刑ꎻ
(２)情节特别严重的ꎬ处 １０ 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

期徒刑ꎻ(３)情节较轻的ꎬ处 ５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ꎻ(４)对国家和人民危害

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的ꎬ可以判处死刑ꎻ(５)犯

本罪可以并处没收财产ꎮ

　 　 ∥(四)根据司法解释

１. “情节特别严重”是指为境外窃取、刺探、收
买、非法提供的国家秘密或者情报ꎬ具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１)绝密级国家秘密的ꎻ(２)三项以上机密级

国家秘密的ꎻ(３)对国家安全和利益造成其他特别

严重损害的ꎮ
本档量刑:处 １０ 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ꎬ可

以并处没收财产ꎻ国家秘密或者情报ꎬ对国家和人民

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的ꎬ可以判处死刑ꎬ并
处没收财产ꎮ

２. 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的国家秘

密或者情报ꎬ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ꎬ处 ５ 年以上 １０
年以下有期徒刑ꎬ可以并处没收财产:(１)机密级国

家秘密的ꎻ(２)三项以上秘密级国家秘密的ꎻ(３)国
家秘密或者情报ꎬ对国家安全和利益造成其他严重

损害的ꎮ
３. 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秘密级国

家秘密或者情报ꎬ属于“情节较轻”ꎬ处 ５ 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ꎬ可以并处没

收财产ꎮ
４. 行为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没有标明密级的

事项关系国家安全和利益ꎬ而为境外窃取、刺探、收
买、非法提供的ꎬ依照«刑法»第 １１１ 条的规定以为

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定罪

处罚ꎮ
５. 通过互联网将国家秘密或者情报非法发送

给境外的机构、组织、个人的ꎬ依照«刑法»第 １１１
条的规定定罪处罚ꎻ将国家秘密通过互联网予以发

布ꎬ情节严重的ꎬ依照«刑法»第 ３９８ 条(故意泄露

国家秘密罪、过失泄露国家秘密罪)的规定定罪

处罚ꎮ

第十五章 危害公共安全罪▲

第一节 概　 　 述

　 　 一、概念和共同特征▲
１. {简 ２０１７. ５２[３２]}简述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共

同特征

答题要点: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指故意或者过失
地实施危害不特定的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

私财产安全的行为ꎮ
３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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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特征:
(１)侵犯客体:社会的公共安全ꎬ即不特定多数

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或者公共生活安全ꎮ
(２)客观方面:表现为实施了危害公共安全的

行为ꎬ已经造成严重后果ꎬ或者足以造成严重后果的
行为ꎮ

(３)犯罪主体:多数是一般主体ꎮ 少数犯罪主
体是特殊主体ꎮ

(４)主观方面:既有故意ꎬ也有过失ꎮ

２.考点解析

(１)以不特定的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不特定
的重大公私财产为侵害对象是这类犯罪的突出特

点ꎮ 不特定的多数人是指不特定的 ３ 人以上ꎮ
(２)关于犯罪主体ꎬ凡年满 １６ 周岁具有刑事责

任能力的自然人都可以成为本罪主体ꎬ但是ꎬ已满
１４ 周岁不满 １６ 周岁的未成年人犯放火、爆炸、投放
危险物质罪的ꎬ也应当负刑事责任ꎮ

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主体一般是自然人ꎬ但少

数犯罪的主体可以是单位ꎮ 个别犯罪的主体则只能

是单位ꎬ如违规制造、销售枪支罪ꎮ
(３)从犯罪性质的角度看ꎬ这类犯罪是仅次于

危害国家安全罪的危害性质非常严重的一类犯罪ꎮ
这类犯罪中的多数犯罪表现为积极的作为ꎬ少数犯

罪表现为消极的不作为ꎬ既包括实害犯ꎬ也包括危险

犯ꎬ但过失类犯罪都以造成法定的实际损毁结果作

为构成犯罪的必要要件ꎮ
在认定这类犯罪的时候ꎬ要注意区分危害公共

安全的犯罪与其他犯罪的界限ꎬ还要注意对以危害

公共安全的犯罪作为手段而以实施其他犯罪为目的

的犯罪的性质认定ꎮ

　 　 二、本章要求掌握的内容

(１)放火罪ꎻ(２)爆炸罪ꎻ(３)投放危险物质罪ꎻ
(４)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ꎻ(５)破坏交通工具

罪ꎻ(６)破坏交通设施罪ꎻ(７)破坏电力设备罪ꎻ(８)组
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ꎻ(９)非法持有宣扬恐怖

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罪ꎻ(１０)劫持航空器罪ꎻ(１１)劫
持船只、汽车罪ꎻ(１２)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
存枪支、弹药、爆炸物罪ꎻ(１３)违规制造、销售枪支

罪ꎻ(１４)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罪ꎻ(１５)交通肇事

罪ꎻ(１６)危险驾驶罪ꎻ(１７)重大责任事故罪ꎻ(１８)强
令、组织他人违章冒险作业罪ꎻ(１９)危险物品肇事

罪等犯罪的概念、基本构成特征ꎮ 认定这些犯罪时

注意区分罪与非罪、本罪与关联犯罪的关系的

界限ꎮ

第二节 本章要求掌握的罪名

　 　 一、放火罪

の第 １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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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ꎬ处 ３ 年以上
１０ 年以下有期徒刑ꎮ

の第 １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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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ꎬ
处 １０ 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ꎮ

× 过失犯前款罪的ꎬ处 ３ 年以上 ７ 年以下有期

徒刑ꎻ情节较轻的ꎬ处 ３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ꎮ

　 　 (一)放火罪概念和构成特征

放火罪是指故意放火焚烧公私财产危害公共安

全的行为ꎮ
其构成特征:
(１)侵犯客体:公共安全ꎮ 侵犯对象:关系公共

安全的公私财产ꎮ
(２)客观方面:实施了危害或者足以危害公共

安全的放火行为ꎮ
(３)犯罪主体:一般主体ꎮ 已满 １４ 周岁的自

然人ꎮ
(４)主观方面:故意ꎮ
本罪既可以以作为的方式实施ꎬ也可以以不

作为的方式实施ꎬ但以不作为方式构成的放火罪

必须以行为人负有防止火灾发生的特定义务为

前提ꎮ

　 　 (二) «刑法»第 １１４ 条规定犯罪与以相应方

法实施的其他犯罪的界限

１.本条规定犯罪与故意毁坏财物罪、故意杀人

罪与故意伤害罪的界限

区分的关键是爆炸行为是否危害公共安全ꎮ 以

本条规定的放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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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意

损毁公私财物、故意杀死或伤害特定的个人的ꎬ凡是
危及公共安全的ꎬ都以本条规定犯罪定罪处罚ꎻ没有
危及公共安全的ꎬ分别以故意毁坏财物罪、故意杀人
罪、故意伤害罪处罚ꎮ

◎{单 ２０１０. １７}甲报复杀害其仇人乙ꎬ在农贸

市场将自制的爆炸装置点燃后掷向乙ꎬ致乙重伤ꎬ并
造成三名菜农轻伤ꎮ 对甲的行为应定为( )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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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故意杀人罪ꎻＢ. 故意杀人罪和故意伤害罪ꎻＣ. 故
意伤害罪ꎻＤ. 爆炸罪

◎{单 ２０１６. １９}甲误将黄色染料当硫黄ꎬ制造

了“炸弹”ꎬ并投掷到邻居刘某家ꎬ意图杀死刘某ꎬ但
“炸弹”未能爆炸ꎮ 刘家五口人安然无恙ꎮ 甲的行

为应认定为( )①ꎮ Ａ. 投放虚假危险物质罪(既
遂)ꎻＢ. 故意杀人罪(未遂)ꎻＣ. 爆炸罪(未遂)ꎻＤ. 投
放危险物质罪(未遂)

◎{案 ２０１９. ５７}甲因犯非法持有枪支罪被判处

有期徒刑 １ 年ꎬ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７ 日刑满释放ꎮ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２ 日ꎬ甲吸毒后驾驶汽车闯红灯ꎬ与一辆正常行

驶的汽车发生剐蹭ꎮ 甲慌忙驾车高速逃离现场ꎬ途
中又接连撞坏 ４ 辆汽车ꎬ撞伤 ６ 名行人ꎮ 甲下车后

听到有人报警ꎬ遂留在现场ꎬ并在公安人员赶到后如

实说明事发经过ꎮ 在案件办理过程中ꎬ甲带领公安

人员抓获了向自己销售毒品的毒贩ꎮ 请根据上述材

料ꎬ回答下列问题并说明理由:(１)甲的行为应如何

定罪? (２)甲具备哪些法定量刑情节及相应量刑情

节的处理原则是什么?
答题要点:(１)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罪ꎮ 甲肇事后驾车高速逃离途中又接连与多车相

撞ꎬ造成多车损坏ꎬ多名行人受伤ꎬ危及不特定多数

人的人身、财产安全ꎬ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罪ꎮ (２)甲成立累犯、自首、一般立功ꎮ 甲曾因故意

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ꎬ刑满释放 ５ 年内又犯以危险

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ꎬ是故意犯罪且应当被判处有

期徒刑以上刑罚ꎬ系累犯ꎬ应从重处罚ꎮ 甲属于犯罪

后自动投案ꎬ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ꎬ应认定为自首ꎬ
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ꎮ 甲到案后协助司法机关抓

获其他犯罪分子ꎬ应认定为立功ꎬ可以从轻或者减轻

处罚ꎮ

２.本条规定犯罪与用本条规定的方法破坏特定

设备的犯罪的界限

以本条规定的放火、决水、爆炸等方法破坏交通

工具、交通设施、电力设备、易燃易爆设备、公用电信

设施的ꎬ以破坏交通工具罪、破坏交通设施罪、破坏

电力设备罪、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或破坏公用电信

设施罪定罪处罚ꎮ 因为以放火、爆炸等方法故意破

坏这些特定设备的行为ꎬ«刑法»将其另行规定为独

立的罪名ꎬ因此不宜再以本条规定犯罪论处ꎮ ∥属

于法条竞合犯ꎬ按照特别法条优于普通法条的原则

处理ꎮ

　 　 (三)其他认定

１.划清放火罪等危险犯既遂与未遂的界限

放火罪既遂指行为人着手实施了放火的行为ꎬ

并已将放火的对象物点燃ꎬ且具有造成严重后果的
危险性即构成既遂ꎮ

本章危险犯:放火罪、爆炸罪、投放危险物质罪、
决水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交通工具
罪、破坏交通设施罪ꎮ

本章危险犯区分既遂与未遂的关键在于危害公
共安全的行为是否已经使公共安全处于危险状态或
者已经造成危害公共安全的实际损害后果ꎬ而不以
实际损害后果是否发生作为区分的标准ꎮ

２.划清放火罪与失火罪的界限

区别的关键在于行为人对火灾后果的心理

态度ꎮ
(１)主观方面不同:前者是故意ꎬ后者是过失ꎮ
(２)失火罪为结果犯ꎬ失火行为必须造成人身伤

亡或者公私财产重大损失的严重后果ꎬ才能构成犯罪ꎮ

　 　 (四)法定刑

参见«刑法»第 １１４ 条、第 １１５ 条第 １ 款ꎮ
◎{单 ２０１９. ２０[１０]}甲饥饿难耐ꎬ夜入位于高

层住宅一楼的小超市行窃ꎬ尚未得手便惊醒了一直

住在超市里的店主夫妇ꎮ 甲用超市内销售的菜刀砍

死前来查看的店主ꎬ砍伤店主妻子并点燃现场易燃

物后逃离ꎮ 火势在蔓延之前被邻居扑灭ꎬ但浓烟导

致店主妻子窒息死亡ꎮ 下列对于甲行为性质的认

定ꎬ正确的是( )②ꎮ Ａ. 甲进入超市实施盗窃ꎬ
应属于紧急避险ꎻＢ. 甲进入超市实施盗窃ꎬ不属于

入户盗窃ꎻＣ. 甲用刀砍死店主ꎬ应认定为故意杀人

罪ꎻＤ. 甲放火致人死亡ꎬ应认定为放火罪一罪

　 　 二、爆炸罪

　 　 (一)概念和构成特征

爆炸罪指故意针对不特定的多数人或者重大公
私财产实施爆炸ꎬ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ꎮ

其构成特征包括:
(１)侵犯客体:社会公共安全ꎮ
(２)客观方面:实施了用爆炸的方法杀伤不特

定的多数人、毁坏重大公私财产ꎬ危害公共安全的

行为ꎮ
(３)犯罪主体:一般主体ꎮ 已满 １４ 周岁的自

然人ꎮ
(４)主观方面:故意ꎮ
本罪可以是以作为方式进行的ꎬ也可以是以不

作为方式进行的ꎮ
◎{单 ２０１５. ８}甲在某机场到达大厅出口外引

５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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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自制爆炸装置ꎬ造成一人轻伤ꎮ 甲的行为应认定

为( )①ꎮ Ａ. 爆炸罪ꎻＢ. 寻衅滋事罪ꎻＣ. 故意伤

害罪ꎻＤ.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二)法定刑

参见«刑法»第 １１４ 条、第 １１５ 条第 １ 款ꎮ

　 　 三、投放危险物质罪

　 　 (一)概念和构成特征

投放危险物质罪是指故意针对不特定的多数人

或者重大公私财产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
体等物质ꎬ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ꎮ 其构成特征:

(１)侵犯客体:公共安全ꎬ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

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安全ꎮ
(２)客观方面:行为人实施了投放毒害性、放射

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ꎬ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ꎮ
(３)犯罪主体:一般主体ꎮ 已满 １４ 周岁的自

然人ꎮ
(４)主观方面:故意ꎮ

　 　 (二)投放危险物质罪与污染环境罪的界限

(１)侵害的客体不同ꎮ 前者侵害的是公共安

全ꎻ后者侵害的是国家对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的管

理活动ꎮ
(２)客观方面表现不同ꎮ 前者表现为将毒害

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投放于公共的

饮用水、出售的食品等特定物品中的行为ꎬ而且只要

该行为足以危害公共安全ꎬ就构成犯罪既遂ꎻ而后者

则表现为违反国家规定ꎬ排放、倾倒或者处置含有放

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

其他有害物质的行为ꎬ严重污染环境ꎮ
(３)犯罪主体不同ꎮ 前者只能以自然人为主

体ꎻ后者的主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ꎮ

　 　 (三)法定刑

参见«刑法»第 １１４ 条、第 １１５ 条第 １ 款ꎮ
◎{多 ２０１２. ４５}下列选项中ꎬ应以投放危险物

质罪定罪处罚的有( )②ꎮ Ａ. 甲在其竞争对手

销售的面粉中掺入毒鼠强ꎻＢ. 乙为吸引顾客ꎬ在火

锅底料中掺入罂粟壳ꎻＣ. 丙工厂违反规定ꎬ向河流

中排放有毒废物ꎬ造成下游大片农作物绝收ꎻＤ. 丁
意图报复本单位领导ꎬ在单位的公用饮水机中投放

无色无味的剧毒农药

　 　 四、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案
２０１４. ５９}

　 　 (一)概念和构成特征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指使用与放火、

爆炸、决水、投放危险物质方法的危险性相当的其他
危险方法ꎬ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ꎮ 其构成特征包括:

(１)侵犯客体:公共安全ꎬ即不特定的多数人的

生命、健康或者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ꎮ
(２)客观方面:使用与放火、投放危险物质、决

水、爆炸方法的危险性相当的其他危险的方法ꎬ危害

公共安全的行为ꎮ
(３)犯罪主体:一般主体ꎮ
(４)主观方面:故意ꎮ
◎{单 ２０１８. １９[９]}乘客甲明知擅自打开飞机

应急舱门会危及飞行安全ꎬ在飞机被牵引车推出阶

段故意将应急舱门打开ꎬ地勤人员发现应急充气滑

梯 弹 出 后 将 飞 机 迫 离ꎮ 甲 的 行 为 应 认 定 为

( )③ꎮ Ａ. 破坏交通工具罪ꎻＢ. 暴力危及飞行安

全罪ꎻＣ. 重大飞行事故罪ꎻＤ.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

安全罪

◎{法单 ２０１６. ２}甲在油罐和货物混存的货场ꎬ
用打火机烧开货物外包装袋ꎬ盗窃袋内物资ꎬ被盗物

资遇明火燃烧ꎬ甲见状逃离ꎬ火势蔓延ꎬ造成了物资

及附近建筑的巨大损失ꎮ 甲 的 行 为 应 认 定 为

( )④ꎮ Ａ. 盗窃罪ꎻＢ. 失火罪ꎻＣ. 故意毁坏财物

罪ꎻＤ.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二)法定刑

参见«刑法»第 １１４ 条、第 １１５ 条第 １ 款ꎮ

　 　 五、破坏交通工具罪▲▲(第 １１６ 条、第
１１９ 条第 １ 款)

の第 １１６ 条 破坏火车、汽车、电车、船只、航空

器ꎬ足以使火车、汽车、电车、船只、航空器发生倾覆、
毁坏危险ꎬ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ꎬ处 ３ 年以上 １０ 年
以下有期徒刑ꎮ

の第 １１９ 条第 １ 款　 破坏交通工具、交通设施、
电力设备、燃气设备、易燃易爆设备ꎬ造成严重后果
的ꎬ处 １０ 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ꎮ

　 　 (一)概念和构成特征

本罪指破坏火车、汽车、电车、船只、航空器ꎬ足
以使火车、汽车、电车、船只、航空器发生颠覆、毁坏
危险ꎬ尚未造成严重后果或者已经造成严重后果的

行为ꎮ
拆卸大型手扶拖拉机ꎬ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拖拉

机作为交通运输工具才定此罪ꎮ
构成特征:
(１)侵犯客体:交通运输安全ꎮ 犯罪对象:只限

６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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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正在使用中的火车、汽车、电车、船只或航空器ꎮ
(２)客观方面:破坏火车、汽车、电车、船只、航

空器ꎬ足以使火车、汽车、电车、船只、航空器发生颠

覆、毁坏危险ꎬ尚未造成严重后果或者已经造成严重
后果的行为ꎮ

(３)犯罪主体:一般主体ꎮ
(４)主观方面:故意ꎮ

　 　 (二)认定

１.划清使用爆炸、放火的方法破坏交通工具的

爆炸罪、放火罪与破坏交通工具罪的界限

联系:爆炸罪、放火罪和破坏交通工具罪一样ꎬ
都是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行为ꎮ

区别:放火罪、爆炸罪的犯罪对象是不特定多数

人的人身和重大公私财产ꎮ 破坏交通工具罪的犯罪

对象只限于正在使用中的火车、汽车、电车、船只、航
空器等交通工具ꎮ 以放火、爆炸等危险方法破坏的

是尚未交付使用或者正在修理中的交通工具的ꎬ应
当分别以放火罪、爆炸罪定罪处罚ꎮ

２.划清破坏交通工具罪与盗窃罪、故意毁坏财

物罪的界限

使用盗窃的方法或者毁坏财物的方法破坏交通

工具的ꎬ要看所盗窃或者所毁坏的是否是正在使用
中的交通工具的重要部件或者设施ꎬ如果是正在使
用中的交通工具的重要的部件或者设施ꎬ应当按照

破坏交通工具罪定罪处罚ꎻ如果行为人故意毁坏的

不是正在使用中的交通工具ꎬ或仅是正在使用的交

通工具的附属设备ꎬ不是重要的部件或者设施ꎬ不影

响交通运输安全的ꎬ则不能以破坏交通工具罪论处ꎬ
符合故意毁坏财物罪特征的ꎬ可以按故意毁坏财物

罪论处ꎮ

３.划清破坏交通工具罪既遂与未遂的界限

本罪属于危险犯ꎬ构成本罪既遂的标准应当是

行为人的破坏行为造成交通工具发生颠覆、毁坏的

现实危险ꎮ

　 　 (三)法定刑

参见«刑法»第 １１６ 条、第 １１９ 条第 １ 款ꎮ

　 　 六、破坏交通设施罪(第 １１７ 条、第 １１９ 条

第 １ 款)
の第 １１７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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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足以使火
车、汽车、电车、船只、航空器发生倾覆、毁坏危险ꎬ尚
未造成严重后果的ꎬ处 ３ 年以上 １０ 年以下有期徒刑ꎮ

　 　 (一)概念

破坏交通设施罪指故意破坏轨道、桥梁、隧道、

公路、机场、航道、灯塔、标志或者进行其他破坏活

动ꎬ足以使火车、汽车、电车、船只、航空器发生倾覆、
毁坏危险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ꎮ

　 　 (二)构成特征

(１)侵犯客体:交通运输安全ꎮ 犯罪对象:正在

使用中的轨道、桥梁、隧道、公路、机场、航道、灯塔、
标志或者其他交通设施ꎮ

(２)客观方面:破坏交通设施ꎬ足以使火车、汽
车、电车、船只、航空器发生倾覆、毁坏危险或者造成

严重后果的行为ꎮ
(３)犯罪主体:一般主体ꎮ
(４)主观方面:故意ꎮ
∥偷井盖问题:偷道路上的井盖ꎬ可构成本罪ꎻ

若偷广场等公共场所上的井盖ꎬ可构成以危险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罪ꎻ若偷偏僻地方的井盖ꎬ亦可构成盗

窃罪ꎮ
◎{单 ２０２１. １６[６]}甲偷割正在使用中的高速

公路紧急信息警示屏的电源线ꎬ价值 ５０００ 元ꎬ甲的

行为应认定为( )①ꎮ Ａ. 盗窃罪ꎻＢ. 破坏交通工

具罪ꎻＣ. 故意毁坏财物罪ꎻＤ. 破坏交通设施罪

　 　 (三)认定

１.划清本罪与破坏交通工具罪的界限

应当视破坏行为的直接指向而定ꎮ 如果指向的

是交通工具ꎬ即使造成了交通设施的损坏ꎬ也应当以

破坏交通工具罪定罪处罚ꎻ如果指向的是交通设施ꎬ
即使造成了交通工具的损坏ꎬ也应当以破坏交通设

施罪定罪处罚ꎮ

２.窨井盖相关刑事案件认定

根据 ２０２０ 年“两高一部” «关于办理涉窨井盖

相关刑事案件的指导意见»:
(１)盗窃、破坏正在使用中的社会机动车通行

道路上的窨井盖ꎬ足以使汽车、电车发生倾覆、毁坏

危险ꎬ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ꎬ以破坏交通设施罪定罪

处罚ꎮ
(２)盗窃、破坏人员密集往来的非机动车道、人

行道以及车站、码头、公园、广场、学校、商业中心、厂
区、社区、院落等生产生活、人员聚集场所的窨井盖ꎬ
足以危害公共安全ꎬ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ꎬ以以危险

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ꎮ
(３)盗窃、破坏对于上述以外的其他场所的窨

井盖:①明知会造成人员伤亡后果而实施盗窃、破
坏行为ꎬ致人受伤或者死亡的ꎬ分别以故意伤害罪、
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ꎻ②过失致人重伤或者死亡

７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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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ꎬ分别以过失致人重伤罪、过失致人死亡罪定罪

处罚ꎻ③不属于上述情况ꎬ盗窃数额较大ꎬ或者多次

盗窃的ꎬ以盗窃罪定罪处罚ꎻ故意毁坏数额较大或

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ꎬ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

处罚ꎮ
(４)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ꎬ

擅自移动窨井盖或者未做好安全防护措施等ꎬ发生

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ꎬ以重大责

任事故罪定罪处罚ꎮ
(５)对窨井盖负有管理职责的其他公司、企业、

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ꎬ严重不负责任ꎬ导致人员坠井

等事故ꎬ致人重伤或者死亡ꎬ符合«刑法»第 ２３５ 条、
第 ２３３ 条规定的ꎬ分别以过失致人重伤罪、过失致人

死亡罪定罪处罚ꎮ

　 　 (四)法定刑

参见«刑法»第 １１７ 条、第 １１９ 条第 １ 款ꎮ

　 　 七、破坏电力设备罪 (刑法第 １１８ 条、第
１１９ 条第 １ 款)

の第 １１８ 条 破坏电力、燃气或者其他易燃易

爆设备ꎬ危害公共安全ꎬ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ꎬ处 ３
年以上 １０ 年以下有期徒刑ꎮ

　 　 (一)概念和构成要件

破坏电力设备罪ꎬ是指故意破坏电力设备ꎬ危害

公共安全的行为ꎮ
构成特征:
(１)侵犯客体:本罪所侵犯的客体属于公共安

全ꎮ 犯罪对象是正在使用中的电力设备ꎮ
所谓电力设备ꎬ是指用于发电、供电、输电、变电

的各种设备ꎮ
∥破坏的电力设备必须是正在使用中的ꎬ没有

使用ꎬ如正在制造、运输、安装、架设或尚在库存中ꎬ
以及虽然已交付使用但正在检修暂停使用的ꎬ对其

进行破坏ꎬ不应构成本罪ꎮ 构成犯罪的ꎬ应根据破坏

的方法、所涉的对象等以他罪如放火罪、爆炸罪、故
意毁坏财物罪等论处ꎮ

(２)客观方面:表现为故意破坏电力设备ꎬ危害

公共安全的行为ꎮ
其特征:①破坏电力设备罪的犯罪对象必须是

正在使用中的电力设备ꎻ②行为人必须实施了破坏

正在使用中的电力设备的行为ꎮ ③行为人的破坏行

为必须危及公共安全ꎬ即造成或足以造成危害公共

安全的严重后果ꎮ
(３)犯罪主体:一般主体ꎮ
(４)主观方面:故意ꎮ

　 　 (二)认定

１.本罪与盗窃罪的界限

出于非法占有之目的ꎬ盗窃正在使用中的电力

设备ꎬ危害公共安全的ꎬ应当以本罪论处ꎮ 如果不能

危及公共安全ꎬ则应以盗窃罪论处ꎮ
根据司法解释ꎬ盗窃使用中的电力设备ꎬ同时构

成盗窃罪和破坏电力设备罪的ꎬ择一重罪处罚ꎮ 如

果盗窃库存的或者废置的线路上的电线的ꎬ则应定

为盗窃罪ꎮ
∥对拆盗某些排灌站、加工厂等生产单位正在

使用中的电机设备等ꎬ没有危及社会公共安全ꎬ但应

当追究刑事责任的ꎬ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ꎬ按盗

窃罪、破坏生产经营罪或者故意毁坏财物罪处理ꎮ

２.本罪与故意毁坏财物罪的区分

某一破坏电力设备的行为是构成本罪还是构成

故意毁坏财物罪ꎬ主要是看被破坏的电力设备是否

处于正在使用中ꎬ破坏电力设备的行为是否危及公

共安全ꎮ 如果破坏的是正在使用中的电力设备并足

以危害公共安全的ꎬ才构成本罪ꎮ

３.本罪与放火罪、爆炸罪等的区别

构成本罪的破坏行为除一般破坏手段外ꎬ亦可

以使用放火、爆炸等方式进行ꎮ 此时ꎬ由于本罪属特

别法条ꎬ根据特别法条优于普通法条的规则ꎬ应当以

本罪治罪ꎬ而不适用放火罪、爆炸罪等定罪量刑ꎮ

　 　 (三)法定刑

参见«刑法»第 １１８ 条、第 １１９ 条第 １ 款ꎮ

　 　 八、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
の第 １２０ 条 组织、领导恐怖活动组织的ꎬ处１０

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ꎬ并处没收财产ꎻ积极
参加的ꎬ处３ 年以上 １０ 年以下有期徒刑ꎬ并处罚金ꎻ
其他参加的ꎬ处 ３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
剥夺政治权利ꎬ可以并处罚金ꎮ

犯前款罪并实施杀人、爆炸、绑架等犯罪的ꎬ依
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ꎮ

　 　 (一){简 ２０１５. ５２}简述组织、领导、参加恐怖

组织罪的构成要件

答题要点:本罪是指组织、领导、积极参加或参

加恐怖组织ꎬ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ꎮ
构成要件:
(１)侵犯的客体为公共安全ꎬ即不特定的多数

人的生命、健康或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ꎮ
(２)客观方面表现为组织、领导、积极参加或参

加恐怖活动组织的行为ꎮ 恐怖活动组织是指为实施

恐怖活动而组成的犯罪集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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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主体为一般主体ꎬ即凡达到刑事责任年龄、
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均可构成本罪ꎮ

(４)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ꎬ并且具有进行

恐怖活动的目的ꎮ
∥构成本罪ꎬ即行为人以长期实行某种或某几

种恐怖犯罪活动为目的ꎬ明知组织、领导恐怖组织是

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行为ꎬ却仍然故意组织、领导ꎻ
或者明知是恐怖组织而参加或积极参加ꎮ

　 　 (二)认定

１.准确界定恐怖活动组织的性质

恐怖活动组织是专门或主要以从事暗杀、绑架、
放火、爆炸、劫持人质和交通工具等严重暴力犯罪为

活动内容的犯罪组织ꎮ 恐怖活动组织是一种特殊的

犯罪集团ꎮ 认定恐怖活动组织:
(１)从组织结构上讲:应当符合犯罪集团的一

般特征ꎬ即恐怖活动组织首先必须是三人以上为共

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ꎮ
(２)从组织目标和行为内容上讲:恐怖活动组

织一般带有明显的政治性目的ꎬ并在此目的指导下ꎬ
专门或者主要从事暗杀、绑架、爆炸、放火、劫持人质

和破坏交通工具等严重暴力犯罪行为ꎮ
对于资助恐怖活动组织或者实施恐怖活动的个

人ꎬ«刑法»分则规定了专门的罪名和法定刑ꎮ

２.划清一罪与数罪的界限

只要行为人具有组织、领导或者参加恐怖活动

组织的行为ꎬ就构成犯罪ꎮ 如果行为人在组织、领导

或参加恐怖活动组织后ꎬ具体实施了杀人、绑架、爆
炸等犯罪行为的ꎬ应当将所实施的具体犯罪行为和

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实行数罪并罚ꎮ

　 　 (三)法定刑

参见«刑法»第 １２０ 条ꎮ

　 　 九、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

品罪

の第 １２０ 条之六　 明知是宣扬恐怖主义、极端

主义的图书、音频视频资料或者其他物品而非法持

有ꎬ情节严重的ꎬ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

制ꎬ并处或者单处罚金ꎮ

　 　 (一)概念和构成要件

本罪是指明知是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图
书、音频视频资料或者其他物品而非法持有ꎬ情节严
重的行为ꎮ

构成要件:
(１)侵犯的客体为公共安全ꎮ
(２)客观方面表现为明知是宣扬恐怖主义、极

端主义的图书、音频视频资料或者其他物品而非法

持有ꎬ情节严重的行为ꎮ
(３)主体为一般主体ꎬ即凡达到刑事责任年龄、

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均可构成本罪ꎮ
(４)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ꎮ 过失不构成本罪ꎮ

　 　 (二)认定

(１)本罪是结果犯ꎬ需要造成情节严重后果才

能构成犯罪ꎮ
(２)要注意本罪和其他持有型犯罪的差异ꎮ 主

要区别在于持有的对象不同ꎮ

　 　 (三)法定刑

参见«刑法»第 １２０ 条之六ꎮ

　 　 十、劫持航空器罪

の第 １２１ 条 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劫持

航空器的ꎬ处１０ 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ꎻ致
人重伤、死亡或者使航空器遭受严重破坏的ꎬ处死
刑ꎮ 【结果加重犯】
　 　 (一)概念和构成特征

劫持航空器罪指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劫

持航空器的行为ꎮ

１.构成特征

(１)侵犯客体:航空运输安全ꎬ即不特定的多数

旅客、机组人员的生命健康以及航空器及其运载物

品的安全ꎮ 犯罪对象:正在使用中的民用航空器ꎬ如
飞机、飞艇等ꎮ

(２)客观方面: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劫持

航空器的行为ꎮ
(３)犯罪主体:一般主体ꎮ
(４)主观方面:故意ꎮ

２.考点解析

“正在使用中”是指:①从航空器装载完毕、机
舱外部各门均已关闭时起ꎬ至打开任一机舱门为止

的期间的任何时间ꎻ②航空器被迫降落后ꎬ主管当局

接收该机及所载人员和财产前的任何时间ꎻ③处于

待飞状态的航空器ꎮ
所谓暴力是指行为人对机上人员特别是机组人

员实施捆绑、殴打、伤害甚至杀害ꎬ迫使航空器改变

航向或者直接控制航空器ꎮ
所谓胁迫是指行为人以爆炸航空器、杀害人质

相威胁ꎬ迫使机组人员改变航向或者直接控制航

空器ꎮ
所谓其他方法是指以暴力、胁迫以外的其他任

何方法迫使机组人员改变航向或者直接控制航

空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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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劫持就是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非
法改变航向或者强行控制航空器的行为ꎮ

本罪属于行为犯ꎬ只要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

法劫持航空器的行为实施完毕即构成既遂ꎮ

　 　 (二)认定

１.划清劫持航空器罪与以飞机为破坏对象的破

坏交通工具罪的界限

关键在于把握行为人的犯罪目的和客观表现ꎮ
劫持航空器罪是非法强行改变航空器的航向或者强

行控制航空器ꎬ而破坏交通工具罪则是将作为交通

工具的飞机从物理性能上加以毁坏ꎮ
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劫持航空器的ꎬ即

使造成了航空器的损坏ꎬ也应当以劫持航空器罪定

罪处罚ꎻ如果行为人仅仅是以航空器为对象ꎬ破坏了

正在使用中的航空器的部件或者设施ꎬ应当以破坏

交通工具罪定罪处罚ꎮ

２.划清劫持航空器罪一罪与数罪的界限

如果行为人以杀人、伤害或者故意损毁航空器

的方法劫持航空器ꎬ其杀人行为、伤害行为、故意损

毁航空器的行为应当作为方法行为被作为目的行为

的劫持航空器罪吸收ꎬ不实行数罪并罚ꎮ
如果在劫持并控制航空器之后滥杀无辜或者强

奸妇女的ꎬ则应单独定罪ꎬ实行数罪并罚ꎮ

３.区分劫持航空器罪既遂与未遂的界限

劫持航空器罪是行为犯ꎬ不以劫持者的目的是

否达到作为区分既遂与未遂的标准ꎮ 只要行为人以

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实施了劫持航空器的行为ꎬ
并将航空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ꎬ即构成既遂ꎮ 由

于意志以外的原因使劫持行为未得逞的ꎬ是犯罪的

未遂ꎮ

　 　 (三)法定刑

参见«刑法»第 １２１ 条ꎮ

　 　 十一、劫持船只、汽车罪

の第 １２２ 条 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劫持

船只、汽车的ꎬ处 ５ 年以上 １０ 年以下有期徒刑ꎻ造成

严重后果的ꎬ处 １０ 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ꎮ

　 　 (一)概念和构成特征

劫持船只、汽车罪是指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

法劫持船只、汽车的行为ꎮ

１.构成特征

(１)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共安全ꎬ主要是指船

只、汽车的交通运输安全和不特定多数旅客的生命、
健康及财产安全ꎮ 本罪的犯罪对象只能是船只、汽
车ꎮ 这里所说的船应理解为机动船ꎬ非机动的木帆

船等小船遭受侵犯虽也可造成损失ꎬ但一般不危害

公共安全ꎮ
(２)客观方面表现为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

法劫持船只、汽车的行为ꎮ
(３)犯罪主体:一般主体ꎮ
(４) 主观方面:故意ꎮ 本罪对犯罪目的没有

要求ꎮ

２.考点解析

所谓暴力是指行为人对船只、汽车上人员特别

是驾驶人员、售票人员实施捆绑、殴打、伤害甚至杀

害ꎬ迫使船只、汽车改变方向或者直接控制ꎮ
所谓胁迫是指行为人对乘务人员施以精神恐吓

和强制ꎬ如以爆炸车船、杀害人质相威胁ꎬ迫使驾驶、
操纵人员不敢反抗ꎬ听凭其指挥或直接控制ꎮ

所谓其他方法是指以暴力、胁迫以外的任何其

他劫持方法ꎬ如使用麻醉品将驾驶人员致醉、致昏

等ꎬ使驾驶人员处于不能反抗或不知反抗的状态ꎬ从
而达到劫持船只、汽车的目的ꎮ

所谓劫持就是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按

照自己的意志强行控制船只、汽车的行为ꎮ
本罪属于行为犯ꎬ只要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

法劫持船只、汽车的行为实施完毕即构成既遂ꎮ

　 　 (二)认定

１.本罪与抢劫罪的界限

两罪的主体都为一般主体ꎬ主观方面都是出于

故意ꎬ客观方面都可表现为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

法ꎬ但两者还是具有以下本质区别:
(１)主观目的完全不同ꎮ 本罪的行为意在控制

船只、汽车按自己的意图行驶ꎻ而抢劫罪的目的在于

非法占有财物ꎮ
(２)所侵犯的客体不同ꎮ 本罪所侵害的客体为

公共安全ꎬ包括交通运输安全和不特定乘客的生命

健康安全ꎻ而抢劫罪的客体则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

和特定公民的人身健康权利ꎮ
(３)所侵犯的对象不同ꎮ 本罪的对象仅限于船

只和汽车ꎬ而抢劫罪的对象则包括船只、汽车在内的

一切有形的动产ꎬ对象比本罪广泛得多ꎮ
(４)在客观方面表现不完全相同ꎮ 本罪由于意

在控制船只、汽车ꎬ一旦达到其目的ꎬ往往会离船、离
车而去ꎬ或者将所劫船只、汽车予以毁坏ꎻ而抢劫罪

由于意在占有财物ꎬ通常就会在一段时间内继续使

用或出卖所劫船只、汽车ꎮ

２.本罪与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的区别

两罪的相同点:主体都为一般主体ꎬ侵犯的客体

都是公共安全ꎮ
０１１

科
教
园
法
硕

法硕学长答疑QQ群:887455768        加微信号kjyedu免费领取《法硕必备法条》电子版



两罪的区别:
(１)所侵犯的对象不同ꎮ 本罪的犯罪对象只能

是船只、汽车ꎻ而后者没有此限制ꎮ
(２)客观方面表现不完全相同ꎮ 本罪表现为以

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劫持船只、汽车的行为ꎻ而
后者表现为组织、领导、积极参加或参加恐怖活动组

织的行为ꎮ
(３)主观方面表现不完全相同ꎮ 本罪表现为故

意ꎬ包括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ꎬ对犯罪目的没有要

求ꎻ而后者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ꎬ并且具有进行

恐怖活动的目的ꎮ

３.本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区别

(１)所侵犯的对象不同ꎮ 本罪的犯罪对象只能

是船只、汽车ꎻ而后者没有此限制ꎮ
(２)客观方面表现不同ꎮ 本罪表现为以暴

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劫持船只、汽车的行为ꎻ后
者是使用与放火、投放危险物质、决水、爆炸方法

的危险性相当的其他危险的方法ꎬ危害公共安全

的行为ꎮ

　 　 (三)法定刑

参见«刑法»第 １２２ 条ꎮ

　 　 十二、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

支、弹药、爆炸物罪

の第 １２５ 条 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

枪支、弹药、爆炸物的ꎬ处 ３ 年以上 １０ 年以下有期徒

刑ꎻ情节严重的ꎬ处 １０ 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

者死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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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危害公共安全的ꎬ依照前款的规

定处罚ꎮ
单位犯前两款罪的ꎬ对单位判处罚金ꎬ并对其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ꎬ依照第 １
款的规定处罚ꎮ

　 　 (一)概念

本罪指违反国家有关枪支、弹药、爆炸物管理的

法律规定ꎬ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
药、爆炸物的行为ꎮ

　 　 (二)构成特征

(１)侵犯客体:社会公共安全ꎮ 犯罪对象:枪
支、弹药和爆炸物ꎮ

(２)客观方面:违反国家有关枪支、弹药、爆炸

物管理的法律规定ꎬ实施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
寄、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的行为之一ꎮ

(３)犯罪主体:一般主体ꎮ 单位也可以成为本

罪的主体ꎮ
(４)主观方面:故意ꎮ

　 　 (三)认定

１.划清本罪与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危
险物质罪及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物质罪的

界限

(１)客观方面表现不同(实施犯罪行为的方式

不同)ꎮ 本罪表现为实施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
寄、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的行为之一ꎬ而后两罪则

表现为实施了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物

质行为之一或者实施了抢劫行为ꎮ
(２)犯罪主体不同ꎮ 本罪主体除自然人外ꎬ还

包括单位ꎬ而后两罪的犯罪主体则只能是自然人ꎮ
◎{法单 ２０１０. ９}现役军人甲盗窃所在部队军

用子弹 １００ 发ꎬ藏在家中ꎮ 其行为应 ( )①ꎮ
Ａ. 以盗窃武器装备罪定罪处罚ꎻＢ. 以盗窃弹药罪定

罪处罚ꎻＣ. 以盗窃弹药罪和非法持有弹药罪数罪并

罚ꎻＤ. 以盗窃弹药罪和私藏弹药罪数罪并罚

２.划清本罪与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罪的

界限

(１)犯罪对象的范围不同ꎮ 本罪的犯罪对象包

括枪支、弹药、爆炸物ꎻ而后罪的对象则仅限于枪支、
弹药ꎮ

(２)客观方面的表现不同ꎮ 本罪一般是违反国

家法律规定ꎬ私自储存数量较大的枪支、弹药、爆炸

物ꎻ而后罪则一般是不具备配枪资格而非法携带、持
有枪支或者私自收藏少量枪支、弹药ꎮ

∥区分的关键: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的行

为是一种独立的犯罪ꎬ并不以其他犯罪的成立为条

件ꎻ而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之

后的非法持有、私藏行为是前述犯罪行为的继续ꎬ不
需要再单独定罪处罚ꎮ

(３)犯罪主体的范围不同ꎮ 本罪的主体包括自

然人和单位ꎻ而后罪的主体则只限于自然人ꎮ

３.划清本罪与非法出租、出借枪支罪的界限

(１)犯罪对象不同ꎮ 本罪的犯罪对象包括枪

支、弹药、爆炸物ꎬ而后罪的犯罪对象则仅限于

枪支ꎮ
(２)客观方面表现不同ꎮ 区分的关键在于实施

犯罪行为的方式不同ꎮ 本罪表现为非法制造、买卖、
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的行为ꎬ而非法

出租、出借枪支罪则表现为非法出租或者非法出借

枪支的行为之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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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犯罪主体不同ꎮ 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ꎬ
自然人和单位都可以成为本罪主体ꎮ 而非法出租、
出借枪支罪的犯罪主体则是特殊主体ꎬ即必须是依

法配备公务用枪或者依法配置民用枪支的人员或

单位ꎮ

　 　 (四)法定刑

参见«刑法»第 １２５ 条ꎮ

　 　 十三、违规制造、销售枪支罪

の第 １２６ 条 依法被指定、确定的枪支制造企
业、销售企业ꎬ违反枪支管理规定ꎬ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ꎬ对单位判处罚金ꎬ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ꎬ处５ 年以下有期徒刑ꎻ情节严重
的ꎬ处５ 年以上 １０ 年以下有期徒刑ꎻ情节特别严重
的ꎬ处１０ 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１)以非法销售为目的ꎬ超过限额或者不按照

规定的品种制造、配售枪支的ꎻ
(２)以非法销售为目的ꎬ制造无号、重号、假号

的枪支的ꎻ
(３)非法销售枪支或者在境内销售为出口制造

的枪支的ꎮ

　 　 (一)概念

本罪指依法被指定、确定的枪支制造、销售企
业ꎬ违反枪支管理规定ꎬ生产、销售枪支的行为ꎮ

　 　 (二)构成特征

(１)侵犯客体:国家对枪支的管理制度ꎮ 犯罪

对象:枪支ꎮ
(２)客观方面:违反枪支管理的法律、法规的规

定ꎬ制造、销售枪支的行为ꎮ
具体有以下 ３ 种情况:①以非法销售为目的ꎬ超

过限额或者不按照规定的品种制造、配售枪支ꎻ②以

非法销售为目的ꎬ制造无号、重号、假号的枪支ꎻ③非

法销售枪支或者在境内销售为出口制造的枪支ꎮ
(３)犯罪主体:特殊主体ꎬ即依法被指定、确定

的枪支制造企业、销售企业ꎮ
(４)主观方面:故意ꎮ 对违规制造枪支的要求

具备非法销售的法定目的ꎮ

　 　 (三)认定

１.划清罪与非罪的界限

(１)对依法被指定、确定的枪支制造企业来说ꎬ
如果超过限额或者不按照规定的品种制造了枪支或

者制造了无号、重号、假号的枪支ꎬ但并非用于非法

销售的目的ꎬ不应以犯罪论处ꎮ
(２)对于实践中非法销售枪支数量较少或获利

不大的ꎬ也不应以犯罪论处ꎮ

２.划清本罪与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

枪支、弹药、爆炸物罪的界限

(１)犯罪对象不同ꎮ 后罪的犯罪对象包括枪

支、弹药、爆炸物ꎻ而本罪则仅限于枪支ꎮ
(２)客观方面表现不同ꎮ 后罪表现为具有非法

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的行

为之一ꎻ而本罪则表现为超过限额或者不按规定的

品种制造、配售枪支ꎬ制造无号、重号、假号的枪支ꎬ
非法销售枪支或在境内销售为出口制造枪支的行为

之一ꎮ
(３)犯罪主体不同ꎮ 后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ꎬ

自然人和单位都可以构成ꎻ本罪的犯罪主体则是特
殊主体ꎬ且只能是单位ꎬ即必须是依法被指定、确定
的枪支制造企业、销售企业(关键区别)ꎮ

∥只要不是被国家指定或者确定的枪支制造企

业或者个人ꎬ生产、销售枪支的ꎬ就不能以违规制造、
销售枪支罪定罪处罚ꎬ而只能以非法制造、买卖枪支

罪定罪处罚ꎮ
(４)主观故意的内容不同ꎮ 后罪在主观上无法

定目的的要求ꎻ而本罪有非法销售的目的要求ꎬ如果

不是以非法销售为目的的违规制造行为ꎬ不应以违

规制造、销售枪支罪定罪处罚ꎮ

　 　 (四)法定刑

参见«刑法»第 １２６ 条ꎮ
◎{法单 ２０１１. ７}依法被指定的枪支制造企业ꎬ

在境内非法销售本企业制造的、射击精度不合格的

枪支ꎮ 该行为构成( )①ꎮ Ａ. 非法制造、买卖枪

支罪ꎻＢ. 违规制造、销售枪支罪ꎻＣ. 以危险方法危害

公共安全罪ꎻＤ.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十四、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罪

の第 １２８ 条 违反枪支管理规定ꎬ非法持有、私
藏枪支、弹药的ꎬ处 ３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

制ꎻ情节严重的ꎬ处 ３ 年以上 ７ 年以下有期徒刑ꎮ
依法配备公务用枪的人员ꎬ非法出租、出借枪支

的ꎬ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ꎮ
依法配置枪支的人员ꎬ非法出租、出借枪支ꎬ造

成严重后果的ꎬ依照第 １ 款的规定处罚ꎮ
单位犯第 ２ 款、第 ３ 款罪的ꎬ对单位判处罚金ꎬ

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ꎬ
依照第 １ 款的规定处罚ꎮ

　 　 (一)概念

本罪指违反国家有关枪支、弹药管理规定ꎬ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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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的行为ꎮ

　 　 (二)构成特征

(１)侵犯客体:国家对枪支、弹药的管理制度ꎮ
犯罪对象:枪支、弹药ꎮ

(２)客观方面:违反枪支、弹药管理的法律、法
规的规定ꎬ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的行为ꎮ

(３)犯罪主体:一般主体ꎮ
(４)主观方面:故意ꎮ
所谓非法持有枪支、弹药ꎬ是指不符合配备、配

置枪支、弹药条件的人员ꎬ违反枪支管理法律、法规

的规定ꎬ擅自持有枪支、弹药的行为ꎮ
所谓私藏枪支、弹药ꎬ是指依法配备、配置枪支、

弹药的人员ꎬ在配备、配置枪支、弹药的条件消除后ꎬ
违反枪支管理法律、法规的规定ꎬ私自藏匿配备、配
置的枪支、弹药且拒不交出的行为ꎮ

　 　 (三)认定

１.划清罪与非罪的界限

实践中发生的依法配置枪支的人员(如猎人)
未及时按规定领取配备枪支(如猎枪)许可证ꎬ经指

明又补领了许可证的ꎬ应属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

的持有、私藏枪支行为ꎬ不以犯罪论处ꎮ

２.本罪的犯罪形态

本罪属于行为犯ꎬ即故意违反枪支管理规定ꎬ非
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的行为ꎬ就构成本罪的既遂ꎮ

３.要注意区分本罪与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
寄、储存枪支、弹药罪及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罪和抢

劫枪支、弹药罪之间的界限

区分的关键:非法持有、私藏枪支罪的行为人的

行为是在不构成上述非法制造、买卖、邮寄、运输、储
存、盗窃、抢夺、抢劫枪支、弹药罪基础上的非法持

有、私藏ꎬ如果是非法制造、买卖、邮寄、运输、储存、
盗窃、抢夺、抢劫枪支、弹药罪基础上的非法持有、私
藏ꎬ则属于这些犯罪的后续行为ꎬ不再单独定非法持

有、私藏枪支、弹药罪ꎬ而以上述犯罪处罚之ꎮ

　 　 (四)法定刑

参见«刑法»第 １２８ 条第 １ 款ꎮ
◎{法单 ２０１６. ６}依法佩枪的甲停职后ꎬ将 １００

余发军用子弹存放在家中ꎬ拒不上交ꎬ情节恶劣ꎮ 甲

的行为应认定为( )①ꎮ Ａ. 私藏弹药罪ꎻＢ. 滥用

职权罪ꎻＣ. 玩忽职守罪ꎻＤ. 非法持有弹药罪

　 　 十五、交通肇事罪▲▲▲【案例、简述、法
条分析】(第 １３３ 条)

の第 １３３ 条 ①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ꎬ因而

发生②重大事故ꎬ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

受重大损失的ꎬ处３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ꎻ③交
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ꎬ处
３ 年以上 ７ 年以下有期徒刑ꎻ④因逃逸致人死亡的ꎬ
处 ７ 年以上有期徒刑ꎮ

　 　 (一){法条 ２０１７. ５７}根据«刑法»第 １３３ 条ꎬ
请分析

(１)本条中的 “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 如何

理解?
(２)本条中的“因逃逸致人死亡”如何理解?
答题要点:(１)“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是指行

为人在交通事故发生后ꎬ且行为具有成立交通肇事

罪法定情形ꎬ为了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ꎮ
(２)“因逃逸致人死亡”是指行为人在交通肇事

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ꎬ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

助而死亡的情形ꎮ

　 　 (二){法简 ２０１０. ３２}简述交通肇事罪的概念

和构成要件

１.答案要点

交通肇事罪ꎬ是指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ꎬ在公
共交通管理范围内发生重大事故ꎬ致人重伤、死亡或
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ꎮ

其构成要件:
(１)客体是交通运输安全ꎮ
(２)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ꎬ

因而发生重大事故ꎬ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
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ꎮ

(３)主体是一般主体ꎬ包括从事交通运输的人
员和非交通运输的人员ꎮ

(４)主观方面是过失ꎮ
２.考点解析

(１)所谓交通运输主要是指以电车、汽车、船只

等交通工具进行公路和水路交通运输ꎮ 交通工具还

包括自行车、手推车、三轮车、兽力车、牲畜等ꎮ
破坏交通运输安全ꎬ一般就是指使用上述交通

工具进行交通运输ꎬ发生重大事故ꎬ危害不特定的多

数人的生命、健康或者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ꎮ
(２)本罪的构成以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为前

提条件ꎻ同时还必须发生了重大事故ꎬ致人重伤、死
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ꎮ

　 　 (三)其他以交通肇事罪定罪的情况

(１)交通肇事后ꎬ①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
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车人②指使肇事人逃逸ꎬ致使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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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人③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ꎬ以交通肇事罪的共

犯论处ꎮ ∥此处司法解释不符合共犯原理ꎬ值得商

榷ꎬ只能作为一个特例理解ꎮ
(２)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或者机动

车辆承包人指使、强令他人违章驾驶造成重大交通

事故ꎬ构成犯罪的ꎬ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ꎮ
◎{单 ２０１１. ２}甲是某运输公司的经理ꎬ为了抢

运煤炭ꎬ甲亲自跟车督促驾驶ꎮ 在驾驶员乙已连续

驾驶 １０ 多个小时的情况下ꎬ甲仍强令乙继续驾驶ꎮ
乙因过度疲劳ꎬ操作失当ꎬ在驾驶中撞死路边一摆摊

商贩ꎮ 关于本案ꎬ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①ꎮ
Ａ. 甲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ꎻＢ. 甲、乙成立交通肇事

罪共犯ꎻＣ. 甲构成交通肇事罪ꎻＤ. 甲构成强令违章

冒险作业罪

　 　 (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

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１.交通肇事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ꎬ处 ３ 年以下

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１)死亡 １ 人或者重伤 ３ 人以上ꎬ负事故全部
或者主要责任的ꎻ

(２)死亡 ３ 人以上ꎬ负事故同等责任的ꎻ
(３)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ꎬ负

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ꎬ无能力赔偿数额在 ３０ 万元
以上的ꎮ

交通肇事致 １ 人以上重伤ꎬ负事故全部或者主
要责任ꎬ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ꎬ以交通肇事罪定罪
处罚:

(１)酒后、吸食毒品后驾驶机动车辆的ꎻ
(２)无驾驶资格驾驶机动车辆的ꎻ
(３)明知是安全装置不全或者安全机件失灵的

机动车辆而驾驶的ꎻ
(４)明知是无牌证或者已报废的机动车辆而驾

驶的ꎻ
(５)严重超载驾驶的ꎻ
(６)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的ꎮ
注意题目中认定构成犯罪的情形:一般情况下

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ꎬ造成死亡 １ 人或者重伤

３ 人以上ꎬ同等责任需要死亡 ３ 人以上才构成犯罪ꎮ
致人重伤ꎬ只有在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ꎬ符合上

述 ６ 种情况下才构成犯罪ꎮ

２.交通肇事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ꎬ属于“有其

他特别恶劣情节”ꎬ处 ３ 年以上 ７ 年以下有期徒刑

(１)死亡 ２ 人以上或者重伤 ５ 人以上ꎬ负事故

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ꎻ
(２)死亡 ６ 人以上ꎬ负事故同等责任的ꎻ

(３)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ꎬ负
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ꎬ无能力赔偿数额在 ６０ 万元

以上的ꎮ
◎{单 ２０１５. １６}甲遇红灯停车时ꎬ与路人孙某

发生口角ꎬ甲下车将孙某打倒在地ꎬ驾车离去ꎮ 孙某

坐在马路上ꎬ不听他人劝导ꎬ拒绝离开ꎮ 十分钟后ꎬ
乙超速驾车经过此处ꎬ来不及刹车ꎬ将孙某撞死ꎮ 下

列选项中ꎬ正确的是( )②ꎮ Ａ. 甲构成故意伤害

罪(致人死亡)ꎻＢ. 甲构成寻衅滋事罪ꎻＣ. 甲和乙共

同构成交通肇事罪ꎻＤ. 乙构成交通肇事罪

　 　 (五)认定

１.罪与非罪的界限及量刑

区分的关键在于:(１)看是否造成了刑法所规
定的危害结果ꎻ(２)看这种结果的发生是否是行为
人的违章行为造成的ꎮ

在认定交通肇事罪时ꎬ应当把握以下几个问题:
(１)只有在实行公共交通管理的范围内发生重

大交通事故的ꎬ才成立本罪ꎮ
在公共交通管理的范围外ꎬ驾驶机动车辆或者

使用其他交通工具致人伤亡或者致使公共财产或者

他人财产遭受重大损失ꎬ构成犯罪的ꎬ分别依照重大
责任事故罪(第 １３４ 条第 １ 款)、重大劳动安全事故
罪(第 １３５ 条)、过失致人死亡罪(第 ２３３ 条)▲等规
定定罪处罚ꎮ

◎{单 ２０１６. １２}甲在封闭的居民小区内醉酒驾

驶ꎬ拐弯时因采取措施不当ꎬ将人行道上的 ２ 人撞成

重伤ꎮ 甲的行为应认定为( )③ꎮ Ａ.危险驾驶罪ꎻ
Ｂ.交通肇事罪ꎻＣ.故意伤害罪ꎻＤ.过失致人重伤罪

(２)行为人违反了交通运输管理规定ꎮ 否则即

使造成严重后果的ꎬ属于意外事件ꎬ不构成犯罪ꎮ
(３)造成了刑法所规定的危害结果ꎮ 即造成了

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后果ꎬ否
则不构成犯罪ꎮ

(４)违章行为与重大事故之间有因果关系ꎮ 否

则不能以交通肇事罪论处ꎮ

２.划清交通肇事罪与利用交通工具实施的其他

犯罪的界限

(１)如果行为人利用交通工具杀害特定的个

人ꎬ如开车撞死仇人ꎬ应当按故意杀人罪论处ꎮ
(２)如果出于泄愤报复或者其他反社会动机ꎬ

驾驶汽车等交通工具在街道或者其他公共场所横冲

直撞ꎬ制造事端ꎬ造成不特定的多数人死伤或者重大

公私财产损失的ꎬ应当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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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处ꎮ

３.对肇事司机见死不救的行为如何定性及处理

这大致可分以下情形:
(１)如果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逃逸:①若在闹

市区或者经常有人路过的地区ꎬ一般只能作为交通

肇事罪的从重处罚情节ꎬ按交通肇事罪一罪从重处

罚ꎬ逃逸致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ꎬ属结果加

重犯ꎬ处 ７ 年以上有期徒刑ꎻ②若在深山老林或者偏
僻处ꎬ丢下受害者逃走ꎬ受害人没有死亡的ꎬ以交通
肇事罪从重处罚ꎬ受害者因没有人抢救而死亡ꎬ行为
人则转化为故意杀人罪ꎮ

◎{单 ２０１３. ９}甲驾驶货车途经某村庄时ꎬ刮倒

了路边的赵某ꎮ 甲从后视镜中看见赵某被拖挂在车

后ꎬ但为逃避责任继续行驶ꎬ致赵某被拖死ꎮ 甲的行

为构成( )①ꎮ Ａ. 交通肇事罪ꎻＢ. 交通肇事罪和

故意杀人罪ꎻＣ. 故意杀人罪ꎻＤ.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

共安全罪

(２)行为人没有意识到车辆肇事ꎬ仍然继续行

车ꎬ被害人没能及时得到抢救而死亡ꎬ肇事司机只负

交通肇事罪的刑事责任ꎮ
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了逃避法律追究ꎬ将被

害人带离事故现场后隐藏或者遗弃ꎬ致使被害人无
法得到救助而死亡或者严重残疾的ꎬ应当分别以
(转化的)故意杀人罪或者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ꎮ

(３)交通肇事后被害人未死:行为人明知被害

人被车钩住仍然驾车逃跑ꎬ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

的ꎻ为了杀人灭口又故意轧过被害人致人重伤、死亡

的应区分具体情况:①若交通肇事行为尚未构成交

通肇事罪的ꎬ按照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定罪处

罚ꎻ②若交通肇事行为已经构成交通肇事罪的ꎬ应当

按照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和交通肇事罪进行数

罪并罚ꎮ
若交通肇事后被害人已经死亡ꎬ而行为人不知

情ꎬ发生上述情况则按照交通肇事罪一罪处罚ꎮ

４.交通肇事罪与危险驾驶罪的关系

如因危险驾驶导致重大交通事故ꎬ造成人员重

伤、死亡或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ꎬ同时构成交通

肇事罪ꎬ则应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ꎮ

５.交通肇事责任者承担赔偿的项目

包括:医疗费、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

费、残疾者的生活补助费、残疾用具费、丧葬费、死
亡补助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交通费、住宿费和直接

财产损失ꎮ

６.利用交通工具实施其他犯罪是故意犯罪ꎬ交
通工具只不过是一种犯罪工具

　 　 (六)法定刑

参见«刑法»第 １３３ 条ꎮ
◎{案 ２０２０. ５７}事实一: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６ 日ꎬ甲驾

驶汽车将正常通过路口的杨某撞倒在地ꎬ甲立即报

警ꎬ杨某被送往医院ꎬ因伤势过重成为植物人ꎮ
事实二: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７ 日ꎬ法院判决甲对事故

承担全部责任ꎬ赔偿杨某各项损失合计 ８０ 万元ꎮ 判

决生效后ꎬ杨某家人多次向甲索要赔偿ꎬ甲声称自己

没钱ꎻ与此同时ꎬ甲将自己名下的房产以明显不合理

的低价转让给父母ꎬ将自己的汽车无偿转让给子女ꎮ
法院执行时ꎬ甲的个人财产只剩下最基本的生活

用品ꎮ
事实三: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９ 日ꎬ一直住院治疗的杨

某去世ꎮ 经法医鉴定ꎬ杨某的死亡与甲的撞人行为

存在因果关系ꎮ
请根据上述材料ꎬ分析甲的行为应如何认定并

说明理由ꎮ
答题要点:(１)甲撞伤杨某致死的行为ꎬ构成交

通肇事罪ꎮ
结合事实一和事实三ꎬ甲驾驶汽车ꎬ违反交通运

输管理法规ꎬ将被害人撞成植物人ꎬ半年后被害人死

亡ꎬ交通肇事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ꎬ应
认定为交通肇事罪ꎮ

(２)甲转移财产ꎬ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行

为成立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ꎮ
根据事实二ꎬ在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具有执行内

容并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后ꎬ负有执行义务的甲

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ꎬ情节严重ꎬ应认定为拒不执

行判决、裁定罪ꎮ
综述ꎬ甲的行为成立交通肇事罪和拒不执行判

决、裁定罪ꎬ应当数罪并罚ꎮ
◎{法案 ２０１３. ３７}甲午夜开车送朋友乙回家ꎬ

因超速驾驶ꎬ刹车不及时ꎬ将经过人行横道的周某撞

倒ꎮ 乙对甲说:“没有人看到ꎬ快走ꎮ”甲加速离去ꎮ
周某随即被他人送往医院ꎬ但因抢救无效ꎬ于当晚死

亡ꎮ 甲将乙送回家后ꎬ心里不安ꎬ便返回肇事地点ꎬ
并向在事故现场取证的警察交代了上述事实ꎮ

请根据上述材料回答下列问题并说明理由:
(１)甲的行为构成何罪? (２)对甲进行量刑时应注

意哪些情节? (３)乙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
答案要点:(１)甲的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ꎮ 甲

在驾驶途中ꎬ因超速驾驶ꎬ刹车不及时ꎬ发生重大交

通事故ꎬ致 １ 人死亡ꎬ其行为符合交通肇事罪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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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件ꎮ
(２)对甲量刑情节有:①交通肇事后逃逸ꎮ 甲

在撞倒行人后ꎬ为了逃避法律追究而驾车离去ꎬ甲的

行为属于“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ꎬ具有适用较重档

次法定刑的情节ꎬ但本案中甲的行为不应被认定为

“因逃逸致人死亡”ꎮ ②自首ꎮ 甲在逃跑后ꎬ自动回

到事故现场ꎬ向警察主动交代犯罪事实ꎬ应认定为

自首ꎮ
(３)乙的行为不构成犯罪ꎮ 乙作为乘车人虽然

指使肇事者甲逃逸ꎬ但因被害人的死亡不是因为甲

的逃逸而得不到救助ꎬ即死亡与逃逸之间没有因果

关系ꎬ故乙不应以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论处ꎮ

　 　 十六、危险驾驶罪

の第 １３３ 条之一　 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ꎬ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ꎬ处拘役ꎬ并处罚金:
(１)追逐竞驶ꎬ情节恶劣的ꎻ
(２)醉酒驾驶机动车的ꎻ
(３)从事校车业务或者旅客运输ꎬ严重超过额

定乘员载客ꎬ或者严重超过规定时速行驶的ꎻ
(４)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运输危险化

学品ꎬ危及公共安全的ꎮ
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前款第 ３ 项、第 ４ 项行

为负有直接责任的ꎬ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ꎮ
有前两款行为ꎬ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ꎬ依照处罚

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ꎮ

　 　 (一)概念和构成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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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ꎬ或者

从事校车业务或旅客运输ꎬ严重超过额定乘员载客、
严重超过规定时速行驶的ꎬ或者违反危险化学品安

全管理规定运输危险化学品ꎬ危及公共安全的行为ꎮ

１.构成特征

(１)侵犯客体:交通运输的正常秩序和道路交

通安全ꎮ
(２)简述危险驾驶罪的客观方面表现ꎮ ４ 种行

为方式包括:
①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ꎬ情节恶劣的ꎻ
②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ꎻ
③从事校车业务或者旅客运输ꎬ严重超过额定

乘员载客ꎬ或者严重超过规定时速行驶的ꎻ
④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运输危险化学

品ꎬ危及公共安全的ꎮ
(３)犯罪主体:一般主体ꎬ年满 １６ 周岁具有刑

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ꎮ 实践中主要是机动车驾

驶员ꎮ

(４)主观方面:故意ꎮ

２.考点解析

机动车是指以动力装置驱动或者牵引ꎬ在道路

上行驶的供人员乘用或者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

程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ꎮ
道路是指公路、城市道路和虽在单位管辖范围

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ꎬ包括广场、公共停车

场等用于公众通行的场所ꎮ
醉酒驾驶机动车是指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ꎬ血

液酒精含量达到 ８０ 毫克 / １００ 毫升以上的情形ꎮ

　 　 (二)认定

«刑法»第 １３３ 条之一规定ꎬ有危险驾驶行为

(危险驾驶罪)ꎬ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ꎬ依照处罚较
重的规定定罪处罚ꎮ ▲危险驾驶罪不要求发生交通
事故ꎬ只要符合本罪的 ４ 种行为ꎬ就可以认定ꎮ 在危
险驾驶罪与交通肇事罪竞合的情况下ꎬ依照交通肇
事罪定罪处罚ꎮ

醉酒驾驶机动车ꎬ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公安机

关依法检查ꎬ又构成妨害公务罪等其他犯罪的ꎬ依照

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ꎮ

　 　 (三)法定刑

参见«刑法»第 １３３ 条之一ꎮ

　 　 十七、妨害安全驾驶罪【２０２１ 年新增】
の第 １３３ 条之二　 对行驶中的公共交通工具的

驾驶人员使用暴力或者抢控驾驶操纵装置ꎬ干扰公
共交通工具正常行驶ꎬ危及公共安全的ꎬ处 １ 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ꎬ并处或者单处罚金ꎮ
前款规定的驾驶人员在行驶的公共交通工具上

擅离职守ꎬ与他人互殴或者殴打他人ꎬ危及公共安全

的ꎬ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ꎮ
有前两款行为ꎬ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ꎬ依照处罚

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ꎮ

　 　 (一)概念

妨害安全驾驶罪是指在行驶中的公共交通工具

上ꎬ对驾驶人员使用暴力或者抢控驾驶操纵装置干

扰正常行驶危及公共安全ꎬ或者驾驶人员擅离职守ꎬ
与他人互殴或者殴打他人危及公共安全的行为ꎮ

　 　 (二)构成特征

(１)侵犯客体:公共交通安全ꎮ
(２)客观方面:略ꎮ 行为方式表现为两种:①乘

客对行驶中的公共交通工具的驾驶人员使用暴力或

者抢控驾驶操纵装置ꎬ干扰正常行驶危及公共安全的

行为ꎻ②行驶中的公共交通工具的驾驶人员擅离职守ꎬ
与他人互殴或者殴打他人ꎬ危及公共安全的行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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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犯罪主体:一般主体ꎮ 包括行驶中的公共

交通工具上的驾驶人员和乘客ꎮ
(４)主观方面:故意ꎮ

　 　 (三)认定

该罪行为须发生在公共交通工具上ꎮ
实施本罪行为ꎬ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ꎬ依照处罚

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ꎮ 如果实施了危害公共交通工

具行驶的犯罪行为ꎬ又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

全罪或交通肇事罪的ꎬ属于想象竞合犯ꎬ依照处罚较

重的规定定罪处罚ꎮ

　 　 (四)法定刑

参见«刑法»第 １３３ 条之二ꎮ

　 　 十八、重大责任事故罪▲(第 １３４ 条第 １
款)

の第 １３４ 条 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

理的规定ꎬ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
重后果的ꎬ处 ３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ꎻ情节特别

恶劣的ꎬ处 ３ 年以上 ７ 年以下有期徒刑ꎮ
强令他人违章冒险作业ꎬ或者明知存在重大事

故隐患而不排除ꎬ仍冒险组织作业ꎬ因而发生重大伤
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ꎬ处 ５ 年以下有期

徒刑或者拘役ꎻ情节特别恶劣的ꎬ处 ５ 年以上有期徒

刑ꎮ (新修)

　 　 (一)概念与构成特征

重大责任事故罪指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
全管理的规定ꎬ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
重后果的行为ꎮ

构成特征:
(１)侵犯客体:正常的生产、作业的安全ꎮ
(２)客观方面:(略)ꎮ ∥行为须满足三个条件:

①必须是在生产、作业过程中ꎻ②违反有关安全管理

的规定(前提条件)ꎻ③只有造成严重后果才成立犯

罪(结果犯)ꎮ
(３)犯罪主体:一般主体ꎬ凡是年满 １６ 周岁、具

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都可以成为本罪的主体ꎮ
通常是生产、作业第一线工作人员ꎮ

(４)主观方面:过失ꎮ

　 　 (二)认定

１.划清罪与非罪的界限

(１)重大责任事故罪与自然事故的界限ꎮ 自然

事故不存在人的主观过失和违章操作行为ꎬ故不能

以犯罪论处ꎮ
(２)重大责任事故罪与一般责任事故的界限ꎮ

区别的关键在于违反规章制度的行为是否造成了重

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ꎮ 发生重大伤亡事故

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ꎬ是指发生安全事故ꎬ具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①造成死亡 １ 人以上ꎬ或者重伤 ３ 人
以上的ꎻ②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１００ 万元以上的ꎻ③其

他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形ꎮ

２.划清重大责任事故罪与重大劳动安全事故

罪、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的界限

根据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基本原则ꎬ在重大责

任事故罪与这些犯罪发生竞合的情况下ꎬ应当以刑

法特别规定的适用于特定领域的重大责任事故犯罪

论处ꎮ

∥３.划清重大责任事故罪与失火罪、过失决水

罪、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

安全罪的界限

相同:(１)客观上都可能危害公共安全ꎻ(２)主

观上都是出于过失ꎮ 区别:发生的场合不同ꎮ 重大

责任事故罪必须发生在生产、作业过程中ꎬ与生产、
作业活动具有直接关系ꎬ因而危害的是作为公共安

全组成部分的各类企业、事业单位、经营体的生产、
作业安全ꎮ 其他犯罪一般发生在日常社会生活中ꎬ
与生产、作业没有直接关系ꎬ犯罪客体涉及公共安全

的许多方面ꎮ

　 　 (三)法定刑

参见«刑法»第 １３４ 条第 １ 款ꎮ

　 　 十九、强令、组织他人违章冒险作业罪(第
１３４ 条第 ２ 款)

　 　 (一)概念和构成特征

本罪指强令他人违章冒险作业或者明知存在重
大事故隐患而不排除仍冒险组织作业ꎬ发生重大伤
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行为ꎮ

构成特征:
(１)侵犯客体:作业的安全ꎮ
(２)客观方面 (同概念)ꎮ 行为方式表现为:

①强令他人违章冒险作业ꎻ②明知存在重大事故隐

患而不排除ꎬ仍冒险组织作业ꎮ
(３)犯罪主体:一般主体ꎮ 一般不是生产、作业

第一线工作人员ꎬ而是管理者、经营者ꎮ
(４)主观方面:过失ꎮ
◎{单 ２０１０. １５}某矿井在开采中瓦斯浓度超

标ꎬ工人向矿主反映ꎮ 矿主拒绝解决问题ꎬ并威胁不

干活即开除ꎬ要求工人继续采矿ꎬ致 ３ 人窒息死亡ꎬ５
人重伤ꎮ 该矿主的行为应定为( )①ꎮ Ａ. 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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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事故罪ꎻＢ. 过失致人死亡罪ꎻＣ. 过失以危险方

法危害公共安全罪ꎻＤ. 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罪

　 　 (二)认定

１.划清罪与非罪的界限

本罪是结果犯ꎮ 区分的关键在于是否发生重大

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ꎬ其理解同重大责

任事故罪ꎮ
∥“强令他人违章冒险作业”是指明知存在事

故隐患、继续作业存在危险ꎬ仍然违反有关安全管理

的规定ꎬ实施下列行为之一的:
(１)利用组织、指挥、管理职权ꎬ强制他人违章

作业的ꎻ
(２)采取威逼、胁迫、恐吓等手段ꎬ强制他人违

章作业的ꎻ
(３)其他强令他人违章作业的行为ꎮ

２.注意它与重大责任事故罪的区别

该罪在犯罪主体的范围、客观行为表现等方面

均不同于重大责任事故罪ꎮ
其关键是主体不同ꎬ重大责任事故罪的主体通

常是生产、作业第一线工作人员ꎬ强令、组织他人违

章冒险作业罪的主体一般不是生产、作业第一线工

作人员ꎬ而是管理者、经营者ꎮ
强令、组织他人违章冒险作业罪其危害更严重ꎬ

故法定刑设定重于重大责任事故罪ꎬ这体现了罪责

刑相适应的原则ꎮ

∥３.在安全事故发生后的转化

在安全事故发生后(包括重大责任事故罪、强
令、组织他人违章冒险作业罪等)ꎬ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故意阻挠开展抢救ꎬ导致

人员死亡或者重伤ꎬ或者为了逃避法律追究ꎬ对被害

人进行隐藏、遗弃ꎬ致使被害人因无法得到救助而死

亡或者重度残疾的ꎬ分别依照«刑法»第 ２３２ 条、第
２３４ 条的规定ꎬ以故意杀人罪或者故意伤害罪定罪
处罚ꎮ

　 　 (三)法定刑

参见«刑法»第 １３４ 条第 ２ 款ꎮ

　 　 二十、危险作业罪【２０２１ 年新增】
の第 １３４ 条之一　 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

全管理的规定ꎬ有下列情形之一ꎬ具有发生重大伤亡

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现实危险的ꎬ处 １ 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１)关闭、破坏直接关系生产安全的监控、报

警、防护、救生设备、设施ꎬ或者篡改、隐瞒、销毁其相

关数据、信息的ꎻ

(２)因存在重大事故隐患被依法责令停产停

业、停止施工、停止使用有关设备、设施、场所或者立

即采取排除危险的整改措施ꎬ而拒不执行的ꎻ
(３)涉及安全生产的事项未经依法批准或者许

可ꎬ擅自从事矿山开采、金属冶炼、建筑施工ꎬ以及危险

物品生产、经营、储存等高度危险的生产作业活动的ꎮ

　 　 二十一、危险物品肇事罪

の第 １３６ 条 违反爆炸性、易燃性、放射性、毒

害性、腐蚀性物品的管理规定ꎬ在生产、储存、运输、
使用中发生重大事故ꎬ造成严重后果的ꎬ处 ３ 年以下

有期徒刑或者拘役ꎻ后果特别严重的ꎬ处 ３ 年以上 ７
年以下有期徒刑ꎮ

　 　 (一)概念及构成要件

危险物品肇事罪是指违反爆炸性、易燃性、放射
性、毒害性、腐蚀性物品的管理规定ꎬ在生产、储存、
运输、使用中发生重大事故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ꎮ

构成要件:
(１)侵犯的客体是公共安全ꎮ 本罪的犯罪对象

是特定的ꎬ即能够引起重大事故的发生ꎬ致人重伤、
死亡或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危险物品ꎬ它包

括爆炸性、易燃性、放射性、毒害性、腐蚀性物品ꎮ
(２)客观方面表现为在生产、储存、运输、使用

危险物品的过程中ꎬ违反危险物品管理规定ꎬ发生重

大事故ꎬ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ꎮ
(３)主体为一般主体ꎮ 司法实践中主要是从事

生产、储存、运输、使用爆炸性、易燃性、放射性、毒害

性、腐蚀性物品的职工ꎬ但不排除其他人也可能构成

本罪ꎮ
(４)主观方面表现为过失ꎮ 即行为人对违反危

险品管理规定的行为所造成的危害结果具有疏忽大

意或者过于自信的主观心理ꎮ 至于行为人对违反危

险物品管理规定的本身则既可能出于过失ꎬ也可能

出于故意ꎮ

　 　 (二)认定

１.本罪与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界限

主要区别是:前者仅违反危险物品管理规定ꎬ而
后者则违反安全生产的所有规章制度ꎮ 因此ꎬ两者

的范围有所不同ꎮ 在生产中违反危险物品管理规

定ꎬ发生重大事故的ꎬ与重大责任事故罪存在竞合关

系ꎬ但是ꎬ因为本条专门规定了危险物品肇事罪ꎬ所
以对生产储存、运输、使用中违反危险物品管理规

定ꎬ发生重大事故ꎬ造成严重后果的ꎬ均适用本条ꎮ

２.罪与非罪的界限

违反爆炸性、易燃性、放射性、毒害性、腐蚀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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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管理规定ꎬ在生产、储存、运输、使用中发生重大

事故ꎬ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ꎬ应予立案追诉:(１)造

成死亡 １ 以上ꎬ或者重伤 ３ 人以上ꎻ(２)造成直接经

济损失 ５０ 万元以上的ꎻ(３)其他造成严重后果的

情形ꎮ

　 　 (三)法定刑

参见«刑法»第 １３６ 条ꎮ

第十六章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秩序罪▲

第一节 概　 　 述

　 　 一、概念和共同特征

１.简述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的共同

特征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是指违反国家市
场经济管理法规ꎬ破坏市场经济秩序ꎬ使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遭受严重损害的行为ꎮ
共同特征:
(１)侵犯客体:我国的经济秩序ꎮ
(２)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国家的市场经济管

理法规ꎬ破坏市场经济秩序ꎬ严重损害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秩序的行为ꎮ
(３)犯罪主体:个人或单位ꎮ 绝大多数犯罪的

主体均可由单位构成(本类犯罪的一个显著特征)ꎮ
(４)犯罪主观方面:多由故意构成ꎬ且一般具有

非法牟利之目的ꎮ 少数罪由过失构成ꎮ
∥本章过失犯罪如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ꎬ

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等ꎮ

２.考点解析

严重损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结果ꎬ其标

准包括数额的大小(非法所得的多少、违法经营数

额的多少等)、后果(如造成人身伤亡情况、财产损

失情况、偷税额的多少、非法集资额的多少等)以及

情节严重程度等ꎮ
本章是刑法各类犯罪中单位犯罪最多的一类犯

罪ꎮ 本章涉及的犯罪范围很广泛ꎬ应当很好地理解

和把握这类犯罪的基本特征ꎮ

　 　 二、本章要求掌握的内容(２６ 种犯罪)
(１)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ꎻ(２)生产、销售、提

供假药罪ꎻ(３)生产、销售、提供劣药罪ꎻ(４)生产、销
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ꎻ(５)生产、销售有毒、

有害食品罪ꎻ(６)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ꎻ(７)非国家

工作人员受贿罪ꎻ(８)伪造货币罪ꎻ(９)骗取贷款、票
据承兑、金融票证罪ꎻ(１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ꎻ
(１１)妨害信用卡管理罪ꎻ(１２)窃取、收买、非法提供

信用卡信息罪ꎻ(１３)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ꎻ
(１４)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ꎻ(１５)洗钱罪ꎻ(１６)集
资诈骗罪ꎻ(１７)贷款诈骗罪ꎻ(１８)信用卡诈骗罪ꎻ
(１９)保险诈骗罪ꎻ(２０)逃税罪ꎻ(２１)抗税罪ꎻ(２２)虚
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

票罪ꎻ(２３)假冒注册商标罪ꎻ(２４)侵犯著作权罪ꎻ
(２５)销售侵权复制品罪ꎻ(２６) 侵犯商业秘密罪ꎻ
(２７)合同诈骗罪ꎻ(２８)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ꎻ(２９)非
法经营罪ꎻ(３０)强迫交易罪等犯罪的概念、基本构

成特征ꎬ认定这些犯罪时注意区分罪与非罪、本罪与

关联犯罪的关系的界限ꎮ
上述犯罪中ꎬ逃汇罪属于纯正的单位犯罪ꎬ其主

体是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ꎮ

第二节 本章要求掌握的罪名

第 １ 小节　 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

の第 １４９ 条▲　 生产、销售本节第 １４１ 条至第
１４８ 条所列产品ꎬ不构成各该条规定的犯罪ꎬ但是销
售金额在 ５ 万元以上的ꎬ依照本节第 １４０ 条(生产、
销售伪劣产品罪)的规定定罪处罚ꎮ

生产、销售本节第 １４１ 条至第 １４８ 条所列产品ꎬ
构成各该条规定的犯罪ꎬ同时又构成本节第 １４０ 条
规定之罪的ꎬ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ꎮ ∥法

条竞合适用规则“特别优于一般”的特例ꎮ
の第 １５０ 条 单位犯本节第 １４０ 条至第 １４８ 条规

定之罪的ꎬ对单位判处罚金ꎬ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ꎬ依照各该条的规定处罚ꎮ

单位可称为本小节的犯罪主体ꎮ «刑法»第 １４１
条至第 １４８ 条规定的罪名ꎬ包括:(１)生产、销售伪

劣产品罪ꎻ(２)生产、销售、提供假药罪ꎻ(３)生产、销
售、提供劣药罪ꎻ(４)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

食品罪ꎻ(５)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等ꎮ
∥实施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ꎬ同时构成侵犯

知识产权、非法经营等其他犯罪的ꎬ依照处罚较重的
规定定罪处罚ꎮ 实施«刑法»第 １４０ 条至第 １４８ 条规

定的犯罪ꎬ又以暴力、威胁方法抗拒查处ꎬ构成其他

犯罪的ꎬ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ꎮ
∥生产、销售特定的伪劣商品要求必须具备严

重后果或者严重情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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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２０１６. １３}甲将面粉制作的小丸冒充消炎

药卖给某药店ꎬ获利巨大ꎮ 对甲的行为( )①ꎮ
Ａ. 应以诈骗罪定罪处罚ꎻＢ. 只能以生产、销售假药

罪定罪处罚ꎻＣ. 只能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

处罚ꎻＤ. 应以生产、销售假药罪与生产、销售伪劣产

品罪择一重罪处断

　 　 一、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第 １４０ 条、第
１５０ 条)

の第 １４０ 条 生产者、销售者在产品中掺杂、
掺假ꎬ以假充真ꎬ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
合格产品ꎬ销售金额 ５ 万元以上不满 ２０ 万元的ꎬ处
２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ꎬ并处或者单处销售金

额 ５０％ 以上 ２ 倍以下罚金ꎻ销售金额 ２０ 万元以上
不满 ５０ 万元的ꎬ处２ 年以上 ７ 年以下有期徒刑ꎬ并
处销售金额 ５０％ 以上 ２ 倍以下罚金ꎻ销售金额 ５０
万元以上不满 ２００ 万元的ꎬ处７ 年以上有期徒刑ꎬ
并处销售金额 ５０％ 以上 ２ 倍以下罚金ꎻ销售金额
２００ 万元以上的ꎬ处１５ 年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ꎬ
并处销售金额 ５０％ 以上 ２ 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

财产ꎮ

　 　 (一)概念

本罪指生产者、销售者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
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ꎬ
销售金额达 ５ 万元以上的行为ꎮ

∥ ×伪劣产品是指以假充真的产品ꎬ即以不具

有某种使用性能的产品冒充具有该种使用性能的产

品ꎬ在产品中掺入杂质或者异物的产品ꎬ以低等级、
低档次冒充高等级、高档次的产品或以残、废、旧配

件组合、拼装后冒充正品或新品的产品ꎬ不符合国

家、行业等标准的产品ꎮ
∥ × “产品”是指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

工业用品、农业用品、生活用品以及生产资料等ꎬ安
全、不安全的产品都包括在本罪的伪劣产品中ꎮ

◎{单 ２０２０. １６[６]}甲在其制作的玉米馒头中

违规超量添加色素ꎬ销售金额累计达 ２２ 万元ꎮ 此种

色素为合法食品添加剂ꎬ超量使用不足以造成严重

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ꎮ 甲的行为

应认定为( )②ꎮ Ａ. 不构成犯罪ꎻＢ. 生产、销售

伪劣产品罪ꎻＣ.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ꎻＤ. 生
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

　 　 (二)构成特征

１.简述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成立要件

(１)侵犯客体:国家对普通产品质量的管理

制度ꎮ

(２)客观方面:生产者、销售者违反国家的产品

质量管理法律、法规ꎬ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金额达

到 ５ 万元以上的行为ꎮ
(３)犯罪主体:个人和单位ꎮ 表现为产品的生

产者和销售者两类人ꎮ
(４) 主观方面:故意ꎬ一般具有非法牟利的

目的ꎮ
“生产者”包括产品的制造者、产品的加工者ꎻ

“销售者”包括批量销售者、零散销售者以及产后直
销者ꎻ生产者、销售者是否取得有关产品的生产许可
证或营业执照在所不问ꎮ

２. {法简 ２０１１. ３２}简述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的行为方式

答案要点: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行为方式

包括:
(１)在产品中掺杂、掺假ꎬ是指在产品中掺入杂

质或者异物ꎬ致使产品质量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或

者产品明示质量标准规定的质量要求ꎬ降低、失去应

有使用性能的行为ꎮ
(２)以假充真ꎬ是指以不具有某种使用性能的

产品冒充具有该种使用性能的产品的行为ꎮ
(３)以次充好ꎬ是指以低等级、低档次产品冒充

高等级、高档次产品ꎬ或者以残次、废旧零配件组合、
拼装后冒充正品或者新产品的行为ꎮ

(４)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ꎬ即以不符合

产品质量标准的产品冒充符合产品质量标准的产

品ꎮ “不合格产品”指不符合我国产品质量法规定

的质量要求的产品ꎮ
◎{多 ２０１８. ４５[２５]}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

客观方面表现为在生产、销售的产品中( )③ꎮ
Ａ. 以次充好ꎻＢ 以假充真ꎻＣ. 掺杂ꎻＤ. 掺假

　 　 (三)认定

１.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与非罪行为的界限

关键是从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故意和客观方面的

结果来考虑ꎮ
(１)当行为人故意制造、销售伪劣产品ꎬ销售金

额达到法律规定的５ 万元以上时ꎬ即成立犯罪ꎻ
(２)销售金额不满 ５ 万元的制售伪劣产品的行

为属一般违法行为ꎬ可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给

予行政处罚ꎻ
(３)伪劣产品尚未销售ꎬ货值金额达到刑法规

定的销售金额 ３ 倍(１５ 万元)以上的ꎬ以生产、销售

伪劣产品罪(未遂)定罪处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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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本罪与生产、销售特定的伪劣商品的相关罪

名的区分

区分的关键在于犯罪对象不同ꎬ所以犯罪构成
条件不一样ꎮ

　 　 (四)法定刑

参见«刑法»第 １４０、１５０ 条ꎮ

　 　 二、生产、销售、提供假药罪▲▲(第 １４１、
１５０ 条)(新修)

の第 １４１ 条 生产、销售假药的ꎬ处 ３ 年以下有

期徒刑或者拘役ꎬ并处罚金ꎻ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

害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ꎬ处 ３ 年以上 １０ 年以下有

期徒刑ꎬ并处罚金ꎻ致人死亡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
节的ꎬ处 １０ 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ꎬ并
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ꎮ

药品使用单位的人员明知是假药而提供给他人
使用的ꎬ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ꎮ

　 　 (一)概念

本罪指生产者、销售者违反国家药品管理法规

生产、销售假药的ꎬ或者药品使用单位的人员明知是

假药而提供给他人使用的行为ꎮ

　 　 (二)构成特征

(１)侵犯客体:复杂客体ꎬ既侵犯了国家对药品

的管理制度ꎬ又侵犯了不特定多数人的身体健康

权利ꎮ
(２)客观方面:(略)ꎮ
(３)犯罪主体:个人和单位ꎬ表现为假药的生产

者、销售者以及药品使用单位的人员ꎮ
(４)主观方面:故意ꎬ一般是出于营利的目的ꎮ
假药是指依照«药品管理法»的规定属于假药

的药品ꎮ 根据«药品管理法»第 ９８ 条规定ꎬ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ꎬ为假药:(１)药品所含成份与国家药品

标准规定的成份不符ꎻ(２)以非药品冒充药品或者

以他种药品冒充此种药品ꎻ(３)变质的药品ꎻ(４)药
品所标明的适应症或者功能主治超出规定范围ꎮ

　 　 (三)认定

１.罪与非罪的界限

本罪为行为犯ꎬ不需要有“足以严重危害人体
健康”的危险发生ꎮ

２.生产、销售、提供假药罪与生产、销售伪劣产

品罪的界限

前者构成犯罪的条件是行为人从事了假药的生

产、销售或者药品使用单位的人员明知是假药而提

供给他人使用ꎻ后者构成犯罪的条件是销售达到一

定数额ꎮ

如果生产、销售的特定伪劣商品虽然不具备严
重后果或者严重情节ꎬ而销售数额已经达到 ５ 万元
以上时ꎬ应当按照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ꎮ
如果同时构成生产、销售、提供假药罪和生产、销售
伪劣产品罪的ꎬ应按处罚较重的定罪处罚ꎮ

３.生产、销售、提供假药罪与生产、销售劣药的

界限

区分的关键在于不仅犯罪对象不同ꎬ而且犯罪

形态也不同ꎬ前者是行为犯ꎬ后者是实害犯ꎮ

　 　 (四)法定刑

参见«刑法»第 １４１、１５０ 条ꎮ

　 　 三、生产、销售、提供劣药罪(新修)
の第 １４２ 条 生产、销售劣药ꎬ对人体健康造成

严重危害的ꎬ处 ３ 年以上 １０ 年以下有期徒刑ꎬ并处

罚金ꎻ后果特别严重的ꎬ处 １０ 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

无期徒刑ꎬ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ꎮ
药品使用单位的人员明知是劣药而提供给他人

使用的ꎬ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ꎮ

　 　 (一)概念与构成特征

生产、销售、提供劣药罪是指违反国家药品管理

制度生产、销售劣药ꎬ或者药品使用单位的人员明知
是劣药而提供给他人使用ꎬ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

害的行为ꎮ
构成特征:
(１)侵犯客体:复杂客体ꎬ既侵犯了国家对药品

的管理制度ꎬ又侵犯了公民的身体健康权利ꎮ
(２)客观方面:(略)ꎮ
(３)犯罪主体:一般主体ꎬ既包括自然人ꎬ也包

括单位ꎮ
(４)主观方面:故意ꎮ 一般是出于营利的目的ꎮ
∥本罪为结果犯ꎬ必须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

害的结果ꎬ无后果不构成犯罪ꎮ 所谓“对人体健康

造成严重危害”ꎬ主要指造成用药人残疾或者其他

严重后遗症ꎬ或因服用劣药延误治疗ꎬ致使病情加剧

而引起危害、死亡等严重后果ꎮ

　 　 (二)认定

１.生产、销售、提供劣药罪与生产、销售、提供假

药罪的区别

(１)犯罪对象不同ꎮ 前者是劣药ꎻ后者是假药ꎮ
(２)犯罪既遂形态不同ꎮ 前者是结果犯ꎬ须对

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才能成立ꎻ后者是行为犯ꎬ只
要实行了生产、销售假药行为ꎬ就能成立ꎮ

２.劣药 ×
根据我国«药品管理法»的规定ꎬ劣药和假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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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ꎮ «药品管理法»第 ９８ 条规定ꎬ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ꎬ为劣药:(１)药品成份的含量不符合国家药品标

准ꎻ(２)被污染的药品ꎻ(３)未标明或者更改有效期的

药品ꎻ(４)未注明或者更改产品批号的药品ꎻ(５)超过

有效期的药品ꎻ(６)擅自添加防腐剂、辅料的药品ꎻ
(７)其他不符合药品标准的药品ꎮ

３.根据 ２０１４ 年«关于办理危害药品安全刑事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明知他人生产、销售假药、劣药ꎬ而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ꎬ以生产、销售、提供假药罪或者生产、销售、
提供劣药罪等犯罪的共犯论处:

(１)提供资金、贷款、账号、发票、证明、许可证

件的ꎻ
(２)提供生产、经营场所、设备或者运输、储存、

保管、邮寄、网络销售渠道等便利条件的ꎻ
(３)提供生产技术或者原料、辅料、包装材料、

标签、说明书的ꎻ
(４)提供广告宣传等帮助行为的ꎮ
∥生产者即药品的制造、加工、采集、收集者ꎬ销

售者即药品的有偿提供者ꎮ 医疗机构、医疗机构工

作人员明知是假药、劣药而有偿提供给他人使用ꎬ或
者为出售而购买、储存的行为ꎬ应当认定为«刑法»
第 １４１ 条、第 １４２ 条规定的“销售”ꎮ

∥违反国家药品管理法律法规ꎬ未取得或者使

用伪造、变造的药品经营许可证ꎬ非法经营药品ꎬ情
节严重的ꎬ依照«刑法»第 ２２５ 条的规定以非法经营

罪定罪处罚ꎮ
∥以提供给他人生产、销售药品为目的ꎬ违反国

家规定ꎬ生产、销售不符合药用要求的非药品原料、
辅料ꎬ情节严重的ꎬ依照«刑法»第 ２２５ 条的规定以

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ꎮ 同时又构成生产、销售伪劣

产品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犯罪的ꎬ依照

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ꎮ
∥实施生产、销售假药、劣药犯罪ꎬ同时构成生

产、销售伪劣产品、侵犯知识产权、非法经营、非法行

医等犯罪的ꎬ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ꎮ

　 　 (三)法定刑

参见«刑法»第 １４２、１５０ 条ꎮ

　 　 四、妨害药品管理罪【２０２１ 年新增】
の第 １４２ 条之一　 违反药品管理法规ꎬ有下列

情形之一ꎬ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ꎬ处 ３ 年以下有

期徒刑或者拘役ꎬ并处或者单处罚金ꎻ对人体健康造

成严重危害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ꎬ处 ３ 年以上 ７
年以下有期徒刑ꎬ并处罚金:

(１)生产、销售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禁止

使用的药品的ꎻ
(２)未取得药品相关批准证明文件生产、进口

药品或者明知是上述药品而销售的ꎻ
(３)药品申请注册中提供虚假的证明、数据、资

料、样品或者采取其他欺骗手段的ꎻ
(４)编造生产、检验记录的ꎮ
有前款行为ꎬ同时又构成本法第 １４１ 条、第 １４２

条规定之罪或者其他犯罪的ꎬ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

定罪处罚ꎮ

　 　 (一)概念与构成特征

本罪是指违反药品管理法规ꎬ违法生产、销售、
进口药品ꎬ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行为ꎮ

构成特征:
(１)侵犯客体:复杂客体ꎬ既侵犯了国家对药品

的管理制度ꎬ又侵犯了公民的身体健康权利ꎮ
(２)客观方面:(略)ꎮ 行为方式包括 ４ 种情况ꎬ

参见法条ꎮ
(３)犯罪主体:一般主体ꎬ既包括自然人ꎬ也包

括单位ꎮ
(４)主观方面:故意ꎮ

　 　 (二)认定

犯本罪又构成生产、销售、提供假药罪ꎬ或生产、
销售、提供劣药罪ꎬ或其他犯罪的ꎬ依照处罚较重的
规定定罪处罚ꎮ

　 　 (三)法定刑

参见«刑法»第 １４２ 条之一ꎮ

　 　 五、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

の第 １４３ 条 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的食品ꎬ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

食源性疾病的ꎬ处 ３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ꎬ并处

罚金ꎻ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或者有其他严重情

节的ꎬ处 ３ 年以上 ７ 年以下有期徒刑ꎬ并处罚金ꎻ后

果特别严重的ꎬ处 ７ 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ꎬ
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ꎮ

　 　 (一)概念与构成特征

本罪是指违反国家食品卫生安全管理法规ꎬ生
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ꎬ足以造成严重食物

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行为ꎮ
构成特征:
(１)侵犯客体:复杂客体ꎬ包括国家食品卫生管

理制度和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ꎮ
(２)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国家食品卫生安全

管理法规ꎬ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ꎬ足以

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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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ꎮ 包括:在食品加工、销售、运输、贮存等过程

中ꎬ违反食品安全标准ꎬ超限量或者超范围滥用食品

添加剂ꎬ以及在食用农产品种植、养殖、销售、运输、
贮存等过程中ꎬ违反食品安全标准ꎬ超限量或者超范

围滥用添加剂、农药、兽药等ꎬ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

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行为ꎮ
(３)犯罪主体:一般主体ꎮ 单位亦可构成本罪ꎮ
(４)主观方面:故意ꎮ

　 　 (二)认定

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ꎬ具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ꎬ应当认定为«刑法»第 １４３ 条规定的

“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

疾病”:
(１)含有严重超出标准限量的致病性微生物、

农药残留、兽药残留、重金属、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

害人体健康的物质的ꎻ
(２)属于病死、死因不明或者检验检疫不合格

的畜、禽、兽、水产动物及其肉类、肉类制品的ꎻ
(３)属于国家为防控疾病等特殊需要明令禁止

生产、销售的ꎻ
(４)婴幼儿食品中生长发育所需营养成分严重

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ꎻ
(５)其他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严重

食源性疾病的情形ꎮ

　 　 (三)法定刑

参见«刑法»第 １４３ 条ꎮ

　 　 六、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の第 １４４ 条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

的ꎬ或者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

品的ꎬ处 ５ 年以下有期徒刑ꎬ并处罚金ꎻ对人体健康

造成严重危害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ꎬ处 ５ 年以上

１０ 年以下有期徒刑ꎬ并处罚金ꎻ致人死亡或者有其

他特别严重情节的ꎬ依照本法第 １４１ 条的规定处罚ꎮ

　 　 (一)概念

本罪是指违反国家食品安全管理法律法规ꎬ在
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

的ꎬ或者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

品的行为ꎮ

　 　 (二)构成特征

(１)侵犯客体:复杂客体ꎬ包括国家对食品安全

的监督管理秩序和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权ꎮ
(２)客观方面:表现为①违反国家食品安全管

理法律法规ꎬ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

的非食品原料的行为ꎻ②违反国家食品安全管理法

律法规ꎬ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

品的行为ꎮ
∥本罪属行为犯ꎬ行为人只要实施了上述行为ꎬ

无论是否造成危害后果ꎬ即构成既遂ꎮ 如掺入有害

物属于食品原料ꎬ如防腐剂等ꎬ不构成本罪ꎮ
(３)犯罪主体:一般主体ꎮ 为生产者、销售者ꎬ

既可以是年满 １６ 周岁的自然人ꎬ也可以是单位ꎮ
(４)主观方面:故意ꎬ一般是出于获取非法利润

的目的ꎮ

　 　 (三)认定

１.本罪罪与非罪的界定

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
(１)行为人在生产、销售食品时所掺的是否是

非食品原料ꎬ该原料是否具有有毒性和有害性ꎮ 如

在食品加工、销售、运输、贮存等过程中ꎬ掺入有毒、
有害的非食品原料ꎬ或者使用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

料加工食品的ꎻ或者在食用农产品种植、养殖、销售、
运输、贮存等过程中ꎬ使用禁用农药、兽药等禁用物

质或者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的ꎻ或者在保健食品或者

其他食品中非法添加国家禁用药物等有毒、有害物

质的ꎮ
◎{多 ２０２１. ４５[２５]}下列选项中ꎬ应认定为生

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有( )①ꎮ Ａ. 甲使

用洗衣粉加工油条并出售ꎻＢ. 乙使用工业盐腌制鸭

蛋并出售ꎻＣ. 丙在屠宰过程中给牛肉注水并出售ꎻ
Ｄ. 丁在勾兑白酒时加入工业酒精并出售

(２)行为人的主观方面必须是故意ꎮ

２.本罪与投放危险物质罪的区别

(１)犯罪客体不同:前者客体为复杂客体ꎬ包
括国家对食品安全的监督管理秩序和不特定多数

人的生命健康权ꎻ后者的客体是单一客体ꎬ公共安

全ꎬ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

安全ꎮ
(２)犯罪客观方面不同ꎮ 前者表现为违反国家

食品安全管理法律法规ꎬ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

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ꎬ或者销售明知掺有有

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行为ꎻ后者指行为人

实施了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ꎬ
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ꎮ

(３)犯罪主体范围不同:前者主体为生产者、销
售者ꎬ既可以是年满 １６ 周岁的自然人ꎬ也可以是单
位ꎻ后者主体为一般主体即年满 １４ 周岁以上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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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人ꎮ
(４)犯罪目的不同ꎮ 前者一般是出于获取非法

利润的目的ꎻ后者无此要求ꎮ

３.与其他罪的界限

如果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添

加剂ꎬ用于食品的包装材料、容器、洗涤剂、消毒剂ꎬ
或者用于食品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等ꎬ构成犯罪

的ꎬ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ꎮ
以提供给他人生产、销售食品为目的ꎬ违反国家

规定ꎬ生产、销售国家禁止用于食品生产、销售的非

食品原料ꎬ情节严重的ꎻ或者违反国家规定ꎬ生产、销
售国家禁止生产、销售、使用的农药、兽药ꎬ饲料、饲
料添加剂ꎬ或者饲料原料、饲料添加剂原料ꎬ情节严

重的ꎬ依照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ꎮ
要注意本罪共同犯罪的特殊形式ꎮ

　 　 (四)法定刑

参见«刑法»第 １４４ 条ꎮ

第 ２ 小节　 走私罪

　 　 七、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
の第 １５３ 条 走私本法第 １５１ 条、第 １５２ 条、第

３４７ 条规定以外的货物、物品的ꎬ根据情节轻重ꎬ分

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１)走私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税额较大或者１ 年

内曾因走私被给予 ２ 次行政处罚后又走私的ꎬ处 ３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ꎬ并处偷逃应缴税额 １ 倍

以上 ５ 倍以下罚金ꎮ
(２)走私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税额巨大或者有

其他严重情节的ꎬ处 ３ 年以上 １０ 年以下有期徒刑ꎬ
并处偷逃应缴税额 １ 倍以上 ５ 倍以下罚金ꎮ

(３)走私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税额特别巨大或

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ꎬ处 １０ 年以上有期徒刑或

者无期徒刑ꎬ并处偷逃应缴税额 １ 倍以上 ５ 倍以下

罚金或者没收财产ꎮ
单位犯前款罪的ꎬ对单位判处罚金ꎬ并对其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ꎬ处３ 年以下
有期徒刑或者拘役ꎻ情节严重的ꎬ处３ 年以上 １０ 年
以下有期徒刑ꎻ情节特别严重的ꎬ处１０ 年以上有期

徒刑ꎮ
对多次走私未经处理的ꎬ按照累计走私货物、物

品的偷逃应缴税额处罚ꎮ
の第 １５６ 条 与走私罪犯通谋ꎬ为其提供贷款、

资金、帐号、发票、证明ꎬ或者为其提供运输、保管、邮
寄或者其他方便的ꎬ以走私罪的共犯论处ꎮ

　 　 (一)概念

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指违反海关法规ꎬ逃避海
关监管ꎬ非法运输、携带、邮寄国家禁止进出口的武
器、弹药、核材料、假币、珍贵动物及其制品、珍稀植
物及其制品、淫秽物品、毒品以及国家禁止出口的文
物、金银和其他贵重金属以外的货物、物品进出境ꎬ
偷逃应缴纳关税额较大或者１ 年内曾因走私被给予
２ 次行政处罚后又走私的行为ꎮ

◎{单 ２０１５. １１}空姐甲长期在国外购买化妆

品ꎬ经无申报通道携带入境ꎬ交由其表妹在网店销

售ꎬ偷逃高额海关关税ꎬ获利数额巨大ꎮ 甲的行为应

认定为( )①ꎮ Ａ. 逃税罪ꎻＢ. 走私普通货物、物
品罪ꎻＣ. 非法经营罪ꎻＤ. 为亲友非法牟利罪

◎{法单 ２０１２. ７}甲与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

犯罪人事前通谋ꎬ为其提供账户以转移走私所得ꎮ
对甲的行为应认定为( )②ꎮ Ａ. 掩饰、隐瞒犯罪

所得罪ꎻＢ. 洗钱罪ꎻＣ. 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ꎻＤ. 包
庇罪

◎{单 ２０１１. １０}甲在香港购买一批香烟ꎬ隐藏

于免税货物中从海关入境ꎮ 该批香烟偷逃关税 １８
万元ꎮ 甲的行为构成( )③ꎮ Ａ. 逃税罪ꎻＢ. 非法

经营罪ꎻＣ. 走私普通货物罪ꎻＤ. 掩饰、隐瞒犯罪所

得罪

　 　 (二)构成特征

(１)侵犯客体:国家对普通货物、物品进出口的

监督管理制度和关税征管制度ꎮ
本罪对象是其他走私犯罪以及走私毒品罪以外

的货物、物品ꎬ一般是国家允许进出口且应当缴纳关

税的货物、物品ꎮ ∥普通货物、物品ꎬ是指«刑法»第
１５１ 条规定的武器、弹药、核材料、假币、文物、贵重

金属、珍贵动物及其制品、珍稀植物及其制品、国家

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及物品、第 １５２ 条规定的淫秽物

品、废物以及第 ３４７ 条规定的毒品以外的其他货物、
物品ꎬ包括限制进出口的货物、物品在内ꎮ 对于贵重
金属ꎬ国家禁止走私出境ꎬ但并不禁止进口入境ꎬ进
口入境可以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ꎮ

(２)客观方面:行为人违反海关法规ꎬ逃避海关

监管ꎬ走私普通货物、物品ꎬ偷逃数额较大的关税或

者虽未达到数额较大但 １ 年内因走私受到 ２ 次行政

处罚后又走私的ꎮ
下列行为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或以走私

普通货物、物品罪论处:
①未经海关许可并且未补缴应缴税额ꎬ擅自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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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进口的来料加工、来件装配、补偿贸易的原材

料、零件、制成品、设备等保税货物ꎬ在境内销售牟

利的ꎮ
②未经海关许可并且未补缴应缴税额ꎬ擅自将

特定减税、免税进口的货物、物品在境内销售牟

利的ꎮ
③直接向走私人非法收购国家禁止进口物品

的ꎬ或者直接向走私人非法收购走私进口的其他货

物、物品ꎬ数额较大的ꎬ以走私罪论处ꎮ
④在内海、领海、界河、界湖运输、收购、贩卖国

家限制进出口货物、物品ꎬ数额较大ꎬ没有合法证

明的ꎮ
(３)犯罪主体:个人和单位ꎮ
(４) 主观方面:直接故意ꎬ具有偷逃关税的

目的ꎮ

　 　 (三)认定

１. 划清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与一般走私行为

的界限:两者区别的关键是走私普通货物、物品偷逃

应缴关税税款额是否达到较大或者是多次走私ꎮ
２. 区分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与其他有关走私

罪的界限:本罪的规定是普通法条ꎬ其他走私罪的规

定是特别法条ꎬ两者区别的关键是走私对象的不同ꎬ
所以法定犯罪构成要件不一样ꎮ

其他有关走私罪:走私武器、弹药罪ꎬ走私假币

罪ꎬ走私文物罪ꎬ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ꎬ走
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罪ꎬ走私淫秽物品罪

等犯罪ꎮ
◎{法单 ２０１０. ８}甲避开海关从境外偷运一批

淫秽光盘到境内无偿散 发ꎮ 甲 的 行 为 应 定 为

( )①ꎮ Ａ. 走私淫秽物品罪ꎻＢ. 传播淫秽物品

罪ꎻＣ. 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ꎻＤ. 侵犯著作权罪

３. 根据«刑法»第 １５７ 条的规定ꎬ武装掩护走私

的ꎬ依照本法第 １５１ 条第 １ 款的规定从重处罚ꎮ 在

走私普通货物犯罪过程中ꎬ以暴力、威胁方法抗拒缉

私的ꎬ以走私普通货物罪和妨害公务罪数罪并罚ꎮ
４. 利用购买的加工贸易登记手册、特定减免税

批文等涉税单证进口货物ꎬ实质是将一般贸易货物

伪报为加工贸易保税货物或者特定减免税货物进

口ꎬ以达到偷逃应缴税款的目的ꎬ应当以走私普通货

物、物品罪定罪处罚ꎮ 如果行为人与走私分子通谋

出售上述涉税单证ꎬ或者在出卖批文后又以提供印

章、向海关伪报保税货物、特定减免税货物等方式帮

助买方办理进口通关手续的ꎬ对卖方以走私罪共犯

定罪处罚ꎮ
５. 单位和个人(不包括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共同走私的ꎬ单位和个人

均应对共同走私所偷逃应缴税额负责ꎮ 对单位集体

决定自首的ꎬ或者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自首的ꎬ
应当认定单位自首ꎮ 认定单位自首后ꎬ如实交代主

要犯罪事实的单位负责的其他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ꎬ可视为自首ꎬ拒不交代主要犯罪事实或逃

避法律追究的人员ꎬ不以自首论ꎮ
６. 未经海关许可并且未补缴应缴税额ꎬ擅自将

批准进口的来料加工、来件装配、补偿贸易的原材

料、零件、制成品、设备等保税货物ꎬ在境内销售牟利

的或者未经海关许可并且未补缴应缴税额ꎬ擅自将

特定减税、免税进口的货物、物品ꎬ在境内销售牟利

以及直接向走私人非法收购走私进口的普通货物、
物品ꎬ数额较大的ꎬ应当认定为走私普通货物、物
品罪ꎮ

７. 根据 ２０１４ 年“两高” «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
偷逃应缴税额较大:偷逃应缴税额在１０ 万元以

上不满 ５０ 万元的ꎻ
偷逃应缴税额巨大:偷逃应缴税额在 ５０ 万元以

上不满 ２５０ 万元的ꎻ
偷逃应缴税额特别巨大:偷逃应缴税额在 ２５０

万元以上的ꎮ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ꎬ偷逃应缴税额在 ３０ 万元以

上不满 ５０ 万元的ꎬ应当认定为“其他严重情节”ꎻ偷
逃应缴税额在 １５０ 万元以上不满 ２５０ 万元的ꎬ应当

认定为“其他特别严重情节”:①犯罪集团的首要分

子ꎻ②使用特种车辆从事走私活动的ꎻ③为实施走私
犯罪ꎬ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贿的ꎻ④教唆、利用未

成年人、孕妇等特殊人群走私的ꎻ⑤聚众阻挠缉

私的ꎮ
“１ 年内曾因走私被给予 ２ 次行政处罚后又走

私”中的“１ 年内”ꎬ以因走私第 １ 次受到行政处罚的

生效之日与“又走私”行为实施之日的时间间隔计

算确定ꎻ“被给予 ２ 次行政处罚”的走私行为ꎬ包括

走私普通货物、物品以及其他货物、物品ꎻ“又走私”
行为仅指走私普通货物、物品ꎮ

“多次走私未经处理”ꎬ包括未经行政处理和刑

事处理ꎮ
实施走私犯罪ꎬ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ꎬ应当认定

为犯罪既遂:①在海关监管现场被查获的ꎻ②以虚假

申报方式走私ꎬ申报行为实施完毕的ꎻ③以保税货物

或者特定减税、免税进口的货物、物品为对象走私ꎬ
在境内销售的ꎬ或者申请核销行为实施完毕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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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向走私人非法收购走私进口的货物、物品ꎬ
在内海、领海、界河、界湖运输、收购、贩卖国家禁止

进出口的物品ꎬ或者没有合法证明ꎬ在内海、领海、界
河、界湖运输、收购、贩卖国家限制进出口的货物、物
品ꎬ构成犯罪的ꎬ应当按照走私货物、物品的种类ꎬ分
别依照«刑法»第 １５１ 条、第 １５２ 条、第 １５３ 条、第 ３４７
条、第 ３５０ 条的规定定罪处罚ꎮ “内海”ꎬ包括内河

的入海口水域ꎮ
单位犯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ꎬ偷逃应缴税额在

２０ 万元以上不满 １００ 万元的ꎬ应当依照«刑法»第 １５３
条第 ２ 款的规定ꎬ对单位判处罚金ꎬ并对其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ꎬ处 ３ 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者拘役ꎻ偷逃应缴税额在 １００ 万元以上不满 ５００
万元的ꎬ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ꎻ偷逃应缴税额在五

百万元以上的ꎬ应当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ꎮ
在走私的货物、物品中藏匿«刑法»第 １５１ 条第

１ 款(走私武器、弹药罪ꎻ走私核材料罪ꎻ走私假币

罪)、第 １５２ 条第 １ 款(走私淫秽物品罪)、第 ３４７ 条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第 ３５０ 条(非法生

产、买卖、运输制毒物品、走私制毒物品罪)规定的

货物、物品ꎬ构成犯罪的ꎬ以实际走私的货物、物品定

罪处罚ꎻ构成数罪的ꎬ实行数罪并罚ꎮ
◎{单 ２０１８. １０}下列关于走私罪的表述正确的

是( )①ꎮ Ａ. 走私的废物中混有普通货物的ꎬ构
成走私废物罪ꎻＢ. 基于走私目的向海关人员行贿数

额巨大的ꎬ应数罪并罚ꎻＣ. 走私普通货物偷逃关税

数额特别巨大的ꎬ可以判处死刑ꎻＤ. 具有走私故意

但对走私具体对象不明确而走私的ꎬ应认定无罪

　 　 (四)法定刑

参见«刑法»第 １５３、１５７ 条ꎮ

第 ３ 小节　 妨害对公司、企业的

管理秩序罪

　 　 八、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新修)
の第 １６３ 条 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

人员ꎬ利用职务上的便利ꎬ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

受他人财物ꎬ为他人谋取利益ꎬ数额较大的ꎬ处 ３ 年
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ꎬ并处罚金ꎻ数额巨大或者有
其他严重情节的ꎬ处３ 年以上 １０ 年以下有期徒刑ꎬ
并处罚金ꎻ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的ꎬ处 １０ 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ꎬ并处罚金ꎮ

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在经济往
来中ꎬ利用职务上的便利ꎬ违反国家规定ꎬ收受各种

名义的回扣、手续费ꎬ归个人所有的ꎬ依照前款的规

定处罚ꎮ

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
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
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有

前两款行为的ꎬ依照本法第 ３８５ 条(受贿罪)、第 ３８６
条的规定定罪处罚ꎮ

　 　 (一)概念和特征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ꎬ是指①公司、企业或者
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②利用职务上的便利ꎬ③索取
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ꎬ为他人谋取利益ꎬ
数额较大的行为ꎮ

◎简述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构成特征ꎮ
答题要点:(１)侵犯客体是国家对公司、企业以

及非国有事业单位、其他组织的工作人员职务活动

的管理制度ꎮ
(２)客观方面表现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ꎬ索取

他人财物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ꎬ为他人谋取利益ꎬ数
额较大的行为ꎮ

(３)犯罪主体:特殊主体ꎬ即公司、企业或者其
他单位的工作人员ꎬ并且是非国家工作人员ꎮ

(４)主观方面:故意ꎮ
考点解析:
(１)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本罪在客观方面的重

要因素ꎬ是指公司、企业以及事业单位、其他组织的

工作人员利用本人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职权以

及利用与上述职权有关的便利条件ꎮ
索取他人财物是指利用组织、领导、监督、管理

等职务上的便利ꎬ主动向有求于行为人职务行为的

请托人索要财物ꎮ
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是指利用组织、领导、监督、

管理等职务上的便利ꎬ为请托人办事ꎬ接受请托人主

动送给的财物ꎮ
为他人谋取利益是指行为人索要或收受他人财

物ꎬ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或允诺为他人实现某种利

益ꎮ 该利益是合法还是非法ꎬ该利益是否已谋取到ꎬ
均不影响本罪的成立ꎮ

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在经济往

来中ꎬ利用职务上的便利ꎬ违反国家规定ꎬ收受各种

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ꎬ以非国家工作人

员受贿罪处罚ꎮ
(２)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是指在公司、企业中

从事领导、组织、管理工作的人员ꎮ
“其他单位的人员”包括非国有事业单位或者

其他组织的工作人员ꎮ ∥举例:村民委员会、居民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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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村民小组等常设性的组织ꎬ为组织体育赛事、
文艺演出或者其他正当活动而成立的组委会、筹委

会、工程承包队等非常设性的组织等ꎮ
◎{单 ２０１４. １４}下列行为中ꎬ应以非国家工作

人员受贿罪定罪处罚的是( )①ꎮ Ａ. 税务局局

长甲ꎬ要求辖区内的公司为该局建设办公楼提供财

物支持ꎻＢ. 国有资产管理公司负责人乙ꎬ在处置国

有资产的过程中ꎬ收受他人财物ꎻＣ. 已离职的工商

局局长丙ꎬ收受刘某的钱财ꎬ要求被自己提拔起来的

工商局副局长停止对刘某销售伪劣产品案件的查

处ꎻＤ. 已退休的卫生局局长丁ꎬ与朋友共同出资设

立有限责任公司ꎬ并担任副总经理ꎬ利用这一职务在

采购物资时收受回扣归自己所有

◎{法多 ２０１１. ２３}下列情形中ꎬ构成非国家工

作人员受贿罪的有( )②ꎮ Ａ. 医务人员甲收受

某药品生产企业数额较大的财物后ꎬ在开处方时大

量使用该企业的药品ꎻＢ. 教师乙收受某出版社数额

较大的财物后ꎬ在教学中指定学生购买该出版社出

版的教学辅导书ꎻＣ. 村民委员会主任丙收受自己表

弟数额较大的财物后ꎬ在生育指标管理工作中帮其

办理超指标生育证ꎻＤ. 评标委员会中的特邀专家丁

收受某竞标人数额较大的财物后ꎬ在评标活动中为

其成功竞标创造条件

　 　 (二)认定

１.划清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与非罪行为的

界限

(１)数额上的界限ꎮ 即受贿达到数额较大的ꎬ
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ꎻ未达到数额较大的ꎬ不
构成犯罪ꎮ

(２)是否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界限ꎮ 在法律、
政策允许的范围内ꎬ通过自己的工作获取合理报酬ꎬ
不属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贿赂ꎮ

(３)收受财物性质的界限ꎮ 在正常的市场交易

行为中ꎬ获取法律所允许的折扣、佣金是正当的业务

行为ꎬ违反国家规定ꎬ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

归个人所有的ꎬ应当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定罪

处罚ꎮ
∥要注意本罪与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的对

向关系ꎮ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中的“数额较大”
“数额巨大”的数额起点ꎬ按照受贿罪、贪污罪相对

应的数额标准规定的 ２ 倍、５ 倍执行ꎮ

２.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与受贿罪的区分

两罪区分的关键在于犯罪主体的不同:本罪的

主体是非国家工作人员ꎬ即公司、企业、其他单位人

员ꎮ 受贿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以及以国家工作

人员论的国有公司、企业、其他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

员和国有公司、企业、国有其他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

司、企业、其他单位从事业务的人员ꎮ
两罪认定:
医院医生“开单提成”的行为按非国家工作人

员受贿罪定罪ꎮ 医疗机构中的国家工作人员ꎬ在药

品、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等医药产品采购活动

中ꎬ利用职务上的便利ꎬ索取销售方财物ꎬ或者非法

收受销售方财物为销售方谋取利益ꎬ构成犯罪的ꎬ构
成受贿罪ꎮ 但是ꎬ公立医院原则上作为医疗机构中

的医务人员ꎬ仅仅利用开处方的职务便利ꎬ以各种名

义非法收受药品、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等医药产

品销售方财物ꎬ为医药产品销售方谋取利益ꎬ数额较

大的ꎬ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ꎮ
◎{多 ２０１９. ４３[２３]}下列人员中ꎬ利用职务上

的便利ꎬ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ꎬ数额较

大ꎬ可以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有( )③ꎮ
Ａ. 公立医院的医生ꎻＢ. 村民委员会主任ꎻＣ. 工程承

包队队长ꎻＤ. 文艺演出筹委会主任

在国家机关或者其他国有单位组织开展的政府

采购、工程建设等事项的招标、采购活动中ꎬ评标委

员会、竞争性谈判采购中谈判小组、询价采购中询价

小组的组成人员ꎬ应按照评审委员会、小组中的采购

人代表和随机抽取的专家这种身份进行区分ꎬ对于

采购人代表受贿的ꎬ按照受贿罪的规定处理ꎬ对于非

采购人代表的评审专家受贿的ꎬ无论其本身身份如

何ꎬ均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处理ꎮ
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中的教师ꎬ利用教学活动

的职务便利ꎬ以各种名义非法收受教材、教具、校服

或者其他物品等销售方财物的ꎬ为教材、教具、校服

或者其他物品销售方谋取利益ꎬ数额较大的ꎬ依照

«刑法»第 １６３ 条的规定ꎬ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定罪处罚ꎮ
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ꎬ共同收

受他人财物ꎬ构成共同犯罪的ꎬ分别为:(１)利用国

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ꎬ以受贿

罪追究刑事责任ꎮ (２)利用非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

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ꎬ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追究刑事责任ꎮ (３)分别利用各自的职务便利为他

人谋取利益的ꎬ按照主犯的犯罪性质追究刑事责任ꎬ
不能分清主从犯的ꎬ可以按照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ꎮ

　 　 (三)法定刑

参见«刑法»第 １６３ 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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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４ 小节　 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

　 　 九、伪造货币罪▲
の第 １７０ 条 伪造货币的ꎬ处 ３ 年以上 １０ 年以

下有期徒刑ꎬ并处罚金ꎻ有下列情形之一的ꎬ处 １０ 年

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ꎬ并处罚金或者没收

财产:
(１)伪造货币集团的首要分子ꎻ
(２)伪造货币数额特别巨大的ꎻ
(３)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ꎮ

　 　 (一)概念

本罪指违反国家货币管理法规ꎬ仿照货币的形
状、色彩、图案等特征ꎬ使用各种方法非法制造出外

观上足以乱真的假货币ꎬ破坏货币的公共信用ꎬ破坏

金融管理秩序的行为ꎮ

　 　 (二)构成特征

(１)侵犯客体:国家对货币的管理制度ꎬ具体指

破坏货币的公共信用和侵害货币的发行权ꎮ 犯罪对

象:包括人民币和外币ꎮ
(２)客观方面:伪造货币的行为ꎮ
(３)犯罪主体:一般主体即个人ꎮ
(４)主观方面:故意ꎮ
“货币”是指可在国内市场流通或者兑换的人

民币和境外货币ꎮ 以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普通纪念

币和贵金属纪念币为对象非法制造纪念币ꎬ以伪造

货币罪认定ꎮ
伪造是指没有货币发行权的人ꎬ仿照真货币的

图案、形状、色彩等特征制造假币ꎬ以假充真ꎮ 伪造

的方法多种多样ꎬ如手描、拓印、机器印制、影印、复
印以及高科技印制手段ꎮ

◎{单 ２０２１. ２０[１０]}下列行为如满足规定条

件ꎬ应认定为伪造货币罪的是( )①ꎮ Ａ. 临摹欧

元收藏ꎻＢ. 铸造珍稀古钱币ꎻＣ. 将英镑揭层一分为

二ꎻＤ. 用黄金铸造流通的纪念金币

∥ × «刑法»第 １７３ 条规定的变造货币罪是指

对货币采用剪贴、挖补、揭层、涂改、拼接等方法加工

处理ꎬ以增加货币面值或增大货币数量ꎬ数额较大的

行为ꎮ

　 　 (三)认定

１.伪造货币并出售或者运输的ꎬ伪造货币并持

有或者使用的定罪处罚问题

(１)伪造货币并出售或者运输的货币的ꎬ应按

一个伪造货币罪定罪从重处罚ꎮ {法单 ２０１３. ４}
(２)本人伪造货币后而持有、使用的ꎬ应以伪造

货币罪定罪处罚ꎮ
(３)行为人明知是(他人)伪造的货币而持有、

使用但是没有伪造、运输、出售行为的ꎬ以持有、使用

伪造的货币罪定罪处罚ꎮ
(４)同时采用伪造和变造手段ꎬ制造真伪拼凑

货币的行为ꎬ以伪造货币罪定罪处罚ꎮ
(５)以使用为目的ꎬ伪造停止流通的货币ꎬ或者

使用伪造的停止流通的货币的ꎬ以诈骗罪定罪处罚ꎮ

２.伪造货币构成犯罪的数额标准问题ꎮ ２０００
年最高法司法解释规定ꎬ伪造货币的总面额在 ２０００
元以上或者币量在 ２００ 张(枚)以上的ꎬ应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ꎮ

◎{单 ２０１３. １１}甲伪造人民币 １００ 万元ꎬ后运

输至外 地 出 售ꎬ 获 赃 款 １０ 万 元ꎮ 对 甲 的 行 为

( )②ꎮ Ａ. 应以伪造货币罪定罪处罚ꎻＢ. 应以出

售、运输假币罪定罪处罚ꎻＣ. 应以伪造货币罪和出

售、运输假币罪数罪并罚ꎻＤ. 应以伪造货币罪和出

售、运输假币罪的想象竞合择一重罪定罪处罚

◎{单 ２０１０. １０}甲伪造 １０ 万美元后ꎬ出售了其

中的 ５ 万美元假币ꎬ还剩 ５ 万美元假币没有出售ꎮ
对甲的行为应( )③ꎮ Ａ. 以伪造货币罪定罪处

罚ꎻＢ. 以伪造货币罪与出售假币罪并罚ꎻＣ. 以出售

假币罪定罪处罚ꎻＤ. 以伪造货币罪与持有假币罪

并罚

３.相关罪的了解 ×
根据«刑法»第 １７１ 条第 ３ 款规定ꎬ伪造货币并

出售或者运输伪造的货币的ꎬ依照本法第 １７０ 条(伪
造货币罪)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ꎮ

同时采用伪造和变造手段ꎬ制造真伪拼凑货币

的行为ꎬ以伪造货币罪定罪处罚ꎮ
行为人明知是伪造的货币而持有、使用但是没

有伪造、运输、出售行为的ꎬ以持有、使用伪造的货币

罪定罪处罚ꎮ
∥ × 出售、购买、运输假币罪 (第 １７１ 条第 １

款)ꎻ金融工作人员购买假币、以假币换取货币罪

(第 １７１ 条第 ２ 款)ꎻ持有、使用假币罪(第 １７２ 条)ꎻ
变造货币罪(第 １７３ 条)ꎮ

　 　 (四)法定刑:参见«刑法»第 １７０ 条ꎮ

　 　 十、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
の第 １７５ 条之一　 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者其

他金融机构贷款、票据承兑、信用证、保函等ꎬ给银行

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的ꎬ处 ３ 年以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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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徒刑或者拘役ꎬ并处或者单处罚金ꎻ给银行或者其

他金融机构造成特别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
情节的ꎬ处 ３ 年以上 ７ 年以下有期徒刑ꎬ并处罚金ꎮ

单位犯前款罪的ꎬ对单位判处罚金ꎬ并对其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ꎬ依照前款的

规定处罚ꎮ

　 　 (一)概念

本罪指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

贷款、票据承兑、信用证、保函等ꎬ给银行或者其他金

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ꎮ

　 　 (二) {简 ２０１４. ５２}简述骗取贷款罪的构成

要件

答案要点:(１)客体是金融机构的正常工作秩

序和合法利益ꎮ
(２)客观方面表现为ꎬ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

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ꎬ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

造成了重大损失ꎮ
(３)主体为一般主体ꎬ自然人和单位都可以

成立ꎮ
(４)主观方面为直接故意ꎬ但不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ꎮ
　 　 (三)认定

１.划清罪与非罪的界限:本罪的成立ꎬ要求必须

是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ꎮ
∥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票据承兑、信用证、保

函等ꎬ数额在 １００ 万元以上的ꎻ以欺骗手段取得贷

款、票据承兑、信用证、保函等ꎬ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

机构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 ２０ 万元以上的ꎻ虽未

达到上述数额标准ꎬ但多次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票
据承兑、信用证、保函等的ꎬ以及其他给银行或者其

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的构成骗取贷款、票据承

兑、金融票证罪ꎮ

２.本罪与贷款诈骗罪的区别

(１)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根本差别)ꎮ 本
罪没有ꎬ只是为了骗取贷款ꎻ贷款诈骗罪具有ꎮ

(２)本罪主体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ꎻ
贷款诈骗罪只是自然人ꎮ

(３)犯罪对象不同ꎬ本罪犯罪对象包括贷款、票
据承兑、金融票证ꎮ 贷款诈骗罪只有贷款ꎮ

◎{法单 ２０１１. ９}甲公司用伪造的产权证明作

担保ꎬ向某商业银行借款 ３０００ 万元用于生产经营ꎮ
后因经营不善ꎬ导致该笔款项无法归还ꎮ 甲公司的

行为( )①ꎮ Ａ. 不构成犯罪ꎻＢ. 构成贷款诈骗

罪ꎻＣ. 构成骗取贷款罪ꎻＤ. 构成合同诈骗罪

　 　 (四)案例分析题

{法案 ２０１４. ３７}甲、乙、丙共同出资设立了一家

有限责任公司ꎬ分别任董事长、总经理和财务总监ꎮ
事实一:２０１０ 年年底ꎬ该公司因资金紧张面临

经营危机ꎮ 为此ꎬ甲、乙、丙专门就如何融资维持经

营进行商议ꎮ 依据商议ꎬ公司以丙伪造的虚假产权

证明作担保ꎬ与一家银行签订借款合同ꎬ取得了 ５００
万元的贷款ꎮ ２０１１ 年春节之后ꎬ公司将其中的 ４００
万元资金投入经营ꎬ但经营状况依然没有好转ꎮ

事实二:２０１１ 年 ５ 月ꎬ丙见公司经营状况难以

好转ꎬ将剩余 １００ 万元资金提现后潜逃ꎮ 该公司因

缺乏经营资金而倒闭ꎬ银行因此无法追回 ５００ 万元

贷款的本息ꎮ
结合上述材料ꎬ请回答下列问题并说明理由:

(１)事实一所述行为构成何罪? (２)事实二中丙携

款潜逃的行为构成何罪?
答案要点:(１)事实一所述行为构成骗取贷款

罪ꎮ (２)丙携款潜逃的行为构成职务侵占罪ꎮ

　 　 (五)法定刑:参见«刑法»第 １７５ 条之一ꎮ

　 　 十一、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新修)
の第 １７６ 条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

公众存款ꎬ扰乱金融秩序的ꎬ处 ３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者拘役ꎬ并处或者单处罚金ꎻ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

重情节的ꎬ处 ３ 年以上 １０ 年以下有期徒刑ꎬ并处罚

金ꎻ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ꎬ处
１０ 年以上有期徒刑ꎬ并处罚金ꎮ

单位犯前款罪的ꎬ对单位判处罚金ꎬ并对其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ꎬ依照前款的

规定处罚ꎮ
有前两款行为ꎬ在提起公诉前积极退赃退赔ꎬ减

少损害结果发生的ꎬ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ꎮ
　 　 (一)简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概念和构成

特征

答题要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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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ꎮ 其构成特征:
(１)侵犯客体为国家金融管理制度ꎮ
(２)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实施了非法吸收公

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ꎮ
(３)犯罪主体:一般主体ꎬ单位也可成为本罪的

主体ꎮ
(４)主观方面:故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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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吸收”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ꎬ向
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ꎬ出具凭证ꎬ承诺在一定期

限内还本付息的活动ꎻ“变相吸收”是指未经人行批

准ꎬ不以吸收公众存款的名义ꎬ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

收资金ꎬ但承诺履行的义务与吸收公众存款性质相

同的活动ꎻ“向社会公开宣传”ꎬ包括以各种途径向

社会公众传播吸收资金的信息ꎬ以及明知吸收资金

的信息向社会公众扩散而予以放任等情形ꎮ 下列情

形应当认定为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１)在向亲友

或者单位内部人员吸收资金的过程中ꎬ明知亲友或

者单位内部人员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而予以放任

的ꎻ(２)以吸收资金为目的ꎬ将社会人员吸收为单位

内部人员ꎬ并向其吸收资金的ꎮ
◎{法单 ２０１６. １０}甲非法举办推介会ꎬ以支付

４０％的年息为条件ꎬ向 ５０ 多名退休人员“借款”３００
多万元ꎮ 甲后将这笔钱转借给乙ꎬ并约定收取 ６０％
的年息ꎮ 不料乙携款潜逃ꎬ致甲无法归还借款ꎮ 甲

的行为应认定为( )①ꎮ Ａ. 非法经营罪ꎻＢ. 非法

吸收公众存款罪ꎻＣ. 集资诈骗罪ꎻＤ. 贷款诈骗罪

　 　 (二)认定

为他人向社会公众非法吸收资金提供帮助ꎬ从
中收取代理费、好处费、返点费、佣金、提成等费用ꎬ
构成非法集资共同犯罪的ꎬ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ꎮ
能够及时退缴上述费用的ꎬ可依法从轻处罚ꎻ其中情

节轻微的ꎬ可以免除处罚ꎻ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

的ꎬ不作为犯罪处理ꎮ
行政部门对于非法集资的性质认定ꎬ不是非法

集资刑事案件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的必经程序ꎮ 行政

部门未对非法集资作出性质认定的ꎬ不影响非法集

资刑事案件的侦查、起诉和审判ꎮ
向社会公众非法吸收的资金属于违法所得ꎮ 以

吸收的资金向集资参与人支付的利息、分红等回报ꎬ
以及向帮助吸收资金人员支付的代理费、好处费、返
点费、佣金、提成等费用ꎬ应当依法追缴ꎮ 集资参与

人本金尚未归还的ꎬ所支付的回报可予折抵本金ꎮ
行为虽然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ꎬ但只能对

犯罪行为进行部分评价ꎬ而适用非法经营罪能够对

行为进行整体评价的ꎬ则构成非法经营罪ꎮ 意图非

法占有社会不特定公众的资金ꎬ是集资诈骗罪ꎻ行为

人只是临时占用投资人的资金ꎬ承诺还本付息的ꎬ是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ꎮ

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ꎬ具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ꎬ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１)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ꎬ数

额在 ２０ 万元以上的ꎬ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

众存款ꎬ数额在 １００ 万元以上的ꎻ

(２)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对象

３０ 人以上的ꎬ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对象 １５０ 人以上的ꎻ
(３)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ꎬ给

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 １０ 万元以上的ꎬ单
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ꎬ给存款人造成

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 ５０ 万元以上的ꎻ
(４)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ꎮ
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１００ 万元

以上ꎬ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５００ 万

元以上的ꎬ可以认定为“数额巨大”ꎮ
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数额ꎬ以行

为人所吸收的资金全额计算ꎮ 案发前后已归还的数

额ꎬ可以作为量刑情节酌情考虑ꎮ 非法吸收或者变

相吸收公众存款ꎬ主要用于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ꎬ能
够及时清退所吸收资金ꎬ可以免予刑事处罚ꎻ情节显

著轻微的ꎬ不作为犯罪处理ꎮ

　 　 (三)法定刑:参见«刑法»第 １７６ 条ꎮ

　 　 十二、妨害信用卡管理罪

の第 １７７ 条之一　 有下列情形之一ꎬ妨害信用

卡管理的ꎬ处３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ꎬ并处或者
单处 １ 万元以上 １０ 万元以下罚金ꎻ数量巨大或者有
其他严重情节的ꎬ处３ 年以上 １０ 年以下有期徒刑ꎬ
并处 ２ 万元以上 ２０ 万元以下罚金:

(１)明知是伪造的信用卡而持有、运输的ꎬ或者

明知是伪造的空白信用卡而持有、运输ꎬ数量较

大的ꎻ
(２)非法持有他人信用卡ꎬ数量较大的ꎻ
(３)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的ꎻ
(４)出售、购买、为他人提供伪造的信用卡或者

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的ꎮ
窃取、收买或者非法提供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

的ꎬ依照前款规定处罚ꎮ
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

的便利ꎬ犯第 ２ 款罪的ꎬ从重处罚ꎮ
∥有关信用卡规定的解释:«刑法»规定的“信

用卡”ꎬ是指由商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发行的

具有消费支付、信用贷款、转账结算、存取现金等全

部功能或者部分功能的电子支付卡ꎮ

　 　 (一)概念

本罪指违反信用卡管理法律、法规的规定ꎬ妨害

信用卡管理的行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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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构成特征

(１)犯罪客体:国家的信用卡管理秩序ꎮ
(２)客观方面:妨害信用卡管理秩序的行为ꎮ
(３)犯罪主体:一般主体ꎮ 单位不能成为本罪

的主体ꎮ
(４)主观方面:故意ꎮ
妨害信用卡管理的行为具体包括四种情形:
(１)明知是伪造的信用卡而持有、运输的ꎬ或者

明知是伪造的空白信用卡而持有、运输ꎬ数量较

大的ꎮ
(２)非法持有他人信用卡ꎬ数量较大的ꎮ
(３)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的ꎮ
(４)出售、购买、为他人提供伪造的信用卡或者

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的ꎮ
按照法律规定ꎬ行为人只要实施上述行为之一

的ꎬ就构成本罪ꎻ实施两种以上行为的ꎬ只构成一罪ꎬ
不实行并罚ꎮ

◎{单 ２０１５. １７}下列行为中ꎬ可以认定为妨害

信用卡管理罪的是( )①ꎮ Ａ. 拾得他人信用卡

并使用ꎻＢ. 窃得他人信用卡并使用ꎻＣ. 使用虚假的

居民身份证骗领信用卡ꎻＤ. 使用以虚假居民身份证

骗领的信用卡

　 　 (三)认定

１.划清罪与非罪的界限

(１)对于持有、运输伪造的空白信用卡以及非

法持有他人信用卡的两种行为ꎬ数量较大的才成立

本罪ꎬ未达较大数量的不成立犯罪ꎮ
(２)对于伪造的信用卡、伪造的空白信用卡持

有、运输的ꎬ只有主观上是明知的才构成犯罪ꎬ不能

证明是确切知道或推定其应当知道的ꎬ则不成立

犯罪ꎮ

２. “数量较大”与“数量巨大”的标准

明知是伪造的空白信用卡而持有、运输 １０ 张以
上不满 １００ 张的ꎬ应当认定为“数量较大”ꎻ非法持
有他人信用卡 ５ 张以上不满 ５０ 张的ꎬ应当认定为
“数量较大”ꎮ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ꎬ应当认定为«刑法»第 １７７
条之一第 １ 款规定的“数量巨大”:

(１)明知是伪造的信用卡而持有、运输 １０ 张以

上的ꎻ
(２)明知是伪造的空白信用卡而持有、运输 １００

张以上的ꎻ
(３)非法持有他人信用卡 ５０ 张以上的ꎻ
(４)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 １０ 张以

上的ꎻ

(５)出售、购买、为他人提供伪造的信用卡或者

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 １０ 张以上的ꎮ

３.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

违背他人意愿ꎬ使用其居民身份证、军官证、士
兵证、港澳居民往来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

通行证、护照等身份证明申领信用卡的ꎬ或者使用伪

造、变造的身份证明申领信用卡的ꎬ应当认定为使用

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ꎮ

４.划清本罪与有关信用卡类犯罪的界限

(１) ×复制他人信用卡、将他人信用卡信息资

料写入磁条介质、芯片或者以其他方法伪造信用卡

１ 张以上的ꎬ或伪造空白信用卡 １０ 张以上的ꎬ应当

认定为«刑法»第 １７７ 条第 １ 款第 ４ 项规定的“伪造

信用卡”ꎬ以伪造金融票证罪定罪处罚ꎮ
(２)承担资产评估、验资、验证、会计、审计、法

律服务等职责的中介组织或其人员ꎬ为信用卡申请

人提供虚假的财产状况、收入、职务等资信证明材

料ꎬ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ꎬ依照«刑法»第 ２２９ 条的

规定ꎬ分别以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和出具证明文件

重大失实罪定罪处罚ꎮ

　 　 (四)法定刑:参见«刑法»第 １７７ 条之一ꎮ

　 　 十三、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

(第 １７７ 条之一第 ２ 款)
　 　 (一)概念

本罪指违反信用卡管理法律、法规ꎬ窃取、收买、
非法提供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的行为ꎮ

　 　 (二)构成特征

(１)侵犯客体:信用卡管理秩序ꎻ犯罪对象:信
用卡信息资料ꎮ

(２)客观方面:窃取、收买或者非法提供他人信

用卡信息资料ꎮ
(３)犯罪主体:一般主体ꎮ
(４)主观方面:故意ꎮ
考点解析:所谓窃取ꎬ是指采取自认为不被他人

知悉的手段ꎬ非法获取他人的账号、密码等信用卡信

息资料的行为ꎮ
所谓收买ꎬ是指通过向知悉他人信用卡资料的

人员送财物的手段ꎬ非法获取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

的行为ꎮ
所谓非法提供ꎬ是指知悉他人信用卡资料的人

员向第三人非法提供其所知悉的他人信用卡信息资

料的行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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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认定

１. 划清罪与非罪的界限:关键是看行为人窃取、
收买、非法提供的信息资料是不是信用卡资料ꎮ

２. 划清本罪与有关信用卡类犯罪的界限:
(１)在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他人信用卡信息资

料的当时或之后ꎬ但在利用这些信息资料伪造他人

信用卡案发之前ꎬ则成立本罪与伪造金融票证罪的

预备的想象竞合犯ꎬ按从一重处断原则ꎬ应以本罪

论处ꎮ
(２)当用窃取、收买、非法提供的他人信用卡信

息伪造了信用卡之后案发ꎬ则成立本罪与伪造金融

票证罪的牵连犯ꎬ根据从一重处断原则ꎬ应以伪造金

融票证罪论处ꎮ
(３)当用窃取、收买、非法提供的他人信用卡信

息伪造了信用卡并实施了信用卡诈骗后案发ꎬ则成

立本罪与伪造金融票证罪、信用卡诈骗罪三罪的牵

连犯ꎬ根据从一重处断原则ꎬ应以信用卡诈骗罪

论处ꎮ
３. 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ꎬ

足以伪造可进行交易的信用卡ꎬ或者足以使他人以
信用卡持卡人名义进行交易ꎬ涉及信用卡 １ 张以上
不满 ５ 张的ꎬ依照«刑法»第 １７７ 条之一第 ２ 款的规

定ꎬ以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定罪处罚ꎻ
涉及信用卡 ５ 张以上的ꎬ应当认定为«刑法»第 １７７
条之一第 １ 款规定的“数量巨大”ꎮ

　 　 (四)法定刑:参见«刑法»第 １７７ 条之一ꎮ

　 　 十四、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

の第 １８０ 条 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
人员或者非法获取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ꎬ
在涉及证券的发行ꎬ证券、期货交易或者其他对证

券、期货交易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尚未公开前ꎬ买
入或者卖出该证券ꎬ或者从事与该内幕信息有关的
期货交易ꎬ或者泄露该信息ꎬ或者明示、暗示他人从
事上述交易活动ꎬ情节严重的ꎬ处５ 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拘役ꎬ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 １ 倍以上 ５ 倍以
下罚金ꎻ情节特别严重的ꎬ处５ 年以上 １０ 年以下有

期徒刑ꎬ并处违法所得 １ 倍以上 ５ 倍以下罚金ꎮ
单位犯前款罪的ꎬ对单位判处罚金ꎬ并对其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ꎬ处５ 年以下
有期徒刑或者拘役ꎮ

内幕信息、知情人员的范围ꎬ依照法律、行政法

规的规定确定ꎮ
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经纪

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
构的从业人员以及有关监管部门或者行业协会的工

作人员ꎬ利用因职务便利获取的内幕信息以外的其
他未公开的信息ꎬ违反规定ꎬ从事与该信息相关的证
券、期货交易活动ꎬ或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相关交

易活动ꎬ情节严重的ꎬ依照第 １ 款的规定处罚ꎮ

　 　 (一)概念

本罪指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或

者非法获取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ꎬ在涉及

证券、期货的发行、交易或者其他对证券、期货交易

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尚未公开前ꎬ买入或者卖出
该证券ꎬ或者从事与该内幕信息有关的期货交易ꎬ或
者泄露该信息ꎬ或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上述交易活
动ꎬ情节严重的行为ꎮ

　 　 (二)构成特征

１.犯罪客体:证券、期货市场的客观性、公正性ꎬ
投资大众的利益ꎬ投资人对证券、期货市场信息的平

等知情权ꎮ

２.客观方面:行为人实行内幕交易ꎬ或者泄露内

幕信息ꎬ或明示、暗示他人从事内幕交易活动ꎬ情节

严重的行为ꎮ
(１)内幕交易指内幕人员利用尚未公开的内幕

消息在证券市场上买卖证券的行为或者从事与内幕

信息有关的证券、期货交易行为ꎬ包括知悉内幕消息

继而利用该内幕消息从事证券、期货交易的行为过

程ꎮ 仅仅知悉内幕消息并未利用去从事证券或期货

交易活动的ꎬ不构成犯罪ꎮ
(２)泄露内幕信息指违反法律关于禁止利用和

扩散内幕消息的规定ꎬ将知悉的内幕消息透露给其

他人ꎬ使其利用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ꎮ 具体表现

为:在涉及证券的发行ꎬ证券、期货的交易或其他对

证券、期货的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尚未公开前ꎬ买
入或者卖出该证券ꎬ或者从事与内幕信息有关的期

货交易ꎬ或者泄露该信息ꎬ情节严重ꎮ
(３)内幕信息指证券、期货交易活动中ꎬ涉及公

司的经营、财务或者对该公司证券、期货的市场价格

有重大影响的尚未公开的信息ꎮ
(４)明示、暗示他人从事内幕交易活动ꎬ指内幕

人员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示意他人利用上市公司的

涉及证券、期货的内幕信息进行交易活动ꎬ从中获利

的行为ꎮ
(５)情节严重指违法所得数额大ꎬ多次进行内

幕交易ꎬ多次泄露内幕信息ꎬ多次明示、暗示他人从

事内幕交易活动ꎬ使众多投资者的利益受损、影响恶

劣ꎬ等等ꎮ

３.犯罪主体:特殊主体ꎬ即内幕人员ꎬ包括证券、
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和非法获取证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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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ꎮ
∥对“非法获取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人

员”的认定:
(１)利用窃取、骗取、套取、窃听、利诱、刺探或

者私下交易等手段获取内幕信息的ꎮ
(２)内幕信息知情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内

幕信息知情人员关系密切的人员ꎬ在内幕信息敏感

期内ꎬ从事或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ꎬ或者泄露内幕

信息导致他人从事与该内幕信息有关的证券、期货

交易ꎬ相关交易行为明显异常ꎬ且无正当理由或者正

当信息来源的ꎮ
(３)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ꎬ与内幕信息知情人

员联络、接触ꎬ从事或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ꎬ或者泄

露内幕信息导致他人从事与该内幕信息有关的证

券、期货交易ꎬ相关交易行为明显异常ꎬ且无正当理

由或者正当信息来源的ꎮ

４.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ꎮ 其主观故意的内

容是:
(１)行为人认识到所利用的消息来自内部ꎬ并

且尚未公开ꎮ
(２)行为人认识到证券、期货交易行为是利用

了内幕消息ꎮ
(３)行为人实施内幕交易行为是希望获利的目

的实现ꎬ即追求获得利益或避免损失结果的发生ꎮ
泄露内幕信息是故意的ꎬ如因过失而泄露则不构成

本罪ꎬ但获悉内幕信息并利用此信息进行证券、期货

交易的构成本罪ꎮ

　 　 (三)认定

划清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与非罪行为的

界限ꎮ 包含两种情形:
(１)情节是否严重是区分罪与非罪的关键ꎮ
(２)内幕交易行为构成的犯罪必须是由知悉内

幕信息、利用内幕信息ꎬ并进行证券、期货交易一系

列行为组成ꎬ仅仅知悉内幕信息的不构成犯罪ꎮ

　 　 (四)法定刑:参见«刑法»第 １８０ 条ꎮ

　 　 十五、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第 １８０ 条第

４ 款)

　 　 (一)概念

本罪指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
货经纪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
金融机构的从业人员以及有关监管部门或者行业协
会的工作人员ꎬ利用因职务便利获取的内幕信息以
外的其他未公开的信息ꎬ违反规定ꎬ从事与该信息相

关的证券、期货交易活动ꎬ或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

相关交易活动ꎬ情节严重的行为ꎮ

　 　 (二)构成特征

(１)侵犯客体:金融管理秩序和投资者的合法

权益ꎮ
(２)客观方面:行为人实施了利用职务便利获

取的内幕信息以外的其他未公开的信息ꎬ违反规定ꎬ
从事与该信息相关的证券、期货交易活动ꎬ或者明

示、暗示他人从事相关交易活动ꎬ情节严重的行为ꎮ
(３)犯罪主体:特殊主体ꎬ即证券交易所、期货

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商
业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从业人员以及有关
监管部门或者行业协会的工作人员ꎮ 单位不构成
本罪ꎮ

(４)主观方面:故意ꎮ

　 　 (三)认定

１.划清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与非罪行为的

界限

关键看是否达到情节严重ꎮ
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ꎬ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ꎬ应当

认定为«刑法»第 １８０ 条第 ４ 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１)违法所得数额在 １００ 万元以上的ꎻ
(２)２ 年内 ３ 次以上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的ꎻ
(３)明示、暗示 ３ 人以上从事相关交易活动的ꎮ
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ꎬ违法所得数额在 ５０ 万元

以上ꎬ或者证券交易成交额在 ５００ 万元以上ꎬ或者期

货交易占用保证金数额在 １００ 万元以上ꎬ具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ꎬ应当认定为«刑法»第 １８０ 条第 ４ 款规

定的“情节严重”:
(１)以出售或者变相出售未公开信息等方式ꎬ

明示、暗示他人从事相关交易活动的ꎻ
(２)因证券、期货犯罪行为受过刑事追究的ꎻ
(３)２ 年内因证券、期货违法行为受过行政处

罚的ꎻ
(４)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ꎮ

２.司法解释(２０１９ 年)
内幕信息以外的其他未公开的信息ꎬ包括下列

信息:①证券、期货的投资决策、交易执行信息ꎻ②证

券持仓数量及变化、资金数量及变化、交易动向信

息ꎻ③其他可能影响证券、期货交易活动的信息ꎮ
违反规定ꎬ是指违反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全国性行业规范有关证券、期货未公开信息保护的

规定ꎬ以及行为人所在的金融机构有关信息保密、禁
止交易、禁止利益输送等规定ꎮ

违法所得ꎬ是指行为人利用未公开信息从事与

该信息相关的证券、期货交易活动所获利益或者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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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的损失ꎮ 行为人明示、暗示他人利用未公开信息

从事相关交易活动ꎬ被明示、暗示人员从事相关交易

活动所获利益或者避免的损失ꎬ应当认定为“违法

所得”ꎮ

３.本罪与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的界限

(１)犯罪主体的范围不同ꎮ 本罪只是自然人犯

罪ꎬ而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的主体可以是自然

人ꎬ也可以是单位ꎮ 本罪的主体是金融机构的从业

人员以及有关监管部门或者行业协会的工作人员ꎬ
主体只能是自然人ꎻ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的主

体是证券、期货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或非法获取内

幕信息的人员ꎮ
(２)犯罪对象不同ꎮ 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的

对象是内幕信息以外的其他未公开信息ꎻ内幕交易、
泄露内幕信息罪的对象是有法律、行政法规确定的

内幕信息ꎮ ∥两者信息内容不同ꎮ
(３)信息来源不完全一样ꎮ 利用未公开信息交

易罪的信息来源只能是利用职务便利获取的ꎻ内幕

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的信息来源包括因工作原因

而得ꎬ也包括采取非法手段获取ꎮ
(４)侵犯的利益不同ꎮ 未公开信息交易罪(老

鼠仓交易行为)主要是损害资产管理机构的客户的

利益ꎻ内幕交易行为侵犯的主要是不特定的社会公

众投资者和股民的合法权益ꎮ

　 　 (四)法定刑:参见«刑法»第 １８０ 条第 ４ 款ꎮ

　 　 十六、洗钱罪▲▲(新修)
の第 １９１ 条 为掩饰、隐瞒毒品犯罪、黑社会性

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
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的所得

及其产生的收益的来源和性质ꎬ有下列行为之一的ꎬ
没收实施以上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ꎬ处 ５ 年

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ꎬ并处或者单处罚金ꎻ情节严

重的ꎬ处 ５ 年以上 １０ 年以下有期徒刑ꎬ并处罚金:
(１)提供资金帐户的ꎻ
(２) 将财 产 转 换为 现 金、金 融 票 据、有 价证

券的ꎻ
(３)通过转帐或者其他支付结算方式转移资

金的ꎻ
(４)跨境转移资产的ꎻ
(５)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

的来源和性质的ꎮ
单位犯前款罪的ꎬ对单位判处罚金ꎬ并对其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ꎬ依照前款的

规定处罚ꎮ
∥“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

的来源和性质”主要指以下情况:通过典当、租赁、
买卖、投资等方式ꎬ协助转移、转换犯罪所得及其收

益的ꎻ通过与商场、饭店、娱乐场所等现金密集型场

所的经营收入相混合的方式ꎬ协助转移、转换犯罪

所得及其收益的ꎻ通过虚构交易、虚设债权债务、虚
假担保、虚报收入等方式ꎬ协助将犯罪所得及其收

益转换为“合法”财物的ꎻ通过买卖彩票、奖券等方

式ꎬ协助转换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ꎻ通过赌博方式ꎬ
协助将犯罪所得及其收益转换为赌博收益的ꎻ协助

将犯罪所得及其收益携带、运输或者邮寄出入境

的等ꎮ

　 　 (一)概念和特征

１.简述洗钱罪的概念和特征

洗钱罪是指为掩饰、隐瞒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

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

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的所得及

其产生的收益的来源和性质ꎬ而采用的使其“合法

化”的行为ꎮ
构成特征:
(１)侵犯客体:国家关于金融活动的管理制度

和社会治安管理秩序ꎮ
(２)客观方面:行为人故意采用各种手段使毒品

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
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
诈骗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转换为“合法

财产”的行为ꎮ (记住 ７ 类上游犯罪)
(３)犯罪主体:个人和单位ꎮ 单位多指能够进

行洗钱活动的银行、其他金融机构以及公司、企
业等ꎮ

(４)主观方面:故意ꎮ
◎{单 ２０１９. ４}下列选项中ꎬ不属于洗钱罪的上

游犯罪的是 ( )①Ａ. 毒品犯罪ꎻＢ. 贪污犯罪ꎻ
Ｃ. 走私犯罪ꎻＤ. 组织传销活动犯罪ꎻＥ. 职务侵占罪

◎{单 ２０１３. ２０}甲公司明知乙受贿ꎬ仍提供银

行账户帮助乙将受贿所得兑换成美元ꎬ汇往境外ꎬ并
收取乙支付的高额“手续费”ꎮ 对甲公司的行为应

认定为( )②ꎮ Ａ. 受贿罪ꎻＢ. 洗钱罪ꎻＣ. 非法经

营罪ꎻＤ.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２.简述洗钱罪的资金来源和行为方式▲
答题要点:(１)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

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

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

生的收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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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种行为方式(参见法条ꎬ略)ꎮ

　 　 (二)认定

１.划清洗钱罪与非罪行为的界限

主要有两种情况:(１)对 ７ 类上游犯罪之外的

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通过金融机构的业

务活动等实施转换行为的ꎬ按一般违法行为处理ꎬ不
成立洗钱罪ꎮ

(２)虽然客观上对 ７ 类上游犯罪的违法所得及

其产生的收益进行了“清洗”活动ꎬ但其主观上不知

是上述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ꎬ不构成

洗钱罪ꎮ
被告人将洗钱罪规定的某一上游犯罪的犯罪所

得及其收益误认为洗钱罪上游犯罪范围内的其他犯

罪所得及其收益的ꎬ不影响洗钱罪的 “明知” 的

认定ꎮ
∥ ×本罪的“明知”ꎬ应当结合被告人的认知能

力ꎬ接触他人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情况ꎬ犯罪所得及

其收益的种类、数额ꎬ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转换、转
移方式以及被告人的供述等主、客观因素进行认定ꎮ
比如:知道他人从事犯罪活动ꎬ协助转换或者转移财

物的ꎻ没有正当理由ꎬ通过非法途径协助转换或者转

移财物的ꎻ没有正当理由ꎬ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收

购财物的ꎻ没有正当理由ꎬ协助转换或者转移财物ꎬ
收取明显高于市场的“手续费”的ꎻ没有正当理由ꎬ
协助他人将巨额现金散存于多个银行账户或者在不

同银行账户之间频繁划转的ꎻ协助近亲属或者其他

关系密切的人转换或者转移与其职业或者财产状况

明显不符的财物的ꎻ这些情况都可以认定被告人明

知系犯罪所得及其收益ꎬ但有证据证明确实不知道

的除外ꎮ

２.划清洗钱罪与 ７ 类上游犯罪共犯的界限

如果事先与 ７ 类上游犯罪的有关犯罪分子通

谋ꎬ对其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进行“清洗”使之

“合法化”的ꎬ则洗钱者与上述有关犯罪分子构成有

关罪的共犯ꎬ不单独成立洗钱罪ꎮ 如果事前没有通

谋ꎬ事后为其洗钱ꎬ则构成独立的洗钱罪ꎮ

３.划清洗钱罪与窝藏、包庇罪ꎬ掩饰、隐瞒犯罪

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界限

洗钱罪属于法律特别规定ꎬ不再定一般的窝藏、
包庇罪或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ꎮ

∥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掩
饰、隐瞒ꎬ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
罪ꎬ同时又构成洗钱罪或者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以

及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毒赃罪的ꎬ依照处罚较重的
规定定罪处罚ꎮ

４.以下情形不影响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

得收益罪ꎬ洗钱罪ꎬ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以及窝藏、
转移、隐瞒毒品、毒赃罪的裁判或认定

(１)上游犯罪尚未依法裁判ꎬ但查证属实的ꎻ
(２)上游犯罪事实可以确认ꎬ因行为人死亡等

原因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ꎻ
(３)上游犯罪事实可以确认ꎬ依法以其他罪名

定罪处罚的ꎮ
∥(三)２００９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洗钱

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１. «刑法»第 １９１ 条(洗钱罪)、第 ３１２ 条(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规定的“明知”ꎬ具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ꎬ可以认定被告人明知系犯罪所

得及其收益ꎬ但有证据证明确实不知道的除外

(１)知道他人从事犯罪活动ꎬ协助转换或者转

移财物的ꎻ
(２)没有正当理由ꎬ通过非法途径协助转换或

者转移财物的ꎻ
(３)没有正当理由ꎬ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收

购财物的ꎻ
(４)没有正当理由ꎬ协助转换或者转移财物ꎬ收

取明显高于市场的“手续费”的ꎻ
(５)没有正当理由ꎬ协助他人将巨额现金散存

于多个银行账户或者在不同银行账户之间频繁划

转的ꎻ
(６)协助近亲属或者其他关系密切的人转换或

者转移与其职业或者财产状况明显不符的财物的ꎻ
(７)其他可以认定行为人明知的情形ꎮ
被告人将«刑法»第 １９１ 条规定的某一上游犯

罪的犯罪所得及其收益误认为«刑法»第 １９１ 条规

定的上游犯罪范围内的其他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ꎬ
不影响«刑法»第 １９１ 条规定的“明知”的认定ꎮ

２.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ꎬ可以认定为«刑法»第
１９１ 条第 １ 款第 ５ 项规定的“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

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
(１)通过典当、租赁、买卖、投资等方式ꎬ协助转

移、转换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ꎻ
(２)通过与商场、饭店、娱乐场所等现金密集型

场所的经营收入相混合的方式ꎬ协助转移、转换犯罪

所得及其收益的ꎻ
(３)通过虚构交易、虚设债权债务、虚假担保、

虚报收入等方式ꎬ协助将犯罪所得及其收益转换为

“合法”财物的ꎻ
(４)通过买卖彩票、奖券等方式ꎬ协助转换犯罪

所得及其收益的ꎻ
５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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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通过赌博方式ꎬ协助将犯罪所得及其收益

转换为赌博收益的ꎻ
(６)协助将犯罪所得及其收益携带、运输或者

邮寄出入境的ꎻ
(７)通过前述规定以外的方式协助转移、转换

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ꎮ

３. «刑法»第 １９１ 条、第 ３１２ 条、第 ３４９ 条(包庇

毒品犯罪分子罪ꎻ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毒赃罪)规
定的犯罪ꎬ应当以上游犯罪事实成立为认定前提

　 　 (四)法定刑:参见«刑法»第 １９１ 条ꎮ

第 ５ 小节　 金融诈骗罪

　 　 十七、集资诈骗罪{案 ２０１１. ５９}(新修)
の第 １９２ 条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ꎬ使用诈骗方

法非法集资ꎬ数额较大的ꎬ处 ３ 年以上 ７ 年以下有期

徒刑ꎬ并处罚金ꎻ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ꎬ
处 ７ 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ꎬ并处罚金或者

没收财产ꎮ
单位犯前款罪的ꎬ对单位判处罚金ꎬ并对其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ꎬ依照前款的

规定处罚ꎮ

　 　 (一)概念和构成特征

本罪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ꎬ使用诈骗方法非法

集资数额较大的行为ꎮ
构成特征:
(１)侵犯客体:出资人的财产所有权和国家对

金融活动的管理秩序ꎮ
(２)客观方面:略ꎮ
(３)犯罪主体:个人和单位ꎮ
(４)主观方面:故意ꎬ并具有非法占有出资人财

产的目的ꎮ
∥非法集资指单位或个人ꎬ未经有关机关批准ꎬ

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的行为ꎮ 使用诈骗方法指虚构

或隐瞒资金用途、编造投资计划、捏造良好的经济效

益、虚设高回报率为诱饵ꎬ或者用其他欺诈方法ꎬ以
使出资人上当受骗ꎮ

　 　 (二){简 ２０１９. ５２[３２]}简述集资诈骗罪与非

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区别

答题要点:两者的概念(略)ꎮ
二者的区别:
(１)侵犯的客体不同ꎮ 前罪侵害的客体是国家

的金融管理秩序和公私财产的所有权ꎬ后罪侵犯的

客体是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ꎮ
(２)客观方面不同ꎮ 前罪以使用诈骗方法为构

成犯罪的必要条件ꎬ后罪不以使用诈骗方法为构成

犯罪的必要条件ꎮ
(３)主观方面不同ꎮ 前罪要求行为人须具有非法

占有的目的ꎬ后罪不要求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ꎮ
∥区分的关键仍然在于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

有的目的ꎮ

　 　 (三)认定

１.罪与非罪的界限

(１)集资诈骗罪要求行为人须具有非法占有的

目的ꎬ如果没有这种目的ꎬ则是一般的集资纠纷ꎮ
(２)集资诈骗罪要求集资数额较大ꎬ如果没有

达到数较大的标准ꎬ则是一般的集资诈骗行为ꎮ
集资诈骗数额个人在 １０ 万元以上ꎬ单位在 ５０

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数额较大”ꎮ ∥个人在 ３０
万元以上ꎬ单位在 １５０ 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数额

巨大”ꎮ 集资诈骗的数额以行为人实际骗取的数额
计算ꎬ案发前已归还的数额应予扣除ꎮ 行为人为实

施集资诈骗活动而支付的广告费、中介费、手续费、
回扣ꎬ或者用于行贿、赠与等费用ꎬ不予扣除ꎮ 行为

人为实施集资诈骗活动而支付的利息ꎬ除本金未归

还可予折抵本金以外ꎬ应当计入诈骗数额ꎮ

２.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认定

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ꎬ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ꎬ
可以认定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１)集资后不用于生产经营活动或者用于生产

经营活动与筹集资金规模明显不成比例ꎬ致使集资

款不能返还的ꎻ
(２)肆意挥霍集资款ꎬ致使集资款不能返还的ꎻ
(３)携带集资款逃匿的ꎻ
(４)将集资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的ꎻ
(５)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ꎬ逃避返还资

金的ꎻ
(６)隐匿、销毁账目ꎬ或者搞假破产、假倒闭ꎬ逃

避返还资金的ꎻ
(７)拒不交代资金去向ꎬ逃避返还资金的ꎻ
(８)其他可以认定非法占有目的的情形ꎮ
集资诈骗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ꎬ应当区分情形

进行具体认定ꎮ 行为人部分非法集资行为具有非法

占有目的的ꎬ对该部分非法集资行为所涉集资款以

集资诈骗罪定罪处罚ꎻ非法集资共同犯罪中部分行

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ꎬ其他行为人没有非法占有

集资款的共同故意和行为的ꎬ对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的行为人以集资诈骗罪定罪处罚ꎮ

３.集资诈骗罪与其他金融诈骗罪的区分

集资诈骗罪与贷款诈骗罪、票据诈骗罪、金融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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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保险诈骗

罪ꎬ都属于金融诈骗罪ꎬ均以非法占有目的为主观构

成要件ꎬ但是诈骗方式或者手段不一样ꎬ«刑法»规

定的犯罪基本构成条件和方法也不同ꎮ
∥明知他人从事集资诈骗犯罪活动ꎬ为其提供

广告等宣传的ꎬ以集资诈骗罪的共犯论处ꎮ

　 　 (四)法定刑:参见«刑法»第 １９２ 条ꎮ
为他人向社会公众非法吸收资金提供帮助ꎬ从

中收取代理费、好处费、返点费、佣金、提成等费用ꎬ
构成非法集资共同犯罪的ꎬ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ꎮ
能够及时退缴上述费用的ꎬ可依法从轻处罚ꎻ其中情

节轻微的ꎬ可以免除处罚ꎻ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

的ꎬ不作为犯罪处理ꎮ

　 　 十八、贷款诈骗罪▲▲
の第 １９３ 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ꎬ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ꎬ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ꎬ数额较大

的ꎬ处 ５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ꎬ并处 ２ 万元以上

２０ 万元以下罚金ꎻ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

的ꎬ处 ５ 年以上 １０ 年以下有期徒刑ꎬ并处 ５ 万元以

上 ５０ 万元以下罚金ꎻ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

严重情节的ꎬ处 １０ 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ꎬ
并处 ５ 万元以上 ５０ 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１)编造引进资金、项目等虚假理由的ꎻ
(２)使用虚假的经济合同的ꎻ
(３)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的ꎻ
(４)使用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或者超出抵押

物价值重复担保的ꎻ
(５)以其他方法诈骗贷款的ꎮ

　 　 (一)概念和构成特征

本罪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ꎬ使用法定方法诈骗

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ꎬ数额较大的行为ꎮ

１.构成特征

(１)侵犯客体:国家对银行贷款或者其他金融

机构贷款的管理制度以及财产所有权ꎻ犯罪对象:银
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ꎮ

(２)客观方面: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

法ꎬ骗取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ꎬ数额较大的

行为ꎮ
(３)犯罪主体:一般主体ꎬ仅限自然人ꎬ单位不

能成为本罪主体ꎮ
(４)主观方面:故意ꎬ必须具有非法占有银行或

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的目的ꎮ

２.考点解析

“其他金融机构”ꎬ主要是指银行以外的信托投

资公司、信用社、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具有信

贷业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ꎮ
贷款诈骗罪的五种具体的行为方式:
(１)编造引进资金、项目等虚假理由ꎮ
(２)使用虚假的经济合同ꎮ
(３)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ꎮ 虚假的证明文件主

要指伪造的或者变造的银行存款证明、公司或者金

融机构的担保函、划款证明等向银行或者其他金融

机构申请贷款所需的证明文件ꎮ
(４)使用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或者超出抵押

物价值重复担保ꎮ
(５)以其他方法诈骗贷款ꎮ 这是指上述四种方

式以外的骗贷行为ꎬ如以假币为抵押贷款ꎬ伪造单位

公章、印鉴骗贷等ꎮ
上述行为方式具备其中之一的ꎬ即符合了本罪

的客观行为表现ꎬ具有两种以上行为方式的ꎬ仍成立

一罪ꎮ 本罪要求数额较大方能成立犯罪ꎬ依相关司
法解释ꎬ数额较大是指个人骗贷达 １ 万元以上的ꎮ

　 　 (二)认定

１.划清贷款诈骗罪与非罪行为的界限

(１)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贷款的目的ꎬ如
仅贷款时使用了欺骗手段ꎬ但贷款到期后能够偿还

的ꎬ不构成本罪ꎮ
(２)骗贷数额未达到较大的ꎬ不作为犯罪处理ꎮ

２.严格区分贷款诈骗罪与贷款纠纷的界限ꎮ 实

践中常常遇到如下三种情况ꎬ不能以贷款诈骗罪

论处:
(１)合法贷款后未按规定的用途使用贷款ꎬ到

期没有归还贷款的ꎮ
(２)确有证据证明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

的ꎬ因不具备贷款条件而采用欺骗手段获取了贷款ꎬ
案发时有能力履行还贷义务的ꎮ

(３)确有证据证明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

的ꎬ因不具备贷款条件而采用欺骗手段获取了贷款ꎬ
案发时不能还贷是意志外的原因所致ꎬ如遇经营不

善、被骗、市场风险等ꎮ

３.单位不能成为贷款诈骗罪的主体

贷款诈骗罪的主体只能是自然人ꎬ单位不构成

贷款诈骗罪ꎮ 实践中ꎬ对于单位十分明显地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ꎬ利用签订、履行借款合同诈骗银行或者

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ꎬ符合«刑法»第 ２２４ 条规定的

合同诈骗罪构成要件的ꎬ应当以合同诈骗罪论处ꎮ

４.要注意贷款诈骗罪和骗取贷款罪的区别:关
键是行为人有无非法占有的目的ꎮ

◎{法单 ２０１５. ４}甲公司董事长乙明知公司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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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继续经营的可能ꎬ虚构了标的额为 １０００ 万元的贸

易合同ꎬ骗取银行贷款 ３００ 万元ꎬ致使银行损失数额

巨大ꎮ 下列选项中ꎬ正确的是( )①ꎮ Ａ. 以贷款

诈骗罪追究甲公司的刑事责任ꎻＢ. 以合同诈骗罪追

究甲公司的刑事责任ꎻＣ. 以贷款诈骗罪追究乙的刑

事责任ꎻＤ. 以合同诈骗罪追究甲公司和乙的刑事

责任

　 　 (三)法定刑:参见«刑法»第 １９３ 条ꎮ

　 　 十九、信用卡诈骗罪▲▲▲
の第 １９６ 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ꎬ进行信用卡诈

骗活动ꎬ数额较大的ꎬ处 ５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ꎬ并处 ２ 万元以上 ２０ 万元以下罚金ꎻ数额巨大或

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ꎬ处 ５ 年以上 １０ 年以下有期徒

刑ꎬ并处 ５ 万元以上 ５０ 万元以下罚金ꎻ数额特别巨

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ꎬ处 １０ 年以上有期徒

刑或者无期徒刑ꎬ并处 ５ 万元以上 ５０ 万元以下罚金

或者没收财产:
(１)使用伪造的信用卡ꎬ或者使用以虚假的身

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的ꎻ
(２)使用作废的信用卡的ꎻ
(３)冒用他人信用卡的ꎻ
(４)恶意透支的ꎮ
前款所称恶意透支ꎬ是指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ꎬ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ꎬ并且经发卡

银行催收后仍不归还的行为ꎮ
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ꎬ依照本法第 ２６４ 条(盗窃

罪)的规定定罪处罚ꎮ

　 　 (一)概念和构成特征

本罪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ꎬ使用法定的方法进

行信用卡诈骗活动ꎬ数额较大的行为ꎮ

１.简述信用卡诈骗罪的构成特征

(１)侵犯客体:国家的金融管理制度和公私财

产的所有权ꎮ
(２)客观方面:违反信用卡管理法规ꎬ进行信用

卡诈骗活动ꎬ骗取数额较大财物的行为ꎮ
(３)犯罪主体:一般主体ꎮ 单位不能成为本罪

的主体ꎮ
(４)主观方面:故意ꎬ并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

的目的ꎮ

２.简述信用卡诈骗行为的表现方式

答题要点:(１)使用伪造的信用卡ꎬ或者使用以

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的ꎮ
(２)使用作废的信用卡ꎮ 包括已过有效使用期

限或使用已挂失的信用卡等行为ꎮ

(３)冒用他人信用卡ꎮ
(４)恶意透支的ꎮ
∥“信用卡”是指由商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

构发行的具有消费支付、信用贷款、转账结算、存取

现金等全部功能或者部分功能的电子支付卡ꎮ
◎{单 ２０２１. １０}甲伪造身份证骗领了 ５ 张信用

卡ꎬ用其在网上银行套取 １０ 万元ꎬ用于个人消费后

将卡销毁ꎬ甲的行为应认定为 ( )②ꎮ Ａ. 盗窃

罪ꎻＢ. 信用卡诈骗罪ꎻＣ. 伪造身份证件罪ꎻＤ. 妨害信

用卡管理罪

　 　 (二)认定

１.划清信用卡诈骗罪与非罪行为的界限

(１)划清本罪与误用他人信用卡、经持卡人允

许使用信用卡的界限ꎬ后者所列行为因行为人不具

有不法占有的目的ꎬ没有使用欺诈手段ꎬ故不是犯

罪ꎮ 也要区分恶意透支与善意透支ꎮ
(２)划清本罪与使用信用卡骗取数额较少财物

的界限ꎮ 后者因未达数额较大而属一般违法行为ꎬ
不构成信用卡诈骗罪ꎮ

２.划清信用卡诈骗罪与伪造信用卡、盗窃信用

卡构成的犯罪的界限

(１)伪造信用卡的行为构成伪造、变造金融票
证罪ꎮ 行为人若为使用信用卡进行诈骗活动而伪造

信用卡的ꎬ应构成牵连犯ꎬ即目的罪为信用卡诈骗

罪ꎬ手段罪为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ꎬ从一重处断ꎬ因
两罪法定刑相同ꎬ按目的罪信用卡诈骗罪处断为宜ꎮ

(２)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ꎬ以盗窃罪论处ꎮ
◎{法单 ２０１５. ５}甲盗取李某的身份证及一张

信用卡ꎬ对妻子乙谎称是在路上拾得的ꎮ 甲与乙根

据身份证号码试出了信用卡密码ꎬ持该卡共消费 ４
万元ꎮ 下列选项中ꎬ正确的是( )③ꎮ Ａ. 甲与乙

构成盗窃罪ꎻＢ. 甲与乙构成信用卡诈骗罪ꎻＣ. 甲构

成盗窃罪ꎬ乙构成信用卡诈骗罪ꎻＤ. 甲构成信用卡

诈骗罪ꎬ乙属于不当得利

　 　 (三)根据“两高”«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

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２０１８
年修正)

１.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认定

(１)使用伪造的信用卡、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
领的信用卡、作废的信用卡或者冒用他人信用卡ꎬ进
行信用卡诈骗活动ꎬ数额在 ５０００ 元以上不满 ５ 万元
的ꎬ应当认定为 «刑法» 第 １９６ 条规定的 “数额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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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ꎻ数额在 ５ 万元以上不满 ５０ 万元的ꎬ应当认定为

«刑法»第 １９６ 条规定的“数额巨大”ꎻ数额在 ５０ 万

元以上的ꎬ应当认定为«刑法»第 １９６ 条规定的“数
额特别巨大”ꎮ

(２)恶意透支ꎬ数额在 ５ 万元以上不满 ５０ 万元
的ꎬ应当认定为 «刑法» 第 １９６ 条规定的 “数额较
大”ꎻ数额在 ５０ 万元以上不满 ５００ 万元的ꎬ应当认定

为«刑法»第 １９６ 条规定的“数额巨大”ꎻ数额在 ５００
万元以上的ꎬ应当认定为«刑法»第 １９６ 条规定的

“数额特别巨大”ꎮ
恶意透支的数额ꎬ是指公安机关刑事立案时尚

未归还的实际透支的本金数额ꎬ不包括利息、复利、
滞纳金、手续费等发卡银行收取的费用ꎮ 归还或者

支付的数额ꎬ应当认定为归还实际透支的本金ꎮ
恶意透支数额较大ꎬ在提起公诉前全部归还或

者具有其他情节轻微情形的ꎬ可以不起诉ꎻ在一审判

决前全部归还或者具有其他情节轻微情形的ꎬ可以

免予刑事处罚ꎮ 但是ꎬ曾因信用卡诈骗受过两次以

上处罚的除外ꎮ
∥发卡银行违规以信用卡透支形式变相发放贷

款ꎬ持卡人未按规定归还的ꎬ不适用«刑法»第 １９６
条“恶意透支”的规定ꎮ 构成其他犯罪的ꎬ以其他犯

罪论处ꎮ

２. «刑法»第 １９６ 条第 １ 款第 ３ 项所称“冒用他

人信用卡”ꎬ包括以下情形:
(１)拾得他人信用卡并使用的ꎻ∥包含拾得他

人信用卡并在自动柜员机(ＡＴＭ)上使用的ꎮ
(２)骗取他人信用卡并使用的ꎻ
(３)窃取、收买、骗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

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ꎬ并通过互联网、通讯终端等使
用的ꎻ

(４)其他冒用他人信用卡的情形ꎮ

３.恶意透支的含义及相关规定

恶意透支是指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ꎬ超过

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ꎬ经发卡银行２ 次有效
催收后超过 ３ 个月仍不归还的ꎮ

∥对于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ꎬ应当综合持卡

人信用记录、还款能力和意愿、申领和透支信用卡的

状况、透支资金的用途、透支后的表现、未按规定还

款的原因等情节作出判断ꎮ 不得单纯依据持卡人未

按规定还款的事实认定非法占有目的ꎮ
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ꎬ应当认定为«刑法»第

１９６ 条第 ２ 款规定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ꎬ但有证

据证明持卡人确实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除外:
(１)明知没有还款能力而大量透支ꎬ无法归

还的ꎻ

(２)使用虚假资信证明申领信用卡后透支ꎬ无
法归还的ꎻ

(３)透支后通过逃匿、改变联系方式等手段ꎬ逃
避银行催收的ꎻ

(４)抽逃、转移资金ꎬ隐匿财产ꎬ逃避还款的ꎻ
(５)使用透支的资金进行犯罪活动的ꎻ
(６)其他非法占有资金ꎬ拒不归还的情形ꎮ
催收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ꎬ应当认定为本解释

规定的“有效催收”:
(１) 在透支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后

进行ꎻ
(２)催收应当采用能够确认持卡人收悉的方

式ꎬ但持卡人故意逃避催收的除外ꎻ
(３)２ 次催收至少间隔 ３０ 日ꎻ
(４)符合催收的有关规定或者约定ꎮ
∥对于是否属于有效催收ꎬ应当根据发卡银行

提供的电话录音、信息送达记录、信函送达回执、电
子邮件送达记录、持卡人或者其家属签字以及其他

催收原始证据材料作出判断ꎮ 发卡银行提供的相关

证据材料ꎬ应当有银行工作人员签名和银行公章ꎮ

４. 使用 ＰＯＳ 机违规向信用卡持卡人提现的

认定

违反国家规定ꎬ使用销售点终端机具(ＰＯＳ 机)
等方法ꎬ以虚构交易、虚开价格、现金退货等方式向

信用卡持卡人直接支付现金ꎬ情节严重的ꎬ应当依据

«刑法»第 ２２５ 条的规定ꎬ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ꎮ
实施上述行为ꎬ数额在 １００ 万元以上的ꎬ或者造

成金融机构资金 ２０ 万元以上逾期未还的ꎬ或者造成

金融机构经济损失 １０ 万元以上的ꎬ应当认定为«刑
法»第 ２２５ 条规定的“情节严重”ꎻ数额在 ５００ 万元

以上的ꎬ或者造成金融机构资金 １００ 万元以上逾期

未还的ꎬ或者造成金融机构经济损失 ５０ 万元以上

的ꎬ应当认定为«刑法»第 ２２５ 条规定的“情节特别

严重”ꎮ
单位犯上述规定的犯罪的ꎬ定罪量刑标准依照

上述规定执行ꎮ
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ꎬ采用上述方式恶意

透支ꎬ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ꎬ依照«刑法»第 １９６ 条
的规定ꎬ以信用卡诈骗罪定罪处罚ꎮ

５.单位实施本解释规定的行为ꎬ适用本解释规

定的相应自然人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

◎{单 ２０１７. １３[７]}下列选项中ꎬ属于信用卡诈

骗罪中冒用他人信用卡情形的是( )①ꎮ Ａ. 盗

９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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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他人信用卡并使用ꎻＢ. 使用作废的信用卡ꎻＣ. 使
用伪造的信用卡ꎻＤ. 拾得他人信用卡并使用

　 　 (四)法定刑:参见«刑法»第 １９６ 条ꎮ

　 　 二十、保险诈骗罪【案例】
の第 １９８ 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ꎬ进行保险诈骗

活动ꎬ数额较大的ꎬ处５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ꎬ
并处 １ 万元以上 １０ 万元以下罚金ꎻ数额巨大或者有
其他严重情节的ꎬ处５ 年以上 １０ 年以下有期徒刑ꎬ
并处 ２ 万元以上 ２０ 万元以下罚金ꎻ数额特别巨大或

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ꎬ处１０ 年以上有期徒刑ꎬ
并处 ２ 万元以上 ２０ 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１)投保人故意虚构保险标的ꎬ骗取保险金的ꎻ
(２)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发生的保

险事故编造虚假的原因或者夸大损失的程度ꎬ骗取

保险金的ꎻ
(３)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编造未曾发

生的保险事故ꎬ骗取保险金的ꎻ
(４)投保人、被保险人故意造成财产损失的保

险事故ꎬ骗取保险金的ꎻ
(５)投保人、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

残或者疾病ꎬ骗取保险金的ꎮ
有前款第 ４ 项、第 ５ 项所列行为ꎬ同时构成其他

犯罪的ꎬ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ꎮ
单位犯第一款罪的ꎬ对单位判处罚金ꎬ并对其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ꎬ处５ 年以
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ꎻ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
节的ꎬ处５ 年以上 １０ 年以下有期徒刑ꎻ数额特别巨
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ꎬ处１０ 年以上有期

徒刑ꎮ
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故意提

供虚假的证明文件ꎬ为他人诈骗提供条件的ꎬ以保险
诈骗的共犯论处ꎮ

　 　 (一)概念和构成特征

本罪指违反保险法规ꎬ以非法占有为目的ꎬ进行

保险诈骗活动ꎬ数额较大的行为ꎮ

１.简述保险诈骗罪的特征

(１)侵犯客体:国家的保险制度和保险人的财

产所有权ꎮ
(２)客观方面:违反保险法规ꎬ采取虚构保险标

的、保险事故或者制造保险事故等方法ꎬ骗取较大数

额保险金的行为ꎮ
(３)犯罪主体:个人和单位ꎬ具体指投保人、被

保险人、受益人ꎮ
(４)主观方面表现:故意ꎬ并具有非法占有保险

金之目的ꎮ

２.保险诈骗的五种行为方式

(１)财产投保人故意虚构保险标的ꎬ骗取保险

金的ꎮ
保险标的是指作为保险对象的物质财富及其有

关利益、人的生命、健康或有关利益ꎮ 故意虚构保险

标的是指在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时ꎬ故意捏造根

本不存在的保险对象ꎬ为日后编造保险事故骗取保

险金ꎮ
(２)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发生的保

险事故编造虚假的原因或者夸大损失的程度ꎬ骗取

保险金的ꎮ
(３)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编造未曾发

生的保险事故ꎬ骗取保险金的ꎮ
(４)投保人、被保险人故意造成财产损失的保

险事故ꎬ骗取保险金的ꎮ
这是指在保险合同期内ꎬ人为地制造保险事故ꎬ

造成财产损失ꎬ以便骗取保险金ꎮ
(５)投保人、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

残或者疾病ꎬ骗取保险金的ꎮ
这是指在人身保险中ꎬ为骗取保险金ꎬ制造赔偿

条件ꎬ故意采用不法手段ꎬ造成被保险人的伤亡或

疾病ꎮ
行为人具备上述五种行为方式之一ꎬ骗取保险

金数额较大的ꎬ构成保险诈骗罪ꎮ

３.考点解析

(１)投保人是指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ꎬ并按

照保险合同负有支付保险费义务的人ꎮ
(２)被保险人是指其财产或者人身受保险合同

保障ꎬ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ꎬ投保人本人或者投保

人指定的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ꎬ可以是被保险人ꎮ
(３)受益人是指人身保险合同中由被保险人或

者投保人指定的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ꎬ投保人、被
保险人可以是受益人ꎮ

(４)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故

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ꎬ为他人诈骗提供条件的ꎬ以保

险诈骗的共犯论处ꎮ («刑法»第 １９８ 条第 ４ 款)

　 　 (二)认定

１.划清保险诈骗罪与非罪行为的界限

关键在于骗取保险金的数额是否达到了较大ꎮ
行为人已经着手实施保险诈骗行为ꎬ由于其意志以

外的原因未能获得保险赔偿的ꎬ是诈骗未遂ꎬ情节严

重的ꎬ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ꎮ

２.认定保险诈骗罪中涉及有关犯罪的问题

行为人为了达到骗取保险金的目的ꎬ故意以纵
火、杀人、伤害、传播传染病、虐待、遗弃等行为方式

０４１

科
教
园
法
硕

法硕学长答疑QQ群:887455768        加微信号kjyedu免费领取《法硕必备法条》电子版



制造财产损失ꎬ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的结果ꎬ骗
取保险金的ꎬ应当以保险诈骗罪和行为构成的其他
犯罪数罪并罚ꎮ

◎{单 ２０１７. ２０}甲以自己为受益人给妻子购买

了人身意外伤害险ꎬ后设计杀害了妻子ꎬ并以妻子意

外死亡为由ꎬ申请并获得保险金 ８０ 万元ꎮ 甲的行为

应该认定为( )①ꎮ Ａ. 合同诈骗罪一罪ꎻＢ. 保险

诈骗罪和故意杀人罪ꎻＣ. 故意杀人罪一罪ꎻＤ. 保险

诈骗罪一罪

◎{单 ２０１３. １４}甲为自己的厂房投保后ꎬ指使

他人放火烧毁厂房ꎬ结果殃及附近民房ꎬ之后骗取了

保险金ꎮ 对甲的行为( )②ꎮ Ａ. 应以放火罪论

处ꎻＢ. 应以放火罪和保险诈骗罪数罪并罚ꎻＣ. 应以

保险诈骗罪论处ꎻＤ. 应按牵连犯理论以放火罪从重

处罚

　 　 (三)法定刑:参见«刑法»第 １９８ 条ꎮ

第 ６ 小节　 危害税收征管罪

　 　 二十一、逃税罪▲
の第 ２０１ 条 纳税人采取欺骗、隐瞒手段进行

虚假纳税申报或者不申报ꎬ逃避缴纳税款数额较大
并且占应纳税额 １０％以上的ꎬ处 ３ 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拘役ꎬ并处罚金ꎻ数额巨大并且占应纳税额

３０％以上的ꎬ处 ３ 年以上 ７ 年以下有期徒刑ꎬ并处

罚金ꎮ
扣缴义务人采取前款所列手段ꎬ不缴或者少缴

已扣、已收税款ꎬ数额较大的ꎬ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ꎮ
对多次实施前两款行为ꎬ未经处理的ꎬ按照累计

数额计算ꎮ
有第 １ 款行为ꎬ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

后ꎬ补缴应纳税款ꎬ缴纳滞纳金ꎬ已受行政处罚的ꎬ不
予追究刑事责任ꎻ但是ꎬ５ 年内因逃避缴纳税款受过
刑事处罚或者被税务机关给予 ２ 次以上行政处罚的
除外ꎮ

の第 ２１１ 条 单位犯本节第 ２０１ 条、第 ２０３ 条、
第 ２０４ 条、第 ２０７ 条、第 ２０８ 条、第 ２０９ 条规定之罪

的ꎬ对单位判处罚金ꎬ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ꎬ依照各该条的规定处罚ꎮ

　 　 (一)概念

本罪指纳税人采取欺骗、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纳

税申报或者不申报ꎬ逃避缴纳税款数额较大并且占

应纳税额 １０％以上或者扣缴义务人采取欺骗、隐瞒
手段ꎬ不缴或少缴已扣、已收税款ꎬ数额较大的行为ꎮ
∥此处不是关税ꎮ

◎{单 ２０１１. １９}下列行为中ꎬ构成逃税罪的是

( )③ꎮ Ａ. 甲采用暴力方法拒不缴纳税款 ２ 万

元ꎻＢ. 乙以逃避海关监管的方式偷逃海关关税 ５ 万

元ꎻＣ. 丙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ꎬ造成国家税款流失

２５ 万元ꎻＤ. 丁缴纳某批次货物税款 １０ 万元后ꎬ假报

该批次货物出口ꎬ骗取出口退税 ８ 万元

　 　 (二){法简 ２０１２. ３２}简述逃税罪的构成要件

１.答案要点

(１)逃税罪的客体是国家的税收征管制度ꎮ
(２)逃税罪客观方面表现有两种:①纳税人采

取欺骗、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纳税申报或者不申报ꎬ逃
避缴纳税款数额较大并且占应纳税额 １０％ 以上的
行为ꎮ ②扣缴义务人采取欺骗、隐瞒手段ꎬ不缴或者
少缴已扣、已收税款ꎬ数额较大的行为ꎮ

(３)逃税罪的主体是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ꎬ既
可以是自然人ꎬ也可以是单位ꎮ

(４)逃税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ꎬ并具有逃避履
行纳税义务ꎬ谋取非法利益的目的ꎮ

２.考点解析

(１)多次逃税数额较大未经处理的ꎬ按累计数

额计算ꎮ 对初次逃税ꎬ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

知后ꎬ补缴应纳税款ꎬ缴纳滞纳金ꎬ已受行政处罚的ꎬ
不予追究刑事责任ꎻ但是ꎬ５ 年内因逃税受过刑事处

罚或者被税务机关给予 ２ 次处罚的除外ꎮ
(２)纳税人ꎬ即纳税义务人ꎬ是指按照税收征管

的一系列法律规定ꎬ有义务向国家纳税的个人和企

事业单位ꎮ 扣缴义务人ꎬ是指根据税收征管法律的

规定ꎬ负有代扣代缴义务的单位和个人ꎬ具体包括代

扣代缴义务人和代收代缴义务人ꎮ

　 　 (三)认定

１.划清逃税罪与非罪行为的界限

(１)符合税收征管法律、法规的避税行为ꎬ既不

是违法行为ꎬ也不是犯罪行为ꎬ不构成逃税罪ꎮ
(２)因无意识漏税或因过失造成漏税ꎬ因不具

有逃税罪要求的主观特征———故意ꎬ也没有采用逃

税的各种行为手段ꎬ所以不构成逃税罪ꎬ应按税务机

关规定及时补税以及进行必要的行政处罚ꎮ
(３)纳税人逃税行为构成犯罪ꎬ既需要逃税数

额较大ꎬ也要求其逃税数额达到应纳税额的 １０％ 以

上ꎬ这两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ꎮ 虽系故意逃税行为ꎬ
但情节未达到逃税罪要求的法定情节ꎬ如数额、比例

标准等情节未达法定要求的ꎬ不构成逃税罪ꎬ应按一

１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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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违反税法的行为ꎬ给予行政处罚ꎮ
(４)扣缴义务人不缴、少缴已扣、已收税款ꎬ只

需要数额较大ꎮ

２.逃避缴纳税款ꎬ有下列情形之一的ꎬ应追究行

为人逃税罪的刑事责任

(１)纳税人采取欺骗、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纳税

申报或者不申报ꎬ逃避缴纳税款ꎬ数额在 ５ 万元以上

并且占各税种应纳税总额 １０％ 以上ꎬ经税务机关依

法下达追缴通知后ꎬ不补缴应纳税款、不缴纳滞纳金

或者不接受行政处罚的ꎻ
(２)纳税人 ５ 年内因逃避缴纳税款受过刑事处

罚或者被税务机关给予 ２ 次以上行政处罚ꎬ又逃避

缴纳税款ꎬ数额在 ５ 万元以上并且占各税种应纳税

总额 １０％以上的ꎻ
(３)扣缴义务人采取欺骗、隐瞒手段ꎬ不缴或者

少缴已扣、已收税款ꎬ数额在 ５ 万元以上的ꎮ
纳税人在公安机关立案后再补缴应纳税款、缴

纳滞纳金或者接受行政处罚的ꎬ不影响刑事责任的

追究ꎮ

　 　 (四)法定刑:参见«刑法»第 ２０１、２１１ 条ꎮ

　 　 二十二、抗税罪

の第 ２０２ 条 以暴力、威胁方法拒不缴纳税款

的ꎬ处３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ꎬ并处拒缴税款 １
倍以上 ５ 倍以下罚金ꎻ情节严重的ꎬ处３ 年以上 ７ 年
以下有期徒刑ꎬ并处拒缴税款 １ 倍以上 ５ 倍以下
罚金ꎮ

　 　 (一)概念

本罪指纳税人以暴力、威胁方法拒不缴纳税款

的行为ꎮ ∥暴力含轻伤ꎮ

　 　 (二)构成特征

(１)侵犯客体是复杂客体ꎬ既破坏了国家对税

收的管理秩序ꎬ又侵犯了依法征税的税务人员的人

身权利ꎮ
(２)客观方面表现为采用暴力、威胁方法拒不

缴纳税款的行为ꎮ 被侵害的对象是依法征管税收的

税务工作人员ꎮ
(３)犯罪主体是纳税人中的个人ꎬ单位不构成

抗税罪ꎮ
(４)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ꎬ目的在于抗拒缴纳

税款ꎮ
名词解析:
(１)暴力方法ꎬ是指对税务人员的身体实行强

制和对税务机关的暴力冲击ꎬ如暴力围攻、殴打、捆
绑、禁闭税务人员ꎬ公开抗拒纳税ꎬ或者对税务机关

打砸、冲击、如砸坏征税工作车辆ꎬ公然抗拒纳税ꎮ
(２)威胁方法ꎬ是指对税务人员的精神实行强

制ꎬ如以杀害、伤害、威胁税务人员本人或以杀害、伤
害税务人员的家属来威胁税务人员ꎬ使之因受恫吓

无法履行正常的征税职责ꎬ行为人从而达到抗拒纳

税之目的ꎮ

　 　 (三)认定

１.划清抗税罪与非罪行为的界限

区分的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采用了暴力或者威
胁的方法抗拒纳税ꎬ如果行为人采用的是暴力、威胁

方法以外的其他方法拖欠税款的ꎬ不构成抗税罪ꎮ
以暴力、威胁方法拒不缴纳税款ꎬ涉嫌下列情形

之一的ꎬ应予立案追诉:
(１)造成税务工作人员轻微伤以上的ꎻ
(２)以给税务工作人员及其亲友的生命、健康、

财产等造成损害为威胁ꎬ抗拒缴纳税款的ꎻ
(３)聚众抗拒缴纳税款的ꎻ
(４)以其他暴力、威胁方法拒不缴纳税款的ꎮ
故意伤害造成轻伤构成本罪ꎮ 对于行为人未达

到暴力、威胁程度ꎬ情节轻微的ꎬ不应以抗税罪论处ꎮ

２.划清抗税罪与因在抗税行为中使用暴力手段

导致其他犯罪发生的界限

(１)如果在暴力抗税中故意致税务人员重伤、
死亡的ꎬ应当按照犯罪性质发生了转化的情况认定ꎬ
如构成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ꎬ按照转化后的犯罪
定性处罚ꎮ

(２)如果在暴力抗税中因过失致税务人员重
伤、死亡的ꎬ可依情节严重的抗税罪论处ꎬ过失罪中

不存在转化罪问题ꎮ

３.与纳税人或者扣缴义务人共同实施抗税行为

的ꎬ以抗税罪的共犯依法处罚

◎{法多 ２０１６. ２３}下列选项中ꎬ应以抗税罪定罪

处罚的有( )①ꎮ Ａ. 甲动手殴打向自己催缴税款

的税务人员常某ꎬ致其重伤ꎻＢ. 乙用刀扎破税务人员

吴某的汽车轮胎ꎬ威胁其不要对自己的公司征税ꎻ
Ｃ. 丙以加害税务人员赵某之子相威胁ꎬ要求赵某免

除丙所在单位的税款ꎻＤ. 丁对自己应缴纳税款的数

额有异议ꎬ在争执过程中推搡了税务人员王某

◎{单 ２０１０. ２０}下列行为中ꎬ应以抗税罪定罪

处罚的是( )②ꎮ Ａ. 企业负责人甲指使财务人

员拒不进行纳税申报ꎻＢ. 公司经理乙在税务人员来

征缴税款时指使职工暴力抗拒ꎬ致该税务人员重伤ꎻ
Ｃ. 公司财务人员丙在税务人员来征缴税款时将账

２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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簿隐藏起来ꎬ拒不交出ꎻＤ. 企业负责人丁在税务人

员来征缴税款时拒绝缴纳ꎬ并指使职工砸坏征税工

作车辆

　 　 (四)法定刑:参见«刑法»第 ２０２ 条ꎮ

　 　 二十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

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

の第 ２０５ 条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
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ꎬ处３ 年以
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ꎬ并处 ２ 万元以上 ２０ 万元以下

罚金ꎻ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ꎬ
处３ 年以上 １０ 年以下有期徒刑ꎬ并处 ５ 万元以上 ５０
万元以下罚金ꎻ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
严重情节的ꎬ处１０ 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ꎬ并
处 ５ 万元以上 ５０ 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ꎮ

单位犯本条规定之罪的ꎬ对单位判处罚金ꎬ并对

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ꎬ处３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ꎻ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或

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ꎬ处３ 年以上 １０ 年以下有期徒

刑ꎻ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的ꎬ处１０ 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ꎮ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

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ꎬ是指有为他人虚开、为自
己虚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介绍他人虚开行为之
一的ꎮ

　 　 (一)概念

本罪指违反国家发票管理、增值税征收管理的

法规ꎬ实施虚假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
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行为ꎮ

“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ꎬ是指除增

值税专用发票以外的ꎬ具有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功能

的收付款凭证或者完税凭证ꎮ

　 　 (二)构成特征

(１)侵犯客体:国家关于增值税专用发票和其

他专用发票的管理制度ꎮ
(２)客观方面: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

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行为ꎮ
本罪实际上是两种行为:一是虚假开具增值税专用

发票ꎻ二是虚假开具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

其他发票ꎮ
虚开的具体行为方式包括为他人虚开、为自己

虚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介绍他人虚开四种ꎮ 行为

人具备上述四种行为之一的ꎬ即成立本罪ꎮ
(３)犯罪主体:个人和单位ꎮ
(４)主观方面:故意ꎮ

考点解析:
增值税专用发票是指以商品或者劳动增值额为

征税对象ꎬ并具有直接抵扣税款功能的专门用于增

值税的收付款凭证ꎮ
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是指

除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外的普通发票中ꎬ具有同增值

税专用发票相同的功能的ꎬ可以用于骗取出口退税、
抵扣税款的发票ꎮ

虚开行为是指没有货物购销或者没有提供或接

受应税劳务而开具上述发票ꎬ或者虽有货物购销或

者提供或接受了应税劳务但开具内容不实的上述

发票ꎮ
◎{多 ２０１０. ２３}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行为

方式有( )①ꎮ Ａ. 为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ꎻ
Ｂ. 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ꎻＣ. 让他人为自己虚

开增值税专用发票ꎻＤ. 介绍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

发票

　 　 (三)认定

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款、
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行为中ꎬ只限虚假开具上述

发票的行为ꎬ不包含逃税骗取出口退税的行为ꎮ 如

系同一个行为人ꎬ为逃税骗取出口退税ꎬ而虚开用于

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的ꎬ构成本罪与逃税

罪、骗取出口退税罪的牵连犯ꎬ应从一重处断ꎮ 虚开

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

税款的其他发票ꎬ虚开的税款数额在 １ 万元以上或

者致使国家税款被骗数额在 ５０００ 元以上的ꎬ应予立

案追诉ꎮ

　 　 (四)法定刑:参见«刑法»第 ２０５ 条ꎮ

第 ７ 小节　 侵犯知识产权罪

の第 ２２０ 条　 单位犯本节第 ２１３ 条至第 ２１９ 条

之一规定之罪的ꎬ对单位判处罚金ꎬ并对其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ꎬ依照本节各该条

的规定处罚ꎮ
侵犯知识产权罪的主体均可由单位构成ꎮ
单位实施«刑法»第 ２１３ 条至第 ２１９ 条规定的行

为ꎬ按照本解释规定的相应个人犯罪的定罪量刑标

准的 ３ 倍定罪量刑ꎮ 明知他人实施本罪ꎬ而为其提

供贷款、资金、账号、发票、证明、许可证件ꎬ或者提供

生产、经营场所或者运输、储存、代理进出口等便利

条件、帮助的ꎬ以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共犯论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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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假冒注册商标罪【叙明罪状】
の第 ２１３ 条 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ꎬ在同

一种商品、服务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ꎬ情
节严重的ꎬ处 ３ 年以下有期徒刑ꎬ并处或者单处罚

金ꎻ情节特别严重的ꎬ处 ３ 年以上 １０ 年以下有期徒

刑ꎬ并处罚金ꎮ
∥以假冒注册商标的方法生产、销售伪劣产品

的行为ꎬ具有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之间的牵连关系ꎬ
如果两个行为分别构成犯罪ꎬ应依照处罚较重的规
定定罪处罚ꎮ 如果只有一个行为构成犯罪ꎬ而另一

个行为不构成犯罪ꎬ则依照构成犯罪的行为定罪

处罚ꎮ

　 　 (一)概念和构成特征

本罪指违反国家商标管理法规ꎬ未经注册商标

所有人许可ꎬ在同一种商品、服务上使用与其注册商

标相同的商标ꎬ情节严重的行为ꎮ
构成特征:(１)侵犯客体:他人的注册商标专用

权和国家的商标管理制度ꎮ
(２)客观方面:略ꎮ
(３)犯罪主体:个人和单位ꎮ
(４)主观方面:故意ꎮ

　 　 (二)认定

１.罪与非罪

(１)被假冒的商标必须是经国家商标局管理机

关注册的商标ꎬ未经注册的商标不在刑法保护的
范围ꎻ

(２)一般的商标侵权行为不构成犯罪ꎬ只有当

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行为达到情节严重时才成立

本罪ꎮ
违反商标管理法是本罪成立的前提ꎬ“情节严

重”是指具有下列情形之一:①非法经营数额在 ５
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 ３ 万元以上的ꎻ②假
冒 ２ 种以上注册商标ꎬ非法经营数额在 ３ 万元以上
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 ２ 万元以上的ꎻ③其他情节严

重的情形ꎮ ∥在计算制造、储存、运输和未销售的假

冒注册商标侵权产品价值时ꎬ对于已经制作完成但

尚未附着(含加贴)或者尚未全部附着(含加贴)假
冒注册商标标识的产品ꎬ如果有确实、充分证据证明

该产品将假冒他人注册商标ꎬ其价值计入非法经营

数额ꎮ

２.司法解释

“相同的商标”是指与被假冒的注册商标完全
相同ꎬ或者与被假冒的注册商标在视觉上基本无差
别、足以使公众产生误导的商标ꎮ

“使用”是指将注册商标或者假冒的注册商标

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以及产品说明书、商品

交易文书ꎬ或者将注册商标或者假冒的注册商标用

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等行为ꎮ
“同一种商品”的认定:名称相同的商品以及名

称不同但指同一事物的商品ꎬ可以认定为“同一种

商品”ꎮ “名称”是指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

在商标注册工作中对商品使用的名称ꎮ “名称不同

但指同一事物的商品”是指在功能、用途、主要原

料、消费对象、销售渠道等方面相同或者基本相同ꎬ
相关公众一般认为是同一种事物的商品ꎮ 认定“同
一种商品”ꎬ应当在权利人注册商标核定使用的商

品和行为人实际生产销售的商品之间进行比较ꎮ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ꎬ可以认定为“与其注册

商标相同的商标”:
(１)改变注册商标的字体、字母大小写或者文

字横竖排列ꎬ与注册商标之间基本无差别的ꎻ
(２)改变注册商标的文字、字母、数字等之间的

间距ꎬ与注册商标之间基本无差别的ꎻ
(３)改变注册商标颜色ꎬ不影响体现注册商标

显著特征的ꎻ
(４)在注册商标上仅增加商品通用名称、型号

等缺乏显著特征要素ꎬ不影响体现注册商标显著特

征的ꎻ
(５)与立体注册商标的三维标志及平面要素基

本无差别的ꎻ
(６)其他与注册商标基本无差别、足以对公众

产生误导的商标ꎮ
实施«刑法»第 ２１３ 条规定的假冒注册商标犯

罪ꎬ又销售该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ꎬ构成犯罪的ꎬ应
当依照假冒注册商标罪定罪处罚ꎮ

实施«刑法»第 ２１３ 条规定的假冒注册商标犯
罪ꎬ又销售明知是他人的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ꎬ构成
犯罪的ꎬ应当实行数罪并罚ꎮ

◎{多 ２０１１. ４５}甲伪造食盐专营许可证ꎬ从盐

业公司购进 ３０ 吨食盐进行销售ꎮ 同时ꎬ还从一非法

生产者处购进明知系假冒某注册商标的非碘盐ꎬ冒
充碘盐进行销售ꎬ销售金额达 ３０ 万元ꎮ 关于本案ꎬ
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有( )①ꎮ Ａ. 甲的行为构成

非法经营罪ꎻＢ. 甲的行为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ꎻ
Ｃ. 甲的行为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ꎻＤ. 甲伪造国家机

关证件的行为与非法经营的行为具有牵连关系

　 　 (三)法定刑:参见«刑法»第 ２１３、２２０ 条ꎮ
の第 ２１４ 条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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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ꎬ违法所得数额较

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ꎮ
の第 ２１５ 条　 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

商标标识罪是指伪造、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

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ꎬ情节严重

的行为ꎮ ∥可用于选择项ꎬ了解ꎮ

　 　 二十五、侵犯著作权罪
の第 ２１７ 条 以营利为目的ꎬ有下列侵犯著作

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情形之一ꎬ违法所得

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ꎬ处 ３ 年以下有期

徒刑ꎬ并处或者单处罚金ꎻ违法所得数额巨大或者有

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ꎬ处 ３ 年以上 １０ 年以下有期徒

刑ꎬ并处罚金:
(１)未经著作权人许可ꎬ复制发行、通过信息网

络向公众传播其文字作品、音乐、美术、视听作品、计
算机软件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作品的ꎻ

(２)出版他人享有专有出版权的图书的ꎻ
(３)未经录音录像制作者许可ꎬ复制发行、通过

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制作的录音录像的ꎻ
(４)未经表演者许可ꎬ复制发行录有其表演的

录音录像制品ꎬ或者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表
演的ꎻ

(５)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美术作品的ꎻ
(６)未经著作权人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

许可ꎬ故意避开或者破坏权利人为其作品、录音录像
制品等采取的保护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
的技术措施的ꎮ

　 　 (一)概念和特征

侵犯著作权罪指以营利为目的ꎬ侵犯他人著作
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ꎬ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

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ꎮ
简述侵犯著作权罪的构成特征ꎮ
(１)侵犯客体:著作权人的著作权和国家关于

著作权的管理制度ꎮ 犯罪对象是他人受«著作权

法»保护的合法作品ꎮ
(２)客观方面: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

的权利ꎬ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行为ꎮ
∥侵犯著作权罪的 ６ 种行为方式ꎬ参见第

２１７ 条ꎮ
(３)犯罪主体:个人和单位ꎮ
(４)主观方面:故意ꎬ并且具有营利的目的ꎮ

　 　 (二)认定

１.罪与非罪

应当从两个方面考察:(１)行为人侵犯他人著

作权的非法所得达到数额较大或者具有刑法所规定

的严重情节ꎮ (２)行为人主观上具有营利的目的ꎮ
否则属于一般的侵权行为ꎮ

２.本罪与彼罪

侵犯著作权罪的犯罪对象只能是他人受«著作
权法»保护的合法作品ꎮ

(１)以营利为目的盗版发行明知载有煽动分裂

国家、破坏国家统一或者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

会主义制度内容的作品的ꎬ则成立煽动分裂国家罪

或者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ꎬ不构成侵犯著作权罪ꎮ
(２)以营利为目的盗版发行明知是公然侮辱他

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内容的作品ꎬ情节严重的ꎬ
应以侮辱罪或者诽谤罪定罪处罚ꎮ

(３)盗版发行明知是歧视、侮辱少数民族内容

的作品ꎬ情节恶劣的ꎬ以出版歧视、侮辱少数民族作

品罪定罪处罚ꎮ
(４)非法出版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的其他作品

的ꎬ应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ꎮ

　 　 (三)法定刑:参见«刑法»第 ２１７、２２０ 条ꎮ

　 　 二十六、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第 ２１８、２２０
条)(新修)

の第 ２１８ 条 以营利为目的ꎬ销售明知是本法

第 ２１７ 条规定的侵权复制品ꎬ违法所得数额巨大或
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ꎬ处５ 年以下有期徒刑ꎬ并处或

者单处罚金ꎮ

　 　 (一)概念及构成要件

本罪指以营利为目的ꎬ违反著作权管理法规ꎬ明
知是侵权复制品而故意销售ꎬ违法所得数额巨大或
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的行为ꎮ

构成特征:
(１)侵犯客体:著作权人的著作权和著作权管

理制度ꎮ
(２)客观方面:明知是«刑法»第 ２１７ 条规定的

侵权复制品而进行销售ꎬ违法所得数额巨大或者有
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ꎮ

(３)犯罪主体:个人和单位ꎮ
(４)主观方面:故意ꎬ并具有营利的目的ꎮ
所谓“侵权复制品”包括侵权复制的文字作品、

音乐、电影、电视、录像作品、计算机软件及其他作

品、他人享有专有出版权的图书、录音录像制品、美
术作品等ꎮ

　 　 (二)认定

１.划清销售侵权复制品罪与非罪行为的界限

(１)客观上是否达到违法所得数额巨大的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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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ꎮ “违法所得数额巨大”是指违法所得数额在

１０ 万元以上的ꎮ
(２)主观上是否“明知”ꎬ即根据案件事实、证据

综合判断明知的存在ꎬ“以营利为目的”是主观方面

必备的要件ꎮ

２.划清一罪与数罪的界限

实施«刑法»第 ２１７ 条规定的侵犯著作权犯罪ꎬ
又销售该侵权复制品ꎬ构成犯罪的ꎬ应当以侵犯著作
权罪定罪处罚ꎮ 实施«刑法»第 ２１７ 条规定的侵犯

著作权犯罪ꎬ又销售明知是他人的侵权复制品ꎬ构成

犯罪的ꎬ应当实行数罪并罚ꎮ

　 　 (三)法定刑:参见«刑法»第 ２１８、２２０ 条ꎮ

　 　 二十七、侵犯商业秘密罪(«刑法»第 ２１９、
２２０ 条)

有下列侵犯商业秘密行为之一ꎬ情节严重的ꎬ处
３ 年以下有期徒刑ꎬ并处或者单处罚金ꎻ情节特别严
重的ꎬ处 ３ 年以上 １０ 年以下有期徒刑ꎬ并处罚金:

(１)以盗窃、贿赂、欺诈、胁迫、电子侵入或者其
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ꎻ

(２)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以前项手段
获取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ꎻ

(３)违反保密义务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
业秘密的要求ꎬ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
握的商业秘密的ꎮ

明知前款所列行为ꎬ获取、披露、使用或者允许
他人使用该商业秘密的ꎬ以侵犯商业秘密论ꎮ

本条所称权利人ꎬ是指商业秘密的所有人和经

商业秘密所有人许可的商业秘密使用人ꎮ

　 　 (一)概念和特征

本罪是指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等规范商业

秘密的法律规定ꎬ侵犯商业秘密ꎬ情节严重的行为ꎮ

１.简述侵犯商业秘密罪的构成特征

答题要点:(１)侵犯客体是商业秘密的权利人

对商业秘密的专有权和国家对商业秘密的管理

制度ꎮ
(２)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等

规范商业秘密的法律规定ꎬ侵犯商业秘密ꎬ情节严重

的行为ꎮ
(３)犯罪主体是个人和单位ꎬ包括商业秘密权

利人的竞争对手、第三者、有保密义务的个人和

单位ꎮ
(４)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ꎬ含直接故意和间接

故意ꎮ
∥掌握侵犯商业秘密的三种具体行为:见法条ꎮ

【选择】
◎{多 ２０１０. ２４}下列给商业秘密权利人造成重

大损 失 的 行 为 中ꎬ 构 成 侵 犯 商 业 秘 密 罪 的 有

( )①ꎮ Ａ. 以盗窃的方法获取他人商业秘密ꎻ
Ｂ. 以贿买的手段获取他人商业秘密ꎻＣ. 明知是他人

盗窃来的商业秘密而收买ꎻＤ. 违反保守商业秘密约

定ꎬ披露他人商业秘密

２.考点解析

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ꎬ能为权利人带
来经济效益ꎬ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
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ꎮ 商业秘密是一种无形
资产ꎮ

主观方面具体表现在认识因素上分明知和应知

两种情况:①明知ꎬ是指行为人确已认识到自己的行

为侵犯权利人的商业秘密或者确已认识到是他人通

过非法手段获取的商业秘密ꎮ ②应知ꎬ是指行为人

应当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侵犯权利人的商业秘密或者

是他人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的商业秘密ꎮ 在意志因素

上有希望和放任两种情形ꎮ 至于侵犯商业秘密的动

机则有各种ꎬ但不影响本罪的成立ꎮ

　 　 (二)认定

１.罪与非罪

行为人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达到情节严重的ꎬ
才构成犯罪ꎮ

２.司法解释

根据 ２０２０ 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三)»ꎬ对第 ２１９ 条规定术语进行了

认定:
采取非法复制、未经授权或者超越授权使用计

算机信息系统等方式窃取商业秘密的ꎬ应当认定为

“盗窃”ꎮ
以贿赂、欺诈、电子侵入等方式获取权利人的商

业秘密的ꎬ应当认定为“其他不正当手段”ꎮ
实施«刑法»第 ２１９ 条规定的行为ꎬ具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ꎬ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
(１)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损失数额或者因

侵犯商业秘密违法所得数额在 ３０ 万元以上的ꎻ
(２)直接导致商业秘密的权利人因重大经营困

难而破产、倒闭的ꎻ
(３)造成商业秘密的权利人其他重大损失的ꎮ
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损失数额或者因侵犯

商业秘密违法所得数额在 ２５０ 万元以上的ꎬ应当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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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造成特别严重后果”ꎮ

　 　 (三)法定刑:参见«刑法»第 ２１９、２２０ 条ꎮ

　 　 二十八、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

商业秘密罪【２０２１ 年新增】
の第 ２１９ 条之一　 为境外的机构、组织、人员窃

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商业秘密的ꎬ处 ５ 年以下有

期徒刑ꎬ并处或者单处罚金ꎻ情节严重的ꎬ处 ５ 年以

上有期徒刑ꎬ并处罚金ꎮ

１.概念和构成特征

本罪是指为境外的机构、组织、人员窃取、刺探、
收买、非法提供商业秘密的行为ꎮ

构成特征:
(１)侵犯客体是商业秘密的权利人对商业秘密

的专有权和国家对商业秘密的管理制度ꎮ
(２)客观方面表现为境外的机构、组织、人员窃

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商业秘密的行为ꎮ
(３)犯罪主体:一般主体ꎬ包括自然人和单位ꎮ
(４)主观方面:故意ꎮ

２.认定

本罪是行为犯ꎬ不要求达到情节严重ꎮ
注意本罪与为境外窃取、剌探、收买、非法提供

国家秘密、情报罪的区分ꎬ其侵犯客体、犯罪对象、客
观方面、犯罪主体不同ꎮ

注意本罪与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区分:其行为对

象、行为方式、犯罪既遂形态、量刑幅度不同ꎮ

３.法定刑:参见«刑法»第 ２１９ 条之一、第 ２２０ 条ꎮ

第 ８ 小节　 扰乱市场秩序罪

　 　 二十九、合同诈骗罪▲【案例分析】
の第 ２２４ 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ꎬ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ꎬ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ꎬ骗取对方当事人财

物ꎬ数额较大的ꎬ处 ３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ꎬ并

处或者单处罚金ꎻ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ꎬ
处 ３ 年以上 １０ 年以下有期徒刑ꎬ并处罚金ꎻ数额特

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ꎬ处 １０ 年以上有

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ꎬ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１)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

同的ꎻ
(２)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

产权证明作担保的ꎻ
(３)没有实际履行能力ꎬ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

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ꎬ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

和履行合同的ꎻ

(４)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

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ꎻ
(５)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ꎮ
の第 ２３１ 条 单位犯本节第 ２２１ 条至第 ２３０ 条

规定之罪的ꎬ对单位判处罚金ꎬ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ꎬ依照本节各该条的规

定处罚ꎮ

　 　 (一)概念和构成特征{案 ２００８. ５９}
本罪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ꎬ在签订、履行合同过

程中ꎬ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ꎬ数额较大的行为ꎮ

１.构成特征

(１)侵犯客体:国家对合同的管理制度、诚实信

用的市场经济秩序和合同当事人的财产所有权ꎮ
(２)客观方面: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ꎬ骗

取合同一方当事人的财物ꎬ数额较大的行为ꎮ
(３)犯罪主体:个人和单位ꎮ
(４)主观方面:故意ꎬ并且具有非法占有合同当

事人财物的目的ꎮ

２. «刑法»第 ２２４ 条规定的合同诈骗行为方式

５ 种合同诈骗行为方式参见法条(略)ꎬ行为人只

要实施«刑法»第 ２２４ 条规定的 ５ 种合同诈骗行为方式

之一ꎬ骗取合同当事人数额较大的财物的ꎬ即构成合同

诈骗罪ꎮ 数额较大的标准有赖司法解释做出规定ꎮ

　 　 (二)认定

１.划清合同诈骗罪与非罪行为的界限

(１)划清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的界限ꎬ区分

的关键在于考察行为人签订、履行合同的目的ꎻ
(２)区分合同诈骗罪与合同欺诈行为的界限ꎬ

合同诈骗罪的成立ꎬ关键是利用合同诈骗的财物达

到数额较大ꎮ

２.划清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界限

从本质上看ꎬ合同诈骗罪是广义的诈骗罪的一

种表现形式ꎬ二者是法条竞合关系ꎮ 按照特别法优

于普通法的原则ꎬ以合同的方式进行诈骗活动的ꎬ应
当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ꎮ

单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ꎬ诈骗贷款的ꎬ以合同诈

骗罪定罪处罚ꎮ

　 　 (三)法定刑:参见«刑法»第 ２２４、２３１ 条ꎮ
◎{多 ２０１４. ４３}下列行为中ꎬ应以合同诈骗罪

定罪处罚的有( )①ꎮ Ａ. 甲以虚构的单位与某

公司签订合同ꎬ骗取数额较大的财物后潜逃ꎻＢ. 乙
与电脑公司签订代销合同ꎬ在收到对方送来的代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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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后携带电脑潜逃ꎻＣ. 丙谎称手中有优质投资项

目ꎬ吸引公众投资ꎬ收取巨额投资款后挥霍一空ꎻ
Ｄ. 丁以假房产证作担保ꎬ与银行签订借款合同ꎬ骗
取巨款后购买豪车

　 　 三十、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の第 ２２４ 条之一　 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提供

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ꎬ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

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ꎬ并按照一定顺

序组成层级ꎬ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

计酬或者返利依据ꎬ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

参加ꎬ骗取财物ꎬ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的ꎬ
处５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ꎬ并处罚金ꎻ情节严重
的ꎬ处５ 年以上有期徒刑ꎬ并处罚金ꎮ

　 　 (一)概念和构成特征

本罪指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
活动为名ꎬ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
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ꎬ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ꎬ
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
依据ꎬ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ꎬ骗取财
物ꎬ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行为ꎮ

１.简述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构成特征

(１)侵犯客体:正常的经济社会秩序ꎮ
(２)客观方面: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行为ꎮ
(３)犯罪主体:特殊主体ꎬ即传销活动的组织

者、领导者ꎮ ∥本罪不包括一般参加者ꎮ
(４)主观方面:故意ꎮ 目的是骗取他人财物ꎮ

２.考点解析

(１)根据«刑法»第 ２２４ 条之一的规定ꎬ组织、领
导传销活动行为的具体表现由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组成:
①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ꎬ要求

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

加入资格ꎮ
②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ꎬ这是传销的组织结

构特点ꎮ
③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

者返利依据ꎬ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ꎬ
这是传销组织计酬方式特点ꎮ

④骗取财物ꎬ扰乱经济社会秩序ꎬ这是传销组织

进行活动的本质和危害ꎬ也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造

成的必然结果ꎮ
(２)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ꎬ是指在传销活

动中起组织、领导作用的发起人、决策人、操纵人ꎬ以
及在传销活动中担负策划、指挥、布置、协调等重要

职责或者在传销活动实施中起关键作用的人员ꎮ

∥下列人员可以认定为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
导者:

①在传销活动中起发起、策划、操纵作用的

人员ꎻ
②在传销活动中承担管理、协调等职责的人员ꎻ
③在传销活动中承担宣传、培训等职责的人员ꎻ
④曾因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受过刑事处罚ꎬ或者

一年以内因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受过行政处罚ꎬ又直

接或者间接发展参与传销活动人员在 １５ 人以上且

层级在三级以上的人员ꎻ
⑤其他对传销活动的实施、传销组织的建立、扩

大等起关键作用的人员ꎮ
∥以单位名义实施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犯罪的ꎬ

对于受单位指派ꎬ仅从事劳务性工作的人员ꎬ一般不

予追究刑事责任ꎮ
(３)“骗取财物”是指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

者采取编造、歪曲国家政策ꎬ虚构、夸大经营、投资、
服务项目及盈利前景ꎬ掩饰计酬、返利真实来源或者

其他欺诈手段ꎬ实施«刑法»第 ２２４ 条之一规定的行

为ꎬ从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费用或者购买商品、
服务的费用中非法获利的ꎬ应当认定为骗取财物ꎮ
参与传销活动人员是否认为被骗ꎬ不影响骗取财物

的认定ꎮ
◎{单 ２０１３. １０}２０１０ 年 ７ 月ꎬ甲成立了一公司ꎬ

宣称只要购买该公司 ９９９ 元的产品ꎬ便可成为“商务

代表”ꎬ获取发展人员资格ꎬ并以发展人员的数量支

付报酬ꎮ 甲共引诱 ２９８７ 人参加并形成了五级“销
售”网络ꎬ骗取财物总值 ２００ 余万元ꎮ 对甲的行为

( )①ꎮ Ａ. 应以诈骗罪定罪处罚ꎻＢ. 应以非法经

营罪定罪处罚ꎻＣ. 应以集资诈骗罪定罪处罚ꎻＤ. 应
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定罪处罚

◎{多 ２０１２. ４３}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中“传销

活动”的特征包括( )②ꎮ Ａ. 目的是骗取他人财

物ꎻＢ. 参加者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开展活动ꎻ
Ｃ. 计酬或者返利以参加者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ꎻ
Ｄ. 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

式获得加入资格

　 　 (二)认定

１.划清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与非罪行为的

界限

刑法设立该罪重点打击的是传销活动的组织

者、领导者ꎮ 一般的传销参与人员既是违法者ꎬ又是

受害者ꎬ其参与传销活动的行为不构成犯罪ꎬ给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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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处罚和教育ꎮ
传销组织内部参与传销活动人员在 ３０ 人以上

且层级在 ３ 级以上的ꎬ应当对组织者、领导者追究刑
事责任ꎮ ∥ ×组织、领导多个传销组织ꎬ单个或者多

个组织中的层级已达三级以上的ꎬ可将在各个组织

中发展的人数合并计算ꎮ 组织者、领导者形式上脱

离原传销组织后ꎬ继续从原传销组织获取报酬或者

返利的ꎬ原传销组织在其脱离后发展人员的层级数

和人数ꎬ应当计算为其发展的层级数和人数ꎮ 组织、
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中ꎬ确因客观条件的限制无

法逐一收集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的言辞证据的ꎬ可以

结合依法收集并查证属实的缴纳、支付费用及计酬、
返利记录ꎬ视听资料ꎬ传销人员关系图ꎬ银行账户交

易记录ꎬ互联网电子数据ꎬ鉴定意见等证据ꎬ综合认

定参与传销的人数、层级数等犯罪事实ꎮ
传销活动的组织者或者领导者通过发展人员ꎬ

要求传销活动的被发展人员发展其他人员加入ꎬ形
成上下线关系ꎬ并以下线的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

给付上线报酬ꎬ牟取非法利益的ꎬ是“团队计酬”式

传销活动ꎮ 以销售商品为目的、以销售业绩为计酬
依据的单纯的“团队计酬”式传销活动ꎬ不作为犯罪
处理ꎮ 形式上采取“团队计酬”方式ꎬ但实质上属于

“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的传

销活动ꎬ应当依照«刑法»第 ２２４ 条之一的规定ꎬ以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定罪处罚ꎮ

２.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与非法经营罪的界限

传销活动虽然具有非法经营的特征ꎬ但立法已

将这种行为单独进行了规定ꎬ就不得再对传销活动

以非法经营罪处理ꎮ

３.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ꎬ应当认定为«刑法»第
２２４ 条之一规定的“情节严重” ×

(１)组织、领导的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累计达 １２０
人以上的ꎻ

(２)直接或者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

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达 ２５０ 万元以上的ꎻ
(３)曾因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受过刑事处罚ꎬ或

者一年以内因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受过行政处罚ꎬ又
直接或者间接发展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累计达 ６０ 人

以上的ꎻ
(４)造成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精神失常、自杀等

严重后果的ꎻ
(５)造成其他严重后果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ꎮ

４.对于本罪中的拉人头传销与商品经营直销活

动中的多层次计酬之间应加以区别

虽然两者都采用多层次计酬的方式ꎬ但两者有

很大不同:
一是从是否缴纳入门费上区别ꎻ
二是从产品销售是否实际存在ꎬ商品定价是否

基本合理ꎬ有无退货保障等方面进行区别ꎻ
三是从人员的收入来源上看ꎬ是否从产品的销

售业绩中获得收入ꎻ
四是从组织存在和维系的条件来看ꎬ是否取决

于产品销售业绩和利润上进行区分ꎮ

５.以非法占有为目的ꎬ组织、领导传销活动ꎬ同
时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和集资诈骗罪的ꎬ依照
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ꎮ

６.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ꎬ并实施故意伤害、
非法拘禁、敲诈勒索、妨害公务、聚众扰乱社会秩序、
聚众冲击国家机关、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
序等行为ꎬ构成犯罪的ꎬ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ꎮ

　 　 (三)法定刑:参见«刑法»第 ２２４ 条之一ꎮ

　 　 三十一、非法经营罪【选择、案例】
の第 ２２５ 条 违反国家规定ꎬ有下列非法经营

行为之一ꎬ扰乱市场秩序ꎬ情节严重的ꎬ处５ 年以下
有期徒刑或者拘役ꎬ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 １ 倍以
上 ５ 倍以下罚金ꎻ情节特别严重的ꎬ处 ５ 年以上有期

徒刑ꎬ并处违法所得 １ 倍以上 ５ 倍以下罚金或者没

收财产:
(１)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

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的ꎻ
(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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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的ꎻ
(３)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

券、期货、保险业务的ꎬ或者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

业务的ꎻ
(４)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ꎮ

　 　 (一)概念和构成特征

本罪指违反国家规定ꎬ非法经营ꎬ扰乱市场秩
序ꎬ情节严重的行为ꎮ

１.构成特征

(１)侵犯客体:国家依法管理的市场秩序ꎮ
(２)客观方面:违反国家规定ꎬ非法经营ꎬ情节

严重的行为ꎮ
(３)犯罪主体:个人和单位ꎮ
(４)主观方面:故意ꎬ一般具有谋取非法经济利

益的目的ꎮ

２.考点解析

违反国家规定是指违反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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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法律和决定ꎬ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规定的行

政措施、发布的决定和命令ꎮ
有下列非法经营行为之一的ꎬ成立非法经营罪:
(１)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

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的ꎻ
(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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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的ꎻ
(３)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

券、期货、保险业务的ꎬ或者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

业务的ꎻ∥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指“地下钱

庄”非法秘密从事只有商业银行才能开展的通过银

行账户的资金转移实现收付的行为ꎮ
(４)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ꎮ

∥指除(１)(２) (３)以外的国家禁止的非法经营行

为ꎬ如哄抬物价行为、压价倾销行为、牟取暴利行

为等ꎮ
◎{多 ２０１８. ４３[２３]}在情节严重的情况下ꎬ下

列行为应认定为非法经营罪的有( )①ꎮ Ａ. 使
用伪造的药品经营许可证ꎬ非法经营药品ꎻＢ. 长期

以暴力手段强迫他人向自己借款ꎬ赚取利息ꎻＣ. 以
营利为目的ꎬ长期通过网络有偿提供删除信息服务ꎻ
Ｄ. 非法生产具备赌博功能的电子游戏机ꎬ供他人开

设赌场

　 　 (二)认定

１.罪与非罪的界限

只有非法经营行为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ꎬ才构

成非法经营罪ꎮ 情节严重一般应以较大的非法经营

数额和非法获利额为基础并综合考虑其他情节ꎬ如
屡次受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处罚仍不悔改、造成市场

秩序严重混乱、造成恶劣影响等ꎮ

２.与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的界限

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第 １６５ 条)ꎬ虽在行为上

有非法经营的特点ꎬ但是该罪限定为国有公司、企业

的董事、经理利用职务之便采取为自己或他人经营

与自己所任职公司、企业同类的营业的行为ꎬ侵害的

是国家对公司、企业的管理制度ꎮ 在犯罪主体、侵犯

客体、行为特征等主要方面均不同于非法经营罪ꎮ

３.金融、证券、基金、外汇、彩票

在国家规定的交易场所(指定银行和中国外汇

交易中心及其分中心)以外非法买卖外汇ꎬ扰乱市

场秩序ꎬ情节严重的(非法买卖外汇 ２０ 万美元以上

的或违法所得 ５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ꎬ依照非法经

营罪的规定定罪处罚ꎮ
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ꎬ违反有关外贸代理业

务的规定ꎬ采用非法手段ꎬ或者明知是伪造、变造的

凭证、商业单据ꎬ为他人向外汇指定银行骗购外汇ꎬ
数额在 ５００ 万美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 ５０ 万

元人民币以上的ꎬ按照非法经营罪的规定定罪处罚ꎮ
居间介绍骗购外汇 １００ 万美元以上或者违法所

得 １０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ꎬ按照刑法非法经营罪的规

定定罪处罚ꎮ
未经国家批准擅自发行、销售彩票ꎬ构成犯罪

的ꎬ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ꎮ
任何单位和个人经营证券业务ꎬ必须经证监会

批准ꎮ 未经批准的ꎬ属于非法经营证券业务ꎬ应予以

取缔ꎻ涉嫌犯罪的ꎬ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ꎮ
对于中介机构非法代理买卖非上市公司股票ꎬ

涉嫌犯罪的ꎬ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ꎻ所代理的

非上市公司涉嫌擅自发行股票ꎬ构成犯罪的ꎬ以擅自

发行股票罪追究刑事责任ꎮ
违反国家规定ꎬ未经依法核准擅自发行基金份

额募集基金ꎬ情节严重的ꎬ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ꎮ

×４.非法出版

违反国家规定ꎬ出版、印刷、复制、发行淫秽物品

等以外的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扰乱市场秩序的

非法出版物ꎬ情节严重的ꎬ依照非法经营罪的规定定

罪处罚ꎮ
非法从事出版物的出版、印刷、复制、发行业务ꎬ

严重扰乱市场秩序ꎬ情节特别严重ꎬ构成犯罪的ꎬ以
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ꎮ

出版单位与他人事前通谋ꎬ向其出售、出租或者

以其他形式转让该出版单位的名称、书号、刊号、版
号ꎬ为他人非法经营提供便利的ꎬ对该出版单位应当

以共犯论处ꎮ

５.烟草与药品

违反国家烟草专卖管理法律法规ꎬ未经烟草专

卖行政主管部门许可ꎬ无烟草专卖生产企业许可证、
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许可证、特种烟草专卖经营企业

许可证、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等许可证明ꎬ非法经营

烟草专卖品ꎬ情节严重的ꎬ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ꎮ
未取得药品生产、经营许可证件和批准文号ꎬ非

法生产、销售盐酸克仑特罗等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

用水中使用的药品ꎬ扰乱药品市场秩序ꎬ情节严重

的ꎬ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ꎮ
在生产、销售的饲料中添加盐酸克仑特罗等禁

止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使用的药品ꎬ或者销售明

知是添加有该类药品的饲料ꎬ情节严重的ꎬ以非法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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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罪追究刑事责任ꎮ
▲使用盐酸克仑特罗等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用

水中使用的药品或者含有该类药品的饲料养殖供人

食用的动物ꎬ或者销售明知是使用该类药品或者含

有该类药品的饲料养殖的供人食用的动物的ꎬ以生

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追究刑事责任ꎮ 明知是使

用盐酸克仑特罗等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使用

的药品或者含有该类药品的饲料养殖的供人食用的

动物ꎬ而提供屠宰等加工服务ꎬ或者销售其制品的ꎬ
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追究刑事责任ꎮ

行为人出于医疗目的ꎬ违反有关药品管理的国

家规定ꎬ非法贩卖相关司法解释中的麻醉药品或者

精神药品ꎬ扰乱市场秩序ꎬ情节严重的ꎬ以非法经营

罪定罪处罚ꎮ

６.非法经营食品与原材料

以提供给他人生产、销售食品为目的ꎬ违反国家

规定ꎬ生产、销售国家禁止用于食品生产、销售的非

食品原料ꎬ情节严重的ꎬ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ꎮ
违反国家规定ꎬ生产、销售国家禁止生产、销售、

使用的农药、兽药ꎬ饲料、饲料添加剂ꎬ或者饲料原

料、饲料添加剂原料ꎬ情节严重的ꎬ以非法经营罪定

罪处罚ꎮ
实施前两类行为ꎬ同时又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

品罪ꎬ生产、销售伪劣农药、兽药罪等其他犯罪的ꎬ依
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ꎮ

违反国家规定ꎬ私设生猪屠宰厂(场)ꎬ从事生

猪屠宰、销售等经营活动ꎬ情节严重的ꎬ以非法经营

罪定罪处罚ꎮ
实施前一行为ꎬ同时又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

全标准的食品罪ꎬ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等其

他犯罪的ꎬ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ꎮ

７.灾害期间哄抬物价牟取暴利

违反国家在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

期间有关市场经营、价格管理等规定ꎬ哄抬物价、牟
取暴利ꎬ严重扰乱市场秩序ꎬ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

有其他严重情节的ꎬ以非法经营罪定罪ꎬ依法从重

处罚ꎮ

８.互联网相关

对于违反国家规定ꎬ擅自设立互联网上网服务
营业场所ꎬ或者擅自从事互联网上网服务经营活动ꎬ
情节严重ꎬ构成犯罪的ꎬ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

责任ꎮ
“两高”«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

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２０１３ 年)第 ７ 条

规定ꎬ违反国家规定ꎬ以营利为目的ꎬ通过信息网络

有偿提供删除信息服务ꎬ或者明知是虚假信息ꎬ通过

信息网络有偿提供发布信息等服务ꎬ扰乱市场秩序ꎬ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ꎬ属于非法经营行为“情节严

重”ꎬ依照«刑法»第 ２２５ 条第 ４ 项的规定ꎬ以非法经

营罪定罪处罚:
(１)个人非法经营数额在 ５ 万元以上ꎬ或者违

法所得数额在 ２ 万元以上的ꎻ
(２)单位非法经营数额在 １５ 万元以上ꎬ或者违

法所得数额在 ５ 万元以上的ꎮ
实施前述规定的行为ꎬ数额达到前述规定的数

额 ５ 倍以上的ꎬ应当认定为«刑法»第 ２２５ 条规定的

“情节特别严重”ꎮ

９.电信

违反国家规定ꎬ采取租用国际专线、私设转接设
备或者其他方法ꎬ擅自经营国际电信业务或者涉港
澳台电信业务(未取得国际电信业务或者涉港澳台
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而经营ꎬ或被终止国际电信业
务经营资格后继续经营)进行营利活动ꎬ扰乱电信

市场管理秩序ꎬ情节严重的ꎬ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

罚ꎮ ∥“其他方法”包括:(１)在边境地区私自架设

跨境通信线路ꎻ(２)利用互联网跨境传送 ＩＰ 话音并

设立转接设备ꎬ将国际话务转接至我国境内公用电

话网或转接至其他国家或地区ꎻ(３)在境内以租用、
托管、代维等方式设立转接平台ꎻ(４)私自设置国际

通信出入口等方法ꎮ
违反国家规定ꎬ擅自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ꎬ

或者擅自占用频率ꎬ非法经营国际电信业务或者涉

港澳台电信业务进行营利活动ꎬ同时构成非法经营

罪和扰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罪的ꎬ依照处罚较重
的规定定罪处罚ꎮ

获得国际电信业务经营许可的经营者(含涉港

澳台电信业务经营者)明知他人非法从事国际电信

业务ꎬ仍违反国家规定ꎬ采取出租、合作、授权等手

段ꎬ为他人提供经营和技术条件ꎬ利用现有设备或另

设国际话务转接设备并从中营利ꎬ情节严重的ꎬ应以

非法经营罪的共犯追究刑事责任ꎮ
国有电信企业的工作人员ꎬ由于严重不负责任

或者滥用职权ꎬ造成国有电信企业破产或者严重损

失ꎬ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ꎬ以国有公司、企
业人员失职罪或国有公司、企业人员滥用职权罪定
罪处罚ꎮ

▲将电信卡非法充值后使用ꎬ造成电信资费损
失数额较大的ꎬ以盗窃罪定罪处罚ꎮ 盗用他人公共
信息网络上网账号、密码上网ꎬ造成他人电信资费损
失数额较大的ꎬ以盗窃罪定罪处罚ꎮ

▲以虚假、冒用的身份证件办理入网手续并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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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移动电话ꎬ造成电信资费损失数额较大的ꎬ以诈骗
罪定罪处罚ꎮ

１０. “两高”«关于办理扰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

序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２０１７
年):

(１)非法生产、销售“黑广播”、“伪基站”、无线

电干扰器等无线电设备ꎬ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

任ꎮ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ꎬ应当认定为“情节严

重”构成犯罪:①非法生产、销售无线电设备 ３ 套以

上的ꎻ②非法经营数额 ５ 万元以上的ꎻ③其他情节严

重的情形ꎮ
(２)擅自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ꎬ或者擅自使

用无线电频率ꎬ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ꎬ按照处罚较重
的规定定罪处罚ꎮ

明知他人实施诈骗等犯罪ꎬ使用“黑广播” “伪
基站”等无线电设备为其发送信息或者提供其他帮

助ꎬ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ꎬ按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
处罚ꎮ

(３)负有无线电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

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ꎬ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

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ꎬ应当依照«刑法»第 ３９７
条的规定ꎬ以滥用职权罪或者玩忽职守罪追究刑事

责任ꎮ

∥１１. 在疫情防控期间ꎬ违反国家有关市场经

营、价格管理等规定ꎬ囤积居奇ꎬ哄抬疫情防控急需

的口罩、护目镜、防护服、消毒液等防护用品、药品或

者其他涉及民生的物品价格ꎬ牟取暴利ꎬ违法所得数

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ꎬ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ꎬ
依照«刑法»第 ２２５ 条第 ４ 项的规定ꎬ以非法经营罪

定罪处罚ꎮ
◎{多 ２０１５. ４４}下列行为中ꎬ应以非法经营罪

(不考虑数额或者情节)定罪处罚的有( )①ꎮ
Ａ. 甲在生产的饲料中添加“瘦肉精”ꎻＢ. 乙私设转接

设备ꎬ擅自经营国际电信业务ꎻＣ. 丙组织多人出卖

人体器官ꎬ并从中获取介绍费ꎻＤ. 丁用 ＰＯＳ 机为他

人刷信用卡套取现金ꎬ赚取手续费

◎{单 ２０１２. ２０}下列情形中ꎬ应当以非法经营

罪定罪处罚的是( )②ꎮ Ａ. 甲销售盗版图书ꎬ违
法所得 ２０ 万元ꎻＢ. 乙开办公司专门为他人虚开增

值税专用发票ꎬ违法所得 ２０ 万元ꎻＣ. 丙公司未经证

监会批准ꎬ非法从事证券业务ꎬ违法所得 １００ 万元ꎻ
Ｄ. 丁开办废品站专门从盗窃犯罪分子手中收购赃

物ꎬ倒卖牟利ꎬ违法所得 ２０ 万元

１２. 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或者非法买卖

外汇ꎬ构成非法经营罪ꎬ同时又构成帮助恐怖活动罪

或者洗钱罪的ꎬ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ꎮ

　 　 (三)法定刑

参见«刑法»第 ２２５、２３１ 条ꎮ

　 　 三十二、强迫交易罪

の第 ２２６ 条 以暴力、威胁手段ꎬ实施下列行为

之一ꎬ情节严重的ꎬ处 ３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ꎬ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ꎻ情节特别严重的ꎬ处 ３ 年以上 ７
年以下有期徒刑ꎬ并处罚金:

(１)强买强卖商品的ꎻ
(２)强迫他人提供或者接受服务的ꎻ
(３)强迫他人参与或者退出投标、拍卖的ꎻ
(４)强迫他人转让或者收购公司、企业的股份、

债券或者其他资产的ꎻ
(５) 强迫他人参与或者退出特定的经营 活

动的ꎮ

　 　 (一)概念

本罪是指以暴力、威胁手段ꎬ迫使他人进行交

易ꎬ情节严重的行为ꎮ

　 　 (二)构成特征

(１)侵犯客体:交易相对方的合法权益及商品

交易市场秩序ꎮ
(２)客观方面:以暴力、威胁手段ꎬ强买强卖商

品、强迫他人提供服务或者强迫他人接受服务ꎬ情节

严重的行为ꎮ
强迫交易的法定行为方式包括 ５ 种ꎬ具体参见

法条ꎮ
(３)犯罪主体:一般主体ꎮ 单位亦能构成本罪ꎮ
(４)主观方面:直接故意ꎮ 间接故意、过失均不

构成本罪ꎮ

　 　 (三)认定

从事正常商品买卖、交易或者劳动服务的人ꎬ以
暴力、胁迫手段迫使他人交出与合理价钱、费用相差

不大钱物ꎬ情节严重的ꎬ以强迫交易罪定罪处罚ꎻ但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ꎬ以买卖、交易、服务为幌子采用

暴力、胁迫手段迫使他人交出与合理价钱、费用相差

悬殊的钱物的ꎬ以抢劫罪定罪处刑ꎮ
本罪属情节犯ꎬ只有行为达到情节严重时才能

构成犯罪ꎮ 违背他人意志ꎬ强迫他人与己或者第三

人交易是本罪的本质特征ꎮ

　 　 (四)法定刑

参见«刑法»第 ２２６、２３１ 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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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
民主权利罪

第一节 概　 　 述

　 　 一、概念和共同特征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ꎬ是指侵犯公民
人身和与人身直接有关的权利ꎬ非法剥夺或妨碍公
民自由行使依法享有的管理国家事务和参加社会政
治活动权利ꎬ以及妨害公民婚姻、家庭权利的行为ꎮ

１.简述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共同特

征▲
答题要点:(１)侵犯客体是公民的人身权利与

民主权利ꎮ
(２)客观方面表现为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

权利的行为ꎮ
(３)犯罪主体多数是一般主体即自然人ꎬ少数

犯罪主体是特殊主体ꎬ强迫劳动罪等个别犯罪可以

由单位构成ꎮ 特殊主体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司法

工作人员、邮政工作人员等ꎮ
(４)主观方面除过失致人死亡罪、过失致人重

伤罪外ꎬ其他犯罪都是由故意构成ꎮ

２.考点解析

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得到充分的保障是

实现宪法赋予公民当家做主权利的基础和条件ꎬ因
此ꎬ刑法对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给予了最大限

度的保护ꎮ
公民的人身权利ꎬ是指法律所规定的与公民的

人身密不可分的权利ꎬ如生命权、健康权等ꎮ
公民的民主权利ꎬ是指法律规定公民享有的参

加国家管理以及社会政治生活的权利ꎬ如选举权与

被选举权、宗教信仰权与信仰自由等ꎮ
要注意准确划分这类犯罪中罪与非罪、此罪与

彼罪的界限ꎮ

　 　 二、本章要求掌握的内容

(１)故意杀人罪ꎻ(２)过失致人死亡罪ꎻ(３)故意

伤害罪ꎻ(４)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ꎻ(５)强奸罪ꎻ(６)强
制猥亵、侮辱罪ꎻ(７)猥亵儿童罪ꎻ(８)非法拘禁罪ꎻ
(９)绑架罪ꎻ(１０)拐卖妇女儿童罪ꎻ(１１)收买被拐
卖的妇女、儿童罪ꎻ(１２) 雇用童工从事危重劳动

罪ꎻ(１３ ) 非 法 侵 入 住 宅 罪ꎻ ( １４ ) 诬 告 陷 害 罪ꎻ
(１５)侮辱 罪ꎻ ( １６ ) 诽谤罪ꎻ ( １７ ) 刑讯逼供罪ꎻ

(１８)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ꎻ ( １９ ) 报复陷害罪ꎻ
(２０)破坏选举罪ꎻ (２１) 暴 力 干 涉 婚 姻 自 由 罪ꎻ
(２２)重婚罪ꎻ(２３)虐待罪ꎻ(２４)虐待被监护、看护

人罪ꎻ(２５)遗弃罪ꎻ(２６)拐骗儿童罪等ꎮ 掌握这些

犯罪的概念、基本构成特征ꎬ认定这些犯罪时注意区

分罪与非罪、本罪与关联犯罪的关系ꎮ

第二节 本章要求掌握的罪名

　 　 一、故意杀人罪▲▲▲【案例】
の第 ２３２ 条 故意杀人的ꎬ处死刑、无期徒刑或

者 １０ 年以上有期徒刑(标准的犯罪构成)ꎻ情节较
轻的ꎬ处 ３ 年以上 １０ 年以下有期徒刑(派生的犯罪

构成)ꎮ (背)

　 　 (一)概念

本罪指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ꎮ

　 　 (二)构成特征

(１)侵犯客体是他人的生命权利ꎮ 行为对象:
他人ꎮ

(２)客观方面表现为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

为ꎮ 行为方式一般表现为作为ꎬ有时也表现为不

作为ꎮ
(３)犯罪主体:一般主体ꎬ凡年满 １２ 周岁并具

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ꎬ均可以构成本罪的主体ꎮ
(４) 主观方面:故意ꎬ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

故意ꎮ
在我国ꎬ自杀行为不是犯罪ꎬ堕胎不是犯罪ꎮ 根

据«刑法»第 １７ 条规定ꎬ已满 １２ 周岁不满 １４ 周岁的

人ꎬ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ꎬ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

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ꎬ情节恶劣ꎬ经最高

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ꎬ应当负刑事责任ꎮ
◎{辨 ２０１６. ５５}“没有杀人的目的ꎬ就不构成故

意杀人罪”:不正确ꎮ

　 　 (三)认定

１.与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有关的重点法条

中的规定归结▲:{多 ２０１３. ４４}{单 ２０１１. １５}
(１)非法拘禁致人重伤及死亡的ꎬ属于非法拘

禁罪的结果加重犯ꎻ非法拘禁过程中使用暴力致人
伤残、死亡的ꎬ依照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定罪
处罚ꎮ

◎{单 ２０１１. １５}民警甲为报私仇ꎬ趁乙与他人

发生纠纷之机ꎬ将乙非法拘押ꎬ并使用警棍殴打乙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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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使乙残疾ꎮ 对甲的行为( )①ꎮ Ａ. 应定为故

意伤害罪ꎬ并从重处罚ꎻＢ. 应定为非法拘禁罪ꎬ并从

重处罚ꎻＣ. 应定为刑讯逼供罪ꎬ并从重处罚ꎻＤ. 应定

为报复陷害罪ꎬ并从重处罚

(２)抢劫致人伤害的定抢劫罪ꎬ造成重伤、死亡
的ꎬ是抢劫罪的结果加重犯ꎻ行为人在抢劫完成后ꎬ
出于灭口或者其他目的而杀死被害人的ꎬ以抢劫罪

和故意杀人罪数罪并罚ꎻ而故意伤害或杀人后ꎬ乘机
将其财物拿走的ꎬ以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与盗窃

罪实行数罪并罚ꎬ不定抢劫罪ꎮ
(３)绑架杀害被绑架人的ꎬ或者故意伤害被绑

架人ꎬ致人重伤、死亡的ꎬ是绑架罪的结果加重犯ꎬ处
无期徒刑或者死刑ꎬ并处没收财产ꎮ

(４)公共场所放火ꎬ烧死他人的ꎬ因涉及公共安

全ꎬ应以放火罪定罪处罚ꎮ
(５)拐卖妇女、儿童造成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或

者其亲属重伤、死亡的ꎬ是拐卖妇女、儿童罪的结果

加重犯ꎻ强奸致人重伤、死亡的ꎬ是强奸罪的结果加

重犯ꎮ 如果行为人在实施了上述暴力犯罪之后ꎬ为
了灭口、逃避侦查等故意杀害被害人的ꎬ按照故意伤

害罪、故意杀人罪和有关的暴力犯罪进行并罚ꎮ
(６)暴力干涉婚姻自由致使被害人死亡的ꎬ是

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的结果加重犯ꎮ
(７)刑讯逼供、暴力取证过程中ꎬ致人伤残的ꎬ

以故意伤害罪从重处罚ꎻ致被害人死亡的ꎬ以故意杀

人罪从重处罚ꎮ
◎{单 ２０１７. １６[８]}下列选项中ꎬ应认定为故意

伤害罪的是( )②ꎮ Ａ. 抢劫未果却造成被害人

轻伤的ꎻＢ. 强奸过程中造成被害人重伤的ꎻＣ. 刑讯

逼供时造成犯罪嫌疑人伤残的ꎻＤ. 拐卖儿童过程中

造成被拐卖儿童重伤的

(８)虐待被监管人过程中ꎬ致人伤残、死亡的ꎬ
聚众斗殴ꎬ致人重伤、死亡的ꎬ聚众“打砸抢”ꎬ致人
伤残、死亡的ꎬ认定为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ꎮ

◎{单 ２０２０. １４[４]}下列选项中ꎬ应按故意杀人

罪一罪定罪处罚的是( )③ꎮ Ａ. 甲为索取债务

将孙某关在宾馆房间ꎬ其间多次毒打孙某致其死亡ꎻ
Ｂ. 乙为勒索财物绑架钱某ꎬ从钱某家人处获得赎金

后将钱某杀害ꎻＣ. 丙为牟取暴利组织多人偷越国

境ꎬ其间将被组织者吴某殴打致死ꎻＤ. 丁为劫取财

物杀死曹某ꎬ并按照计划将曹某驾驶的车辆变卖

获利

２.划清故意杀人罪与因危害公共安全导致他人

死亡的犯罪的界限:【简述、法条】
(１)前者所侵犯客体是人的生命ꎬ表现为某个

或某几个人的生命ꎻ后者所侵犯客体是公共安全ꎬ表

现为不特定的众多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

的安全ꎮ
(２)前者的客观方面表现为非法剥夺他人生命

的行为ꎬ包括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等一切

可以用来杀人的行为ꎻ后者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危害

公共安全的行为ꎬ而且只能是法定的放火、决水、爆
炸、投放危险物质等行为ꎮ {法单 ２０１５. ７}

(３)前者的主观方面是杀人的故意ꎬ行为人明

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某个人或某几个人的死亡而希

望或者追求他人死亡结果的发生ꎻ后者主观方面是

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ꎬ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

成不特定众多人的生命、健康或重大公私财产的损

失而希望或者放任这一危害结果的发生ꎮ
∥区分的关键在于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危及公共

安全ꎮ
◎{法单 ２０１５. ７}甲意图毒死年迈的父亲ꎬ在其

饭菜中掺入“毒鼠强”ꎮ 甲父觉得饭菜有异味就没

吃ꎬ在将饭菜倒掉时ꎬ不慎摔倒ꎬ引发脑血管破裂而

死亡ꎮ 甲的行为构成( )④ꎮ Ａ. 故意杀人罪(既
遂)ꎻＢ. 故意杀人罪(未遂)ꎻＣ. 过失致人死亡罪ꎻ
Ｄ. 投放危险物质罪

×３.关于自杀案件的认定与处理【注意】
(１)以暴力、威胁的方法逼迫他人自杀的ꎬ或者

以相约自杀的方式欺骗他人自杀而本人并不自杀

的ꎬ实质上是借助于被害人之手完成故意杀人的行

为ꎬ应以故意杀人罪论处ꎮ
(２)诱骗、帮助未满 １４ 周岁的人或者丧失辨

认或控制能力的人自杀的ꎬ实质上也是借助于被

害人之手完成故意杀人的行为ꎬ应以故意杀人罪

论处ꎮ
(３)实施刑法规定的作为或不作为而造成他人

自杀身亡的ꎬ应当将他人自杀身亡的结果作为行为

人构成的某种犯罪的量刑情节予以考虑ꎮ
(４)教唆、帮助意志完全自由的人自杀的ꎬ不以

犯罪论处ꎮ ∥也就是说他人本无自杀之意思而故意

诱发他人产生自杀之意思而自杀ꎬ他人已有自杀之

意思而在精神上加以鼓励使其坚定自杀意图或者在

客观上提供便利使其自杀意图得以实现的情形ꎬ不
以犯罪论ꎮ

４.安乐死在我国目前仍属非法

任何人应患有不治之症、濒临死亡的人或者其

亲属的请求ꎬ为免除其所遭受的极端痛苦而无痛苦

地致其死亡的ꎬ司法实践中通常以故意杀人罪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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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属于故意杀人情节较轻的情形ꎮ

　 　 (四)法定刑

参见«刑法»第 ２３２ 条ꎮ

　 　 二、过失致人死亡罪▲【案例】
の第 ２３３ 条 过失致人死亡的ꎬ处３ 年以上 ７

年以下有期徒刑ꎻ情节较轻的ꎬ处３ 年以下有期徒

刑ꎮ 本法另有规定的ꎬ依照规定ꎮ

　 　 (一)概念

本罪指过失致人死亡的行为ꎮ

　 　 (二)构成特征

(１)侵犯客体是他人的生命权利ꎮ
(２)客观方面表现为因过失致使他人死亡的

行为ꎮ
(３)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ꎮ
(４)主观方面表现为过失ꎮ
致人死亡ꎬ是指行为人的过失行为与被害人的

死亡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ꎬ这是行为人负刑事责任

的客观基础ꎮ
◎{单 ２０２０. １９[９]}工休期间ꎬ建筑工人甲在工

地上将与自己相互嬉闹的工友乙推倒ꎬ致乙跌落摔

死ꎮ 甲的行为应认定为 ( )①ꎮ Ａ. 意外事件ꎻ
Ｂ. 重大责任事故罪ꎻＣ. 故意伤害罪ꎻＤ. 过失致人死

亡罪

　 　 (三)认定

１.过失致人死亡罪与故意杀人罪的界限【简
述、法条】

两者区别的关键点在于主观方面不同ꎬ前者是

过失ꎬ后者是故意ꎮ
审判实践中ꎬ过于自信过失致人死亡和间接故

意杀人的区别主要有两点:
(１)认识程度不同ꎮ 前者对被害人死亡结果发

生的认识程度较低ꎬ表现为预见到但轻信能够避免ꎻ
后者对被害人死亡结果发生的认识程度较高ꎬ表现

为行为人明知ꎮ
(２)态度不同ꎮ 前者对被害人死亡结果发生的

主观态度是否定的ꎻ而后者对被害人死亡结果发生

的主观态度是放任的ꎮ

２.过失致人死亡罪与因意外事件致人死亡的

界限

两者区别的关键是行为人能否预见自己的行为

可能致人死亡和行为人能否防止他人死亡结果的发

生ꎮ ∥根据行为本身的危险程度、行为人的智力水

平和经验以及客观环境条件ꎬ行为人能够预见或者

能够防止他人死亡结果发生的ꎬ应以过失致人死亡

罪论处ꎬ否则应按意外事件处理ꎮ

３.过失致人死亡罪与«刑法»另有规定的致人

死亡的过失犯罪的界限

我国«刑法»第 ２３３ 条规定“本法另有规定的ꎬ
依照规定”ꎬ这是指«刑法»规定以他人死亡作为法

定犯罪构成要件或者要件之一的过失犯罪ꎬ如犯失

火罪、过失决水罪、过失爆炸罪、过失投放危险物质

罪、交通肇事罪、重大责任事故罪等过失犯罪致人死

亡的ꎬ应分别依照有关条文定罪量刑ꎬ不以过失致人

死亡罪论处ꎮ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过失致人死亡罪的

法条与其他过失犯罪的法条之间形成法条竞合关

系ꎬ依照«刑法»第 ２３３ 条的规定ꎬ应按照特别法优

于普通法的原则处理ꎮ

　 　 (四)法定刑

参见«刑法»第 ２３３ 条ꎮ

　 　 三、故意伤害罪▲▲【案例、选择】
の第 ２３４ 条 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ꎬ处３ 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ꎮ
犯前款罪ꎬ致人重伤的ꎬ处３ 年以上 １０ 年以下

有期徒刑ꎻ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
造成严重残疾的ꎬ处 １０ 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
或者死刑ꎮ 本法另有规定的ꎬ依照规定ꎮ

　 　 (一)概念和构成特征

本罪指故意非法损害他人身体的行为ꎮ 本罪构

成特征:
(１)侵犯客体是他人的身体健康权利ꎮ
(２)客观方面表现为非法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

行为ꎮ
(３)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ꎬ即年满 １２ 周岁的具

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ꎮ 已满 １４ 周岁不满 １６ 周

岁构成本罪需要重伤或死亡的结果ꎬ轻伤不构成犯

罪ꎮ 已满 １２ 周岁不满 １４ 周岁的人构成本罪需要致

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

疾ꎬ情节恶劣并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ꎮ
(４)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ꎮ
非法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行为具有以下三个

特征:
(１)伤害行为必须是非法的ꎮ
(２)伤害的对象只能是他人ꎬ故意伤害自己身

体的一般不构成犯罪ꎮ
(３)伤害行为必须是损害他人身体健康(身体

组织的完整性和人体器官正常功能)的行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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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伤、重伤和伤害致死是法定的三种伤害结果ꎬ
直接影响其量刑幅度ꎮ 轻伤是故意伤害罪基本犯罪
构成的必要要件ꎮ 轻微伤不构成刑事犯罪问题ꎬ可
以行政拘留ꎮ

　 　 (二)认定

１.划清罪与非罪的界限

行为人没有重伤或者轻伤他人的故意ꎬ亦无抗

税、强迫交易、侮辱、刑讯逼供、逼取证人证言、虐待

被监管人、干涉他人婚姻自由、虐待、抢劫、妨碍公

务、妨害作证等犯罪故意ꎬ而殴打他人造成他人暂时
性肉体痛苦或轻微伤害的ꎬ不以犯罪论ꎮ

如果行为人随意殴打他人ꎬ情节恶劣的ꎬ应当以
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ꎮ

根据«刑法»第 ９５ 条规定ꎬ重伤是指:①使人肢
体残废或者毁人容貌的ꎻ②使人丧失听觉、视觉或者
其他器官机能的ꎻ③其他对于人身健康有重大伤
害的ꎮ

２.故意伤害罪与故意杀人罪的区别

举例:简述故意伤害致死与故意杀人既遂、故意

伤害与故意杀人未遂ꎮ
(１)故意的内容不同ꎮ 前者是伤害故意ꎬ行为

人主观上只有伤害他人身体的目的ꎬ不想剥夺他人

生命ꎮ 后者是杀人故意ꎬ行为人目的是剥夺他人的

生命ꎮ 这是区分两者的关键ꎮ {单 ２００３. ７}
(２)侵犯的客体不同ꎮ 前者是他人的身体健

康ꎬ后者是他人的生命ꎮ
(３)犯罪手段不同ꎮ 从打击的部位方面看ꎬ故

意杀人罪的行为人实施侵害行为的部位是人体的要

害地方ꎬ如胸部、腹部、头颈部等ꎮ 而故意伤害罪的

行为人实施侵害行为的部位ꎬ则是非致命的地方ꎬ如
腿部、手部等ꎮ

×∥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和故意杀人ꎬ有时不易

区分ꎬ要正确判断故意伤害罪与故意杀人罪ꎬ必须对

以下情节全面分析、综合判断:
(１)犯罪的起因、经过和结果ꎮ
(２)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ꎮ
(３)犯罪的手段、工具ꎬ打击部位和强度ꎮ 一般

来讲ꎬ行为人选择致命的工具ꎬ伤害其致命的部位ꎬ
都是故意杀人的情节ꎻ而故意伤害的ꎬ有时虽然也使

用了致命的工具ꎬ但打击的部位一般属于非致命区ꎬ
并且在打击强度方面有一定的节制ꎬ不是非杀死对

方不停手的故意杀人的做法ꎮ
(４)犯罪的时间、地点、环境与条件ꎮ
(５)犯罪人平时表现ꎬ即人身危险性的大小ꎮ
(６)犯罪前后的表现和态度ꎮ 行为人在行凶

前ꎬ有关犯意流露的表现ꎬ例如ꎬ声称“早晚非得整

死他不可”等语言ꎬ表明行为人故意杀人的主观心

态ꎮ 行凶后ꎬ行为人对被害人死亡的态度ꎬ是感到意

外还是心满意足ꎮ 例如ꎬ行为人说:“他怎么不经

打?”“我还没用力呢!”等ꎬ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ꎮ
(７)从行为节制上看ꎬ故意杀人罪实施杀人时ꎬ

有一种不达目的不罢休、不杀死他人不放手的趋势ꎻ
而故意伤害罪的主观方面ꎬ是以使他人受到伤害为

目的ꎬ一旦伤及他人ꎬ就放手停止侵害ꎮ 从行为人的

事后态度方面看ꎬ故意杀人罪在杀人后ꎬ一般脱离现

场ꎬ对被害人不闻不问ꎻ而故意伤害罪ꎬ一般对被害

人表现出一定的积极反应ꎬ比如送往医院抢救ꎬ担心

被害人死亡等ꎮ
∥审判实践中ꎬ对于经常发生的无故寻衅ꎬ不计

后果ꎬ动辄用刀子捅人的突发性案件ꎬ行为人的犯罪

故意内容往往是不确定的ꎬ犯罪行为无论是造成轻

伤害、重伤害还是死亡结果ꎬ均在行为人的故意之

中ꎬ因此应以行为实际造成的结果定罪ꎬ造成轻伤或
者重伤结果的ꎬ以(间接)故意伤害罪论处ꎻ造成死
亡结果发生的ꎬ以(间接)故意杀人罪论处ꎮ

３.划清故意伤害(致死)罪与过失致人死亡罪

的界限

区分的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有伤害的故意ꎮ
(１)主观内容不同ꎮ 前者主观上有伤害的故

意ꎬ对于被害人死亡的结果ꎬ行为人则出于过失ꎻ后
者主观上是过失ꎮ

(２)侵犯的客体不同ꎮ 前者侵犯的客体是他人

的健康及生命ꎬ后者侵犯的客体是他人的生命ꎮ
(３)死亡的结果在定罪量刑中的作用不同ꎮ 前

者死亡的结果是定罪量刑的加重情节ꎻ后者的致人

死亡ꎬ是认定过失致人死亡罪所必备的条件ꎮ
认定:①行为人基于轻伤或者重伤他人的故意

而过失地造成他人死亡的ꎬ以故意伤害(致死)罪论

处ꎮ ②行为人并无伤害、杀害他人的故意而过失地

造成他人死亡结果发生的ꎬ以过失致人死亡罪论处ꎮ
两者区分的关键是要查明行为人是否有伤害的故

意ꎮ ③没有伤害故意的一般殴打行为造成他人死

亡ꎬ行为人主观上有过失的ꎬ应当以过失致人死亡罪

论处ꎬ没有过失的ꎬ按意外事件处理ꎮ

４.划清故意伤害罪与包含伤害要件的其他犯罪

的界限

«刑法»第 ２３４ 条第 ２ 款规定:“本法另有

规定的ꎬ依照规定ꎮ”这是指行为人在实施其他故意

犯罪的过程中ꎬ故意伤害他人ꎬ«刑法»其他条文另

有规定的ꎬ应依照各有关条文定罪量刑ꎬ不以故意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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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罪论ꎬ如在抢劫ꎬ强奸ꎬ拐卖妇女、儿童ꎬ绑架等犯

罪中造成被害人伤害的ꎮ
但是如果是在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暴力取证、

虐待被监管人、聚众“打砸抢”、聚众斗殴等犯罪中

使用暴力造成被害人伤残的ꎬ应当以故意伤害罪定

罪处罚ꎮ

　 　 (三)法定刑

参见«刑法»第 ２３４ 条ꎮ
◎{法条 ２００７. ５７}根据«刑法»第 ２３４ 条规定ꎬ

试说明:(１) 本条第 １ 款中 “伤害” 的程度要求ꎮ
(２)故意伤害“致人死亡”与故意杀人罪(既遂)、过
失致人死亡罪的区别ꎮ (３)本条第 ２ 款中“本法另

有规定的ꎬ依照规定”的含义ꎬ试举例说明ꎮ (４)如

果甲故意致他人重伤但未造成严重残疾ꎬ根据案情

应予减轻处罚的ꎬ对甲应如何判处刑罚?
答题要点:(１)该款中“伤害”在程度上是指轻

伤害ꎮ (２)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是故意伤害罪的加

重结果ꎮ 与故意杀人罪不同ꎬ行为人对死亡结果是

出于过失ꎻ与过失致人死亡罪不同ꎬ行为人具有伤害

他人身体的故意ꎮ (３) “本法另有规定的ꎬ依照规

定”是指行为人虽然故意伤害他人ꎬ但按照其他犯

罪定罪处罚的情形ꎮ 例如ꎬ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危

害公共安全等犯罪中故意伤害他人而不以故意伤害

罪定罪处罚的情形ꎮ (４)对甲应当在 ３ 年有期徒刑

以下判处刑罚ꎮ

　 　 四、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

の第 ２３４ 条之一　 组织他人出卖人体器官的ꎬ
处 ５ 年以下有期徒刑ꎬ并处罚金ꎻ情节严重的ꎬ处 ５
年以上有期徒刑ꎬ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ꎮ

未经本人同意摘取其器官ꎬ或者摘取不满 １８ 周
岁的人的器官ꎬ或者强迫、欺骗他人捐献器官的ꎬ依
照本法第 ２３４ 条(故意伤害罪)、第 ２３２ 条(故意杀
人罪)的规定定罪处罚ꎮ

违背本人生前意愿摘取其尸体器官ꎬ或者本人
生前未表示同意ꎬ违反国家规定ꎬ违背其近亲属意愿
摘取其尸体器官的ꎬ依照本法第 ３０２ 条(盗窃、侮辱、
故意毁坏尸体、尸骨、骨灰罪)的规定定罪处罚ꎮ

　 　 (一)概念

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ꎬ是指违反国家有关规定ꎬ
组织他人出卖人体器官的行为ꎮ

　 　 (二)简述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构成特征

答题要点:(１)侵犯客体是复杂客体ꎬ包括国家

有关器官移植的医疗管理秩序和他人的生命、健康

权利ꎮ 犯罪对象是人体器官ꎮ

(２)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国家有关规定ꎬ组织

他人出卖人体器官的行为ꎮ
(３)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ꎬ即年满 １６ 周岁具有

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ꎮ
(４)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ꎮ 过失不能构成

本罪ꎮ
∥本罪行为人明知是组织他人出卖人体器官而

依然去实施ꎮ 实践中行为人一般具有营利的目的ꎮ
“人体器官”ꎬ如心脏、肺脏、肝脏、肾脏、胰腺等器

官ꎮ “组织”ꎬ是指对提供人体器官的人实施的领

导、策划、指挥、招募、雇用、控制等行为ꎮ “出卖”ꎬ
是指将人体器官作价售卖的行为ꎮ “他人”ꎬ是指人

体器官的供体ꎬ即人体器官的捐献者ꎬ实则是被

害人ꎮ

　 　 (三)认定

１.划清罪与非罪的界限

本罪的行为是组织他人出卖人体器官的行为ꎬ
应受刑事惩罚ꎻ而违反国务院«人体器官移植条例»
的其他多种行为ꎬ属于违法行为ꎬ应按该条例规定的

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理手段解决ꎮ

２.本罪与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的界限

本罪是组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自主决定出卖

人体器官的行为ꎮ 未经本人同意摘取其器官ꎬ或者
摘取不满 １８ 周岁的人的器官ꎬ或者强迫、欺骗他人
捐献器官的ꎬ构成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ꎮ

◎{单 ２０２０. ７}医生甲明知夏某不满 １８ 周岁ꎬ
仍应夏某要求ꎬ摘取其左肾移植给自己的病人ꎮ 卖

肾所得 ５ 万元全部交给夏某ꎮ 甲的行为应认定为

( )①ꎮ Ａ. 不构成犯罪ꎻＢ. 非法行医罪ꎻＣ. 非法

经营罪ꎻＤ. 故意伤害罪

３.本罪与盗窃、侮辱尸体罪的界限

违背本人生前意愿摘取其尸体器官ꎬ或者本人

生前未表示同意ꎬ违反国家规定ꎬ违背其近亲属意愿

摘取其尸体器官的ꎬ依照盗窃、侮辱尸体罪定罪处罚ꎮ

　 　 (四)法定刑

参见«刑法»第 ２３４ 条之一第 １ 款ꎮ
“情节严重”是本罪的加重处罚情节ꎬ实践中一

般指多次(３ 次以上)组织ꎬ组织多人(３ 人以上)ꎬ因
组织出卖人体器官获利数额较大ꎬ组织出卖人体器

官造成严重后果的ꎬ等等ꎮ

　 　 五、强奸罪▲▲▲【案例】
の第 ２３６ 条 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

７５１
①Ｄ

法硕学长答疑QQ群:887455768        加微信号kjyedu免费领取《法硕必备法条》电子版

科教园法硕———22年专业致力于法律硕士联考研究与培训 
欢迎走进科教园，领略法律大家风范! 

咨询电话：010-82330118，15801290122(同微信)



妇女的ꎬ处 ３ 年以上 １０ 年以下有期徒刑ꎮ
奸淫不满 １４ 周岁的幼女的ꎬ以强奸论ꎬ从重

处罚ꎮ
强奸妇女、奸淫幼女ꎬ有下列情形之一的ꎬ处 １０

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１)强奸妇女、奸淫幼女情节恶劣的ꎻ
(２)强奸妇女、奸淫幼女多人的ꎻ
(３)在公共场所当众强奸妇女、奸淫幼女的ꎻ
(４)二人以上轮奸的ꎻ
(５)奸淫不满１０ 周岁的幼女或者造成幼女伤害的ꎻ
(６)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或者造成其他严重

后果的ꎮ

　 　 (一)概念与构成特征

本罪指违背妇女意志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
段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ꎬ或者奸淫不满 １４ 周岁的幼
女的行为ꎮ

１.构成特征

(１)侵犯客体是妇女性的不可侵犯的权利或者

幼女的身心健康ꎮ 侵害对象包括年满 １８ 周岁的成
年妇女、已满 １４ 周岁不满 １８ 周岁的少女ꎬ以及不满
１４ 周岁的幼女ꎮ

(２)客观方面表现为违背妇女意志ꎬ以暴力、胁
迫或者其他手段强行与之发生性行为ꎬ或者奸淫幼

女的行为ꎮ
(３)犯罪主体是特殊主体ꎬ即年满 １４ 周岁并具

有刑事责任能力的男子ꎮ 妇女不能单独成为强奸罪
的主体ꎬ但可以成为强奸罪的共犯或者间接实行犯ꎮ
妇女教唆或者帮助男子实施强奸犯罪的是共同犯罪ꎮ

(４)主观方面表现为强行奸淫妇女的故意ꎬ并
且具有强行奸淫的目的ꎮ

２.考点解析{单 ２０１７. １４}
(１)男子不能成为强奸罪的对象ꎮ 尸体不能成

为本罪的侵害对象ꎬ杀死妇女后奸淫其尸体的ꎬ按照

故意杀人罪论处ꎬ但奸污尸体的行为可视为情节恶

劣予以处罚ꎮ
(２)被害女性的作风、品质、是否有过卖淫行为

等ꎬ不影响定罪ꎮ
(３)暴力手段是指犯罪分子直接对被害妇女采

用殴打、捆绑、卡脖子、按倒等危害人身安全或者人

身自由ꎬ使被害妇女不能抗拒的手段ꎮ
(４)胁迫手段是指犯罪分子对被害妇女进行威

胁、恫吓ꎬ从而达到精神上的强制ꎬ使被害妇女不敢

抗拒的手段ꎮ
如手持凶器威吓ꎬ扬言行凶报复、揭发隐私、加

害亲属等相威胁ꎬ利用迷信进行恐吓、欺骗ꎬ利用教

养关系、从属关系、职权以及孤立无援的环境条件ꎬ
进行挟制、迫害等ꎬ迫使妇女忍辱屈从不敢抗拒ꎮ

◎{单 ２０１７. １４}下列选项中ꎬ应以强奸罪一罪

追究刑事责任的是( )①ꎮ Ａ. 甲利用业务关系ꎬ
在女推销员半推半就的情况下与之发生性行为ꎻ
Ｂ. 乙在拐卖过程中ꎬ违背被拐卖妇女的意志与之发

生性行为ꎻＣ. 丙宣传迷信ꎬ以“行为治疗法”蒙骗求

医女性与之发生性行为ꎻＤ. 丁将男性同事灌醉ꎬ趁
其熟睡与之发生同性性行为

(５)其他手段是指利用暴力、胁迫以外的ꎬ使被

害妇女不知抗拒或者无法抗拒的手段ꎮ
如利用妇女患重病、熟睡之机进行奸淫ꎻ以醉

酒、药物麻醉ꎬ以及利用或者假冒治病ꎬ利用催眠术

使妇女不知反抗等方法对妇女进行奸淫ꎮ
(６)强奸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或者造成其他

严重后果的认定ꎮ
“强奸致人重伤、死亡”一般是指因强奸妇女、

奸淫幼女导致被害人性器官严重损伤ꎬ或者造成其

他严重伤害ꎬ甚至当场死亡或者经治疗无效死亡的ꎮ
“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情形包括:①因强奸妇

女或者奸淫幼女引起被害人自杀、精神失常以及其
他严重后果的ꎻ②因强奸妇女或者奸淫幼女造成被
害人怀孕分娩或堕胎等其他严重危害被害妇女或幼
女身心健康的严重后果ꎮ

强奸罪的结果加重情节不包括故意杀人的
情况ꎮ 出于报复、灭口等动机ꎬ在实施强奸的过
程中ꎬ杀死或者伤害被害妇女、幼女的ꎬ应分别定
为强奸罪、故意杀人罪或者故意伤害罪ꎬ应当数
罪并罚ꎮ

◎{单 ２０２０. ８}李某遭甲强奸后ꎬ逃离时滑落河

中ꎮ 甲看到李某在水中挣扎ꎬ仍离开现场ꎬ李某溺水

身亡ꎮ 甲的行为应认定为 ( )②ꎮ Ａ. 强奸罪ꎻ
Ｂ. 故意杀人罪ꎻＣ. 强奸罪和故意杀人罪ꎻＤ. 强奸罪

和过失致人死亡罪

◎{单 ２０２０. １８[８]}下列关于强奸罪的说法中ꎬ
正确的是( )③ꎮ Ａ. 强奸罪的犯罪对象可以是

男性ꎻＢ. 强奸罪的犯罪主体不可以是女性ꎻＣ. 只要

与幼女发生性关系就应以强奸罪论处ꎻＤ. 强奸引起

被害人自杀的ꎬ不属于强奸“致使被害人死亡”

　 　 (二)司法解释

２０１３ 年“两高”、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

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
(１)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对方是不满 １４ 周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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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女ꎬ而实施奸淫等性侵害行为的ꎬ应当认定行为人

“明知”对方是幼女ꎮ
对于不满 １２ 周岁的被害人实施奸淫等性侵害

行为的ꎬ应当认定行为人“明知”对方是幼女ꎮ
对于已满 １２ 周岁不满 １４ 周岁的被害人ꎬ从其

身体发育状况、言谈举止、衣着特征、生活作息规律

等观察可能是幼女ꎬ而实施奸淫等性侵害行为的ꎬ应
当认定行为人“明知”对方是幼女ꎮ

(２)以金钱财物等方式引诱幼女与自己发生性
关系的ꎬ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幼女被他人强迫卖淫而

仍与其发生性关系的ꎬ均以强奸罪论处ꎮ
(３)在校园、游泳馆、儿童游乐场等公共场所对

未成年人实施强奸、猥亵犯罪ꎬ只要有其他多人在

场ꎬ不论在场人员是否实际看到ꎬ均可以依照«刑

法»第 ２３６ 条第 ３ 款、第 ２３７ 条的规定ꎬ认定为在公
共场所“当众”强奸妇女ꎬ强制猥亵、侮辱妇女ꎬ猥亵

儿童ꎮ
(４)介绍、帮助他人奸淫幼女、猥亵儿童的ꎬ以

强奸罪、猥亵儿童罪的共犯论处ꎮ
(５)针对未成年人实施强奸、猥亵犯罪的ꎬ应当

从重处罚ꎮ ∥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ꎬ更要依法从

严惩处:①对未成年人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与未成

年人有共同家庭生活关系的人员、国家工作人员或

者冒充国家工作人员ꎬ实施强奸、猥亵犯罪的ꎻ②进

入未成年人住所、学生集体宿舍实施强奸、猥亵犯罪

的ꎻ③采取暴力、胁迫、麻醉等强制手段实施奸淫幼

女、猥亵儿童犯罪的ꎻ④对不满 １２ 周岁的儿童、农村

留守儿童、严重残疾或者精神智力发育迟滞的未成

年人ꎬ实施强奸、猥亵犯罪的ꎻ⑤猥亵多名未成年人ꎬ
或者多次实施强奸、猥亵犯罪的ꎻ⑥造成未成年被害

人轻伤、怀孕、感染性病等后果的ꎻ⑦有强奸、猥亵犯

罪前科劣迹的ꎮ
(６)已满 １４ 周岁不满 １６ 周岁的人偶尔与幼女

发生性关系ꎬ情节轻微、未造成严重后果的ꎬ不认为

是犯罪ꎮ 例如ꎬ双方确系在恋爱中自愿发生性行为ꎬ
则不追究刑事责任ꎮ

　 　 (四)法定刑

参见«刑法»第 ２３６ 条ꎮ
◎{法案 ２０１７. ３７}甲(男ꎬ１９ 周岁)纠集乙(男ꎬ

１５ 周岁)、丙(男ꎬ１７ 周岁)实施盗窃ꎮ 在甲、乙破窗

入室后ꎬ负责望风的丙因害怕而逃离现场ꎮ 甲、乙窃

得储物间的财物后共同进入卧室ꎬ乙发现女主人王

某正在熟睡ꎬ遂对其实施强奸ꎬ乙得逞后甲也欲强奸

王某ꎬ但因太紧张未能得逞ꎮ 之后ꎬ二人携带财物逃

离现场ꎮ 请根据上述材料ꎬ回答下列问题并说明理

由:(１)甲、乙、丙的行为应如何定罪? (２)甲、乙、丙

具备哪些法定量刑情节?
答题要点:(１)甲成立盗窃罪、强奸罪ꎬ乙构成

强奸罪ꎬ丙构成盗窃罪ꎮ (２)甲在盗窃罪中属主犯ꎬ
强奸罪属于结果加重犯ꎻ乙犯罪时不满 １８ 周岁ꎬ强
奸罪属于结果加重犯ꎻ丙在盗窃罪中属从犯ꎬ犯罪时

不满 １８ 周岁ꎮ

　 　 六、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

の第 ２３６ 条之一　 对已满 １４ 周岁不满 １６ 周岁

的未成年女性负有监护、收养、看护、教育、医疗等特

殊职责的人员ꎬ与该未成年女性发生性关系的ꎬ处 ３
年以下有期徒刑ꎻ情节恶劣的ꎬ处 ３ 年以上 １０ 年以

下有期徒刑ꎮ
有前款行为ꎬ同时又构成本法第 ２３６ 条规定之

罪的ꎬ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ꎮ

　 　 (一)概念和构成特征

本罪是指负有监护、收养、看护、教育、医疗等特

殊职责的人员与已满 １４ 周岁不满 １６ 周岁的未成年

女性发生性关系的行为ꎮ
本罪的构成特征为:
(１)侵犯客体:已满 １４ 周岁不满 １６ 周岁的未成

年女性的身心健康ꎮ 侵害对象为被监护、收养、看护

或接受教育、医疗等的已满 １４ 周岁不满 １６ 周岁的

未成年女性ꎮ
(２)客观方面:负有监护、收养、看护、教育、医

疗等特殊职责的人员与已满 １４ 周岁不满 １６ 周岁的

未成年女性发生性关系的行为ꎮ
(３)犯罪主体:特殊主体ꎬ为对已满 １４ 周岁不

满 １６ 周岁的未成年女性负有监护、收养、看护、教
育、医疗等特殊职责的男性人员ꎮ

(４)主观方面:故意ꎮ

　 　 (二)认定

本罪不要求是否违背未成年妇女意志ꎬ不要求

是否采用暴力、胁迫等手段ꎬ无论未成年人是否同

意ꎮ 注意本罪与强奸罪的区分ꎮ
实施本罪行为ꎬ同时又构成强奸罪的ꎬ依照处罚

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ꎮ 对已满 １４ 周岁不满 １６ 周岁

的未成年女性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ꎬ利用其优势地

位或者被害人孤立无援的境地ꎬ迫使未成年被害人

就范ꎬ而与其发生性关系的ꎬ以强奸罪定罪处罚ꎮ

　 　 (三)法定刑

参见«刑法»第 ２３６ 条之一ꎮ

　 　 七、强制猥亵、侮辱罪▲▲(第 ２３７ 条第 １、
２ 款)【法条、案例】

の第 ２３７ 条 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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猥亵他人或者侮辱妇女的ꎬ处 ５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者拘役ꎮ
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犯前款罪的ꎬ或者有

其他恶劣情节的ꎬ处 ５ 年以上有期徒刑ꎮ
猥亵儿童的ꎬ处 ５ 年以下有期徒刑ꎻ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ꎬ处 ５ 年以上有期徒刑:
(１)猥亵儿童多人或者多次的ꎻ
(２)聚众猥亵儿童的ꎬ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猥

亵儿童ꎬ情节恶劣的ꎻ
(３)造成儿童伤害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ꎻ
(４)猥亵手段恶劣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ꎮ

　 　 (一)概念和构成特征

本罪指违背他人意志ꎬ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
法强制猥亵他人或者侮辱妇女的行为ꎮ

１.简述强制猥亵、侮辱罪的构成特征

(１)侵犯客体是他人的人格、名誉权利ꎮ 犯罪

对象:侮辱的对象仅限于女性ꎬ猥亵的对象可以是男

性或女性ꎬ不包括不满 １４ 周岁儿童ꎮ ∥猥亵不满
１４ 周岁的儿童的ꎬ构成猥亵儿童罪ꎮ

(２)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违背他人意志ꎬ以
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使他人处于不能抗拒、不敢

抗拒或者不知抗拒的状态而强制猥亵他人或侮辱妇

女的行为ꎮ
(３)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ꎮ
(４)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ꎬ其动机通常是

寻求性刺激ꎬ排除对女性奸淫的目的ꎮ

２.考点解析

(１)暴力ꎬ是指对他人的人身施加外力打击或

强制ꎬ如殴打、捆绑、强拉强拽等ꎮ
(２)胁迫ꎬ是指以实施杀害、伤害或揭发隐私等

行为进行恫吓、威胁ꎮ
(３)其他方法ꎬ是指暴力、胁迫方法以外的使他

人不能反抗或不知反抗的方法ꎬ如用酒灌醉、用药物

麻醉、乘他人熟睡或者患重病等ꎮ ∥易混点:其他方

法是出题点ꎮ
(４)猥亵ꎬ是指除了对女性实施奸淫行为以外

的ꎬ对他人实施的ꎬ能够使行为人自己或同伴得到性

欲上的刺激、兴奋或者满足的有伤风化的淫秽行为ꎮ
(５)侮辱ꎬ是指对妇女实施使其备感难堪、羞辱

的淫秽下流行为ꎮ

３. {简 ２００８. ５２}简述强奸罪(未遂)与强制猥

亵、侮辱罪的区别

答题要点:(１)主观故意的内容不同ꎮ 强奸罪

(未遂)主观上具有奸淫的目的ꎻ强制猥亵、侮辱罪

动机通常是寻求性刺激ꎬ但排除对女性奸淫的目的ꎮ

有无奸淫的目的是两罪区别的关键ꎮ
(２)客观方面的行为不同ꎮ 强制猥亵、侮辱罪

是违背他人意志ꎬ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

亵他人或者侮辱妇女的行为ꎬ但没有与妇女发生性

关系的行为ꎻ强奸罪是违背妇女意志以暴力、胁迫或

者其他手段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ꎬ或者奸淫不满 １４
周岁的幼女的行为ꎬ即使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

因而不能完成性交行为的ꎬ也构成强奸罪(未遂)ꎮ
(３)犯罪主体的范围不同ꎮ 强奸罪的主体要求

年满 １４ 周岁ꎬ实行犯只能是男子ꎻ强制猥亵、侮辱罪

的主体要求年满 １６ 周岁ꎬ实行犯既可以是男子ꎬ也
可以是妇女ꎮ

(４)侵犯客体不同且对象不完全相同ꎮ 强奸罪

侵犯的客体是妇女性的不可侵犯的权利或者幼女的

身心健康ꎬ侵害对象限于女性ꎬ包括成年妇女、少女

以及不满 １４ 周岁的幼女ꎻ强制猥亵、侮辱罪侵犯的

是他人的人格、名誉权利ꎬ强制侮辱的对象仅限于女

性ꎬ强制猥亵的对象可以是男性或女性ꎬ不包括不满

１４ 周岁儿童ꎮ
∥在强奸未遂的情况下ꎬ行为人也可能对被害

妇女有猥亵、侮辱的行为ꎬ但是这种猥亵、侮辱行为

属于强奸罪的组成部分ꎬ不应当以强制猥亵、侮辱罪

定罪处罚ꎮ

　 　 (二)认定

１.罪与非罪的界限

强制猥亵、侮辱罪与一般猥亵他人、侮辱妇女的

违法行为ꎬ区别的关键就是看行为人是否使用了强

制性手段和方法ꎬ以及这种强制性是否达到了犯罪

的程度ꎮ 如果行为人并未使用暴力、胁迫或其他使

他人处于不能抗拒、不敢抗拒或者不知抗拒状态的

强制性手段ꎬ就不能以犯罪论处ꎻ或者即使使用了强

制性手段ꎬ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ꎬ也不能以

犯罪论处ꎮ
那些没有采用强制方法而是以其他方法侮辱妇

女的ꎬ如在电话中或者在公共场所调戏、侮辱妇女

的ꎬ不构成本罪ꎮ

２.根据“两高”、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

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２０１３ 年)
实施猥亵儿童犯罪ꎬ造成儿童轻伤以上后果ꎬ同

时构成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的ꎬ依照处罚较重的
规定定罪处罚ꎮ

对已满 １４ 周岁的未成年男性实施猥亵ꎬ造成被

害人轻伤以上后果ꎬ符合«刑法»第 ２３４ 条或者第

２３２ 条规定的ꎬ以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定罪

处罚ꎮ
０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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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法定刑

参见«刑法»第 ２３７ 条ꎮ

　 　 八、猥亵儿童罪▲【结果加重犯】 (第 ２３７
条第 ３ 款)
　 　 (一)概念和构成特征

猥亵儿童罪是指对年龄不满 １４ 周岁的儿童实

施猥亵的行为ꎮ
其构成特征:
(１)侵犯客体:儿童的身心健康和人格尊严ꎮ

犯罪对象是儿童ꎬ即不满 １４ 周岁的未成年人ꎬ包括

男孩和女孩ꎮ
(２)客观方面: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以刺激

或满足性欲为目的ꎬ对儿童实施的淫秽行为ꎮ
(３)犯罪主体:一般主体ꎮ
(４)主观方面:直接故意ꎬ间接故意和过失不构

成本罪ꎮ

　 　 (二)认定

法律并不要求行为人实施暴力、胁迫或者其他

方法ꎮ 无论儿童是否同意ꎬ也无论儿童是否进行了

反抗ꎬ只要对儿童实施了猥亵的行为ꎬ就构成本罪ꎮ
实施猥亵儿童犯罪ꎬ造成儿童轻伤以上后果ꎬ同

时符合«刑法»第 ２３４ 条或者第 ２３２ 条的规定ꎬ构成

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的ꎬ属于想象竞合犯ꎬ依照
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ꎮ

介绍、帮助他人猥亵儿童的ꎬ以猥亵儿童罪的共

犯论处ꎮ

　 　 (三)法定刑【选择、案例】
猥亵儿童的ꎬ处 ５ 年以下有期徒刑ꎻ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ꎬ处 ５ 年以上有期徒刑:
(１)猥亵儿童多人或者多次的ꎻ
(２)聚众猥亵儿童的ꎬ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猥

亵儿童ꎬ情节恶劣的ꎻ
(３)造成儿童伤害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ꎻ
(４)猥亵手段恶劣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ꎮ

　 　 九、非法拘禁罪▲▲▲【案例、法条、简述】
【典型的继续犯】

の第 ２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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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处 ３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ꎮ 具有殴打、侮辱情节
的ꎬ从重处罚ꎮ

犯前款罪ꎬ致人重伤的ꎬ处 ３ 年以上 １０ 年以下
有期徒刑ꎻ致人死亡的ꎬ处 １０ 年以上有期徒刑ꎮ 使

用暴力致人伤残、死亡的ꎬ依照本法第 ２３４ 条(故意
伤害罪)、第 ２３２ 条(故意杀人罪)的规定定罪处罚ꎮ

为索取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ꎬ依照前两款

的规定处罚ꎮ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犯前 ３ 款罪的ꎬ依

照前 ３ 款的规定从重处罚ꎮ

　 　 (一)概念和特征

本罪指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

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ꎮ
简述非法拘禁罪的构成特征:
(１)侵犯客体:他人的人身自由权利ꎮ
(２)客观方面:非法对被害人的身体进行强制ꎬ

使被害人失去人身行动自由的行为ꎮ
(３)犯罪主体:一般主体ꎮ
(４)主观方面:故意ꎮ 行为人的动机多种多样ꎬ

如为了报复、为了索取债务或劳务报酬或追索高利

贷等ꎮ ∥排除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的抢劫与
绑架等ꎮ

◎{多 ２０１７. ４４[２４]}下列选项中ꎬ构成非法拘

禁罪的有( )①ꎮ Ａ. 甲(警察)因私怨与刘某发

生口角ꎬ用手铐将刘某铐在警车内ꎻＢ. 乙为索取合

法债务ꎬ非法扣押债务人涂某的妻子ꎻＣ. 丙为了索

要劳务报酬ꎬ偷走龙某出生不久的儿子ꎻＤ. 丁为了

追索高利贷ꎬ扣留债务人钱某

　 　 (二)认定

１.非法拘禁罪的转化:{单 ２０１１. １５}
非法拘禁ꎬ使用暴力致人伤残、死亡的ꎬ依照故

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ꎮ
非法拘禁罪转化为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ꎬ应

当具备两个条件:
(１)行为人的行为具备非法拘禁罪的基本构

成ꎬ且在非法拘禁的过程中实施了暴力ꎮ
(２)客观上必须造成被害人伤残(重伤)、死亡

结果的发生ꎬ且伤残、死亡结果的发生是因行为人的

暴力所致ꎮ 至于行为人主观上对于重伤、死亡结果

的发生是故意还是过失ꎬ法律没有明确规定ꎮ 只要
行为人在非法拘禁过程中使用暴力ꎬ并致人重伤、死
亡的ꎬ就应当以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论处ꎮ

∥轻伤、轻微伤不发生转化ꎻ未使用暴力致人重

伤、死亡的ꎬ属于非法拘禁罪的结果加重犯ꎬ也不发

生转化ꎮ

２.索取债务问题▲{案 ２０１６. ５９} {单 ２０１２.
１９}】

为索取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ꎬ依照非法拘

禁罪的规定处罚ꎮ 使用暴力致人伤残、死亡的ꎬ依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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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的规定定罪处罚ꎮ 未使用

暴力致人重伤、死亡的ꎬ属于非法拘禁罪的结果加重

犯ꎮ 此处的债务包括高利贷、赌债等法律不予保护
的债务ꎮ

行为人为索取债务ꎬ使用暴力、暴力威胁等手段
的ꎬ一般不以抢劫罪定罪处罚ꎮ 构成故意伤害等其
他犯罪的ꎬ依照故意伤害罪等的规定处罚ꎮ

◎{单 ２０２１. ９}甲为索取赌债扣押赌友李某数

天ꎮ 甲的行为应认定为( )①ꎮ Ａ. 绑架罪ꎻＢ. 非
法拘禁罪ꎻＣ. 抢劫罪ꎻＤ. 敲诈勒索罪

◎{单 ２０１２. １９}甲、乙、丙与周某打麻将赌钱ꎬ
结果三人共输给周某 ３０ 万元ꎮ 事后ꎬ三人怀疑周某

打麻将时做了手脚ꎬ遂将周某劫持到一空房内ꎬ逼其

退还赌资ꎮ 周某让妻子将 ３０ 万元退还给了三人ꎮ
甲、乙、丙三人的行为构成 ( )②ꎮ Ａ. 抢劫罪ꎻ
Ｂ. 敲诈勒索罪ꎻＣ. 绑架罪ꎻＤ. 非法拘禁罪

３.要划清本罪与一般非法拘禁行为的界限

(１)非法拘禁时间很短ꎬ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

大的ꎬ不以犯罪论ꎮ
(２)以下数种特殊拘禁行为不构成犯罪:①家

长管教不听话的子女ꎬ而采取禁闭的方式将其子女

锁在屋内ꎬ而且时间较短ꎬ一般属于管教方式不当ꎬ
不能以本罪处罚ꎮ ②群众对于醉酒人在公共场所寻

衅滋事ꎬ采取一定的强制措施ꎬ将其约束到酒醒ꎬ或
者医生对于有杀人或者自杀危险的精神病人所采取

的必要的管束措施ꎬ属于履行职责行为ꎬ不能以非法

拘禁罪论处ꎮ ③依法拘禁他人ꎬ但是又没有完全履

行法定手续ꎬ虽然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ꎬ但
是由于是依法执行公务ꎬ没有侵犯他人人身自由权

利的故意ꎬ因而不能构成犯罪ꎮ ④国家公安人员因

为工作失误ꎬ而错误地进行拘留、逮捕ꎬ不能认为是

非法拘禁行为ꎻ但是ꎬ已由司法机关依法解除强制措

施ꎬ有关国家工作人员故意不予释放或者拖延释放

的ꎬ则应当视为非法拘禁ꎬ情节严重的ꎬ应当按照本

罪论处ꎮ
(３)合法的拘禁行为不构成犯罪ꎬ例如公安机

关依法拘留、逮捕犯罪嫌疑人ꎮ
非法拘禁时间的长短只是量刑予以考虑的情

节ꎮ 但在实践中ꎬ判断是否构成非法拘禁罪ꎬ也要综

合考虑其危害性ꎬ对于非法拘禁罪与非罪的标准ꎬ可
以考虑参照相关司法解释ꎮ

根据«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

定»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非法拘禁ꎬ具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ꎬ应以犯罪论处:

(１)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２４ 小时以上的ꎻ
(２)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ꎬ并使用械具或者

捆绑等恶劣手段ꎬ或者实施殴打、侮辱、虐待行为的ꎻ
(３)非法拘禁ꎬ造成被拘禁人轻伤、重伤、死

亡的ꎻ
(４)非法拘禁ꎬ情节严重ꎬ导致被拘禁人自杀、

自残造成重伤、死亡ꎬ或者精神失常的ꎻ
(５)非法拘禁 ３ 人次以上的ꎻ
(６)司法工作人员对明知是没有违法犯罪事实

的人而非法拘禁的ꎻ
(７)其他非法拘禁应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ꎮ

４.要划清一罪与数罪的界限

如果非法拘禁行为已经构成犯罪ꎬ但与其有联

系的其他违法行为尚不能独立构成犯罪ꎬ例如对被

拘禁的人进行殴打、侮辱ꎬ但没有造成伤害ꎬ则只能

以非法拘禁罪定罪量刑ꎮ 殴打、侮辱等只能作为量

刑的情节ꎮ
对于非法拘禁罪与其他犯罪发生竞合或者牵连

的情况ꎬ应区别具体情况ꎬ按照想象竞合犯或者牵连
犯的处罚原则定罪处罚ꎮ

　 　 (三)法定刑

参见«刑法»第 ２３８ 条ꎮ 具有殴打、侮辱情节
的ꎬ从重处罚ꎮ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犯本罪
的ꎬ从重处罚ꎮ
　 　 十、绑架罪▲▲▲【案例、法条、简述】

の第 ２３９ 条 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的ꎬ
或者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ꎬ处 １０ 年以上有期徒刑或

者无期徒刑ꎬ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ꎻ情节较轻的ꎬ
处 ５ 年以上 １０ 年以下有期徒刑ꎬ并处罚金ꎮ

犯前款罪ꎬ①杀害被绑架人的ꎬ②或者故意伤害
被绑架人ꎬ致人重伤、死亡的ꎬ③处无期徒刑或者死
刑ꎬ并处没收财产ꎮ (背)



以勒索财物为目的偷盗婴幼儿的ꎬ依照前两款

的规定处罚ꎮ

　 　 (一){法条 ２００６. ２９}根据«刑法»第 ２３９ 条规

定ꎬ试说明

(１)本条规定中的“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

人的”的含义应如何理解?
(２)本条规定中的“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的含

义应如何理解?
(３)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劫持他人并强迫被劫持

人当场交付财物的行为ꎬ应当如何定罪? 为什么?
(４)以勒索财物为目的抢劫婴儿的行为应如何

处理?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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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题要点:(１) “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

的”是指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作为人质ꎬ利
用其他人对被绑架者安危的担忧ꎬ向被绑架者以外

的其他人或组织提出财产要求的行为ꎮ
(２)“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是指绑架他人作为

人质ꎬ利用其他人对被绑架者安危的担忧ꎬ向被绑架

人以外的其他人或组织提出财物以外的其他要求的

行为ꎮ
(３)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劫持他人并强迫被劫持

人当场交付财物的行为ꎬ应以抢劫罪定罪处罚ꎮ 因

为绑架罪是以被绑架人作为人质向第三人提出要求

的行为ꎬ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劫持他人强行向被劫持

人当场勒索财物的行为ꎬ不符合绑架罪的这一要件ꎬ
而完全符合抢劫罪的构成要件ꎮ

(４)以勒索财物为目的抢劫婴儿的行为应按照

绑架罪定罪处罚ꎮ 因为刑法规定以勒索财物为目的

偷盗婴幼儿的要以绑架罪定罪处罚ꎮ 而以勒索财物

为目的抢劫婴儿的行为ꎬ是比以勒索财物为目的偷

盗婴幼儿行为更为严重的行为ꎬ尽管刑法没有对这

种行为作出直接规定ꎬ但根据理论解释ꎬ当然可以解

释到绑架罪当中ꎬ所以应当以绑架罪定罪处罚ꎮ

　 　 (二)概念和特征▲▲
绑架罪指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ꎬ或者绑

架他人作为人质ꎬ或者以勒索财物为目的偷盗婴幼
儿的行为ꎮ

１.简述绑架罪的构成特征▲
答题要点:(１)侵犯客体是他人的人身权利ꎮ
(２)客观方面表现为绑架他人或者偷盗婴幼儿

的行为ꎮ
(３)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ꎬ已满 １６ 周岁的自

然人ꎮ
(４)主观方面是故意ꎬ并以勒索财物或者劫持

他人作为人质为目的ꎮ

２.考点解析

(１)绑架ꎬ是指用暴力、胁迫、麻醉或者其他强

制性手段将他人劫持ꎬ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ꎬ使其失

去行动自由的行为ꎮ
(２)偷盗婴幼儿ꎬ是指采取不为婴幼儿父母、监

护人、保姆等看护人知晓的秘密方式偷盗不满 １ 周

岁的婴儿或者 １ 周岁以上 ６ 周岁以下的幼儿的

行为ꎮ
◎{单 ２０１４. １５}下列行为中ꎬ应以绑架罪定罪

处罚的是( )①ꎮ Ａ. 以出卖为目的偷盗他人幼

儿ꎻＢ. 以索取赌债为目的偷盗他人婴儿ꎻＣ. 以索取

工程款为目的偷盗他人幼儿ꎻＤ. 以索取虚构的欠款

为目的偷盗他人婴儿

　 　 (三)认定

１.划清绑架罪与非法拘禁罪的界限

区分的关键在于行为人主观目的ꎮ 前者既以剥

夺他人人身自由为目的ꎬ又以勒索财物或者劫持他

人作为人质为法定的目的ꎻ后者的主观方面也以非

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为目的ꎬ但是并不具有勒索他

人财物和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目的ꎮ 如果行为人是

为了讨要债务而绑架他人ꎬ应当以非法拘禁罪定罪

处罚ꎮ

２.绑架罪既遂与未遂的认定

行为人只要完成了绑架他人或者偷盗婴幼儿的

行为ꎬ不论其勒索财物的目的是否达到ꎬ都构成绑架

罪的既遂ꎮ 行为人实施了偷盗婴幼儿的行为但未能

完成偷盗行为ꎬ或者完成偷盗行为但未能造成婴幼

儿的父母、监护人或者其他合法之看护人失去对婴

幼儿之监护的ꎬ属于未遂ꎮ

３.一罪与数罪问题▲
绑架过程中又当场劫取被害人随身携带财物

的ꎬ同时触犯绑架罪和抢劫罪两罪名ꎬ应择一重罪定
罪处罚ꎮ (２００５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抢
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绑架过程中杀害被绑架人的ꎬ或故意伤害被绑
架人ꎬ致人重伤、死亡的ꎬ成立绑架罪的结果加重犯ꎮ

已满 １４ 周岁不满 １６ 周岁的未成年人绑架他人

后ꎬ同时触犯抢劫、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故意杀人

(如撕票)的ꎬ因对绑架罪无刑事责任能力ꎬ只追究

抢劫罪、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的刑事责任ꎮ
除此之外ꎬ行为人在绑架过程中实施了其他加

害被害人的行为构成犯罪的ꎬ应当与绑架罪进行

并罚ꎮ

　 　 (四)法定刑(需要记忆)
本罪的法定刑属于相对确定的法定刑ꎬ包含三

个量刑幅度ꎮ 其中ꎬ构成本罪的处 １０ 年以上有期徒

刑或者无期徒刑ꎬ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ꎻ情节较轻

的ꎬ处 ５ 年以上 １０ 年以下有期徒刑ꎬ并处罚金ꎮ 杀

害被绑架人的ꎬ或者故意伤害被绑架人ꎬ致人重伤、
死亡的ꎬ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ꎬ并处没收财产ꎮ

　 　 (五)案例考题

◎{案 ２０１６. ５９}甲谎称邢某欠自己 ２０ 万元货

款未还ꎬ请乙帮忙“要账”ꎮ 乙信以为真ꎬ答应帮忙ꎮ
二人遂强行劫持了邢某ꎬ驾车将其带至外地一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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捆绑起来ꎬ由乙看管ꎮ 甲背着乙将邢某随身佩戴的

手表、项链、戒指等贵重物品搜走ꎬ并两次给邢某的

妻子打电话ꎬ勒索人民币 ２０ 万元ꎬ称不给钱就杀人ꎮ
邢某趁甲不在告诉乙ꎬ自己并不欠甲一分钱ꎬ请求乙

将自己放走ꎮ 乙不相信ꎬ要邢某老实点ꎬ还抽了邢某

一巴掌ꎮ
请根据上述案情ꎬ回答下列问题并说明理由:

(１)甲的行为应认定为何罪? (２)乙的行为应认定

为何罪? (３)甲、乙的行为是否构成共同犯罪?
答题要点:(１)甲的行为构成绑架罪与抢劫罪ꎬ

应择一重罪处罚ꎬ根据本案案情应认定为绑架罪ꎮ
甲以勒索财物为目的ꎬ实施了强行劫持人质邢某的

行为和勒索财物 ２０ 万元的行为ꎬ符合绑架罪的犯罪

构成ꎻ甲绑架邢某后ꎬ当场劫取被害人财物ꎬ该行为

同时触犯抢劫罪罪名ꎬ根据司法解释ꎬ应择一重罪

处罚ꎮ
(２)乙的行为应认定为非法拘禁罪ꎮ 乙实施了

劫持邢某、非法剥夺其自由的行为ꎬ但主观上是为了

索要债务ꎬ而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或者勒索财

物的意图ꎬ成立非法拘禁罪ꎮ
(３)甲、乙的行为构成共同犯罪ꎮ 我国在认定

共犯上采取局部共同说ꎬ甲以绑架的故意、乙以非法

拘禁的故意ꎬ共同加害于邢某ꎬ虽甲构成绑架罪ꎬ而
乙构成非法拘禁罪ꎬ但是甲乙二人在客观行为重合

的部分ꎬ即在非法拘禁的范围内成立共犯ꎮ
◎{法案 ２０１５. ３７}甲为偿还赌债ꎬ找到乙商定

绑架他人勒索赎金ꎮ 二人将赵某骗出ꎬ用电棍将赵

某打晕ꎬ带至一隐蔽处ꎬ用绳索将其捆住ꎮ 甲在赵某

身上搜出银行卡ꎬ逼赵某说出银行卡密码ꎬ吩咐乙取

出卡中的 ４ 万元ꎮ 甲随后给赵某的母亲发短信ꎬ索
要人民币 ２００ 万元ꎬ并要求是旧钞ꎮ 乙感觉事情不

妥ꎬ便对甲说已弄到 ４ 万元了ꎬ赵母也不可能筹到

２００ 万元旧钞ꎬ不如放了赵某ꎮ 甲不答应ꎬ并指使乙

给赵母打电话索要赎金ꎬ乙只好照办ꎮ 之后ꎬ乙骗甲

说赵家已经报警ꎬ再次劝其放了赵某ꎮ 甲便让乙放

走赵某ꎮ
请结合上述材料ꎬ回答下列问题并说明理由:

(１)甲、乙的绑架行为是犯罪未遂、中止ꎬ还是既遂?
(２)甲、乙取出赵某卡中 ４ 万元的行为应如何定性?
(３)对甲、乙应如何定罪处罚?

答题要点:(１)既遂ꎮ 甲、乙两人以勒索财物为

目的劫持赵某并把赵某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ꎬ即构

成既遂ꎮ 行为人勒索财物的目的或者其他非法目的

是否达到ꎬ不影响绑架罪既遂的成立ꎮ
(２)构成抢劫罪ꎮ 案例中ꎬ甲、乙两人以非法占

有为目的ꎬ采用暴力手段(电棍将赵某打晕)ꎬ强行

取得赵某的银行卡及密码ꎬ获 ４ 万元ꎬ构成抢劫罪ꎮ
(３)对甲、乙应以抢劫罪和绑架罪中的一个重

罪定罪处罚ꎮ 二人绑架过程中又当场劫取被害人随

身携带的财物ꎬ同时触犯绑架罪和抢劫罪两个罪名ꎬ
应择一重罪定罪处罚ꎮ

◎{案 ２０１２. ５９}甲带领 １５ 周岁的乙ꎬ在停车场

劫持了宋某ꎬ将宋某带到郊外一废弃厂房内ꎬ捆绑在

铁架床上ꎮ 甲指使乙将宋某携带的现金以及手机、
名贵金表等价值 ３ 万元的财物搜掠一空ꎮ 同时ꎬ甲
打电话给宋某的妻子索要 ２０ 万元赎金ꎬ宋某的妻子

答应付款ꎮ 乙受甲指派ꎬ在约定时间和地点拿到了

２０ 万元赎金ꎮ 甲通过电话确定乙已取得赎金后ꎬ随
即将宋某杀害ꎮ 之后ꎬ甲把宋某的手机、手表以及 ２
万元现金分给乙ꎬ自己驾驶宋某的汽车携带其余财

物逃跑ꎮ 甲、乙被通缉之后ꎬ乙才得知甲杀害了人

质ꎬ感到事态严重ꎬ即到公安机关供述了以上事实ꎮ
根据上述案情ꎬ请回答以下问题并分别说明理

由:(１)对甲的行为应如何定罪? (２)对乙的行为应

如何定罪? (３)乙具有哪些法定量刑情节?
答题要点:(１)对甲应以绑架罪定罪处罚ꎮ 甲

伙同乙劫持宋某ꎬ并向宋某的妻子勒索财物ꎬ其行为

构成绑架罪ꎬ且在绑架过程中劫取宋某随身携带的

财物ꎬ同时触犯抢劫罪罪名ꎬ应择一重罪定罪处罚ꎮ
本案中由于绑架罪的法定刑重于抢劫罪的法定刑ꎬ
故对甲应以绑架罪定罪处罚ꎮ 甲杀害宋某ꎬ属于在

绑架过程中杀害被绑架人ꎬ不单独定故意杀人罪ꎮ
(２)对乙应以抢劫罪定罪处罚ꎮ 乙行为时已满

１４ 周岁不满 １６ 周岁ꎬ对绑架行为不负刑事责任ꎬ但
对抢劫行为应负刑事责任ꎬ故乙仅在抢劫部分与甲

成立共同犯罪ꎮ 乙与甲没有共同杀害宋某的故意ꎬ
对于甲杀害宋某的行为ꎬ乙与甲不成立故意杀人的

共同犯罪ꎮ
(３)乙自动投案ꎬ如实交代自己的罪行ꎬ在抢劫

罪上具有自首情节ꎬ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ꎻ乙犯罪

时不满 １８ 周岁ꎬ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ꎻ乙在共同

犯罪中起次要作用ꎬ是从犯ꎬ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

者免除处罚ꎮ

　 　 十一、拐卖妇女、儿童罪▲▲▲【重点罪

名】{案 ２０１０. ５９}
の第 ２４０ 条 拐卖妇女、儿童的ꎬ处 ５ 年以上 １０

年以下有期徒刑ꎬ并处罚金ꎻ有下列情形之一的ꎬ处
１０ 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ꎬ并处罚金或者没
收财产ꎻ情节特别严重的ꎬ处死刑ꎬ并处没收财产:
▲▲

(１)拐卖妇女、儿童集团的首要分子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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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拐卖妇女、儿童３ 人以上的ꎻ
(３)奸淫被拐卖的妇女的ꎻ
(４)诱骗、强迫被拐卖的妇女卖淫或者将被拐

卖的妇女卖给他人迫使其卖淫的ꎻ
(５)以出卖为目的ꎬ使用暴力、胁迫或者麻醉方

法绑架妇女、儿童的ꎻ
(６)以出卖为目的ꎬ偷盗婴幼儿的ꎻ
(７)造成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或者其亲属重伤、

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ꎻ
(８) 将妇女、儿童卖往境外的ꎮ ∥记住八种

情形
拐卖妇女、儿童是指以出卖为目的ꎬ有拐骗、绑

架、收买、贩 卖、接 送、中 转 妇 女、儿 童 的 行 为 之
一的ꎮ

　 　 (一)概念和构成特征

拐卖妇女、儿童罪是指①以出卖为目的ꎬ②拐
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③妇女、儿童的

行为ꎮ

１.简述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构成特征

答题要点:(１)侵犯客体是妇女、儿童的人身自

由权利ꎮ 犯罪对象包括妇女和儿童ꎮ
(２)客观方面表现为拐卖妇女、儿童的行为ꎬ即

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或者中转年满 １４ 周岁
的妇女或者未满 １４ 周岁的儿童的行为ꎮ

(３)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ꎮ
(４)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ꎬ并以出卖为

目的ꎮ

２.考点解析

(１)拐卖已满 １４ 周岁的男子的行为ꎬ不构成本

罪ꎬ可以非法拘禁罪论处ꎮ
(２)儿童是指不满 １４ 周岁的人ꎮ 其中不满 １ 周

岁的为婴儿ꎬ１ 周岁以上不满 ６ 周岁的为幼儿ꎮ
◎{单 ２０２０. ３} 甲向乙表示自己愿意出高价

“买”妻ꎬ乙与其妻丙商量ꎬ让丙假扮为被拐卖妇女ꎬ
并将丙“出卖”给甲ꎮ 三天后ꎬ乙协助丙逃离甲家ꎮ
对此ꎬ下列选项中正确的是( )①ꎮ Ａ. 甲构成拐

卖妇女罪ꎻＢ. 乙构成拐卖妇女罪ꎻＣ. 乙构成诈骗罪ꎻ
Ｄ. 丙不构成犯罪

　 　 (二)认定

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拐卖妇女儿童犯罪

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２０１６ 年颁

布):
(１)对婴幼儿采取欺骗、利诱等手段使其脱离

监护人或者看护人的ꎬ视为“偷盗婴幼儿”ꎮ
(２)医疗机构、社会福利机构等单位的工作人

员以非法获利为目的ꎬ将所诊疗、护理、抚养的儿童

出卖给他人的ꎬ以拐卖儿童罪论处ꎮ
(３)以介绍婚姻为名ꎬ采取非法扣押身份证件、

限制人身自由等方式ꎬ或者利用妇女人地生疏、语言

不通、孤立无援等境况ꎬ违背妇女意志ꎬ将其出卖给

他人的ꎬ应当以拐卖妇女罪追究刑事责任ꎮ
以介绍婚姻为名ꎬ与被介绍妇女串通骗取他人

钱财ꎬ数额较大的ꎬ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ꎮ
∥行为人借介绍婚姻而索取财物ꎬ并未实施拐

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等行为ꎬ没有出卖目

的ꎬ没有侵害妇女的人身自由权利的ꎬ不构成犯罪ꎮ

２.拐卖妇女、儿童罪与绑架罪的主要区别{法
单 ２０１３. ３}

(１)犯罪目的不同(关键区别):前者以出卖为

目的ꎬ后者以勒索财物或者扣押人质为目的ꎮ
(２)犯罪对象不同:前者仅仅限于妇女、儿童ꎬ

后者的对象可以是任何人ꎮ
◎{单 ２００８. １２}区别拐卖妇女罪与绑架罪的关

键是( )②ꎮ Ａ. 犯罪对象是否为妇女ꎻＢ. 是否实

施了绑架妇女的行为ꎻＣ. 是否通过出卖妇女获取钱

财ꎻＤ. 是否非法剥夺了妇女的人身自由

３.划清借送养之名出卖亲生子女与民间送养行

为的界限

区分的关键:是否具有非法获利的目的ꎮ 应当

通过审查将子女“送”人的背景和原因、有无收取钱

财及收取钱财的多少、对方是否具有抚养目的及有

无抚养能力等事实ꎬ综合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

获利的目的ꎮ 以非法获利为目的ꎬ出卖亲生子女ꎬ具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ꎬ应当以拐卖儿童罪论处:

(１)将生育作为非法获利手段ꎬ生育后即出卖

子女的ꎻ
(２)明知对方不具有抚养目的ꎬ或者根本不考

虑对方是否具有抚养的目的ꎬ为收取钱财将子女

“送”给他人的ꎻ
(３)为收取明显不属于“营养费” “感谢费”的

巨额钱财将子女“送”给他人的ꎻ
(４)其他足以反映行为人具有非法获利的目的

的“送养”行为ꎮ
不是出于非法获利目的ꎬ而是迫于生活困难ꎬ或

者受重男轻女思想影响ꎬ私自将没有独立生活能力

的子女送给他人抚养ꎬ收取少量“营养费”“感谢费”
的ꎬ属于民间送养行为ꎬ不能以拐卖儿童罪论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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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自送养导致子女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损害ꎬ或
者具有其他恶劣情节ꎬ符合遗弃罪特征的ꎬ可以遗弃

罪论处ꎻ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ꎬ可由公安机关依

法予以行政处罚ꎮ

４.以下应当以拐卖妇女、儿童罪论处

(１)以出卖为目的强抢儿童的ꎬ或者捡拾儿童

后予以出卖的ꎻ
(２)以抚养为目的偷盗婴幼儿或者拐骗儿童ꎬ

之后予以出卖的ꎻ
(３)以非法获利为目的ꎬ出卖亲生子女的ꎻ
(４)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又出卖的ꎻ
(５)医疗机构、社会福利机构等单位的工作人

员以非法获利为目的ꎬ将所诊疗、护理、抚养的儿童

出卖给他人的ꎮ

５.一罪与数罪

(１)拐卖妇女、儿童ꎬ奸淫被拐卖妇女、儿童的ꎬ
成立拐卖妇女、儿童罪的结果加重犯ꎮ

(２)诱骗、强迫被拐卖的妇女卖淫ꎬ或者将被拐
卖的妇女卖给他人迫使其卖淫的ꎬ以拐卖妇女罪加
重处罚ꎮ

(３)拐卖妇女、儿童ꎬ又对被拐卖的妇女、儿童
实施故意杀害、伤害、猥亵、侮辱等行为ꎬ构成其他犯
罪的ꎬ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ꎮ

(４)拐卖妇女、儿童或者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
童ꎬ又组织、教唆被拐卖、收买的妇女、儿童:①进行犯

罪的ꎬ以拐卖妇女、儿童罪或者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
童罪与其所组织、教唆的罪数罪并罚ꎻ②进行盗窃、诈
骗、抢夺、敲诈勒索等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的ꎬ以拐卖妇

女、儿童罪或者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与组织未

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数罪并罚ꎮ
(５)将妇女拐卖给有关场所ꎬ致使被拐卖的妇

女被迫卖淫或者从事其他色情服务的ꎬ定拐卖妇女
罪ꎮ 有关场所的经营管理人员事前与拐卖妇女的犯

罪人通谋的ꎬ对该经营管理人员以拐卖妇女罪的共

犯论处ꎻ同时构成拐卖妇女罪和组织卖淫罪的ꎬ择一

重罪论处ꎮ

６.共犯问题

(１)明知他人拐卖妇女、儿童ꎬ仍然向其提供被

拐卖妇女、儿童的健康证明、出生证明或者其他帮助

的ꎬ以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共犯论处ꎮ
(２)明知他人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ꎬ仍然向

其提供被收买妇女、儿童的户籍证明、出生证明或者

其他帮助的ꎬ以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共犯论

处ꎬ但是ꎬ收买人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除外ꎮ
(３)明知他人系拐卖儿童的“人贩子”ꎬ仍然利

用从事诊疗、福利救助等工作的便利或者了解被拐

卖方情况的条件ꎬ居间介绍的ꎬ以拐卖儿童罪的共犯

论处ꎮ
◎{法单 ２０１３. ３}甲将一名 ３ 岁男孩从幼儿园

骗走ꎬ向其家长勒索钱财ꎮ 因未收到该男孩家长的

回信ꎬ甲便将该男孩以 ８０００ 元卖给他人ꎮ 对甲的行

为( )①ꎮ Ａ. 应以绑架罪定罪处罚ꎻＢ. 应以拐卖

儿童罪定罪处罚ꎻＣ. 应以绑架罪和拐卖儿童罪数罪

并罚ꎻＤ. 应以非法拘禁罪和拐卖儿童罪数罪并罚

　 　 (三)案例分析考题

◎{案 ２０１５. ５９}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 日ꎬ甲(男ꎬ１９９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出生)和乙(女ꎬ１９９５ 年 ８ 月 １ 日出

生)为购买高档手机骗走邻居家 ３ 岁的小孩ꎬ准备

将其卖出ꎮ 两人将孩子关在城郊一处废弃库房后ꎬ
甲去外地寻找买主ꎬ并安排乙看管孩子ꎮ 孩子哭闹

不休ꎬ乙难以忍受ꎬ离开库房ꎬ弃之不顾ꎮ 甲得知乙

不在库房ꎬ就要求乙返回ꎬ乙不予理会ꎬ最终导致孩

子饿死ꎮ
请根据上述案情ꎬ回答下列问题并说明理由:

(１)甲的行为如何定罪? (２)乙的行为如何定罪?
(３)甲和乙是否构成共同犯罪?

答题要点:(１)甲的行为构成拐卖儿童罪ꎮ 甲

已满 １６ 周岁ꎬ具有刑事责任能力ꎬ以出卖儿童为目

的将儿童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ꎬ其行为构成了拐卖

儿童罪ꎻ甲在拐卖过程中ꎬ过失造成被拐卖人死亡ꎬ
属于拐卖儿童罪加重处罚的情形ꎮ 甲是未成年人ꎬ
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ꎮ

(２)乙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ꎮ 乙不满 １６ 周

岁ꎬ不对拐卖儿童罪负刑事责任ꎬ乙明知其不看管被

囚禁在城郊废弃库房的 ３ 岁儿童的行为会导致儿童

死亡结果ꎬ而放任死亡结果的发生ꎬ其行为构成故意

杀人罪ꎬ应当负刑事责任ꎮ
(３)甲和乙的行为不构成共同犯罪ꎮ 由于乙不

构成拐卖儿童罪ꎬ所以在拐卖儿童罪上二人不构成

共同犯罪ꎻ在故意杀人罪上ꎬ甲对儿童的死亡是过

失ꎬ而乙是间接故意ꎬ根据共同犯罪共同故意的主观

方面的要求ꎬ二人在故意杀人罪上不构成共同犯罪ꎮ

　 　 (四)法定刑

参见«刑法»第 ２４０ 条ꎮ

　 　 十二、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案
例】

の第 ２４１ 条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ꎬ处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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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ꎮ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ꎬ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的ꎬ依

照本法第 ２３６ 条(强奸罪)的规定定罪处罚ꎮ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ꎬ非法剥夺、限制其人

身自由或者有伤害、侮辱等犯罪行为的ꎬ依照本法的
有关规定定罪处罚ꎮ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ꎬ并有第 ２ 款、第 ３ 款
规定的犯罪行为的ꎬ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ꎮ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又出卖的ꎬ依照本法第
２４０ 条(拐卖妇女、儿童罪)的规定定罪处罚ꎮ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ꎬ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
行为ꎬ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ꎬ可以从轻处罚ꎻ按照
被买妇女的意愿ꎬ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ꎬ可以从
轻或者减轻处罚ꎮ (背)
　 　 (一)概念

本罪指①不以出卖为目的ꎬ②收买③被拐卖的
妇女、儿童的行为ꎮ

　 　 (二)构成特征

(１)侵犯客体:被拐卖妇女、儿童的人身自由权

利和人格尊严ꎮ 犯罪对象:被拐卖的妇女、儿童ꎮ
(２)客观方面: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行

为ꎬ即以金钱或其他财物从第三者手中换取被拐卖

的妇女或者儿童ꎬ并对被拐卖人实施人身控制的

行为ꎮ
(３)犯罪主体:一般主体ꎮ
(４)主观方面:直接故意ꎮ

　 　 (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拐卖妇女儿童

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２０１６
年颁布)

(１)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排查来历不明儿童或

者进行解救时ꎬ将所收买的儿童藏匿、转移或者实施

其他妨碍解救行为ꎬ经说服教育仍不配合的ꎬ属于

«刑法»第 ２４１ 条第 ６ 款规定的“阻碍对其进行解

救”ꎮ
(２)收买被拐卖的妇女ꎬ业已形成稳定的婚姻

家庭关系ꎬ解救时被买妇女自愿继续留在当地共同

生活的ꎬ可以视为“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ꎬ不阻碍其

返回原居住地”ꎮ
(３)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后又组织、强迫卖

淫或者组织乞讨、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等构成其
他犯罪的ꎬ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ꎮ

(４)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ꎬ又以暴力、威胁
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解救被收买的妇女、儿
童ꎬ或者聚众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解救被收买的
妇女、儿童ꎬ构成妨害公务罪、聚众阻碍解救被收买

的妇女、儿童罪的ꎬ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ꎮ
(５)出于结婚目的收买被拐卖的妇女ꎬ或者出

于抚养目的收买被拐卖的儿童ꎬ涉及多名家庭成员、
亲友参与的ꎬ对其中起主要作用的人员应当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ꎮ
(６)儿童指不满 １４ 周岁的人ꎮ 其中不满 １ 周岁

的为婴儿ꎬ１ 周岁以上不满 ６ 周岁的为幼儿ꎮ

　 　 (四)认定

１.划清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与拐卖妇女、
儿童罪的界限

区别关键:收买行为有无出卖目的ꎮ 若不以出

卖为目的则成立本罪ꎬ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又出
卖的ꎬ依照拐卖妇女、儿童罪定罪处罚ꎮ

◎{单 ２０１１. １１}甲因自己不能生育ꎬ花 １ 万元

从人贩子手中收买一男婴ꎮ ３ 个月后ꎬ甲嫌抚养孩

子太辛苦ꎬ遂以 ２ 万元转卖给乙ꎬ并声称是自己的亲

生儿子ꎮ 甲的行为构成( )①ꎮ Ａ. 遗弃罪ꎻＢ. 拐
骗儿童罪ꎻＣ. 诈骗罪ꎻＤ. 拐卖儿童罪

２.划清一罪与数罪的界限

(１)收买被拐卖的妇女ꎬ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

的ꎬ依照本罪与强奸罪实行数罪并罚ꎮ
(２)对收买来的被拐卖妇女、儿童进行非法剥

夺、限制人身自由或者有伤害、侮辱等犯罪行为的ꎬ
依照本罪与非法拘禁罪、故意伤害罪、侮辱罪等实行

数罪并罚ꎮ
◎{单 ２０１３. １７}甲收买被拐卖的张某后ꎬ为让

其心甘情愿地做自己的妻子ꎬ强行与张某发生了性

关系ꎮ 对甲的行为( )②ꎮ Ａ. 应以强奸罪定罪

处罚ꎻＢ. 应以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定罪处罚ꎻＣ. 应
以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与强奸罪数罪并罚ꎻＤ. 应以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与强奸罪择一重罪定罪处罚

　 　 (五)法定刑

参见«刑法»第 ２４１ 条ꎮ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
童ꎬ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ꎬ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
的ꎬ可以从轻处罚ꎻ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ꎬ不阻碍其
返回原居住地的ꎬ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ꎮ (背)
　 　 十三、雇用童工从事危重劳动罪△【选择】

の第 ２４４ 条之一　 违反劳动管理法规ꎬ雇用未

满 １６ 周岁的未成年人从事超强度体力劳动的ꎬ或者

从事高空、井下作业的ꎬ或者在爆炸性、易燃性、放射

性、毒害性等危险环境下从事劳动ꎬ情节严重的ꎬ对
直接责任人员ꎬ处 ３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ꎬ并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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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金ꎻ情节特别严重的ꎬ处 ３ 年以上 ７ 年以下有期徒

刑ꎬ并处罚金ꎮ
有前款行为ꎬ造成事故ꎬ又构成其他犯罪的ꎬ依

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ꎮ

　 　 (一)概念

本罪指违反劳动管理法规ꎬ雇用未满 １６ 周岁的
未成年人从事超强度体力劳动ꎬ或者高空、井下作
业ꎬ或者在爆炸性、易燃性、放射性、毒害性等危险环
境下从事劳动ꎬ情节严重的行为ꎮ

　 　 (二)构成特征

(１)侵犯客体: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ꎮ 犯罪对

象:童工ꎮ
(２)客观方面:违反劳动管理法规ꎬ雇用未满 １６

周岁的未成年人从事超强度体力劳动ꎬ或者高空、井
下作业ꎬ或者在爆炸性、易燃性、放射性、毒害性等危

险环境下从事劳动ꎬ情节严重的行为ꎮ
(３)犯罪主体:既可以是单位ꎬ也可以是自然

人ꎮ 单位犯该罪的ꎬ只追究“直接责任人员” (含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
责任ꎮ

(４) 主观方面:故意ꎬ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

故意ꎮ
考点解析:
(１)“童工”ꎬ是指未满 １６ 周岁ꎬ与单位或者个

人发生劳动关系ꎬ从事有经济收入的劳动或者从事

个体劳动的少年儿童ꎮ
(２)如果因雇用童工从事危重劳动又造成重大

责任事故的ꎬ应当按照数罪并罚的原则处理ꎮ

　 　 (三)认定

１.划清非法雇用童工与合法招用童工的界限

法律禁止使用童工ꎬ但是法律允许文艺、体育单

位经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同意招用不满

１６ 周岁的专业文艺工作者、运动员ꎬ并保障其身心

健康和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ꎮ

２.划清雇用童工从事危重劳动罪与非罪行为的

界限

从事危重劳动ꎬ情节是否严重应该是区分本罪

与一般违反劳动管理法规行为的界限ꎮ 注意从事一

般性劳动ꎬ如打扫卫生等不构成犯罪ꎮ

　 　 (四)法定刑

参见«刑法»第 ２４４ 条之一ꎮ 雇用童工从事危

重劳动又造成重大责任事故的ꎬ依照数罪并罚的规

定处罚ꎮ

　 　 十四、非法侵入住宅罪

の第 ２４５ 条 非法搜查他人身体、住宅ꎬ或者非

法侵入他人住宅的ꎬ处 ３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ꎮ
司法工作人员滥用职权ꎬ犯前款罪的ꎬ从重

处罚ꎮ

　 　 (一)概念

非法侵入住宅罪是指未经允许非法进入他人住

宅或者经要求退出无故拒不退出的行为ꎮ

　 　 (二)构成特征

(１)侵犯客体:住宅权中的人身权利ꎬ住宅权保

护的核心法益是居住安全和生活安宁ꎮ
(２)客观方面:未经允许非法进入他人住宅或

者经要求退出无故拒不退出的行为ꎮ
(３)犯罪主体:一般主体ꎮ
(４)主观方面:故意ꎮ
误入他人住宅ꎬ一经发现立即退出ꎬ或者有正当

理由必须紧急进入他人住宅的ꎬ不构成本罪ꎮ 如发

生火灾ꎬ家中无人ꎬ无法征得同意ꎬ而消防队员的破

门而入ꎬ就属于法律上的紧急避险ꎮ

　 　 (三)认定

要注意本罪与入户盗窃、入户抢劫的牵连关系ꎮ

　 　 (四)法定刑

参见«刑法»第 ２４５ 条ꎮ

　 　 十五、诬告陷害罪

の第 ２４３ 条 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ꎬ意图使
他人受刑事追究ꎬ情节严重的ꎬ处 ３ 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者管制ꎻ造成严重后果的ꎬ处 ３ 年以上 １０
年以下有期徒刑ꎮ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前款罪的ꎬ从重处罚ꎮ
不是有意诬陷ꎬ而是错告ꎬ或者检举失实的ꎬ不

适用前两款的规定ꎮ

　 　 (一)概念

本罪指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ꎬ意图使他人受
刑事追究ꎬ情节严重的行为ꎮ

　 　 (二)构成特征

(１)侵犯客体:公民的人身权利和国家司法机

关的正常活动ꎮ
(２)客观方面:捏造他人犯罪的事实ꎬ并向国家

机关或者有关单位与人员告发ꎬ或者采取其他足以

引起司法机关追究活动的行为ꎮ
具体来说包括以下三点:①诬告陷害必须有捏

造犯罪事实的行为ꎮ ②诬告陷害行为必须向有关机

关或者人员告发ꎬ或者采用了足以引起司法机关追

究活动的方法ꎮ ③诬告陷害行为必须指向特定
８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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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ꎮ
(３)犯罪主体:一般主体ꎮ
(４)主观方面:故意ꎬ并具有使他人受到刑事追

究的目的ꎮ

　 　 (三)认定

划清诬告与错告、检举失实的界限ꎮ 诬告陷害

他人情节严重的ꎬ以犯罪论ꎮ 行为人不是捏造事实

诬告陷害他人ꎬ而是错告或者检举失实的ꎬ不以诬告

陷害罪论ꎮ

　 　 (四)法定刑

参见«刑法»第 ２４３ 条ꎮ
◎{单 ２０１７. １５}甲为了报复素有矛盾的刘某ꎬ

捏造刘某贪污的材料向检察机关举报ꎬ导致刘某被

逮捕ꎮ 甲的行为构成 ( )①ꎮ Ａ. 诬告陷害罪ꎻ
Ｂ. 诽谤罪ꎻＣ. 报复陷害罪ꎻＤ. 伪证罪

　 　 十六、侮辱罪

の第 ２４６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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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情节严重的ꎬ处 ３ 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ꎮ
前款罪ꎬ告诉的才处理ꎬ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

和国家利益的除外ꎮ
通过信息网络实施第 １ 款规定的行为ꎬ被害人

向人民法院告诉ꎬ但提供证据确有困难的ꎬ人民法院

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协助ꎮ

　 　 (一)概念

本罪指使用暴力或者其他方法ꎬ公然贬低他人

人格ꎬ败坏他人名誉ꎬ情节严重的行为ꎮ

　 　 (二)简述侮辱罪的构成特征

１.答题要点

(１)侵犯客体:他人的人格、名誉ꎮ
(２)客观方面: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

他人ꎬ损害他人人格和名誉的行为ꎮ
(３)犯罪主体:一般主体ꎮ
(４)主观方面:故意ꎬ并具有损害他人人格、名

誉的目的ꎮ

２.关于客观方面

(１) 侮辱行为必须采取暴力或者其他方法

进行ꎮ
(２)侮辱行为必须公然进行ꎮ
(３)侮辱行为必须针对特定的人进行ꎮ 特定的

人可以是一人ꎬ也可以是多人ꎮ 如果尽管行为人没

有指名道姓地进行侮辱行为ꎬ但是其他人可以知道

行为人所侮辱对象的ꎬ亦构成犯罪ꎮ

　 　 (三)认定

侮辱行为ꎬ必须是情节严重的ꎬ才构成犯罪ꎬ否
则不构成犯罪ꎮ

　 　 (四)法定刑

参见«刑法»第 ２４６ 条ꎮ

　 　 十七、诽谤罪(第 ２４６ 条){单 ２０１２. ９}

　 　 (一)概念

本罪指捏造并公开散布某种虚构的事实ꎬ损害

他人人格与名誉ꎬ情节严重的行为ꎮ

　 　 (二){简 ２０１３. ５２}简述诽谤罪的构成要件

１.答题要点

(１)客体是他人的人格与名誉ꎬ犯罪对象是特

定的人ꎮ
(２)客观方面表现为捏造并散布某种虚构的事

实ꎬ损害他人人格与名誉ꎬ情节严重的行为ꎮ
(３)主体是一般主体ꎮ
(４)主观方面是故意ꎬ并以损害他人人格、名誉

为目的ꎮ

２.关于客观方面

(１)诽谤必须以捏造事实的方法进行ꎮ 所谓捏

造事实ꎬ是指无中生有ꎬ凭空虚构事实ꎮ
(２)诽谤必须散布其所捏造的事实ꎮ 所谓散

布ꎬ是指用口头、文字的方式将其捏造的虚假事实散

布出去ꎬ让众多的人知道ꎮ
(３)诽谤行为必须针对特定的人进行ꎬ这一点与

侮辱罪相同ꎮ 诽谤行为ꎬ情节严重的ꎬ才能构成犯罪ꎮ

　 　 (三)认定▲【选择、简述】
１.划清诽谤罪与非罪的界限

诽谤行为ꎬ情节严重的ꎬ才能构成犯罪ꎮ

２.简述侮辱罪与诽谤罪的界限

(１)行为手段不同(关键区别)ꎮ 侮辱罪是以暴

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贬低他人的人格和名誉ꎻ诽谤

罪是使用公开散布虚构事实的方法损害他人的人格

和名誉ꎬ而不可以是暴力的方式ꎮ
(２)行为方式不同ꎮ 侮辱罪可以不用具体事

实ꎬ也可以用具体真实的被害人的隐私来损害被害

人的人格和名誉ꎬ但不可能使用捏造并散布事实的

方法ꎻ诽谤罪则必须捏造事实ꎬ并以公然散布这一事

实为必要ꎮ

３.划清诽谤罪与诬告陷害罪的界限

相同点:都表现为捏造事实ꎬ而且诽谤罪也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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捏造犯罪事实ꎮ ∥但是所捏造事实的性质是不一样

的ꎬ前者捏造的是损害他人人格和名誉的事实ꎬ而后

者捏造的是他人的犯罪事实ꎮ
两者的区别:
(１)犯罪客体不同ꎮ 诬告陷害罪的犯罪客体是

公民的人身权利和国家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ꎬ诽谤

罪的犯罪客体是他人的人格与名誉ꎮ
(２)犯罪客观方面不同ꎮ 诬告陷害罪在客观上

表现为捏造犯罪事实ꎬ并且向国家机关或者其他有

关部门单位告发或者采用了足以引起司法机关追究

活动的行为ꎻ诽谤罪则表现为捏造损害他人人格、名
誉的事实ꎬ并向他人散布ꎬ但并没有向国家机关或者

有关部门单位告发ꎮ
(３)犯罪主观方面不同ꎮ 诬告陷害罪目的在于

使他人受到刑事追究ꎻ诽谤罪目的在于损害他人人

格、名誉ꎬ而不是为了使他人受到刑事追究ꎮ

　 　 (四)法定刑

参见«刑法»第 ２４６ 条ꎮ
∥五个告诉才处理的犯罪(背):侮辱罪、诽谤

罪、虐待罪、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侵占罪ꎮ 侵占罪

是绝对的告诉才处理的罪ꎻ遗弃罪是典型的不作为

犯罪ꎬ但不是告诉才处理的犯罪ꎮ
◎{多 ２０１５. ４１}下列犯罪中ꎬ属于我国刑法所

规定的告诉才处理的有( )①ꎮ Ａ. 重婚罪ꎻＢ. 侮
辱罪ꎻＣ. 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ꎻＤ. 遗弃罪

◎{单 ２０１０. １１}甲因与乙有仇ꎬ便捏造乙卖淫

的事实ꎬ到处散布并向公安局告发ꎬ使乙受到严重精

神伤害ꎮ 甲的行为构成( )②ꎮ Ａ. 诬告陷害罪ꎻ
Ｂ. 报复陷害罪ꎻＣ. 侮辱罪ꎻＤ. 诽谤罪

　 　 十八、刑讯逼供罪

の第 ２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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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
处３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ꎮ 致人伤残、死亡的ꎬ
依照本法第 ２３４ 条(故意伤害罪)、第 ２３２ 条(故意

杀人罪)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ꎮ

　 　 (一)概念

本罪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

行刑讯逼供的行为ꎮ

　 　 (二)构成特征

(１)侵犯客体:公民的人身权利和司法机关的

正常活动ꎮ
(２)客观方面: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

或者变相使用肉刑ꎬ逼取口供的行为ꎮ
(３)犯罪主体:特殊主体ꎬ即司法工作人员ꎮ

(４)主观方面:故意ꎬ目的在于逼取口供ꎮ

　 　 (三)认定▲【选择】
行为人的行为具备刑讯逼供罪的基本犯罪构

成ꎬ而且致人伤残、死亡的ꎬ刑讯逼供罪则转化为故
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ꎬ应依照故意伤害罪、故意杀
人罪从重处罚ꎮ

∥注意交通肇事罪、非法拘禁罪、暴力抗税罪转

化为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的情形ꎮ

　 　 (四)法定刑

参见«刑法»第 ２４７ 条ꎮ

　 　 十九、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法条】
の第 ２５３ 条之一　 违反国家有关规定ꎬ向他人

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ꎬ情节严重的ꎬ处 ３ 年

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ꎬ并处或者单处罚金ꎻ情节

特别严重的ꎬ处 ３ 年以上 ７ 年以下有期徒刑ꎬ并处

罚金ꎮ
违反国家有关规定ꎬ将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

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ꎬ出售或者提供给他
人的ꎬ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ꎮ

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
的ꎬ依照第 １ 款的规定处罚ꎮ

单位犯前 ３ 款罪的ꎬ对单位判处罚金ꎬ并对其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ꎬ依照各该

款的规定处罚ꎮ

　 　 (一)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概念和特征

１.概念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是指违反国家有关规定ꎬ
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ꎬ情节严重的

行为ꎮ

２.构成特征

(１)侵犯客体:复杂客体ꎬ即国家对个人信息的

管理秩序与公民个人信息权ꎮ 犯罪对象是公民的个

人信息ꎮ
(２)客观方面:违反国家有关规定ꎬ向他人出售

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ꎬ情节严重的行为ꎮ
具体行为方式包括 ２ 种:①向他人出售或者提

供公民个人信息ꎻ②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

公民个人信息ꎮ
(３)犯罪主体:一般主体ꎬ单位也可以成为本罪

主体ꎮ
(４)主观方面:故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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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两高”«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

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２０１７ 年)
１. “公民个人信息”ꎬ是指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

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

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各种信息ꎬ
包括姓名、身份证件号码、通信通讯联系方式、住址、
账号密码、财产状况、行踪轨迹等ꎮ

◎{多 ２０２０. ４５[２５]}我国刑法保护的公民个人

信息包括 ( )①ꎮ Ａ. 财产状况ꎻ Ｂ. 行踪轨迹ꎻ
Ｃ. 身份证件号码ꎻＤ. 通讯联系方式

２. “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是指违反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有关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ꎮ
３. “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是指向特定人提供公

民个人信息ꎬ以及通过信息网络或者其他途径发布

公民个人信息ꎻ未经被收集者同意ꎬ将合法收集的公

民个人信息向他人提供的ꎬ属于“提供公民个人信

息”ꎬ但是经过处理无法识别特定个人且不能复原

的除外ꎮ
４. 违反国家有关规定ꎬ通过购买、收受、交换等

方式获取公民个人信息ꎬ或者在履行职责、提供服务

过程中收集公民个人信息的ꎬ属于“以其他方法非

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ꎮ
５. 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ꎬ具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ꎬ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
(１)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ꎬ被他人用于

犯罪的ꎻ
(２)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他人利用公民个人信息

实施犯罪ꎬ向其出售或者提供的ꎻ
(３)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通

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 ５０ 条以上的ꎻ
(４)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住宿信息、通信记

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等其他可能影响人身、
财产安全的公民个人信息 ５００ 条以上的ꎻ

(５)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第 ３ 项、第 ４ 项规

定以外的公民个人信息 ５０００ 条以上的ꎻ
(６)数量未达到第 ３ 项至第 ５ 项规定标准ꎬ但

是按相应比例合计达到有关数量标准的ꎻ
(７)违法所得 ５０００ 元以上的ꎻ
(８)将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

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提供给他人ꎬ数量或者数额

达到第 ３ 项至第 ７ 项规定标准一半以上的ꎻ
(９)曾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受过刑事处罚或者

２ 年内受过行政处罚ꎬ又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公

民个人信息的ꎻ
(１０)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ꎮ
×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ꎬ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ꎬ

应当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
(１)造成被害人死亡、重伤、精神失常或者被绑

架等严重后果的ꎻ
(２)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ꎻ
(３)数量或者数额达到前款第 ３ 项至第 ８ 项规

定标准 １０ 倍以上的ꎻ
(４)其他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ꎮ
６. 为合法经营活动而非法购买、收受本解释第

５ 条(标 ５)第 １ 款第 ３ 项、第 ４ 项规定以外的公民个

人信息ꎬ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ꎬ应当认定为“情节严

重”:
(１)利用非法购买、收受的公民个人信息获利 ５

万元以上的ꎻ
(２)曾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受过刑事处罚或者

２ 年内受过行政处罚ꎬ又非法购买、收受公民个人信

息的ꎻ
(３)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ꎮ
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ꎬ将购买、收受的公民个人

信息非法出售或者提供的ꎬ定罪量刑标准适用本解

释第 ５ 条的规定ꎮ
× ７. 单位犯本罪的ꎬ依照本解释规定的相应自

然人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ꎬ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定罪处罚ꎬ并对单位判处罚金ꎮ
８. 设立用于实施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公民

个人信息违法犯罪活动的网站、通讯群组ꎬ情节严重
的ꎬ应当依照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第 ２８７ 条之一)
定罪处罚ꎻ同时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ꎬ依照侵
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定罪处罚ꎮ

９. 网络服务提供者拒不履行法律、行政法规规
定的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ꎬ经监管部门责令采取
改正措施而拒不改正ꎬ致使用户的公民个人信息泄
露ꎬ造成严重后果的ꎬ应当依照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
全管理义务罪(第 ２８６ 条之一)定罪处罚ꎮ

× １０. 实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ꎬ不属于“情
节特别严重”ꎬ行为人系初犯ꎬ全部退赃ꎬ并确有悔

罪表现的ꎬ可以认定为情节轻微ꎬ不起诉或者免予刑

事处罚ꎻ确有必要判处刑罚的ꎬ应当从宽处罚ꎮ
× １１. 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后又出售或者提

供的ꎬ公民个人信息的条数不重复计算ꎮ 向不同单

位或者个人分别出售、提供同一公民个人信息的ꎬ公
民个人信息的条数累计计算ꎮ 对批量公民个人信息

的条数ꎬ根据查获的数量直接认定ꎬ但是有证据证明

信息不真实或者重复的除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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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 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ꎬ应当综合考

虑犯罪的危害程度、犯罪的违法所得数额以及被告

人的前科情况、认罪悔罪态度等ꎬ依法判处罚金ꎮ 罚

金数额一般在违法所得的 １ 倍以上 ５ 倍以下ꎮ

　 　 (三)法定刑

参见«刑法»第 ２５３ 条之一ꎮ 其中将在履行职

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ꎬ出售

或者提供给他人的ꎬ从重处罚ꎮ

　 　 二十、报复陷害罪

の第 ２５４ 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假

公济私ꎬ对控告人、申诉人、批评人、举报人实行报复

陷害的ꎬ处 ２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ꎻ情节严重

的ꎬ处 ２ 年以上 ７ 年以下有期徒刑ꎮ

　 　 (一)概念和特征

本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假公济

私ꎬ对控告人、申诉人、批评人、举报人实行报复陷害

的行为ꎮ

１.简述报复陷害罪的构成特征ꎮ
答题要点:(１)侵犯客体:公民的民主权利ꎬ即

控告权、申诉权、批评监督权和国家机关的正常

活动ꎮ
(２)客观方面:滥用职权、假公济私ꎬ对控告人、

申诉人、批评人、举报人实行报复陷害的行为ꎮ
(３) 犯罪主体:特殊主体ꎬ即国家机关工作

人员ꎮ
(４)主观方面:故意ꎮ

２.简述报复陷害罪与诬告陷害罪的界限

答题要点:(１)客体不同ꎮ 前者侵害的是公民

的民主权利即公民的控告权、申诉权、批评权、举报

权和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ꎬ后者侵害的是公民的人

身权利和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ꎮ
(２)犯罪对象不同ꎮ 前者的对象是控告人、申

诉人、批评人、举报人ꎬ后者的对象可以是任何公民ꎮ
(３)行为方式不同ꎮ 前者表现为滥用职权、假

公济私ꎬ对控告人、申诉人、批评人、举报人进行报复

陷害的行为ꎻ后者表现为捏造犯罪事实ꎬ向国家有关

机关做虚假告发的行为ꎮ
(４)犯罪主体不同ꎮ 前者的主体是特殊主体ꎬ

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ꎻ后者的主体是一般主体ꎬ可以

是任何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

然人ꎮ
(５)犯罪目的不同ꎮ 前者的目的是损害他人的

某些合法权益ꎬ后者的目的是使他人受到错误的刑

事追究ꎮ

　 　 (二)法定刑

参见«刑法»第 ２５４ 条ꎮ

　 　 二十一、破坏选举罪

の第 ２５６ 条 在选举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

国家机关领导人员时ꎬ以暴力、威胁、欺骗、贿赂、伪
造选举文件、虚报选举票数等手段破坏选举或者妨
害选民和代表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ꎬ情节严

重的ꎬ处 ３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剥夺政治

权利ꎮ

　 　 (一)概念

本罪指在选举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国家机
关领导人员时ꎬ以暴力、威胁、欺骗、贿赂、伪造选举

文件、虚报选举票数等手段破坏选举或者妨碍选民

和代表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ꎬ情节严重的

行为ꎮ

　 　 (二)构成特征

(１)侵犯客体: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以及

国家的选举制度ꎮ
(２)客观方面:在选举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和国家机关领导人员时ꎬ以暴力、威胁、欺骗、贿赂、
伪造选举文件、虚报选举票数等手段破坏选举或者

妨碍选民和代表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ꎬ情节

严重的行为ꎮ ∥只限于破坏“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和国家机关领导人员”的选举ꎬ不包括此外的诸

如公司企业厂长经理、农村村主任村委会的选举等ꎮ
(３)犯罪主体:一般主体ꎮ 可以是普通公民ꎬ也

可以是国家工作人员ꎬ但不包含单位ꎮ
(４)主观方面:直接故意ꎬ并具有破坏选举的

目的ꎮ
◎{单 ２０１９. ２}下列对于破坏选举罪构成要件

的理解ꎬ正确的是( )①ꎮ Ａ. 主体包括自然人和

单位ꎻＢ. 主观方面包括故意和过失ꎻＣ. 客体包括选

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ꎻＤ. 客观方面限于暴力、威
胁、欺骗或贿赂行为

　 　 (三)认定

破坏选举的行为ꎬ必须是情节严重的ꎬ才构成犯

罪ꎬ否则不构成犯罪ꎮ

　 　 (四)法定刑

参见«刑法»第 ２５６ 条ꎮ

　 　 二十二、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

の第 ２５７ 条 以暴力干涉他人婚姻自由的ꎬ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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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ꎮ
犯前款罪ꎬ致使被害人死亡的ꎬ处 ２ 年以上 ７ 年

以下有期徒刑ꎮ
第 １ 款罪ꎬ告诉的才处理ꎮ

　 　 (一)概念

本罪指以暴力干涉他人婚姻自由的行为ꎮ

　 　 (二)构成特征

(１)侵犯客体:他人的婚姻自由ꎮ
(２)客观方面:暴力干涉他人婚姻自由的行为ꎮ
(３)犯罪主体:主要有父母、子女、兄弟姐妹、配

偶、族人、奸夫、情妇、干部等ꎬ多见于父母干涉子女

的婚姻自由或子女干涉父母再婚的自由ꎮ
(４)主观方面:直接故意ꎮ

　 　 (三)认定△【选择】
罪与非罪行为的界限: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使

用了暴力手段干涉他人的婚姻自由ꎮ 未使用暴力手

段的ꎬ如仅以赶出家门、断绝关系等相威胁的ꎬ不构

成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ꎮ
对于以暴力干涉他人婚姻自由ꎬ没有引起被害

人死亡的ꎬ“告诉的才处理”ꎮ

　 　 (四)法定刑

参见«刑法»第 ２５７ 条ꎮ

　 　 二十三、重婚罪

の第 ２５８ 条 有配偶而重婚的ꎬ或者明知他人
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ꎬ处 ２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

拘役ꎮ

　 　 (一)概念

本罪指①有配偶而重婚或者②明知他人有配偶
而与之结婚的行为ꎮ

　 　 (二)构成特征

(１)侵犯客体: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ꎮ
(２)客观方面:有配偶者即已婚者又与他人结

婚ꎬ或者无配偶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ꎮ
(３)犯罪主体:特殊主体ꎬ指已经有配偶的人即

已婚者ꎬ或者是虽无配偶但是明知对方有配偶而与
之结婚的人ꎮ

(４)主观方面:故意ꎮ

　 　 (三)认定△【选择】
审判实践中ꎬ以下情形由于行为人主观上缺乏

国家和社会期待其作出合法行为的可能性ꎬ不应以

犯罪论处:(１)因遭受自然灾害外流谋生而重婚的ꎻ
(２)因配偶长期外出下落不明ꎬ造成家庭生活严重

困难ꎬ又与他人结婚的ꎻ(３)因强迫、包办婚姻或者

因婚后受虐待外逃重婚的ꎻ(４)被拐卖后再婚的ꎮ

　 　 (四)法定刑

参见«刑法»第 ２５８ 条ꎮ

　 　 二十四、虐待罪

の第 ２６０ 条 虐待家庭成员ꎬ情节恶劣的ꎬ处 ２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ꎮ

犯前款罪ꎬ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的ꎬ处 ２ 年以

上 ７ 年以下有期徒刑ꎮ
第 １ 款罪ꎬ告诉的才处理ꎬ但被害人没有能力告

诉ꎬ或者因受到强制、威吓无法告诉的除外ꎮ

　 　 (一)概念

本罪指①虐待②家庭成员ꎬ③情节恶劣的行为ꎮ

　 　 (二)构成特征

(１)侵犯客体: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在家庭生

活中的平等权利与被害人的人身权利ꎮ
(２)客观方面:对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经常以

打骂、捆绑、冻饿、有病不给治、强迫超体力劳作、限
制自由等方式ꎬ从肉体上或者精神上进行摧残、折磨

的行为ꎮ
(３)犯罪主体:特殊主体ꎬ即共同生活的家庭

成员ꎮ
(４)主观方面:故意ꎮ

　 　 (三)认定

１.罪与非罪

虐待家庭成员的行为必须是情节恶劣的才构成
犯罪ꎬ否则不构成犯罪ꎮ

２.虐待罪与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的界限

必须根据行为人的主观故意、所实施的暴力手

段与方式、是否立即或者直接造成被害人伤亡后果

等进行综合判断ꎮ
对于行为人主观上不具有侵害被害人健康或者

剥夺被害人生命的故意ꎬ而是出于追求被害人肉体
和精神上的痛苦ꎬ长期或者多次实施虐待行为ꎬ逐渐
造成被害人身体损害ꎬ过失导致被害人重伤或者死
亡的ꎬ或者因虐待致使被害人不堪忍受而自残、自
杀ꎬ导致重伤或者死亡的ꎬ属于«刑法»第 ２６０ 条第 ２
款规定的虐待“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ꎬ应当以虐
待罪定罪处罚ꎮ

行为人虽然实施家庭暴力呈现经常性、持续性、
反复性的特点ꎬ但其主观上具有希望或者放任被害
人重伤或者死亡的故意ꎬ持凶器实施暴力ꎬ暴力手段
残忍ꎬ暴力程度较强ꎬ直接或者立即造成被害人重伤
或者死亡的ꎬ应当以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定
罪处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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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丁某虐待其 １０ 岁的继女长达 ３ 年之久ꎮ
某日丁某又因琐事痛打该女ꎬ并用铁条将其右眼扎

瞎ꎮ 丁某的行为构成( )ꎮ Ａ. 虐待罪ꎻＢ. 虐待致

人重伤罪ꎻＣ. 虐待罪和故意伤害罪ꎻＤ. 故意伤害罪

解析:虐待罪和故意伤害罪的区分ꎮ 构成虐待

罪的行为须有经常性、一贯性ꎬ如打骂、冻饿等ꎬ这种

行为是经常地、反复地进行的ꎬ而用铁条扎瞎眼睛的

行为显然不具有这一特征ꎬ应认定为故意伤害罪ꎮ
虐待罪的认定中要求虐待家庭成员情节特别恶劣的

才构成犯罪ꎬ丁某的行为应该不能被认定为虐待罪ꎮ

　 　 (四)法定刑

参见«刑法»第 ２６０ 条ꎮ

　 　 二十五、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
の第 ２６０ 条之一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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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虐待③被
监护、看护的人ꎬ④情节恶劣的ꎬ处 ３ 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者拘役ꎮ
单位犯前款罪的ꎬ对单位判处罚金ꎬ并对其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ꎬ依照前款的

规定处罚ꎮ
有第一款行为ꎬ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ꎬ依照处罚

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ꎮ

　 　 (一)概念和特征

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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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情节恶劣的行为ꎮ

１.构成特征

(１)侵犯客体:被监护、看护的人的人身权利ꎮ
犯罪对象是被监护、看护的未成年人、老年人、患病

的人、残疾人等ꎮ
(２)客观方面:表现为负有监护、看护职责的行

为人违背监护、看护职责ꎬ对被监护、看护的人等实

施虐待ꎬ情节恶劣的行为ꎮ
(３)犯罪主体:特殊主体ꎬ即对未成年人、老年

人、患病的人、残疾人等负有监护、看护职责的人ꎬ且
监护、看护人与被监护、看护人不具有家庭成员的关

系ꎮ 自然人和单位都可以构成本罪的犯罪主体ꎮ
(４)主观方面:故意ꎬ即行为人明知自己虐待被

监护、看护人会造成他们肉体上和精神上损害的后

果ꎬ而希望或者放任这种后果发生的ꎮ
◎{单 ２０１９. １７[７]}幼儿园教师甲在幼儿园卫

生间多次用针刺戳肖某等 １０ 余名幼儿的臀部ꎬ虽未

造成伤害后果ꎬ但情节十分恶劣ꎮ 甲的行为应认定

为( )①ꎮ Ａ. 侮辱罪ꎻＢ. 猥亵儿童罪ꎻＣ. 虐待被

监护、看护人罪ꎻＤ. 故意伤害罪

２.考点解析

(１)负有监护、看护职责ꎬ是指因为合同关系或

者其他法律规定等关系使行为人具有了监护、看护

职责ꎮ 如幼儿园老师对儿童的看护ꎬ养老机构的工

作人员对老人、残疾人的看护ꎬ医院的医生、护士对

病人的看护等ꎮ
(２)虐待主要ꎬ是指行为人违反监护、看护职

责ꎬ对被监护、看护人通过捆绑、打骂、冻饿、限制自

由、凌辱人格、强迫吃安眠药、不进行必要的看护和

救助等方法ꎬ从肉体上和精神上进行摧残迫害ꎮ
(３)情节恶劣是指行为人虐待动机卑鄙ꎬ手段

残酷ꎬ持续时间较长ꎬ虐待频率高ꎬ造成被害人重伤、
死亡或者精神抑郁等情形ꎮ

(４)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的行为ꎬ同时构成其

他犯罪的ꎬ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ꎮ

　 　 (二)认定

１.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与虐待罪的区别

两罪在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都有极大的相似

性ꎬ主要区别在于犯罪对象的不同ꎬ两罪存在以下

区别:
(１)犯罪客体不同ꎮ 前者是被监护人、被看护人

的人身权利ꎻ后者是复杂客体ꎬ即共同生活的家庭成

员在家庭生活中的平等权利与被害人的人身权利ꎮ
(２)犯罪主体不同ꎮ 前者是负有监护、看护职

责的非家庭成员ꎬ单位可为本罪主体ꎻ后者是共同生
活的家庭成员ꎬ且只能是自然人ꎮ

(３)想象竞合时的处罚原则不同ꎮ 虐待被监

护、看护人罪因虐待被监护、看护人ꎬ同时构成其他

犯罪的ꎬ适用想象竞合犯的一般原则ꎬ依照处罚较重
的规定定罪处罚ꎻ而虐待罪中虐待家庭成员ꎬ致使被

害人重伤、死亡的ꎬ构成虐待罪的结果加重犯ꎬ是适

用想象竞合犯的一般原则的例外ꎮ
(４)告诉方式不同ꎮ 虐待被监护、看护人员罪

属于公诉案件ꎻ而虐待罪属于告诉才处理的案件ꎬ但
被虐待的人没有能力告诉ꎬ或者因受到强制、威吓无

法告诉的除外ꎮ
(５)量刑不同ꎮ 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的社会

危害性更大ꎬ故量刑比虐待罪的处罚要重ꎮ

２.罪与非罪的界限:负有监护、看护职责的人的
行为必须是情节恶劣的才构成犯罪ꎬ否则不构成
犯罪ꎮ

　 　 (三)法定刑

参见«刑法»第 ２６０ 条之一第 １ 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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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六、遗弃罪【典型的继续犯、不作为

犯】
の第 ２６１ 条 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

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ꎬ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ꎬ情
节恶劣的ꎬ处５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ꎮ

　 　 (一)概念

本罪指对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
活能力的人ꎬ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ꎬ情节恶劣的

行为ꎮ

　 　 (二)构成特征

(１)侵犯客体:家庭成员之间相互扶养的权利

义务关系ꎮ
(２)客观方面: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

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ꎬ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

的ꎬ情节恶劣行为ꎮ
(３)犯罪主体:特殊主体ꎬ即对被遗弃者负有法

律上的扶养义务而且有扶养能力的人ꎮ
(４)主观方面:故意ꎮ

　 　 (三)认定

１.罪与非罪的界限

遗弃行为ꎬ情节恶劣的才构成犯罪ꎬ否则不构成
犯罪ꎮ

２.遗弃罪与故意杀人罪的界限

要根据被告人的主观故意、所实施行为的时间

与地点、是否立即造成被害人死亡ꎬ以及被害人对被

告人的依赖程度等进行综合判断ꎬ以区分遗弃罪与

故意杀人罪的界限ꎮ
对于只是为了逃避抚养义务ꎬ但并不希望或者

放任被害人死亡ꎬ将生活不能自理的被害人弃置在

福利院、医院、派出所等单位或者广场、车站等行人

较多的场所ꎬ希望被害人得到他人救助的ꎬ一般以遗

弃罪定罪处罚ꎮ
对于希望或者放任被害人死亡ꎬ不履行必要的

扶养义务ꎬ致使被害人因缺乏生活照料而死亡ꎬ或者

将生活不能自理的被害人带至荒山野岭等人迹罕至

的场所扔弃ꎬ使被害人难以得到他人救助的ꎬ应当以

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ꎮ

　 　 (四)法定刑

参见«刑法»第 ２６１ 条ꎮ

　 　 二十七、拐骗儿童罪

の第 ２６２ 条　 拐骗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ꎬ
脱离家庭或者监护人的ꎬ处 ５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

拘役ꎮ

　 　 (一)概念

拐骗儿童罪ꎬ是指拐骗不满 １４ 周岁的未成年

人ꎬ脱离家庭或者监护人的行为ꎮ

　 　 (二)构成特征

(１)侵犯客体:他人的家庭关系和儿童的合法

权益ꎮ 本罪的行为对象是不满 １４ 周岁的未成年人ꎮ
(２)客观方面:表现为采用蒙骗、利诱或者其他

方法ꎬ使儿童脱离自己的家庭或者监护人的行为ꎮ
(３)犯罪主体:一般主体ꎮ
(４)主观方面:故意ꎮ 犯罪的目的大多是将拐

骗的儿童收养为自己的子女ꎻ也不排除有的是供其

使唤、奴役ꎻ也有的是因为非常喜欢儿童而实施拐骗

的ꎮ 拐骗儿童罪不以出卖为目的ꎮ

　 　 (三)认定

１.简述拐骗儿童罪与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区别

答题要点:(１)客体要件不同ꎮ 前者侵犯的客

体是他人的家庭关系和儿童的合法权益ꎻ后者侵犯

的客体是他人的人身自由权利ꎬ因而性质不同ꎮ
(２)犯罪对象不同ꎮ 前者只限于不满 １４ 周岁

的未成年人ꎻ后者既可以是成年妇女ꎬ也可以是

儿童ꎮ
(３)客观方面不同ꎮ 前者是拐骗不满 １４ 周岁

的未成年人ꎬ脱离家庭或者监护人的行为ꎮ 后者以

出卖为目的ꎬ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妇

女、儿童的行为ꎮ
(４)犯罪目的不同ꎮ 前者主要是为了收养或者

使唤、奴役ꎬ不以出卖为目的ꎻ后者以出卖为目的ꎬ拐
骗儿童之后予以出卖的ꎬ以拐卖儿童罪论处ꎮ

２.拐骗儿童罪与绑架罪

两者有相同之处ꎬ但后者是拐骗他人作为人质ꎬ
用以向其家长、监护人、亲属等人勒索钱财或实现其

他不法要求ꎬ二者的性质与危害存在很大区别ꎮ

３.考点解析

所谓拐骗是指使用欺骗、引诱等方法将儿童弄

走ꎬ使之脱离家庭和监护人ꎮ 拐骗可能是直接对儿

童实行ꎬ也可能是对儿童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实行ꎮ
拐骗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ꎬ如给儿童爱吃的食物、喜
爱的玩具、好看的衣服以及带去玩耍等ꎬ骗取儿童的

好感后将其骗走ꎻ或对儿童的家长或者监护人以献

殷勤、假意帮助照看孩子、表示喜爱儿童等手段骗取

信任后ꎬ寻找机会将儿童骗走或者将婴儿偷偷抱走ꎮ

　 　 (四)法定刑

参见«刑法»第 ２６２ 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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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侵犯财产罪▲▲▲

第一节 概　 　 述

　 　 一、概念和共同特征
侵犯财产罪ꎬ是指故意非法占有、挪用公私财

物ꎬ或者故意破坏生产经营、毁坏公私财物的犯罪

行为ꎮ
简述侵犯财产罪的共同特征:
(１)侵犯客体:公共财产和公民私人财产所

有权ꎮ
(２)客观方面:非法占有、挪用或者毁坏公私财

物的行为ꎮ
(３)犯罪主体:自然人ꎮ 既有一般主体ꎬ也有特

殊主体ꎮ 单位不能成为本类犯罪的主体ꎮ
(４)主观方面:故意ꎮ 过失不能构成这类犯罪ꎮ

　 　 二、本章要求掌握的内容
(１)抢劫罪ꎻ(２)盗窃罪ꎻ(３)诈骗罪ꎻ(４)抢夺

罪ꎻ(５)侵占罪ꎻ(６)职务侵占罪ꎻ(７)挪用资金罪ꎻ
(８)敲诈勒索罪ꎻ(９)故意毁坏财物罪ꎻ(１０)破坏生

产经营罪ꎻ(１１)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等ꎮ 掌握这些

犯罪的概念、构成特征ꎬ认定这些犯罪时注意区分罪

与非罪、本罪与关联犯罪的关系ꎮ
本章犯罪ꎬ需要很好地把握和区分它们之间的

界限ꎬ如抢劫罪与敲诈勒索罪、抢夺罪ꎬ盗窃罪与诈

骗罪等ꎮ 对有的犯罪ꎬ还需要很好地注意其与其他

行为方式相似或相同但构成不同种类犯罪的情况ꎬ
如职务侵占罪与贪污罪、挪用资金罪与挪用公款罪ꎮ
总之ꎬ只有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每一种犯罪的基本构

成特征ꎬ才能做到对每一个案件的定性是准确的ꎬ也
才能做到刑法所规定的罪责刑相适应ꎮ

　 　 三、知识点
公共财产是指下列财产:(１)国有财产ꎻ(２)劳

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ꎻ(３)用于扶贫和其他公益

事业的社会捐助或者专项基金的财产ꎻ(４)在国家

机关、国有公司、企业、集体企业和人民团体管理、使
用或者运输中的私人财产ꎬ以公共财产论ꎮ

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是指下列财产:(１)公民

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生活资料ꎻ(２)依法

归个人、家庭所有的生产资料ꎻ(３)个体户和私营企

业的合法财产ꎻ(４)依法归个人所有的股份、股票、
债券和其他财产ꎮ

这类犯罪按照行为方式的不同ꎬ可以区分为占

有型犯罪、挪用型犯罪、毁坏型犯罪三类ꎮ 占有型犯

罪行为有抢劫、盗窃、诈骗、抢夺、聚众哄抢、侵占、敲
诈勒索等ꎻ挪用型犯罪行为有挪用资金、挪用特定款

物等ꎻ毁坏型犯罪行为有故意毁坏财物、破坏生产经

营等ꎮ

第二节 本章要求掌握的罪名

　 　 一、抢劫罪▲▲▲
の第 ２６３ 条 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

公私财物的ꎬ处 ３ 年以上 １０ 年以下有期徒刑ꎬ并处
罚金ꎻ有下列情形之一的ꎬ处 １０ 年以上有期徒刑、无
期徒刑或者死刑ꎬ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１)入户抢劫的ꎻ
(２)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的ꎻ
(３)抢劫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ꎻ
(４)多次抢劫或者抢劫数额巨大的ꎻ∥多指 ３

次以上ꎻ
(５)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的ꎻ
(６)冒充军警人员抢劫的ꎻ
(７)持枪抢劫的ꎻ∥不含“持假枪抢劫”的情形ꎻ
(８)抢劫军用物资或者抢险、救灾、救济物资

的ꎮ 【８ 种情形为考试重点】

　 　 (一)抢劫罪的概念与构成特征

本罪指①以非法占有为目的ꎬ②当场③使用暴
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ꎬ④强行劫取财物的行为ꎮ

１.简述抢劫罪的构成特征

(１)侵犯客体是复杂客体ꎬ即不仅侵犯财产所
有权ꎬ同时也侵害他人的人身权利ꎮ

(２)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对公私财物的所有

人、保管人、看护人或者持有人当场使用暴力、胁迫

或者其他方法ꎬ当场抢劫公私财物或者迫使其交出

公私财物的行为ꎮ
(３)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ꎮ 年满 １４ 周岁的自

然人ꎮ
(４)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ꎬ并且具有非法占有

公私财物的目的ꎮ

２.考点解析

(１)暴力是指行为人对被害人的身体实行打击

或强制ꎮ 表现为殴打、捆绑、拘禁、伤害ꎬ甚至杀害ꎮ
(２)胁迫是指行为人对被害人以立即实施暴力

相威胁ꎬ实行精神强制ꎬ使被害人恐惧而不敢反抗ꎬ
被迫当场交出财物或任财物被劫走ꎮ ∥也可能是暗

示的、潜在的威胁或者动作ꎮ
６７１

科
教
园
法
硕

法硕学长答疑QQ群:887455768        加微信号kjyedu免费领取《法硕必备法条》电子版



(３)其他方法是指暴力、胁迫方法以外的其他
使被害人不知反抗或不能反抗的方法▲ꎮ 主要表现

为用药物麻醉、用酒灌醉、使用催眠术或用毒药毒昏
等ꎬ致使被害人处于不知反抗或不能反抗的状态ꎮ

(４)采用暴力、胁迫的方法索取债务ꎬ因不具有
非法占有的目的ꎬ不构成抢劫罪ꎮ

３.认定抢劫罪的关键特征

(１)两个“当场”:“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
与“劫财”必须当场实施ꎬ才能构成抢劫罪ꎮ

两个“当场”是区分抢劫罪与敲诈勒索罪的关
键ꎬ也是抢劫罪与盗窃罪、诈骗罪、抢夺罪等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的侵犯财产罪的显著区别ꎮ

(２)暴力与劫财对象是同一人ꎮ 这是区分抢劫

罪与劫财式绑架罪的关键ꎮ

　 　 (二)法条分析

１. {法条 ２００８. ５７}根据«刑法»第 ２６３ 条规定ꎬ
请回答以下问题

(１)条文中“其他方法”应如何理解?
(２)条文中“入户抢劫”应如何理解?
(３)条文中“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的” 应如何

理解?
(４)条文中“持枪抢劫”是否应当包括“持假枪

抢劫”的情形? 为什么?
答案要点:(１)“其他方法”是指暴力、胁迫以外

的与“暴力、胁迫”方式具有相当性的方法ꎮ 比如用
灌酒、麻醉等方式使被害人陷入不知反抗、不能反抗
的状态ꎮ

(２)“入户抢劫”的“户”是指相对独立封闭的
空间ꎬ并且是属于家庭生活的空间ꎻ“入户”本身应
当具有非法性ꎻ 暴力、 胁迫等行为必须发生在
“户”内ꎮ

(３)“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的”中的重伤或死亡
结果ꎬ与抢劫行为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ꎮ 就罪过
而言ꎬ包括抢劫过程中故意伤害、故意杀害被害人的
情形ꎬ也包括抢劫过程中过失致人重伤或过失致人
死亡的情形ꎮ

(４)“持枪抢劫”不应当包括持假枪抢劫的情
形ꎮ 刑法之所以将“持枪抢劫”作为加重情节规定ꎬ
是因为持真枪抢劫与“抢劫致人重伤、死亡” “入户
抢劫”等行为具有相似危害性ꎮ 持假枪抢劫客观上
难以产生这种危害性ꎬ如果将其纳入“持枪抢劫”情
形中ꎬ难以保证“罪责刑”相一致ꎮ

２.结果加重情节解析

２. １. 关于“户”的认定▲
涉及考点:入户抢劫、入户盗窃的认定ꎮ

(１)２０００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案件

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入户抢劫是指为实施抢劫行为而进入他人生活

的与外界相对隔离的住所ꎬ包括封闭的院落、牧民的
帐篷、渔民作为家庭生活场所的渔船、为生活租用的
房屋等进行抢劫的行为ꎮ

对于入户盗窃ꎬ因被发现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
以暴力相威胁的行为ꎬ应当认定为入户抢劫ꎮ

(２)２００５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抢夺

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认定“入户抢劫”时ꎬ应当注意以下 ３ 个问题:
一是“户”的范围ꎮ “户”在这里是指住所ꎬ其特

征表现为供他人家庭生活和与外界相对隔离两个方
面ꎬ前者为功能特征ꎬ后者为场所特征ꎮ 一般情况
下ꎬ集体宿舍、旅店宾馆、临时搭建工棚、办公室等不
应认定为“户”ꎬ但在特定情况下ꎬ如果确实具有上

述两个特征的ꎬ也可以认定为“户”ꎮ
二是“入户”目的的非法性ꎮ 进入他人住所须

以实施抢劫等犯罪为目的ꎮ 抢劫行为虽然发生在户

内ꎬ但行为人不以实施抢劫等犯罪为目的进入他人

住所ꎬ而是在户内临时起意实施抢劫的ꎬ不属于“入
户抢劫”ꎮ

三是暴力或者暴力胁迫行为必须发生在户内ꎮ
入户实施盗窃被发现ꎬ行为人为窝藏赃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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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如果暴力或者暴力胁迫行为发生在户内ꎬ可以认

定为“入户抢劫”ꎻ如果发生在户外ꎬ不能认定为“入
户抢劫”ꎮ

(３)２０１６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刑事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认定“入户抢劫”ꎬ要注重审查行为人“入户”的

目的ꎬ将“入户抢劫”与“在户内抢劫”区别开来ꎮ 以
侵害户内人员的人身、财产为目的ꎬ入户后实施抢
劫ꎬ包括入户实施盗窃、诈骗等犯罪而转化为抢劫
的ꎬ应当认定为“入户抢劫”ꎮ 因访友办事等原因经
户内人员允许入户后ꎬ临时起意实施抢劫ꎬ或者临时
起意实施盗窃、诈骗等犯罪而转化为抢劫的ꎬ不应认
定为“入户抢劫”ꎮ

对于部分时间从事经营、部分时间用于生活起
居的场所ꎬ行为人在非营业时间强行入内抢劫或者
以购物等为名骗开房门入内抢劫的ꎬ应认定为“入
户抢劫”ꎮ 对于部分用于经营、部分用于生活且之
间有明确隔离的场所ꎬ行为人进入生活场所实施抢
劫的ꎬ应认定为“入户抢劫”ꎻ如场所之间没有明确
隔离ꎬ行为人在营业时间入内实施抢劫的ꎬ不认定为
“入户抢劫”ꎬ但在非营业时间入内实施抢劫的ꎬ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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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代理 ( ４５ )………………………………

　 第一节　 代理概述 ( ４５ )………………………

　 第二节　 代理的分类 ( ４６ )……………………

　 第三节　 代理权 ( ４７ )…………………………

　 第四节　 无权代理 ( ４９ )………………………

　 第五节　 代理终止 ( ５１ )………………………

第八章　 诉讼时效与期间 ( ５２ )…………………

　 第一节　 诉讼时效 ( ５２ )………………………

　 第二节　 期间 ( ５６ )……………………………

第二部分　 物　 权　 编

第九章　 物权通则 ( ５６ )…………………………

　 第一节　 物权概述 ( ５６ )………………………

　 第二节　 物权法的基本原则 ( ５８ )……………

　 第三节　 物权的变动 ( ６０ )……………………

　 第四节　 不动产登记 ( ６２ )……………………

　 第五节　 物权的保护 ( ６５ )……………………

第十章　 所有权 ( ６５ )……………………………

　 第一节　 所有权概述 ( ６５ )……………………

　 第二节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 ( ７２ )……………

　 第三节　 相邻关系 ( ７３ )………………………

　 第四节　 共有 ( ７５ )……………………………

第十一章　 用益物权 ( ７８ )………………………

　 第一节　 用益物权概述 ( ７８ )…………………

　 第二节　 土地承包经营权 ( ７８ )………………

　 第三节　 建设用地使用权 ( ８０ )………………

　 第四节　 宅基地使用权 ( ８２ )…………………

　 第五节　 居住权 ( ８２ )…………………………

　 第六节　 地役权 ( ８３ )…………………………

第十二章　 担保物权 ( ８４ )………………………

　 第一节　 担保物权概述 ( ８４ )…………………

　 第二节　 抵押权 ( ８８ )…………………………

　 第三节　 质权 ( ９５ )……………………………

　 第四节　 留置权 ( ９９ )…………………………

第十三章　 占有 (１０１)……………………………

　 第一节　 占有概述 (１０１)………………………

　 第二节　 占有的效力与保护 (１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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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合　 同　 编

第十四章　 合同通则 (１０３)………………………

　 第一节　 债与合同概述 (１０３)…………………

　 第二节　 合同的订立 (１０６)……………………

　 第三节　 合同的效力 (１１２)……………………

　 第四节　 合同的履行 (１１３)……………………

　 第五节　 合同的保全 (１１８)……………………

　 第六节　 合同的变更和转让 (１２０)……………

　 第七节　 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 (１２４)…………

　 第八节　 违约责任 (１２８)………………………

第十五章　 典型合同 (１３１)………………………

　 第一节　 买卖合同 (１３１)………………………

　 第二节　 供用电、水、气、热力合同 (１３６)………

　 第三节　 赠与合同 (１３６)………………………

　 第四节　 借款合同 (１３７)………………………

　 第五节　 保证合同 (１３９)………………………

　 第六节　 租赁合同 (１４２)………………………

　 第七节　 融资租赁合同 (１４５)…………………

　 第八节　 保理合同 (１４８)………………………

　 第九节　 承揽合同 (１４８)………………………

　 第十节　 建设工程合同 (１４９)…………………

　 第十一节　 运输合同 (１５１)……………………

　 第十二节　 技术合同 (１５３)……………………

　 第十三节　 保管合同 (１５５)……………………

　 第十四节　 仓储合同 (１５６)……………………

　 第十五节　 委托合同 (１５７)……………………

　 第十六节　 物业服务合同 (１５９)………………

　 第十七节　 行纪合同 (１６０)……………………

　 第十八节　 中介合同 (１６１)……………………

　 第十九节　 合伙合同 (１６１)……………………

第十六章　 准合同 (１６２)…………………………

　 第一节　 无因管理 (１６２)………………………

　 第二节　 不当得利 (１６３)………………………

第四部分　 知识产权与人格权编

第十七章　 知识产权 (１６５)………………………

　 第一节　 知识产权概述 (１６５)…………………

　 第二节　 几种典型的知识产权 (１６７)…………

第十八章　 人格权 (１８３)…………………………

　 第一节　 人格权概述 (１８３)……………………

　 第二节　 具体人格权 (１８５)……………………

第五部分　 婚姻家庭、继承、侵权责任编

第十九章　 婚姻家庭 (１９２)………………………

　 第一节　 亲属 (１９２)……………………………

　 第二节　 结婚 (１９４)……………………………

　 第三节　 家庭关系 (１９６)………………………

　 第四节　 离婚 (２００)……………………………

　 第五节　 收养 (２０４)……………………………

第二十章　 继承 (２０７)……………………………

　 第一节　 继承概述 (２０７)………………………

　 第二节　 法定继承 (２１０)………………………

　 第三节　 遗嘱继承和遗赠 (２１３)………………

　 第四节　 遗产的处理 (２１６)……………………

第二十一章　 侵权责任 (２１８)……………………

　 第一节　 侵权责任概述 (２１８)…………………

　 第二节　 一般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 (２２０)……

　 第三节　 损害赔偿 (２２２)………………………

　 第四节　 数人侵权行为及其责任 (２２３)………

　 第五节　 侵权责任的抗辩事由 (２２５)…………

　 第六节　 特殊责任主体的侵权责任 (２２６)……

　 第七节　 产品责任 (２２８)………………………

　 第八节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２３０)…………

　 第九节　 医疗损害责任 (２３１)…………………

　 第十节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 (２３２)……

　 第十一节　 高度危险责任 (２３３)………………

　 第十二节　 饲养动物损害责任 (２３４)…………

　 第十三节　 建筑物和物件损害责任 (２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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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学(专业基础课)

民法学

记忆树

总　 则

概述
§ １:绪论ꎮ 民法的概述、基本原则

§ ２:民事法律关系ꎮ 概述、要素、权利义务、责任、法律事实{

主体
制度

§ ３:自然人ꎮ 权利能力、行为能力、监护、宣告失踪和宣告死亡

§ ４:法人ꎮ 特征、营利法人、非营利法人、特别法人、设立、变更与终止

§ ５:非法人组织ꎮ 类型、合伙企业

ì

î

í

ïï

ïï

行为
制度

§ ６:民事法律行为ꎮ 分类、意思表示、成立、有效、无效、可撤销、效力未定、附条件

和附期限

§ ７:代理ꎮ 概念、分类、代理权、无权代理、代理终止

ì

î

í

ïï

ïï

状态 § ８:诉讼时效与期间ꎮ{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ï

“六编”

物　 权

§ ９:物权通则ꎮ ①概述ꎻ②基本原则ꎻ③物权的变动ꎻ④不动产登记ꎻ⑤物权的保护

§ １０:所有权ꎮ ①概述ꎻ②建筑物区分所有权ꎻ③相邻关系ꎻ④共有

§ １１:用益物权ꎮ 土地承包经营权ꎻ建设用地使用权ꎻ宅基地使用权ꎻ居住权ꎻ地役权

§ １２:担保物权ꎮ ①概述ꎻ②抵押权ꎻ③质权ꎻ④留置权

§ １３:占有ꎮ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合　 同

§ １４:合同通则ꎮ 债与合同、合同的订立、效力、履行、保全、变更和转让、权利

义务终止、违约责任

§ １５:典型合同ꎮ

§ １６:准合同ꎮ 无因管理ꎻ不当得利

ì

î

í

ï
ïï

ï
ï

“两权”
§ １７:知识产权ꎮ 著作权ꎻ专利权ꎻ商标权

§ １８:人格权ꎮ{

“三编”

§ １９:婚姻家庭ꎮ ①亲属ꎻ②结婚ꎻ③家庭关系ꎻ④离婚ꎻ⑤收养

§ ２０:继承ꎮ 法定继承ꎻ遗嘱继承和遗赠ꎻ遗产的处理

§ ２１:侵权责任ꎮ 一般侵权构成要件、损害赔偿、数人侵权、抗辩事由ꎻ具体侵权

ì

î

í

ïï

ïï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ï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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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号说明:为方便法条引用ꎬ用“の”替代“«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ꎮ

第一部分　 总　 则　 编

第一章 绪　 　 论
民法是专门研究民事法律关系的法ꎬ包括平等

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ꎮ
民事法律关系包括三个要素:主体、内容、客体ꎮ

其中内容包括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ꎬ客体主要研究

物、行为、智力成果、人身利益和权利ꎮ
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需要具备 ３

个基本的条件:民事法律规范、民事主体和民事法律

事实ꎮ 其中主体制度研究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

织ꎻ民事法律事实是指依法能够引起民事法律关系

产生、变更和消灭的客观现象ꎬ包括行为与自然事

实ꎬ自然事实又分为事件和状态ꎮ
总则编内容主要围绕民事法律关系、法律事实

展开ꎮ

第一节 民 法 概 述

　 　 一、民法的概念▲
○民法是调整①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②人身关

系和③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ꎮ
の第 ２ 条 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

和非法人组织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ꎮ
«民法典»的规定揭示了我国民法调整的社会

关系的范围及其特点ꎬ划分了民法与其他法律部门

的界限ꎮ

　 　 (一)民法的特征

民法的概念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
(１)民法调整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ꎮ
(２)民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在内容上表现为人

身关系和财产关系ꎮ
(３)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

产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ꎮ
∥平等性是界定民事主体的最核心的要素ꎮ 民

事法律关系主体地位的平等是民法区别于调整具有

隶属关系的主体之间的法律部门(如行政法等法律

部门)的重要标志ꎮ
◎{单 ２０１９. ２１[１１]}下列行为中ꎬ由民法调整

的是( )①ꎮ Ａ. 甲与网友相约一起参加电子竞

技ꎻＢ. 乙大学拒绝授予郑某硕士学位ꎻＣ. 丙在相亲

活动中与王某成功“牵手”ꎻＤ. 丁公安局发布公告:
“提供破案线索者ꎬ奖励 ３０００ 元”

　 　 (二)各国民法分类 ×
１.形式意义上的民法和实质意义上的民法

形式意义上的民法是指由立法机关系统编纂成

«民法典»的民法规范体系ꎮ
实质意义上的民法是指具备民法实质内容的民

事法律规范体系ꎬ包括«民法典»和其他民事法律、
法规ꎮ

形式意义的民法起源于罗马法ꎬ并为大陆法系

国家采用ꎬ英美法系国家没有形式意义的民法ꎬ只有

实质意义的民法ꎬ而且以判例为特点ꎮ
在我国ꎬ形式意义上的民法是指«民法典»ꎬ实

质意义上的民法包括«民法典»和其他规定了民法

实质内容的单行法律、法规ꎮ ２０２０ 年已经编纂完成

«民法典»ꎬ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 日起施行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法典»在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ꎬ是一部固根本、稳
预期、利长远的基础性法律ꎬ对推进全面依法治国、
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ꎬ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巩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ꎬ对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依法维护人民权益、推动我国人权

事业发展ꎬ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ꎬ
都具有重大意义ꎮ «民法典»系统整合了新中国成

立 ７０ 多年来长期实践形成的民事法律规范ꎬ汲取了

中华民族 ５０００ 多年优秀法律文化ꎬ借鉴了人类法治

文明建设有益成果ꎬ是一部体现我国社会主义性质、
符合人民利益和愿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民法典ꎬ
是一部体现对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生活

幸福、人格尊严等各方面权利平等保护的民法典ꎬ是
一部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实践特色、时代特色的民

法典ꎮ

２.广义的民法和狭义的民法

广义的民法是指一切调整平等主体之间人身关

系和财产关系的成文法和不成文法、民事普通法和

民事单行法的总和ꎮ
狭义的民法仅指编纂成民法典的民事法律规范

系统ꎮ
我国采用广义的民法概念ꎬ将民法定位为调整

民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ꎮ 其外延包括民法典、
其他民事法律法规以及传统商法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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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民法的性质

◎{法论 ２０１４. ３６}试论民法的性质ꎮ
答案要点:表现为以下 ５ 个方面:
(１)民法是私法ꎮ 民法的调整对象决定了民法

是私法ꎮ
民法调整的社会关系主要涉及私人利益ꎬ民事

主体之间是平等主体的关系ꎬ国家也可以作为特殊
的民事主体参加民事活动ꎮ 将民法归入私法范畴ꎬ
有助于提倡当事人意思自治ꎬ尽可能减少国家干预ꎻ
有助于培育和发展自然人的权利意识和平等观念ꎮ

关于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标准主要有三种学说:
利益说、意思说和主体说ꎮ

(２)民法是调整市场经济关系的基本法ꎮ 这主

要是从民法调整的财产关系的性质归纳得出的ꎮ
从历史发展看ꎬ民法始终与商品经济或市场经

济的发展相联系ꎻ从内容来看ꎬ民法调整的财产关系

主要是财产归属关系和财产流通关系ꎮ 与此相适

应ꎬ形成了由民事主体、物权、债权等制度组成的民

法体系ꎮ
(３)民法是调整市民社会关系的基本法ꎮ 民法

调整市民社会关系ꎬ重在保护市民的私权ꎬ协调市民

利益ꎬ以构建和谐的市民社会秩序ꎮ
(４)民法是权利法ꎮ 民法最基本的职能在于对

民事权利的确认和保护ꎮ
从起源来看ꎬ民法就是为了对抗公权力的干预、

保障自然人权利不受侵犯而产生的ꎮ 民法体系的构

建以权利为基本的逻辑起点ꎬ民法总则和民法分则

都是围绕权利展开的ꎮ 民法通过权利确认当事人的

行为规则ꎬ通过救济手段确认权利ꎮ
(５)民法是实体法ꎮ 民法规定民事主体相互间

权利义务的实体内容ꎮ
民法作为实体法ꎬ既是行为规则ꎬ又是裁判规

则ꎮ 民法作为行为规则具有确立交易规则和生活规

则的功能ꎬ民法作为裁判规则是司法机关正确处理

民事纠纷所要依循的准则ꎮ
∥民法规范大多为任意性规范ꎬ兼有强行性

规范ꎮ

　 　 三、民法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塑造«民法典»是

我国民法的显著特征ꎮ 党的十八大提出ꎬ倡导富强、
民主、文明、和谐ꎬ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ꎬ倡导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ꎬ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ꎮ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

值目标ꎬ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

向ꎬ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

则ꎬ这 ２４ 个字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ꎮ
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中ꎬ科学立法要求坚持正

确的政治立场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ꎬ在立法目的和价值取向上旗帜鲜

明地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ꎮ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融入«民法典»ꎬ其明显的表现为«民法典»第 １ 条

规定:“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ꎬ调整民事关

系ꎬ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ꎬ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

展要求ꎬ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根据宪法ꎬ制定

本法ꎮ”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塑造«民法典»的精

神灵魂ꎬ不仅要在立法技术上通盘考虑ꎬ还要在立法

宗旨上宣示、在基本原则上恪守、在一般规范上体

现、在具体规范中融入ꎬ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

鲜明的精神轴线ꎬ贯穿«民法典»的始终ꎬ为民事主

体参与民事活动提供基本规则和价值遵循ꎮ
«民法典»是对社会生活规则的总结ꎬ在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运转过程之中ꎬ竞争压力不可避免地会

带来人际关系的紧张ꎬ各种社会矛盾凸现ꎬ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ꎬ无疑能为缓解社会矛盾、维
护社会良好秩序、促进社会和谐提供坚实的价值基

础ꎮ «民法典»的编纂是在整合既有的民事立法的

基础上展开的ꎬ除了价值同源ꎬ很大程度上也在具体

制度上表现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达ꎮ 需要

注意的是ꎬ在司法实践中ꎬ法律人不能简单地认为很

多传统民法既有的具体规则已经表达出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独特精神内涵ꎬ还需要结合社会主义的

本质去解释和适用这些规则ꎮ

　 　 四、民法的渊源【选择】
民法的渊源是指民法的具体表现形式ꎮ 包括两

种类型:制定法与非制定法ꎮ

１.制定法

制定法指经过具有立法权或准立法权的国家机

关ꎬ以条款形式加以编纂ꎬ制定成文件的法律或法

规ꎮ 作为民法渊源的制定法主要包括:
(１)宪法ꎮ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法ꎬ具有最高的

法律效力ꎮ
(２)民事法律ꎮ 法律是指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

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立法文件ꎮ 包括:①民事基本

法的«民法典»ꎻ②民事单行法ꎬ例如«商标法»«专利

法»«著作权法»等ꎻ③针对特定权利主体、客体或特

殊问题而制定的既有民法规范又有行政法规范的法

律ꎬ如«合伙企业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ꎮ
(３)行政法规ꎮ 行政法规是国务院制定的规范

性文件ꎬ其中有些规范属于民事规范ꎬ属于民法的

渊源ꎮ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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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地方性法规ꎮ 地方性法规是由地方人大及

其常委会制定的规范性文件ꎬ其中的民法规范属于

民法的渊源ꎮ
(５)规章ꎮ 规章包括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

章ꎬ规章中的民事规范属于民法的渊源ꎮ
(６)司法解释ꎮ 司法解释主要是指最高人民法

院所作的司法解释等ꎮ
(７)国际条约ꎮ 我国签订的国际条约对于我国

国内的自然人、法人也具有与国内法一样的约束力ꎮ

２.非制定法

非制定法主要包括民事习惯ꎮ 民事习惯是指当
事人所知悉或实践的生活和交易习惯ꎮ

在我国ꎬ习惯作为民法的渊源是受限制的ꎬ根据

«民法典»第 １０ 条的规定ꎬ习惯只有不违背公序良
俗ꎬ才具有民法渊源的意义ꎬ并且只有在法律没有规

定的情况下才能适用习惯ꎮ

３.民事法律以及习惯的适用规则【补充】
の第 １０ 条 处理民事纠纷ꎬ应当依照法律ꎻ法

律没有规定的ꎬ可以适用习惯ꎬ但是不得违背公序
良俗ꎮ

の第 １１ 条 其他法律对民事关系有特别规定

的ꎬ依照其规定ꎮ
«民法典»属于一般法ꎬ特别法有规定的ꎬ优先

适用特别法ꎮ 总则编规定属于一般规定ꎬ各分编有
特别规定的ꎬ依照其规定ꎮ

处理民事纠纷ꎬ应当依照制定法ꎬ制定法没有规
定的ꎬ可以适用习惯ꎬ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ꎮ

∥法的效力等级ꎬ又称法的效力位阶ꎬ是指规

范性法律文件之间的效力等级关系ꎮ 影响法的效

力层次的因素主要有:制定主体ꎻ适用范围ꎻ制定

时间ꎮ
(１)上位法的效力高于下位法ꎮ
(２)同一位阶的法律之间ꎬ特别法优于一般法ꎮ
(３)新法优于旧法:同一位阶的法律对同一事

项规定不一样的ꎬ新颁布的法律优先适用ꎮ
(４)法律文本优于法律解释ꎮ

　 　 五、民法的解释 ×
民法的解释ꎬ是指当民法规范不明确时ꎬ特定的

解释主体ꎬ运用一定的方法和原则ꎬ并遵循法定的权
限和程序ꎬ探求民事法律规范的含义的活动ꎮ

１.民法解释的必要性

主要体现在:(１)法律必须通过解释才能适用ꎻ
(２)通过梳理法条的内在结构和逻辑关系从而弥补
法律漏洞的需要ꎻ(３)法律解释也是法官创造性地
适用法律ꎬ充分实现司法公正的要求ꎮ

２.民法的解释方法【选择】【联系刑法、法理】
(１)文义解释ꎮ 又称文理解释ꎬ是指根据民事

法律规范中所使用的文字的字面意义进行解释的方

法ꎮ 法律解释必须以文义解释为出发点ꎬ并且所作

的解释不能超过可能的文义ꎮ
(２)体系解释ꎮ 体系解释是指根据民事法律规

范在法律体系中的位置ꎬ即与其他法律规范的关联ꎬ
确定其含义和内容的解释方法ꎮ

(３)历史解释ꎮ 又称立法解释或法意解释ꎬ是
通过探求立法者在制定民事法律规范时的立法意图

进行民法解释的方法ꎮ 历史解释的主要依据是立法

过程中相关的立法资料ꎬ如法律草案、立法理由

书等ꎮ
(４)目的解释ꎮ 目的解释是指不拘泥于民事法

律规范的字面含义以及立法者制定法律时的立法意

图ꎬ从现实的社会关系发展的要求出发ꎬ依据合理的

目的进行法律解释ꎮ
(５)扩张解释ꎮ 扩张解释是指当民事法律规范

的条文中所使用的文字、词语的文义过于狭窄ꎬ不足

以涵盖立法者所欲调整的范围时ꎬ为符合立法本意ꎬ
对文义进行扩张ꎬ将排除在适用范围之外的案件纳

入调整范围的解释方法ꎮ
(６)限缩解释ꎮ 限缩解释是指当民事法律规范

的条文中所使用的文字、词语的文义过于宽泛ꎬ包含

了本应排除在调整范围之外的案件时ꎬ为符合立法

本意ꎬ对文义进行限制ꎬ将不应适用的案件排除在外

的解释方法ꎮ
(７)当然解释ꎮ 当然解释是指虽然法律没有明

文规定ꎬ但是依据规范的目的进行衡量ꎬ某一事实比

法律所规定的事实更有适用的理由时ꎬ直接将法律

规定适用于该事实的法律解释方法ꎮ ∥这种解释方

法通常被称为“举重以明轻ꎬ举轻以明重”ꎮ
(８)其他ꎮ 如合宪性解释、比较法解释、社会学

解释等ꎮ

　 　 六、民法的适用

民法的适用也称民法的效力ꎬ是指民事法律规

范在何时、何地、对何人发生法律效力ꎮ 民法的效力

包括民法在时间上的效力、民法在空间上的效力、民
法对人的效力三个方面ꎮ

　 　 (一)民法在时间上的效力 × 【了解】
民法在时间上的效力即从什么时间开始生效ꎬ

到什么时间效力终止ꎮ

１.民事法律规范发生法律效力的起止时间

１. １　 生效时间

立法上对民事法律规范开始生效的时间规定ꎬ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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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有两种:
(１)在法律文件中明确规定ꎬ从通过或公布之

日起开始生效ꎻ
(２)在民事规范的条文中ꎬ单独列举一条说明

该规范在公布后的什么时间才开始生效ꎮ 如«民法

典»第 １２６０ 条第 １ 句规定:“本法自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
日起施行ꎮ”这种规定是为了让人们在新法生效之

前了解该法ꎬ并给司法机关以准备的时间ꎮ
１. ２　 失效时间

民事法律的失效时间ꎬ法律本身一般都不作规

定ꎬ而是通过下列方式确定:
(１)自然失效ꎮ 当某一民事法律规范规定的任

务已经完成后ꎬ该民事法律规范的效力自然终止ꎮ
(２)在公布新的法律时ꎬ明确宣布以前的同类

法规与其相抵触的部分效力终止ꎮ
(３)修改并重新公布实施的法律的同时宣布原

法律的效力终止ꎮ 如«民法典»第 １２６０ 条规定:“本
法自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 日起施行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

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同时废止ꎮ”

２.民法溯及既往的效力

民法溯及既往的效力即民法对于其公布实施之

前发生的民事法律关系有无溯及既往的效力ꎮ 民法
原则上没有溯及既往的效力ꎮ 例外的情形下ꎬ在对
双方当事人都有利的情况下ꎬ民法规范可以具有溯
及力ꎮ

∥阅读了解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通过的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

力的若干规定»ꎮ 其中一般规定:
«民法典»施行后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

案件ꎬ适用«民法典»的规定ꎮ «民法典»施行前的法

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ꎬ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

解释的规定ꎬ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ꎮ
«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持续至«民法典»施行

后ꎬ该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ꎬ适用«民法

典»的规定ꎬ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ꎮ
«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

案件ꎬ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有规定ꎬ适用当时的法

律、司法解释的规定ꎬ但是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更

有利于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ꎬ更有利于维护社会

和经济秩序ꎬ更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除外ꎮ
«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

案件ꎬ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没有规定而«民法典»
有规定的ꎬ可以适用«民法典»的规定ꎬ但是明显减

损当事人合法权益、增加当事人法定义务或者背离

当事人合理预期的除外ꎮ
«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

案件ꎬ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仅有原则性规定而«民
法典»有具体规定的ꎬ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

规定ꎬ但是可以依据«民法典»具体规定进行裁判

说理ꎮ
«民法典»施行前已经终审的案件ꎬ当事人申请

再审或者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ꎬ不适用

«民法典»的规定ꎮ

　 　 (二)民法在空间上的效力

の第 １２ 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民事活
动ꎬ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ꎮ 法律另有规定的ꎬ依
照其规定ꎮ

民法在空间上的效力是指民法在什么地域内适

用ꎮ 一般分为两种情况:
(１)凡是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及其

各部委等中央机关制定并颁布的民事法规ꎬ适用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领空、领水ꎬ以及根据国际

法和国际惯例应当视为我国领域的一切领域ꎮ 例

如ꎬ我国的驻外使馆、领馆ꎬ我国在境外的船舶、飞机
等ꎮ (注意与刑法的不同)

(２)凡是地方各级政权机关所颁布的法规ꎬ只
在该地区内发生法律效力ꎬ在其他地区不发生效力ꎮ

我国民法的适用范围以属地法为原则ꎬ即凡是

在中国领域内发生的民事活动ꎬ原则上都适用ꎮ

　 　 (三)民法对人的效力

民法对人的效力即指民法对哪些人有法律效

力ꎮ 我国民法对人的效力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况:
(１)对居住在我国境内的中国自然人和设立在

中国境内的中国法人ꎬ都具有法律效力ꎮ
(２)对于居留在我国境内的外国人、无国籍人

和经我国政府准许设立在中国境内的外国法人ꎬ原
则上具有法律效力ꎮ

例外:依法享有外交豁免权的人除外ꎮ 另外ꎬ我
国民法中某些专门由中国公民、法人或非法人组织
享有的权利ꎬ对外国人、无国籍人和外国法人不具有
法律效力ꎮ

(３)居住在外国的我国公民ꎬ原则上适用居住

国的民法ꎬ而不适用我国民法ꎮ 例外:依照我国法律

以及我国与其他国家缔结的双边协定ꎬ或我国参加

的国际条约ꎬ我国认可的国际惯例ꎬ应当适用我国民

法的ꎬ仍然适用我国民法ꎮ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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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民法的调整对象 ×

民法调整的对象是指民事法律规范所调整的社

会关系ꎬ即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ꎮ

　 　 一、民法调整的人身关系
民法调整的人身关系是指平等主体之间基于人

格或身份而发生的、与人身不可分离、不具有直接财
产内容的权利义务关系ꎬ包括人格关系和身份关系ꎮ
∥ ×人身关系是与民事主体的人身不可分离ꎬ以特

定精神利益为内容的社会关系ꎮ 人格关系是指民事

主体为实现人格利益而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ꎬ是因

民事主体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名称

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等的享有而产生

的民事法律关系ꎮ 身份关系是民事主体基于身份利

益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ꎬ在民法上表现为自然人因

婚姻家庭关系等产生的身份关系ꎮ
民法调整的人身关系的特征:
(１)主体地位平等ꎮ 在民事法律关系中民事主

体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ꎬ任何人都不得把自己的意

志强加于他人ꎮ
(２)与人身不可分离ꎮ 人身关系与人身不可分

离ꎬ离开了人身就不会发生人身关系ꎮ
(３)民法所调整的人身关系虽然不具有直接的

财产内容ꎬ但是某些人身关系是财产关系产生的前
提条件ꎬ同时ꎬ对民事主体的人身权进行侵害会导致
民事主体的财产损失ꎮ 因此对人身权保护的责任方

式既有停止损害、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等

的非财产性的责任方式ꎬ又有赔偿损失的财产性责

任方式ꎮ

　 　 二、民法调整的财产关系

民法调整的财产关系ꎬ是平等主体之间以财产
归属和财产流转为主要内容的权利义务关系ꎮ ∥财

产关系是人们在物质资料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

的过程中形成的具有经济内容的社会关系ꎮ
特点:(１)主体地位平等ꎮ 在民事法律关系中

民事主体具有独立的人格ꎬ其法律地位平等ꎬ互不隶

属ꎬ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ꎬ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ꎮ
(２)主体意思表示自由ꎮ 民法调整的财产关系

的产生、变更和消灭都是在民事主体自愿的基础上

进行的ꎬ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另一方ꎮ
(３ )民法所调整的财产关系的基本内容是财产

归属关系和财产流转关系ꎮ
∥财产归属关系是指民事主体因占有、使用、收

益、处分财产而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ꎮ 财产流转关

系指民事主体未获取利益而相互转让财产所形成的

权利义务关系ꎮ 两者有着密切的联系ꎬ财产归属关

系是财产流转关系的前提ꎬ财产流转关系又常常是

财产归属关系的发生根据ꎮ
(４ )民法所调整的财产关系在利益实现方面大

多具有有偿的特点ꎮ ∥民事规范不同于道德规范ꎬ
民事主体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可以合理谋求利益最

大化ꎮ 取得财产利益应当支付相应的对价ꎬ这一特

点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民事主体对于财产利益实现的

基本要求ꎬ但在坚持民事主体平等、自愿的前提下ꎬ
赠与、借用等民事法律关系中不适用有偿原则也是

法律所允许的ꎮ

第三节 民法的基本原则

　 　 一、民法基本原则的概念和功能

◎{法论 ２０１７. ３６}试论民法基本原则的含义和

功能(答题要点见蓝字)ꎮ

１.民法基本原则的概念

民法基本原则是民法规定的效力贯穿于民法始

终的对民事立法、民事行为和民事司法具有普遍指

导意义的基本准则ꎮ
民法基本原则是民法调整的社会关系和民法观

念的综合反映ꎮ

２.民法基本原则的功能▲【论述、简述、选择】
主要表现为以下 ３ 个方面:
(１)指导功能ꎮ 民法基本原则是民事立法的指

导方针ꎮ
民法基本原则的功能突出表现在它的指导性ꎮ

民法基本原则对民事立法、民事行为和民事司法均

有指导意义ꎮ
(２)约束功能ꎮ 民法基本原则是民事主体应遵

循的行为准则ꎮ
民法基本原则对民事立法、民事行为和民事司

法有约束力ꎮ
(３)补充功能ꎮ 民法基本原则是解释民事法律

法规和填补法律漏洞的依据ꎮ
民法基本原则在民事法律规范中处于指导和统

帅的地位ꎬ但是通常在民事法律规范有具体规定的

情况下ꎬ必须适用具体规定ꎬ不能直接适用民法基本

原则ꎮ
◎{法论 ２０１８. ３６}试论我国民法中的绿色原则

的功能ꎮ
答题要点:绿色原则ꎬ是我国民法所确立的民法

基本原则之一ꎬ其功能主要有三项: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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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指导功能ꎮ 绿色原则对民事立法、民事行

为和民事司法均有指导意义ꎮ
(２)约束功能ꎮ 绿色原则对民事立法、民事行

为和民事司法有约束力ꎮ 如绿色原则要求民事主体

在进行民事活动时ꎬ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生

态环境ꎬ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ꎬ兼顾社会环境

公益ꎮ
(３)补充功能ꎮ 在民事法律规范没有具体规定

的情况下ꎬ法官在审理案件时ꎬ可依据绿色原则寻求

立法本意或法律价值取向ꎬ通过目的解释ꎬ裁判具体

案件ꎮ
◎{简 ２０１１. ５３}简述诚实信用原则的含义和

功能ꎮ
答案要点:(１)含义ꎻ(２)功能是:①指导民事主

体进行民事活动ꎻ②指导和约束法官行使自由裁

量权ꎮ

　 　 二、民法的具体基本原则

　 　 (一)平等原则

の第 ４ 条 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的法律地位
一律平等ꎮ

１.平等原则的概念

平等原则ꎬ是指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的法律

地位一律平等ꎮ
平等原则是民法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性质决定

的ꎬ没有平等就没有民法ꎬ市场经济最本质的特征就

体现在主体之间的平等性上ꎮ

２.平等原则的具体表现

(１)民事主体的民事权利能力一律平等ꎮ 任何

民事主体在法律上不分尊卑贵贱、财富多寡、种族差

异、性别差异ꎬ其抽象人格都是平等的ꎮ
(２)不同民事主体参与民事法律关系适用同一

法律ꎬ处于平等的地位ꎮ
(３)民事主体在民事法律关系中必须平等协

商ꎮ 任何一方当事人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

方当事人ꎮ
(４)对权利予以平等的保护ꎮ 在法律上ꎬ无论

具体的人具有何种事实上的差异ꎬ当其权利受到侵

害时ꎬ法律都给予平等保护ꎮ

　 　 (二)自愿原则【理解内涵】
の第 ５ 条 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ꎬ应当遵循

自愿原则ꎬ按照自己的意思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

律关系ꎮ
自愿原则ꎬ是民事主体在从事民事活动时ꎬ在法

律允许的范围内自由表达自己的意愿ꎬ并按其意愿

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原则ꎮ 即意思自治
原则ꎮ

主体的法律地位平等是自愿原则的前提ꎬ自愿

原则是法律地位平等的体现ꎮ 民事主体的法律地位

平等ꎬ每个人具有独立的意志ꎬ任何一方当事人都不

受他人意志的支配ꎮ
自愿原则的具体体现:
(１)民事主体有权自主决定是否参加民事活动

及如何参加民事活动ꎮ 所参与的民事法律关系的内

容、相对人、行为方式、形式等依据其意志自由选择ꎮ
(２)民事主体应当以平等协商的方式从事民事

活动ꎬ就民事法律关系的设立、变更、终止达成合意ꎮ
(３)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民事主体有权依其意

愿自主作出决定ꎬ并对其自由表达的真实意愿负责ꎬ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ꎮ

　 　 (三)公平原则

の第 ６ 条 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ꎬ应当遵循

公平原则ꎬ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ꎮ
公平原则ꎬ是指民事主体应当本着公平的理念

从事民事活动ꎬ司法机关应当根据公平的理念处理
民事纠纷ꎮ

１.公平原则的意义

公平原则是将市场活动中的公平交易与公平竞

争的道德准则上升为法律原则的结果ꎬ公平原则对

于维护市场经济的秩序、弥补法律漏洞有重要意义ꎮ

２.公平原则与自愿原则的关系

公平原则是自愿原则的必要补充ꎬ并为诚实信

用原则和显失公平原则树立了判断标准ꎮ 公平原则

的适用需要以自愿原则的运用为前提和基础ꎬ倘若

当事人之间利益关系不符合等价有偿原则是当事人

自愿的结果ꎬ就不能认为是违背了公平原则ꎮ

３.公平原则的具体体现

(１)民事主体在从事民事法律活动时ꎬ应当本

着公平的理念公平合理地确定权利义务关系并且正

当行使权利、履行义务ꎬ兼顾他人利益和社会公共

利益ꎮ
(２)司法机关在处理民事纠纷的过程中应当做

到公平合理ꎮ 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时ꎬ司法机关依

据公平原则获得自由裁量权ꎬ本着公平、正义的理念

进行裁判ꎬ解决民事纠纷ꎮ

　 　 (四)诚信原则▲▲
の第 ７ 条 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ꎬ应当遵循

诚信原则ꎬ秉持诚实ꎬ恪守承诺ꎮ

１.概念

诚信原则ꎬ又称诚实信用原则ꎬ是指民事主体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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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民事活动时ꎬ应当诚实守信ꎬ正当行使民事权利并

履行民事义务ꎬ不实施欺诈和规避法律的行为ꎬ在不

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

利益ꎮ

２.诚信原则的地位

诚实信用原则是市场活动中的一项基本道德准

则ꎬ民法将其上升为法律原则ꎬ要求民事主体在民事

活动中维持民事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以及当事人利

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平衡ꎮ 诚实信用原则在现代民
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ꎬ被誉为现代民法的“帝王条
款”ꎮ

３.诚信原则的具体表现

(１)民事主体在从事民事活动时ꎬ必须将有关

事项和真实情况如实告知对方ꎬ禁止隐瞒事实真相

和欺骗对方当事人ꎮ
(２)民事主体之间一旦作出意思表示并且达成

合意ꎬ就必须重合同、守信用ꎬ正当行使权利和履行

义务ꎮ 法律禁止当事人背信弃义、擅自毁约的行为ꎮ
(３)民事活动过程中发生损害ꎬ民事主体双方

均应及时采取合理的补救措施ꎬ避免和减少损失ꎮ

　 　 (五)合法原则▲
の第 ８ 条 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ꎬ不得违反

法律ꎬ不得违背公序良俗ꎮ
合法原则是指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ꎬ应当符

合法律尤其是公法规范的要求ꎮ
合法原则的具体体现:
(１)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ꎬ有以行政管理性的

法律关系为主要规范对象的公法规范ꎬ民事活动必

须在其秩序框架中进行ꎬ尤其是民事法律行为效力

的判断中ꎬ违反法律的效力性强制性规范的ꎬ会导致

民事法律行为无效ꎮ
(２)民事主体行使民事权利也不是绝对自由

的ꎬ应当受到国家法律等的必要约束和限制ꎬ从而协

调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关系ꎬ维持社会的正常

秩序ꎮ

　 　 (六)公序良俗原则▲(の第 ８ 条)
公序良俗原则是指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的内

容和目的不得违反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ꎮ
公序良俗即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ꎮ 公序包括政

治的公序和经济的公序ꎮ 政治的公序主要是保护国

家和家庭的公共秩序ꎮ 经济的公序包括指导的公序

和保护的公序ꎮ 在现代社会ꎬ指导的公序日渐式微ꎬ
保护的公序逐渐占据重要地位ꎮ

良俗即善良风俗ꎬ是指一国或地区在一定时期
占主导地位的一般道德或基本伦理要求ꎮ

１.公序良俗原则的功能与作用

公序良俗原则是现代民法的一项重要法律原

则ꎬ具有维护社会一般利益以及一般道德观念的重
要功能ꎮ 其作用:

(１)在于弥补强行性和禁止性规定之不足ꎬ以
禁止现行法上未作禁止规定的事项ꎮ

民法禁止性规范不可能涵盖一切危害社会公共

利益和道德秩序的行为ꎬ因而需要依据公序良俗原

则授予法官自由裁量权以处理民事案件ꎮ
(２)还在于限制私法自治原则ꎬ对意思自治进

行必要的限制ꎮ
从而协调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利益

之间的冲突ꎬ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和生活秩序ꎮ

２.违反公序良俗行为的类型 ×
学者在理论上将违反公序良俗行为类型归纳

为:危害国家公序的行为类型、危害家庭关系的行为

类型、违反两性道德准则的行为类型、射幸行为类

型、违反人权和人格尊严的行为类型、限制营业自由

的行为类型、违反公共竞争的行为类型、违反消费者

保护的行为类型、违反劳动者保护的行为类型、暴利

的行为类型等ꎮ
∥“裸贷”合同的效力? 赠与“小三”房产的效

力? 因违反公序良俗原则而无效ꎮ

　 　 (七)绿色原则

の第 ９ 条 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ꎬ应当有利
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ꎮ

绿色原则ꎬ又称生态保护原则ꎬ是指民事主体的

民事活动应当符合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环境保护的

要求ꎮ

１.绿色原则包括以下内容

(１)绿色原则是代际正义的要求ꎬ当代社会经

济的发展不能牺牲未来的社会资源和环境ꎮ
(２)绿色原则也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ꎬ对

于民事活动中民事责任承担的利益考量ꎬ应当符合

绿色原则ꎬ例如ꎬ在环境侵权等特殊侵权构成中基于

绿色原则而确定其特殊的构成要件ꎮ
(３)我国民法规定的绿色原则也是倡导性的原

则规定ꎬ倡导民事主体的民事活动应有利于节约资

源、保护生态环境ꎮ 民事主体应当选择低能耗、对环

境友好的生产、生活方式ꎬ以实现节约资源、保护环

境、绿色发展的理念ꎮ

∥２.意义

绿色原则进入«民法典»ꎬ是民法的一大进步ꎬ
具有重要的意义ꎮ 作为民法基本原则:(１)它是保

护环境与生态民事立法的准则ꎻ(２)它是民事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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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民事活动的基本准则ꎬ有利于遏制环境污染和

生态破坏ꎻ(３)它是法院解释法律、补充法律漏洞的

基本依据ꎬ有利于法官在审理案件时追究污染破坏

者的民事责任ꎻ(４)它是解释、研究民法的出发点ꎮ

第二章 民事法律关系

第一节 民事法律关系概述

　 　 一、民事法律关系的概念和特征▲【简述、
选择】

１.民事法律关系的概念

○民事法律关系是由民事法律规范所确立的以

民事权利 和民事义务 为主要内容的法律关系ꎮ
(背)

２.民事法律关系的特征

民事法律关系既具有一般法律关系的特征ꎬ也
有着不同于其他法律关系的特征:

(１)民事法律关系是民法在调整平等主体之间
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

关系ꎮ
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ꎬ都取决于当

事人的意思ꎮ 充分尊重和保护当事人的真实意思ꎬ
才能切实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ꎬ但意思自由要受

不违法、不违背公序良俗等的限制ꎮ
主体地位平等ꎬ相互独立ꎬ互不隶属ꎬ不是在平

等基础上确立的法律关系不属于民事法律关系ꎬ国
家作为参与民事活动的主体与其他民事主体具有平

等的地位ꎮ
民事法律关系是由民事法律规范所确认和保护

的一种私法关系ꎮ 恋爱关系、同学友谊关系不是民
事法律关系ꎮ

民事法律关系以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为内容ꎬ
权利义务具有一致性ꎬ相互对等ꎬ没有无义务的权

利ꎬ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ꎮ
(２)民事法律关系的保障措施具有补偿性ꎮ
民事法律关系是一种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现

的社会关系ꎮ 法律对于民事权利的保护ꎬ主要是赋
予遭受损害的一方当事人以请求权ꎮ 通过请求权的
行使ꎬ弥补该方当事人所遭受的损失ꎮ 在民事法律
关系的保障措施上具有补偿性ꎬ以弥补损失为主要
目的ꎬ惩罚性的赔偿责任和非财产性责任不是主要
的民事责任形式ꎮ

◎{单 ２０１７. ２１[１１]}下列事实中ꎬ能引起甲、乙
之间民事法律关系发生的是( )①ꎮ Ａ. 甲向乙

问路ꎬ乙因疏忽指错方向ꎻＢ. 甲赌博输给乙 ２ 万元

并当场给付ꎻＣ. 甲、乙约定某日商谈“互联网 ＋ 创

意”合作合同ꎻＤ. 甲开车撞断乙公司的输电线ꎬ造成

损失 ３０００ 元

◎{单 ２０１３. ２１}下列选项中ꎬ属于民事法律关

系的是( )②ꎮ Ａ. 甲男与乙女之间的恋人关系ꎻ
Ｂ. 甲公司与乙公司之间的技术转让关系ꎻＣ. 甲公司

与其分支机构之间的业务指导关系ꎻＤ. 甲教育局与

乙中学之间的管理关系

　 　 二、民事法律关系的分类

　 　 (一)财产法律关系和人身法律关系

依据调整对象的不同ꎮ 这是民事法律关系最基

本的分类ꎮ 又称财产权关系和人身权关系ꎮ
人身法律关系是指与民事主体的人身不可分

离、为满足民事主体的人身利益所形成的民事法律

关系ꎮ
财产法律关系是民事主体之间因财产的归属和

流转而形成的、满足民事主体财产利益需要的民事

法律关系ꎮ 民法主要调整财产关系ꎮ
两者区别:
(１)人身法律关系不具有直接的物质利益内

容ꎬ这是它与财产法律关系的基本区别ꎮ
∥不具有直接并不是说不发生物质利益ꎮ 如名

誉权就可能给权利人带来一定的物质利益ꎮ
(２)两类关系中的权利性质不同ꎮ 前者主要是

财产权利ꎬ通常可转让ꎮ 后者主要是人格权或身份

权ꎬ一般不能转让ꎮ 如姓名权不能转让ꎮ
(３)对这两类关系的保护方法不同ꎮ 前者主要

适用财产性质的责任ꎬ以补偿受害人所受的财产损

害ꎬ如要求加害人返还原物、赔偿损失、支付违约金

等ꎮ 后者主要适用非财产性质的责任ꎬ以恢复当事

人的被侵害的权利ꎬ如要求加害人赔礼道歉、消除影

响等ꎮ

　 　 (二)绝对法律关系和相对法律关系

根据民事法律关系义务主体的范围不同ꎮ
绝对法律关系是指权利人之外一切不特定的人

均为义务人的民事法律关系ꎮ 如物权、人身权法律

关系ꎮ
相对法律关系是指与权利人相对应的义务人是

具体、特定的人的民事法律关系ꎬ如债权ꎮ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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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法律关系和相对法律关系的区别:
(１)义务人主体范围不同ꎮ 前者义务人是不特

定的ꎻ后者义务人是特定的ꎮ
(２)是否需要义务人协助实现权利方面不同ꎮ

前者权利人行使和实现权利不需要义务人的协助ꎻ
后者权利人实现其权利必须有具体的义务人的

协助ꎮ
(３)义务人所承担义务的性质不同ꎮ 前者义务

人所承担的义务表现为消极不作为义务ꎻ后者表现

为实施某种积极的行为ꎮ
区分的意义:有利于确定民事法律关系的义务

人及其义务ꎬ从而更好地适用民法规范ꎮ

　 　 (三)物权关系和债权关系

这是依据权利人权利的实现方式对财产法律关

系进行的分类ꎬ是绝对法律关系和相对法律关系在

财产法律关系中的具体体现ꎮ
物权关系是指以物为客体所形成的法律关系ꎮ

∥物权权利人可以直接支配物ꎬ而不需要义务人实

施某种积极行为予以配合的民事法律关系ꎮ
债权关系是指权利人必须由义务人的一定行为

相配合ꎬ才能行使和实现其权利的民事法律关系ꎮ
在债中ꎬ义务人是特定的ꎬ义务人的一定行为通常是

积极的行为ꎮ
区分的意义:有助于明确物权和债权作为两类

基本的财产权的不同特点ꎮ

第二节 民事法律关系的要素

民事法律关系的要素:主体、内容与客体ꎮ

　 　 一、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

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ꎬ又称民事主体ꎬ是指参加
民事法律关系ꎬ享受民事权利并承担民事义务的人ꎮ

民事主体不等同于民法中所谓的主体ꎮ 民法中
的主体是得到法律的承认ꎬ能够以其自己的名义参
加民事法律关系的客观存在ꎮ 也就是说ꎬ作为民法

中的主体有两个基本要件ꎬ即客观存在和为法律所

承认ꎮ 民法中的主体是一个历史范畴ꎬ何人和组织

要成为民事主体ꎬ必须由法律赋予其主体资格ꎬ取决

于法律规定ꎮ 民事主体存在于某一民事法律关系中

的具体的、特定的主体ꎮ 民法中的主体只有参与到

具体的民事法律关系中才能成为民事主体ꎮ
在我国ꎬ民事主体主要包括自然人、法人和非法

人组织及特殊情况的国家、集体ꎮ
民事法律关系作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ꎬ总

是要有多方主体参加ꎮ 民事主体可分为:

(１)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ꎮ 在赠与等民事法律

关系中一方只享有权利ꎬ另一方只享有义务ꎻ在买卖

合同等大多数民事法律关系中双方当事人都既享有

权利ꎬ同时又承担义务ꎮ
(２)单一主体和多数主体ꎮ 根据一方的主体人

数是否为一个人进行的分类ꎮ
(３)特定主体和不特定主体ꎮ 在相对法律关系

中ꎬ每一方主体都是特定的ꎻ在绝对法律关系中ꎬ承
担义务的一方是不特定的ꎬ而权利主体也是特定的ꎮ
特定与不特定之分ꎬ只存在于义务主体中ꎮ

　 　 二、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

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是指民事主体所享有的民
事权利和承担的民事义务ꎮ

民事主体参与民事法律关系ꎬ必然要享有民事

权利、承担民事义务ꎮ
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表现民

事法律关系的内容的ꎬ权利和义务的关系:
(１)权利和义务是相互对立、相互联系在一

起的ꎮ
(２)权利和义务都是一致的ꎬ权利的内容要通

过相应的义务表现ꎬ而义务的内容则由相应的权利

限定ꎮ 当事人一方享有权利ꎬ必然有另一方负有相

应的义务ꎬ并且权利和义务往往是同时产生、变更和

消灭的ꎮ

　 　 三、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

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是指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

所指向的对象ꎮ 包括 ５ 类:物、行为、智力成果、人身
利益和权利ꎮ

物主要是物权法律关系的客体ꎬ如所有权ꎮ 用

益物权法律关系的客体一般仅限于物ꎻ担保物权法

律关系的客体一般也是物ꎬ还包括权利ꎬ如权利质押

等ꎮ 债权法律关系的客体是给付行为ꎬ行为所指向

的对象包括物和行为ꎻ人身权法律关系的客体是人

身利益ꎻ知识产权法律关系的客体是智力成果ꎮ

１.物的概念

民法上的物是指可以由民事权利主体支配的ꎬ
在生产和生活上所需要的各种物质资料ꎮ

∥物必须能为主体所支配ꎬ人们的力量不能控

制、支配的自然界的物ꎬ就不是民法上的物ꎬ如空气ꎮ
◎{单 ２０１１. ２１}下列选项中ꎬ不属于民法上的

物的是( )①ꎮ Ａ. 金银制品ꎻＢ. 空气ꎻＣ. 货币ꎻ
Ｄ. 枪支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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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物的分类【选择】
２. １　 动产与不动产

依据:物是否具有可移动性ꎮ
动产是指能够移动且不因移动损害其价值的

物ꎮ 如桌子、电视机等ꎮ
不动产是指不能移动或虽可移动但会因移动损

害价值的物ꎮ 如土地、房屋、附着于土地的建筑物及

其他定着物、建筑物的固定附属设备等ꎮ
二者的物权变动公示方式不同ꎬ在二者之上存

在的物权种类也不同ꎮ
２. ２　 主物与从物

主物和从物是根据互相关联的物在作用上的主

次所作的分类ꎮ
同一所有人所有的需共同使用才能更好地发挥

作用的两物中ꎬ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物ꎬ附属于主物ꎬ
起次要或辅助作用的是从物ꎮ

认定从物看以下 ３ 个要件:(１)必须不是主物

的组成部分ꎻ (２) 须对主物起次要或辅助作用ꎻ
(３)须与主物同属于一人所有ꎮ ∥主物与从物必须

是两个独立存在的物ꎬ如杯子和杯盖ꎬ其中杯子是主

物ꎬ杯盖是从物ꎻ房屋墙上的门、窗不是独立的物ꎬ故
不是从物ꎮ

の第 ３２０ 条 主物转让的ꎬ从物随主物转让ꎬ但
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ꎮ

◎{单 ２０１２. ２１}下列各组财产中ꎬ构成主物与

从物关系的是 ( )①ꎮ Ａ. 赵某的房屋和房门ꎻ
Ｂ. 李某的手表和孙某的表带ꎻＣ. 钱某的电视机和遥

控器ꎻＤ. 周某的汽车和车轮

２. ３　 原物与孳息

依据两物之间的派生关系ꎮ
(１)原物是指能够产生收益的物ꎬ如产生幼畜

的母畜、带来利息的存款等ꎮ
(２)孳息为原物产生的收益ꎮ
孳息依其产生方式分为:
①天然孳息是指基于原物的自然属性产生的孳

生之物ꎬ如果实、幼畜ꎮ
②法定孳息是指基于法律规定或者法律行为而

产生的孳息ꎮ 主要表现为原物的使用收益ꎬ如利息、
股利、租金等ꎮ

◎{单 ２０２１. ４０}下列选项中ꎬ构成原物与孳息

关系的是( )②ꎮ Ａ. 水库与水库里的鱼ꎻＢ. 果树

与果树上的果实ꎻＣ. 名画原件与其复制品ꎻＤ. 母牛

与其产下的牛犊

◎{法单 ２０１０. ２４}下列选项中ꎬ属于孳息的是

( )③ꎮ Ａ. 树上的果实ꎻ Ｂ. 银行存款的利息ꎻ
Ｃ. 未收割的庄稼ꎻＤ. 太阳能发电产生的电力

２. ４　 特定物与种类物

依据物是否具有独特的特征或是否被特定化ꎮ
特定物是指具有独立特征、独一无二的物或被

当事人指定ꎬ被特定化的种类物ꎮ 前者如一件古董、
名人的一幅字迹等ꎻ后者如从一批机器设备中挑选

出来的某一辆等ꎮ
种类物是指具有共同的属性ꎬ可以通过品种、规

格、型号等加以确定的物ꎮ 如级别、价格相同的大

米等ꎮ
区分两者的意义:
①在交易中ꎬ种类物的所有权只能在交付后转

移ꎬ而特定物的所有权转移时间可由当事人约定ꎮ
②物意外灭失时的法律后果不同ꎮ 如在交付前

意外灭失ꎬ特定物因不可替代发生债的履行不能ꎬ债
务人可免除交付义务ꎬ改负赔偿责任ꎻ种类物的债务

人不能免除继续履行的责任ꎬ义务人仍应交付同

类物ꎮ
③有些法律关系只能以特定物为客体ꎬ如所有

权法律关系ꎬ租赁法律关系等ꎻ而有些法律关系既可

以是特定物也可以是种类物ꎬ如买卖法律关系等ꎮ

第三节 民事权利、民事义务

　 　 一、民事权利

　 　 (一)民事权利的概念和特征▲
民事权利是指民事主体为实现某种利益而依法

为某种行为或不为某种行为的自由ꎮ
∥民事权利是由民法所赋予的ꎬ并且构成民法

的基本内容ꎮ 从性质上看ꎬ任何民事权利都体现着

一定的利益ꎬ但它并不是生活中的一切利益ꎬ而是权

利人的个体利益与整个社会利益的结合ꎮ 对社会不

利、不符合社会利益的个体利益ꎬ法律是不会保护的ꎮ
民事权利的特征:
(１)权利人依法直接享有某种利益ꎬ或者实施

一定行为的自由ꎻ
(２)权利人可以请求义务人为一定行为或不为

一定行为ꎬ以保证其享有实现某种利益的自由ꎻ
(３)这种自由是有保障的自由ꎬ它表现为在权

利受到侵犯时ꎬ具有请求有权国家机关予以保护的

可能性ꎮ

　 　 (二)民事权利的分类▲
１.人身权和财产权(依据权利的客体的不同)
人身权是指以实现人身利益的自由为内容ꎬ与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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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人的人身密不可分的民事权利ꎮ ∥如生命权、
健康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配偶权、亲属权等ꎮ

财产权是指以实现财产利益的自由为内容ꎬ直
接体现某种物质利益的权利ꎮ ∥如物权、债权、继承

权等ꎮ
另外还有一些权利不能简单概括为人身权还是

财产权ꎬ如股权等ꎮ
∥财产权和人身权的区别:
(１)财产权的侵害行为主要适用财产损害赔

偿ꎬ一般不适用精神损害赔偿(财产具有特殊人格

因素、重大纪念意义的物除外)ꎬ而侵害人身权可适

用精神损害赔偿ꎮ
(２)人身权具有专属性ꎬ不可转让ꎬ而财产权不

具有专属性ꎬ可以任意流转ꎮ

２. 支配权、请求权、抗辩权、形成权▲▲(依据

权利的作用的不同)
(１)支配权是指可以对标的物直接支配并排除

他人干涉的权利ꎬ如所有权ꎮ
(２)请求权是指请求他人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

定行为的权利ꎬ如债权ꎮ
(３)抗辩权是指对抗请求权或否认对方权利的

权利ꎮ ５ 种抗辩权▲ꎬ双务合同中 ３ 种:不安抗辩
权、先履行抗辩权、同时履行抗辩权ꎻ一般保证中的
先诉抗辩权ꎻ诉讼时效抗辩权ꎮ (背)

(４)形成权是指当事人一方可以以自己的行为
使法律关系发生变动的权利ꎬ如可撤销合同中的撤

销权、合同解除权、对效力未定合同的追认权、选择

之债中的选择权等ꎮ
∥追认权行使的 ３ 种情形:限制行为能力人所

不能独立从事的行为ꎻ无权代理行为ꎻ无权处分

行为ꎮ
◎{单 ２０１５. ２１}下列民事权利中ꎬ属于支配权

的是( )①ꎮ Ａ. 甲对无权代理的追认权ꎻＢ. 乙
对自身肖像的使用权ꎻＣ. 丙因受欺诈享有的撤销

合同的权利ꎻＤ. 丁被他人打伤享有的请求赔偿的

权利

◎{法单 ２０１３. １１}甲、乙签订了一份买卖合同ꎬ
双方未约定先后履行顺序ꎮ 现甲未履行债务而请求

乙履行ꎬ遭乙拒绝ꎮ 乙行使的权利属于( )②ꎮ
Ａ. 请求权ꎻＢ. 支配权ꎻＣ. 抗辩权ꎻＤ. 形成权

３.绝对权和相对权(依据权利人可以对抗的义

务人的范围)
绝对权ꎬ又称对世权ꎬ是指义务人不确定ꎬ权利

人无须通过义务人实施一定的积极协助行为即可实

现的权利ꎬ如所有权、人身权等ꎮ
相对权ꎬ又称对人权ꎬ是指权利人和义务人均为

特定人ꎬ权利人必须通过义务人积极的实施或者不

实施一定行为才能实现的权利ꎬ如债权ꎮ

４.主权利和从权利(根据权利的相互关系)
主权利是指在相互关联着的两个民事权利中可

以独立存在的权利ꎮ
从权利则指以主权利的存在为其存在前提的权

利ꎬ如担保物权(抵押权、质权和留置权)、地役权、
从合同(定金)ꎮ 主权利移转或者消灭时ꎬ从权利也

随之移转和消灭ꎮ

５.既得权和期待权(根据民事权利的成立要件

是否全部实现)
既得权是指成立要件已经全部具备并被主体实

际享有的权利ꎮ
期待权是指成立要件尚未全部具备ꎬ将来有可

能实现的权利ꎮ 在所有权保留的买卖合同中ꎬ买受

人对其购买的物品在获得完全的所有权之前所享有

的权利就是期待权ꎮ

　 　 (三)民事权利的行使

民事权利的行使也就是民事权利内容的实现ꎮ
民事权利的行使是实现民事权利内容的过程ꎬ民事

权利的实现是民事权利行使的结果ꎮ 行使民事权利

的方法多种多样ꎬ主要包括事实行为和民事法律行

为两种方法ꎮ
の第 １３０ 条 民事主体按照自己的意愿依法行

使民事权利ꎬ不受干涉ꎮ
の第 １３１ 条 民事主体行使权利时ꎬ应当履行

法律规定的和当事人约定的义务ꎮ
の第 １３２ 条 民事主体不得滥用民事权利损害

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ꎮ
民事主体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依法行使民事权

利ꎬ但民事权利的行使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１)民事权利的行使必须符合国家法律和社会

公共利益的要求ꎮ
(２)不得滥用民事权利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

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ꎮ
(３)民事权利的行使必须符合诚实信用原则ꎮ

　 　 (四)民事权利的保护

の第 ３ 条 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

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ꎬ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

得侵犯ꎮ
民事权利的保护措施根据性质的不同可以分为

私力救济和公力救济两种ꎮ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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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民事权利的私力救济

１. １　 {法论 ２０１３. ３６} 试论民事权利的私力

救济ꎮ
答案要点:民事权利的私力救济ꎬ是指民事权利

受到侵害时ꎬ权利人在法律规定的限度内ꎬ自己采取

必要的措施保护其权利的行为ꎮ 又称民事权利的自

我保护ꎮ
私力救济措施包括两类:自卫行为和自助行为ꎮ
自卫行为是指当民事权利受到侵害或者有受到

侵害的现实危险时ꎬ权利人采取必要的措施ꎬ以防止

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的行为ꎮ 自卫行为包括正当防

卫和紧急避险两种形式ꎮ
(１)正当防卫ꎮ 正当防卫是指为了保护本人、

他人的民事权益或者公共利益ꎬ免受正在进行的不

法侵害ꎬ而对不法侵害人所实施的不超过必要限度

的防卫行为ꎮ 其成立条件包括:①有现实的不法侵

害发生ꎻ②防卫对象只能是不法侵害人ꎻ③防卫目的

是为了保护本人或他人的合法民事权益或公共利

益ꎻ④不法侵害行为正在进行ꎻ⑤不得超过必要的

限度ꎮ
(２)紧急避险ꎮ 紧急避险是指为了避免本人、

他人的民事权益或者公共利益受到正在发生的急迫

的危险ꎬ不得已而采取的致他人较少损害的行为ꎮ
其成立条件包括:①目的是保护公共利益、本人或他

人的合法权益ꎻ②有急迫现实的危险存在ꎻ③方法适

当ꎬ不得已而采取的ꎻ④行为造成他人损害ꎻ⑤不得

超过必要的限度ꎮ
自助行为是指权利人为保护自己的权利ꎬ在来

不及请求公力救济的情况下ꎬ对义务人的财产予以

扣押或者对其人身自由予以约束的行为ꎮ
自助行为的成立条件包括:①目的是保护自身

权利ꎻ②情势急迫来不及请求公力救济ꎻ③方法适

当ꎻ④不得超过必要的限度ꎮ
◎{多 ２０１２. ４６}民事权利的私力救济方式包括

( )①ꎮ Ａ. 自卫行为ꎻＢ. 民间调解ꎻＣ. 自助行为ꎻ
Ｄ. 民事仲裁

◎{法单 ２０１０. ２２}甲无票乘坐公交车被发现ꎬ
司乘人员将其控制在车内至终点站ꎬ令甲在调度室

反省 ４ 小时ꎮ 司乘人员的此种行为属于( )②ꎮ
Ａ. 侵权行为ꎻＢ. 自助行为ꎻＣ. 正当防卫ꎻＤ. 紧急避险

１. ２　 私力救济的作用和意义 ×
私力救济在当今社会仍然存在 ３ 个方面的作用

和意义:
(１)在公权力不能应急救济的情形ꎬ如果不采

取私力救济ꎬ权利将永久或在一段时间不能实现ꎬ不
能更好地保护权利ꎮ

(２)在一定范围内赋予民事主体私力救济权ꎬ
有利于增强民事主体的权利意识ꎬ为权利而斗争ꎮ

(３)当公权力可能在不能应急救济时ꎬ法律可

以在一定的要件之下例外地容许权利人的自助救

济ꎬ此时私力救济担负着权利救济的补足作用ꎮ 体

现了诚信、平等和自由原则ꎻ有助于交易秩序的安全

和社会的稳定ꎻ有利于充分发挥个人自主的职能和

基本的社会道德ꎻ也有利于节约成本、减少救济环

节ꎻ对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ꎮ

２.民事权利的公力救济

民事权利的公力救济ꎬ又称民事权利的国家保

护ꎬ是指民事权利受到侵害时ꎬ由国家机关给予保

护ꎮ 如起诉、仲裁、依法请求有关的国家机关给予

保护ꎮ

　 　 (五)«民法典»总则编第 ５ 章关于民事权利

的规定【补充】
１.人身权

«民法典»总则编第 ５ 章第 １０９ 条至第 １１２ 条规

定的是人身权ꎮ
の第 １０９ 条 自然人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受

法律保护ꎮ
の第 １１０ 条 自然人享有生命权、身体权、健康

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婚姻自
主权等权利ꎮ

法人、非法人组织享有名称权、名誉权和荣
誉权ꎮ

の第 １１１ 条 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ꎮ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需要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ꎬ应当

依法取得并确保信息安全ꎬ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
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ꎬ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

开他人个人信息ꎮ
の第 １１２ 条 自然人因婚姻家庭关系等产生的

人身权利受法律保护ꎮ

２.财产权

«民法典»总则编第 ５ 章第 １１３ 条至第 １２２ 条规

定的是财产权ꎮ
の第 １１３ 条 民事主体的财产权利受法律平等

保护ꎮ
の第 １１４ 条 民事主体依法享有物权ꎮ
物权是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

排他的权利ꎬ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ꎮ
の第 １１５ 条 物包括不动产和动产ꎮ 法律规定

权利作为物权客体的ꎬ依照其规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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の第 １１６ 条 物权的种类和内容ꎬ由法律规定ꎮ
の第 １１７ 条 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ꎬ依照法律

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征收、征用不动产或者动产的ꎬ应
当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ꎮ

の第 １１８ 条 民事主体依法享有债权ꎮ
债权是因合同、侵权行为、无因管理、不当得利

以及法律的其他规定ꎬ权利人请求特定义务人为或
者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ꎮ

依据债权的成因ꎬ债可分为:(１) 合同之债ꎻ
(２)侵权之债ꎻ(３)无因管理之债ꎻ(４)不当得利之

债ꎻ(５)其他法定之债ꎮ 其他法定之债是指侵权之

债、无因管理之债、不当得利之债之外的其他法定

之债ꎮ
◎{单 ２０２１. ３５}甲在某餐厅用餐ꎬ根据菜单点

了一份标价为 ９８ 元的菜ꎮ 结账时ꎬ餐厅要求甲支付

２９８ 元ꎬ甲则坚持以菜单为准付款ꎬ这时餐厅才发现

菜单被调包ꎮ 经查ꎬ菜单调包系刚刚来此就餐的某

顾 客 所 为ꎮ 甲 与 餐 厅 之 间 债 的 发 生 原 因 是

( )①ꎮ Ａ. 合同ꎻＢ. 缔约过失ꎻＣ 侵权行为ꎻＤ. 不
当得利

の第 １１９ 条 依法成立的合同ꎬ对当事人具有

法律约束力ꎮ
の第 １２０ 条 民事权益受到侵害的ꎬ被侵权人

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ꎮ
の第 １２１ 条 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ꎬ为

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而进行管理的人ꎬ有权请求受
益人偿还由此支出的必要费用ꎮ

の第 １２２ 条 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ꎬ取得不当
利益ꎬ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ꎮ

３.其他民事权利

另外还有一些权利不能简单概括为人身权还是

财产权ꎬ如股权等ꎮ
の第 １２３ 条 民事主体依法享有知识产权ꎮ
知识产权是权利人依法就下列客体享有的专有

的权利:(１)作品ꎻ(２)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ꎻ
(３)商标ꎻ(４)地理标志ꎻ(５)商业秘密ꎻ(６)集成电

路布图设计ꎻ(７)植物新品种ꎻ(８)法律规定的其他

客体ꎮ
の第 １２４ 条 自然人依法享有继承权ꎮ
自然人合法的私有财产ꎬ可以依法继承ꎮ
の第 １２５ 条 民事主体依法享有股权和其他投

资性权利ꎮ
の第 １２６ 条 民事主体享有法律规定的其他民

事权利和利益ꎮ
の第 １２７ 条 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

护有规定的ꎬ依照其规定ꎮ

の第 １２８ 条 法律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

人、妇女、消费者等的民事权利保护有特别规定的ꎬ
依照其规定ꎮ

４.民事权利的取得方式▲【选择】
の第 １２９ 条 民事权利可以依据民事法律行

为、事实行为、法律规定的事件或者法律规定的其他
方式取得ꎮ

　 　 二、民事义务

　 　 (一)民事义务的概念和特征▲
民事义务ꎬ是指义务人为满足权利人的利益而

受到的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约束ꎮ
∥民事义务也是由法律所确认的ꎬ义务同样体

现着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统一ꎬ不同的是ꎬ民事义

务体现了主体行为的必要性ꎬ而民事权利体现的是

主体行为的可能性ꎮ
特征:
(１)义务人必须依据法律的规定或合同的约

定ꎬ为一定的行为或不为一定的行为ꎬ以便满足权利

人的利益ꎮ
(２)义务人只承担法定的或约定的范围内的义

务ꎬ而不承担超出这些范围以外的义务ꎮ
(３)义务人必须履行其义务ꎮ 民事义务受到国

家强制力约束ꎬ行为人不履行义务ꎬ将依法承担法律

责任ꎮ

　 　 (二)民事义务的分类

民事义务与民事权利相对应ꎬ因此可以与民事

权利的分类相对应ꎮ 除此之外ꎬ民事义务还有独立

的分类ꎬ按照不同的标准可做如下分类:

１.法定义务与约定义务

以民事义务的发生根据为标准做的分类ꎮ
法定义务是指民法规定的民事主体应负的义

务ꎮ ∥如监护义务、缔约过失责任中的相关义务等ꎮ
约定义务是由当事人协商约定的义务ꎬ约定的

义务不得违反法律的强行性规定ꎮ

２.作为义务和不作为义务

根据民事义务主体行为的方式为标准作的

分类ꎮ
作为义务是指义务人应当做出一定积极行为的

义务ꎬ又称为积极义务ꎮ 例如ꎬ给付财产、完成工

作等ꎮ
不作为义务是指义务人应为消极行为或者容忍

他人的行为ꎬ又称为消极义务ꎮ 例如ꎬ不侵害他人物

４１
①Ａ

法硕学长答疑QQ群:887455768        加微信号kjyedu免费领取《法硕必备法条》电子版

科教园法硕———22年专业致力于法律硕士联考研究与培训 
欢迎走进科教园，领略法律大家风范! 

咨询电话：010-82330118，15801290122(同微信)



权的义务等ꎮ

第四节 民 事 责 任

　 　 一、民事责任的概念和特征

民事责任是指民事主体违反民事义务应当承担
的民事法律后果ꎮ

の第 １７６ 条 民事主体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
当事人约定ꎬ履行民事义务ꎬ承担民事责任ꎮ

∥民事责任是法律责任的一种类型ꎮ 法律责任
是指实施违法行为或者违约行为而应承受的某种不
利法律后果ꎮ

民事责任的特征:
(１)民事责任是民事主体一方对他方承担的

责任ꎮ
(２)民事责任主要是为了补偿权利人所受损失

和恢复民事权利的圆满状态ꎮ 民事责任侧重于补

偿ꎬ一般不具有惩罚性ꎮ
(３)民事责任既有过错责任又有无过错责任ꎮ

有些民事责任的构成以民事主体有过错为要件ꎬ有
些民事责任的构成不以民事主体有过错为要件ꎮ

(４)民事责任的内容可以由民事主体在法律允

许的范围内协商ꎮ

　 　 二、民事责任的分类

民事责任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做不同的分类ꎮ

１.财产责任和非财产责任

财产责任是指以一定的财产为内容的责任ꎬ如
赔偿损失等ꎮ

非财产责任是指不具有财产内容的责任ꎬ如消

除影响、恢复名誉等ꎮ

２.违约责任、侵权责任和其他责任

违约责任是指因违反合同义务而产生的责任ꎮ
侵权责任是指行为人因侵害民事权益而依法应

当承担的民事法律责任ꎮ
其他民事责任是指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之外的

民事责任ꎬ主要包括基于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产生

的责任等ꎮ
这种分类的意义在于责任的构成要件和责任方

式有所不同ꎮ

３.无限责任和有限责任

无限责任是指责任主体以自己的全部财产承担

责任ꎮ
有限责任是指责任主体以其有限的财产承担责

任ꎮ 例如ꎬ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

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以其认

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ꎮ

４.单独责任和共同责任

依据:民事责任承担者是否为一人为标准ꎮ
单独责任是指由一个民事主体独立承担责任ꎮ
共同责任是指两个以上的民事主体共同承担的

责任ꎮ

５.按份责任、连带责任和补充责任▲
根据各责任主体的共同关系ꎬ还可将共同责任

分为按份责任、连带责任和补充责任ꎮ
５. １　 按份责任

の第 １７７ 条 ２ 人以上依法承担按份责任ꎬ能
够确定责任大小的ꎬ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ꎻ难以确定
责任大小的ꎬ平均承担责任ꎮ

按份责任是指数个责任主体承担共同责任的情

形下ꎬ每一个责任主体只对其应当承担的责任份额

负清偿义务ꎬ不与其他责任主体发生连带关系的侵

权责任ꎮ
任何一个责任主体在承担了自己份额的侵权责

任后ꎬ即从侵权责任法律关系中解脱出来ꎻ从被侵权

人一方来看ꎬ其只能分别向各责任主体主张不同份

额的侵权责任ꎬ这主张的总和等于其全部损害ꎮ
５. ２　 连带责任

の第 １７８ 条 ２ 人以上依法承担连带责任的ꎬ
权利人有权请求部分或者全部连带责任人承担
责任ꎮ

连带责任人的责任份额根据各自责任大小确
定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ꎬ平均承担责任ꎮ 实际承担
责任超过自己责任份额的连带责任人ꎬ有权向其他
连带责任人追偿ꎮ

连带责任ꎬ由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ꎮ
连带责任是指数个责任主体作为一个整体对损

害共同承担责任ꎬ其中的任何一个责任主体都有义

务对全部损害承担侵权责任ꎻ在责任主体之一(或
者部分人)对全部损害承担了侵权责任之后ꎬ他有

权向未承担责任的其他责任主体追偿ꎬ请求偿付其

应当承担的赔偿份额ꎮ
权利人的请求权既可以向全部责任主体主张权

利ꎬ也可以向部分责任主体主张权利ꎬ请求承担全部

侵权责任ꎮ 部分责任主体承担了全部侵权责任后请

求权消灭ꎬ只承担了部分的ꎬ权利人可以向其他责任

主体请求承担侵权责任ꎮ
连带责任主体之间不分先后ꎬ均有义务向权利

人承担整体责任即全部责任ꎮ 对受害人来讲ꎬ一人

承担了整体责任后ꎬ其责任主体即免除责任ꎮ
根据连带责任人之间责任分配和最终归属的不

同情况ꎬ连带责任可区分为普通连带责任、不真正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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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责任ꎮ 分析如下:
(１)在普通连带责任中任何一位连带责任人最

终均应承担法律后果ꎮ
(２)在不真正连带责任中实际上最终承担法律

后果的为其中一人ꎬ不需分担法律后果ꎮ 举例:«民
法典»第 １２３３ 条规定:“因第三人的过错污染环境、
破坏生态的ꎬ被侵权人可以向侵权人请求赔偿ꎬ也可

以向第三人请求赔偿ꎮ 侵权人赔偿后ꎬ有权向第三

人追偿”ꎮ 该规定中雇主的责任ꎬ就是典型的不真

正连带责任ꎮ
◎{单 ２０１９. ３７}甲雇乙粉刷楼房外墙ꎮ 乙工作

时ꎬ丙驾驶的摩托车失控撞向脚手架ꎬ致乙从脚手架

上跌落ꎬ摔成重伤ꎮ 乙对自己的损害 ( )①ꎮ
Ａ. 只能要求甲承担赔偿责任ꎻＢ. 只能要求丙承担赔

偿责任ꎻＣ. 可以要求甲、丙承担按份责任ꎻＤ. 可以要

求甲、丙承担连带责任

５. ３　 补充责任

补充责任是指在责任人的财产不足以承担应负

责任时ꎬ由有关的人对不足部分予以补充的责任ꎮ
补充赔偿责任由法律明确规定或当事人约定ꎬ在第

一责任人有能力承担的情况下ꎬ补充责任人不承担

赔偿责任ꎮ
补充赔偿责任是在多个行为人基于各自不同的

发生原因而产生数个责任ꎬ造成直接损害的直接责
任人按照第一顺序承担全部责任ꎬ承担补充责任的
责任人在第一顺序的责任人无力赔偿、赔偿不足或
者下落不明的情况下ꎬ在能够防止或减少损害的范
围内承担相应责任ꎬ且可以向第一顺序的直接责任
人请求追偿的侵权责任形态ꎮ

主要发生在一个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事实产生

了两个相重合的侵权责任请求权ꎬ于此情形ꎬ法律规

定被侵权人必须按照先后顺序行使请求权ꎬ只有排

在后位的责任主体有过错的ꎬ才能请求排在后位的

责任主体承担侵权责任ꎬ排在后位的责任主体所承

担的侵权责任就是补充责任ꎮ
承担补充责任者只是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责

任ꎬ而不是缺多少补多少ꎮ
法律规定适用补充责任主要情形:
(１)因紧急避险造成损害的ꎬ危险由自然原因

引起的ꎬ紧急避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ꎬ可以给予适当

补偿ꎮ (の第 １８２ 条)
(２)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受损时受益人的补充

责任ꎮ (の第 １８３ 条)
◎{单 ２０１９. ４０}甲闻到邻居乙的房间有刺鼻煤

气味ꎬ便破门而入关闭煤气管道阀门ꎬ此时煤气爆

炸ꎬ甲、乙均被炸伤ꎮ 对此ꎬ下列选项正确的是

( )②ꎮ Ａ. 乙应当对甲给予适当补偿ꎻＢ. 乙应当

赔偿甲的全部损失ꎻＣ. 甲、乙各自承担自己的损失ꎻ
Ｄ. 甲应当赔偿乙的房门损失

(３)有财产的无、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

人损害的监护补充责任ꎮ (の第 １１８８ 条)
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

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ꎬ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ꎻ
不足部分ꎬ由监护人赔偿ꎮ

(４)行为人丧失意识或失去控制造成他人损害

没有过错的ꎬ根据行为人的经济状况对受害人适当

补偿ꎮ (の第 １１９０ 条)
(５)第三人侵权时安全保障义务人的补充责

任ꎮ (の第 １１９８ 条第 ２ 款)
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

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

损害的ꎬ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ꎻ经营者、管理者或

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ꎬ应承担相应的补

充责任ꎮ
(６)校园事故中第三人侵权时学校等教育机构

的补充责任ꎮ (の第 １２０１ 条)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

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ꎬ受
到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以外的第三人人

身损害的ꎬ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管

理职责的ꎬ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ꎮ

　 　 三、民事责任的方式

　 　 (一)一般规定

の第 １７９ 条 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
(１)停止侵害ꎻ(２)排除妨碍ꎻ(３)消除危险ꎻ(４)返
还财产ꎻ(５)恢复原状ꎻ(６)修理、重作、更换ꎻ(７)继
续履行ꎻ(８)赔偿损失ꎻ(９)支付违约金ꎻ(１０)消除影
响、恢复名誉ꎻ(１１)赔礼道歉ꎮ

法律规定惩罚性赔偿的ꎬ依照其规定ꎮ
本条规定的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ꎬ可以单独适

用ꎬ也可以合并适用ꎮ
需要注意的是ꎬ有些责任方式只适用于违约责

任ꎬ如继续履行、支付违约金等ꎻ有些责任方式只适

用于侵权责任ꎬ如赔礼道歉ꎻ有些责任方式只适用于

对人身权的侵害ꎬ如消除影响、恢复名誉ꎬ赔礼道

歉等ꎮ
∥惩罚性赔偿如:根据«民法典»第 １１８５ 条ꎬ故

意侵害他人知识产权ꎬ情节严重的ꎬ被侵权人有权请

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ꎮ 对于下列情形ꎬ人民法院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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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初步认定被告具有侵害知识产权的故意:(１)被

告经原告或者利害关系人通知、警告后ꎬ仍继续实施

侵权行为的ꎻ(２)被告或其法定代表人、管理人是原

告或者利害关系人的法定代表人、管理人、实际控制

人的ꎻ(３)被告与原告或者利害关系人之间存在劳

动、劳务、合作、许可、经销、代理、代表等关系ꎬ且接

触过被侵害的知识产权的ꎻ(４)被告与原告或者利

害关系人之间有业务往来或者为达成合同等进行过

磋商ꎬ且接触过被侵害的知识产权的ꎻ(５)被告实施

盗版、假冒注册商标行为的ꎻ(６)其他可以认定为故

意的情形ꎮ 被告有下列情形的ꎬ人民法院可以认定

为情节严重:(１)因侵权被行政处罚或者法院裁判

承担责任后ꎬ再次实施相同或者类似侵权行为ꎻ
(２)以侵害知识产权为业ꎻ(３)伪造、毁坏或者隐匿

侵权证据ꎻ(４)拒不履行保全裁定ꎻ(５)侵权获利或

者权利人受损巨大ꎻ(６)侵权行为可能危害国家安

全、公共利益或者人身健康ꎻ(７)其他可以认定为情

节严重的情形ꎮ

　 　 (二)侵权责任的方式【补充】
の第 １１６７ 条 侵权行为危及他人人身、财产安

全的ꎬ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排除
妨碍、消除危险等侵权责任ꎮ

根据«民法典»第 １７９ 条、第 １１６７ 条规定ꎬ适用

侵权责任的方式包括:
(１)停止侵害ꎮ 停止侵害是指受害人有权依法

要求侵害人终止其正在进行或者延续的侵权行为ꎮ
适用于所有的侵权责任ꎮ 构成要件:①有正在进行

侵害民事权益的行为ꎮ ②侵害了他人的民事权益ꎮ
作用:在于制止正在进行的侵权行为以及避免损害

结果的扩大ꎮ
(２)排除妨碍ꎮ 排除妨碍是指侵害人排除由其

行为或物件造成的妨碍他人权益实现的客观事实状

态ꎮ 构成要件:①存在妨碍他人民事权益的状态ꎮ
②妨碍状态具有不正当性ꎮ

(３)消除危险ꎮ 消除危险是指侵害人消除由其

行为或物件引起的现实存在的某种可能对他人合法

权益造成损害的事实状态ꎮ 构成要件是:①存在危

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危险ꎮ ②危险的存在是由

人的行为或者其管理的物造成的ꎮ
(４)返还财产ꎮ 返还财产是指侵害人将其非法

占有或者取得的财产移转给原所有权人或其他权利

人ꎮ 构成要件是:①有侵占或者以其他不合法方式

占有他人的物的行为ꎮ ②该财产存在ꎮ
(５)恢复原状ꎮ 恢复原状是指将受害人的财产

恢复到受到侵害之前的状态ꎮ 构成要件是:①动产

或者不动产受到损坏ꎮ ②恢复原状有可能和有

必要ꎮ
(６)赔偿损失ꎮ 赔偿损失是指行为人通过财产

赔偿的方式对于因其不法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害予以

补救的措施ꎮ 其构成要件即为一般侵权责任的构成

要件ꎮ
(７)消除影响、恢复名誉ꎮ 消除影响是指加害

人对于因其行为给他人造成的不良影响予以消除ꎮ
恢复名誉是指加害人在侵害所及的范围之内使受害

人的名誉恢复到加害前的状态ꎮ
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主要用于侵害自

然人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以及法人的

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以及精神损害赔偿等ꎮ
(８)赔礼道歉ꎮ 赔礼道歉是指侵害人以口头或

书面的方式向受害人承认错误、表达歉意ꎮ
以上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ꎬ可以单独适用ꎬ也可

以合并适用ꎮ
◎{简 ２０１７. ５３}简述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ꎮ ▲
答题要点:根据«民法典»的规定ꎬ侵权责任的

承担方式包括:(１)停止侵害ꎻ(２)排除妨碍ꎻ(３)消
除危险ꎻ(４)返还财产ꎻ(５)恢复原状ꎻ(６)赔偿损失ꎻ
(７)消除影响、恢复名誉ꎻ(８)赔礼道歉ꎮ 以上承担

侵权责任的方式ꎬ可以单独适用ꎬ也可以合并适用ꎮ
◎{多 ２０１９. ４７[２７]}宋某和赵某分别住在同一

栋住宅楼的一层和二层ꎮ 宋某在小区围墙与该楼之

间自建平房ꎬ给住宅楼造成严重的安全隐患ꎮ 不久ꎬ
宋某在平房内开办门窗加工厂ꎬ加工生产的噪声严

重干扰了赵某的正常生活ꎮ 对此ꎬ赵某有权要求宋

某( )①ꎮ Ａ. 赔礼道歉ꎻＢ. 消除危险ꎻＣ. 恢复原

状ꎻＤ. 停止侵害

　 　 四、民事责任的免责事由

民事责任的免责事由ꎬ又称抗辩事由ꎬ是指不承

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事由ꎮ 免责事由一般包括不
可抗力、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受害人过错、第三人原
因、自甘风险、自助等ꎮ

１.不可抗力

の第 １８０ 条 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民事义务
的ꎬ不承担民事责任ꎮ 法律另有规定的ꎬ依照其

规定ꎮ
不可抗力是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

客观情况ꎮ
∥法律另有规定的例外情况如«民法典»第 ５９０

条第 ２ 款规定ꎬ“当事人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
的ꎬ不免除其违约责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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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括:(１)自然灾害ꎬ如地震、台风、洪水、
冰雹、火山爆发、江河决堤ꎻ(２)政府行为ꎬ如征收、
征用ꎻ(３)社会异常事件ꎬ如罢工、骚乱、战争、遇到

土匪袭击、惊马冲撞ꎻ(４)行为人生理疾患或心理障

碍ꎬ如心脏病发作等ꎮ

２.正当防卫

の第 １８１ 条▲　 因正当防卫造成损害的ꎬ不承
担民事责任ꎮ

正当防卫超过必要的限度ꎬ造成不应有的损害

的ꎬ正当防卫人应当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ꎮ
正当防卫是①指为了使公共利益、本人或他

人的财产、人身或其他合法利益免受②正在进行
的③不法侵害ꎬ而④对不法侵害人所实施的⑤不超
过必要限度的防卫行为(背)ꎮ

构成要件:
(１)目的是保护公共利益、本人或他人的合法

权益免受侵害ꎮ
(２)必须有不法侵害行为ꎬ并且正当防卫必须

是必要的ꎮ
正当防卫的必要性要求当事人在只有实施正当

防卫行为否则不足以制止侵害行为或者避免损害结

果的发生和扩大时ꎬ才能实施正当防卫ꎮ
(３)不法侵害行为正在进行ꎮ ∥不能事前防卫

或事后防卫ꎮ
(４)防卫的行为只能对不法侵害人所实施ꎮ 如

果加害行为来自动物ꎬ对于动物也可以采取防卫

手段ꎮ
(５)正当防卫不得超过必要的限度ꎮ 足以制止

侵害行为和避免损害结果的发生和扩大是正当防卫

行为的防卫限度ꎮ
正当防卫的责任:因正当防卫造成损害的ꎬ不

承担民事责任ꎮ 正当防卫超过必要的限度ꎬ造成不
应有的损害的ꎬ正当防卫人应当承担适当的民事
责任ꎮ

３.紧急避险

の第 １８２ 条▲　 因紧急避险造成损害的ꎬ由引
起险情发生的人承担民事责任ꎮ

危险由自然原因引起的ꎬ紧急避险人不承担民
事责任ꎬ可以给予适当补偿ꎮ

紧急避险采取措施不当或者超过必要的限度ꎬ
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ꎬ紧急避险人应当承担适当的
民事责任ꎮ

紧急避险是指①为了使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
人的人身、财产或者其他合法权益②免受正在发生
的危险ꎬ而③不得已采取的④损害另一较小合法利
益从而保全更大利益的行为ꎮ (背)

构成要件:
(１)目的是保护公共利益、本人或他人的合法

权益ꎮ
(２)必须有正在发生的危险ꎬ危险具有紧迫性ꎮ
(３)不得已而采取的ꎬ紧急避险是必要的ꎮ 否

则不足以制止危害行为和避免损害结果的发生和

扩大ꎮ
(４)行为造成他人损害ꎮ
(５)不得超过必要的限度ꎮ 紧急避险方式所造

成的损害不应大于危险可能造成的损害ꎮ
紧急避险、避险不当及避险过当的责任:因紧急

避险造成损害的ꎬ由引起险情发生的人承担责任ꎮ
如果危险是由自然原因引起的ꎬ紧急避险人不承担
民事贵任ꎬ可以给予适当补偿ꎮ 紧急避险采取措施
不当或者超过必要的限度ꎬ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ꎬ紧
急避险人应当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ꎮ

∥紧急避险的实质为合法权益之间的冲突ꎮ
除上述 ３ 种免责事由外ꎬ其余免责事由参见

“违约责任的免责事由”和“侵权责任的抗辩事由”ꎮ

　 　 五、一些特殊情况下的民事责任规定【补
充】

１.见义勇为等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

の第 １８３ 条 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使自己受到
损害的ꎬ由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ꎬ受益人可以给予适
当补偿ꎮ 没有侵权人、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民
事责任ꎬ受害人请求补偿的ꎬ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
偿ꎮ ∥注意受益人承担的补充责任ꎮ

２.紧急救助

の第 １８４ 条 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
助人损害的ꎬ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ꎮ

∥注意:«民法典»未将意外事件作为民事责任

免责事由ꎮ
除本处介绍的总则规定的免责事由外ꎬ“违约

责任的免责事由”参见合同编通则规定ꎬ“侵权责任

的抗辩事由”参见侵权责任编规定ꎮ

３.侵害英烈等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

の第 １８５ 条 侵害英雄烈士等的姓名、肖像、名
誉、荣誉ꎬ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ꎬ应当承担民事责任ꎮ

　 　 六、民事责任竞合【补充】
(１)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详见第 １４

章第 ８ 节“违约责任”)
の第 １８６ 条▲　 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ꎬ损

害对方人身权益、财产权益的ꎬ受损害方有权选择请
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侵权责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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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的竞合:
の第 １８７ 条 民事主体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民

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ꎬ承担行政责任或者
刑事责任不影响承担民事责任ꎻ民事主体的财产不

足以支付的ꎬ优先用于承担民事责任ꎮ
民事责任优先于行政责任、刑事责任承担ꎮ

第五节 民事法律事实

　 　 一、民事法律事实的概念

民事法律事实是指依法能够引起民事法律关系

产生、变更和消灭的客观现象ꎮ (背)
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需要具备 ３

个基本的条件:(１)民事法律规范ꎻ(２)民事主体ꎻ
(３)民事法律事实ꎮ 民事法律规范和民事主体是抽

象条件ꎬ而民事法律事实则是具体条件ꎮ
考点解析:
(１)客观现象是否成为法律事实ꎬ取决于法律

的规定ꎮ
时间的经过ꎬ严重自然灾害的发生ꎬ战争和封锁

禁运ꎬ人的出生、死亡、成年、失踪、精神失常等ꎬ都能

引起民事法律关系的发生、变更和消灭ꎬ因而属于法

律事实ꎮ
日出、备课、恋爱等客观现象ꎬ因不符合民事法

律规范ꎬ不能引起民事法律关系的发生、变更和消

灭ꎬ故而不是法律事实ꎮ
(２)民事法律事实出现时ꎬ必然引起民事法律

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的法律后果ꎮ 否则此客观

现象不能成为民事法律事实ꎮ
(３)一个法律事实可以导致引起一个或多个法

律关系的变动(产生、变更和消灭)ꎮ 如所有物被他

人毁灭ꎬ导致所有权关系消灭ꎬ侵权之债产生ꎮ 有的

民事法律关系的变动ꎬ需要两个以上的法律事实ꎮ
如遗嘱继承关系需要遗嘱行为和被继承人死亡两个

法律事实才能够发生ꎮ 这种引起民事法律关系的产
生、变更或消灭的两个以上的法律事实的总和ꎬ叫作
民事法律关系的事实构成ꎮ

◎{多 ２００９. ５３}甲商场与乙公司签订了购买

８００ 辆自行车的书面合同ꎮ 合同约定:乙公司分三

次发货ꎬ甲商场见货付款ꎮ 第一批 ２００ 辆自行车到

货后ꎬ甲商场见销路不好ꎬ便以书面形式向乙公司提

出取消后两批货物订购ꎬ乙公司以书面形式表示同

意ꎮ 本案 中 涉 及 的 民 事 法 律 事 实 有 ( )①ꎮ
Ａ. 订立合同的行为ꎻＢ. 履行合同的行为ꎻＣ. 变更合

同的行为ꎻＤ. 解除合同的行为

　 　 二、民事法律事实的分类▲▲【重点】
依据是否与主体的意志有关ꎬ民事法律事实可

分为行为和自然事实ꎻ自然事实又分为事件和状态ꎮ

　 　 (一)行为

行为是指受主体意志支配ꎬ能够引起民事法律
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活动ꎮ

∥与主体意志无关的动作不属于行为ꎬ如熟睡、
昏迷、梦游、受他人暴力强迫所为的动作ꎮ

１.民事法律行为

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设立、
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ꎮ 包括合法的民事

法律行为和不合法的民事法律行为ꎮ 不合法行为包

括:违约行为、不履行法定义务的行为等ꎮ

２.准民事法律行为

准民事法律行为是指行为人以法律规定的条

件业已满足为前提ꎬ将一定的内心意思表示于外ꎬ
从而引起一定法律效果的行为ꎮ 包括以下几类ꎮ
①意思通知:如要约拒绝、履行催告、选择权行使催
告ꎮ ②观念通知:如承诺迟到通知、发生不可抗力
通知、瑕疵通知、债权让与通知、债务的承认ꎮ ③感
情表示:如被继承人对继承人所作出的宽恕的表示ꎮ
准民事法律行为也存在合法与不合法之分ꎬ后者如

预期违约的意思表示等ꎮ

３.事实行为

事实行为是指行为人主观上不一定具有发生、
变更或消灭正常民事法律关系的意思ꎬ但客观上能

够引起这种后果的行为ꎮ 如创作作品的行为、发明
创造的行为、作为债权标的的给付行为(如交货、付
款)、无因管理、拾得遗失物、发现埋藏物、正当防
卫、紧急避险行为等ꎮ 事实行为也存在合法与不合

法之分ꎬ后者如盗窃他人财物、侵权行为等ꎮ
∥事实行为与民事行为的主要区别在于:(１)事

实行为不以意思表示为其必备要素ꎬ而民事行为以

意思表示为必备要素ꎻ(２)事实行为依法律规定直

接产生法律后果ꎬ而民事行为依据行为人的意思表

示的内容而发生效力ꎻ(３)事实行为的构成不要求

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ꎬ而民事行为要求

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ꎮ
◎傍晚ꎬ甲驾驶拖拉机在乡村公路上行驶ꎬ乙招

手搭车ꎬ甲让其上车ꎬ并告知车上有一口空棺材ꎮ 不

久下起大雨ꎬ乙钻进棺材避雨ꎬ过了一会儿睡着了ꎮ
后又有丙请求搭车ꎬ甲也让她上了车ꎮ 乙醒后手托

棺材盖露出头来透气ꎬ丙吓得大喊“有鬼”ꎬ跳下车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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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左腿骨折ꎮ 根据案情ꎬ回答下列问题ꎮ
{单 ２０２０. ３９}甲让乙搭车的行为属于( )①ꎮ

Ａ. 事实行为ꎻＢ. 无因管理ꎻＣ. 情谊行为ꎻＤ. 合同行为

{单 ２０２０. ４０}丙的损害应由( )②ꎮ Ａ. 甲承

担责任ꎻＢ. 乙承担责任ꎻＣ. 甲和乙承担按份责任ꎻ
Ｄ. 丙自己承担

　 　 (二)自然事实

自然事实ꎬ又称非行为事实ꎬ是指与人的意志无
关ꎬ能够引起民事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客观

现象ꎮ
自然事实又分为事件和状态ꎮ

１.事件

事件是指与主体的意志无关ꎬ能够引起民事法

律后果的某种客观现象的发生ꎮ 如人的出生、死亡ꎬ
发生自然灾害等ꎮ

２.状态

状态是指与主体的意志无关ꎬ能够引起民事法

律后果的某种客观现象持续ꎬ如人的下落不明、精神

失常、对物继续占有、权利继续不行使等ꎮ
◎{法单 ２０１６. １６}甲、乙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生

下丙ꎮ 丙的出生属于民事法律事实中的( )③ꎮ
Ａ. 事实行为ꎻＢ. 违法行为ꎻＣ. 状态ꎻＤ. 事件

◎{单 ２０１４. ２１}下列选项中ꎬ属于民事法律事

实的是( )④ꎮ Ａ. 王某报考公务员ꎻＢ. 孙某在宅

基地上建造房屋ꎻＣ. 崔某请李某吃饭ꎻＤ. 林某代孪

生妹妹举行结婚仪式

第三章 自　 然　 人

第一节 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

　 　 一、民事权利能力的概念和特征▲【简述】
民事权利能力是指民事法律赋予民事主体从事

民事活动ꎬ从而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

资格ꎮ
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ꎬ是民事法律赋予自然

人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ꎮ
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的主要特征:(４ 个方面)
(１)民事权利能力是一种资格ꎬ而不是实际的

权利ꎮ 民事权利能力是法律赋予民事主体享有民事

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一种可能性ꎬ还没有为民事

主体带来实际的利益ꎬ但是它是民事主体获得民事

权利的前提ꎮ

(２)民事权利能力的内容既包括民事主体取

得民事权利的资格ꎬ也包括民事主体承担民事义务

的资格ꎮ 自然人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

前提都是自然人必须具有民事权利能力ꎬ所以它既

可以称为民事权利能力ꎬ也可以称为民事义务

能力ꎮ
(３)民事权利能力的内容和范围具有法定性ꎬ

与民事主体的个人意志无关ꎮ 法律所赋予自然人的

民事权利能力一律平等ꎬ不因民族、性别、年龄、职
业、健康状况、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而有

任何差别ꎬ任何公民不能以自己的意思改变民事权

利能力的内容和范围ꎮ
(４)民事权利能力具有与民事主体人身的不可

分离性ꎮ 民事权利能力是一种资格ꎬ这种资格是由

法律赋予的ꎬ不能转让或者放弃ꎬ除非法律有特别

规定ꎬ任何民事主体的民事权利能力不受限制和

剥夺ꎮ
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权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ꎬ

民事权利是一种依法可以获得的实际权利ꎮ 主体可

以依法根据自己的意志确定权利的具体内容和实现

方法ꎬ并且可以转让、放弃自己的民事权利ꎮ

　 　 二、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的开始

１.我国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

の第 １３ 条 自然人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ꎬ具
有民事权利能力ꎬ依法享有民事权利ꎬ承担民事
义务ꎮ

の第 １４ 条 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一律平等ꎮ

２.自然人出生时间和死亡时间的确认【选择】
{单 ２０１３. ２２}

の第 １５ 条▲　 自然人的出生时间和死亡时间ꎬ
以出生证明、死亡证明记载的时间为准ꎻ没有出生证
明、死亡证明的ꎬ以户籍登记或者其他有效身份登记
记载的时间为准ꎮ 有其他证据足以推翻以上记载时
间的ꎬ以该证据证明的时间为准ꎮ

３.胎儿的保护▲
の第 １６ 条 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

益保护的ꎬ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ꎮ 但是ꎬ胎儿
娩出时为死体的ꎬ其民事权利能力自始不存在ꎮ

∥“视为”说明本身没有ꎬ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

力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ꎬ尚未出生的胎儿不具有

民事权利能力ꎬ不是合法的民事主体ꎬ不能享受民事

权利ꎬ承担民事义务ꎮ 但是胎儿毕竟未来会成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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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主体ꎬ所以为了保护胎儿的利益ꎬ«民法典»第 １６
条做了特别规定ꎮ

◎{单 ２０１０. ３１}下列选项中ꎬ具有民事权利能

力的是( )①ꎮ Ａ. ７个月的胎儿ꎻＢ. 满月的婴儿ꎻ
Ｃ. 会画画的猩猩ꎻＤ. 被诽谤的死者

　 　 三、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的终止

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终止于自然人死亡之时ꎮ
民法上的死亡ꎬ包括自然死亡和宣告死亡ꎮ 这两种

方式无论是哪一种ꎬ只要死亡的事实存在ꎬ都会导致

民事权利能力的消灭ꎮ
关于自然死亡的时间确定ꎬ理论上也存在各种

学说ꎬ如呼吸停止说、心脏停止说、脑死亡说等ꎮ
宣告死亡是一种法律拟制的死亡方式ꎬ如果被

宣告人确实已经死亡ꎬ宣告死亡产生的法律效果与

自然死亡完全相同ꎮ 但是如果被宣告人尚未死亡ꎬ
则其在被宣告死亡期间依然是合法的民事主体ꎬ其
所从事的民事行为依然有效ꎮ 当确知被宣告死亡人

尚未死亡时ꎬ应当依被宣告人或其利害关系人的申

请以新的判决撤销原先的宣告死亡判决ꎮ

第二节 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

　 　 一、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的概述

１.简述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的概念和特征▲
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是指法律确认的自然人

通过自己的行为从事民事活动ꎬ参加民事法律关系ꎬ
取得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能力ꎮ

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的主要特征:
(１)民事行为能力的法定性ꎮ 自然人是否具有

民事行为能力是由国家法律确认的ꎬ与自然人自己

的意志无关ꎮ 国家法律规定了自然人具备民事行为

能力应当满足的基本条件ꎬ这些条件不能通过私人

的约定加以更改ꎮ
(２)民事行为能力与自然人的年龄和精神状况

直接相联系ꎮ 年龄决定了自然人从事民事行为的一

般社会认知程度ꎬ精神状况则决定了自然人是否能

够正确理解和理智从事民事行为ꎮ 这两个方面的具

体要求都由法律直接加以规定ꎮ
(３)民事行为能力非依法定条件和程序不受限

制或取消ꎮ 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非法限制或取消

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ꎬ除非法律有明确规定ꎮ

２.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的关

系▲
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只是一种资格ꎬ要想以

自己的行为独立参加民事法律关系ꎬ还应当具有民

事行为能力ꎮ 自然人具有权利能力是具有行为能力
的前提ꎬ具有行为能力则是独立实现权利能力内容
的必要条件ꎮ

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的基础就是必须具有正确

识别事物、判断事物的能力ꎬ即具有意思能力ꎮ 具有

意思能力必须满足两个方面的法律要求:(１)要达

到一定的年龄ꎬ有一定的社会活动经验ꎻ(２)要有健

康正常的精神状态ꎬ能够理智从事民事活动ꎮ

　 　 二、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的分类

の第 １７ 条 １８ 周岁以上的自然人为成年人ꎮ
不满 １８ 周岁的自然人为未成年人ꎮ

«民法典»将民事行为能力划分为三类ꎬ即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和无民事行为

能力ꎮ

　 　 (一)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是指法律赋予达到一定年龄和

精神状态正常的自然人通过自己的独立行为参加民事

法律关系ꎬ取得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能力ꎮ
の第 １８ 条 成年人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ꎬ可

以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ꎮ
１６ 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ꎬ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

主要生活来源的ꎬ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ꎮ
∥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是指以

自己的劳动取得收入(不能是奖金、稿酬等一次性
收入)ꎬ并能维持当地群众一般生活水平ꎮ

１.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立条件

自然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应当同时满足两

个条件:
(１)成年人或 １６ 周岁以上以自己的劳动收入

为主要生活来源的未成年人ꎮ
(２)精神状况健康正常ꎮ
自然人具有行为能力必须以能够正确理解法律

规范和社会生活共同规则ꎬ理智地实施民事行为为

前提条件ꎮ

２.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ꎬ可以独立实施民事法律

行为ꎬ其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ꎮ
∥民事法律行为有效ꎬ除了要求行为人具有相

应的民事行为能力外ꎬ还必须具备意思表示真实ꎻ不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ꎬ不违背公序良

俗ꎮ 类似此处ꎬ教材中提到的“有效” “效力未定”
“可撤销”往往是默认了其他生效要件已经具备的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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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给出的结论ꎬ理解时要注意这一点ꎮ

　 　 (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ꎬ是指法律赋予那些达到一

定年龄但尚未成年和虽已成年但精神不健全ꎬ不能

完全辨认自己行为后果的自然人所享有的可以从事

与自己的年龄、智力和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

活动的能力ꎮ 又称为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或部分民

事行为能力ꎮ

１.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种类

(１)已满 ８ 周岁不满 １８ 周岁的未成年人ꎮ
の第 １９ 条 ８ 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

事行为能力人ꎬ实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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ꎻ但是ꎬ可以独
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
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ꎮ

(２)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ꎮ
の第 ２２ 条 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

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ꎬ实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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ꎻ但
是ꎬ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
其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ꎮ

◎{单 ２０１４. ２２}１６ 周岁的中学生史某在一次抽

奖活动中获得 １０ 万元大奖ꎮ 史某用该笔款项不仅

缴纳了自己的学费ꎬ还帮助父亲偿还了 ５ 万元欠款ꎮ
史某( )①ꎮ Ａ. 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ꎻＢ. 是限

制民事行为能力人ꎻＣ. 视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ꎻ
Ｄ. 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单 ２０１２. ２２}某童星 １５ 周岁ꎬ其演出收入能

够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ꎮ 该童星未经监护人同意独

立实施的下列行为中ꎬ有效的是( )②ꎮ Ａ. 向户

籍管理部门申请变更姓名ꎻＢ. 向工商管理部门申请

注册公司ꎻＣ. 购买价格为 ２ 万元的摄像机ꎻＤ. 接受

１０ 万元现金的赠与

２.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的

类型与效力(联系第 １４５ 条)
(１)实施的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

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
有效ꎮ

(２)实施上述之外的其他民事法律行为ꎬ属于
效力未定的民事法律行为ꎮ 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
追认后有效ꎬ被法定代理人拒绝追认或被善意相对
人撤销后无效ꎮ

　 　 (三)无民事行为能力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是指法律规定的完全不具有

以自己的行为从事民事活动以取得民事权利和承担

民事义务资格的行为人ꎮ 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民

事活动ꎮ

１.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种类

(１)不满 ８ 周岁的未成年人ꎮ
の第 ２０ 条 不满 ８ 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

行为能力人ꎬ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民事法律
行为ꎮ

(２) 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 ８ 周岁以上的自

然人ꎮ
の第 ２１ 条 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为无

民事行为能力人ꎬ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民事法
律行为ꎮ

８ 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ꎬ
适用前款规定ꎮ

∥在民事行为能力认定中ꎬ年龄因素优先于精

神状态因素适用ꎮ 民法中影响行为能力的只有“辨
认”(俗称智力障碍者)ꎬ不含“控制”(俗称精神病人)ꎬ
这不同于刑法ꎮ 辨认分不能辨认(同完全不能辨认)、
不能完全辨认两种情况ꎬ对应两种行为能力状态ꎮ

２.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的

效力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ꎮ

　 　 (四)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人的法定代理人

の第 ２３ 条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
能力人的监护人是其法定代理人ꎮ

　 　 三、自然人欠缺民事行为能力的认定与

恢复

の第 ２４ 条 不能辨认或者不能完全辨认自己

行为的成年人ꎬ其利害关系人或者有关组织ꎬ可以向

人民法院申请认定该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

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ꎮ
被人民法院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

民事行为能力人的ꎬ经本人、利害关系人或者有关组
织申请ꎬ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其智力、精神健康恢复的

状况ꎬ认定该成年人恢复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

者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ꎮ
本条规定的有关组织包括:居民委员会、村民委

员会、学校、医疗机构、妇女联合会、残疾人联合会、
依法设立的老年人组织、民政部门等ꎮ

　 　 四、自然人的住所【补充】
の第 ２５ 条 自然人以户籍登记或者其他有效

２２
① ②Ｂ 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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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登记记载的居所为住所ꎻ经常居所与住所不一
致的ꎬ经常居所视为住所ꎮ

∥自然人离开住所地最后连续居住 １ 年以上的

地方ꎬ为经常居住地ꎮ 但住医院治病的除外ꎮ 自然

人由其户籍所在地迁出后至迁入另一地之前ꎬ无经

常居住地的ꎬ仍以其原户籍所在地为住所ꎮ
◎{单 ２０１８. ２１[１１]}李某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将户

籍由甲市迁往乙市ꎬ因遗失户籍迁移证而未能落户ꎬ
后李某因工作需要ꎬ自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起租住在丙市ꎬ
并在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因重病在丁市某

医院住院治疗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时李某的住所是

( )①ꎮ Ａ. 甲市ꎻＢ. 乙市ꎻＣ. 丙市ꎻＤ. 丁市

第三节 监　 　 护

　 　 一、监护的概念和作用

监护是为了监督和保护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
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合法权益而设置的一项民事法

律制度ꎮ
∥被监护的对象包括未成年人及无民事行为能

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ꎮ 履行监督和保

护职责的人就是监护人ꎬ被监护人监督、保护的人是

被监护人ꎮ
监护具有以下作用: ×
(１)监护制度使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民事行

为能力的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够得到真正实现ꎮ
(２)监护制度使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民事行

为能力的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得到弥补ꎮ
(３)监护制度有利于稳定社会的正常秩序ꎮ 监

护制度要求监护人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

行为能力人加以监督和管束ꎬ防止他们实施违法行

为ꎬ从而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ꎮ

　 　 二、监护的分类

根据需要监护的人的类型分为:未成年人监护
与成年人监护ꎮ

根据监护权发生的依据分为:法定监护、遗嘱监

护、协议监护、指定监护与意定监护等不同的类型ꎮ

　 　 三、监护人的设定

　 　 (一)法定监护

法定监护是指由法律直接规定的人担任监护人

而形成的监护ꎮ 法定监护包括对未成年人的监护与

对不能辨认或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的

监护ꎮ
の第 ２６ 条 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教育

和保护的义务ꎮ
成年子女对父母负有赡养、扶助和保护的义务ꎮ

１.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

の第 ２７ 条 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ꎮ
未成年人的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

的ꎬ由下列有监护能力的人按顺序担任监护人:
(１)祖父母、外祖父母ꎻ
(２)兄、姐ꎻ
(３)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ꎬ但

是须经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
或者民政部门同意ꎮ

◎{法多 ２０１５. ２６}甲(８ 周岁)名下有一套房

产ꎮ 下列人员中ꎬ在处分房产时可以成为甲的法定

代理人的有( )②ꎮ Ａ. 甲的父亲ꎻＢ. 甲的祖父ꎻ
Ｃ. 甲的舅舅ꎻＤ. 甲的继母

２.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

人的监护人

の第 ２８ 条 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

为能力的成年人ꎬ由下列有监护能力的人按顺序担
任监护人:

(１)配偶ꎻ
(２)父母、子女ꎻ
(３)其他近亲属ꎻ
(４)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ꎬ但

是须经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
或者民政部门同意ꎮ

法定监护人主要是被监护人的关系亲密的近亲

属但并不限于亲属ꎬ顺序在先者排斥顺序在后者ꎮ
◎{单 ２０１５. ２４}甲系精神病人ꎬ有亲属如下:母

亲ꎬ７５ 周岁ꎬ瘫痪在床ꎻ弟弟ꎬ４８ 周岁ꎬ工人ꎻ儿子ꎬ２０
周岁ꎬ在校大学生ꎻ女儿ꎬ１７ 周岁ꎬ无业ꎮ 甲的监护

人应为( )③ꎮ Ａ. 甲母ꎻＢ. 甲弟ꎻＣ. 甲子ꎻＤ. 甲女

◎{辨 ２０１３. ５６}古人云:“子不教ꎬ父之过ꎮ”请

结合我国民法的监护制度和侵权责任制度加以辨

析ꎮ 解析:该说法不完全正确ꎮ

　 　 (二)遗嘱监护【补充】
遗嘱监护是指被监护人的父母作为监护人通过

遗嘱指定监护人的监护ꎮ
の第 ２９ 条 被监护人的父母担任监护人的ꎬ可

以通过遗嘱指定监护人ꎮ

　 　 (三)协议监护【补充】
协议监护是指具有监护资格的人协议确定由其

中一人或数人担任监护人而形成的监护ꎮ

３２
① ② ③Ｃ ＡＢＤ 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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の第 ３０ 条 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之间可以
协议确定监护人ꎮ 协议确定监护人应当尊重被监护
人的真实意愿ꎮ

　 　 (四)指定监护

指定监护是指具有监护资格的人之间对担任监

护人有争议ꎬ或者都要求担任监护人ꎬ或者都不愿意

当监护人ꎬ由有关组织和人民法院依法指定监护人

而形成的监护ꎮ
の第 ３１ 条 对监护人的确定有争议的ꎬ由被监

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
门指定监护人ꎬ有关当事人对指定不服的ꎬ可以向人
民法院申请指定监护人ꎻ有关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

人民法院申请指定监护人ꎮ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民政部门或者人民法

院应当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ꎬ按照最有利于被

监护人的原则在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中指定监

护人ꎮ
依据本条第 １ 款规定指定监护人前ꎬ被监护人

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处于无人

保护状态的ꎬ由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
委员会、法律规定的有关组织或者民政部门担任临
时监护人ꎮ

监护人被指定后ꎬ不得擅自变更ꎻ擅自变更的ꎬ
不免除被指定的监护人的责任ꎮ

の第 ３２ 条 没有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的ꎬ监
护人由民政部门担任ꎬ也可以由具备履行监护职责
条件的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
担任ꎮ

指定监护人主要是在有监护争议的时候才会发

生ꎬ有权指定监护人的机关包括:被监护人住所地的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民政部门或人民法院ꎮ

　 　 (五)意定监护▲
意定监护是指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

人ꎬ可以与其近亲属、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

者组织事先协商ꎬ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在丧失或者

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的监护人ꎮ
の第 ３３ 条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ꎬ

可以与其近亲属、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
组织事先协商ꎬ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ꎬ在自
己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ꎬ由该监护人
履行监护职责ꎮ

◎{单 ２０１９. ２４ [１４]}甲、乙系夫妻ꎬ１９９８ 年 ５
月儿子丙出生ꎮ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甲与侄子丁签订书面

协议ꎬ约定在甲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ꎬ丁担任甲的监

护人ꎮ 一年后甲丧失民事行为能力ꎬ其好友戊表示

愿意担任甲的监护人ꎬ并得到甲住所地居委会的同

意ꎮ 此时甲的监护人是 ( )①ꎮ Ａ. 乙ꎻ Ｂ. 丙ꎻ
Ｃ. 丁ꎻＤ. 戊

　 　 四、监护人的职责

监护人必须依法履行监护的职责ꎬ监护人的职

责主要有:
(１)代理被监护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ꎮ
(２)保护和管理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

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等ꎮ
(３)其他职责ꎮ 保护被监护人的身体健康ꎻ照

顾被监护人的生活ꎻ对被监护人进行管理和教育ꎮ
∥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

行监护职责ꎮ 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ꎬ不
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ꎮ

の第 ３４ 条 监护人的职责是代理被监护人实
施民事法律行为ꎬ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
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等ꎮ

监护人依法履行监护职责产生的权利ꎬ受法律

保护ꎮ
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合法

权益的ꎬ应当承担法律责任ꎮ
因发生突发事件等紧急情况ꎬ监护人暂时无法

履行监护职责ꎬ被监护人的生活处于无人照料状态

的ꎬ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
民政部门应当为被监护人安排必要的临时生活照料

措施ꎮ
◎{多 ２０２１. ４６[２６]}监护人因发生突发事件等

紧急情况暂时无法履行监护职责ꎬ被监护人的生活

处于无人照料状态的ꎬ应当为被监护人安排必要的

临时生活照料措施的组织有( )②ꎮ Ａ. 被监护

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ꎻＢ. 被监护人住所地的村民

委员会ꎻＣ. 被监护人住所地的民政部门ꎻＤ. 监护人

的所在单位

の第 ３５ 条 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
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ꎮ 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
利益外ꎬ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ꎮ

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ꎬ在作出与被

监护人利益有关的决定时ꎬ应当根据被监护人的年

龄和智力状况ꎬ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ꎮ
成年人的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ꎬ应当最大程度

地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ꎬ保障并协助被监护人

实施与其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

为ꎮ 对被监护人有能力独立处理的事务ꎬ监护人不

４２
① ②Ｃ ＡＢ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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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干涉ꎮ
◎{单 ２０１６. ２３}甲为精神病人乙的监护人ꎮ 甲

的下 列 行 为 中ꎬ 属 于 依 法 履 行 监 护 职 责 的 是

( )①ꎮ Ａ. 免除丙欠乙的 １ 万元债务ꎻＢ. 撤销乙

患病前低价卖表给丁的合同ꎻＣ. 用乙的存款为乙支

付医疗费ꎻＤ. 为防止乙出门用铁链将其锁在家里

◎{法单 ２０１３. １２}小文系儿童影星ꎬ片酬颇丰ꎮ
其父甲的弟弟乙生活困难ꎮ 甲征得小文同意后ꎬ不
顾小文母亲的反对ꎬ将小文的 ５０００ 元片酬以小文的

名义赠与乙ꎮ 甲处分小文财产的行为 ( )②ꎮ
Ａ. 有效ꎬ因为甲已征得小文同意ꎻＢ. 有效ꎬ因为甲为

小文的法定代理人ꎻＣ. 无效ꎬ因为小文母亲反对ꎻ
Ｄ. 无效ꎬ因为甲处分财产不是为了小文的利益

◎{单 ２０１２. ２３}监护人有权处理被监护人财产

的法定情形是( )③ꎮ Ａ. 发生紧急情况ꎻＢ. 为被

监护人的利益ꎻＣ. 经被监护人同意ꎻＤ. 经被监护人

所在地的基层组织同意

　 　 五、监护关系的终止▲

　 　 (一)监护人资格的撤销【选择】
の第 ３６ 条 监护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ꎬ人民法

院根据有关个人或者组织的申请ꎬ撤销其监护人资
格ꎬ安排必要的临时监护措施ꎬ并按照最有利于被监

护人的原则依法指定监护人:
(１)实施严重损害被监护人身心健康的行为ꎻ
(２)怠于履行监护职责ꎬ或者无法履行监护职

责且拒绝将监护职责部分或者全部委托给他人ꎬ导
致被监护人处于危困状态ꎻ

(３)实施严重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其他
行为ꎮ

本条规定的有关个人、组织包括:其他依法具有
监护资格的人ꎬ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学校、医疗
机构、妇女联合会、残疾人联合会、未成年人保护组
织、依法设立的老年人组织、民政部门等ꎮ

前款规定的个人和民政部门以外的组织未及时

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的ꎬ民政部门应当

向人民法院申请ꎮ
の第 ３７ 条 依法负担被监护人抚养费、赡养

费、扶养费的父母、子女、配偶等ꎬ被人民法院撤销监
护人资格后ꎬ应当继续履行负担的义务ꎮ

监护人资格的撤销的程序、事由与后果:
(１)须经有关个人、组织申请ꎮ 有关个人、组织

的范围是指第 ３６ 条第 ２ 款规定的情形ꎮ
(２)撤销监护人资格必须具有法定情节(或事

由)ꎮ 即第 ３６ 条第 １ 款规定的 ３ 种情形ꎮ
◎{简 ２０２０. ５３[３３]}简述撤销监护人资格的法

定事由ꎮ
(３)人民法院根据申请ꎬ安排必要的临时监护

措施ꎬ并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依法指定监

护人ꎮ
(４)监护人资格的撤销ꎬ不影响依法负担被监

护人抚养费、赡养费、扶养费的父母、子女、配偶等继

续履行负担的义务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配偶有«民法典»第 ３６
条第 １ 款规定行为ꎬ其他有监护资格的人可以要求

撤销其监护资格ꎬ并依法指定新的监护人ꎻ变更后的

监护人代理无民事行为能力一方提起离婚诉讼的ꎬ
人民法院应予受理ꎮ

　 　 (二)被撤销的监护人资格恢复

の第 ３８ 条 被监护人的父母或者子女被人民

法院撤销监护人资格后ꎬ除对被监护人实施故意犯
罪的外ꎬ确有悔改表现的ꎬ经其申请ꎬ人民法院可以

在尊重被监护人真实意愿的前提下ꎬ视情况恢复其

监护人资格ꎬ人民法院指定的监护人与被监护人的

监护关系同时终止ꎮ
被撤销的监护人资格恢复的程序、事由与后果:
(１)须经被撤销的监护资格的本人申请ꎮ
(２)被撤销的监护资格的人确有悔改表现ꎬ但

对被监护人实施故意犯罪的除外ꎮ
(３)人民法院在尊重被监护人真实意愿的前提

下ꎬ可以视情况决定恢复ꎮ
(４)恢复后ꎬ人民法院指定的监护人与被监护

人的监护关系终止ꎮ

　 　 (三)监护关系的终止▲
の第 ３９ 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ꎬ监护关系

终止:
(１)被监护人取得或者恢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ꎻ
(２)监护人丧失监护能力ꎻ
(３)被监护人或者监护人死亡ꎻ
(４)人民法院认定监护关系终止的其他情形ꎮ
监护关系终止后ꎬ被监护人仍然需要监护的ꎬ应

当依法另行确定监护人ꎮ
◎简述监护关系的终止的情形:
(１) 被监护人取得或者恢复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ꎻ
(２)监护人丧失监护能力ꎻ
(３)被监护人或者监护人死亡ꎻ
(４)人民法院认定监护关系终止的其他情形ꎻ
(５)监护人被撤销监护人资格ꎮ

５２
① ② ③Ｃ Ｄ 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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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宣告失踪和宣告死亡▲

　 　 一、宣告失踪

の第 ４０ 条 自然人下落不明满 ２ 年的ꎬ利害关
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该自然人为失踪人ꎮ

の第 ４１ 条 自然人下落不明的时间自其失去
音讯之日起计算ꎮ 战争期间下落不明的ꎬ下落不明

的时间自战争结束之日或者有关机关确定的下落不
明之日起计算ꎮ

　 　 (一)简述宣告失踪的概念和条件

宣告失踪是指经利害关系人的申请ꎬ由法院依

照法定条件和程序ꎬ宣告下落不明满法定期限的自

然人为失踪人的民事法律制度ꎮ
宣告失踪的条件:
(１)须有自然人离开其住所下落不明满 ２ 年的

事实ꎮ
∥自然人下落不明的时间从其失去音讯之日起

计算ꎮ 下落不明的期间必须持续满 ２ 年ꎬ有关利害

关系人才能到法院申请宣告其失踪ꎮ
(２)须由利害关系人向法院提出申请ꎮ
∥利害关系人主要包括:被申请人的配偶、父

母、子女ꎻ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
子女ꎻ以及其他与被申请人有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
人ꎬ如自然人的债权人或债务人等(没有顺序的要

求)ꎮ
(３)须由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宣告ꎮ
◎{多 ２０１５. ４６}甲离家出走ꎬ下落不明已满 ５

年ꎮ 下列人员中ꎬ可向人民法院申请甲为失踪人的

有( )①ꎮ Ａ. 甲的妻子ꎻＢ. 甲的姐姐ꎻＣ. 甲的债

权人ꎻＤ. 甲的外祖父

　 　 (二)宣告失踪的程序

具体的程序:先由利害关系人到法院提出申请ꎬ
人民法院受理以后ꎬ应当发出寻找下落不明人的公

告ꎮ 公告期为 ３ 个月ꎬ期间届满后ꎬ人民法院根据失

踪事实是否得到确认ꎬ作出宣告失踪或者驳回申请

的判决ꎬ并在法定情形下指定失踪人的财产代管人ꎮ

　 　 (三)宣告失踪的后果

宣告失踪的法律后果就是为被宣告失踪人建立
财产代管制度ꎮ

の第 ４２ 条 失踪人的财产由其配偶、成年子
女、父母或者其他愿意担任财产代管人的人代管ꎮ

代管有争议ꎬ没有前款规定的人ꎬ或者前款规定
的人无代管能力的ꎬ由人民法院指定的人代管ꎮ

の第 ４３ 条 财产代管人应当妥善管理失踪人

的财产ꎬ维护其财产权益ꎮ
失踪人所欠税款、债务和应付的其他费用ꎬ由财

产代管人从失踪人的财产中支付ꎮ
财产代管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失踪人财

产损失的ꎬ应当承担赔偿责任ꎮ
◎{多 ２０１７. ４６[２６]}甲被依法宣告失踪ꎬ乙为

甲的财产代管人ꎮ 下列选项中ꎬ由乙从甲的财产中

支付的有( )②ꎮ Ａ. 甲所欠税款ꎻＢ. 甲所欠债

务ꎻＣ. 甲应该支付的赡养费ꎻＤ. 乙代管财产的管

理费

　 　 (四)宣告失踪的撤销

の第 ４５ 条 失踪人重新出现ꎬ经本人或者利害
关系人申请ꎬ人民法院应当撤销失踪宣告ꎮ

失踪人重新出现ꎬ有权请求财产代管人及时移
交有关财产并报告财产代管情况ꎮ

如果被宣告失踪人又重新出现ꎬ则应当撤销原

来的宣告失踪判决ꎮ

　 　 二、宣告死亡▲▲【重点ꎬ易出选择】
の第 ４６ 条 自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ꎬ利害关

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该自然人死亡:
(１)下落不明满 ４ 年ꎻ
(２)因意外事件ꎬ下落不明满 ２ 年ꎮ
因意外事件下落不明ꎬ经有关机关证明该自然

人不可能生存的ꎬ申请宣告死亡不受 ２ 年时间的
限制ꎮ

　 　 (一)宣告死亡的概念

宣告死亡是指①经利害关系人申请ꎻ②由法院
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ꎬ判决宣告③下落不明
满法定期限的自然人死亡的民事法律制度ꎮ

　 　 (二)宣告死亡的条件和程序

１. {简 ２０１６. ５３}简述宣告死亡的条件

(１)自然人下落不明达法定的期间ꎮ
一般情况满 ４ 年ꎻ因意外事件满 ２ 年ꎬ因意外事

件经有关机关证明该自然人不可能生存的不受 ２ 年
时间的限制ꎮ

(２)须有利害关系人的申请ꎮ
利害关系人主要包括:被申请人的配偶、父母、

子女ꎻ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
女ꎻ以及其他与被申请人有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人ꎬ
如自然人的债权人或债务人等(同宣告失踪ꎬ没有

顺序的要求)ꎮ
(３)须由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宣告ꎮ

６２
① ②ＡＢＣＤ ＡＢＣ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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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２０１０. ３２}自然人因飞机失事失踪的ꎬ利
害关系人申请宣告其死亡的时间要件是( )①ꎮ
Ａ. 飞机失事发生之日起满 ２ 年ꎻＢ. 政府公布失踪人

员名单之日起满 ２ 年ꎻＣ. 飞机失事发生之日起满 ４
年ꎻＤ. 政府公布失踪人员名单之日起满 ４ 年

２.宣告死亡的程序

具体的程序为:首先由利害关系人向法院提出
申请ꎮ 法院受理以后ꎬ应当发出寻找失踪人的公告ꎬ
公告期间为 １ 年ꎻ因意外事件下落不明经有关机关
证明该自然人不可能生存的ꎬ公告期间为 ３ 个月ꎮ
公告期间届满下落不明的自然人仍无音讯的ꎬ法院

应作出宣告该自然人死亡的判决ꎮ
の第 ４７ 条 对同一自然人ꎬ有的利害关系人申

请宣告死亡ꎬ有的利害关系人申请宣告失踪ꎬ符合本
法规定的宣告死亡条件的ꎬ人民法院应当宣告死亡ꎮ

宣告失踪不是宣告死亡的必经程序ꎮ
の第 ４８ 条 被宣告死亡的人ꎬ人民法院宣告死

亡的判决作出之日视为其死亡的日期ꎻ因意外事件
下落不明宣告死亡的ꎬ意外事件发生之日视为其死
亡的日期ꎮ

◎{法单 ２０１０. ２１}甲离开自己的住所下落不明

已满 ６ 年ꎮ 根据法律规定ꎬ其配偶( )②ꎮ Ａ. 只
能申请宣告甲失踪ꎻＢ. 只能申请宣告甲死亡ꎻＣ. 只
能先申请宣告甲失踪ꎬ再申请宣告甲死亡ꎻＤ. 既可

以申请宣告甲失踪ꎬ也可以申请宣告甲死亡

　 　 (三)宣告死亡的后果

宣告死亡之后ꎬ产生与自然死亡大体相同的法

律后果ꎮ 即其民事主体资格消灭ꎬ民事权利能力终

止ꎬ婚姻关系消灭ꎬ个人财产作为遗产发生继承ꎮ
の第 ４９ 条 自然人被宣告死亡但是并未死亡

的ꎬ不影响该自然人在被宣告死亡期间实施的民事
法律行为的效力ꎮ

　 　 (四)宣告死亡的撤销【选择】
の第 ５０ 条 被宣告死亡的人重新出现ꎬ经本人

或者利害关系人申请ꎬ人民法院应当撤销死亡宣告ꎮ

１.宣告死亡、撤销死亡宣告对婚姻关系的影

响▲
の第 ５１ 条 被宣告死亡的人的婚姻关系ꎬ自死

亡宣告之日起消除ꎮ 死亡宣告被撤销的ꎬ婚姻关系
自撤销死亡宣告之日起自行恢复ꎮ 但是ꎬ其配偶再
婚或者向婚姻登记机关书面声明不愿意恢复的
除外ꎮ

∥其配偶只要再婚过ꎬ即使后配偶死亡或离婚

的ꎬ夫妻关系都不能自行恢复ꎮ
◎{单 ２０１９. ２５[１５]}甲外出务工多年未与家中

联系ꎬ经其配偶乙申请ꎬ法院宣告甲死亡ꎮ 甲的好友

丙替甲偿还了欠丁的 １ 万元ꎮ 后乙与丙组成家庭ꎮ
一日ꎬ甲返乡ꎮ 对此ꎬ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③ꎮ
Ａ. 甲和乙之间的婚姻关系自动恢复ꎻＢ. 乙和丙之间

的婚姻关系自动解除ꎻＣ. 乙、丙婚后ꎬ丙可向乙主张

１ 万元债权ꎻＤ. 无论甲、乙是否恢复婚姻关系ꎬ丙均

有权要求甲偿还 １ 万元债务

◎{单 ２０１３. ２４}甲、乙结婚多年ꎮ 某日ꎬ甲外出

后失踪ꎬ乙四处寻找仍无结果ꎮ 五年后ꎬ乙欲与丙登

记结婚ꎮ 根据我国民法相关规定ꎬ下列选项中正确

的是( )④ꎮ Ａ. 乙、丙二人可以直接登记结婚ꎻ
Ｂ. 乙只能申请宣告甲死亡ꎬ待法院宣告甲死亡后再

与丙登记结婚ꎻＣ. 丙可以申请宣告甲死亡ꎬ待法院

宣告甲死亡后再与乙登记结婚ꎻＤ. 乙可以起诉请求

与甲解除婚姻关系ꎬ待法院作出离婚判决后再与丙

登记结婚

２.撤销死亡宣告对收养关系的影响

の第 ５２ 条 被宣告死亡的人在被宣告死亡期

间ꎬ其子女被他人依法收养的ꎬ在死亡宣告被撤销

后ꎬ不得以未经本人同意为由主张收养行为无效ꎮ
被撤销死亡宣告人有子女的ꎬ父母子女的权利

义务应当恢复ꎬ但子女已被他人依法收养的ꎬ收养关

系不能自动解除ꎮ

３.死亡宣告撤销后的财产返还

の第 ５３ 条 被撤销死亡宣告的人有权请求依
照本法第 ６ 编取得其财产的民事主体返还财产ꎻ无
法返还的ꎬ应当给予适当补偿ꎮ

利害关系人隐瞒真实情况ꎬ致使他人被宣告死
亡而取得其财产的ꎬ除应当返还财产外ꎬ还应当对由
此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ꎮ

第五节 个体工商户和农村承包经营户

　 　 一、个体工商户的概念和特征

の第 ５４ 条 自然人从事工商业经营ꎬ经依法登

记ꎬ为个体工商户ꎮ 个体工商户可以起字号ꎮ
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ꎬ依法经过核准登记从事

工商业经营的自然人ꎮ
主要特征:
(１)经济性质是私人所有制ꎮ 个体工商户以自

然人个人财产或者家庭财产作为经营资本ꎬ其性质

属于个体经济ꎮ
(２)经营范围必须符合法律规定ꎮ 仅限于工

７２
① ② ③ ④Ａ Ｄ Ｄ 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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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合伙合同的效力

１.合伙人的主要义务

(１)履行出资义务ꎮ
の第 ９６８ 条 合伙人应当按照约定的出资方

式、数额和缴付期限ꎬ履行出资义务ꎮ
(２)不得请求分割合伙财产ꎮ
の第 ９６９ 条 合伙人的出资、因合伙事务依法

取得的收益和其他财产ꎬ属于合伙财产ꎮ
合伙合同终止前ꎬ合伙人不得请求分割合伙

财产ꎮ
(３)不得请求支付报酬ꎮ
の第 ９７１ 条 合伙人不得因执行合伙事务而请

求支付报酬ꎬ但是合伙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ꎮ

２.合伙人的主要权利

(１)追偿权ꎮ
の第 ９７３ 条 合伙人对合伙债务承担连带责

任ꎮ 清偿合伙债务超过自己应当承担份额的合伙
人ꎬ有权向其他合伙人追偿ꎮ

(２)转让财产份额权ꎮ
の第 ９７４ 条 除合伙合同另有约定外ꎬ合伙人

向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财产份额

的ꎬ须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ꎮ
(３)对合伙事务作出决定权、执行权或监督执

行权ꎮ
の第 ９７０ 条 合伙人就合伙事务作出决定的ꎬ除

合伙合同另有约定外ꎬ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ꎮ
合伙事务由全体合伙人共同执行ꎮ 按照合伙合

同的约定或者全体合伙人的决定ꎬ可以委托一个或
者数个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ꎻ其他合伙人不再执行
合伙事务ꎬ但是有权监督执行情况ꎮ

合伙人分别执行合伙事务的ꎬ执行事务合伙人

可以对其他合伙人执行的事务提出异议ꎻ提出异议

后ꎬ其他合伙人应当暂停该项事务的执行ꎮ
(４)利益分配、亏损分担请求权ꎮ
の第 ９７２ 条 合伙的利润分配和亏损分担ꎬ按

照合伙合同的约定办理ꎻ合伙合同没有约定或者约

定不明确的ꎬ由合伙人协商决定ꎻ协商不成的ꎬ由合
伙人按照实缴出资比例分配、分担ꎻ无法确定出资比
例的ꎬ由合伙人平均分配、分担ꎮ

∥の第 ９７８ 条 合伙合同终止后ꎬ合伙财产在
支付因终止而产生的费用以及清偿合伙债务后有剩
余的ꎬ依据本法第 ９７２ 条的规定进行分配ꎮ

　 　 三、合伙期限

の第 ９７６ 条 合伙人对合伙期限没有约定或者
约定不明确ꎬ依据本法第 ５１０ 条(可以协议补充ꎻ不

能达成补充协议的ꎬ按照合同相关条款或者交易习

惯确定)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ꎬ视为不定期合伙ꎮ
合伙期限届满ꎬ合伙人继续执行合伙事务ꎬ其他

合伙人没有提出异议的ꎬ原合伙合同继续有效ꎬ但是
合伙期限为不定期ꎮ

合伙人可以随时解除不定期合伙合同ꎬ但是应

当在合理期限之前通知其他合伙人ꎮ

　 　 四、合伙合同的终止

合伙合同终止的情形有:
(１)合伙人可以随时解除不定期合伙合同ꎬ但

是应当在合理期限之前通知其他合伙人ꎮ (の第

９７６ 条第 ３ 款)
(２)合伙人死亡、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或者终止

的ꎬ合伙合同终止ꎻ但是ꎬ合伙合同另有约定或者根

据合伙事务的性质不宜终止的除外ꎮ (の第 ９７７
条)

∥の第 ９７５ 条 合伙人的债权人不得代位行使
合伙人依照本章(合伙合同)规定和合伙合同享有
的权利ꎬ但是合伙人享有的利益分配请求权除外ꎮ

第十六章　 准　 合　 同

第一节 无 因 管 理▲▲

　 　 一、无因管理的概念{法条 ２０１７. ５８}
の第 １２１ 条 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ꎬ为

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而进行管理的人ꎬ有权请求受
益人偿还由此支出的必要费用ꎮ

无因管理是指①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义务ꎬ
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而③管理他人事务的

行为ꎮ
法学通说认为无因管理是事实行为ꎮ
∥在民事法律关系中ꎬ未经他人授权或法律授

权管理他人事务本为侵权行为ꎬ但因管理人管理他

人事务是出于为他人谋利益的目的ꎬ且管理事务不

违背受益人真实意思的ꎬ故阻却了行为的违法性ꎬ并
且管理人被赋予了请求偿还必要费用和请求损失适

当补偿的权利ꎮ 法律之所以如此规定其目的是保护

本人的利益ꎮ

　 　 二、无因管理之债的构成要件

１.管理他人事务

他人事务是指有关人们生活利益的一切事项ꎬ
２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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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是财产的ꎬ也可以是非财产性的ꎬ但不包括公益
事业ꎮ 管理是指处理事务的行为ꎬ包括事实行为和

民事法律行为ꎮ 但并非所有管理他人的事务均会构

成无因管理ꎬ法学通说认为ꎬ管理以下事务ꎬ不适用

无因管理的规定:
(１)违法、违背公序良俗或社会公德的行为ꎮ

∥无效民事法律行为ꎮ
(２)纯粹道义上、宗教上或一般生活事务ꎬ如招

待客人ꎮ ∥不能引起民事法律关系产生ꎮ
(３)依法须由本人亲自实施或须经本人授权才

能实施的行为ꎬ如放弃继承权ꎮ

２.有为他人谋利益的意思

这是无因管理成立的主观要件ꎬ也是无因管理

阻却违法性的根本原因ꎮ ∥该意思无须表示ꎬ只要

管理行为在客观上避免了他人利益受损且管理人不

纯粹是出于为自己谋利的目的ꎬ就构成无因管理行

为ꎬ即使管理人主观上有为自己的动机且在客观上

使自己同时受益ꎬ仍不影响无因管理的成立ꎮ

３.没有法定或者约定的义务

在无因管理中ꎬ管理人管理他人事务时没有法

定义务和约定义务ꎮ 前者如扶养义务ꎬ后者如受托

人对委托人承担的义务ꎮ 有无法定或约定义务应当

以管理人开始管理时的客观情况而定ꎮ
◎{单 ２０１８. ２５[１５]}下列选项中ꎬ甲的行为构

成无因管理的是( )①ꎮ Ａ. 甲主动将摔倒在人

行道上的老人扶起ꎻＢ. 甲儿时被收养ꎬ成年后赡养

亲生父母ꎻＣ. 甲为了出行方便ꎬ出钱修复邻居家被

台风刮倒的院墙ꎻＤ. 甲的狗将他人咬伤ꎬ甲误以为

是好友乙的狗咬伤人而赔偿伤者

◎{单 ２０１１. ２７}下列行为中ꎬ构成无因管理的

是( )②ꎮ Ａ. 未受委托替朋友招待客人ꎻＢ. 未成

年人抢救落水儿童ꎻＣ. 主动代同事值夜班ꎻＤ. 代替

配偶放弃继承权

　 　 三、无因管理之债的效力▲
无因管理之债ꎬ属于法定之债ꎬ一经成立ꎬ当事

人之间即形成债的关系ꎮ
の第 ９７９ 条 管理人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

务ꎬ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而管理他人事务的ꎬ可以
请求受益人偿还因管理事务而支出的必要费用ꎻ管
理人因管理事务受到损失的ꎬ可以请求受益人给予
适当补偿ꎮ

管理事务不符合受益人真实意思的ꎬ管理人不
享有前款规定的权利ꎻ但是ꎬ受益人的真实意思违反
法律或者违背公序良俗的除外ꎮ

欠缺无因管理构成要件的管理他人事务的行为

的效力:
の第 ９８０ 条 管理人管理事务不属于前条规定

的情形ꎬ但是受益人享有管理利益的ꎬ受益人应当在
其获得的利益范围内向管理人承担前条第 １ 款规定
的义务ꎮ

∥主要情形包括:(１)虽有法定或约定义务ꎬ但
对费用及损失承担没有规定或约定及规定或约定不

明的情况ꎻ(２)不具有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的情

况等ꎮ
の第 ９８１ 条 管理人管理他人事务ꎬ应当采取

有利于受益人的方法ꎮ 中断管理对受益人不利的ꎬ
无正当理由不得中断ꎮ

の第 ９８２ 条 管理人管理他人事务ꎬ能够通知
受益人的ꎬ应当及时通知受益人ꎮ 管理的事务不需
要紧急处理的ꎬ应当等待受益人的指示ꎮ

の第 ９８３ 条 管理结束后ꎬ管理人应当向受益
人报告管理事务的情况ꎮ 管理人管理事务取得的财
产ꎬ应当及时转交给受益人ꎮ

の第 ９８４ 条 管理人管理事务经受益人事后追
认的ꎬ从管理事务开始时起ꎬ适用委托合同的有关规
定ꎬ但是管理人另有意思表示的除外ꎮ

◎{法单 ２０１４. １５}甲的母牛走失ꎬ被乙拾得ꎮ
在乙饲养期间ꎬ母牛生下一头小牛ꎮ 乙为饲养这两

头牛共支付草料费 ２００ 元ꎬ并造成误工损失 ３００ 元ꎮ
根据我国民法的相关规定ꎬ( )③ꎮ Ａ. 小牛归

甲ꎬ乙有权要求甲支付 ２００ 元ꎻＢ. 小牛归乙ꎬ乙有权

要求甲支付 ２００ 元ꎻＣ. 小牛归甲ꎬ乙有权要求甲支付

５００ 元ꎻＤ. 小牛归乙ꎬ乙有权要求甲支付 ５００ 元

◎{多 ２０１０. ５３}甲发现一头牛在自家田里吃麦

苗便将其牵回家喂养ꎬ后牛生病甲请来兽医为其治

疗ꎮ 一个月后乙发现自己的牛在甲家牛棚ꎬ便向甲

要求返还ꎬ甲同意返还ꎬ但是要求乙支付下列费用ꎮ
乙应当支付的费用有( )④ꎮ Ａ. 拾牛报酬ꎻＢ. 麦
田损失费ꎻＣ. 饲料费ꎻＤ. 牛的治疗费

第二节 不 当 得 利▲▲

　 　 一、不当得利的概念{法条 ２００８. ５８}
の第 １２２ 条 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ꎬ取得不当

利益ꎬ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ꎮ
不当得利ꎬ是指是指一方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

当利益而使另一方财产受损的事实ꎮ
通说认为不当得利属于事件ꎮ 没有法律根据包

３６１
① ② ③ ④Ｃ Ｂ Ｃ ＢＣ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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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没有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ꎮ

　 　 二、不当得利之债的构成要件和类型

１.简述不当得利之债的构成要件▲▲【简述、
案例】

答题要点:(１)一方获得利益ꎮ
一方获得利益即指财产的增加ꎬ包括积极增加

与消极增加两种情形ꎮ 积极增加ꎬ是指财产或权利

范围的增加或扩大ꎬ如取得所有权ꎻ消极增加是指财

产本应减少却因一定事实而未减少ꎬ如没有支出本

应由自己支出的费用ꎬ未承担本应承担的债务等ꎮ
(２)另一方受到损失ꎮ
另一方受到损失ꎬ可以是现有财产利益的减少ꎬ

也可以是应得利益的损失ꎮ 此处的应得利益是指在

正常情形下可以得到的利益ꎬ而不是指必然得到的

利益ꎮ 如无合法根据耕种他人土地ꎬ所有人丧失的

对该土地的收益即属于应得利益ꎬ尽管该利益并非

是所有人必然得到的利益ꎮ
(３)一方获益和另一方受损之间有因果关系ꎮ

表现为另一方的损失是因一方受益造成的ꎬ即一方

受益是另一方受损的原因ꎮ
(４)获得收益没有法律根据ꎮ 没有法律根据指

的是一方获益既无法定、又无约定的根据ꎮ 没有法

律根据包括取得利益时即无法律根据和取得利益时

虽有法律根据但事后丧失两种情形ꎮ
◎{单 ２０１６. ３８} {法多 ２０１５. ２９} {法多 ２０１４.

２６}下列行为可引起不当得利之债的是( )①ꎮ
Ａ. 丁误将邻居的装修材料用于自己房屋的装修ꎻ
Ｂ. 向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交“保护费”ꎻＣ. 在网站订

购的商品被快递员误投给他人ꎻＤ. 甲在自动取款机

上取款ꎬ机器因故障多吐出 ５００ 元ꎻＥ. 甲所订报纸被

送报员放入邻居乙的报箱ꎬ乙取而弃之ꎻＦ. 甲订购

乙公司商品并已付款ꎬ在乙公司送货上门时甲妻不

知情再次付款ꎻＧ. 甲偿还 ５ 万元赌债ꎻＨ. 乙清偿明

知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债务ꎻＩ. 丙被他人收养ꎬ成年

后给付生父母生活费ꎻＪ. 向债权人提前偿还借款ꎻ
Ｋ. 匿名资助贫困地区学生读书ꎻＬ. 甲被乙撞伤ꎬ乙
支付甲医疗费ꎬ同时甲获得了保险公司给付的意外

伤害保险金

◎{多 ２０１３. ４９}下列选项中ꎬ属于不当得利构

成要件的有( )②ꎮ Ａ. 一方获得利益ꎬ他方受有

损失ꎻＢ. 受损方不存在过错ꎻＣ. 获益与受损之间有

因果关系ꎻＤ. 获益方获得利益没有合法根据

∥解析:不当得利之债权受法律保护ꎬ故成立不

当得利的前提是受损人受到的损失受法律保护ꎮ 具

体讲:(１)仅基于得利人一方的违法原因ꎬ受损方受

到损失不存在违法的情形ꎬ仍然构成不当得利ꎮ 如

如对绑架者支付赎金、索贿、黑社会成员收取保护费

等情形ꎬ受损人享有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ꎮ (２)若

基于受损人一方或受损人与得利人双方的违法原

因ꎬ受损方受到的损失ꎬ不受法律保护的不能成立不

当得利ꎮ 如因不法原因交付财产、偿还赌债等ꎬ受损

人存在违法行为ꎬ其损失得不到法律的保护ꎬ在这种

情形下ꎬ赌债应当依法没收ꎬ故不能成立不当得利ꎮ

２.不当得利之债的类型

根据不当得利之债的发生是否基于给付行为ꎬ
可以分为:因给付而发生的不当得利和基于给付以
外的事实而发生的不当得利ꎮ

２. １　 因给付而发生的不当得利

给付本为债务人以消灭债为目的的履行债务行

为ꎬ但在该目的或者原因欠缺时ꎬ另一方因该给付所

取得的利益就是没有法律依据的ꎮ
の第 ９８５ 条 得利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

益的ꎬ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取得的利益ꎬ
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１)为履行道德义务进行的给付ꎻ
(２)债务到期之前的清偿ꎻ
(３)明知无给付义务而进行的债务清偿ꎮ
«民法典»第 ９８５ 条固定了 ３ 种给付型不当得利

的限制ꎬ此 ３ 种情形ꎬ当事人一方在没有给付义务时

而为给付不构成不当得利ꎮ
◎{法单 ２０１１. ２０}下列事实中ꎬ能够形成不当

得利之债的是( )③ꎮ Ａ. 提前偿还所欠他人债

务ꎻＢ. 养子女给付生父母赡养费ꎻＣ. 明知不欠他人

钱款而为给付ꎻＤ. 依合同支付货款后合同被撤销

２. ２　 基于给付以外的事实而发生的不当得利

主要包括:(１)基于得利人的行为而发生的不

当得利ꎬ如使用他人财产ꎮ 此种情形下得利人的行

为也可能构成侵权行为ꎮ
(２)基于受损人的行为而发生的不当得利ꎮ
(３)基于第三人的行为而发生的不当得利ꎮ
(４)基于自然事件而发生的不当得利ꎮ
(５)基于法律规定而发生的不当得利ꎮ

　 　 三、不当得利之债的效力▲▲▲【选择ꎻ案
例】

不当得利一经成立ꎬ当事人之间形成债的关系ꎬ
受有损失的一方享有请求返还其利益的权利ꎬ获得

利益的一方负有返还利益的义务ꎮ 应予返还利益包

括原物及孳息ꎬ以及利用原物所取得的其他利益ꎮ

４６１
① ② ③ＡＢＣＤＥＦ ＡＣＤ 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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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得利人返还取得的利益的具体范围依获益方的

主观心态而定ꎬ依据以得利人是否知情(知道或者
应当知道)为标准ꎬ得利人分为善意得利人和恶意
得利人ꎮ

１.善意得利人返还义务免除

の第 ９８６ 条 得利人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取得
的利益没有法律根据ꎬ取得的利益已经不存在的ꎬ不
承担返还该利益的义务ꎮ

一般认为ꎬ得利人是善意时ꎬ若损失大于利益ꎬ
只返还现存利益ꎬ如果利益已不存在ꎬ则可以不负返

还的责任ꎻ若损失小于利益ꎬ返还利益的范围以损失

为准ꎮ

２.恶意得利人返还义务

の第 ９８７ 条 得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取得的
利益没有法律根据的ꎬ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
返还其取得的利益并依法赔偿损失ꎮ

一般认为ꎬ得利人是恶意时ꎬ则应返还其取得的
全部利益ꎻ若利益少于损失ꎬ还须就损失与利益之间
的差额进行赔偿ꎮ 受益方取得利益时为善意ꎬ而后
变为恶意的ꎬ返还的范围以恶意开始剩余的利益为
限ꎮ 即以知情的时间为界ꎬ前后分别按不知情和知

情决定其应负返还责任的范围ꎮ

３.第三人返还义务

の第 ９８８ 条 得利人已经将取得的利益无偿转
让给第三人的ꎬ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第三人在相应
范围内承担返还义务ꎮ

◎{多 ２０１５. ４７}甲、乙系对门邻居ꎬ同时装修房

屋ꎮ 某日ꎬ在甲家装修的丙公司工人丁误将乙堆放

在公共过道上韵瓷砖当成甲所有ꎬ贴到甲家厨房墙

壁ꎮ 乙可以要求( )①ꎮ Ａ. 甲返还原物ꎻＢ. 甲返

还不当得利ꎻＣ. 丙公司赔偿损失ꎻＤ. 丙公司与丁承

担连带责任

第四部分　 知识产权
与人格权编

第十七章 知 识 产 权▲

第一节 知识产权概述

　 　 一、知识产权的概念和特征【多选】
知识产权是指民事主体对创造性智力成果依法

享有的权利的总称ꎮ
◎{简 ２０１３. ５３}简述知识产权的法律特征

答案要点:(１)专有性ꎮ 即排他性、独占性ꎮ 知

识产权的专有性表现在 ２ 个方面:①知识产权为权利

主体独占享有ꎬ没有法律规定或未经权利人许可ꎬ任
何人不得擅自使用权利人的智力成果ꎮ ②同一智力

成果之上不能有两项以上完全相同的知识产权并

存ꎮ 同时ꎬ知识产权属于绝对权、对世权和支配权ꎮ
(２)地域性ꎮ 知识产权只在其产生的特定国家

或地区的领域内有效ꎬ不具有域外效力ꎮ 其他国家

没有必须给予保护的义务ꎮ 权利人要想使自己的知

识产权得到他国的法律保护ꎬ必须依有关国际条约、
双边协议或按互惠原则ꎬ按照该国知识产权法的规

定在该国获得知识产权ꎮ 而有形财产的保护ꎬ原则

上没有地域的限制ꎮ
(３)时间性ꎮ 知识产权通常只在法定期限内有

效ꎬ超出法定保护期ꎬ知识产权即消灭ꎮ
有关智力成果进入公有领域ꎬ人们可以自由使

用ꎮ 须强调的是ꎬ不同知识产权的时间性呈现的是

不同的特色ꎬ如商标权的期限届满后可通过续展依

法延长保护期ꎻ少数知识产权没有时间限制ꎬ只要符
合有关条件ꎬ法律可长期予以保护ꎬ如商业秘密权、
地理标志权、商号权等ꎮ

(４)客体的无形性ꎮ 知识产权的客体是智力成

果ꎬ而智力成果是不具有物质形态的ꎮ 这是知识产

权与其他民事权利的重大区别ꎮ
◎{多 ２０１９. ５０[３０]}下列知识产权中ꎬ对其法

律保护没有时间限制的有( )②ꎮ Ａ. 甲公司的

保密除虫剂配方ꎻＢ. 乙制作的电影 «问道昆仑»ꎻ
Ｃ. 丙企业的驰名商标“云南白药及图”ꎻＤ. 丁行业协

会的“阳澄湖大闸蟹”地理标志

　 　 二、知识产权的范围▲
民事主体依法享有知识产权ꎬ在我国ꎬ知识产权

属于民事权利ꎮ
知识产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ꎮ 广义的知识产

权:根据«民法典»第 １２３ 条规定ꎬ知识产权是权利

人依法就下列客体享有的专有的权利:①作品ꎻ
②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ꎻ③商标ꎻ④地理标志ꎻ
⑤商业秘密ꎻ⑥集成电路布图设计ꎻ⑦植物新品种ꎻ
⑧法律规定的其他客体ꎮ 狭义的知识产权ꎬ即传统

意义上的知识产权ꎬ包括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 ３
个组成部分ꎬ其中的专利权与商标权合称工业

产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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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秘密ꎬ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具有商业价值

并经权利人采取相应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经营信

息等商业信息ꎮ
∥根据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４ 日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侵犯商业秘密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规定»:【了解】
(１)技术信息ꎬ是指与技术有关的结构、原料、

组分、配方、材料、样品、样式、植物新品种繁殖材料、
工艺、方法或其步骤、算法、数据、计算机程序及其有

关文档等信息ꎮ
(２)经营信息ꎬ是指与经营活动有关的创意、管

理、销售、财务、计划、样本、招投标材料、客户信息、
数据等信息ꎻ

(３)客户信息ꎬ包括客户的名称、地址、联系方

式以及交易习惯、意向、内容等信息ꎻ
(４)权利人请求保护的信息在被诉侵权行为

发生时不为所属领域的相关人员普遍知悉和容易
获得的ꎬ应当认定为不为公众所知悉ꎮ 将为公众所

知悉的信息进行整理、改进、加工后形成的新信息ꎬ
符合上述规定的ꎬ应当认定该新信息不为公众所

知悉ꎮ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ꎬ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有关

信息为公众所知悉:①该信息在所属领域属于一般

常识或者行业惯例的ꎻ②该信息仅涉及产品的尺寸、
结构、材料、部件的简单组合等内容ꎬ所属领域的相

关人员通过观察上市产品即可直接获得的ꎻ③该信

息已经在公开出版物或者其他媒体上公开披露的ꎻ
④该信息已通过公开的报告会、展览等方式公开的ꎻ
⑤所属领域的相关人员从其他公开渠道可以获得该

信息的ꎮ
(５)权利人为防止商业秘密泄露ꎬ在被诉侵权

行为发生以前所采取的合理保密措施ꎬ应当认定为

相应保密措施ꎮ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ꎬ在正常情况下足以防止商

业秘密泄露的ꎬ应当认定权利人采取了相应保密措

施:①签订保密协议或者在合同中约定保密义务的ꎻ
②通过章程、培训、规章制度、书面告知等方式ꎬ对能

够接触、获取商业秘密的员工、前员工、供应商、客
户、来访者等提出保密要求的ꎻ③对涉密的厂房、车
间等生产经营场所限制来访者或者进行区分管理

的ꎻ④以标记、分类、隔离、加密、封存、限制能够接触

或者获取的人员范围等方式ꎬ对商业秘密及其载体

进行区分和管理的ꎻ⑤对能够接触、获取商业秘密的

计算机设备、电子设备、网络设备、存储设备、软件

等ꎬ采取禁止或者限制使用、访问、存储、复制等措施

的ꎻ⑥要求离职员工登记、返还、清除、销毁其接触或

者获取的商业秘密及其载体ꎬ继续承担保密义务的ꎻ
⑦采取其他合理保密措施的ꎮ

(６)权利人请求保护的信息因不为公众所知悉

而具有现实的或者潜在的商业价值的ꎬ人民法院经

审查可以认定为具有商业价值ꎮ 生产经营活动中形

成的阶段性成果符合上述规定的ꎬ人民法院经审查

可以认定该成果具有商业价值ꎮ
∥商业秘密属于广义的知识产权范畴ꎮ 从法理

的角度看ꎬ我们认为ꎬ商业秘密还应该具有不与公共

利益相冲突的特点ꎮ
◎{法简 ２０１６. ３３}简述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ꎮ
商业秘密具有以下构成要件:
(ｌ)非公知性ꎬ即不为公众所知悉ꎮ
(２)具有商业价值ꎬ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ꎮ

这要求作为商业秘密的有关信息应当具有现实的或

者潜在的商业价值ꎬ能为权利人带来竞争优势ꎮ
(３)保密性ꎮ 这要求权利人为防止信息泄漏应

当采取与其商业价值等具体情况相适应的合理保护
措施ꎮ

∥(４)具有实用性ꎮ
(５)属于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ꎮ
我国没有针对商业秘密的专门法ꎬ其保护措施

主要体现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ꎮ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９ 条 经营者不得实施

下列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
(１)以盗窃、贿赂、欺诈、胁迫、电子侵入或者其

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ꎻ
(２)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以前项手段

获取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ꎻ
(３)违反保密义务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

业秘密的要求ꎬ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

握的商业秘密ꎻ
(４)教唆、引诱、帮助他人违反保密义务或者违

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ꎬ获取、披露、使
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权利人的商业秘密ꎮ

经营者以外的其他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

实施前款所列违法行为的ꎬ视为侵犯商业秘密ꎮ
第三人明知或者应知商业秘密权利人的员工、

前员工或者其他单位、个人实施本条第一款所列违

法行为ꎬ仍获取、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该商

业秘密的ꎬ视为侵犯商业秘密ꎮ
本法所称的商业秘密ꎬ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具

有商业价值并经权利人采取相应保密措施的技术信
息、经营信息等商业信息ꎮ

∥根据前述司法解释:
(１)被诉侵权人以违反法律规定或者公认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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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道德的方式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ꎬ应当认定

上述法条第 １ 款所称的以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

人的商业秘密ꎮ
(２)使用商业秘密是指被诉侵权人在生产经营

活动中直接使用商业秘密ꎬ或者对商业秘密进行修

改、改进后使用ꎬ或者根据商业秘密调整、优化、改进

有关生产经营活动的ꎮ
(３)保密义务是指当事人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合

同约定所承担的保密义务ꎮ 当事人未在合同中约定

保密义务ꎬ但根据诚信原则以及合同的性质、目的、
缔约过程、交易习惯等ꎬ被诉侵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

道其获取的信息属于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ꎬ人民法

院应当认定被诉侵权人对其获取的商业秘密承担保

密义务ꎮ
(４)员工、前员工是指法人、非法人组织的经

营、管理人员以及具有劳动关系的其他人员ꎮ
(５)通过自行开发研制或者反向工程获得被诉

侵权信息的ꎬ不属于侵犯商业秘密行为ꎮ
对于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ꎬ我国规定了 ２ 种救

济途径:
(１)民事救济ꎬ即损害赔偿ꎮ
(２)行政救济ꎬ即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

得、罚款ꎮ
◎{多 ２０１６. ５０}甲公司买通乙公司员工ꎬ获得

乙公司的产品制造方法及客户名单等保密信息ꎮ 其

后甲公司以乙公司的名义与乙公司客户进行交易ꎮ
甲公司的行为侵害了乙公司的( )①ꎮ Ａ. 专利

权ꎻＢ. 商业秘密ꎻＣ. 名称权ꎻＤ. 隐私权

知识产权与反不正当竞争法之间有着密切的关

系ꎬ在推动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方面ꎬ两者是统一

的ꎮ 在我国ꎬ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主

要是指经营者实施的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

他人存在特定联系的混淆行为ꎬ如擅自使用与他人

有一定影响的商品名称、包装、装潢等相同或者近似

的标识ꎬ擅自使用他人有一定影响的域名主体部分、
网站名称、网页等ꎮ 但是ꎬ知识产权权利人在市场竞

争中也可能滥用其独占权ꎬ在这个层面上ꎬ又需要反

不正当竞争法保证知识产权人正当行使权利ꎬ防止

滥用知识产权ꎮ

第二节 几种典型的知识产权

　 　 一、著作权法

　 　 (一)著作权的概念和特征

著作权即版权ꎬ是指著作权人对文学、艺术和科

学作品依法享有的各项专有权利ꎮ

著作权的特征:
首先ꎬ具有知识产权的共同特征:(１)专有性、

(２)地域性、(３)时间性、(４)客体的无形性ꎻ
其次还具有:(５)权利内容的双重性和(６)权利

自动产生的特点ꎮ
权利内容的双重性是指著作权包括人身权与财

产权的双重内容ꎬ不过两者的保护期限不同ꎮ
«著作权法»第 ２ 条 中国公民、法人或者非法

人组织的作品ꎬ不论是否发表ꎬ依照本法享有著
作权ꎮ

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作品根据其作者所属国或

者经常居住地国同中国签订的协议或者共同参加的

国际条约享有的著作权ꎬ受本法保护ꎮ
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作品首先在中国境内出版

的ꎬ依照本法享有著作权ꎮ
未与中国签订协议或者共同参加国际条约的国

家的作者以及无国籍人的作品首次在中国参加的国

际条约的成员国出版的ꎬ或者在成员国和非成员国

同时出版的ꎬ受本法保护ꎮ
权利自动产生是指著作权基于作品的创作完成

这一事实而自动产生ꎬ既不需要发表ꎬ也无需任何部

门审批ꎮ 这一点与专利权和商标权不同ꎮ

　 　 (二)著作权的主体▲
１.著作权人

著作权的主体即著作权人ꎬ是指依法对文学、艺
术和科学作品享有著作权的人ꎮ

«著作权法»第 ９ 条 著作权人包括:
(１)作者ꎻ
(２)其他依照本法享有著作权的自然人、法人

或者非法人组织ꎮ
依据著作权取得方式的不同ꎬ著作权的主体

分为:
(１)原始主体ꎬ是指在作品创作完成后ꎬ直接根

据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ꎬ在不存在基础性权利的前

提下对作品享有著作权的人ꎬ如作者ꎮ
(２)继受主体ꎬ是指通过受让、继承、受赠或法

律规定的其他方式对作品享有著作权的人ꎮ 通过受

让、受赠、继承或受遗赠的方式取得著作权的ꎬ著作
权中的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不
发生转移ꎮ

２.著作权归属

«著作权法»第 １１ 条 著作权属于作者ꎬ本法

另有规定的除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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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作品的自然人是作者ꎮ
由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主持ꎬ代表法人或者非

法人组织意志创作ꎬ并由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承担
责任的作品ꎬ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视为作者ꎮ

«著作权法» 第 １２ 条 在作品上署名的自然
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为作者ꎬ且该作品上存在相
应权利ꎬ但有相反证明的除外ꎮ

作者等著作权人可以向国家著作权主管部门认

定的登记机构办理作品登记ꎮ
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参照适用前两款规定ꎮ
据此ꎬ著作权原则上属于作者ꎮ 作者分为两种:

一种是创作作品的自然人ꎬ另一种是法人或者非法

人组织ꎮ 确认作者的标准是署名ꎮ
创作是指直接产生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的智

力活动ꎮ 为他人创作进行组织工作ꎬ提供咨询意见、
物质条件或者进行其他辅助工作ꎬ均不是创作ꎮ

作品所有权与著作权的关系:作品所有权的转

让不能视为著作权的转移ꎮ
«著作权法» 第 ２０ 条 作品原件所有权的转

移ꎬ不改变作品著作权的归属ꎬ但美术、摄影作品原
件的展览权由原件所有人享有ꎮ

作者将未发表的美术、摄影作品的原件所有权

转让给他人ꎬ受让人展览该原件不构成对作者发表

权的侵犯ꎮ
◎{单 ２０１６. ３０}甲购得某画家创作的一幅油

画ꎮ 根据 我 国 «著 作 权 法»ꎬ 甲 获 得 该 作 品 的

( )①ꎮ Ａ. 著作权ꎻＢ. 复制权ꎻＣ. 修改权ꎻＤ. 原件

展览权

◎{单 ２０１９. ３６}作家甲的私人书信被乙收藏ꎮ
对此ꎬ下列选项正确的是( )②ꎮ Ａ. 书信著作权

和书信原件所有权均归甲ꎻＢ. 书信著作权和书信原

件所有权均归乙ꎻＣ. 书信著作权归甲ꎬ书信原件所有

权归乙ꎻＤ. 书信著作权归乙ꎬ书信原件所有权归甲

◎{法单 ２０１１. １８}甲受乙委托为乙画了一幅肖

像ꎬ双方未约定该画著作权的归属ꎮ 乙去世后ꎬ其继

承人丙将该画卖给丁ꎬ丁未经任何人同意将该画复

制出售ꎮ 丁的行为( )③ꎮ Ａ. 侵犯了甲的著作

权ꎻＢ. 侵犯了乙的著作权ꎻＣ. 侵犯了丙的著作权ꎻ
Ｄ. 属于合法行使权利

３.职务作品

«著作权法»第 １８ 条 自然人为完成法人或者
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所创作的作品是职务作品ꎬ除
本条第 ２ 款的规定以外ꎬ著作权由作者享有ꎬ但法人
或者非法人组织有权在其业务范围内优先使用ꎮ 作
品完成 ２ 年内ꎬ未经单位同意ꎬ作者不得许可第三人
以与单位使用的相同方式使用该作品ꎮ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职务作品ꎬ作者享有署名权ꎬ
著作权的其他权利由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享有ꎬ法
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可以给予作者奖励:

(１)主要是利用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物质技
术条件创作ꎬ并由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承担责任的
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地图、示意图、计算机软件
等职务作品ꎻ

(２)报社、期刊社、通讯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的
工作人员创作的职务作品ꎻ

(３)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合同约定著作权
由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享有的职务作品ꎮ

◎{单 ２０２１. ３３}甲受所在单位委托ꎬ创作了雕

塑«峰»ꎮ 乙在拍卖会上购得该雕塑后ꎬ捐赠给某高

校ꎮ 雕塑 «峰» 的 著 作 权 人 是 ( )④ꎮ Ａ. 甲ꎻ
Ｂ. 乙ꎻＣ. 甲的所在单位ꎻＤ. 某高校

◎{单 ２０１１. ２８}工程师甲在本职工作范围内ꎬ
利用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ꎬ创作完成了一项由单位

承担责任的产品设计图ꎮ 根据法律规定ꎬ下列表述

正确的是( )⑤ꎮ Ａ. 该设计图的著作权由甲与

其所在单位共同享有ꎻＢ. 该设计图著作权的归属由

甲与其所在单位协商决定ꎻＣ. 该设计图的著作权由

甲享有ꎬ甲的单位在业务范围内有两年优先使用权ꎻ
Ｄ. 该设计图甲享有署名权ꎬ由甲的单位享有著作权

的其他权利

４.委托作品

«著作权法»第 １９ 条 受委托创作的作品ꎬ著

作权的归属由委托人和受托人通过合同约定ꎮ 合同
未作明确约定或者没有订立合同的ꎬ著作权属于受
托人ꎮ

◎{单 ２０１９. ３８} 甲汽车公司委托乙建筑设

计公司设计 ４Ｓ 店ꎬ合同未约定著作权条款ꎮ 后

丙汽车公司请人仿照甲公司的这家 ４Ｓ 店建造了

一家汽车美容店ꎬ并办理了著作权登记ꎮ 丙公司

侵犯了( )⑥ꎮ Ａ. 甲公司的复制权ꎻＢ. 乙公司

的复制权ꎻＣ. 甲公司的商誉权ꎻＤ. 乙公司的版式

设计权

５.其他 ×
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ꎬ

其著作权由改编、翻译、注释、整理人享有ꎬ但行使著

作权时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ꎮ
汇编作品(汇编其他作品、作品片段、数据或材

料ꎬ对其内容的选择或者编排体现独创性的作品)
的著作权由汇编人享有ꎬ但行使著作权时ꎬ不得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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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品的著作权ꎮ
使用改编、翻译、注释、整理、汇编已有作品而产

生的作品进行出版、演出和制作录音录像制品ꎬ应当

取得该作品的著作权人和原作品的著作权人许可ꎬ
并支付报酬ꎮ

两人以上合作创作的作品ꎬ著作权由合作作者

共同享有ꎮ 合作作品可以分割使用的ꎬ作者对各自

创作的部分可以单独享有著作权ꎬ但行使著作权时

不得侵犯合作作品整体的著作权ꎮ
视听作品中的电影作品、电视剧作品的著作权

由制作者享有ꎬ但编剧、导演、摄影、作词、作曲等作

者享有署名权ꎬ并有权按照与制作者签订的合同获

得报酬ꎮ 前款规定以外的视听作品的著作权归属由

当事人约定ꎻ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ꎬ由制作者

享有ꎬ但作者享有署名权和获得报酬的权利ꎮ 视听

作品中的剧本、音乐等可以单独使用的作品的作者

有权单独行使其著作权ꎮ

　 　 (三)著作权的客体▲【选择】
著作权的客体即作品ꎬ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

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

成果ꎮ
«著作权法»第 ３ 条 本法所称的作品ꎬ是指文

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一定形式

表现的智力成果ꎬ包括:
(１)文字作品ꎻ
(２)口述作品ꎻ
(３)音乐、戏剧、曲艺、舞蹈、杂技艺术作品ꎻ
(４)美术、建筑作品ꎻ
(５)摄影作品ꎻ
(６)视听作品ꎻ
(７)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地图、示意图等

图形作品和模型作品ꎻ
(８)计算机软件ꎻ
(９)符合作品特征的其他智力成果ꎮ ∥如民间

文学艺术作品ꎮ
著作权法不予保护的对象:
«著作权法»第 ５ 条 本法不适用于:
(１)法律、法规ꎬ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

其他具有立法、行政、司法性质的文件ꎬ及其官方正
式译文ꎻ

(２)单纯事实消息ꎻ
(３)历法、通用数表、通用表格和公式ꎮ

　 　 (四)著作权的内容

１.著作权人的权利

«著作权法»第 １０ 条 著作权包括下列人身权

和财产权:
(１)发表权ꎬ即决定作品是否公之于众的权利ꎻ
(２)署名权ꎬ即表明作者身份ꎬ在作品上署名的

权利ꎻ
(３)修改权ꎬ即修改或者授权他人修改作品的

权利ꎻ
(４)保护作品完整权ꎬ即保护作品不受歪曲、篡

改的权利ꎻ
(５)复制权ꎬ即以印刷、复印、拓印、录音、录像、

翻录、翻拍、数字化等方式将作品制作一份或者多份
的权利ꎻ

(６)发行权ꎬ即以出售或者赠与方式向公众提

供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权利ꎻ
(７)出租权ꎬ即有偿许可他人临时使用视听作

品、计算机软件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权利ꎬ计算机软

件不是出租的主要标的的除外ꎻ
(８)展览权ꎬ即公开陈列美术作品、摄影作品的

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权利ꎻ
(９)表演权ꎬ即公开表演作品ꎬ以及用各种手段

公开播送作品的表演的权利ꎻ
(１０)放映权ꎬ即通过放映机、幻灯机等技术设

备公开再现美术、摄影、视听作品等的权利ꎻ
(１１)广播权ꎬ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公开传播

或者转播作品ꎬ以及通过扩音器或者其他传送符号、
声音、图像的类似工具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的权

利ꎬ但不包括本款第十二项规定的权利ꎻ
(１２)信息网络传播权ꎬ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

向公众提供ꎬ使公众可以在其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

得作品的权利ꎻ
(１３)摄制权ꎬ即以摄制视听作品的方法将作品

固定在载体上的权利ꎻ
(１４)改编权ꎬ即改变作品ꎬ创作出具有独创性

的新作品的权利ꎻ
(１５)翻译权ꎬ即将作品从一种语言文字转换成

另一种语言文字的权利ꎻ
(１６)汇编权ꎬ即将作品或者作品的片段通过选

择或者编排ꎬ汇集成新作品的权利ꎻ
(１７)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ꎮ
著作权人可以许可他人行使前款第 ５ 项至第

１７ 项规定的权利ꎬ并依照约定或者本法有关规定获

得报酬ꎮ
著作权人可以全部或者部分转让本条第 １ 款第

５ 项至第 １７ 项规定的权利ꎬ并依照约定或者本法有

关规定获得报酬ꎮ
◎{单 ２０１０. ４６}甲与乙约定:由甲从乙拍摄的

照片中选择 １５０ 幅ꎬ供出版之用ꎮ 为出版的必要ꎬ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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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将甲选出的部分照片作了修剪ꎮ 出版物封面标

明“甲著”ꎬ封底标明“乙摄影”ꎮ 本案中ꎬ出版社的

行为( )①ꎮ Ａ. 既侵害乙的保护作品完整权ꎬ也
侵害乙的署名权ꎻＢ. 未侵害乙的保护作品完整权ꎬ
也未侵害乙的署名权ꎻＣ. 未侵害乙的保护作品完整

权ꎬ但侵害乙的署名权ꎻＤ. 侵害乙的保护作品完整

权ꎬ未侵害乙的署名权

∥ ×信息网络包括以计算机、电视机、固定电话

机、移动电话机等电子设备为终端的计算机互联网、
广播电视网、固定通信网、移动通信网等信息网络ꎬ
以及向公众开放的局域网络ꎮ 网络用户、网络服务

提供者未经许可ꎬ通过信息网络提供权利人享有信

息网络传播权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ꎬ除法律、
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ꎬ构成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

行为

２.著作权的许可使用和转让

本条规定的前四项权利ꎬ即发表权、署名权、修
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专属于作者ꎮ 著作权人既可

以全部或者部分转让ꎬ也可以许可他人行使除前四

项权利以外的其他权利并依照约定或者法律规定获

得报酬ꎮ 使用他人作品应当同著作权人订立许可使

用合同ꎬ本法规定可以不经许可的除外ꎮ
◎{法单 ２０１４. １８}下列权利中ꎬ著作权人可以

转让的是( )②ꎮ Ａ. 署名权ꎻＢ. 发行权ꎻＣ. 修改

权ꎻＤ. 保护作品完整权

著作权的转让ꎬ专指著作财产权或经济权利的

转让ꎬ即著作权人依据合同ꎬ将其依法享有的著作财

产权的全部或一部分向他人转让ꎮ 通过著作权转

让ꎬ受让人成为该作品部分或者全部著作财产权的

新的权利人ꎮ
根据«著作权法»第 ２７ 条ꎬ转让本法第 １０ 条第

１ 款第 ５ 项至第 １７ 项规定的权利ꎬ应当订立书面合

同ꎮ 权利转让合同包括下列主要内容:(１)作品的

名称ꎻ(２)转让的权利种类、地域范围ꎻ(３)转让价

金ꎻ(４)交付转让价金的日期和方式ꎻ(５)违约责任ꎻ
(６)双方认为需要约定的其他内容ꎮ

法条补充:
«著作权法»第 ２８ 条 以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出

质的ꎬ由出质人和质权人依法办理出质登记ꎮ
«著作权法»第 ２９ 条 许可使用合同和转让合

同中著作权人未明确许可、转让的权利ꎬ未经著作权
人同意ꎬ另一方当事人不得行使ꎮ

«著作权法»第 ３１ 条 出版者、表演者、录音录
像制作者、广播电台、电视台等依照本法有关规定使
用他人作品的ꎬ不得侵犯作者的署名权、修改权、保
护作品完整权和获得报酬的权利ꎮ

３.保护期

«著作权法»第 ２２ 条 作者的署名权、修改权、
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保护期不受限制ꎮ

«著作权法»第 ２３ 条 自然人的作品ꎬ其发表

权、本法第 １０ 条第 １ 款第 ５ 项至第 １７ 项规定的权

利的保护期为作者终生及其死亡后 ５０ 年ꎬ截止于作
者死亡后第 ５０ 年的 １２ 月 ３１ 日ꎻ如果是合作作品ꎬ
截止于最后死亡的作者死亡后第 ５０ 年的 １２ 月

３１ 日ꎮ
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作品、著作权(署名权

除外)由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享有的职务作品ꎬ其
发表权的保护期为 ５０ 年ꎬ截止于作品创作完成后第
５０ 年的 １２ 月 ３１ 日ꎻ本法第 １０ 条第 １ 款第 ５ 项至第

１７ 项规定的权利的保护期为 ５０ 年ꎬ截止于作品首
次发表后第 ５０ 年的 １２ 月 ３１ 日ꎬ但作品自创作完成

后 ５０ 年内未发表的ꎬ本法不再保护ꎮ
视听作品ꎬ其发表权的保护期为 ５０ 年ꎬ截止于

作品创作完成后第 ５０ 年的 １２ 月 ３１ 日ꎻ本法第 １０
条第 １ 款第 ５ 项至第 １７ 项规定的权利的保护期为

５０ 年ꎬ截止于作品首次发表后第 ５０ 年的 １２ 月 ３１
日ꎬ但作品自创作完成后 ５０ 年内未发表的ꎬ本法不

再保护ꎮ
◎{法单 ２０１５. １２}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９ 日甲创作完成

小说«坚硬的泡沫»ꎬ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甲去世ꎮ 该作

品著 作 财 产 权 保 护 期 的 截 止 日 是 ( )③ꎮ
Ａ. ２０６０ 年９ 月 ９ 日ꎻＢ. ２０６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ꎻＣ. ２０６２
年 ５ 月 ４ 日ꎻＤ. ２０６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五)权利的限制【补充】
著作权的合理使用与法定许可属于对著作权的

一种限制ꎬ其对象是已经发表的作品ꎮ

１.著作权的合理使用

«著作权法» 第 ２４ 条 在下列情况下使用作
品ꎬ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ꎬ不向其支付报酬ꎬ但应
当指明作者姓名或者名称、作品名称ꎬ并且不得影响
该作品的正常使用ꎬ也不得不合理地损害著作权人
的合法权益:

(１)为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ꎬ使用他人已经

发表的作品ꎻ
(２)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ꎬ

在作品中适当引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ꎻ
(３)为报道新闻ꎬ在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

台等媒体中不可避免地再现或者引用已经发表的

作品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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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刊登
或者播放其他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
已经发表的关于政治、经济、宗教问题的时事性文
章ꎬ但著作权人声明不许刊登、播放的除外ꎻ

(５)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刊登

或者播放在公众集会上发表的讲话ꎬ但作者声明不

许刊登、播放的除外ꎻ
(６)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ꎬ翻译、改

编、汇编、播放或者少量复制已经发表的作品ꎬ供教

学或者科研人员使用ꎬ但不得出版发行ꎻ
(７)国家机关为执行公务在合理范围内使用已

经发表的作品ꎻ
(８)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

文化馆等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ꎬ复制本馆收

藏的作品ꎻ
(９)免费表演已经发表的作品ꎬ该表演未向公

众收取费用ꎬ也未向表演者支付报酬ꎬ且不以营利为

目的ꎻ
(１０)对设置或者陈列在公共场所的艺术作品

进行临摹、绘画、摄影、录像ꎻ
(１１)将中国公民、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已经发

表的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创作的作品翻译成少数民

族语言文字作品在国内出版发行ꎻ
(１２)以阅读障碍者能够感知的无障碍方式向

其提供已经发表的作品ꎻ
(１３)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ꎮ
前款规定适用于对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限

制ꎮ ∥同样适用于邻接权

◎{单 ２０１８. ２３[１３]}甲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时

事性文章ꎬ未声明不允许其他媒体刊登ꎬ乙杂志社未

经甲同意予以转载且未支付报酬ꎮ 乙杂志社的行为

不构成侵权的法律依据是( )①ꎮ Ａ. 许可使用ꎻ
Ｂ. 法定许可ꎻＣ. 强制许可ꎻＤ. 合理使用

◎{单 ２０１１. ２９}甲为撰写毕业论文ꎬ复印了某

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作为参考ꎮ 甲的这一行为属于

( )②ꎮ Ａ. 法定许可使用行为ꎻ Ｂ. 侵权行为ꎻ
Ｃ. 合理使用行为ꎻＤ. 强制许可使用行为

２.著作权的法定许可

«著作权法»第 ２５ 条 为实施义务教育和国家

教育规划而编写出版教科书ꎬ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

可ꎬ在教科书中汇编已经发表的作品片段或者短小

的文字作品、音乐作品或者单幅的美术作品、摄影作

品、图形作品ꎬ但应当按照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报

酬ꎬ指明作者姓名或者名称、作品名称ꎬ并且不得侵

犯著作权人依照本法享有的其他权利ꎮ

　 　 (六)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邻接权)【补充】
邻接权ꎬ是指作品传播者对在传播作品过程中

产生的成果依法享有的专有权利ꎮ
广义的著作权包括狭义的著作权与邻接权ꎮ 两

者的联系:(１)邻接权以著作权为基础ꎻ(２)对著作

权合理使用的限制ꎬ同样适用于邻接权ꎮ

１.图书、报刊的出版

出版指作品的复制、发行ꎮ 出版者享有的权利

包括对版式设计的专有权和专有出版权ꎮ 图书出版

者对著作权人交付出版的作品ꎬ按照合同约定享有

的专有出版权受法律保护ꎬ他人不得出版该作品ꎮ
出版者有权许可或者禁止他人使用其出版的图书、
期刊的版式设计ꎬ此权利的保护期为 １０ 年ꎬ截止于
使用该版式设计的图书、期刊首次出版后第 １０ 年的
１２ 月 ３１ 日ꎮ

图书出版者出版图书应当和著作权人订立出版

合同ꎬ并支付报酬ꎮ 作品刊登后ꎬ除著作权人声明不
得转载、摘编的外ꎬ其他报刊可以转载或者作为文
摘、资料刊登ꎬ但应当按照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
报酬ꎮ

◎{单 ２０１５. ３４}甲在«雾都»杂志发表了一部小

说ꎬ未作版权声明ꎮ 某读者阅读后十分喜欢ꎬ遂推荐

给«传奇文摘»杂志社ꎮ «传奇文摘»杂志社若转载

该小说ꎬ则( )③ꎮ Ａ. 不必经甲同意ꎬ但应向甲

支付稿酬ꎻＢ. 必须经甲同意ꎬ但不必向甲支付稿酬ꎻ
Ｃ. 不必经«雾都»杂志社同意ꎬ但应向其支付稿酬ꎻ
Ｄ. 必须经«雾都»杂志社同意ꎬ但不必向其支付稿酬

２.表演

使用他人作品演出ꎬ表演者应当取得著作权人

许可ꎬ并支付报酬ꎮ 演出组织者组织演出ꎬ由该组织

者取得著作权人许可ꎬ并支付报酬ꎮ
◎{单 ２０１２. ３３}甲创作的话剧剧本«秋日的私

语»于 ２００９ 年发表ꎬ乙话剧团经甲许可获得该剧本

的表演权ꎮ ２０１０ 年丙话剧团也欲使用该剧本演出ꎬ
丙话剧团( )④ꎮ Ａ. 应经甲许可并支付报酬ꎻ
Ｂ. 应经乙话剧团许可并支付报酬ꎻＣ. 无须经甲或乙

话剧团许可ꎬ但须向甲支付报酬ꎻＤ. 应经甲与乙话

剧团共同许可ꎬ并向甲、乙话剧团支付报酬

３.录音录像

«著作权法»第 ３９ 条 表演者对其表演享有下

列权利:
(１)表明表演者身份ꎻ
(２)保护表演形象不受歪曲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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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许可他人从现场直播和公开传送其现场表

演ꎬ并获得报酬ꎻ
(４)许可他人录音录像ꎬ并获得报酬ꎻ
(５)许可他人复制、发行、出租录有其表演的录

音录像制品ꎬ并获得报酬ꎻ
(６)许可他人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表

演ꎬ并获得报酬ꎮ
被许可人以前款第 ３ 项至第 ６ 项规定的方式使

用作品ꎬ还应当取得著作权人许可ꎬ并支付报酬ꎮ
∥第 １ 款前 ２ 项为表演者的人身权利ꎬ其保护

期不受限制ꎻ第 ３ 项至第 ６ 项规定的权利的保护期

为 ５０ 年ꎬ截止于该表演发生后第 ５０ 年的 １２ 月

３１ 日ꎮ
∥演员为完成本演出单位的演出任务进行的表

演为职务表演ꎬ演员享有表明身份和保护表演形象

不受歪曲的权利ꎬ其他权利归属由当事人约定ꎮ 当

事人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ꎬ职务表演的权利

由演出单位享有ꎮ 职务表演的权利由演员享有的ꎬ
演出单位可以在其业务范围内免费使用该表演ꎮ

录音录像制作者使用他人作品制作录音录像制

品ꎬ应当取得著作权人许可ꎬ并支付报酬ꎮ 录音制作

者使用他人已经合法录制为录音制品的音乐作品制

作录音制品ꎬ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ꎬ但应当按照规

定支付报酬ꎻ著作权人声明不许使用的不得使用ꎮ
录音录像制作者制作录音录像制品ꎬ应当同表

演者订立合同ꎬ并支付报酬ꎮ
录音录像制作者对其制作的录音录像制品ꎬ享

有许可他人复制、发行、出租、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

传播并获得报酬的权利ꎻ权利的保护期为 ５０ 年ꎬ截
止于该制品首次制作完成后第 ５０ 年的 １２ 月 ３１ 日ꎮ
被许可人复制、发行、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录音

录像制品ꎬ应当同时取得著作权人、表演者许可ꎬ并
支付报酬ꎻ被许可人出租录音录像制品ꎬ还应当取得

表演者许可ꎬ并支付报酬ꎮ
将录音制品用于有线或者无线公开传播ꎬ或者

通过传送声音的技术设备向公众公开播送的ꎬ应当

向录音制作者支付报酬ꎮ
◎{单 ２０１２. ３４}下列选项中ꎬ属于邻接权客体

的是( )①ꎮ Ａ. 计算机软件ꎻＢ. 即兴演讲ꎻＣ. 具
有独特造型的建筑物ꎻＤ. 瑜伽录像制品

４.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

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他人未发表的作品ꎬ应当

取得著作权人许可ꎬ并支付报酬ꎮ 广播电台、电视台

播放他人已发表的作品ꎬ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ꎬ但
应当按照规定支付报酬ꎮ

广播电台、电视台有权禁止未经其许可的下列

行为:(１)将其播放的广播、电视以有线或者无线方

式转播ꎻ(２)将其播放的广播、电视录制以及复制ꎻ
(３)将其播放的广播、电视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

播ꎮ 上述权利的保护期为 ５０ 年ꎬ截止于该广播、电
视首次播放后第 ５０ 年的 １２ 月 ３１ 日ꎮ 广播电台、电
视台行使上述规定的权利ꎬ不得影响、限制或者侵害

他人行使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ꎮ
电视台播放他人的视听作品、录像制品ꎬ应当取

得视听作品著作权人或者录像制作者许可ꎬ并支付

报酬ꎻ播放他人的录像制品ꎬ还应当取得著作权人许

可ꎬ并支付报酬ꎮ

　 　 (七)著作权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保护

【补充】
侵犯著作权ꎬ是指他人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又无

法律上的依据ꎬ使用他人作品或行使著作权专有权

的行为ꎮ 对著作权的保护是通过对侵犯著作权的行

为规定法律责任制度实现的ꎮ
«著作权法»第 ５１ 条 未经权利人许可ꎬ不得

进行下列行为:
(１)故意删除或者改变作品、版式设计、表演、

录音录像制品或者广播、电视上的权利管理信息ꎬ但
由于技术上的原因无法避免的除外ꎻ

(２)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品、版式设计、表演、
录音录像制品或者广播、电视上的权利管理信息未

经许可被删除或者改变ꎬ仍然向公众提供ꎮ
«著作权法»第 ５２ 条 有下列侵权行为的ꎬ应

当根据情况ꎬ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
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１)未经著作权人许可ꎬ发表其作品的ꎻ
(２)未经合作作者许可ꎬ将与他人合作创作的

作品当作自己单独创作的作品发表的ꎻ
(３)没有参加创作ꎬ为谋取个人名利ꎬ在他人作

品上署名的ꎻ
(４)歪曲、篡改他人作品的ꎻ
(５)剽窃他人作品的ꎻ
(６)未经著作权人许可ꎬ以展览、摄制视听作品

的方法使用作品ꎬ或者以改编、翻译、注释等方式使

用作品的ꎬ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ꎻ
(７)使用他人作品ꎬ应当支付报酬而未支付的ꎻ
(８)未经视听作品、计算机软件、录音录像制品

的著作权人、表演者或者录音录像制作者许可ꎬ出租

其作品或者录音录像制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ꎬ本
法另有规定的除外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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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未经出版者许可ꎬ使用其出版的图书、期刊

的版式设计的ꎻ
(１０)未经表演者许可ꎬ从现场直播或者公开传

送其现场表演ꎬ或者录制其表演的ꎻ
(１１)其他侵犯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

利的行为ꎮ
根据«著作权法»第 ５４ 条中的规定ꎬ侵犯著作

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ꎬ侵权人应当按照权

利人因此受到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

予赔偿ꎻ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

难以计算的ꎬ可以参照该权利使用费给予赔偿ꎮ 对

故意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ꎬ情节严

重的ꎬ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确定数额的 １ 倍以上 ５
倍以下给予赔偿ꎮ 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侵权人的违

法所得、权利使用费难以计算的ꎬ由人民法院根据侵

权行为的情节ꎬ判决给予 ５００ 元以上 ５００ 万元以下

的赔偿ꎮ 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
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ꎮ

◎{法单 ２０１３. １９}甲未经乙许可ꎬ将乙的摄影

作品«晚年»临摹成一幅相同主题的油画ꎮ 甲在临

摹时ꎬ对背景作了细微改动ꎬ以之参加比赛并获奖ꎮ
甲以该油画参赛的行为( )①ꎮ Ａ. 属于合法行

为ꎬ其油画具有独创性ꎬ受著作权法保护ꎻＢ. 属于合

法行为ꎬ但其油画与他人作品实质相似ꎬ不受著作权

法保护ꎻＣ. 构成侵权行为ꎬ但其油画具有独创性ꎬ受
著作权法保护ꎻＤ. 构成侵权行为ꎬ其油画不具有独

创性ꎬ不受著作权法保护

◎{法单 ２０１２. １３}下列情形中ꎬ构成侵犯著作

权的是( )②ꎮ Ａ. 某博物馆为保存版本的需要ꎬ
复制本馆收藏的作品ꎻＢ. 某法院为办案需要ꎬ将某

学者的论文复印供办案人员参考ꎻＣ. 某公司已知待

售的油画系假冒某名画家的作品ꎬ仍予以出售ꎻ
Ｄ. 某研究员未经同事徐某同意ꎬ在其所著著作上将

徐某署名为合作作者

◎{单 ２０１３. ３８}甲创作了一首歌曲ꎬ乙经甲授

权后演唱并将该首歌曲收录在由丙公司为其录制的

唱片中ꎮ 丁网站未经任何人许可ꎬ擅自将该唱片中

的所有歌曲上传供网民免费下载ꎮ 根据我国«著作

权法»规定ꎬ丁网站( )③ꎮ Ａ. 侵犯了甲、乙的发

表权ꎻＢ. 侵犯了乙、丙的播放权ꎻＣ. 侵犯了甲、乙、丙
的复制权ꎻＤ. 侵犯了甲、乙、丙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 ×根据«著作权法»第 ５３ 条ꎬ有下列侵权行

为的ꎬ应当根据情况ꎬ承担本法第 ５２ 条规定的民事

责任ꎻ侵权行为同时损害公共利益的ꎬ由主管著作权

的部门责令停止侵权行为ꎬ并予以相应行政处罚ꎻ构
成犯罪的ꎬ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结合刑法】

(１)未经著作权人许可ꎬ复制、发行、表演、放
映、广播、汇编、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作品的ꎬ
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ꎻ

(２)出版他人享有专有出版权的图书的ꎻ
(３)未经表演者许可ꎬ复制、发行录有其表演的

录音录像制品ꎬ或者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表

演的ꎬ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ꎻ
(４)未经录音录像制作者许可ꎬ复制、发行、通

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制作的录音录像制品的ꎬ
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ꎻ

(５)未经许可ꎬ播放、复制或者通过信息网络向

公众传播广播、电视的ꎬ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ꎻ
(６)未经著作权人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

许可ꎬ故意避开或者破坏技术措施的ꎬ故意制造、进
口或者向他人提供主要用于避开、破坏技术措施的

装置或者部件的ꎬ或者故意为他人避开或者破坏技

术措施提供技术服务的ꎬ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

除外ꎻ
(７)未经著作权人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

许可ꎬ故意删除或者改变作品、版式设计、表演、录音

录像制品或者广播、电视上的权利管理信息的ꎬ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作品、版式设计、表演、录音录像制品

或者广播、电视上的权利管理信息未经许可被删除

或者改变ꎬ仍然向公众提供的ꎬ法律、行政法规另有

规定的除外ꎻ
(８)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作品的ꎮ
◎{法多 ２０１４. ２７}王某的小说«漂在都市»发表

后ꎬ甲公司经王某同意将该小说改编成剧本ꎬ并拍摄

成同名电视剧ꎬ后该剧在乙电视台播出ꎮ 丙剧团经

王某授权后ꎬ将该小说改编成同名话剧ꎬ在投入资金

排 练 后 公 开 演 出ꎮ 根 据 « 著 作 权 法 » 规 定ꎬ
( )④ꎮ Ａ. 王某对小说享有著作权ꎻＢ. 甲公司对

电视剧剧本享有著作权ꎻＣ. 乙电视台作为播放者享

有著作权ꎻＤ. 丙剧团作为表演者享有邻接权

侵害著作权的诉讼时效为 ３ 年ꎬ自著作权人知

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

计算ꎮ

　 　 二、专利权▲▲
　 　 (一)专利权的概念和特征

专利权ꎬ是指发明创造的发明人、设计人或其他

申请人以及上述主体的合法继受人依法享有的对某

项发明创造的独占使用权ꎮ
除了知识产权的 ４ 个特征外ꎬ还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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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公开性ꎮ 是指只有将专利技术予以公开才

能被授予专利权ꎮ
(２)行政授予性ꎮ 是指专利权并非自动产生的

权利ꎬ必须经专利申请人申请和专利行政管理部门

授予才能取得ꎮ

　 　 (二)专利权的主体▲
专利权的主体是专利权人ꎬ即享有专利法规定

的权利并同时承担义务的人ꎮ 包括自然人和单位ꎬ
外国人、外国企业或者外国其他组织也可以成为我

国的专利权人ꎮ
专利权取得方式可分为原始取得和继受取得ꎮ

１.原始取得

在原始取得中ꎬ专利权的归属因发明创造是否

为职务发明创造而有所不同ꎮ
１. １　 职务发明创造

职务发明创造是指执行本单位的任务或者主

要是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发明

创造ꎮ
◎{简 ２０１５. ５３} 简述职务发明创造的具体

类型ꎮ
答案要点:具体类型包括两类:
(１)执行本单位任务所完成的发明创造ꎮ 包

括:①在本职工作中作出的发明创造ꎻ②履行本单位
交付的本职工作之外的任务所作出的发明创造ꎻ③
退职、退休或者调动工作后 １ 年内作出的ꎬ与其在原
单位承担的本职工作或者原单位分配的任务有关的
发明创造ꎮ

(２)主要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条件完成的发明
创造ꎮ

物质技术条件ꎬ是指本单位的资金、设备、零部
件、原材料或者不向外公开的技术资料等ꎮ ∥如果

仅是少量利用了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ꎬ且这种物

质条件的利用对发明创造的完成无关紧要ꎬ则不能

因此认定是职务发明创造ꎮ
根据«专利法»第 ６ 条中的规定ꎬ职务发明创造

申请专利的权利属于该单位ꎬ申请被批准后ꎬ该单位

为专利权人ꎮ 该单位可以依法处置其职务发明创造

申请专利的权利和专利权ꎬ促进相关发明创造的实

施和运用ꎮ 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发

明创造ꎬ单位与发明人或者设计人订有合同ꎬ对申请

专利的权利和专利权的归属作出约定的ꎬ从其约定ꎮ
１. ２　 非职务发明创造

非职务发明创造ꎬ申请专利的权利属于发明人
或者设计人ꎻ申请被批准后ꎬ该发明人或者设计人为
专利权人ꎮ

∥发明人或者设计人是指对发明创造的实质性

特点作出创造性贡献的人ꎮ 在完成发明创造过程
中ꎬ只负责组织工作的人、为物质技术条件的利用提
供方便的人或者从事其他辅助工作的人ꎬ不是发明
人或者设计人ꎮ

«专利法»第 ８ 条 两个以上单位或者个人合

作完成的发明创造、一个单位或者个人接受其他单

位或者个人委托所完成的发明创造ꎬ除另有协议的

以外ꎬ申请专利的权利属于完成或者共同完成的单
位或者个人ꎻ申请被批准后ꎬ申请的单位或者个人为
专利权人ꎮ

«专利法»第 ９ 条 同样的发明创造只能授予
一项专利权ꎮ 但是ꎬ同一申请人同日对同样的发明

创造既申请实用新型专利又申请发明专利ꎬ先获得

的实用新型专利权尚未终止ꎬ且申请人声明放弃该

实用新型专利权的ꎬ可以授予发明专利权ꎮ
两个以上的申请人分别就同样的发明创造申请

专利的ꎬ专利权授予最先申请的人ꎮ
◎{单 ２０１２. ３６}甲与乙均为丙研究所的工作人

员ꎬ二人受丁公司委托利用业余时间合作研发了一

种新型电池ꎬ各方未就专利申请权的归属作出约定ꎮ
该发明的专利申请权应属于( )①ꎮ Ａ. 甲与乙ꎻ
Ｂ. 丙研究所ꎻＣ. 甲、乙和丙研究所ꎻＤ. 丁公司

２.继受取得

继受取得是指通过合同或者继承取得专利权ꎮ
在继受取得中ꎬ受让人或继承人虽然是专利权人ꎬ但
不享有专属于发明人或设计人的人身权利ꎮ

专利申请权和专利权可以转让ꎮ 专利申请权或
者专利权的转让自登记之日起生效ꎮ

　 　 (三)专利权的客体

专利权的客体ꎬ是指符合专利条件的发明创造ꎮ
«专利法»第 ２ 条 本法所称的发明创造是指

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ꎮ
发明ꎬ是指对产品、方法或者其改进所提出的新

的技术方案ꎮ
实用新型ꎬ是指对产品的形状、构造或者其结合

所提出的适于实用的新的技术方案ꎮ
外观设计ꎬ是指对产品的整体或者局部的形状、

图案或者其结合以及色彩与形状、图案的结合所作

出的富有美感并适于工业应用的新设计ꎮ
∥发明创造活动是一种事实行为ꎬ不受民事行

为能力的限制ꎮ 实用新型又称“小发明”或“小专
利”ꎮ 外就设计是工业品外观设计的简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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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简 ２０１６. ５４}简述我国专利权客体的具体类

型▲
答案:发明创造具体类型包括发明、实用新型和

外观设计ꎬ详见«专利法»第 ２ 条第 ２ 款、第 ３ 款、第
４ 款ꎮ

２.不授予专利权情形【选择】
«专利法»第 ５ 条 ①对违反法律、社会公德或

者妨害公共利益的发明创造ꎬ不授予专利权ꎮ
②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获取或者利用

遗传资源ꎬ并依赖该遗传资源完成的发明创造ꎬ不授
予专利权ꎮ

∥本条规定了两类发明创造不授予专利权ꎮ
«专利法»第 ２５ 条 对下列各项ꎬ不授予专利权:
(１)科学发现ꎻ
(２)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ꎻ
(３)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法ꎻ
(４)动物和植物品种ꎻ
(５)原子核变换方法以及用原子核变换方法获

得的物质ꎻ
(６)对平面印刷品的图案、色彩或者二者的结

合作出的主要起标识作用的设计ꎮ
对前款第(４)项所列产品的生产方法ꎬ可以依

照本法规定授予专利权ꎮ
◎{法单 ２０１０. ２７}根据专利法规定ꎬ下列情形

可以授予专利权的是( )①ꎮ Ａ. 甲发明了提高

伪钞仿真度的新方法ꎻＢ. 乙发明了提高计算速度的

新方法ꎻＣ. 丙发明了治疗糖尿病的新方法ꎻＤ. 丁发

明了某植物新品种的生产方法

３.实用新型和发明比较

实用新型和发明比ꎬ范围不如发明大ꎬ不包括物

品的制造方法ꎻ创造性不如发明强ꎻ审批手续比发明

简单ꎬ无须进行实质审查ꎻ保护期限亦不同ꎮ

　 　 (四)专利权的内容▲
专利权的内容即专利权人享有的权利ꎬ具体

包括:
(１)自己实施专利的权利ꎮ
(２)许可他人实施专利的权利ꎮ
«专利权法»第 １２ 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实施

他人专利的ꎬ应当与专利权人订立实施许可合同ꎬ向
专利权人支付专利使用费ꎮ 被许可人无权允许合同

规定以外的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实施该专利ꎮ
∥专利实施许可、技术秘密的许可方式包括:独

占实施许可、排他实施许可、普通实施许可ꎮ
(３)转让权ꎮ 专利权人有权转让专利权和专利

申请权ꎮ

转让专利申请权或者专利权的ꎬ当事人应当订

立书面合同ꎬ并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登记ꎬ由国务

院专利行政部门予以公告ꎮ 专利申请权或者专利权

的转让自登记之日起生效ꎮ
∥专利转让与许可他人实施专利的区别在于:

转让是专利所有权的转移ꎻ而在许可实施的场合ꎬ被
许可人只是得到使用专利的权利ꎬ专利的所有权并

没有转移ꎮ
(４)报酬权或受奖权ꎮ
被授予专利权的单位应当对职务发明创造的发

明人或者设计人给予奖励ꎻ发明创造专利实施后ꎬ根
据其推广应用的范围和取得的经济效益ꎬ对发明人

或者设计人给予合理的报酬ꎮ
国家鼓励被授予专利权的单位实行产权激励ꎬ

采取股权、期权、分红等方式ꎬ使发明人或者设计人

合理分享创新收益ꎮ
(５)署名权和标记权ꎮ
«专利权法»第 １６ 条 发明人或者设计人有权

在专利文件中写明自己是发明人或者设计人ꎮ
专利权人有权在其专利产品或者该产品的包装

上标明专利标识ꎮ
(６)此外ꎬ专利权人还有权放弃专利权ꎮ
专利权人的义务主要是缴纳年费ꎮ
∥«专利权法»第 １４ 条 专利申请权或者专利

权的共有人对权利的行使有约定的ꎬ从其约定ꎮ 没

有约定的ꎬ共有人可以单独实施或者以普通许可方

式许可他人实施该专利ꎻ许可他人实施该专利的ꎬ收
取的使用费应当在共有人之间分配ꎮ

除前款规定的情形外ꎬ行使共有的专利申请权

或者专利权应当取得全体共有人的同意ꎮ
∥«专利权法»第 ２０ 条 申请专利和行使专利

权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ꎮ 不得滥用专利权损害公

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ꎮ
滥用专利权ꎬ排除或者限制竞争ꎬ构成垄断行为

的ꎬ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处理ꎮ

　 　 (五)授予专利权的条件【补充】
专利权须经过专利行政部门的授予才能取得权

利ꎬ专利权的授予条件包括实体条件和程序条件ꎮ

１.授予专利权的实体条件▲
１. １　 授予发明和实用新型的实体条件:
«专利权法»第 ２２ 条 授予专利权的发明和实

用新型ꎬ应当具备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ꎮ
新颖性ꎬ是指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不属于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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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ꎻ也没有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就同样的发明或者

实用新型在申请日以前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提出

过申请ꎬ并记载在申请日以后公布的专利申请文件

或者公告的专利文件中ꎮ
创造性ꎬ是指与现有技术相比ꎬ该发明具有突出

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ꎬ该实用新型具有实质

性特点和进步ꎮ
实用性ꎬ是指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能够制造或

者使用ꎬ并且能够产生积极效果ꎮ
本法所称现有技术ꎬ是指申请日以前在国内外

为公众所知的技术ꎮ
∥我国专利法对发明和实用新型采用的新颖性

标准是绝对新颖性标准ꎮ 此外ꎬ授予专利权的发明

创造必须在依法可授权的范围之内ꎮ
«专利权法»第 ２４ 条 申请专利的发明创造在

申请日以前六个月内ꎬ有下列情形之一的ꎬ不丧失新

颖性:
(１)在国家出现紧急状态或者非常情况时ꎬ为

公共利益目的首次公开的ꎻ
(２)在中国政府主办或者承认的国际展览会上

首次展出的ꎻ
(３)在规定的学术会议或者技术会议上首次发

表的ꎻ
(４)他人未经申请人同意而泄露其内容的ꎮ
◎{单 ２０２０. ３７}我国专利法对发明和实用新型

采用的新颖性标准是( )①ꎮ Ａ. 绝对新颖性标

准ꎻＢ. 绝对新颖性为主ꎬ相对新颖性为补充ꎻＣ. 相对

新颖性标准ꎻＤ. 相对新颖性为主ꎬ绝对新颖性为

补充

◎{法单 ２０１５. １３}申请专利的发明创造在申请

日以前 ６ 个月内发生下列情形ꎬ其中导致新颖性丧

失的是( )②ꎮ Ａ. 在国内试销产品ꎻＢ. 在规定的

学术会议上首次发表ꎻＣ. 他人未经申请人同意而泄

露其内容ꎻＤ. 在中国政府主办的国际展览会上首次

展出

１. ２ 授予外观设计的实体条件

授予专利权的外观设计ꎬ应当具备新颖性ꎮ
«专利权法» 第 ２３ 条 授予专利权的外观设

计ꎬ应当不属于现有设计ꎻ也没有任何单位或者个人
就同样的外观设计在申请日以前向国务院专利行政
部门提出过申请ꎬ并记载在申请日以后公告的专利
文件中ꎮ ∥即新颖性ꎮ

授予专利权的外观设计与现有设计或者现有设

计特征的组合相比ꎬ应当具有明显区别ꎮ
授予专利权的外观设计不得与他人在申请日以

前已经取得的合法权利相冲突ꎮ

本法所称现有设计ꎬ是指申请日以前在国内外

为公众所知的设计ꎮ
∥ ×第 ３ 款所称的合法权利ꎬ包括就作品、商

标、地理标志、姓名、企业名称、肖像ꎬ以及有一定影

响的商品名称、包装、装潢等享有的合法权利或者

权益ꎮ

２.授予专利权的程序条件▲
申请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的ꎬ应当提交请求

书、说明书及其摘要和权利要求书等文件ꎻ申请外观

设计专利的ꎬ应当提交请求书、该外观设计的图片或

者照片以及对该外观设计的简要说明等文件ꎮ
«专利法»第 ３４ 条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收到

发明专利申请后ꎬ经初步审查认为符合本法要求的ꎬ
自申请日起满 １８ 个月ꎬ即行公布ꎮ 国务院专利行政

部门可以根据申请人的请求早日公布其申请ꎮ
«专利法»第 ３５ 条 发明专利申请自申请日

起 ３ 年内ꎬ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可以根据申请人随

时提出的请求ꎬ对其申请进行实质审查ꎻ申请人无

正当理由逾期不请求实质审查的ꎬ该申请即被视为

撤回ꎮ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认为必要的时候ꎬ可以自

行对发明专利申请进行实质审查ꎮ
«专利法»第 ３９ 条 发明专利申请经实质审查

没有发现驳回理由的ꎬ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作出

授予发明专利权的决定ꎬ发给发明专利证书ꎬ同时予

以登记和公告ꎮ 发明专利权自公告之日起生效ꎮ

　 　 (六)专利权的期限、终止与无效▲【补充】
１.专利权的期限

专利权的期限ꎬ是指专利权的有效期限ꎬ即专利

权受法律保护的期间ꎮ
«专利法»第 ４２ 条 发明专利权的期限为 ２０

年ꎬ实用新型专利权的期限为 １０ 年ꎬ外观设计专利

权的期限为 １５ 年ꎬ均自申请日起计算ꎮ
自发明专利申请日起满 ４ 年ꎬ且自实质审查请

求之日起满 ３ 年后授予发明专利权的ꎬ国务院专利

行政部门应专利权人的请求ꎬ就发明专利在授权过

程中的不合理延迟给予专利权期限补偿ꎬ但由申请

人引起的不合理延迟除外ꎮ
为补偿新药上市审评审批占用的时间ꎬ对在中

国获得上市许可的新药相关发明专利ꎬ国务院专利

行政部门应专利权人的请求给予专利权期限补偿ꎮ
补偿期限不超过 ５ 年ꎬ新药批准上市后总有效专利

权期限不超过 １４ 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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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专利权的终止

专利权的终止即专利权的消灭ꎮ 专利权的终止
原因包括:

(１)自然终止ꎬ即专利权因期限届满而终止ꎮ
(２)因法定事由而终止ꎬ即在专利权有效期限

届满前因发生法律规定的事由而消灭ꎮ
«专利法»第 ４４ 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ꎬ专利

权在期限届满前终止:
①没有按照规定缴纳年费的ꎻ
②专利权人以书面声明放弃其专利权的ꎮ
专利权在期限届满前终止的ꎬ由国务院专利行

政部门登记和公告ꎮ

３.专利权的无效

专利权的无效是指依法定程序ꎬ由国务院专利

行政部门宣告某一专利权无效ꎮ 无效的专利可以是

全部无效ꎬ也可以部分无效ꎮ
«专利法»第 ４５ 条 自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公

告授予专利权之日起ꎬ任何单位或者个人认为该专

利权的授予不符合本法有关规定的ꎬ可以请求国务

院专利行政部门宣告该专利权无效ꎮ
专利权无效的原因包括:
(１)被授予专利的发明创造不符合授予专利权

的实体条件ꎮ
(２)专利申请文件不符合法律规定ꎮ
(３)属于不授予专利权范围ꎮ
(４)属于重复授权情形ꎬ违反了“同样发明创造

只能被授予一项专利”之规定ꎮ
(５)违反“在先申请”原则ꎮ
«专利法»第 ４７ 条 宣告无效的专利权视为自

始即不存在ꎮ
宣告专利权无效的决定ꎬ对在宣告专利权无效

前人民法院作出并已执行的专利侵权的判决、调解

书ꎬ已经履行或者强制执行的专利侵权纠纷处理决

定ꎬ以及已经履行的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和专利权转

让合同ꎬ不具有追溯力ꎮ 但是因专利权人的恶意给

他人造成的损失ꎬ应当给予赔偿ꎮ
依照前款规定不返还专利侵权赔偿金、专利使

用费、专利权转让费ꎬ明显违反公平原则的ꎬ应当全

部或者部分返还ꎮ
◎{法单 ２０１３. ２０}根据专利法规定ꎬ专利权转

让合同履行完毕后ꎬ专利权被宣告无效的ꎬ该专利权

转让合同( )①ꎮ Ａ. 效力待定ꎬ由双方当事人重

新协商确定效力ꎻＢ. 无效ꎬ转让人应当向受让人返

还专利权转让费ꎻＣ. 有效ꎬ转让人一般无须向受让

人返还专利权转让费ꎻＤ. 可撤销ꎬ受让人享有撤销

该转让合同的权利

　 　 (七)专利实施的开放许可与特别许可【补
充】

１.开放许可

«专利法»第 ５０ 条 专利权人自愿以书面方式
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声明愿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
个人实施其专利ꎬ并明确许可使用费支付方式、标准
的ꎬ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予以公告ꎬ实行开放许
可ꎮ 就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提出开放许可声明

的ꎬ应当提供专利权评价报告ꎮ
专利权人撤回开放许可声明的ꎬ应当以书面方

式提出ꎬ并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予以公告ꎮ 开放
许可声明被公告撤回的ꎬ不影响在先给予的开放许
可的效力ꎮ

«专利法»第 ５１ 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有意愿

实施开放许可的专利的ꎬ以书面方式通知专利权人ꎬ
并依照公告的许可使用费支付方式、标准支付许可

使用费后ꎬ即获得专利实施许可ꎮ
开放许可实施期间ꎬ对专利权人缴纳专利年费

相应给予减免ꎮ
实行开放许可的专利权人可以与被许可人就许

可使用费进行协商后给予普通许可ꎬ但不得就该专
利给予独占或者排他许可ꎮ

«专利法»第 ５２ 条 当事人就实施开放许可发

生纠纷的ꎬ由当事人协商解决ꎻ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

成的ꎬ可以请求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进行调解ꎬ也可

以向人民法院起诉ꎮ

２.强制许可▲
强制许可ꎬ是指国家专利主管机关根据具体情

况ꎬ不经专利权人许可ꎬ授权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

实施专利的法定制度ꎮ ∥强制许可与保护专利权之

间是相冲突的ꎬ所以对强制许可的申请条件规定十

分严格ꎮ
在我国ꎬ按照产生原因的不同ꎬ强制许可有三种

类型:
２. １ 普通强制许可

«专利法»第 ５３ 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ꎬ国务

院专利行政部门根据具备实施条件的单位或者个人

的申请ꎬ可以给予实施发明专利或者实用新型专利

的强制许可:
(１)专利权人自专利权被授予之日起满 ３ 年ꎬ

且自提出专利申请之日起满 ４ 年ꎬ无正当理由未实

施或者未充分实施其专利的ꎻ
(２)专利权人行使专利权的行为被依法认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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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行为ꎬ为消除或者减少该行为对竞争产生的不

利影响的ꎮ
∥“未充分实施”是指专利权人及其被许可人

实施其专利的方式或者规模不能满足国内对专利产

品或者专利方法的需求ꎮ
专利权是独占权ꎬ专利权人可以自由决定是否

许可他人实施专利ꎬ但在有些情况下ꎬ专利权人在追

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时ꎬ可能会滥用这种独占权ꎮ 因

此ꎬ为防止专利权人滥用其专利权ꎬ法律规定可以对

符合条件的专利实施强制许可ꎮ
２. ２ 以公共利益为目的的强制许可

这种强制许可ꎬ没有时间限制ꎬ也不需要申请ꎮ
«专利法»第 ５４ 条 在国家出现紧急状态或者

非常情况时ꎬ或者为了公共利益的目的ꎬ国务院专利

行政部门可以给予实施发明专利或者实用新型专利

的强制许可ꎮ
«专利法»第 ５５ 条 为了公共健康目的ꎬ对取

得专利权的药品ꎬ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可以给予制

造并将其出口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的有关国

际条约规定的国家或者地区的强制许可ꎮ
２. ３ 交叉强制许可

«专利法»第 ５６ 条 一项取得专利权的发明或

者实用新型比前已经取得专利权的发明或者实用新

型具有显著经济意义的重大技术进步ꎬ其实施又有

赖于前一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实施的ꎬ国务院专利

行政部门根据后一专利权人的申请ꎬ可以给予实施

前一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强制许可ꎮ
在依照前款规定给予实施强制许可的情形下ꎬ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根据前一专利权人的申请ꎬ也
可以给予实施后一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强制许可ꎮ

∥该制度的设计主要是为了 “依存专利” 的

实施ꎮ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作出的给予实施强制许可

的决定ꎬ应当及时通知专利权人ꎬ并予以登记和公

告ꎮ 给予实施强制许可的决定ꎬ应当根据强制许可

的理由规定实施的范围和时间ꎮ 取得实施强制许可

的单位或者个人不享有独占的实施权ꎬ并且无权允

许他人实施ꎮ 取得实施强制许可的单位或者个人应

当付给专利权人合理的使用费ꎮ
«专利法»第 ５９ 条 依照本法第 ５３ 条第(１)

项、第 ５６ 条规定申请强制许可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

提供证据ꎬ证明其以合理的条件请求专利权人许可

其实施专利ꎬ但未能在合理的时间内获得许可ꎮ
强制许可涉及的发明创造为半导体技术的ꎬ其

实施限于公共利益的目的和本法第 ５３ 条第 ２ 项规

定的情形ꎮ

　 　 (八)专利权的保护【补充】
«专利法»第 ６４ 条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权

的保护范围以其权利要求的内容为准ꎬ说明书及附

图可以用于解释权利要求的内容ꎮ
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表示在图片或者

照片中的该产品的外观设计为准ꎬ简要说明可以用

于解释图片或者照片所表示的该产品的外观设计ꎮ
◎{单 ２０２１. ３１}根据我国«专利法»规定ꎬ外观

设计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①ꎮ Ａ. 以权利要求

的内容为准ꎻＢ. 以说明书记载的内容为准ꎻＣ. 以申

请文件的内容为准ꎻＤ. 以表示在图片或者照片中的

该产品的外观设计为准

◎{单 ２０１２. ３５}在发明专利申请文件中ꎬ确定

专利权保护范围的主要依据是( )②ꎮ Ａ. 说明

书ꎻＢ. 说明书摘要ꎻＣ. 请求书ꎻＤ. 权利要求书

未经专利权人许可ꎬ实施其专利ꎬ即侵犯其专利
权ꎮ 在专利侵权纠纷中ꎬ被控侵权人有证据证明其

实施的技术或者设计属于现有技术或者现有设计

的ꎬ不构成侵犯专利权ꎮ ∥假冒专利的ꎬ依法承担民

事责任、行政责任ꎬ构成犯罪的ꎬ依法追究刑事责任ꎮ
«专利法»第 ７４ 条 侵犯专利权的诉讼时效为

３ 年ꎬ自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知道或者应当知

道侵权行为以及侵权人之日起计算ꎮ
发明专利申请公布后至专利权授予前使用该发

明未支付适当使用费的ꎬ专利权人要求支付使用费
的诉讼时效为 ３ 年ꎬ自专利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他人使用其发明之日起计算ꎬ但是ꎬ专利权人于专利

权授予之日前即已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ꎬ自专利权

授予之日起计算ꎮ
«专利法»第 ７５ 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ꎬ不视

为侵犯专利权:▲▲
(１)专利产品或者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

品ꎬ由专利权人或者经其许可的单位、个人售出后ꎬ
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该产品的ꎻ

(２)在专利申请日前已经制造相同产品、使用

相同方法或者已经作好制造、使用的必要准备ꎬ并且

仅在原有范围内继续制造、使用的ꎻ
(３)临时通过中国领陆、领水、领空的外国运输

工具ꎬ依照其所属国同中国签订的协议或者共同参

加的国际条约ꎬ或者依照互惠原则ꎬ为运输工具自身

需要而在其装置和设备中使用有关专利的ꎻ
(４)专为科学研究和实验而使用有关专利的ꎻ
(５)为提供行政审批所需要的信息ꎬ制造、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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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进口专利药品或者专利医疗器械的ꎬ以及专门为

其制造、进口专利药品或者专利医疗器械的ꎮ
据此ꎬ不视为侵犯专利权的包括:(１)专利权用

尽后的使用、许诺销售、销售和进口ꎻ(２)在先使用ꎻ
(３)临时过境的外国运输工具的使用ꎻ(４)以科学研

究为目的的使用ꎻ(５)以医药与医疗器械的行政审

批为目的的使用ꎮ
◎{单 ２０１１. ３０}下列行为中ꎬ构成侵犯专利权

的是( )①ꎮ Ａ. 专为科学研究和实验而使用有关

专刊ꎻＢ. 购买合法销售的专利产品后再转卖给他人ꎻ
Ｃ. 临时过境的运输工具依互惠原则为自身需要在其

设备中使用有关专利ꎻＤ. 为生产经营目的使用不知

道是未经专利权人许可而制造并售出的专利产品

«专利法»第 ７７ 条 为生产经营目的使用、许
诺销售或者销售不知道是未经专利权人许可而制造
并售出的专利侵权产品ꎬ能证明该产品合法来源的ꎬ
不承担赔偿责任ꎮ

专利权的保护是通过强令侵权人承担法律责任

实现的ꎮ
«专利法»第 １１ 条 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权被

授予后ꎬ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ꎬ任何单位或者个人
未经专利权人许可ꎬ都不得实施其专利ꎬ即不得为生

产经营目的制造、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其专利

产品ꎬ或者使用其专利方法以及使用、许诺销售、销
售、进口依照该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ꎮ

外观设计专利权被授予后ꎬ任何单位或者个人
未经专利权人许可ꎬ都不得实施其专利ꎬ即不得为生

产经营目的制造、许诺销售、销售、进口其外观设计

专利产品ꎮ
«专利权法»第 １３ 条 发明专利申请公布后ꎬ

申请人可以要求实施其发明的单位或者个人支付适

当的费用ꎮ
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在专利权受到不法侵

害时ꎬ可以请求专利管理机关进行处理ꎬ也可以直接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ꎮ
◎{法多 ２０１２. ２９}下列选项中ꎬ专利权人有权

请求停止侵害的有( )②ꎮ Ａ. 甲公司购入侵犯

专利权的产品后在电视台做销售广告ꎻＢ. 乙公司将

自己生产的侵犯专利权的产品在展销会上展出ꎻ
Ｃ. 丙公司购入不知是侵犯专利权的产品后将其作

为福利发放给职工ꎻＤ. 丁公司获得专利权人的排他

许可后将该专利技术再许可给第三人使用

　 　 三、商标权▲▲

　 　 (一)商标权的概念和特征

商标权是指商标注册人或者其合法继受人对注

册商标享有的专有使用权ꎮ
商标权除具有知识产权的 ４ 个共同特征外ꎬ还

具有以下特征:
(１)权利内容的单一性ꎮ 商标权只具有财产内

容ꎬ不具有人身内容ꎮ 所以ꎬ商标权是纯粹的财

产权ꎮ
(２)行政授予性ꎮ 行政授予性是指商标权并非

自动产生的权利ꎬ必须经商标注册申请人申请和行

政部门授予才能取得ꎮ
此外ꎬ商标权虽然也具有时间性ꎬ但其时间性具

有相对性的特征ꎬ只要商标权人愿意继续使用ꎬ就可

以通过不断续展ꎬ使商标权长期甚至永久有效ꎮ

　 　 (二)商标权的主体

商标权的主体包括商标权的原始主体和继受主

体ꎮ 商标权的原始主体ꎬ是指商标注册人ꎬ继受主体

是指依法通过注册商标的转让或者移转取得商标权

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ꎮ
«商标法»第 ４ 条 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在生产经营活动中ꎬ对其商品或者服务需要取得商

标专用权的ꎬ应当向商标局申请商标注册ꎮ 不以使
用为目的的恶意商标注册申请ꎬ应当予以驳回ꎮ

本法有关商品商标的规定ꎬ适用于服务商标ꎮ
据此ꎬ商标申请人限于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自

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ꎬ而不是所有的民事主体ꎮ

　 　 (三)商标权的客体

商标权的客体是注册商标ꎬ即经商标局核准注

册的商标ꎮ
在我国ꎬ未经注册的商标虽然在不侵害他人注

册商标的前提下可以使用ꎬ但不受法律保护ꎬ也不能
取得商标专用权ꎮ

１.注册商标类型

根据«商标法»第 ３ 条中的规定ꎬ经商标局核准

注册的商标为注册商标ꎬ包括商品商标、服务商标和
集体商标、证明商标ꎻ商标注册人享有商标专用权ꎬ
受法律保护ꎮ

(１)商品商标ꎬ即用于申请人生产、制造、加工、
拣选或者经销的商品上的商标ꎮ

(２)服务商标ꎬ是指用于申请人提供的服务项

目上的商标ꎮ
(３)集体商标ꎬ是指以团体、协会或者其他组织

名义注册ꎬ供该组织成员在商事活动中使用ꎬ以表明

使用者在该组织中的成员资格的标志ꎮ
(４)证明商标ꎬ是指由对某种商品或者服务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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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监督能力的组织所控制ꎬ而由该组织以外的单位

或者个人使用于其商品或者服务ꎬ用以证明该商品

或者服务的原产地、原料、制造方法、质量或者其他

特定品质的标志ꎮ
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的特殊事项ꎬ由

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规定ꎮ

２.可以注册的情形:
«商标法»第 ８ 条 任何能够将自然人、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的商品与他人的商品区别开的标志ꎬ包
括文字、图形、字母、数字、三维标志、颜色组合和声
音等ꎬ以及上述要素的组合ꎬ均可以作为商标申请

注册ꎮ
«商标法»第 ９ 条 申请注册的商标ꎬ应当有显

著特征ꎬ便于识别ꎬ并不得与他人在先取得的合法权

利相冲突ꎮ
商标注册人有权标明 “注册商标” 或者注册

标记ꎮ
◎{法多 ２０１５. ２７}根据我国商标法ꎬ下列要素

及其组合中ꎬ可以作为商标申请注册的有( )①ꎮ
Ａ. 图形ꎻＢ. 颜色组合ꎻＣ. 三维标志ꎻＤ. 声音

３.禁止注册的情形:
«商标法»第 １１ 条 下列标志不得作为商标注

册:▲
(１)仅有本商品的通用名称、图形、型号的ꎻ
(２)仅直接表示商品的质量、主要原料、功能、

用途、重量、数量及其他特点的ꎻ
(３)其他缺乏显著特征的ꎮ
前款所列标志经过使用取得显著特征ꎬ并便于

识别的ꎬ可以作为商标注册ꎮ
«商标法»第 １２ 条 以三维标志申请注册商标

的ꎬ仅由商品自身的性质产生的形状、为获得技术效

果而需有的商品形状或者使商品具有实质性价值的

形状ꎬ不得注册ꎮ
◎{多 ２０２１. ５０[３０]}下列选项中ꎬ可以作为台

灯注册商标的有 ( )②ꎮ Ａ. “ 金榜” 牌ꎻＢ. “ 护

眼”牌ꎻＣ. “照明”牌ꎻＤ. “轻风”牌

４.禁止使用的标志▲
无论是注册商标还是非注册商标ꎬ均须符合合

法性的要求ꎮ 为保证商标的合法性ꎬ禁止使用的

标志:
«商标法» 第 １０ 条 下列标志不得作为商标

使用:
(１)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名称、国旗、国

徽、国歌、军旗、军徽、军歌、勋章等相同或者近似的ꎬ
以及同中央国家机关的名称、标志、所在地特定地点

的名称或者标志性建筑物的名称、图形相同的ꎻ
(２)同外国的国家名称、国旗、国徽、军旗等相

同或者近似的ꎬ但经该国政府同意的除外ꎻ
(３)同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名称、旗帜、徽记等相

同或者近似的ꎬ但经该组织同意或者不易误导公众

的除外ꎻ
(４)与表明实施控制、予以保证的官方标志、检

验印记相同或者近似的ꎬ但经授权的除外ꎻ
(５)同“红十字”、“红新月”的名称、标志相同

或者近似的ꎻ
(６)带有民族歧视性的ꎻ
(７)带有欺骗性ꎬ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

特点或者产地产生误认的ꎻ
(８)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或者有其他不良

影响的ꎮ
县级以上行政区划的地名或者公众知晓的外国

地名ꎬ不得作为商标ꎮ 但是ꎬ地名具有其他含义或者

作为集体商标、证明商标组成部分的除外ꎻ已经注册

的使用地名的商标继续有效ꎮ
◎{单 ２０１３. ３７}下列申请注册的商标ꎬ不符合

我国商标法规定的是( )③ꎮ Ａ. “仙山”牌药品

商标ꎻＢ. “奔月”牌电脑商标ꎻＣ. “耐用”牌家具商

标ꎻＤ. “暖阳”牌毛巾商标

◎{单 ２０１１. ３２}下列选项中ꎬ可作为商标注册

的是( )④ꎮ Ａ. “锐利”牌剪刀ꎻＢ. “耐穿”牌皮

鞋ꎻＣ. “蝴蝶”牌缝纫机ꎻＤ. “精粉”牌馒头

　 　 (四)商标权的内容▲
商标权的内容ꎬ即商标权的主要权利ꎮ 商标权

是商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注册的商标享有的专

用权ꎮ

１. {法简 ２０１７. ３３}简述商标权的内容ꎮ
答案要点:商标权主要包括专用权、禁止权、许

可权、转让权、续展权和标示权等内容ꎮ
(１)独占使用权ꎬ又称专用权ꎬ是指商标权人对

其注册商标享有的独占性使用的权利ꎮ
商标一经注册ꎬ商标权人对其注册商标在法定

范围内享有专有使用的权利ꎬ他人未经许可不得使

用ꎬ否则ꎬ就构成侵权ꎮ
(２)转让权ꎬ是指商标权人将其注册商标所有

权转让给他人的权利ꎮ
商标转让后ꎬ原商标权人的权利丧失ꎬ受让人取

得商标权ꎮ
(３)使用许可权ꎬ是指商标权人将其注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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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用权许可他人行使的权利ꎮ
商标权人可以保留自己的使用权ꎬ也可以放弃

使用权ꎬ但商标权并未发生转移ꎬ仍属于许可人ꎮ
∥(４)禁止权ꎬ是指商标权人禁止他人未经许

可使用其注册商标的权利ꎮ
∥(５)标示权ꎬ商标注册人使用注册商标ꎬ有权

标明“注册商标”字样或者注册标记ꎮ

２.注册商标的续展、变更、转让和使用许可【补
充】

注册商标的有效期为 １０ 年ꎬ自核准注册之日起
计算ꎮ

«商标法»第 ４０ 条 注册商标有效期满ꎬ需要

继续使用的ꎬ商标注册人应当在期满前 １２ 个月内按

照规定办理续展手续ꎻ在此期间未能办理的ꎬ可以给

予６ 个月的宽展期ꎮ 每次续展注册的有效期为１０
年ꎬ自该商标上一届有效期满次日起计算ꎮ 期满未
办理续展手续的ꎬ注销其注册商标ꎮ

商标局应当对续展注册的商标予以公告ꎮ
注册商标需要变更注册人的名义、地址或者其

他注册事项的ꎬ应当提出变更申请ꎮ
«商标法»第 ４２ 条 转让注册商标的ꎬ转让人

和受让人应当签订转让协议ꎬ并共同向商标局提出

申请ꎮ 受让人应当保证使用该注册商标的商品

质量ꎮ
转让注册商标的ꎬ商标注册人对其在同一种商

品上注册的近似的商标ꎬ或者在类似商品上注册的

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ꎬ应当一并转让ꎮ
对容易导致混淆或者有其他不良影响的转让ꎬ

商标局不予核准ꎬ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ꎮ
转让注册商标经核准后ꎬ予以公告ꎮ 受让人自

公告之日起享有商标专用权ꎮ
«商标法»第 ４３ 条 商标注册人可以通过签订

商标使用许可合同ꎬ许可他人使用其注册商标ꎮ 许

可人应当监督被许可人使用其注册商标的商品质

量ꎮ 被许可人应当保证使用该注册商标的商品

质量ꎮ
经许可使用他人注册商标的ꎬ必须在使用该注

册商标的商品上标明被许可人的名称和商品产地ꎮ
许可他人使用其注册商标的ꎬ许可人应当将其

商标使用许可报商标局备案ꎬ由商标局公告ꎮ 商标
使用许可未经备案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ꎮ

∥商标使用许可包括:(１)独占使用许可(商标

注册人依约定不得使用该注册商标)ꎻ(２)排他使用

许可ꎻ(３)普通使用许可ꎮ
∥注册商标的转让不影响转让前已经生效的商

标使用许可合同的效力ꎬ但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另有

约定的除外ꎮ 商标使用许可合同未经备案的ꎬ不影

响该许可合同的效力ꎬ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ꎮ
◎{单 ２０１２. ３７}根据我国商标法规定ꎬ注册商

标的有效期为 １０ 年ꎬ其起算点为( )①ꎮ Ａ. 商
标公告之日ꎻＢ. 商标核准注册之日ꎻＣ. 申请人提出

商标注册申请之日ꎻＤ. 商标局收到商标注册申请

之日

　 　 (五)商标权的取得【补充】
１.商标注册的原则

要想取得商标专用权ꎬ必须进行商标注册ꎮ
«商标法»第 ４ 条 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在生产经营活动中ꎬ对其商品或者服务需要取得商

标专用权的ꎬ应当向商标局申请商标注册ꎮ 不以使

用为目的的恶意商标注册申请ꎬ应当予以驳回ꎮ
本法有关商品商标的规定ꎬ适用于服务商标ꎮ
我国商标注册的原则:
(１)实行申请在先与使用在先相结合的原则ꎮ
«商标法»第 ３１ 条 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商标

注册申请人ꎬ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ꎬ以相同

或者近似的商标申请注册的ꎬ初步审定并公告申请

在先的商标ꎻ同一天申请的ꎬ初步审定并公告使用在

先的商标ꎬ驳回其他人的申请ꎬ不予公告ꎮ
(２)采取自愿与强制相结合的原则ꎮ
对一般商品ꎬ采取自愿注册原则ꎬ由当事人自行

决定ꎬ法律未作强制性规定ꎮ
«商标法»第 ６ 条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必须使

用注册商标的商品ꎬ必须申请商标注册ꎬ未经核准注

册的ꎬ不得在市场销售ꎮ ∥如烟草制品ꎮ
两个以上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共

同向商标局申请注册同一商标ꎬ共同享有和行使该

商标专用权ꎮ 申请注册和使用商标ꎬ应当遵循诚实

信用原则ꎮ

２.驰名商标的特别保护

驰名商标ꎬ是指在中国境内为相关公众所熟知

的商标ꎮ 可以是注册商标也可以是非注册商标ꎬ
«商标法»对两者的保护不同ꎮ

«商标法» 第 １３ 条 为相关公众所熟知的商

标ꎬ持有人认为其权利受到侵害时ꎬ可以依照本法规

定请求驰名商标保护ꎮ
就相同或者类似商品申请注册的商标是复制、

摹仿或者翻译他人未在中国注册的驰名商标ꎬ容易

导致混淆的ꎬ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ꎮ
就不相同或者不相类似商品申请注册的商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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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摹仿或者翻译他人已经在中国注册的驰名商

标ꎬ误导公众ꎬ致使该驰名商标注册人的利益可能受

到损害的ꎬ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ꎮ
认定的主体包括商标局、商标评审委员会、最高

人民法院指定的人民法院ꎮ 生产、经营者不得将

“驰名商标”字样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上ꎬ
或者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ꎮ

认定驰名商标应当考虑下列因素:(１)相关公

众对该商标的知晓程度ꎻ(２)该商标使用的持续时

间ꎻ(３)该商标的任何宣传工作的持续时间、程度和

地理范围ꎻ(４)该商标作为驰名商标受保护的记录ꎻ
(５)该商标驰名的其他因素ꎮ

◎{法多 ２０１３. ３０}法律规定ꎬ认定驰名商标应

当考虑的因素有( )①ꎮ Ａ. 商标使用的持续时

间ꎻＢ. 商标使用人的生产、经营规模ꎻＣ. 商标宣传的

持续时间ꎻＤ. 商标在相关公众中的知晓程度

　 　 (六)注册商标的无效宣告【补充】
已经注册的商标ꎬ在商标权存续期间出现法定

事由ꎬ商标局或者商标评审委员会可以宣告该注册

商标无效ꎮ

１.宣告注册商标无效的情形

«商标法»第 ４４ 条第 １ 款规定ꎬ已经注册的商

标ꎬ违反本法第 ４ 条(不以使用为目的的恶意注册
的商标)、第 １０ 条(禁止使用的标志)、第 １１ 条(禁
止注册的标志)、第 １２ 条(三维标志的形状不得注
册情况)、第 １９ 条第 ４ 款(商标代理机构申请注册
的其代理服务外的其他商标)规定的ꎬ或者是以欺
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ꎬ由商标局

宣告该注册商标无效ꎻ其他单位或者个人可以请求

商标评审委员会宣告该注册商标无效ꎮ
«商标法»第 ４５ 条第 １ 款规定ꎬ已经注册的商

标ꎬ违反本法第 １３ 条第 ２ 款和第 ３ 款、第 １５ 条、第
１６ 条第 １ 款、第 ３０ 条、第 ３１ 条、第 ３２ 条规定的ꎬ自
商标注册之日起 ５ 年内ꎬ在先权利人或者利害关系

人可以请求商标评审委员会宣告该注册商标无效ꎮ
对恶意注册的ꎬ驰名商标所有人不受 ５ 年的时间

限制ꎮ

２.注册商标的无效宣告的效力【同专利】
依法被宣告无效的注册商标ꎬ由商标局予以公

告ꎬ该注册商标专用权视为自始即不存在ꎮ
宣告注册商标无效的决定或者裁定ꎬ对宣告无

效前人民法院做出并已执行的商标侵权案件的判
决、裁定、调解书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做出并已执行
的商标侵权案件的处理决定以及已经履行的商标转
让或者使用许可合同不具有追溯力ꎮ 但是ꎬ因商标

注册人的恶意给他人造成的损失ꎬ应当给予赔偿ꎮ
依照上述规定不返还商标侵权赔偿金、商标转

让费、商标使用费ꎬ明显违反公平原则的ꎬ应当全部

或者部分返还ꎮ

　 　 (七)商标权的终止【补充】
商标权的终止原因包括:
(１)注销ꎮ 如期满未办理续展手续的ꎬ注销其

注册商标ꎮ
(２)撤销ꎮ 撤销是指因商标权人违反法律规定

而被商标主管部门强制终止商标权ꎮ
商标注册人在使用注册商标的过程中ꎬ自行改

变注册商标、注册人名义、地址或者其他注册事项

的ꎬ由地方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ꎻ期满不

改正的ꎬ由商标局撤销其注册商标ꎮ
注册商标成为其核定使用的商品的通用名称或

者没有正当理由连续三年不使用的ꎬ任何单位或者

个人可以向商标局申请撤销该注册商标ꎮ
«商标法»第 ５０ 条 注册商标被撤销、被宣告

无效或者期满不再续展的ꎬ自撤销、宣告无效或者注

销之日起 １ 年内ꎬ商标局对与该商标相同或者近似

的商标注册申请ꎬ不予核准ꎮ
被撤销的注册商标ꎬ由商标局予以公告ꎬ该注册

商标专用权自公告之日起终止ꎮ

　 　 (八)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保护【补充】
注册商标的专用权ꎬ以核准注册的商标和核定

使用的商品为限ꎮ

１.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情形

«商标法»第 ５７ 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ꎬ均属

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
(１)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ꎬ在同一种商品上

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的ꎻ
(２)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ꎬ在同一种商品上

使用与其注册商标近似的商标ꎬ或者在类似商品上
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ꎬ容易导致
混淆的ꎻ

(３)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的ꎻ
(４)伪造、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或者销

售伪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的ꎻ
(５)未经商标注册人同意ꎬ更换其注册商标并

将该更换商标的商品又投入市场的ꎻ
(６)故意为侵犯他人商标专用权行为提供便利

条件ꎬ帮助他人实施侵犯商标专用权行为的ꎻ
(７)给他人的注册商标专用权造成其他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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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ꎮ ∥如①将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或者相近似的文

字作为企业的字号在相同或者类似商品上突出使

用ꎬ容易使相关公众产生误认的ꎻ②复制、摹仿、翻译

他人注册的驰名商标或其主要部分在不相同或者不

相类似商品上作为商标使用ꎬ误导公众ꎬ致使该驰名

商标注册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的ꎻ③将与他人注

册商标相同或者相近似的文字注册为域名ꎬ并且通

过该域名进行相关商品交易的电子商务ꎬ容易使相

关公众产生误认的ꎮ
∥类似商品ꎬ是指在功能、用途、生产部门、销售

渠道、消费对象等方面相同ꎬ或者相关公众一般认为

其存在特定联系、容易造成混淆的商品ꎮ 类似服务

是指在服务的目的、内容、方式、对象等方面相同ꎬ或
者相关公众一般认为存在特定联系、容易造成混淆

的服务ꎮ
侵犯商标权给权利人造成损害的ꎬ应当承担赔

偿损失的民事责任ꎮ ∥销售不知道是侵犯注册商标

专用权的商品ꎬ能证明该商品是自己合法取得并说

明提供者的ꎬ不承担赔偿责任ꎬ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责令停止销售ꎮ 此种情形在学理上被称为善意

侵权ꎮ
◎{简 ２０２０. ５４[３４]}简述侵犯商标权的主要情

形ꎮ 答案:商标法第 ５７ 条规定的 ７ 种情形ꎮ
◎{多 ２０１６. ４７}下列行为中ꎬ构成侵犯商标权

的有( )①ꎮ Ａ. 甲销售伪造的注册商标标识ꎻ
Ｂ. 乙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ꎻＣ. 丙未经商标注

册人同意ꎬ更换其注册商标并将该更换商标的商品

又投入市场ꎻＤ. 丁在类似商品上ꎬ将与他人注册商

标近似的标志作为商品装潢使用ꎬ误导公众

◎{法多 ２０１１. ２８}甲公司在床单、被罩等床上

用品上注册了“栀子花”商标ꎮ 下列未经许可的行

为中ꎬ构成侵权的有( )②ꎮ Ａ. 某企业将“栀子

花”注册为童装的商标并予以使用ꎻＢ. 某公司将“栀
子花”商标用在其生产的床单的外包装上ꎻＣ. 某商

场将假冒“栀子花”商标的枕套用作促销活动的赠

品ꎻＤ. 某公司购买甲公司的“栀子花”牌床罩后ꎬ将
“栀子花”改为“玉兰花”并重新包装销售

２. 商标权人无权禁止他人正当使用的三种

情形:
根据«商标法»第 ５９ 条规定:
(１)注册商标中含有的本商品的通用名称、图

形、型号ꎬ或者直接表示商品的质量、主要原料、功
能、用途、重量、数量及其他特点ꎬ或者含有的地名ꎮ

(２)三维标志注册商标中含有的商品自身的性

质产生的形状、为获得技术效果而需有的商品形状

或者使商品具有实质性价值的形状ꎮ

(３)商标注册人申请商标注册前ꎬ他人已经在

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先于商标注册人使用与

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的ꎬ注
册商标专用权人无权禁止该使用人在原使用范围内

继续使用该商标ꎬ但可以要求其附加适当区别标识ꎮ

３.保护商标权的公力救济方式

有本法第 ５７ 条所列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

之一ꎬ引起纠纷的ꎬ由当事人协商解决ꎻ不愿协商或

者协商不成的ꎬ商标注册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向

人民法院起诉ꎬ也可以请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理ꎮ
∥侵权人承担的民事责任包括停止侵害、排除妨碍、
消除危险、赔偿损失、消除影响等ꎮ 利害关系人ꎬ包
括注册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注册商标财

产权利的合法继承人等ꎮ
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诉讼时效为 ３ 年ꎬ自商

标注册人或者利害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

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ꎮ

第十八章 人　 格　 权

第一节 人格权概述▲

の第 ９８９ 条 本编(人格权编)调整因人格权

的享有和保护产生的民事关系ꎮ

　 　 一、人格权的概念和特征
人格权ꎬ是指民事主体依法享有的为维护其独

立法律人格所必备的基本民事权利ꎮ
∥人格权是民事主体固有的权利ꎬ只要自然人

出生、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成立ꎬ无须任何意思表示

或实施任何行为ꎬ就当然取得并受到法律保护ꎮ 人

格权兼具自然权利和法定权利的双重属性ꎮ
の第 １０９ 条 自然人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受

法律保护ꎮ

１.人格权具有的特征

(１) 人格权是作为民事主体所应当具备的

权利ꎮ
(２) 民事主体享有人格权是经法律认可的ꎮ

∥民事主体的人格权的种类和内容是经法律认可

的ꎬ所谓悼念权、亲吻权等未经法律认可的“权利”
不属于人格权的范畴ꎮ

(３)民事主体享有人格权完全平等ꎮ 人格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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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主体资格本身所要求的基本权利ꎮ
(４)人格权以人格利益为客体ꎮ 所谓人格利益

是民事主体自然生存和社会生存所必需的利益ꎮ
(５)人格权不得放弃、转让或者继承ꎮ

２.人格权的一般规定:
の第 ９９０ 条 人格权是民事主体享有的生命

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
权、荣誉权、隐私权等权利ꎮ

除前款规定的人格权外ꎬ自然人享有基于人身
自由、人格尊严产生的其他人格权益ꎮ

の第 ９９１ 条 民事主体的人格权受法律保护ꎬ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害ꎮ

の第 ９９２ 条 人格权不得放弃、转让或者继承ꎮ
の第 ９９３ 条 民事主体可以将自己的姓名、名

称、肖像等许可他人使用ꎬ但是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根

据其性质不得许可的除外ꎮ
の第 ９９４ 条 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隐

私、遗体等受到侵害的ꎬ其配偶、子女、父母有权依法

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ꎻ死者没有配偶、子女且父

母已经死亡的ꎬ其他近亲属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

担民事责任ꎮ
の第 ９９５ 条 人格权受到侵害的ꎬ受害人有权

依照本法(民法典)和其他法律的规定请求行为人

承担民事责任ꎮ 受害人的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
危险、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请求权ꎬ不适用
诉讼时效的规定ꎮ

の第 ９９６ 条 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ꎬ损害

对方人格权并造成严重精神损害ꎬ受损害方选择请
求其承担违约责任的ꎬ不影响受损害方请求精神损
害赔偿ꎮ

の第 ９９７ 条 民事主体有证据证明行为人正在

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害其人格权的违法行为ꎬ不及

时制止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ꎬ有
权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责令行为人停止有关行
为的措施ꎮ

の第 ９９８ 条 认定行为人承担侵害除生命权、
身体权和健康权外的人格权的民事责任ꎬ应当考虑

行为人和受害人的职业、影响范围、过错程度ꎬ以及

行为的目的、方式、后果等因素ꎮ
人格权的合理使用:
の第 ９９９ 条▲　 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

论监督等行为的ꎬ可以合理使用民事主体的姓名、名
称、肖像、个人信息等ꎻ使用不合理侵害民事主体人

格权的ꎬ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ꎮ
の第 １０００ 条 行为人因侵害人格权承担消除

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的ꎬ应当与行

为的具体方式和造成的影响范围相当ꎮ
行为人拒不承担前款规定的民事责任的ꎬ人民

法院可以采取在报刊、网络等媒体上发布公告或者

公布生效裁判文书等方式执行ꎬ产生的费用由行为

人负担ꎮ

　 　 二、人格权和人身自由、人格尊严

根据«民法典»第 ９９０ 条第 ２ 款规定ꎬ除了«民

法典»具体列举的人格权外ꎬ自然人享有基于人身

自由、人格尊严产生的其他人格权益同样受法律保

护ꎬ这又被概括为一般人格权ꎮ
一般人格权ꎬ是指自然人基于人身自由、人格尊

严而产生享有的具体人格权之外的其他人格权ꎮ
与具体人格权相比ꎬ一般人格权具有以下特征:
(１)权利主体的普遍性ꎮ 自然人普遍的平等地

享有一般人格权ꎮ
(２)权利客体的高度概括性ꎮ 一般人格权的客

体是高度概括的自然人一般人格利益ꎬ是具体人格

权之外的、尚未或无法具体化的人格利益ꎬ它涵盖了

具体人格利益之外自然人应当享有的所有其他人格

利益ꎮ
(３)所保护利益的根本性ꎮ 人格平等、独立、自

由和尊严都是自然人之所以成为民事主体最根本的

条件ꎮ
(４)权利内容的不确定性ꎮ 一般人格权的内容

无法事先确定ꎬ也不应当事先确定ꎮ
◎{法简 ２０１０. ３４}简述一般人格权的功能ꎮ 答

题要点:一般人格权具有三项功能ꎮ (１)产生具体
人格权ꎮ (２) 解释具体人格权ꎮ (３) 补充具体人
格权ꎮ

一般人格权的内容通常概括为人身自由、人格
尊严两个方面ꎮ

　 　 三、身份权法律适用【补充】
の第 １１２ 条 自然人因婚姻家庭关系等产生的

人身权利受法律保护ꎮ
の第 １００１ 条 对自然人因婚姻家庭关系等产

生的身份权利的保护ꎬ适用本法第一编(总则)、第

五编(婚姻家庭)和其他法律的相关规定ꎻ没有规定

的ꎬ可以根据其性质参照适用本编人格权保护的有

关规定ꎮ
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是指民事主体依法享有的

与其人身密不可分ꎬ而又没有直接财产内容的民事

权利ꎮ 可以分为人格权和身份权ꎮ 特征:具有非财

产性ꎬ同时与财产权利又有着一定的关系ꎻ具有专属

性ꎻ属于绝对权、支配权ꎮ
身份权是指自然人基于婚姻家庭关系等产生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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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享有的人身权利ꎮ 包括配偶权、亲属权等ꎮ
人格权与身份权的主要区别:
(１)权利主体不同ꎮ 前者包括自然人、法人、非

法人组织ꎬ后者限于自然人ꎮ
(２)客体不同ꎮ 前者以人格要素为客体ꎬ后者

是基于一定身份关系形成的身份ꎮ
(３)取得依据不同ꎮ 人格权在主体出生或成立

后即依法享有ꎬ并不需要实施特定的行为ꎮ 而身份

权源于事件或行为ꎮ
(４)权利的存续期间不同ꎮ 民事主体具有独立

人格期间皆享有人格权ꎬ人格权没有特别的期限限

制ꎮ 身份权是以一定的身份的存在为前提ꎬ并以身

份的存续为权利存续的前提ꎮ
◎{单 ２０１６. ２５}下列权利中ꎬ属于身份权的是

( )①ꎮ Ａ. 名誉权ꎻＢ. 名称权ꎻＣ. 隐私权ꎻＤ. 配
偶权

◎{法多 ２０１６. ２９}下列行为中ꎬ属于侵害人身

权的有( )②ꎮ Ａ. 王某将金某口中种植的假牙

打落ꎻＢ. 李某干涉其已成年的儿子小李变更姓名ꎻ
Ｃ. 陆某离婚后屡次阻拦前妻齐某探望孩子ꎻＤ. 记者

赵某将游客张某的不文明行为拍成照片

◎{单 ２０１２. ３２}下列有关自然人人格权与身份

权异同的表述ꎬ不正确的是( )③ꎮ Ａ. 人格权与

身份权均没有直接财产内容ꎻＢ. 人格权与身份权均

属于支配权和绝对权ꎻＣ. 人格权受到侵害后权利人

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ꎬ身份权则不可以ꎻＤ. 人格

权始于出生ꎬ身份权则以取得一定身份为前提

第二节 具体人格权

根据«民法典»第 １１０ 条规定ꎬ自然人的具体人

格权包括享有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

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等权利ꎻ法
人、非法人组织具体人格权包括名称权、名誉权和荣

誉权ꎮ

　 　 一、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

　 　 (一)生命权

生命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生命安全不受非法侵

害的权利ꎮ
の第 １００２ 条 自然人享有生命权ꎮ 自然人的

生命安全和生命尊严受法律保护ꎮ 任何组织或者个

人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权ꎮ
∥生命权是自然人作为权利主体的前提条件ꎬ

也是其行使其他民事权利的基础ꎬ故生命权是自然
人最基本的人格权ꎻ生命权始于出生、终于死亡ꎬ不

依赖于其他权利的存在ꎬ故为独立的人格权ꎮ 生命

权以自然人的生命安全为客体ꎬ以维护人的生命活
动的正常延续为基本内容ꎬ以人的生命活动能力为

保护对象ꎬ其实质是禁止他人非法剥夺生命而使人

的生命按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延续ꎮ
生命权的基本内容包括两个方面:
(１)生命安全维护权ꎮ 即维护生命的延续ꎬ保

护生命不受外来非法侵害ꎮ
(２)生命利益支配权ꎮ 即处分自己的生命ꎮ
∥尽管传统理论对生命权是否包括生命利益支

配权持否定态度ꎬ但献身问题和“安乐死”问题对传

统观点提出了挑战ꎮ 例如ꎬ献出自己的生命以挽救

他人生命或健康的行为、参加危险竞技项目的行为

均被视为对生命利益的合法放弃ꎮ 同时ꎬ在有些国

家和地区ꎬ立法已经明确承认“安乐死”的合法性ꎮ

　 　 (二)身体权▲
身体权ꎬ是指自然人享有的对其肢体、器官和其

他组织进行支配并维护其安全与完满ꎬ从而享受一

定利益的权利ꎮ
の第 １００３ 条 自然人享有身体权ꎮ 自然人的

身体完整和行动自由受法律保护ꎮ 任何组织或者个

人不得侵害他人的身体权ꎮ
の第 １００６ 条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有权依法

自主决定无偿捐献其人体细胞、人体组织、人体器
官、遗体ꎮ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强迫、欺骗、利诱
其捐献ꎮ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据前款规定同意捐献

的ꎬ应当采用书面形式ꎬ也可以订立遗嘱ꎮ
自然人生前未表示不同意捐献的ꎬ该自然人死

亡后ꎬ其配偶、成年子女、父母可以共同决定捐献ꎬ决
定捐献应当采用书面形式ꎮ

の第 １００７ 条 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人体细胞、
人体组织、人体器官、遗体ꎮ

违反前款规定的买卖行为无效ꎮ
の第 １０１１ 条 以非法拘禁等方式剥夺、限制他

人的行动自由ꎬ或者非法搜查他人身体的ꎬ受害人有
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ꎮ

身体权具有以下特征:(１)主体限于自然人ꎮ
(２)客体是权利人自身的物质性人格要素ꎮ (３)内
容是自然人对其身体完整的维护及对肢体、器官和

组织的支配ꎬ故身体权属于支配权ꎮ (４)身体权是

不可转让的基本人格权ꎮ
身体权的基本内容是:(１)保护自然人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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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性和完全性ꎮ (２)支配自己的肢体、器官和其

他组织等身体组成部分ꎮ
◎{法单 ２０１４. ２０}甲向乙求婚ꎬ遭拒绝ꎬ甲恼羞

成怒剪掉了乙飘逸的长发ꎬ乙因此忧郁成疾ꎮ 甲侵

害了乙的( )①ꎮ Ａ. 名誉权ꎻＢ. 健康权ꎻＣ. 身体

权ꎻＤ. 肖像权

　 　 (三)健康权

健康权ꎬ是指自然人依法享有的维护其健康、保
持与利用其劳动能力并排除他人非法侵害的权利ꎮ

の第 １００４ 条 自然人享有健康权ꎮ 自然人的

身心健康受法律保护ꎮ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害

他人的健康权ꎮ
の第 １００８ 条 为研制新药、医疗器械或者发展

新的预防和治疗方法ꎬ需要进行临床试验的ꎬ应当依

法经相关主管部门批准并经伦理委员会审查同意ꎬ
向受试者或者受试者的监护人告知试验目的、用途

和可能产生的风险等详细情况ꎬ并经其书面同意ꎮ
进行临床试验的ꎬ不得向受试者收取试验费用ꎮ
の第 １００９ 条 从事与人体基因、人体胚胎等有

关的医学和科研活动ꎬ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

家有关规定ꎬ不得危害人体健康ꎬ不得违背伦理道

德ꎬ不得损害公共利益ꎮ
の第 １０１０ 条 违背他人意愿ꎬ以言语、文字、图

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ꎬ受害人有
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ꎮ

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
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ꎬ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
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ꎮ

１.健康权的特征:
(１)健康权以维护自然人的身体生理功能的正

常发挥为根本利益ꎮ 健康有两个要素:一是生理机

能的正常运作ꎻ二是生理功能的完善发挥ꎮ 通过这

两个要素协调一致地发挥作用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

动得以维持ꎮ
(２)健康权是专属于自然人的人格权ꎬ始于出

生ꎬ终于死亡ꎬ在自然人的有生之年具有不可转

让性ꎮ
(３)健康权是绝对权、对世权ꎮ

２.健康权与生命权、身体权区别: ×
侵害生命权意味着生命不可逆转的丧失ꎬ侵害

健康权的结果是健康受损ꎬ健康受损后经过医治可

以康复或好转ꎻ生命权的根本利益在于维护生命安

全与生命价值ꎬ健康权以维持人体的正常生命活动

为根本利益ꎻ某一侵权行为侵犯的究竟是生命权还

是健康权ꎬ以侵害的实际后果而不是侵权人的侵害

目标为判断标准ꎻ侵害健康权并不当然侵犯身体权ꎬ
如污染环境致人患病ꎻ同样ꎬ侵害身体权也不当然侵

害健康权ꎬ如非法剪人头发ꎮ

３.健康权的基本内容:
(１)健康维护权ꎮ 权利人有权保持自己的健康

状况ꎬ在健康水平下降时ꎬ有权请求并接受医疗以使

健康状况达到完好的状态或者恢复到原有状态ꎮ 上

述权利的行使ꎬ不受任何人的干涉或强制ꎮ
(２)劳动能力维护权ꎮ 保有劳动能力ꎬ利用劳

动能力以满足自己及社会的需要ꎬ发展劳动能力ꎮ
(３)健康利益支配权ꎮ 自然人有权支配其健康

利益ꎬ如健康受损的危险进行人体试验ꎬ从事危险性

极大的体育竞技活动ꎬ舍己救人、见义勇为等ꎮ

　 　 二、姓名权和名称权

の第 １０１２ 条 自然人享有姓名权ꎬ有权依法决

定、使用、变更或者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姓名ꎬ但是
不得违背公序良俗ꎮ

の第 １０１３ 条 法人、非法人组织享有名称权ꎬ
有权依法决定、使用、变更、转让或者许可他人使用
自己的名称ꎮ

の第 １０１４ 条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干涉、
盗用、假冒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姓名权或者名称权ꎮ

の第 １０１５ 条 自然人应当随父姓或者母姓ꎬ但
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ꎬ可以在父姓和母姓之外选取

姓氏:
(１)选取其他直系长辈血亲的姓氏ꎻ
(２)因由法定扶养人以外的人扶养而选取扶养

人姓氏ꎻ
(３)有不违背公序良俗的其他正当理由ꎮ
少数民族自然人的姓氏可以遵从本民族的文化

传统和风俗习惯ꎮ
の第 １０１６ 条 自然人决定、变更姓名ꎬ或者法

人、非法人组织决定、变更、转让名称的ꎬ应当依法向
有关机关办理登记手续ꎬ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ꎮ

民事主体变更姓名、名称的ꎬ变更前实施的民事
法律行为对其具有法律约束力ꎮ

の第 １０１７ 条 具有一定社会知名度ꎬ被他人使

用足以造成公众混淆的笔名、艺名、网名、译名、字

号、姓名和名称的简称等ꎬ参照适用姓名权和名称权

保护的有关规定ꎮ

　 　 (一)姓名权

姓名权是自然人依法享有的决定、使用、变更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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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姓名ꎬ并排除他人以干涉、盗
用、假冒等方式非法侵害的权利ꎮ

姓名权具有以下特征:
(１)姓名权是以自然人的姓名为客体的人格

权ꎮ 姓名表明的是人格而不是身份ꎬ所以姓名权是

人格权ꎮ
(２)姓名权是专属于自然人的人格权ꎬ与自然

人的人身不可分离ꎬ不得转让、抛弃ꎮ
(３)自然人决定、变更姓名应当依法向有关机

关办理登记手续ꎬ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ꎮ
姓名权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
(１)姓名决定权ꎮ 即决定自己姓名并排除他人

非法干涉的权利ꎮ
自然人成年以后有权自行决定姓名ꎮ 在姓氏的

选择上ꎬ自然人有权决定随父姓、母姓或采用其他

姓ꎻ在名字的选择上ꎬ自然人不仅有权决定自己在户

籍簿上登记的正式名字ꎬ而且可以决定自己的别名、
笔名、艺名、字或号等其他名字ꎮ

(２)姓名使用权和许可他人使用权ꎮ 即依法使

用自己姓名排除他人非法干涉ꎬ并要求他人正确使

用自己姓名ꎬ以及许可他人使用自己姓名的权利ꎮ
法律对使用正式姓名有特殊要求的ꎬ应遵守法律的

规定ꎮ 对姓名等的许可使用ꎬ参照适用肖像许可使

用的有关规定ꎮ
(３)姓名变更权ꎮ 即依照法律规定改变自己的

正式姓名而不受他人非法干涉的权利ꎮ
姓名变更权是姓名决定权的延伸ꎮ 自然人在行

使姓名变更权时ꎬ应当遵守法律的相关规定ꎮ 如未

成年人要由本人的父母、收养人ꎬ成年人要由本人ꎬ
向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ꎮ

◎{单 ２０１３. ３６}甲、乙系父子关系ꎮ 乙在注册

公司时ꎬ将其父甲登记为股东之一ꎬ后被甲发现ꎮ 因

甲不同意ꎬ双方发生争执并诉至法院ꎮ 乙的行为

( )①ꎮ Ａ. 合法ꎬ属于法定代理ꎻＢ. 合法ꎬ属于无

因管理ꎻＣ. 非法ꎬ侵犯了甲的姓名权ꎻＤ. 非法ꎬ侵犯

了甲的隐私权

　 　 (二)名称权▲
名称权是法人、非法人组织依法享有的决定、使

用、变更、转让或者许可他人使用其名称并排除他人

非法干涉的权利ꎮ
◎{单 ２０１７. ３４}甲谎称是乙公司的代理人ꎬ以

乙公司的名义与丙公司签订合同ꎮ 甲侵权了乙公司

的( )②ꎮ Ａ. 姓名权ꎻＢ. 商标权ꎻＣ. 名誉权ꎻＤ. 名
称权

名称权具有以下特征:
(１)名称权的主体是自然人以外的其他民事主

体ꎬ包括法人、非法人组织ꎮ
(２)名称权往往具有直接财产利益ꎬ商业名称

权可以转让ꎮ
(３)法人、非法人组织决定、变更、转让名称的ꎬ

应当依法向有关机关办理登记手续ꎬ但是法律另有

规定的除外ꎮ
名称权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
(１)名称决定权ꎮ 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名称的

确定应当依照法律的规定ꎬ不得随意侵犯、盗用、仿
冒其他组织的受法律保护的名称ꎬ并且应当依法办

理有关的登记手续ꎮ 他人不得随意干涉法人、非法

人组织确定自己名称的权利ꎮ
(２)名称使用权ꎮ 法人、非法人组织对其名称

享有独占的使用权ꎬ任何人不得干涉和非法使用ꎮ
在登记的地区内ꎬ他人不得再登记该名称经营同一

性质的业务ꎻ未经登记而使用者ꎬ同样构成对名称权

的侵害ꎮ 同时ꎬ法律对法人、非法人组织行使其名称

权有一定的限制性规定ꎬ权利人应遵守这些规定ꎮ
(３)名称变更权ꎮ 变更名称应当遵循法律规定

进行ꎬ必须办理变更登记ꎮ
(４)名称转让权和许可他人使用权ꎮ ∥可转让

的商业名称权还可以继承ꎮ

　 　 三、肖像权▲▲【选择、案例】
の第 １０１８ 条 自然人享有肖像权ꎬ有权依法制

作、使用、公开或者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肖像ꎮ
肖像是通过影像、雕塑、绘画等方式在一定载体

上所反映的特定自然人可以被识别的外部形象ꎮ
肖像权是指自然人依法制作、使用、公开或者许

可他人使用自己的肖像ꎬ借此享受一定利益并排除
他人非法侵害的权利ꎮ

１.肖像权的特征:
(１)肖像权是专属于自然人的人格权ꎬ其主体

限于自然人ꎮ
◎{单 ２０１１. ３９}下列人身权中ꎬ属于自然人专

有的是( )③ꎮ Ａ. 名誉权ꎻＢ. 肖像权ꎻＣ. 信用权ꎻ
Ｄ. 荣誉权

(２)肖像权的客体是肖像人的肖像ꎬ而不是肖
像的载体ꎮ 肖像的载体属于物的范畴ꎬ是财产权的

客体ꎮ 肖像载体的所有人与肖像权人可以分离ꎮ
(３)肖像权是专有权ꎮ 肖像直接关系到自然人

的人格尊严与社会评价ꎬ与自然人的人格不可分离ꎬ
故肖像权属于专有性的权利ꎮ 肖像权的专有性首先

体现在形象再现的专有权上ꎬ即只有肖像权人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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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决定是否允许他人再现自己形象ꎻ此外ꎬ还体现在

肖像使用的处分权上ꎬ肖像的使用权属于肖像权人ꎬ
只有肖像权人方有权利转让ꎮ

２.基本内容

肖像权属于支配权ꎬ其内容是肖像权人对自己

肖像的支配ꎬ具体包括:
(１)肖像制作权ꎮ 自然人有权决定是否制作肖

像ꎬ有权决定肖像的制作形式、肖像载体所用的材

料ꎻ有权决定是由自己抑或由他人制作自己的肖像ꎬ
也有权禁止他人非法制作自己的肖像ꎮ ∥制作肖像

即以物质材料反映肖像人的形象ꎮ
(２)肖像使用权和许可使用权ꎮ 肖像权人对自

己的肖像有权以任何合法的方式自己使用或者许可

他人使用并获得一定的收益ꎮ 自然人有权决定是否

允许他人使用自己的肖像ꎻ未经肖像权人同意ꎬ任何

人原则上不得使用其肖像ꎮ
(３)肖像利益维护权ꎮ 肖像权人有权维护自己

的肖像利益ꎬ对侵犯肖像权的行为有权请求其停止

侵害并可要求侵害人赔偿损失ꎮ
◎{单 ２０２１. ３２}甲为乙拍摄照片后将照片发到

朋友圈ꎬ丙看到后觉得很有趣ꎬ遂将该照片做成搞笑

表情包出售ꎮ 丙侵犯了( )①ꎮ Ａ. 甲的发表权ꎻ
Ｂ. 甲的隐私权ꎻＣ. 乙的肖像权ꎻＤ. 乙的荣誉权

◎{单 ２０２０. ２５ [１５]}微信名为“温柔的小蜜

蜂”的用户在朋友圈中发图配文称:张某是一位糖

尿病患者ꎬ服用“小蜜蜂”牌保健品后病情得到控

制ꎮ 李某发现该图用的是自己的生活照ꎬ且文字内

容 与 自 己 毫 不 相 干ꎮ 该 用 户 侵 犯 了 李 某 的

( )②ꎮ Ａ. 名誉权ꎻＢ. 肖像权ꎻＣ. 个人信息权益ꎻ
Ｄ. 姓名权

◎{单 ２０１８. ２８[１８]}摄影师甲以乙为模特拍摄

了数百张艺术照ꎮ 甲将这些艺术照片编辑成画册ꎬ
未经乙同意交出版社出版发行ꎮ 甲的行为侵害了乙

的( )③ꎮ Ａ. 著作权ꎻＢ. 发表权ꎻＣ. 肖像权ꎻＤ. 署
名权

◎{单 ２０１５. ３５}甲公司擅自使用电视剧«华妃

传»中华妃扮演者的剧照为某化妆品做广告ꎬ甲公

司的行为侵害了( )④ꎮ Ａ. 华妃扮演者的肖像

权ꎻＢ. 华妃扮演者的名誉权ꎻＣ. «华妃传»著作权人

的著作权ꎻＤ. «华妃传»著作权人的邻接权

◎{单 ２０１３. ３５}摄影师甲为刘某拍照后ꎬ私自

将照片卖给乙制作挂历销售ꎮ 后来乙又将照片送给

丙作橱窗广告ꎬ被刘某发现诉至法院ꎮ 在本案中ꎬ侵
害刘某肖像权的是 ( )⑤ꎮ Ａ. 甲和乙ꎻＢ. 乙和

丙ꎻＣ. 甲和丙ꎻＤ. 甲、乙、丙
◎{法单 ２０１２. ２０}下列选项中ꎬ属于侵害肖像

权的是( )⑥ꎮ Ａ. 甲殴打耿某致其面部受伤ꎻ
Ｂ. 乙以营利为目的擅自使用已故著名运动员蒋某

的相片ꎻＣ. 丙整容成知名歌星商某的外形参加营利

性模仿秀表演ꎻＤ. 丁将偶然在辛某博客上看到的辛

某自画像用于某杂志封面

◎{法多 ２０１１. ３０}甲与某影楼约定:影楼免费

为甲拍摄艺术照ꎬ同时有权选择其中的一套照片用

于制作影楼的宣传画册ꎮ 后甲发现自己的照片出现

在某整容医院的广告中ꎮ 经查ꎬ该照片系整容医院

从影楼购得ꎮ 根据法律规定( )⑦ꎮ Ａ. 影楼的

行为构成违约ꎻＢ. 影楼的行为侵犯了甲的肖像权ꎻ
Ｃ. 整容医院的行为侵犯了甲的隐私权ꎻＤ. 整容医院

的行为侵犯了甲的肖像权

３.考点法条解析

(１)肖像权消极权能:
の第 １０１９ 条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丑化、

污损ꎬ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

的肖像权ꎮ 未经肖像权人同意ꎬ不得制作、使用、公
开肖像权人的肖像ꎬ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ꎮ

未经肖像权人同意ꎬ肖像作品权利人不得以发
表、复制、发行、出租、展览等方式使用或者公开肖像
权人的肖像ꎮ

(２)肖像权的合理使用▲▲:
の第 １０２０ 条 合理实施下列行为的ꎬ可以不经

肖像权人同意:
①为个人学习、艺术欣赏、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

究ꎬ在必要范围内使用肖像权人已经公开的肖像ꎻ
②为实施新闻报道ꎬ不可避免地制作、使用、公

开肖像权人的肖像ꎻ
③为依法履行职责ꎬ国家机关在必要范围内制

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ꎻ
④为展示特定公共环境ꎬ不可避免地制作、使

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ꎻ
⑤为维护公共利益或者肖像权人合法权益ꎬ制

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的其他行为ꎮ
∥为展示特定公共环境ꎬ如:为记载或宣传特定

公众活动使用参与者的肖像ꎬ为宣传报道而使用参

加游行集会、游园活动的人的肖像ꎮ 为维护公共利

益或者肖像权人合法权益ꎬ如:宣传某人的先进事

迹ꎬ在报纸、电视台、电影中使用先进人物的照片ꎻ寻
人启示刊登照片等ꎮ

◎{法单 ２０１６. １４}某电影厂以纪实手法拍摄影

片ꎬ拍摄街头实景时将报刊摊主汪某摄入镜头ꎬ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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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秒钟形象定格ꎮ 影片公映后ꎬ汪某因此屡遭他人

调侃ꎬ心生不悦ꎮ 电影厂的行为( )①ꎮ Ａ. 不构

成侵权ꎻＢ. 侵犯了汪某的肖像权ꎻＣ. 侵犯了汪某的

名誉权ꎻＤ. 侵犯了汪某的隐私权

◎{单 ２０１５. ４０[２０]}某公安局官方微博公布了

演员甲因容留他人吸毒被抓的消息ꎬ一知名记者在

其博客上转载该消息ꎬ并上传了甲与艺人乙、丙一起

赌博的照片ꎮ 该记者的行为( )②ꎮ Ａ. 侵害了

甲的隐私权ꎻＢ. 侵害了乙、丙的肖像权ꎻＣ. 侵犯了

乙、丙的隐私权ꎻＤ. 不构成侵权

(３)肖像许可使用合同解释规则

の第 １０２１ 条 当事人对肖像许可使用合同中

关于肖像使用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ꎬ应当作出有利
于肖像权人的解释ꎮ

(４)肖像许可使用合同解除权

の第 １０２２ 条 当事人对肖像许可使用期限没
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ꎬ任何一方当事人可以随
时解除肖像许可使用合同ꎬ但是应当在合理期限之
前通知对方ꎮ

当事人对肖像许可使用期限有明确约定ꎬ肖像
权人有正当理由的ꎬ可以解除肖像许可使用合同ꎬ但
是应当在合理期限之前通知对方ꎮ 因解除合同造成

对方损失的ꎬ除不可归责于肖像权人的事由外ꎬ应当

赔偿损失ꎮ
(５)姓名许可和声音保护的参照适用:
の第 １０２３ 条 对姓名等的许可使用ꎬ参照适用

肖像许可使用的有关规定ꎮ
对自然人声音的保护ꎬ参照适用肖像权保护的

有关规定ꎮ

　 　 四、名誉权和荣誉权

　 　 (一)名誉权▲
の第 １０２４ 条 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ꎮ 任何组

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
誉权ꎮ

名誉是对民事主体的品德、声望、才能、信用等

的社会评价ꎮ
◎{单 ２０１８. ２９[１９]}甲将乙的照片和联系方式

发到自己的微信朋友圈ꎬ声称乙欠钱不还ꎬ是个骗

子ꎮ 经查ꎬ甲所言与事实完全不符ꎮ 甲的行为侵害

了乙的( )③ꎮ Ａ. 姓名权ꎻＢ. 名誉权ꎻＣ. 肖像权ꎻ
Ｄ. 荣誉权

１.名誉权的概念和特征

名誉权是指自然人依法享有的维护其名誉ꎬ享
受名誉给自己带来的利益并排除他人非法侵害的

权利ꎮ

名誉权具有以下特征:
(１)名誉权的主体包括所有的民事主体ꎮ
(２)名誉权的客体为名誉ꎮ 名誉权的本质在于

权利人有权要求他人对其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ꎬ有
权排除他人对其名誉权的侵害ꎮ

(３)名誉权不具有直接的财产内容ꎬ但与一定
的财产利益相联系ꎬ尤其是对从事经营活动的民事

主体而言ꎬ名誉权与其财产利益的联系更为密切ꎬ良
好的名誉本身就是一种财富ꎮ

２.名誉权的基本内容:
(１)名誉保有权ꎮ 即保持自己的名誉ꎬ使社会

评价不降低、不丧失以及通过自己的行为改善和提

高自己的社会评价的权利ꎮ
(２)名誉维护权ꎮ 名誉权属于绝对权、对世权ꎬ

权利人对于其他任何人都享有不得侵害自己权利

的不作为请求权ꎬ任何人均负有不得侵害其名誉权

的法定义务ꎮ 对于恶意贬损或损害自己名誉等非

法侵害自己名誉的行为ꎬ权利人有权要求其停止侵

害ꎬ并可寻求司法保护ꎬ要求对自己遭受的损害进

行救济ꎮ
(３)名誉利益支配权ꎮ 名誉权人可以利用自己

良好的名誉ꎬ从事合法的经济、政治、文化活动并可

享有因此获得的合法利益ꎮ 依照通说ꎬ名誉权不得

抛弃ꎬ也不得转让和继承ꎮ

３.名誉权的限制▲
の第 １０２５ 条 行为人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

道、舆论监督等行为ꎬ影响他人名誉的ꎬ不承担民事
责任ꎬ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１)捏造、歪曲事实ꎻ
(２)对他人提供的严重失实内容未尽到合理核

实义务ꎻ
(３)使用侮辱性言辞等贬损他人名誉ꎮ
の第 １０２６ 条 认定行为人是否尽到前条第 ２

项规定的合理核实义务ꎬ应当考虑下列因素:
(１)内容来源的可信度ꎻ
(２)对明显可能引发争议的内容是否进行了必

要的调查ꎻ
(３)内容的时限性ꎻ
(４)内容与公序良俗的关联性ꎻ
(５)受害人名誉受贬损的可能性ꎻ
(６)核实能力和核实成本ꎮ
∥の第 １０２７ 条 行为人发表的文学、艺术作品

以真人真事或者特定人为描述对象ꎬ含有侮辱、诽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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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ꎬ侵害他人名誉权的ꎬ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该行
为人承担民事责任ꎮ

行为人发表的文学、艺术作品不以特定人为描

述对象ꎬ仅其中的情节与该特定人的情况相似的ꎬ不
承担民事责任ꎮ

の第 １０２８ 条 民事主体有证据证明报刊、网络

等媒体报道的内容失实ꎬ侵害其名誉权的ꎬ有权请求

该媒体及时采取更正或者删除等必要措施ꎮ
の第 １０２９ 条 民事主体可以依法查询自己的

信用评价ꎻ发现信用评价不当的ꎬ有权提出异议并请

求采取更正、删除等必要措施ꎮ 信用评价人应当及

时核查ꎬ经核查属实的ꎬ应当及时采取必要措施ꎮ

　 　 (二)荣誉权

１.概念和特征

荣誉权ꎬ是指主体对荣誉享有的获得、保持、利
用并享受所生利益的权利ꎮ 荣誉是特定人从特定组

织获得的一种专门化和确定化的积极评价ꎮ
の第 １０３１ 条 民事主体享有荣誉权ꎮ 任何组

织或者个人不得非法剥夺他人的荣誉称号ꎬ不得诋
毁、贬损他人的荣誉ꎮ

获得的荣誉称号应当记载而没有记载的ꎬ民事

主体可以请求记载ꎻ获得的荣誉称号记载错误的ꎬ民
事主体可以请求更正ꎮ

荣誉权具有以下特征:(１)权利主体包括所有

的民事主体ꎻ(２)客体是民事主体获得的荣誉ꎮ

２.荣誉权的基本内容

(１)荣誉获得权ꎮ 即民事主体有权获得因其行

为而授予的荣誉称号ꎬ任何他人不得加以妨碍、阻挠

和干涉ꎮ
(２)荣誉维护权ꎮ 即民事主体对于已经授予的

荣誉有权保持归自己所有ꎬ排除他人非法侵害ꎮ 荣

誉一经获得ꎬ即为民事主体终身享有ꎬ未经法定程序
不得撤销或非法剥夺ꎬ也不得转让或继承ꎮ

(３)荣誉利用权ꎮ 即民事主体可以利用荣誉ꎬ
并享有和自主支配因一定的荣誉而获得的物质利

益ꎮ 如企业可以在商业广告中载明自己获得的荣誉

以取信于社会ꎮ 权利人利用荣誉必须遵守法律ꎬ不
得损害社会公益ꎮ

３.荣誉与名誉的区别:
(１)来源不同ꎮ 荣誉是由特定组织授予的ꎬ来

源具有特定性ꎻ名誉是民事主体获得的生活评价ꎬ其
来源是不特定的社会公众ꎮ

(２)内容不同ꎮ 荣誉是对民事主体的正面的、
积极的、褒扬性的评价ꎮ 名誉是对民事主体的客观

评价ꎬ该评价可能是正面的积极的ꎬ也可能是负面的

消极的ꎬ故名誉有好坏之分ꎬ而荣誉则无此区分ꎮ 同

时ꎬ荣誉是由一定组织依一定条件和程序给予的ꎬ是
一种正式评价ꎬ表现为一定的形式如荣誉称号ꎻ名誉

则是一种带有随意性的评价ꎬ没有固定的形式ꎮ
(３)涉及的范围不同ꎮ 荣誉仅是对民事主体的

某个特定方面的评价ꎬ名誉则是对某一主体的综合

性评价ꎬ涉及主体的各个方面ꎮ
(４)荣誉可以依照一定的程序剥夺或者撤销ꎬ

而名誉只可能发生改变ꎬ不可能被剥夺或者撤销ꎮ
◎{单 ２０１０. ４４}自然人开始享有荣誉权的时间

是( )①ꎮ Ａ. 出生时ꎻＢ. 取得荣誉称号时ꎻＣ. 年
满 １８ 周岁时ꎻＤ. 年满 １８ 周岁且取得荣誉称号时

　 　 五、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

　 　 (一)隐私权▲
１.隐私权的概念

隐私权ꎬ是指自然人享有的对自己的个人隐私
进行支配并排除他人非法干涉的人格权ꎮ

の第 １０３２ 条 自然人享有隐私权ꎮ 任何组织
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
他人的隐私权ꎮ

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
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ꎮ

２.隐私权具有以下特征

(１)隐私权的主体限于自然人ꎬ是专属于自然

人的人格权利ꎮ
∥法律创设隐私权的目的是保护个人私生活的

自由与安宁ꎮ 需要说明的是ꎬ自然人的隐私范围并

不完全相同ꎬ如普通公民和国家公务人员的隐私范

围就不相同ꎮ
(２)隐私权的客体是隐私ꎮ 因隐私与他人及社

会公共利益无关ꎬ故法律禁止他人以刺探、侵扰、泄
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ꎮ

(３)隐私权是支配权ꎬ权利人既可以利用隐私ꎬ
也可以放弃隐私ꎮ

◎{单 ２０１４. ３２}下列选项中ꎬ属于人格权且只

能由自然人享有的是( )②ꎮ Ａ. 荣誉权ꎻＢ. 名誉

权ꎻＣ. 隐私权ꎻＤ. 亲属权

３.基本内容▲【选择】
(１)隐私保密权ꎮ 即保持自己的个人生活秘密

不为他人知晓ꎮ
(２)隐私保护权ꎮ 即维护自己的生活利益和生

活秘密不受他人的非法窥探、侵扰、泄露、公开等ꎮ

０９１
① ②Ｂ Ｃ

科教园法硕———22年专业致力于法律硕士联考研究与培训 
欢迎走进科教园，领略法律大家风范! 

咨询电话：010-82330118，15801290122(同微信)



在受到他人侵害时ꎬ可以请求司法救济ꎮ
(３)隐私支配权ꎮ 即隐私权人可以自主决定自

己的私人生活方式、可以决定是否对外公开自己的

生活秘密ꎬ可以利用自己的生活秘密以满足自己的

精神、物质方面的需要ꎮ 隐私权人还可以决定是否

允许他人探知自己的隐私ꎬ并可决定是否允许他人

利用自己的隐私ꎮ 隐私的利用不得违反法律ꎬ不得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善良风俗ꎮ

４.隐私权侵害行为▲
の第 １０３３ 条 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权利人明

确同意外ꎬ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实施下列行为:
(１)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传

单等方式侵扰他人的私人生活安宁ꎻ
(２)进入、拍摄、窥视他人的住宅、宾馆房间等

私密空间ꎻ
(３)拍摄、窥视、窃听、公开他人的私密活动ꎻ
(４)拍摄、窥视他人身体的私密部位ꎻ
(５)处理他人的私密信息ꎻ
(６)以其他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ꎮ
∥隐私权的保护同时会限制其他民事主体的

行为ꎮ

　 　 (二)个人信息保护

个人信息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对自己的个人信
息进行支配并排除他人非法处理的人格权ꎮ

１.个人信息的含义

根据第 １０３４ 条中的规定ꎬ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
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
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ꎬ包括自然人的姓名、出生
日期、身份证件号码、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
码、电子邮箱、健康信息、行踪信息等ꎮ 个人信息中
的私密信息ꎬ适用有关隐私权的规定ꎻ没有规定的ꎬ
适用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ꎮ

の第 １１１ 条 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ꎮ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需要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ꎬ应当

依法取得并确保信息安全ꎬ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
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ꎬ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

开他人个人信息ꎮ
◎{单 ２０１９. ２６[１６]}甲公司将售房过程中收集到

的购房者的姓名、身份证号码、电话、家庭住址等信息

打包出售ꎮ 甲公司的行为侵害了购房者的( )①ꎮ
Ａ. 个人信息权益ꎻＢ. 身份权ꎻＣ. 信用权ꎻＤ. 姓名权

２.个人信息处理的原则和条件

人格权编对个人信息保护作了具体规定ꎮ «民
法典»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中ꎬ处理个人信息成为规

范的重点ꎮ

の第 １０３５ 条 处理个人信息的ꎬ应当遵循合

法、正当、必要原则ꎬ不得过度处理ꎬ并符合下列

条件:
(１)征得该自然人或者其监护人同意ꎬ但是法

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ꎻ
(２)公开处理信息的规则ꎻ
(３)明示处理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ꎻ
(４) 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双方的

约定ꎮ
个人信息的处理包括个人信息的收集、存储、使

用、加工、传输、提供、公开等ꎮ

３.处理个人信息免责事由

の第 １０３６ 条 处理个人信息ꎬ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ꎬ行为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１)在该自然人或者其监护人同意的范围内合
理实施的行为ꎻ

(２)合理处理该自然人自行公开的或者其他已
经合法公开的信息ꎬ但是该自然人明确拒绝或者处
理该信息侵害其重大利益的除外ꎻ

(３)为维护公共利益或者该自然人合法权益ꎬ
合理实施的其他行为ꎮ

４.个人信息主体的权利

の第 １０３７ 条 自然人可以依法向信息处理者

查阅或者复制其个人信息ꎻ发现信息有错误的ꎬ有权

提出异议并请求及时采取更正等必要措施ꎮ
自然人发现信息处理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

规定或者双方的约定处理其个人信息的ꎬ有权请求

信息处理者及时删除ꎮ

５.信息处理者的信息安全保障义务

の第 １０３８ 条 信息处理者不得泄露或者篡改

其收集、存储的个人信息ꎻ未经自然人同意ꎬ不得向

他人非法提供其个人信息ꎬ但是经过加工无法识别
特定个人且不能复原的除外ꎮ

信息处理者应当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

施ꎬ确保其收集、存储的个人信息安全ꎬ防止信息泄

露、篡改、丢失ꎻ发生或者可能发生个人信息泄露、篡
改、丢失的ꎬ应当及时采取补救措施ꎬ按照规定告知

自然人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ꎮ

６.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保密义务

の第 １０３９ 条 国家机关、承担行政职能的法定

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对于履行职责过程中知悉的自然

人的隐私和个人信息ꎬ应当予以保密ꎬ不得泄露或者
向他人非法提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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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婚姻家庭、继承、
侵权责任编

第十九章 婚 姻 家 庭▲

第一节 亲　 　 属

　 　 一、亲属的概念与特征

亲属是指因婚姻、血缘和法律拟制而形成的一

种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ꎮ
亲属具有以下特征:
(１)亲属具有身份性ꎮ 亲属具有固定的身份和

称谓ꎬ亲属身份一经确定ꎬ除法律另有规定外ꎬ不得

任意变更或解除ꎮ
(２)亲属产生的原因具有特殊性ꎮ 亲属只能因

特定的民事法律事实产生ꎬ亲属产生的原因包括结

婚、出生、收养和抚养教育ꎮ
(３)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具有法定性ꎮ 亲属是法

律所规范的社会关系ꎬ其权利义务均为法律所赋予ꎬ
不可通过约定加以改变和放弃ꎮ

　 　 二、亲属的范围及家庭成员

我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调整的亲属范围以
近亲属为限ꎬ此外ꎬ还有一个禁婚亲的范围ꎬ即直系

血亲或者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禁止结婚ꎮ ∥亲属作

为基于婚姻、血缘和法律拟制而产生的社会关系ꎬ可
以上下左右延伸及延续ꎬ但法律所调整的只是一定

范围内的亲属关系ꎮ 哪些亲属关系应列人法律调整

的范围ꎬ主要是由当时社会的经济基础及亲属关系

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所决定ꎬ并与当时社会上层建

筑相适应ꎮ
の第 １０４５ 条 亲属包括配偶、血亲和姻亲ꎮ
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

孙子女、外孙子女为近亲属ꎮ
配偶、父母、子女和其他共同生活的近亲属为家

庭成员ꎮ
家庭成员ꎬ是指同居一家共同生活并互有权利

义务的亲属ꎮ 在我国ꎬ家庭成员是指配偶、父母、子
女和其他共同生活的近亲属ꎮ 可见ꎬ家庭成员仅仅

是近亲属中的一部分ꎬ家庭成员一定是近亲属ꎬ但近

亲属不一定是家庭成员ꎮ

　 　 三、亲属的种类▲
以亲属关系发生的原因为标准ꎬ可以将亲属分

为配偶、血亲和姻亲三类ꎮ

１.配偶

配偶即夫妻ꎬ是指男女双方因结婚而产生的亲

属关系ꎮ 在婚姻存续期间ꎬ夫妻互为配偶ꎮ 配偶在

亲属关系中居于重要的核心地位ꎬ它是血亲和姻亲

产生的源泉和纽带ꎮ
∥配偶关系因双方离婚或一方死亡(包括自然

死亡和宣告死亡)而终止ꎮ

２.血亲

血亲ꎬ是指相互之间具有血缘联系的亲属ꎮ 包

括自然血亲和拟制血亲ꎮ
(１)自然血亲ꎬ是指出自同一祖先ꎬ因出生而自

然形成的具有真实血缘联系的亲属ꎮ 自然血亲包括

父系或母系ꎬ这些亲属无论是婚生还是非婚生ꎬ无论

是全血缘(同父同母)还是半血缘(同父异母、同母

异父)ꎬ均为自然血亲ꎮ
(２)拟制血亲ꎬ是指相互之间本无自然血亲应

具有的血缘关系ꎬ但法律确认其与自然血亲具有同

等权利义务关系的亲属ꎮ
在我国ꎬ拟制血亲有两种:一是因收养形成的血

亲ꎻ二是继父母与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之间形成

的血亲ꎮ

３.姻亲

姻亲ꎬ是指因婚烟而产生的亲属关系ꎬ即配偶一

方与对方的血亲之间的亲属关系ꎬ但配偶本身不在

姻亲之列ꎮ

　 　 四、亲系与亲等【选择】

　 　 (一)亲系

亲系是指亲属间的联络系统ꎮ 亲属以婚姻、血
缘为基础ꎬ构咸纵横交错、互相交织的亲属网络ꎮ 除

配偶外ꎬ一切亲属都有一定的亲系可循ꎮ 亲系分为

直系亲和旁系亲两种ꎮ 由此ꎬ血亲可分为直系血亲
和旁系血亲ꎬ姻亲可分为直系姻亲和旁系姻亲ꎮ

１.直系血亲与旁系血亲
直系血亲ꎬ是指有直接血缘联系的血亲ꎬ包括生

育自己或自己所生育的上下各代血亲ꎮ 上溯至父

母、祖父母、外祖父母等ꎬ下至子女、孙子女、外孙子

女等ꎬ皆为直系血亲ꎮ 直系血亲除自然直系血亲外ꎬ
还包括法律拟制的直系血亲ꎮ

旁系血亲ꎬ是指彼此之间具有间接血缘关系的

亲属ꎬ即双方之间无从出关系但同源于一共同祖先

的血亲ꎮ 如同源于父母的兄弟姐妹ꎬ同源于祖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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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伯、叔、姑ꎬ同源于外祖父母的舅、姨等ꎮ 旁系血亲

包括全血缘血亲和半血缘血亲ꎬ旁系血亲除自然旁

系血亲外ꎬ还包括法律拟制的旁系血亲ꎮ

２.直系姻亲与旁系姻亲

直系姻亲ꎬ含义有二:一是指与配偶的直系血

亲ꎬ二是指与直系血亲的配偶ꎮ 两者只是认识的角

度不同而已ꎬ前者如儿媳与公婆ꎬ后者如公婆与儿

媳ꎬ二者的范围是一致的ꎮ
旁系姻亲ꎬ含义同样有二:一是指与配偶的旁系

血亲ꎬ二是指与旁系血亲的配偶ꎬ前者如与配偶的兄

弟姐妹ꎬ后者如与兄弟姐妹的配偶ꎬ二者的范围也是

一致的ꎮ

　 　 (二)亲等▲▲【单选】
亲等ꎬ是计算亲属关系亲疏远近的指数和尺

度ꎮ 亲等数小ꎬ表明亲属关系近ꎻ亲等数大ꎬ表明亲

属关系远ꎮ 亲等的计算以血亲为基础ꎬ但准用于

姻亲ꎮ
我国采用世代计算法ꎮ 代即世辈ꎬ以一辈为一

代ꎬ以代作为计算亲属关系亲疏远近的单位ꎮ 代数

越小ꎬ表明亲属关系越近ꎻ代数越大ꎬ表明亲属关系

越远ꎮ ∥国外立法对亲等的计算方法有两种方法:
当代多数国家采用的罗马法亲等计算法和寺院法亲

等计算法ꎮ

１.直系血亲的计算

以当事人开始自身为一代ꎬ向上父母为二代ꎬ祖
父母、外祖父母三代ꎬ依此类推ꎮ 向下子女为二代ꎬ
孙子女、外孙子女为三代ꎬ依此类推ꎮ

２.旁系血亲的计算

首先找出要计算的两个旁系血亲的同源直系血

亲ꎻ其次按照直系血亲的计算方法ꎬ分别计算出每一

方与同源直系血亲之间的代数ꎬ取代数大的一边定

代数ꎮ 如亲兄弟姐妹为二代旁系血亲ꎬ自己与叔、
姑、姨、舅为三代旁系血亲ꎮ

◎{单 ２０２１. ２６[１６]}甲的外祖父和乙的父亲是

亲兄弟ꎬ甲与乙属于( )①ꎮ Ａ. 二代旁系血亲ꎻ
Ｂ. 三代旁系血亲ꎻＣ. 四代旁系血亲ꎻＤ. 五代旁系血亲

　 　 五、婚姻家庭编一般规定

の第 １０４０ 条 本编(婚姻家庭编)调整因婚姻

家庭产生的民事关系ꎮ
の第 １０４１ 条 婚姻家庭受国家保护ꎮ
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

制度ꎮ
保护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的合法

权益ꎮ

の第 １０４２ 条 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
婚姻自由的行为ꎮ 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ꎮ

禁止重婚ꎮ 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ꎮ
禁止家庭暴力ꎮ 禁 止 家庭 成 员 间的 虐 待 和

遗弃ꎮ
の第 １０４３ 条 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ꎬ弘扬家

庭美德ꎬ重视家庭文明建设ꎮ
夫妻应当互相忠实ꎬ互相尊重ꎬ互相关爱ꎻ家庭

成员应当敬老爱幼ꎬ互相帮助ꎬ维护平等、和睦、文明
的婚姻家庭关系ꎮ

の第 １０４４ 条 收养应当遵循最有利于被收养
人的原则ꎬ保障被收养人和收养人的合法权益ꎮ

禁止借收养名义买卖未成年人ꎮ
∥２０２０ 年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以
下简称«婚姻家庭编解释一»):

第 １ 条: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ꎬ可以认定
为民法典第 １０４２ 条、第 １０７９ 条、第 １０９１ 条所称的
“虐待”ꎮ

第 ２ 条:民法典第 １０４２ 条、第 １０７９ 条、第 １０９１
条规定的“与他人同居”的情形ꎬ是指有配偶者与
婚外异性ꎬ不以夫妻名义ꎬ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ꎮ

第 ３ 条:当事人提起诉讼仅请求解除同居关系
的ꎬ人民法院不予受理ꎻ已经受理的ꎬ裁定驳回
起诉ꎮ

当事人因同居期间财产分割或者子女抚养纠纷
提起诉讼的ꎬ人民法院应当受理ꎮ

◎{单 ２０１２. ３８}没有配偶且符合其他结婚条件

的男女同居生活的ꎬ如果当事人向法院起诉请求解

除同居关系ꎬ人民法院( )②ꎮ Ａ. 按离婚处理ꎻ
Ｂ. 不予受理ꎻＣ. 按解除同居关系处理ꎻＤ. 对有子女

的按离婚处理

第 ４ 条:当事人仅以民法典第 １０４３ 条为依据提

起诉讼的ꎬ人民法院不予受理ꎻ已经受理的ꎬ裁定驳

回起诉ꎮ
第 ５ 条: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

的ꎬ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ꎬ人民法院应当予以

支持:
(１)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ꎻ
(２)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ꎻ
(３)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ꎮ
适用前款第 ２ 项、第 ３ 项的规定ꎬ应当以双方离

婚为条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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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结　 　 婚▲

结婚ꎬ又称婚姻成立ꎬ是指男女双方依法定的条

件和程序ꎬ确立夫妻关系的民事法律行为ꎮ

　 　 一、结婚的要件

结婚的要件包括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ꎮ 结婚除

必须符合结婚的实质要件外ꎬ还必须符合形式要件ꎬ
婚烟才具有法律上的效力ꎮ

　 　 (一)结婚的实质要件▲【多选】
结婚的实质要件包括结婚的必备要件和结婚的

禁止要件ꎮ

１.结婚的必备要件

结婚必备要件又称积极要件ꎬ是指男女双方结

婚时必须具备的法定条件ꎮ
の第 １０４６ 条 结婚应当男女双方完全自愿ꎬ禁

止任何一方对另一方加以强迫ꎬ禁止任何组织或者

个人加以干涉ꎮ
の第 １０４７ 条 结婚年龄ꎬ男不得早于 ２２ 周岁ꎬ

女不得早于 ２０ 周岁ꎮ
在我国ꎬ结婚必备要件包括:
(１)男女双方完全自愿ꎮ
(２)男女双方必须达到法定婚龄ꎮ 即男不得早

于 ２２ 周岁ꎬ女不得早于 ２０ 周岁ꎮ
(３)男女双方均无配偶ꎮ

２.结婚的禁止要件

结婚禁止要件ꎬ又称消极要件ꎬ是指法律禁止结

婚的情形ꎮ
の第 １０４８ 条 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的旁系

血亲禁止结婚ꎮ
禁止结婚的情形: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的旁

系血亲禁止结婚ꎮ
∥只针对自然血亲ꎬ这是基于优生优育的考虑ꎮ

　 　 (二)结婚的形式要件▲
结婚的形式要件是指法律规定的结婚必须履行

的法定程序ꎮ
在我国结婚的形式要件:男女双方须亲自到婚

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登记ꎮ
の第 １０４９ 条 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应当亲自

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结婚登记ꎮ 符合本法规定的ꎬ
予以登记ꎬ发给结婚证ꎮ 完成结婚登记ꎬ即确立婚姻
关系ꎮ 未办理结婚登记的ꎬ应当补办登记ꎮ

我国结婚实行登记制ꎮ 结婚登记是结婚必须履

行的法定程序ꎬ登记即是婚姻公示的法定方式ꎬ也是

婚姻的有效要件之一ꎬ完成结婚登记ꎬ即确立婚姻关

系ꎮ 未办理结婚登记的ꎬ应当补办登记ꎮ

１.简述简述我国结婚的要件

答题要点:(１)男女双方完全自愿ꎮ
(２)男女双方必须达到法定婚龄ꎮ 即男不得早

于 ２２ 周岁ꎬ女不得早于 ２０ 周岁ꎮ
(３)男女双方无禁止结婚的情形ꎮ 即无直系血

亲或者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的情形ꎮ
(４)男女双方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

登记ꎮ

２.关于事实婚姻

事实婚姻是指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
同生活的现象ꎮ 对于事实婚姻«民法典»第 １０４９ 条

规定ꎬ未办理结婚登记的ꎬ应当补办登记ꎮ 但因历

史、风俗习惯的影响等原因ꎬ我国现实生活中存在大

量的事实婚姻ꎮ
«婚姻家庭编解释一»:
第 ６ 条:男女双方依据«民法典»第 １０４９ 条规定

补办结婚登记的ꎬ婚姻关系的效力从双方均符合民

法典所规定的结婚的实质要件时起算ꎮ
第 ７ 条:未依据民法典第 １０４９ 条规定办理结婚

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男女ꎬ提起诉讼要求

离婚的ꎬ应当区别对待:
(１)１９９４ 年 ２ 月 １ 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

例»公布实施以前ꎬ男女双方已经符合结婚实质要

件的ꎬ按事实婚姻处理ꎮ
(２)１９９４ 年 ２ 月 １ 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

例»公布实施以后ꎬ男女双方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ꎬ
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补办结婚登记ꎮ 未补办结婚登

记的ꎬ依据本解释第 ３ 条规定处理ꎮ
第 ８ 条:未依据民法典第 １０４９ 条规定办理结婚

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男女ꎬ一方死亡ꎬ另一

方以配偶身份主张享有继承权的ꎬ依据本解释第 ７
条的原则处理ꎮ

　 　 (三)婚姻成立后的效力【补充】
の第 １０５０ 条 登记结婚后ꎬ按照男女双方约

定ꎬ女方可以成为男方家庭的成员ꎬ男方可以成为女

方家庭的成员ꎮ
◎{法简 ２０１０. ３３}简述婚姻的效力▲
答案要点:婚姻的效力是指男女因结婚而产生

的法律后果ꎮ 婚姻效力可分为直接效力和间接效

力ꎮ 婚姻的直接效力ꎬ是指因婚姻而产生的夫妻间

的权利义务关系ꎬ包括身份法上的效力和财产法上

的效力ꎮ 婚姻的间接效力是指因婚姻而产生的其他

亲属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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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无效婚姻▲▲▲【多选】
无效婚烟是指虽已办理结婚登记但因欠缺结婚

实质要件而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婚烟ꎮ

１.婚姻无效的法定情形

の第 １０５１ 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ꎬ婚姻无效:
(１)重婚ꎻ
(２)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ꎻ
(３)未到法定婚龄ꎮ

２.婚姻无效的确认程序 ×
对于婚姻无效是否必须经过人民法院确认才无

效ꎬ«民法典»没有规定ꎮ 根据根据«婚姻家庭编解

释一»规定ꎬ我国婚姻无效需要经过人民法院以判

决的方式确认无效ꎬ确定无效的婚姻自始不受法律

保护ꎮ 人民法院启动确认婚姻无效的途径有两个:
(１)根据婚姻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的申请ꎮ
«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 ９ 条:有权依据民法

典第 １０５１ 条规定向人民法院就已办理结婚登记的
婚姻请求确认婚姻无效的主体ꎬ包括婚姻当事人及
利害关系人ꎮ 其中ꎬ利害关系人包括:

(１)以重婚为由的ꎬ为当事人的近亲属及基层
组织ꎻ

(２)以未到法定婚龄为由的ꎬ为未到法定婚龄
者的近亲属ꎻ

(３)以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为由的ꎬ为当事
人的近亲属ꎮ

«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 １０ 条:当事人依据

民法典第 １０５１ 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确认婚姻无
效ꎬ法定的无效婚姻情形在提起诉讼时已经消失的ꎬ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ꎮ

«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 １１ 条:人民法院受理

请求确认婚姻无效案件后ꎬ原告申请撤诉的ꎬ不予准许ꎮ
对婚姻效力的审理不适用调解ꎬ应当依法作出

判决ꎮ
涉及财产分割和子女抚养的ꎬ可以调解ꎮ 调解

达成协议的ꎬ另行制作调解书ꎻ未达成调解协议的ꎬ
应当一并作出判决ꎮ

«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 １７ 条:当事人以民
法典第 １０５１ 条规定的 ３ 种无效婚姻以外的情形请
求确认婚姻无效的ꎬ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当事人
的诉讼请求ꎮ

当事人以结婚登记程序存在瑕疵为由提起民事

诉讼ꎬ主张撤销结婚登记的ꎬ告知其可以依法申请行

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ꎮ
(２)对受理的离婚案件ꎬ法院依职权主动审查

婚姻的效力ꎮ

«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 １２ 条:人民法院受
理离婚案件后ꎬ经审理确属无效婚姻的ꎬ应当将婚姻
无效的情形告知当事人ꎬ并依法作出确认婚姻无效
的判决ꎮ

«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 １３ 条:人民法院就
同一婚姻关系分别受理了离婚和请求确认婚姻无效
案件的ꎬ对于离婚案件的审理ꎬ应当待请求确认婚姻
无效案件作出判决后进行ꎮ

«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 １４ 条:夫妻一方或
者双方死亡后ꎬ生存一方或者利害关系人依据民法
典第 １０５１ 条的规定请求确认婚姻无效的ꎬ人民法院
应当受理ꎮ

«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 １５ 条:利害关系人

依据民法典第 １０５１ 条的规定ꎬ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婚

姻无效的ꎬ利害关系人为原告ꎬ婚姻关系当事人双方

为被告ꎮ
夫妻一方死亡的ꎬ生存一方为被告ꎮ
«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 １６ 条:人民法院审

理重婚导致的无效婚姻案件时ꎬ涉及财产处理的ꎬ应
当准许合法婚姻当事人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参加诉讼ꎮ
◎{单 ２０１９. ３５}甲在 ２００５ 年与乙登记结婚ꎬ

２０１０ 年又与丙登记结婚ꎬ并生有一子ꎮ ２０１５ 年甲与

乙协议离婚ꎮ 现甲与丙的婚姻( )①ꎮ Ａ. 有效ꎻ
Ｂ. 无效ꎻＣ. 可撤销ꎻＤ. 不成立

◎{单 ２０１１. ３６}在我国ꎬ有权宣告婚姻无效的

机关是( )②ꎮ Ａ. 公安机关ꎻＢ. 人民法院ꎻＣ. 婚
姻登记机关ꎻＤ. 基层组织

　 　 三、可撤销婚姻▲【单选、法条分析】
可撤销婚姻是指虽已办理结婚登记ꎬ但撤销权

人可基于法定事由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的婚姻ꎮ

　 　 (一)婚姻可撤销的情形

可撤销婚姻的法定情形包括 ２ 种:(１)受胁迫ꎻ
(２)隐瞒重大疾病ꎮ

１.受胁迫{法条 ２０１５. ５８}
の第 １０５２ 条 因胁迫结婚的ꎬ受胁迫的一方可

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ꎮ
请求撤销婚姻的ꎬ应当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

１ 年内提出ꎮ
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当事人请求撤销婚姻

的ꎬ应当自恢复人身自由之日起 １ 年内提出ꎮ
胁迫是指行为人以对另一方当事人或者其近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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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的生命、身体健康、名誉、财产等方面造成损害为

要挟ꎬ迫使另一方当事人违背真实意愿结婚的情况ꎮ
根据«婚姻家庭编解释一»规定:
(１)法条中的“胁迫”是指行为人以给另一方当

事人或者其近亲属的生命、身体、健康、名誉、财产等

方面造成损害为要挟ꎬ迫使另一方当事人违背真实

意愿结婚的情况ꎮ 因受胁迫而请求撤销婚姻的ꎬ只
能是受胁迫一方的婚姻关系当事人本人ꎮ

(２)法条中的“１ 年”ꎬ不适用诉讼时效中止、中
断或者延长的规定ꎮ 受胁迫或者被非法限制人身自

由的当事人请求撤销婚姻的ꎬ不适用民法典第 １５２
条第 ２ 款(撤销权自行为发生之日起 ５ 年内没有行

消灭)的规定ꎮ
∥ × 当事人以«民法典»施行前受胁迫结婚为

由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婚姻的ꎬ撤销权的行使期限适

用民法典第 １０５２ 条第 ２ 款的规定ꎮ

２.隐瞒重大疾病

の第 １０５３ 条 一方患有重大疾病的ꎬ应当在结
婚登记前如实告知另一方ꎻ不如实告知的ꎬ另一方可
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ꎮ

请求撤销婚姻的ꎬ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
销事由之日起１ 年内提出ꎮ

◎{单 ２０１８. ３３}甲声称具有某海外名校学历ꎬ
与乙登记结婚ꎮ 半年后ꎬ乙发现甲的毕业证书系伪

造ꎮ 甲、乙之间的婚姻( )①ꎮ Ａ. 无效ꎻＢ. 有效ꎻ
Ｃ. 因欺诈可撤销ꎻＤ. 因重大误解可撤销

　 　 (二)撤销婚姻的程序

撤销婚姻只有诉讼程序ꎬ撤销婚姻的机关是人

民法院ꎮ
撤销权人为是受胁迫一方的婚姻关系当事人本

人或结婚登记前隐瞒重大疾病一方的另一方婚姻关

系当事人本人ꎮ 详见«民法典»第 １０５２ 条、第 １０５３
条规定ꎬ法条中“１ 年”是除斥期间ꎮ

　 　 四、婚姻无效或被撤销的法律效力

の第 １０５４ 条 无效的或者被撤销的婚姻ꎬ①自
始没有法律约束力ꎬ当事人不具有夫妻的权利和义
务ꎮ ②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ꎬ由当事人协议处理ꎻ协
议不成的ꎬ由人民法院根据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判

决ꎮ 对重婚导致的无效婚姻的财产处理ꎬ不得侵害

合法婚姻当事人的财产权益ꎮ ③当事人所生的子

女ꎬ适用本法关于父母子女的规定ꎮ
④婚姻无效或者被撤销的ꎬ无过错方有权请求

损害赔偿ꎮ
被撤销的婚姻与被宣告无效的婚姻具有相同的

法律后果ꎬ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身份上的后果ꎮ 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ꎬ当
事人不具有夫妻的权利和义务ꎮ

(２)财产上的后果ꎮ 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ꎬ由
当事人协议处理ꎻ协议不成的ꎬ由人民法院根据照顾

无过错方的原则判决ꎮ 对重婚导致的无效婚姻的财

产处理ꎬ不得侵害合法婚姻当事人的财产权益ꎮ
(３)父母子女关系的后果ꎮ 当事人所生的子

女ꎬ适用«民法典»关于父母子女的规定ꎮ
∥如当事人双方均有抚养、教育和保护未成年

子女的权利和义务ꎻ子女由一方直接抚养的ꎬ另一方

应当负担一定的抚养费ꎻ一方抚养子女的ꎬ另一方享

有探望子女的权利ꎬ等等ꎮ
(４)损害赔偿责任ꎮ 婚姻无效或者被撤销的ꎬ

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ꎮ
根据«婚姻家庭编解释一»规定:(１)民法典第

１０５４ 条所规定的“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ꎬ是指无效
婚姻或者可撤销婚姻在依法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
时ꎬ才确定该婚姻自始不受法律保护ꎻ(２)被确认无效

或者被撤销的婚姻ꎬ当事人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ꎬ除有

证据证明为当事人一方所有的以外ꎬ按共同共有处理ꎮ

第三节 家 庭 关 系▲

　 　 一、夫妻关系

　 　 (一)夫妻人身关系

夫妻人身关系ꎬ是指基于夫妻身份在夫妻之间

当然产生的、没有直接财产内容的权利义务关系ꎮ

１.夫妻人身关系的特征【选择】
(１)发生在合法夫妻之间ꎻ
(２)夫妻人身关系对夫妻双方而言既是权利ꎬ

也是义务ꎻ
(３)夫妻人身关系由法律直接规定ꎬ夫妻双方

不能通过约定加以改变或消灭ꎮ

２.夫妻人身关系的具体内容(の第 １０５５ ~ １０６１
条)【选择】

(１)夫妻在婚姻家庭中地位平等ꎮ 这是我国处

理夫妻人身关系的基本依据ꎮ
(２)夫妻的姓名权ꎮ 夫妻双方都有各自使用自

己姓名的权利ꎮ
(３)夫妻的人身自由权ꎮ 夫妻双方都有参加生

产、工作、学习和社会活动的自由ꎬ一方不得对另一

方加以限制或者干涉ꎮ
(４)夫妻对抚育未成年子女有平等的权利和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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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ꎮ 夫妻双方平等享有对未成年子女抚养、教育和

保护的权利ꎬ共同承担对未成年子女抚养、教育和保

护的义务ꎮ
(５)夫妻相互忠实义务ꎮ 夫妻应当互相忠实ꎬ

互相尊重ꎬ互相关爱ꎮ (の第 １０４３ 条第 ２ 款)

　 　 (二)夫妻财产关系

夫妻财产关系是指夫妻在财产方面享有的权利

和义务ꎮ
夫妻财产关系内容包括 ４ 个方面:
(１)夫妻财产制ꎮ 夫妻财产制度是指关于夫妻

婚前财产和婚后所得财产的归属、管理、处分以及夫

妻债务的清偿等方面的法律规范的总和ꎮ
(２)夫妻间的相互扶养义务ꎮ 依据«民法典»第

１０５９ 条ꎬ夫妻有相互扶养的义务ꎮ 需要扶养的一

方ꎬ在另一方不履行扶养义务时ꎬ有要求其给付扶养

费的权利ꎮ
(３)夫妻间的日常家事代理权ꎮ 依据«民法典»

第 １０６０ 条ꎬ夫妻一方因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而实施的

民事法律行为ꎬ对夫妻双方发生效力ꎬ但是夫妻一方

与相对人另有约定的除外ꎮ 夫妻之间对一方可以实施

的民事法律行为范围的限制ꎬ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ꎮ
(４)夫妻间的相互继承权ꎮ 依据«民法典»第

１０６１ 条ꎬ夫妻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ꎮ 夫妻互为第

一顺位继承人ꎮ
在我国ꎬ夫妻财产制包括法定财产制和约定财

产制两种ꎮ

１.法定财产制【选择】
法定财产制ꎬ是指在夫妻对婚前或婚后所得财

产归属没有约定的情况下ꎬ当然适用法律规定的夫

妻财产制度ꎮ 包括法定夫妻共同所有财产和法定夫
妻个人特有财产两类ꎮ

１. １　 夫妻共有财产的范围:▲▲
の第 １０６２ 条 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

的下列财产ꎬ为夫妻的共同财产ꎬ归夫妻共同所有:
(１)工资、奖金、劳务报酬ꎻ
(２)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ꎻ
(３)知识产权的收益ꎻ
(４)继承或者受赠的财产ꎬ但是本法第 １０６３ 条

第 ３ 项规定(遗嘱或者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一方的
财产)的除外ꎻ

(５)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ꎮ
夫妻对共同财产ꎬ有平等的处理权ꎮ
◎{法多 ２０１６. ２８}甲、乙系夫妻ꎮ 在双方未作

任何约定的情况下ꎬ属于夫妻共有的财产包括

( )①ꎮ Ａ. 婚后甲依法定继承方式继承的一套

房屋ꎻＢ. 甲婚前继承、婚后登记在甲名下的一套房

屋ꎻＣ. 婚后双方父母出资购买并登记在乙名下的一

套房屋ꎻＤ. 婚后乙的父母出资为乙购买并登记在乙

名下的一套房屋

根据«婚姻家庭编解释一»:
(１)“知识产权的收益”ꎬ是指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ꎬ实际取得或者已经明确可以取得的财产性收益ꎮ
(２)婚姻关系存续期间ꎬ下列财产属于«民法

典»第 １０６２ 条规定的“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

产”:①一方以个人财产投资取得的收益ꎻ②男女双

方实际取得或者应当取得的住房补贴、住房公积金ꎻ
③男女双方实际取得或者应当取得的基本养老金、
破产安置补偿费ꎮ

(３)夫妻一方个人财产在婚后产生的收益ꎬ除
孳息和自然增值外ꎬ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ꎮ

(４)由一方婚前承租、婚后用共同财产购买的房

屋ꎬ登记在一方名下的ꎬ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ꎮ
(５)当事人结婚后ꎬ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

的ꎬ依照约定处理ꎻ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ꎬ按
照«民法典»第 １０６２ 条第 １ 款第 ４ 项规定的原则(受
赠的夫妻的共同财产)处理ꎮ

１. ２　 夫妻个人财产

法定夫妻个人特有财产ꎬ是指在适用夫妻共同

财产制的情况下ꎬ依法属于夫或妻个人所有的财产ꎮ
其范围:

の第 １０６３ 条 下列财产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
产:▲

(１)一方的婚前财产ꎻ
(２) 一方因受到人身损害获得的赔偿或 者

补偿ꎻ
(３) 遗嘱或者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一方 的

财产ꎻ
(４)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ꎻ
(５)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ꎮ
根据«婚姻家庭编解释一»:
(１)当事人结婚前ꎬ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

的ꎬ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自己子女个人的赠与ꎬ但父

母明确表示赠与双方的除外ꎮ
(２)军人的伤亡保险金、伤残补助金、医药生活

补助费属于个人财产ꎮ
(３)«民法典»第 １０６３ 条规定为夫妻一方的个

人财产ꎬ不因婚姻关系的延续而转化为夫妻共同财

产ꎮ 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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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２０１３. ２７[１３]}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

的下列财产ꎬ归夫或妻一方所有的是 ( )①ꎮ
Ａ. 参加体育比赛所获奖金ꎻＢ. 因身体受到伤害获得

的医疗费ꎻＣ. 通过法定继承分得的遗产ꎻＤ. 以婚前

个人存款炒股所得的收益

１. ３　 夫妻共同债务:▲
の第 １０６４ 条 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夫妻一

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ꎬ以及夫妻
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
活需要所负的债务ꎬ属于夫妻共同债务ꎮ

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
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ꎬ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ꎻ但
是ꎬ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
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ꎮ

根据«婚姻家庭编解释一»:
(１)债权人就一方婚前所负个人债务向债务人

的配偶主张权利的ꎬ人民法院不予支持ꎮ 但债权人

能够证明所负债务用于婚后家庭共同生活的除外ꎮ
(２)夫妻一方与第三人串通ꎬ虚构债务ꎬ第三人

主张该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的ꎬ人民法院不予支持ꎮ
夫妻一方在从事赌博、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中所负

债务ꎬ第三人主张该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的ꎬ人民法

院不予支持ꎮ
(３)当事人的离婚协议或者人民法院生效判

决、裁定、调解书已经对夫妻财产分割问题作出处理

的ꎬ债权人仍有权就夫妻共同债务向男女双方主张

权利ꎮ 一方就夫妻共同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后ꎬ主张

由另一方按照离婚协议或者人民法院的法律文书承

担相应债务的ꎬ人民法院应予支持ꎮ
(４)夫或者妻一方死亡的ꎬ生存一方应当对婚

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债务承担清偿责任ꎮ

２.约定财产制

の第 １０６５ 条 男女双方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
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
所有或者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ꎮ 约定应当
采用书面形式ꎮ 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ꎬ适用
本法第 １０６２ 条(夫妻共有财产)、第 １０６３ 条(夫妻
个人财产)的规定ꎮ

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
财产的约定ꎬ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ꎮ

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
自所有ꎬ夫或者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ꎬ相对人知道
该约定的ꎬ以夫或者妻一方的个人财产清偿ꎮ

∥本条第 ３ 款所称“相对人知道该约定的”ꎬ夫
妻一方对此负有举证责任ꎮ

约定财产制ꎬ是指夫妻以书面协议确定夫妻财产

关系的制度ꎬ在适用上具有优先于法定财产制的效力ꎮ
夫妻财产约定的有效条件:【选择】
(１)约定的主体须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夫妻双方ꎮ
(２)约定的意思表示必须自愿、真实ꎮ
(３)约定的内容必须合法ꎮ 约定的内容不得超出

夫妻财产的范围ꎬ不得将国家、集体或他人的财产列入

约定财产的范围ꎮ 此外ꎬ约定不得违背公序良俗ꎮ
(４)约定的形式必须合法ꎮ 约定应当采用书面

形式ꎮ
夫妻财产约定的效力:
(１)对内效力ꎮ 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

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ꎬ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ꎮ
(２)对外效力ꎮ 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

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ꎬ夫或者妻一方对外所负的

债务ꎬ相对人知道该约定的ꎬ以夫或者妻一方的个人

财产清偿ꎮ

３.夫妻共同财产的处分与分割

の第 １０６６ 条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ꎬ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ꎬ夫妻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分割共同
财产:

(１)一方有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
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等严重损害夫妻共同
财产利益的行为ꎻ

(２)一方负有法定扶养义务的人患重大疾病需
要医治ꎬ另一方不同意支付相关医疗费用ꎮ

◎{多 ２０１６. ４９[３０]}甲、乙系夫妻ꎮ 在不损害

债权人利益的情况下ꎬ甲请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能

得到法院支持的理由有( )②ꎮ Ａ. 乙伪造夫妻

共同债务ꎻＢ. 乙挥霍夫妻共同财产ꎻＣ. 乙隐藏夫妻

共同财产ꎻＤ. 乙变卖夫妻共同财产

根据司法解释:(１)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出售

夫妻共同所有的房屋ꎬ第三人善意购买、支付合理对

价并已办理不动产登记ꎬ另一方主张追回该房屋的ꎬ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ꎮ 夫妻一方擅自处分共同所有的
房屋造成另一方损失ꎬ离婚时另一方请求赔偿损失
的ꎬ人民法院应予支持ꎮ (２)婚姻关系存续期间ꎬ除
«民法典»第 １０６６ 条规定情形以外ꎬ夫妻一方请求

分割共同财产的ꎬ人民法院不予支持ꎮ (３)婚前或

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ꎬ夫妻约定将一方所有的房产

赠与另一方或者共有ꎬ赠与方在赠与房产变更登记

之前撤销赠与ꎬ另一方请求判令继续履行的ꎬ人民法

院可以按照«民法典»第 ６５８ 条(赠与人的任意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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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及其限制)的规定处理ꎮ
∥夫妻之间订立借款协议ꎬ以夫妻共同财产出

借给一方从事个人经营活动或者用于其他个人事务

的ꎬ应视为双方约定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ꎬ离婚

时可以按照借款协议的约定处理ꎮ

　 　 二、父母子女关系

父母子女关系ꎬ又称为亲子关系ꎬ是指父母和子

女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ꎮ 父母包括生父母、养父

母和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ꎮ 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
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ꎮ 我国

«民法典»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适用于上述所

有类型的父母子女ꎮ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ꎬ夫妻双

方一致同意进行人工授精ꎬ所生子女应视为婚生子

女ꎬ父母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民法典»的有

关规定ꎮ
の第 １０７１ 条 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

等的权利ꎬ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ꎮ
不直接抚养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者生母ꎬ应当

负担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的抚

养费ꎮ
の第 １０７２ 条 继父母与继子女间ꎬ不得虐待或

者歧视ꎮ
继父或者继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

利义务关系ꎬ适用本法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ꎮ
父母子女关系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１)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的义务ꎮ
の第 １０６７ 条第 １ 款　 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的ꎬ

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ꎬ有要求

父母给付抚养费的权利ꎮ
∥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是指尚在校接受高

中及其以下学历教育ꎬ或者丧失、部分丧失劳动能力

等非因主观原因而无法维持正常生活的成年子女ꎮ
“抚养费”ꎬ包括子女生活费、教育费、医疗费等

费用ꎮ
◎{多 ２０２０. ４９ [２９]} «民法典»第 １０６７ 条中

“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包括( )①ꎮ Ａ. 在
校接受高中学历教育的成年子女ꎻＢ. 在校接受大学

本科学历教育的成年子女ꎻＣ. 丧失劳动能力无法维

持正常生活的成年子女ꎻＤ. 未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无

法维持正常生活的成年子女

(２)父母有教育、保护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义

务ꎮ 未成年子女造成他人损害的ꎬ父母应当依法承

担民事责任ꎮ (の第 １０６８ 条)
(３)成年子女对父母负有赡养、扶助和保护的

义务ꎮ

«民法典»第 １０６７ 条第 ２ 款规定ꎬ成年子女不履

行赡养义务的ꎬ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的父母ꎬ
有要求成年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ꎮ

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ꎬ不因父母的婚姻关系

变化而终止ꎮ
(４)子女应当尊重父母的婚姻权利ꎬ不得干涉

父母离婚、再婚以及婚后的生活ꎮ
の第 １０６９ 条 子女应当尊重父母的婚姻权利ꎬ

不得干涉父母离婚、再婚以及婚后的生活ꎮ 子女对

父母的赡养义务ꎬ不因父母的婚姻关系变化而终止ꎮ
(５) 父母和子女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ꎮ

(の第１０７０ 条)父母和子女互为第一顺序继承人ꎮ
(６)父、母对亲子关系有请求确认或否认的权

利ꎬ成年子女对亲子关系有请求确认的权利ꎮ
の第 １０７３ 条 对亲子关系有异议且有正当理

由的ꎬ父或者母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ꎬ请求确认
或者否认亲子关系ꎮ

对亲子关系有异议且有正当理由的ꎬ成年子女
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ꎬ请求确认亲子关系ꎮ

∥广义的扶养泛指一定范围内的特定亲属之间

依法而存在的经济上相互供养、生活上相互扶助的

权利义务关系ꎮ 它是狭义的扶养、赡养、抚养的统

称ꎬ没有辈份之分ꎮ 我国采狭义的扶养概念:扶养ꎬ
是指平辈亲属之间相互供养和扶助的法定权利和义

务关系ꎮ 赡养ꎬ是指子女或晚辈亲属对父母或长辈

亲属的供养和扶助的法定权利和义务关系ꎮ 抚养ꎬ
是指父母或长辈亲属对子女或晚辈亲属的供养和扶

助的法定权利和义务关系ꎮ

　 　 三、其他近亲属关系

其他近亲属关系包括祖孙关系和兄弟姐妹

关系ꎮ

　 　 (一)祖孙关系

祖孙关系ꎬ是指祖父母、外祖父母与孙子女、外
孙子女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ꎮ

祖父母、外祖父母包括生祖父母和生外祖父母、
养祖父母和养外祖父母ꎮ 孙子女、外孙子女包括婚

生孙子女和婚生外孙子女、非婚生孙子女和非婚生

外孙子女、养孙子女和养外孙子女ꎮ 我国«民法典»
关于祖孙关系的规定适用于上述所有类型的祖孙ꎮ
需要注意的是ꎬ这里不包括继祖孙ꎬ因为我国现行法

律不承认拟制血亲的继父母子女关系的效力可及于

其他近亲属ꎮ
の第 １０７４ 条 有负担能力的祖父母、外祖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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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ꎬ对于父母已经死亡或者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
孙子女、外孙子女ꎬ有抚养的义务ꎮ

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女、外孙子女ꎬ对于子女已经
死亡或者子女无力赡养的祖父母、外祖父母ꎬ有赡养
的义务ꎮ

«民法典»规定了祖孙之间的抚养义务和赡养

义务ꎬ但这些义务的负担是有条件的:
(１)祖父母、外祖父母对孙子女、外孙子女承担

抚养义务的条件:①孙子女、外孙子女必须为未成年

人ꎻ②孙子女、外孙子女的父母已经死亡或父母无力

抚养ꎻ③祖父母、外祖父母有负担能力ꎮ
(２)孙子女、外孙子女对祖父母、外祖父母承担

赡养义务的条件:①孙子女、外孙子女为有负担能力

的成年人ꎻ②祖父母、外祖父母的子女已经死亡或子

女无力赡养ꎻ③祖父母、外祖父母必须是需要赡养

的人ꎮ

　 　 (二)兄弟姐妹关系

兄弟姐妹关系ꎬ是指兄弟姐妹之间的权利和义

务关系ꎮ 兄弟姐妹是最近的旁系血亲ꎬ包括同父母

的兄弟姐妹、同父异母或者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养
兄弟姐妹、有扶养关系的继兄弟姐妹ꎮ

の第 １０７５ 条 有负担能力的兄、姐ꎬ对于父母
已经死亡或者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弟、妹ꎬ有扶养
的义务ꎮ

由兄、姐扶养长大的有负担能力的弟、妹ꎬ对于
缺乏劳动能力又缺乏生活来源的兄、姐ꎬ有扶养的
义务ꎮ

«民法典»规定了兄弟姐妹之间的扶养义务ꎬ但
这些义务的负担也是有条件的:

(１)兄、姐对弟、妹负担扶养义务的条件:①兄、
姐有负担能力ꎻ②父母已经死亡或父母无力抚养ꎻ
③弟、妹必须是未成年人ꎮ

(２)弟、妹对兄、姐负担扶养义务的条件:①兄、
姐必须是缺乏劳动能力又缺乏生活来源的人ꎻ②弟、
妹是由兄、姐扶养长大ꎻ③弟、妹有负担能力ꎮ

第四节 离　 　 婚

　 　 一、离婚的概念和特征
离婚是婚姻关系当事人在生存期间依法解除婚

烟关系的法律行为ꎮ
分类:从离婚的法定程序角度ꎬ可将离婚分为登

记离婚与诉讼离婚ꎮ
离婚具有以下法律特征:
(１)离婚主体只能是夫妻双方本人ꎮ 离婚涉及

当事人身份关系的消灭ꎬ必须体现当事人的意思ꎮ

离婚的请求只能由本人提出ꎬ他人不得代理ꎮ
(２)离婚必须以有效婚姻关系的存在为前提ꎮ

当事人离婚的目的是消灭婚姻的效力ꎬ如婚姻无效

或已被撤销ꎬ则没有必要离婚ꎮ
(３)离婚必须在夫妻双方生存期间进行ꎻ如一

方已经死亡(含宣告死亡)ꎬ其婚姻关系已经终止ꎬ
不存在离婚的必要ꎮ

(４)离婚必须符合法定的条件ꎬ履行法定的程

序ꎮ 法律设置严格的离婚条件和离婚程序ꎬ是因为

离婚不仅事关当事人的切身利益ꎬ也影响家庭的安

宁和社会的稳定ꎬ所以必须要防范当事人随意离婚ꎮ
因程序具有法定性ꎬ离婚也由此成为了要式法律

行为ꎮ
(５)离婚将产生一系列法律后果ꎮ 离婚会在当

事人之间引发身份关系的消灭、共同财产的分割以

及未成年子女的抚养等一系列法律后果ꎮ
◎{法简 ２０１４. ３４}离婚与宣告婚姻无效、撤销

婚姻的区别ꎮ
答题要点:(１)对象与目的不同ꎮ 离婚以合法

婚姻为对象ꎬ目的是终止合法婚姻关系ꎻ而宣告婚姻

无效、撤销婚姻都是欠缺法定要件的违法婚姻ꎬ目的

是否认婚姻的效力ꎮ
(２)法定事由不同ꎮ 三者的事由均具有法定

性ꎬ但离婚的法定事由是夫妻感情确已破裂ꎬ发生在

结婚后ꎻ婚姻无效、撤销婚姻的原因在婚姻缔结时就

已经存在ꎬ撤销婚姻的法定事由限于受胁迫、隐瞒重

大疾病ꎬ无效婚姻的法定事由是重婚、有禁止结婚的

亲属关系、未到法定婚龄ꎮ
(３)请求权人不同ꎮ 离婚请求权人仅限于婚姻

当事人本人ꎻ但请求宣告婚姻无效既可以由当事人

提出ꎬ也可以由其利害关系人提出ꎮ 请求撤销婚姻ꎬ
只能由受胁迫一方、被对方隐瞒重大疾病的一方当

事人提出ꎮ
(４)请求权行使时间限制不同ꎮ 离婚在婚姻关

系存续期间都可以提出ꎬ没有时效限制ꎻ宣告婚姻无

效ꎬ只要无效事由存在都可以提出ꎬ也没有时效限

制ꎬ但撤销婚姻应受 １ 年的除斥期间限制ꎮ
(５)溯及力不同ꎮ 离婚没有溯及力ꎬ离婚导致

的婚姻关系消灭只能是对离婚后ꎬ离婚前婚姻仍然

有效ꎻ但宣告婚姻无效和撤销婚姻具有溯及力ꎬ婚姻

自始不受法律保护ꎮ
(６)对当事人双方是否生存要求不同ꎮ 离婚只

能发生在配偶生存期间ꎻ而宣告婚姻无效和撤销婚

姻ꎬ即使在当事人一方死亡后一定期间仍然可以

提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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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登记离婚▲▲
登记离婚ꎬ又称为行政离婚ꎬ是指夫妻双方自愿

离婚ꎬ并就离婚的法律后果达成协议ꎬ经婚姻登记机

关认可ꎬ即可解除婚姻关系的一种离婚方式ꎮ
の第 １０７６ 条 夫妻双方自愿离婚的ꎬ应当签订

书面离婚协议ꎬ并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
登记ꎮ

离婚协议应当载明双方自愿离婚的意思表示和

对子女抚养、财产以及债务处理等事项协商一致的
意见ꎮ

１.登记离婚的必要条件

(１)双方当事人必须是办理结婚登记的合法夫

妻ꎮ 事实婚姻、同居关系不能以登记离婚的方式

解除ꎮ
(２)双方当事人须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ꎮ 这

是当事人作出真实有效的离婚意思表示的保证ꎮ
(３)双方当事人必须有离婚的合意ꎮ 夫妻双方

自愿离婚的ꎬ签订书面离婚协议并载明双方自愿离

婚的意思表示ꎮ
(４)双方当事人对子女抚养、财产以及债务处

理等事项协商一致的意见ꎮ 登记离婚同样会产生一

系列法律后果ꎬ这些善后事项双方当事人只有全部

达成一致意见ꎬ才能适用登记离婚ꎮ

２.登记离婚的程序

登记离婚必须经过申请、审查、登记三个环节ꎮ
(１)申请ꎮ 双方当事人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

申请离婚登记ꎮ
の第 １０７７ 条 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

申请之日起 ３０ 日(离婚冷静期)内ꎬ任何一方不愿
意离婚的ꎬ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登记申请ꎮ

前款规定期限届满后 ３０ 日内ꎬ双方应当亲自到
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发给离婚证ꎻ未申请的ꎬ视为撤回
离婚登记申请ꎮ

(２)审查、登记ꎮ
の第 １０７８ 条 婚姻登记机关查明双方确实是

自愿离婚ꎬ并已经对子女抚养、财产以及债务处理等
事项协商一致的ꎬ予以登记ꎬ发给离婚证ꎮ

　 　 三、诉讼离婚▲▲{单 ２０１１. ３６}
诉讼离婚ꎬ是指夫妻一方向人民法院提起离婚

诉讼ꎬ人民法院依法通过调解或判决而解除婚姻关

系的一种离婚方式ꎮ 在我国ꎬ当事人不能或者不愿
采用登记离婚的ꎬ都可以适用诉讼离婚ꎮ

の第 １０７９ 条 夫妻一方要求离婚的ꎬ可以由有
关组织进行调解或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离婚
诉讼ꎮ

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ꎬ应当进行调解ꎻ如果感
情确已破裂ꎬ调解无效的ꎬ应当准予离婚ꎮ

有下列情形之一ꎬ调解无效的ꎬ应当准予离婚:
(１)重婚或者与他人同居ꎻ
(２)实施家庭暴力或者虐待、遗弃家庭成员ꎻ
(３)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ꎻ
(４)因感情不和分居满 ２ 年ꎻ
(５)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ꎮ
一方被宣告失踪ꎬ另一方提起离婚诉讼的ꎬ应当

准予离婚ꎮ
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ꎬ双方又分居满 １

年ꎬ一方再次提起离婚诉讼的ꎬ应当准予离婚ꎮ

１.诉讼离婚的调解制度

(１)诉讼外调解ꎮ 根据«民法典»第 １０７９ 条第 １
款规定ꎬ对于离婚纠纷可在诉讼前由有关组织进行

调解ꎮ 在诉讼前由有关组织进行调解ꎬ就是诉讼外

调解ꎮ 诉讼外调解并不是诉讼离婚必经的前置程

序ꎬ是否进行这种调解ꎬ由双方当事人自己决定ꎮ
(２)诉讼中调解ꎮ 根据«民法典»第 １０７９ 条第 ２

款规定ꎬ调解是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的必经程序ꎮ
未经调解ꎬ一般不得直接作出离婚判决ꎮ 只有在调

解无效时ꎬ人民法院才可作出判决ꎮ

２.判决离婚的法定理由

人民法院判决离婚需要有两个前提条件:“调
解无效”和“感情确已破裂”ꎮ

“感情确已破裂”是判决离婚的唯一法定理由ꎬ
是判决离婚的实质性条件ꎮ «民法典»第 １０７９ 条第

３ 款规定了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 ５ 种情形(见法

条)ꎬ如果夫妻感情没有破裂ꎬ即使调解无效ꎬ也不

准予离婚ꎮ 本条第 ３ 款规定情况不考虑当事人是否

有过错ꎮ
“调解无效”是程序性条件ꎬ是人民法院审理离

婚案件的必经程序ꎮ
同时ꎬ«民法典»第 １０７９ 条第 ４ 款、第 ５ 款还规

定了两种准予离婚的情况:(１)一方被宣告失踪ꎬ另
一方提起离婚诉讼的ꎬ应当准予离婚ꎮ (２)经人民

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ꎬ双方又分居满 １ 年ꎬ一方再次

提起离婚诉讼的ꎬ应当准予离婚ꎮ
∥夫以妻擅自中止妊娠侵犯其生育权为由请求

损害赔偿的ꎬ人民法院不予支持ꎻ夫妻双方因是否生
育发生纠纷ꎬ致使感情确已破裂ꎬ一方请求离婚的ꎬ
人民法院经调解无效ꎬ应依照«民法典»第 １０７９ 条
第 ３ 款第 ５ 项(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的
规定处理ꎮ

◎{单 ２０１１. ３４}根据法律规定ꎬ法院审理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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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ꎬ准予离婚的情形是( )①ꎮ Ａ. 夫妻感情确

已破裂ꎻＢ. 婚姻关系确已破裂ꎻＣ. 一方有过错ꎻＤ. 双
方已就子女抚养和财产分割协商一致

３.诉讼离婚的特殊保护

(１)对军人婚姻的特殊保护ꎮ
の第 １０８１ 条 现役军人的配偶要求离婚ꎬ应当

征得军人同意ꎬ但是军人一方有重大过错的除外ꎮ
“军人一方有重大过错”可以依据«民法典»第

１０７９ 条第 ３ 款前 ３ 项规定及军人有其他重大过错

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予以判断ꎮ
(２)对女方的特殊保护ꎮ
の第 １０８２ 条 女方在怀孕期间、分娩后 １ 年内

或者终止妊娠后 ６ 个月内ꎬ男方不得提出离婚ꎻ但
是ꎬ女方提出离婚或者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受理
男方离婚请求的除外ꎮ

∥法院确有必要受理男方离婚请求的情形包括

２ 种:(１)在此期间ꎬ双方确实存在不能继续共同生

活的重大而急迫的事由ꎬ一方对他方或者婴儿有危

及生命的可能等ꎻ(２)女方怀孕被确证为与他人通

奸所致ꎬ为了防止矛盾激化ꎬ法院应予受理男方

请求ꎮ

４.婚姻关系解除与复婚【补充】
の第 １０８０ 条 完成离婚登记ꎬ或者离婚判决

书、调解书生效ꎬ即解除婚姻关系ꎮ
の第 １０８３ 条 离婚后ꎬ男女双方自愿恢复婚姻

关系的ꎬ应当到婚姻登记机关重新进行结婚登记ꎮ

　 　 四、离婚的法律后果
离婚的法律后果ꎬ又称离婚的效力ꎬ是指离婚在

当事人之间的人身关系、财产关系和父母子女关系

方面所引发的一系列变化ꎮ

１.离婚在当事人身份上的效力

离婚导致配偶身份的消灭ꎬ当事人双方忠实义

务的终止ꎬ双方均有再婚的自由ꎮ

２.离婚在当事人财产上的效力▲
离婚在当事人财产上的效力表现为离婚导致:

(１)夫妻之间扶养义务的终止ꎻ(２)夫妻相互间继承

权的丧失ꎻ(３)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ꎻ(４)夫妻共同

债务的清偿ꎮ
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
の第 １０８７ 条 离婚时ꎬ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

协议处理ꎻ协议不成的ꎬ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
情况ꎬ按照照顾子女、女方和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
判决ꎮ

对夫或者妻在家庭土地承包经营中享有的权益

等ꎬ应当依法予以保护ꎮ

の第 １０９２ 条 夫妻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
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ꎬ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企图
侵占另一方财产的ꎬ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ꎬ对
该方可以少分或者不分ꎮ 离婚后ꎬ另一方发现有上
述行为的ꎬ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ꎬ请求再次分割
夫妻共同财产ꎮ

当事人依据本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ꎬ
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诉讼时效期间为 ３
年ꎬ从当事人发现之日起计算ꎮ

夫妻共同债务的清偿:
の第 １０８９ 条 离婚时ꎬ夫妻共同债务应当共同

偿还ꎮ 共同财产不足清偿或者财产归各自所有的ꎬ
由双方协议清偿ꎻ协议不成的ꎬ由人民法院判决ꎮ

◎{单 ２０１１. ３５}根据法律规定ꎬ离婚时ꎬ原为夫

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ꎬ应当共同偿还ꎻ共同财产不

足清偿的ꎬ其处理办法是( )②ꎮ Ａ. 双方不再负

清偿责任ꎻＢ. 由双方协议清偿ꎬ协议不成时ꎬ由人民

法院判决ꎻＣ. 由双方协议清偿ꎬ协议不成时ꎬ依法由

双方各清偿一半ꎻＤ. 由双方协议清偿ꎬ协议不成时ꎬ
依法由经济条件较好的一方清偿

◎{单 ２０１６. ３６}甲、乙婚后开了一家便利店ꎬ由
乙经营ꎮ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起二人分居ꎬ同年 ９ 月乙向丙

借款用于便利店的经营ꎬ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甲、乙离婚ꎮ
不久ꎬ丙请求乙偿还到期欠款ꎬ乙拒绝ꎮ 该债务应由

( )③ꎮ Ａ. 甲、乙承担按份责任ꎻＢ. 甲、乙承担连

带责任ꎻＣ. 乙承担全部责任ꎻＤ. 乙承担责任ꎬ甲承担

补充责任

３.离婚在父母子女关系上的效力

(１)离婚后的父母与子女关系ꎮ
の第 １０８４ 条 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ꎬ不因父母

离婚而消除ꎮ 离婚后ꎬ子女无论由父或者母直接抚

养ꎬ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ꎮ
离婚后ꎬ父母对于子女仍有抚养、教育、保护的

权利和义务ꎮ
离婚后ꎬ不满 ２ 周岁的子女ꎬ以由母亲直接抚养

为原则ꎮ 已满 ２ 周岁的子女ꎬ父母双方对抚养问题

协议不成的ꎬ由人民法院根据双方的具体情况ꎬ按照
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判决ꎮ 子女已满 ８ 周岁
的ꎬ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ꎮ

∥ ×法条第 ３ 款规定了离婚后子女随何方生活

的确定ꎬ«婚姻家庭编解释一»对此作了具体规定:
父母可以双方协议由父、母或轮流直接抚养子女ꎻ
对不满两周岁的子女ꎬ母亲有下列情形之一ꎬ父亲

２０２
① ② ③Ａ Ｂ 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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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直接抚养的ꎬ人民法院应予支持:①患有久治

不愈的传染性疾病或者其他严重疾病ꎬ子女不宜与

其共同生活ꎻ②有抚养条件不尽抚养义务ꎬ而父亲

要求子女随其生活ꎻ③因其他原因ꎬ子女确不宜随

母亲生活ꎮ
∥ ×父母双方协议变更子女抚养关系ꎬ人民法

院应予支持ꎻ具有下列情形之一ꎬ父母一方要求变更

子女抚养关系的ꎬ人民法院应予支持:①与子女共同

生活的一方因患严重疾病或者因伤残无力继续抚养

子女ꎻ②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不尽抚养义务或有

虐待子女行为ꎬ或者其与子女共同生活对子女身心

健康确有不利影响ꎻ③已满 ８ 周岁的子女ꎬ愿随另一

方生活ꎬ该方又有抚养能力ꎻ④有其他正当理由需要

变更ꎮ
(２)离婚后子女抚养费的负担ꎮ
の第 １０８５ 条 离婚后ꎬ子女由一方直接抚养

的ꎬ另一方应当负担部分或者全部抚养费ꎮ 负担费

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ꎬ由双方协议ꎻ协议不成的ꎬ
由人民法院判决ꎮ

前款规定的协议或者判决ꎬ不妨碍子女在必要

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者判决原定数额

的合理要求ꎮ
(３)离异父母对子女的探望权ꎮ
の第 １０８６ 条 离婚后ꎬ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

者母ꎬ有探望子女的权利ꎬ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ꎮ
行使探望权利的方式、时间由当事人协议ꎻ协议

不成的ꎬ由人民法院判决ꎮ
父或者母探望子女ꎬ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ꎬ由

人民法院依法中止探望ꎻ中止的事由消失后ꎬ应当恢

复探望ꎮ
∥探望权只限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ꎬ不

含爷爷、奶奶等ꎮ
◎{法单 ２０１５. １５}甲与乙协议离婚时约定:女

儿由乙抚养ꎬ甲给付抚养费ꎬ每周探望一次ꎮ 离婚

后ꎬ甲的父母非常想念孙女ꎬ也想探望ꎬ遭乙拒绝ꎮ
下列选项中ꎬ正确的是 ( )①ꎮ Ａ. 仅甲有探望

权ꎻＢ. 甲、甲的父母均有探望权ꎻＣ. 乙若拒绝甲探望

女儿ꎬ则丧失抚养权ꎻＤ. 甲若不给付抚养费ꎬ乙可以

剥夺甲的探望权

　 　 五、离婚时的救济

离婚时的救济包括离婚时的经济补偿、离婚时
的经济帮助和离婚损害赔偿ꎮ

１.离婚时的经济补偿

の第 １０８８ 条 夫妻一方①因抚育子女、照料老
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ꎬ②离婚时

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ꎬ另一方应当给予补偿ꎮ 具

体办法由双方协议ꎻ协议不成的ꎬ由人民法院判决ꎮ
经济补偿制度确立的意义在于肯定家务劳动的

经济价值ꎮ 目的是给予对家庭负担了较多义务的一

方以物质上的补偿ꎬ以体现法律在维护当事人利益

上的公正ꎮ 在性质上ꎬ该项请求权属于法律上的一

种救助手段ꎮ
经济补偿请求权的适用条件:(１)须一方在共

同生活中对家庭负担了更多的义务ꎻ(２)必须于离

婚之时提出请求ꎮ

２.离婚时的经济帮助

の第 １０９０ 条 离婚时ꎬ如果一方生活困难ꎬ有
负担能力的另一方应当给予适当帮助ꎮ 具体办法由

双方协议ꎻ协议不成的ꎬ由人民法院判决ꎮ
确立经济帮助制度的意义在于消除生活困难一

方在离婚问题上的经济顾虑ꎬ使他们充分行使离婚
自由的权利ꎮ 经济帮助不是夫妻扶养义务的延续ꎬ
也不是对一方在共同生活中的付出进行补偿ꎬ在性

质上仍属于法律上的一种救助手段ꎬ是法律对经济

上处于弱势一方的救济ꎮ
经济帮助适用的条件:
(１)要求帮助的一方确实有生活困难ꎮ 一方生

活困难ꎬ是指依靠个人财产和离婚时分得的财产无

法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ꎮ 另一方离婚后没有住处

的ꎬ属于生活困难ꎮ
(２)要求帮助的一方的生活困难存在于离婚

时ꎮ 对离婚时不困难ꎬ离婚以后发生困难的ꎬ不予

帮助ꎮ
(３)另一方有经济负担能力ꎮ 经济帮助以帮助

方有负担能力为前提ꎮ

３.离婚损害赔偿▲
の第 １０９１ 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ꎬ导致离婚的ꎬ

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１)重婚ꎻ
(２)与他人同居ꎻ
(３)实施家庭暴力ꎻ
(４)虐待、遗弃家庭成员ꎻ
(５)有其他重大过错ꎮ
离婚损害赔偿ꎬ是指因夫妻一方的法定过错行

为导致离婚的ꎬ无过错方得向有过错方请求赔偿ꎮ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意义在于保障无过错方的

合法权益ꎬ维持公平正义ꎬ具有填补损害、精神抚慰ꎬ
制裁过错方的功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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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１　 离婚损害赔偿适用的条件

(１)须当事人双方具有法律认可的夫妻身份ꎮ
(２)须一方具有法定过错ꎬ即实施了«民法典»

第 １０９１ 条的 ５ 种情形ꎮ
(３)须因一方的法定过错行为而导致离婚ꎮ 只

有在因一方的法定过错导致离婚的情况下ꎬ离婚损

害赔偿请求权才能产生ꎮ
(４)须无过错方因离婚而受到损害ꎮ 损害包括

物质损害和精神损害ꎮ
(５)须请求权人无过错ꎮ 如果双方都有«民法

典»第 １０９１ 条规定的法定过错ꎬ则任何一方都以对

方有过错为由请求离婚损害赔偿的ꎬ人民法院不予

支持ꎮ
３. ２　 考点补充【了解】
“损害赔偿”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

偿ꎮ 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ꎬ为离婚诉讼当事人中无
过错方的配偶ꎮ 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的案件ꎬ当
事人提出的损害赔偿请求ꎬ不予支持ꎮ 在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ꎬ当事人不起诉离婚而单独依据本条提起
损害赔偿请求的ꎬ人民法院不予受理ꎮ

«民法典»第 １０９１ 条在适用时:(１)无过错方作
为原告基于该条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损害赔偿请求
的ꎬ必须在离婚诉讼的同时提出ꎮ (２)无过错方作

为被告的离婚诉讼案件ꎬ如果被告不同意离婚也不

基于该条规定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的ꎬ可以就此单独

提起诉讼ꎮ (３)无过错方作为被告的离婚诉讼案

件ꎬ一审时被告未提出损害赔偿请求ꎬ二审期间提出

的ꎬ人民法院应当进行调解ꎻ调解不成的ꎬ告知当事

人另行起诉ꎮ 双方当事人同意由第二审人民法院一

并审理的ꎬ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一并裁判ꎮ
当事人在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离婚登记手续后ꎬ

向人民法院提出损害赔偿请求的ꎬ人民法院应当受

理ꎮ 但当事人在协议离婚时已经明确表示放弃该项

请求的ꎬ人民法院不予支持ꎮ
◎{单 ２０１４. ３５}甲婚后通过网聊结识乙ꎬ并与

之发生婚外情ꎬ被甲妻发现ꎮ 甲妻诉至法院ꎬ以甲违

反忠实义务为由请求赔偿精神损害 １０ 万元ꎬ但未请

求离婚ꎮ 对于本案ꎬ人民法院( )①ꎮ Ａ. 应当受

理ꎻＢ. 不予受理ꎻＣ. 根据精神损害程度ꎬ决定是否受

理ꎻＤ. 根据违反忠实义务程度ꎬ决定是否受理

◎{多 ２０１４. ５０}顾某欲与闫某离婚ꎮ 下列情形

中ꎬ顾某既可以作为起诉离婚的理由ꎬ同时可请求损

害赔偿的有( )②ꎮ Ａ. 闫某变卖夫妻共同财产ꎻ
Ｂ. 闫某殴打顾某致其残疾ꎻＣ. 闫某与婚外异性同

居ꎻＤ. 闫某经常赌博且屡教不改

◎{法案 ２０１８. ３８}甲、乙系夫妻ꎮ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ꎬ

甲、乙签订离婚协议ꎬ约定:３ 岁孩子丙跟乙共同生

活ꎬ甲婚前的个人房产在年底前过户给丙ꎮ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ꎬ甲、乙办理了离婚手续ꎮ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ꎬ甲向丁借款 ２０ 万元做生意ꎮ ９

月ꎬ甲与戊结婚ꎬ不久甲生意失败ꎬ无法偿还债务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ꎬ甲将离婚协议约定给丙的房产卖给

他人并办理了过户手续ꎮ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ꎬ甲携卖房款

离家出走ꎬ至今下落不明ꎮ
请根据上述材料ꎬ回答下列问题并说明理由:

(１)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时ꎬ谁是丙的监护人? (２)乙是否

有权主张房屋买卖合同无效? (３)若丁请求戊偿还

债务ꎬ戊是否有义务偿还? (４)谁有权申请宣告甲

失踪?
答题要点:(１)甲和乙ꎮ 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

监护人ꎬ监护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灭ꎮ (２)无权ꎮ
甲在房屋过户给丙之前为所有权人ꎬ离婚协议的约

定不影响甲卖房行为的效力ꎮ (３)没有义务ꎮ 该债

务系甲在婚前所欠ꎬ属于个人债务ꎬ根据我国法律规

定ꎬ戊没有偿还义务ꎮ (４)丙、丁、戊ꎮ 丙系甲的子

女ꎬ丁系甲的债权人ꎬ戊系甲的配偶ꎬ均为有权申请

宣告甲失踪的利害关系人ꎮ

第五节 收　 　 养

　 　 一、收养的概念和特征
收养ꎬ是指自然人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ꎬ

领养他人的子女为自己的子女ꎬ使之发生父母子女

间权利义务关系的民事法律行为ꎮ
收养具有以下法律特征:
(１)收养是一种双方法律行为ꎮ 成立收养关系

须收养人和送养人双方达成协议ꎮ
(２)收养是一种身份法律行为ꎮ 收养引发当事

人身份关系的变更ꎮ 收养关系成立后ꎬ被收养人与

收养人及其近亲属形成拟制血亲ꎬ产生法律上的权

利义务关系ꎮ 同时ꎬ被收养人与其生父母及其近亲

属的身份关系解除ꎮ
(３)收养是要式法律行为ꎮ 收养关系的成立必

须办理收养登记ꎮ

　 　 二、收养关系的成立
收养关系的成立需要符合法定的实质条件和形

式条件ꎮ

　 　 (一)收养关系成立的实质条件▲▲【多选】
通常收养关系会涉及三方当事人ꎬ即被收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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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养人、送养人ꎮ

１.被收养人的条件

の第 １０９３ 条 下列未成年人ꎬ可以被收养:
(１)丧失父母的孤儿ꎻ
(２)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成年人ꎻ
(３)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子女ꎮ

２.送养人的条件

の第 １０９４ 条 下列个人、组织可以作送养人:
(１)孤儿的监护人ꎻ
(２)儿童福利机构ꎻ
(３)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子女的生父母ꎮ
监护人送养未成年人的规定:
の第 １０９５ 条 未成年人的父母均不具备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且可能严重危害该未成年人的ꎬ该未
成年人的监护人可以将其送养ꎮ

监护人送养孤儿的特殊规定:
の第 １０９６ 条 监护人送养孤儿的ꎬ应当征得有

抚养义务的人同意ꎮ 有抚养义务的人不同意送养、
监护人不愿意继续履行监护职责的ꎬ应当依照本法

第一编(总则编)的规定另行确定监护人ꎮ

３.收养人的条件▲{法单 ２０１０. ２３}{单 ２０１１. ３７}
の第 １０９８ 条 收养人应当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１)无子女或者只有一名子女ꎻ
(２)有抚养、教育和保护被收养人的能力ꎻ
(３)未患有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的

疾病ꎻ
(４)无不利于被收养人健康成长的违法犯罪

记录ꎻ
(５)年满 ３０ 周岁ꎮ
の第 １１０２ 条 无配偶者收养异性子女的ꎬ收养

人与被收养人的年龄应当相差 ４０ 周岁以上ꎮ
符合上述条件的收养人ꎬ根据第 １１００ 条第 １ 款

规定ꎬ无子女的收养人可以收养两名子女ꎻ有子女的
收养人只能收养一名子女ꎮ

４.须各方当事人达成收养合意

の第 １１０４ 条 ①收养人收养与送养人送养ꎬ应
当双方自愿ꎮ ②收养 ８ 周岁以上未成年人的ꎬ应当

征得被收养人的同意ꎮ
の第 １０９７ 条 ③生父母送养子女ꎬ应当双方共

同送养ꎮ 生父母一方不明或者查找不到的ꎬ可以单
方送养ꎮ

の第 １１０１ 条 ④有配偶者收养子女ꎬ应当夫妻
共同收养ꎮ

５.放宽收养条件的法定情形

(１)收养三代以内旁系同辈血亲子女ꎮ

の第 １０９９ 条 收养三代以内旁系同辈血亲的
子女ꎬ可以不受本法第 １０９３ 条第 ３ 项(被收养人为
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子女)、第 １０９４ 条第

３ 项(送养人为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子女的生父母)
和第 １１０２ 条(无配偶者收养异性子女的ꎬ收养人与
被收养人的年龄应当相差 ４０ 周岁以上) 规定的

限制ꎮ
华侨收养三代以内旁系同辈血亲的子女ꎬ还可

以不受本法第 １０９８ 条第 １ 项(收养人应无子女或者

只有一名子女)规定的限制ꎮ
(２)继父母收养继子女ꎮ
の第 １１０３ 条 继父或者继母经继子女的生父

母同意ꎬ可以收养继子女ꎬ并可以不受本法第 １０９３
条第 ３ 项(被收养人为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
的子女)、第 １０９４ 条第 ３ 项(送养人为有特殊困难无
力抚养子女的生父母)、第 １０９８ 条(收养人应当同

时具备的 ５ 种条件)和第 １１００ 条第 １ 款(无子女的
收养人可以收养两名子女ꎻ有子女的收养人只能收
养一名子女)规定的限制ꎮ

据此ꎬ继父母收养继子女的条件主要是经继子

女的生父母同意ꎮ
◎{单 ２０２０. ２７[１７]}下列选项中ꎬ属于继父或

继母收养继子女的条件是( )①ꎮ Ａ. 继子女不

满 １４ 周岁ꎻＢ. 继父母无子女ꎻＣ. 经生父母同意ꎻ
Ｄ. 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子女

(３)收养孤儿、残疾未成年人或者儿童福利机

构抚养的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成年人

の第 １１００ 条 无子女的收养人可以收养两名
子女ꎻ有子女的收养人只能收养一名子女ꎮ

收养孤儿、残疾未成年人或者儿童福利机构抚

养的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成年人ꎬ可以不受前款和

本法第 １０９８ 条第 １ 项(收养人应无子女或者只有一

名子女)规定的限制ꎮ
◎{单 ２０１７. ３７}根据我国法律ꎬ下列情形中ꎬ收

养关系可以成立的是( )②ꎮ Ａ. 甲(男ꎬ２８ 周岁ꎬ
未婚)收养 ２ 周岁的孤儿ꎻＢ. 乙(女ꎬ５０ 周岁ꎬ离异)
收养自己 １５ 周岁的亲侄子ꎻＣ. 丙(女ꎬ６０ 周岁ꎬ丧
偶)收养自己 １９ 周岁的继女ꎻＤ. 丁(女ꎬ４５ 周岁ꎬ有
配偶)单独收养自己 ５ 周岁的外甥

◎{单 ２０１２. ３９}无配偶的男性收养女性的ꎬ收
养人与被收养人之间的年龄差应当为 ( )③ꎮ
Ａ. ３０ 周岁以上ꎻＢ. ３５ 周岁以上ꎻＣ. ４０ 周岁以上ꎻ
Ｄ. ４５ 周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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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收养关系成立的形式条件

收养关系成立的形式条件ꎬ就是办理行政登记ꎮ
收养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ꎮ 收养

关系自登记之日起成立ꎮ

　 　 (三)法条补充 ×
の第 １１０５ 条 收养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民政部门登记ꎮ 收养关系自登记之日起成立ꎮ
收养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成年人的ꎬ办理登记

的民政部门应当在登记前予以公告ꎮ
收养关系当事人愿意签订收养协议的ꎬ可以签

订收养协议ꎮ
收养关系当事人各方或者一方要求办理收养公

证的ꎬ应当办理收养公证ꎮ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依法进行收养

评估ꎮ
の第 １１０６ 条 收养关系成立后ꎬ公安机关应当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为被收养人办理户口登记ꎮ
の第 １１０７ 条 孤儿或者生父母无力抚养的子

女ꎬ可以由生父母的亲属、朋友抚养ꎻ抚养人与被抚

养人的关系不适用本章(收养)规定ꎮ
の第 １１０８ 条 配偶一方死亡ꎬ另一方送养未成

年子女的ꎬ死亡一方的父母有优先抚养的权利ꎮ
の第 １１１０ 条 收养人、送养人要求保守收养秘

密的ꎬ其他人应当尊重其意愿ꎬ不得泄露ꎮ

　 　 三、收养的效力

の第 １１１１ 条 自收养关系成立之日起ꎬ养父母
与养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ꎬ适用本法关于父母子
女关系的规定ꎻ养子女与养父母的近亲属间的权利
义务关系ꎬ适用本法关于子女与父母的近亲属关系
的规定ꎮ

养子女与生父母以及其他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
关系ꎬ因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ꎮ

の第 １１１２ 条 养子女可以随养父或者养母的

姓氏ꎬ经当事人协商一致ꎬ也可以保留原姓氏ꎮ

１.收养关系成立的法律效力

(１)收养的拟制效力

自收养关系成立之日起ꎬ养父母与养子女间形

成拟制的父母子女关系ꎬ养父母与养子女间的权利

义务关系ꎬ适用«民法典»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

定ꎻ被收养人与收养人的近亲属之间也形成相应的

拟制血亲关系ꎬ即养子女与养父母的近亲属间形成

相应的拟制血亲关系ꎬ适用«民法典»关于近亲属关

系的规定ꎮ
(２)收养的解消效力ꎮ
收养关系一经成立ꎬ养子女与生父母以及其他

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ꎬ因收养关系的成立而

消除ꎮ
◎{单 ２０１１. ３８}养子女与生父母之间的权利义

务关系因收养关系的成立而 ( )①ꎮ Ａ. 中止ꎻ
Ｂ. 中断ꎻＣ. 延缓ꎻＤ. 解除

２.收养行为的无效

の第 １１１３ 条 有本法第一编(总则编)关于民

事法律行为无效规定情形或者违反本编规定的收养

行为无效ꎮ
无效的收养行为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ꎮ
根据«民法典»第 １１１３ 条的规定ꎬ无效收养的

情形包括:
(１) 有总则编关于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规定

情形ꎻ
(２) 收养行为违反收养的实质条件和形式

条件ꎮ
收养行为无效的法律后果:无效的收养行为自

始没有法律约束力ꎮ

　 　 四、收养关系的解除
收养关系的解除是收养关系终止的一种原因ꎮ

收养关系的解除涉及解除收养关系的法定情形、解
除程序和解除的法律后果问题ꎮ

の第 １１１４ 条 收养人在被收养人成年以前ꎬ不
得解除收养关系ꎬ但是收养人、送养人双方协议解除
的除外ꎮ 养子女 ８ 周岁以上的ꎬ应当征得本人同意ꎮ

收养人不履行抚养义务ꎬ有虐待、遗弃等侵害未

成年养子女合法权益行为的ꎬ送养人有权要求解除

养父母与养子女间的收养关系ꎮ 送养人、收养人不

能达成解除收养关系协议的ꎬ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ꎮ
の第 １１１５ 条 养父母与成年养子女关系恶化、

无法共同生活的ꎬ可以协议解除收养关系ꎮ 不能达

成协议的ꎬ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ꎮ

１.收养关系解除的法定情形

(１)收养人侵害未成年养子女的合法权益ꎮ 收

养人不履行抚养义务ꎬ有虐待、遗弃等侵害未成年养

子女合法权益行为的ꎬ送养人有权要求解除养父母

与养子女间的收养关系ꎮ
(２)养父母与成年养子女关系恶化ꎮ 养父母与

成年养子女关系恶化、无法共同生活的ꎬ可以协议解

除收养关系ꎮ
◎{法单 ２０１５. １４}甲系公司经理ꎬ有一子一女ꎮ

甲弟乙(单身)３８ 周岁时与甲签订收养协议ꎬ收养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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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周岁的女儿丙ꎬ双方办理了登记手续ꎮ 两年后乙

结婚ꎬ要求解除收养关系ꎬ甲不同意ꎮ 对此ꎬ下列选

项中ꎬ正确的是 ( )①ꎮ Ａ. 乙无权解除收养关

系ꎻＢ. 甲、乙之间的收养协议适用合同法律规范ꎻ
Ｃ. 甲不具备送养人条件ꎬ故收养无效ꎻＤ. 乙不具备

收养人条件ꎬ故收养无效

◎{单 ２０１９. ３２}下列关于收养关系解除的说法

中ꎬ正确的是( )②ꎮ Ａ. 养父母遗弃未成年养子

女的ꎬ养子女有权要求解除收养关系ꎻＢ. 养父母虐

待未成年养子女的ꎬ送养人有权要求解除收养关系ꎻ
Ｃ. 在被收养人成年以前ꎬ收养人经民政部门同意可

以解除收养关系ꎻＤ. 养父母与未成年养子女关系恶

化ꎬ无法共同生活的ꎬ可以协议解除收养关系

２.解除收养关系的程序

(１)依行政程序解除ꎬ也称为登记解除ꎬ是指收

养当事人经协商达成终止收养关系的协议ꎬ由收养

登记机关登记予以解除收养关系ꎮ
依行政程序解除收养关系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①收养当事人之间达成了解除收养关系的协议ꎮ 收

养人在被收养人成年以前ꎬ不得解除收养关系ꎬ但是

收养人、送养人双方协议解除的除外ꎮ 养子女 ８ 周

岁以上的ꎬ应当征得本人同意ꎮ ②协议当事人须具

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ꎮ
の第 １１１６ 条 当事人协议解除收养关系的ꎬ应

当到民政部门办理解除收养关系登记ꎮ
(２)依诉讼程序解除ꎮ 依诉讼程序解除ꎬ是指

收养关系当事人不能就解除收养达成合意ꎬ一方依

法向人民法院请求解除收养关系ꎮ

３.收养关系解除的法律后果

３. １　 身份上的效力

の第 １１１７ 条 收养关系解除后ꎬ①养子女与养
父母以及其他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即行消除ꎬ
②与生父母以及其他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自行
恢复ꎮ 但是ꎬ成年养子女与生父母以及其他近亲属
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否恢复ꎬ可以协商确定ꎮ

身份上的效力包括:①拟制血亲关系消除ꎻ②自

然血亲关系恢复ꎮ
◎{单 ２０１２. ４０}未成年养子女与养父母解除收

养关 系 的ꎬ 其 与 生 父 母 之 间 的 权 利 义 务 关 系

( )③ꎮ Ａ. 自行恢复ꎻＢ. 经人民法院判决后恢

复ꎻＣ. 经生父母同意后恢复ꎻＤ. 经生父母与养父母

协商同意后恢复

３. ２　 财产上的效力

の第 １１１８ 条 收养关系解除后ꎬ①经养父母抚
养的成年养子女ꎬ对缺乏劳动能力又缺乏生活来源
的养父母ꎬ应当给付生活费ꎮ ②因养子女成年后虐

待、遗弃养父母而解除收养关系的ꎬ养父母可以要求
养子女补偿收养期间支出的抚养费ꎮ

③生父母要求解除收养关系的ꎬ养父母可以要
求生父母适当补偿收养期间支出的抚养费ꎻ但是ꎬ因
养父母虐待、遗弃养子女而解除收养关系的除外ꎮ

(１)成年养子女给付生活费的义务ꎬ即«民法

典»第 １１１８ 条中的①ꎮ
(２)养父母的补偿请求权ꎬ即«民法典»第 １１１８

条中的②③ꎮ

第二十章 继　 　 承▲

第一节 继 承 概 述

の第 １１１９ 条 本编(继承编)调整因继承产生

的民事关系ꎮ
の第 １１２０ 条 国家保护自然人的继承权ꎮ
の第 １１２６ 条 继承权男女平等ꎮ

　 　 一、继承的概念和特征

继承是指将自然人于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

产依法转移给其继承人所有的法律制度ꎮ
∥在继承中ꎬ死亡的自然人称为被继承人ꎬ依法

承接被继承人遗产的人称为继承人ꎮ
∥继承有法定继承与遗嘱继承两种方式ꎮ 继承

权的发生根据:▲(１)在法定继承中ꎬ仅需要一个法

律事实:被继承人死亡ꎻ(２)在遗嘱继承中ꎬ则需要

两个法律事实:被继承人立有有效的遗嘱与立遗嘱
人死亡ꎮ

◎{单 ２０１６. ２２}下列民事法律关系中ꎬ需要两

个法律事实才能产生的是( )④ꎮ Ａ. 抵押关系ꎻ
Ｂ. 遗嘱继承关系ꎻＣ. 侵权赔偿关系ꎻＤ. 婚姻关系

继承具有如下特征:
(１)继承因自然人死亡而发生ꎮ 没有自然人死

亡的法律事实ꎬ就不会发生继承ꎮ
(２)继承主体是死者一定范围内的近亲属ꎮ 自

然人死亡后ꎬ能够继承其遗产的人只能是自然人ꎬ且
只能是法律规定的其近亲属ꎮ

(３)继承的客体是死者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ꎮ
他人的财产、国家或集体的财产都不能作为继承的

客体ꎮ
(４)继承产生财产权利变动的后果ꎮ 自然人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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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后ꎬ死者的继承人成为其财产权的主体ꎮ

　 　 二、继承的开始和继承的接受

１.继承的开始

の第 １１２１ 条 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ꎮ
相互有继承关系的数人在同一事件中死亡ꎬ难

以确定死亡时间的ꎬ推定没有其他继承人的人先死
亡ꎮ 都有其他继承人ꎬ辈份不同的ꎬ推定长辈先死
亡ꎻ辈份相同的ꎬ推定同时死亡ꎬ相互不发生继承ꎮ

继承从被继承人生理死亡或者被宣告死亡时开

始ꎮ 自然人生理死亡的ꎬ根据«民法典»第 １５ 条确

定的死亡日期ꎬ为继承开始的日期ꎻ宣告死亡的ꎬ根
据«民法典»第 ４８ 条规定确定的死亡日期ꎬ为继承

开始的时间ꎮ
◎{单 ２０１４. ３７}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ꎬ毕某病逝ꎮ

３ 月 ３１ 日ꎬ子女将其安葬ꎮ ４ 月 ２ 日ꎬ毕某的子女一

起清理毕某的遗产并确定继承份额ꎮ ４ 月 ５ 日ꎬ遗
产分割完毕ꎮ 遗产继承开始的时间是 ( )①ꎮ
Ａ. ３ 月 ２８ 日ꎻＢ. ３ 月 ３１ 日ꎻＣ. ４ 月 ２ 日ꎻＤ. ４ 月 ５ 日

∥法条第 ２ 款条件有顺序的要求ꎬ前一条件排
斥下一条件ꎮ 此处“没有其他继承人”是指除同时
死亡的人员外ꎬ没有法定继承人ꎬ包括第一顺序和第
二顺序继承人ꎮ

◎举例:２０１０ 年ꎬ吴仁与刘云结婚ꎬ生一子吴

相ꎮ ２０１７ 年春节外出度假ꎬ在高速路上发生意外ꎬ
一家三口全部遇难ꎮ 留有遗产 ２００ 万元ꎬ吴仁有一

弟弟吴义ꎬ刘云有一养父ꎮ
分析:(１)吴仁、刘云、吴相均有继承人ꎬ推定长

辈吴仁、刘云先死亡ꎬ辈分相同不发生继承ꎬ吴仁、刘
云共有财产平均分割ꎬ各有遗产 １００ 万元ꎮ 刘云的

遗产 １００ 万元ꎬ由其养父与儿子吴相继承ꎬ各 ５０ 万

元ꎮ 吴仁的遗产 １００ 万元由其子吴相继承ꎬ排斥第

二顺序的弟弟吴义ꎮ (２)推定吴相后死亡ꎬ吴相的

继承人只有第二顺序的养外祖父ꎬ故吴相继承的

１５０ 万元遗产ꎬ由刘云的养父继承ꎮ

２.继承的接受

继承的接受ꎬ是指继承人作出的同意继承被继

承人遗产的意思表示ꎮ 意思表示可以是明示的ꎬ也
可以是默示的ꎮ 继承开始后ꎬ只要继承人没有在遗

产处理前以书面形式作出放弃继承的表示的ꎬ视为

接受继承ꎮ

３.法定继承、遗嘱和遗赠扶养协议的效力▲
の第 １１２３ 条 继承开始后ꎬ按照法定继承办

理ꎻ有遗嘱的ꎬ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ꎻ有遗赠
扶养协议的ꎬ按照协议办理ꎮ

被继承人生前与他人订有遗赠扶养协议ꎬ同时

又立有遗嘱的ꎬ继承开始后ꎬ如果遗赠扶养协议与遗

嘱没有抵触ꎬ遗产分别按协议和遗嘱处理ꎻ如果有抵

触ꎬ按协议处理ꎬ与协议抵触的遗嘱全部或者部分

无效ꎮ
遗嘱继承人依遗嘱取得遗产后ꎬ仍有权依照

«民法典»第 １１３０ 条(法定继承的遗产分配的原则)
的规定取得遗嘱未处分的遗产ꎮ
　 　 三、继承权▲

继承权ꎬ是指自然人根据法律的规定或者有效

遗嘱的指定取得被继承人遗产的权利ꎮ

１.继承权的特征

(１)继承权是自然人享有的权利ꎮ 继承权的主

体只能是自然人ꎬ不能是法人、其他组织和国家ꎮ
(２)继承权的产生是基于法律的规定或有效遗

嘱的指定ꎮ 基于法律规定产生的继承权是法定继承

权ꎬ通过有效遗嘱指定产生的继承权是遗嘱继承权ꎮ
(３)继承权的客体是遗产ꎮ 继承权是继承人继

承被继承人遗产的权利ꎬ因而继承权的客体只能是

遗产ꎬ不能是被继承人的身份或者其他人身利益ꎮ
(４)继承权是于被继承人死亡时才实际享有的

权利ꎮ 法律规定自然人享有的继承权ꎬ是对自然人

继承资格的规定ꎮ 只有被继承人死亡时ꎬ继承人才

实际享有继承遗产的权利ꎬ此时继承人才可以根据

自己的意愿ꎬ表示接受或者放弃ꎮ
(５)继承权不得转让ꎮ 继承权是因一定的身份

关系而发生的ꎬ因此具有专属性ꎬ不得转让给他人ꎮ

２.继承权的放弃与受遗赠权的接受▲
の第 １１２４ 条 继承开始后ꎬ继承人放弃继承

的ꎬ应当在遗产处理前ꎬ以书面形式作出放弃继承的
表示ꎻ没有表示的ꎬ视为接受继承ꎮ

受遗赠人应当在知道受遗赠后 ６０ 日内ꎬ作出接
受或者放弃受遗赠的表示ꎻ到期没有表示的ꎬ视为放
弃受遗赠ꎮ

继承权的放弃ꎬ是指继承人在继承开始后、遗产

分割前作出的放弃继承被继承人遗产的意思表示ꎮ
根据司法解释:
(１)继承人因放弃继承权ꎬ致其不能履行法定

义务的ꎬ放弃继承权的行为无效ꎮ ∥继承人放弃继

承权虽然是对自己权利的一种处分ꎬ但继承权的放

弃也是有限制的ꎮ
(２)继承人放弃继承应当以书面形式向遗产管

理人或者其他继承人表示ꎮ
(３)继承人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ꎬ应当在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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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后、遗产分割前作出ꎮ 遗产分割后表示放弃的
不再是继承权ꎬ而是所有权ꎮ

(４)遗产处理前或者在诉讼进行中ꎬ继承人对

放弃继承反悔的ꎬ由人民法院根据其提出的具体理
由ꎬ决定是否承认ꎮ 遗产处理后ꎬ继承人对放弃继承
反悔的ꎬ不予承认ꎮ

(５)放弃继承的效力ꎬ追溯到继承开始的时间ꎮ
∥放弃继承ꎬ继承人退出继承法律关系ꎬ对被继承人

的税款和债务可不负清偿责任ꎮ
(６)受遗赠人默示视为放弃ꎮ 受遗赠人在知道

受遗赠后 ６０ 日内没有接受受遗赠表示的或放弃受

遗赠ꎬ受遗赠权消灭ꎮ 受遗赠人先死亡或于遗产分

割前死亡且未作出接受受遗赠表示的ꎬ受遗赠权消

灭ꎮ 继承开始后ꎬ受遗赠人表示接受遗赠ꎬ并于遗产
分割前死亡的ꎬ其接受遗赠的权利转移给他的继
承人ꎮ

◎{多 ２０１８. ４８[２８]}志愿者甲经常照顾孤寡老

人乙ꎮ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０ 日ꎬ乙病故ꎬ遗嘱执行人丙告

诉甲ꎬ乙遗赠给甲 ３ 万元和一套古籍ꎮ ５ 月 １５ 日ꎬ
甲明确表示拒绝接受古籍ꎮ ５ 月 １８ 日ꎬ甲联系丙ꎬ
表示撤销此前拒绝接受古籍的行为ꎮ ５ 月 ２８ 日ꎬ甲
请求丙执行遗嘱ꎬ丙( )①ꎮ Ａ. 应将 ３ 万元交付

给甲ꎻＢ. 应将古籍交付给甲ꎻＣ. 无需向甲交付 ３ 万

元ꎻＤ. 无需向甲交付古籍

◎{单 ２０１６. ３７}甲立有遗嘱ꎬ将其两幅字画留

给好友乙ꎮ 甲死后次日ꎬ乙表示接受遗赠ꎮ 后乙在

遗产 分 割 前 死 亡ꎮ 对 此ꎬ 下 列 表 述 正 确 的 是

( )②ꎮ Ａ. 该遗赠失效ꎻＢ. 两幅字画由乙的继承

人继承ꎻＣ. 该遗赠不生效ꎻＤ. 两幅字画由乙的直系

晚辈血亲继承

３.继承权、受遗赠权的丧失【案例】
继承权的丧失ꎬ又称继承权的剥夺ꎬ是指在发生

法定事由时ꎬ依法取消继承人继承被继承人遗产的

资格ꎮ
の第 １１２５ 条▲▲　 继承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ꎬ

丧失继承权:
(１)故意杀害被继承人ꎻ
(２)为争夺遗产而杀害其他继承人ꎻ
(３) 遗弃被继承人ꎬ或者虐待被继承人情节

严重ꎻ
(４)伪造、篡改、隐匿或者销毁遗嘱ꎬ情节严重ꎻ
(５)以欺诈、胁迫手段迫使或者妨碍被继承人

设立、变更或者撤回遗嘱ꎬ情节严重ꎮ
继承人有前款第 ３ 项至第 ５ 项行为ꎬ确有悔改

表现ꎬ被继承人表示宽恕或者事后在遗嘱中将其列
为继承人的ꎬ该继承人不丧失继承权ꎮ

受遗赠人有本条第 １ 款规定行为的ꎬ丧失受遗
赠权ꎮ ∥第 ２ 款的规定不适用受遗赠权ꎮ

法条解析:
(１)虐待被继承人情节严重的ꎬ不论是否追究

刑事责任ꎬ均可确认其丧失继承权ꎮ
(２)继承人故意杀害被继承人的ꎬ不论是既遂

还是未遂ꎬ均应当确认其丧失继承权ꎮ
(３)继承人有本条第 １ 款第 １ 项或者第 ２ 项所

列之行为ꎬ而被继承人以遗嘱将遗产指定由该继承

人继承的ꎬ可以确认遗嘱无效ꎬ并确认该继承人丧失

继承权ꎮ
(４)继承人伪造、篡改、隐匿或者销毁遗嘱ꎬ侵

害了缺乏劳动能力又无生活来源的继承人的利益ꎬ
并造成其生活困难的ꎬ应当认定为本条第 １ 款第 ４
项规定的“情节严重”ꎮ

(５)继承人丧失继承权的ꎬ其晚辈直系血亲不
得代位继承ꎮ 如该代位继承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
生活来源ꎬ或者对被继承人尽赡养义务较多的ꎬ可以
适当分给遗产ꎮ

∥继承权的丧失自继承开始之时发生效力ꎮ 继

承开始后ꎬ人民法院对继承人继承权丧失的确认溯

及继承开始之时ꎮ 应当指出ꎬ继承权的丧失仅是继

承人对于特定被继承人的继承权的丧失ꎬ仅对于特

定的被继承人发生效力ꎬ对继承人的其他被继承人

并不发生效力ꎮ 因此ꎬ继承人对于某一被继承人丧

失继承权的ꎬ并不影响其对其他被继承人的继承权ꎮ

　 　 四、遗产

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ꎮ
の第 １１２２ 条 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

人合法财产ꎮ
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根据其性质不得继承的遗

产ꎬ不得继承ꎮ

１.遗产的特征 ×
(１)时间上的特定性ꎮ 自然人死亡前ꎬ其财产

不能作为遗产ꎮ 所以自然人死亡的时间是划定遗产

的时间界限ꎮ 遗产只能根据自然人死亡时其财产状

况来确定ꎮ
(２)内容上的财产性ꎮ 具有非财产属性的权益

不能作为遗产ꎬ如人身权ꎬ当自然人死亡时ꎬ随主体

的死亡而消灭ꎮ
(３)范围上的限定性ꎮ 遗产只能是死亡自然人

的个人财产ꎮ
(４)性质上的合法性ꎮ 遗产是死亡自然人的合

９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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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财产ꎮ 如是生前非法侵占的他人财产或非法所

得ꎬ则不得作为遗产ꎮ
(５)法律上的可转让性ꎮ 遗产为依照法律规定

能够转让给他人所有的财产ꎮ

２.遗产的范围

«民法典»采用开放性概括式的立法模式ꎬ第
１１２２ 条从正面规定和反面排除两方面确定遗产的

范围ꎮ
(１)可以作为遗产的财产ꎮ 遗产是自然人死亡

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ꎮ
由此可知ꎬ下列财产可以作为遗产:自然人的收

人ꎻ自然人所有的房屋、汽车、储蓄、有价证券和生活

用品ꎻ自然人的林木、牲畜和家禽ꎻ自然人的文物、图
书资料ꎻ自然人的专利权ꎻ自然人著作权中的财产权

利ꎻ履行标的为财物的债权ꎻ担保物权等ꎮ
(２)不能作为遗产的财产ꎮ 依照法律规定或者

根据其性质不得继派的遗产ꎬ不得继承ꎮ
由此可知ꎬ下列财产不能作为遗产:如国有自然

资源的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ꎻ与
自然人人身不可分离的具有抚恤、救济性质的财产

权利等ꎮ

第二节 法 定 继 承▲

　 　 一、法定继承的概念和特征▲【简述】
法定继承ꎬ是指直接根据法律规定的继承人范

围、继承顺序以及遗产分配原则ꎬ继承被继承人遗产
的法律制度ꎮ

具有以下特征:
(１)法定继承基于一定的身份关系产生ꎮ
根据法律规定ꎬ在法定继承中ꎬ法定继承人与被

继承人之间存在亲属关系ꎬ而亲属关系是一种身份

关系ꎬ具有以身份关系为基础的特征ꎮ
(２)法定继承是对遗嘱继承的补充ꎮ
在效力上ꎬ遗嘱继承优于法定继承ꎮ 继承开始

后ꎬ存在有效遗嘱的ꎬ应先适用遗嘱继承ꎮ 因此ꎬ法
定继承具有补充遗嘱继承的特征ꎮ

(３)法定继承是对遗嘱继承的限制ꎮ
法定继承对遗嘱继承也存在制约作用ꎬ如遗嘱

继承人只能是法定继承人范围以内的人ꎮ 遗嘱人必

须在遗嘱中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法定

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ꎮ 从这个意义上说ꎬ法
定继承也是对遗嘱继承的一种限制ꎮ

(４)法定继承具有法定性、强行性ꎮ
在法定继承中ꎬ继承人的范围、继承的顺序和继

承的遗产及遗产的分配原则等内容都由法律直接规

定ꎬ因而法定继承具有法定性的特点ꎮ 这些规定属

于强制性的法律规范ꎬ除法律另有规定外ꎬ不得排除

其适用ꎮ 从这个意义上说ꎬ法定继承具有强行性的

特征ꎮ

　 　 二、法定继承人的范围与法定继承顺序▲
▲【案例】

の第 １１２７ 条 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
(１)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ꎻ
(２)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ꎮ
继承开始后ꎬ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ꎬ第二顺序

继承人不继承ꎻ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ꎬ由第二
顺序继承人继承ꎮ

本编所称子女ꎬ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

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ꎮ
本编所称父母ꎬ包括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扶养关

系的继父母ꎮ
本编所称兄弟姐妹ꎬ包括同父母的兄弟姐妹、同

父异母或者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养兄弟姐妹、有扶

养关系的继兄弟姐妹ꎮ
の第 １１２９ 条 丧偶儿媳对公婆ꎬ丧偶女婿对岳

父母ꎬ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ꎬ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ꎮ

１.继承人的范围▲
法定继承人的范围ꎬ是指哪些人可以为法定继

承人ꎮ
法定继承人范围包括:配偶、子女、父母ꎻ兄弟姐

妹、祖父母、外祖父母ꎮ 子女、父母、兄弟姐妹范围参

照法条理解ꎻ祖父母、外祖父母ꎬ包括生祖父母、生外

祖父母、养祖父母和养外祖父母ꎮ
虽然«民法典»第 １１２９ 条赋予对公婆、岳父母

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丧偶儿媳、丧偶女婿ꎬ参与法定

继承的第一顺序继承人资格ꎬ但并非«民法典»第

１１３３ 条第 ２ 款(遗嘱继承)中所说的“法定继承人”ꎮ
继承人的范围要比法定继承人的范围略大ꎬ继

承人除了包括法定继承人外ꎬ还包括对公婆、岳父母

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丧偶儿媳、丧偶女婿ꎬ以及代位

继承人ꎮ
在转继承关系中ꎬ只是发生了两个法定继承关

系而已ꎬ继承人的继承人不是被继承人的继承人ꎬꎮ
∥思考:爷爷立遗嘱将财产给孙子ꎬ是遗嘱继承还是

遗赠?

２.继承人的顺序

法定继承顺序ꎬ又称为法定继承人的顺位ꎬ是指

法律规定的法定继承人参加继承的先后次序ꎮ
适用法定继承时ꎬ并不是所有法定继承人同时

都参加继承ꎬ而是按照法律规定的先后顺序参加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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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ꎬ即先由前一顺序的继承人继承ꎬ没有前一顺序的

继承人时ꎬ才由第二顺序的继承人继承ꎮ
第一顺序:配偶ꎬ子女ꎬ父母ꎬ对公婆、岳父母尽

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丧偶儿媳、丧偶女婿ꎻ
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和外祖父母ꎮ
有第一顺序继承人ꎬ不发生第二顺序继承ꎮ

(背)▲▲

３.司法解释

(１)被收养人对养父母尽了赡养义务ꎬ同时又
对生父母扶养较多的ꎬ除可以依照«民法典»第 １１２７
条的规定继承养父母的遗产外ꎬ还可以依照«民法
典»第 １１３１ 条(酌情分得遗产权)的规定分得生父
母适当的遗产ꎮ 收养关系一经成立ꎬ养子女与养父

母互为继承人ꎬ而与生父母不再互为继承人ꎮ
(２)继子女继承了继父母遗产的ꎬ不影响其继

承生父母的遗产ꎻ继父母继承了继子女遗产的ꎬ不影

响其继承生子女的遗产ꎮ 继子女与有扶养关系的继

父母、生父母均互为继承人ꎮ
(３)养子女与生子女之间、养子女与养子女之

间ꎬ系养兄弟姐妹ꎬ可以互为第二顺序继承人ꎮ 被收
养人与其亲兄弟姐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ꎬ因收养
关系的成立而消除ꎬ不能互为第二顺序继承人ꎮ

(４)继兄弟姐妹之间的继承权ꎬ因继兄弟姐妹
之间的扶养关系而发生ꎮ 没有扶养关系的ꎬ不能互
为第二顺序继承人ꎮ 继兄弟姐妹之间相互继承了遗
产的ꎬ不影响其继承亲兄弟姐妹的遗产ꎮ

(５)丧偶儿媳对公婆、丧偶女婿对岳父母ꎬ无论

其是否再婚ꎬ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ꎬ就作为第一顺序

继承人ꎮ 此时不影响其子女代位继承ꎮ
(６)尽了主要赡养义务或主要扶养义务是指对

被继承人生活提供了主要经济来源ꎬ或者在劳务等
方面给予了主要扶助的ꎮ

◎{单 ２０２１. ３６}甲、乙系夫妻ꎬ育有一子丙ꎮ 甲

的父亲去世后ꎬ甲的母亲李某与甲的弟弟丁一起生

活ꎮ １９９０ 年起李某为照看丙ꎬ开始与甲家共同生

活ꎮ ２０１０ 年甲因病去世ꎬ李某伤心过度而中风ꎬ乙
一直照顾李某ꎮ ２０１８ 年李某去世ꎬ留下存款 ６ 万

元ꎬ该 ６ 万元( )①ꎮ Ａ. 全部由丁继承ꎻＢ. 只能

由乙、丙继承ꎻＣ. 只能由丙、丁继承ꎻＤ. 应当由乙、
丙、丁继承

◎{多 ２０１７. ４８[２８]}甲、乙系夫妻ꎬ有一子丙ꎮ
丙与丁结婚ꎬ生有一女戊ꎮ ２００８ 年丙去世ꎬ丁与庚

再婚ꎬ二人一起照顾甲、乙的生活起居ꎮ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甲去世ꎮ 对甲遗产的继承ꎬ第一顺序继承人有

( )②ꎮ Ａ. 乙ꎻＢ. 丁ꎻＣ. 戊ꎻＤ. 庚∥{多 ２０１１. ４９}
雷同ꎮ

◎{多 ２０１５. ５０[３０]}甲与妻子乙协议离婚ꎬ约
定 ８ 周岁儿子由乙抚养ꎬ甲支付抚养费ꎮ 后甲与有

一女儿的丙再婚ꎬ并在婚后继续给付儿子抚养费ꎮ
十年后ꎬ丙因病去世ꎮ 丙去世时ꎬ其近亲属还有姐姐

丁ꎮ 有权继承丙遗产的人有( )③ꎮ Ａ. 甲ꎻＢ. 甲
的儿子ꎻＣ. 丙的女儿ꎻＤ. 丁

　 　 三、适用法定继承的情形▲【多选、简述】
の第 １１５４ 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ꎬ遗产中的有

关部分按照法定继承办理:
(１)遗嘱继承人放弃继承或者受遗赠人放弃受

遗赠ꎻ
(２)遗嘱继承人丧失继承权或者受遗赠人丧失

受遗赠权ꎻ
(３)遗嘱继承人、受遗赠人先于遗嘱人死亡或

者终止ꎻ
(４)遗嘱无效部分所涉及的遗产ꎻ
(５)遗嘱未处分的遗产ꎮ
根据«民法典»第 １１２３ 条规定ꎬ继承开始后ꎬ遗

赠扶养协议的效力优先于遗嘱ꎬ遗嘱的效力优先于

法定继承ꎮ
受遗赠人包括遗赠中的受遗赠人与遗赠扶养协

议中的受遗赠人ꎮ
◎{单 ２０２０. ２４[１４]}画家甲丧偶后独自抚养儿

子乙ꎮ 某日ꎬ甲将自己的一幅画作交给朋友丙保管ꎬ
嘱托丙待自己去世后烧毁该画作ꎮ 甲去世后ꎬ丙违

背甲的嘱托ꎬ将画作交拍卖公司拍卖ꎬ得款 ５０ 万元ꎮ
该 ５０ 万元应当( )④ꎮ Ａ. 归乙所有ꎻＢ. 归丙所

有ꎻＣ. 由乙、丙平分ꎻＤ. 归国家所有

　 　 四、代位继承▲▲【简述】
の第 １１２８ 条 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

死亡的ꎬ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直系晚辈血亲代位
继承ꎮ

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ꎬ由
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的子女代位继承ꎮ

代位继承人一般只能继承被代位继承人有权继
承的遗产份额ꎮ

１.代位继承的概念

代位继承是指被继承人的子女或兄弟姐妹先于

被继承人死亡ꎬ应由被继承人的子女或兄弟姐妹继

承的遗产份额ꎬ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直系晚辈血亲

或兄弟姐妹的子女继承的法律制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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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代位继承人ꎬ被代位继承人ꎬ被继承人ꎮ
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子女或兄弟姐妹称为被代位继

承人ꎬ被继承人的子女的直系晚辈血亲或兄弟姐妹

的子女称为代位继承人ꎮ
代位继承是法定继承中的一种特殊现象ꎬ只适

用于法定继承ꎬ不适用于遗嘱继承或遗赠ꎮ 如在遗

嘱继承中ꎬ遗嘱继承人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ꎬ遗嘱中

指定该继承人继承的遗产按照法定继承处理ꎬ不发

生代位继承ꎮ

２.简述代位继承的成立要件

(１)须被代位继承人先于被继承人死亡ꎮ
(２)须被代位继承人为被继承人的子女或兄弟

姐妹ꎮ
(３)须被代位继承人未丧失继承权ꎮ 否则不仅

本人不能参加继承ꎬ他人也不能代位继承ꎮ
(４)须代位继承人是被继承人子女的直系晚辈

血亲或兄弟姐妹的子女ꎮ 直系晚辈血亲包括自然血

亲和拟制血亲ꎮ
具备代位继承条件的ꎬ即可发生代位继承ꎬ代位

继承人取代被代位继承人的继承地位参与继承ꎬ代
位继承人一般只能继承被代位继承人有权继承的遗

产份额ꎮ 因此ꎬ若代位继承人为数人ꎬ则只能共同继

承被代位继承人有权继承的份额ꎮ
∥«民法典»将被代位继承人扩大到被继承人

的兄弟姐妹ꎬ使得代位继承从适用于直系血亲ꎬ扩大

到旁系血亲ꎮ

３.司法解释

①被继承人的孙子女、外孙子女、曾孙子女、外
曾孙子女都可以代位继承ꎬ代位继承人不受辈数的
限制ꎮ 被继承人的养子女、已形成扶养关系的继子

女的生子女可以代位继承ꎻ被继承人亲生子女的养

子女可以代位继承ꎻ被继承人养子女的养子女可以

代位继承ꎻ与被继承人已形成扶养关系的继子女的

养子女也可以代位继承ꎮ
②代位继承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ꎬ

或者对被继承人尽过主要赡养义务的ꎬ分配遗产时ꎬ
可以多分ꎮ

◎{单 ２０１０. ４８}甲立有遗嘱ꎬ表示其遗产由独

生子乙继承ꎮ 乙因病先于甲死亡ꎮ 甲死亡后ꎬ乙的

儿子丙继承甲的遗产ꎮ 这属于( )①ꎮ Ａ. 遗嘱

继承ꎻＢ. 代位继承ꎻＣ. 转继承ꎻＤ. 第二顺序法定继承

　 　 五、法定继承的遗产分配▲▲【选择】
法定继承的遗产分配是指在法定继承人之

间分配被继承人的遗产ꎬ即确定继承人的应继承

份额ꎮ

１.法定继承的遗产分配原则

の第 １１３０ 条 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
额ꎬ一般应当均等ꎮ

对生活有特殊困难又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ꎬ
分配遗产时ꎬ应当予以照顾ꎮ

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
共同生活的继承人ꎬ分配遗产时ꎬ可以多分ꎮ

有扶养能力和有扶养条件的继承人ꎬ不尽扶养
义务的ꎬ分配遗产时ꎬ应当不分或者少分ꎮ

继承人协商同意的ꎬ也可以不均等ꎮ
在法定继承中ꎬ同一顺序继承人的应继承份额

按照以下原则确定:
(１)一般情况下应当均等ꎮ 在没有法律规定的

特别情形下ꎬ同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应按照人数平

均分配遗产ꎮ
(２)特殊情况下可以不均等ꎮ 在下列情况下ꎬ

同一顺序法定继承人的继承份额可以不均等:
①对生活有特殊困难又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

人ꎬ分配遗产时ꎬ应当予以照顾ꎮ
②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

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ꎬ分配遗产时ꎬ可以多分ꎮ
③有扶养能力和有扶养条件的继承人ꎬ不尽扶

养义务的ꎬ分配遗产时ꎬ应当不分或者少分ꎮ 即使与

被继承人共同生活ꎬ也可以少分或者不分ꎮ
④继承人协商同意的ꎬ也可以不均等ꎮ
根据司法解释:人民法院对故意隐匿、侵吞或者

争抢遗产的继承人ꎬ可以酌情减少其应继承的遗产ꎮ
继承人有扶养能力和扶养条件ꎬ愿意尽扶养义务ꎬ但
被继承人因有固定收入和劳动能力ꎬ明确表示不要

求其扶养的ꎬ分配遗产时ꎬ一般不应因此而影响其继

承份额ꎮ

２.非继承人对遗产的取得(酌情分得遗产权)
の第 １１３１ 条 对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

扶养的人ꎬ或者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
的人ꎬ可以分给适当的遗产ꎮ

∥依照本条规定可以分给适当遗产的人ꎬ分给

他们遗产时ꎬ按具体情况可以多于或者少于继承人ꎮ
要求分得适当遗产是一项独立的权利ꎬ受法律保护ꎮ

∥遗产因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归国家或者集

体所有制组织所有时ꎬ按照«民法典»第 １１３１ 条规

定可以分给适当遗产的人提出取得遗产的诉讼请

求ꎬ人民法院应当视情况适当分给遗产ꎮ
◎{法多 ２０１４. ３０}肖某育有二子一女ꎬ长子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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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对肖某尽赡养义务ꎬ次子乙患脑瘫且无生活来

源ꎬ女儿丙婚前、婚后均与肖某共同生活ꎮ ２００４ 年

肖某捡到一弃婴丁并予以抚养ꎬ但未办理收养手续ꎮ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ꎬ肖某死亡ꎮ 分配遗产时 ( )①ꎮ
Ａ. 甲应当不分或少分ꎻＢ. 对乙应当予以照顾ꎻＣ. 丙
可以多分ꎻＤ. 可以分给丁适当的遗产

３.继承处理方式【补充】
の第 １１３２ 条 继承人应当本着互谅互让、和

睦团结的精神ꎬ协商处理继承问题ꎮ 遗产分割的时

间、办法和份额ꎬ由继承人协商确定ꎻ协商不成的ꎬ
可以由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ꎮ

第三节 遗嘱继承和遗赠

　 　 一、遗嘱

の第 １１３３ 条 自然人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
嘱处分个人财产ꎬ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ꎮ

自然人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
人中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ꎮ

自然人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与国家、集体
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组织、个人ꎮ

自然人可以依法设立遗嘱信托ꎮ
自然人通过立遗嘱的形式ꎬ设立遗嘱继承、遗

赠、遗嘱信托ꎮ 遗嘱中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
人继承的成立遗嘱继承ꎻ将个人财产赠与法定继承

人以外的自然人及国家、集体、组织ꎬ成立遗赠ꎻ自然

人可以依法设立遗嘱信托ꎬ处分自己的财产和安排

有关事务ꎮ

　 　 (一)遗嘱的概念和特征

遗嘱是自然人生前依法处分自己的财产和安排
有关事务ꎬ并于死后生效的民事法律行为ꎮ

遗嘱的法律特征:
(１)遗嘱是单方民事法律行为ꎬ只需遗嘱人一

方意思表示即可成立ꎮ
(２)遗嘱是死后生效的民事法律行为ꎮ 遗嘱人

死亡时遗嘱才生效ꎬ所以遗嘱人在生前任何时候都

可以变更或撤回遗嘱ꎮ
(３)遗嘱是遗嘱人亲自所为的民事法律行为ꎮ

遗嘱必须由遗嘱人亲自设立ꎬ不得代理ꎮ
(４)遗嘱是要式民事法律行为ꎮ 遗嘱只有符合

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ꎬ才能发生效力ꎮ

　 　 (二)遗嘱的形式▲【选择】
遗嘱的形式ꎬ是指遗嘱人处分自己身后财产及

安排有关事务的意思表示的方式ꎬ包括 ６ 种ꎮ

１.自书遗嘱

の第 １１３４ 条 自书遗嘱①由遗嘱人亲笔书写ꎬ
②签名ꎬ③注明年、月、日ꎮ

自书遗嘱是指遗嘱人亲笔书写的遗嘱ꎮ 签名是

指亲笔签名ꎬ不得用盖章或者按手印代替签名ꎮ 成

立条件:①②③(见法条ꎬ下同略)ꎮ
根据司法解释ꎬ自然人在遗书中涉及死后个人

财产处分的内容ꎬ确为死者的真实意思表示ꎬ有本人

签名并注明了年、月、日ꎬ又无相反证据的ꎬ可以按自

书遗嘱对待ꎮ

２.代书遗嘱

の第 １１３５ 条 代书遗嘱应当①有两个以上见
证人在场见证ꎬ②由其中一人代书ꎬ③并由遗嘱人、
代书人和其他见证人签名ꎬ④注明年、月、日ꎮ

代书遗嘱是指由遗嘱人口述ꎬ由他人代为书写、
记录的遗嘱ꎮ

３.打印遗嘱

の第 １１３６ 条 打印遗嘱应当①有两个以上见
证人在场见证ꎮ ②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遗嘱每一
页签名ꎬ③注明年、月、日ꎮ

打印遗嘱是指使用电脑、打印机等设备打印出

的遗嘱ꎮ

４.录音录像遗嘱

の第 １１３７ 条 以录音录像形式立的遗嘱ꎬ应当

①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ꎮ ②遗嘱人和见证人
应当在录音录像中记录其姓名或者肖像ꎬ以及年、
月、日ꎮ

录音录像遗嘱是指用录音录像设备录下遗嘱人

的口述遗嘱或带有肖像的口述遗嘱ꎮ

５.口头遗嘱

の第 １１３８ 条 遗嘱人①在危急情况下ꎬ可以立

口头遗嘱ꎮ 口头遗嘱应当②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
见证ꎮ ③危急情况消除后ꎬ遗嘱人能够以书面或者
录音录像形式立遗嘱的ꎬ所立的口头遗嘱无效▲ꎮ

口头遗嘱是指遗嘱人在危急情况下以口头方式

设立的遗嘱ꎮ 所谓“危急情况”ꎬ一般是指遗嘱人生

命垂危、突遇自然灾害、意外事故、战争等ꎮ

６.公证遗嘱

の第 １１３９ 条 公证遗嘱由遗嘱人经公证机构
办理ꎮ

公证遗嘱是指经公证机关公证的遗嘱ꎮ
为保证代书遗嘱、录音录像遗嘱、打印遗嘱和口

头遗嘱的真实性ꎬ要求这几种遗嘱必须有两个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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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人在场见证ꎮ «民法典»第 １１４０ 条对见证人的

资格作了限制性规定ꎮ 【选择】
の第 １１４０ 条 下列人员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
(１)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以及其他不具有见证能力的人ꎻ
(２)继承人、受遗赠人ꎻ
(３)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的人ꎮ
∥根据司法解释ꎬ继承人、受遗赠人的债权人、

债务人ꎬ共同经营的合伙人ꎬ也应当视为与继承人、
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ꎬ不能作为遗嘱的见证人ꎮ

　 　 (三)遗嘱的效力

１.遗嘱有效

只有具备有效条件的遗嘱ꎬ才能发生法律效力ꎮ
１. １　 {简 ２０１３. ５４}简述遗嘱的有效要件▲
答案要点:遗嘱有效应具备下列条件:
(１)立遗嘱人必须有遗嘱能力ꎬ即立遗嘱时必

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ꎮ
(２)遗嘱人在立遗嘱时必须意思表示真实ꎮ 如

果不是遗嘱人的真实意思ꎬ则遗嘱无效ꎮ
(３)遗嘱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

规定ꎬ不违背公序良俗ꎮ
(４)遗嘱的形式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ꎮ 遗嘱为

要式民事法律行为ꎬ必须符合法律所要求的形式ꎮ
根据司法解释ꎬ遗嘱人立遗嘱时必须具有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ꎮ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

为能力人所立的遗嘱ꎬ即使其本人后来具有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ꎬ仍属无效遗嘱ꎮ 遗嘱人立遗嘱时具有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ꎬ后来成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

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ꎬ不影响遗嘱的效力ꎮ
１. ２　 必留份限制

の第 １１４１ 条 遗嘱应当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
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ꎮ

∥遗嘱人未保留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

的继承人的遗产份额ꎬ遗产处理时ꎬ应当为该继承人

留下必要的遗产ꎬ所剩余的部分ꎬ才可参照遗嘱确定

的分配原则处理ꎮ 继承人是否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
生活来源ꎬ应当按遗嘱生效时该继承人的具体情况
确定ꎮ

◎{法单 ２０１６. １５}根据法律规定ꎬ遗嘱人在遗

嘱中应当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

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ꎮ 继承人是否符合上述条件的

确定时间为( )①ꎮ Ａ. 立遗嘱时ꎻＢ. 遗嘱生效

时ꎻＣ. 执行遗嘱时ꎻＤ. 分割遗产时

２.遗嘱无效

遗嘱无效是指遗嘱因违反法律规定而不能发生

法律效力ꎮ
の第 １１４３ 条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

事行为能力人所立的遗嘱无效ꎮ
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ꎬ受欺诈、胁迫

所立的遗嘱无效ꎮ
伪造的遗嘱无效ꎮ
遗嘱被篡改的ꎬ篡改的内容无效ꎮ
◎简述遗嘱无效的情形:
答题要点:见法条规定的 ４ 款情形ꎮ
∥遗嘱人以遗嘱处分了国家、集体或者他人财

产的ꎬ应当认定该部分遗嘱无效ꎮ

　 　 (四)遗嘱的变更和撤回▲【选择、案例】 {单
２０１８. ３６}{单 ２０１８. ３６}

遗嘱的变更是指遗嘱人生前依法对原先所立遗

嘱内容作部分修改ꎮ
遗嘱的撤回是指遗嘱人废除原先所立的遗嘱ꎬ

或者对原先所立遗嘱内容作全部修改ꎮ
の第 １１４２ 条 遗嘱人可以撤回、变更自己所立

的遗嘱ꎮ
立遗嘱后ꎬ遗嘱人实施与遗嘱内容相反的民事

法律行为的ꎬ视为对遗嘱相关内容的撤回ꎮ
立有数份遗嘱ꎬ内容相抵触的ꎬ以最后的遗嘱

为准ꎮ
∥提示:«民法典»取消了公证遗嘱的最高效力

与优先力ꎮ 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施行前立有公证

遗嘱ꎬ«民法典»施行后又立有新遗嘱ꎬ其死亡后ꎬ因
该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发生争议的ꎬ适用«民法典»
第 １１４２ 条第 ３ 款的规定ꎮ

遗嘱撤回和变更有三种方式:
(１)明示方式ꎮ 遗嘱人另立新遗嘱ꎬ在新遗嘱

中声明撤回或变更原先所立的遗嘱ꎮ
(２)默示方式ꎮ 遗嘱人通过行为撤回、变更原

先所立的遗嘱ꎮ 立遗嘱后ꎬ遗嘱人实施与遗嘱内容

相反的民事法律行为的ꎬ视为对遗嘱相关内容的

撤回ꎮ
(３)推定方式ꎮ 遗嘱人立有数份遗嘱ꎬ内容相

抵触的ꎬ以最后的遗嘱为准ꎮ
◎{单 ２０２１. ２９[１９]}２０１０ 年ꎬ甲立自书遗嘱一

份ꎬ表示自己的房屋由儿子乙继承ꎬ屋内的紫檀家具

由孙子丙继承ꎮ ２０１８ 年甲将房屋卖给任某ꎬ得款

１２０ 万元ꎬ并办理了过户登记手续ꎬ后甲病故ꎮ 对

此ꎬ下列表述正确的是( )②ꎮ Ａ. 甲所立自书遗

嘱的内容全部被撤回ꎻＢ. 甲立遗嘱后不得出卖遗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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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分的财产ꎻＣ. 乙有权基于遗嘱继承权取得卖房款

１２０ 万元ꎻＤ. 丙有权基于遗赠取得紫檀家具

　 　 二、遗嘱继承

　 　 (一)遗嘱继承的概念和特征

遗嘱继承是指依据被继承人生前所立的合法有

效遗嘱ꎬ将遗产转移给其指定的法定继承人所有的

法律制度ꎮ
涉及概念:被继承人又称立遗嘱人或遗嘱人ꎬ遗

嘱继承人ꎮ
遗嘱继承的发生事由:被继承人死亡ꎬ有被继承

人所立的有效遗嘱ꎮ (遗嘱继承的成立要件)
简述遗嘱继承的特征:▲
(１)遗嘱继承须以存在有效遗嘱为前提ꎮ 仅有

被继承人的死亡并不能发生遗嘱继承ꎬ还须有被继

承人所立的有效遗嘱ꎮ 因此ꎬ被继承人生前立有合

法有效遗嘱是遗嘱继承的前提ꎮ
(２)遗嘱继承直接体现被继承人的遗愿ꎮ 在遗

嘱继承中ꎬ继承人、继承份额等都是由被继承人在遗

嘱中指定的ꎮ 按照遗嘱进行继承ꎬ也就是充分尊重

被继承人对自己财产处分的自由ꎮ
(３)遗嘱继承是对法定继承的排斥ꎮ 遗嘱中所

指定的继承人对遗产的继承不受法定继承人顺序、
继承人应继承份额的限制ꎬ因此ꎬ遗嘱继承实际上是

对法定继承的一种排斥ꎮ
(４)遗嘱继承的效力优于法定继承ꎮ
(５)遗嘱继承人必须是法定继承人ꎮ (遗嘱继

承的成立要件)

　 　 (二)简述遗嘱继承的适用条件▲
被继承人死亡后ꎬ只有具备以下条件时ꎬ才能适

用遗嘱继承ꎮ
(１)须被继承人生前立有遗嘱且遗嘱有效ꎮ 这

是适用遗嘱继承的前提ꎮ
(２)须没有遗赠扶养协议或没有与遗赠扶养协

议相抵触ꎮ 遗赠扶养协议的效力优于遗嘱ꎬ遗嘱与

遗赠扶养协议抵触的ꎬ应当执行遗赠扶养协议ꎮ
(３)遗嘱继承人未丧失继承权、也未放弃继承

权ꎮ 适用遗嘱继承时继承人也必须具有继承权ꎬ继承

权丧失或放弃的ꎬ则不能参加遗嘱继承ꎮ 另外ꎬ遗嘱继

承人明确表示放弃继承的ꎬ也不可适用法定继承ꎮ

　 　 (三)简述法定继承与遗嘱继承的区别

(１)发生根据不同ꎮ 法定继承的发生只需要被

继承人死亡一个事实ꎮ 遗嘱继承的发生须以被继承

人死亡和遗嘱合法有效两个事实ꎮ
(２)适用顺序不同ꎮ 遗嘱继承在适用上优先于

法定继承ꎮ
(３)继承人的继承顺序、继承的遗产份额等在

法定继承中由法律规定ꎬ而遗嘱继承中由遗嘱人在

遗嘱中指定ꎮ 遗嘱继承的继承人虽然与法定继承人

的范围相同ꎬ但不受法定继承顺序、份额的限制ꎮ

　 　 三、遗赠

　 　 (一)简述遗赠的概念和成立要件

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的方式将其个人财产赠

与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组织、个人ꎬ并
于其死后生效的民事法律行为ꎮ

遗赠的特征:４ ＋ １
(１)遗赠是遗嘱的一种类型ꎬ具有遗嘱的法律

特征ꎬ包括:①是单方民事法律行为ꎻ②是死后生效

的民事法律行为ꎻ③是遗嘱人亲自所为的民事法律

行为ꎻ④是要式民事法律行为ꎮ
(２)作为受遗赠人ꎬ是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

人以外的组织、个人ꎮ
∥在遗赠中立遗嘱的自然人为遗赠人ꎬ被指定

接受赠与财产的人为受遗赠人ꎮ 遗赠是遗嘱的一种

类型ꎬ属于民事法律行为ꎮ 遗嘱继承是一种法律制

度ꎬ但遗嘱继承、遗赠经常并列使用ꎮ
遗赠的接受与受遗赠权的丧失ꎬ参见前文«民

法典»第 １１２４ 条、第 １１２５ 条规定ꎮ

　 　 (二) {简 ２００７. ５４}简述遗赠与遗嘱继承的

区别

答案要点:(１)受遗赠人与遗嘱继承人的法律
地位不同ꎮ 受遗赠人不是继承人ꎬ没有继承权ꎻ而遗

嘱继承人是继承人ꎬ享有继承权ꎮ
(２)受遗赠人与遗嘱继承人的范围不同ꎮ 受遗

赠人为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组织、人ꎻ
而遗嘱继承人只能是法定继承人之内的自然人ꎮ

(３)对遗赠和遗嘱继承的接受、放弃的方式不

同ꎮ 继承开始后ꎬ受遗赠人应当在知道受遗赠后 ６０
日内ꎬ作出接受或者放弃受遗赠的表示ꎻ到期没有表

示的ꎬ视为放弃受遗赠ꎮ 遗嘱继承人在继承开始后、
遗产处理前ꎬ没有以书面形式表示放弃遗嘱继承的ꎬ
视为接受继承ꎮ

　 　 (三)附义务的遗嘱继承或遗赠【补充】
の第 １１４４ 条 遗嘱继承或者遗赠附有义务的ꎬ

继承人或者受遗赠人应当履行义务ꎮ 没有正当理由
不履行义务的ꎬ经利害关系人或者有关组织请求ꎬ人
民法院可以取消其接受附义务部分遗产的权利ꎮ

附义务的遗嘱继承或者遗赠ꎬ如义务能够履行ꎬ
而继承人、受遗赠人无正当理由不履行ꎬ经受益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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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其他继承人请求ꎬ人民法院可以取消其接受附义

务部分遗产的权利ꎬ由提出请求的继承人或者受益

人负责按遗嘱人的意愿履行义务ꎬ接受遗产ꎮ

第四节 遗产的处理

　 　 一、遗产管理人

遗产管理人是指对遗产负责保存和管理的人ꎮ

１.遗产管理人的产生

继承开始后ꎬ遗嘱执行人为遗产管理人ꎻ没有遗

嘱执行人的ꎬ继承人应当及时推选遗产管理人ꎻ继承

人未推选的ꎬ由继承人共同担任遗产管理人ꎻ没有继

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ꎬ由被继承人生前住

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ꎮ
对遗产管理人的确定有争议的ꎬ利害关系人可

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ꎮ

２.遗产管理人的职责

の第 １１４７ 条 遗产管理人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１)清理遗产并制作遗产清单ꎻ
(２)向继承人报告遗产情况ꎻ
(３)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遗产毁损、灭失ꎻ
(４)处理被继承人的债权债务ꎻ
(５)按照遗嘱或者依照法律规定分割遗产ꎻ
(６)实施与管理遗产有关的其他必要行为ꎮ
の第 １１４８ 条 遗产管理人应当依法履行职责ꎬ

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继承人、受遗赠人、债权人
损害的ꎬ应当承担民事责任ꎮ

３.遗产管理人的权利

遗产管理人有获得报酬权ꎮ
の第 １１４９ 条 遗产管理人可以依照法律规定

或者按照约定获得报酬ꎮ

４.继承开始后的通知与遗产的保管

の第 １１５０ 条 继承开始后ꎬ知道被继承人死亡

的继承人应当及时通知其他继承人和遗嘱执行人ꎮ
继承人中无人知道被继承人死亡或者知道被继承人

死亡而不能通知的ꎬ由被继承人生前所在单位或者

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负责通知ꎮ
の第 １１５１ 条 存有遗产的人ꎬ应当妥善保管遗

产ꎬ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吞或者争抢ꎮ

　 　 二、遗赠扶养协议▲
の第 １１５８ 条 自然人可以与继承人以外的组

织或者个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ꎮ 按照协议ꎬ该组织
或者个人承担该自然人生养死葬的义务ꎬ享有受遗
赠的权利ꎮ

１.简述遗赠扶养协议的概念和特征▲
遗赠扶养协议ꎬ是指自然人与继承人以外的组

织或者个人签订的ꎬ由该组织或者个人承担该自然
人生养死葬的义务ꎬ享有受遗赠的权利的协议ꎮ

遗赠扶养协议的特征:▲
(１)遗赠扶养协议是双方、有偿、双务、诺成、要

式民事法律行为ꎮ
(２)遗赠扶养协议的扶养人是继承人以外的组

织或者个人ꎬ不限于自然人ꎮ ∥自然人中法定继承

人、国家不能作扶养人ꎮ
(３)遗赠扶养协议双方当事人义务履行的时间

具有错时性ꎮ 扶养人在遗赠人(被扶养人)生前履

行扶养义务ꎬ而遗赠人于其死后才转移遗赠的财产ꎮ
∥所以ꎬ在遗赠人死亡前ꎬ扶养人不得要求遗赠人将

财产归于自己ꎮ
(４)遗赠扶养协议在适用上具有最优先性ꎮ 效

力优先于法定继承、遗嘱ꎮ
遗赠扶养协议是双务、有偿民事法律行为ꎬ双方

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具有对应性:遗赠人所享有的被

扶养的权利ꎬ是以死后遗赠指定的财产为代价的ꎬ扶
养人获得遗赠财产的权利是以对遗赠人负生养死葬

的义务为代价的ꎮ
∥继承人以外的组织或者个人与自然人签订遗

赠扶养协议后ꎬ无正当理由不履行ꎬ导致协议解除

的ꎬ不能享有受遗赠的权利ꎬ其支付的供养费用一般
不予补偿ꎻ遗赠人无正当理由不履行ꎬ导致协议解除

的ꎬ则应当偿还继承人以外的组织或者个人已支付
的供养费用ꎮ 【预防选择】

２. {法简 ２０１３. ３４}简述遗赠和遗赠扶养协议的

区别▲▲
答题要点:(１)行为的性质不同ꎮ 遗赠是单方、

单务、无偿民事法律行为ꎻ遗赠扶养协议是双方、双
务、有偿民事法律行为ꎮ

(２)行为的形式不同ꎮ 遗赠采用遗嘱形式ꎻ遗
赠扶养协议采用协议形式ꎮ

(３)主体的范围不同ꎮ 遗赠扶养协议的扶养人

限于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个人或者组织ꎬ不包括国家ꎻ
而遗赠中的受遗赠人除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个人或者

组织外ꎬ还包括国家ꎮ
(４)受遗赠人的主体资格不同ꎮ 遗赠扶养协议

的扶养人(受遗赠人)订立协议时必须是具有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人ꎬ而遗赠中的受遗赠人不受此限ꎮ
(５)法律效力不同ꎮ 遗赠扶养协议具有优先于

遗嘱继承和遗赠的执行效力ꎬ遗赠与遗嘱继承的法

律效力是相同的ꎮ
∥(６)遗赠是死后生效的法律行为ꎬ遗赠扶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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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是生前生效与死后生效相结合的法律行为ꎮ
∥(７)遗赠中的受遗赠人必须在法定期限内作

出接受遗赠的明确意思表示ꎬ否则视为放弃受遗赠

权ꎬ而遗赠扶养协议中的扶养人无须在遗嘱人死亡

后作出接受遗赠的意思表示ꎬ即可以直接依协议取

得遗产ꎮ

　 　 三、遗产的分割

遗产的分割是指按照遗嘱指定或法律规定在共

同继承人之间对遗产进行分配的行为ꎮ

１.遗产的确定(先析产、后继承)▲
遗产的确定是指在分割遗产前ꎬ应将遗产与他

人共有的财产区分开ꎬ也叫作析产ꎮ
の第 １１５３ 条 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ꎬ除有约定

的外ꎬ遗产分割时ꎬ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
分出为配偶所有ꎬ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ꎮ

遗产在家庭共有财产之中的ꎬ遗产分割时ꎬ应当
先分出他人的财产ꎮ

具体来讲:
(１)遗产与夫妻共同财产的区分ꎮ (の第 １１５３

条第 １ 款)
(２)遗产与家庭共同财产的区分ꎮ (の第 １１５３

条第 ２ 款)
(３)遗产与其他共有财产的区分ꎮ 如与合伙人

共有财产的区分、与朋友共有某物的区分等ꎬ先分出

他人的财产ꎬ剩余的为遗产ꎮ

２.遗产分割的原则

分割遗产时ꎬ应遵循如下原则:
(１)先遗嘱继承后法定继承原则ꎮ 在有遗嘱的

情况下ꎬ首先应按照遗嘱的指定分割遗产ꎮ
(２)保留胎儿继承份额原则ꎮ
の第 １１５５ 条 遗产分割时ꎬ应当保留胎儿的继

承份额ꎮ 胎儿娩出时是死体的ꎬ保留的份额按照法
定继承办理ꎮ

没有保留的ꎬ应从继承人所继承的遗产中扣回ꎮ
为胎儿保留的遗产份额ꎬ如胎儿出生后死亡的ꎬ由其

继承人继承ꎻ如胎儿娩出时是死体的ꎬ由被继承人的

继承人继承ꎮ
◎{法多 ２０１１. ２９}赵某死亡ꎬ遗产由其父甲、其

母乙、其妻丙和其子丁继承ꎬ当时丙已怀孕ꎮ 上述继

承人在继承时为胎儿保留了必要的继承份额ꎮ 丙分

娩时ꎬ胎儿死于母体内ꎮ 有权继承为该胎儿所保留

份额的人包括( )①ꎮ Ａ. 甲ꎻＢ. 乙ꎻＣ. 丙ꎻＤ. 丁
(３)互谅互让、协商分割原则ꎮ (の第 １１３２ 条)
遗产分割的时间、办法和份额ꎬ由继承人协商确

定ꎻ协商不成的ꎬ可以由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或者向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ꎮ
(４)物尽其用原则

の第 １１５６ 条 遗产分割应当有利于生产和生
活需要ꎬ不损害遗产的效用ꎮ

不宜分割的遗产ꎬ可以采取折价、适当补偿或者

共有等方法处理ꎮ
∥补充法条:
の第 １１５７ 条 夫妻一方死亡后另一方再婚的ꎬ

有权处分所继承的财产ꎬ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

干涉ꎮ

３.转继承【简述ꎬ案例ꎬ选择】
の第 １１５２ 条 继承开始后ꎬ继承人于遗产分割

前死亡ꎬ并没有放弃继承的ꎬ该继承人应当继承的遗
产转给其继承人ꎬ但是遗嘱另有安排的除外ꎮ

∥转继承是连续发生的两次继承ꎬ适用于法定

继承与遗嘱继承ꎮ 实际接受遗产的继承人称为转继

承人ꎬ继承人又称为被转继承人ꎮ
◎简述转继承的概念和成立要件:▲
转继承是指继承开始后ꎬ继承人于遗产分割前

死亡ꎬ本该由该继承人继承的遗产份额转由其继承

人承受ꎮ
转继承应具备下列条件:
(１)被转继承人于被继承人死亡后、遗产分割

前死亡ꎮ
(２)被转继承人未丧失继承权ꎬ也未放弃继

承权ꎮ
(３)被转继承人生前未立另有安排的遗嘱ꎮ

４. {简 ２００６. ５７}简述转继承与代位继承的区别

▲【补充】
答案要点:(１)性质不同ꎮ 转继承是连续发生

的两次继承ꎬ即由继承人直接继承后再由转继承人

继承被继承人的遗产ꎮ 代位继承是替补继承ꎬ代位

继承人基于其代位继承权而直接取得被继承人的

遗产ꎮ
(２)事实根据不同(继承人死亡的时间不同)ꎮ

转继承基于继承人后于被继承人死亡的事实而发

生ꎬ而代位继承则基于继承人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

事实而发生ꎮ
(３)主体范围不同ꎮ 转继承人可以是被转继承

人的直系晚辈血亲ꎬ也可以是被转继承人的其他法

定继承人ꎬ而代位继承中的代位继承人只能是被代

位继承人的直系晚辈血亲或兄弟姐妹的子女ꎮ
(４)适用范围不同ꎮ 转继承可以适用于法定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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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ꎬ也可以适用于遗嘱继承ꎬ而代位继承只能适用于

法定继承ꎮ

　 　 四、被继承人债务的清偿

被继承人债务ꎬ又称遗产债务ꎬ是指被继承人死

亡时遗留的应由被继承人个人清偿的财产债务ꎮ 主

要包括:生前所欠的税款、合同债务、侵权损害赔偿

债务、不当得利返还债务等ꎮ 以被继承人个人名义

所欠的税款、债务ꎬ如果用于家庭共同生活ꎬ则属于

家庭共同税款、债务ꎬ其中属于应由被继承人承担的

部分属于被继承人的个人税款、债务ꎮ

１.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的原则

被继承人债务的清偿应遵循如下原则:
(１)限定继承原则ꎮ
の第 １１６１ 条 继承人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

限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ꎮ 超过

遗产实际价值部分ꎬ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ꎮ
继承人放弃继承的ꎬ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

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清偿责任(限定继承)ꎮ
(２)清偿税款、债务优先于执行遗赠的原则ꎮ
の第 １１６２ 条 执行遗赠不得妨碍清偿遗赠人

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ꎮ
(３)保留必留份原则ꎮ
の第 １１５９ 条 分割遗产ꎬ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

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ꎻ但是ꎬ应当为缺乏劳动能
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ꎮ

(４)连带责任原则ꎮ 继承人共同继承遗产系共

同共有ꎬ各共同继承人对遗产债务应当承担连带责

任ꎮ 但在共同继承人内部ꎬ则应当按照各自继承遗

产份额的比例分担遗产债务ꎮ

２.继承人对遗产债务的清偿顺序

の第 １１６３ 条 既有法定继承又有遗嘱继承、遗
赠的ꎬ由法定继承人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
税款和债务ꎻ超过法定继承遗产实际价值部分ꎬ由遗
嘱继承人和受遗赠人按比例以所得遗产清偿ꎮ

◎{单 ２０１４. ３６}赵某死亡后ꎬ甲依遗嘱继承了

一套房屋(价值 １８０ 万元)ꎬ乙依遗赠分得一幅字画

(价值 ４０ 万元)ꎬ丙依法定继承分得现金 ６０ 万元ꎮ
遗产分割完毕后ꎬ赵某的债权人找到甲、乙、丙ꎬ要求

偿还欠款 ４０ 万元ꎮ 该欠款应( )①ꎮ Ａ. 全部由

甲偿还ꎻＢ. 全部由丙偿还ꎻＣ. 由甲偿还 ３０ 万元ꎬ丙
偿还 １０ 万元ꎻＤ. 由甲、乙、丙按照各自分得的遗产

价值比例偿还

　 　 五、无人承受遗产的处理

の第 １１６０ 条 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遗产ꎬ

归国家所有ꎬ用于公益事业ꎻ死者生前是集体所有制

组织成员的ꎬ归所在集体所有制组织所有ꎮ

第二十一章 侵 权 责 任▲

第一节 侵权责任概述

の第 １２０ 条 民事权益受到侵害的ꎬ被侵权人

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ꎮ
の第 １１６４ 条 本编调整因侵害民事权益产生

的民事关系ꎮ

　 　 一、侵权责任的概念和特征

侵权责任是指①行为人因侵害民事权益②而依

法应当承担的③民事法律后果ꎮ
侵权责任是与违约责任相对应的一类民事责

任ꎬ具有如下法律特征:
(１)侵权责任以违反法定义务为前提ꎮ
从性质上来说ꎬ民事义务分为两种ꎬ一种是当事

人约定的义务ꎬ另一种是法律规定的义务ꎮ 违反前

一种义务会构成违约责任ꎬ违反后一种义务就会构

成侵权责任ꎮ
(２)侵权责任的主要形式是损害赔偿ꎮ
侵权责任的主要功能在于填补被侵权人因侵权

行为所遭受的损害ꎬ损害赔偿就成为了侵权责任的

主要形式ꎮ 虽然在有些情况下还有停止侵害、排除

妨碍、消除危险等非财产责任形式ꎬ但大多也是与损

害赔偿并用ꎮ
(３)侵权责任具有优先性ꎮ 因同一行为应当承

担侵权责任和行政责任、刑事责任ꎬ侵权人的财产不

足以支付的ꎬ先承担侵权责任ꎮ

　 　 二、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

　 　 (一)侵权责任归责原则的概念 ×
侵权责任归责原则是据以确定行为人承担侵权

民事责任的根据和标准ꎮ
侵权责任归责原则的意义就是解决责任的根据

问题ꎬ即可归责的事由ꎮ 就过错责任而言ꎬ侵权人承

担侵权责任的根据(可归责事由)是其过错ꎻ就无过

错责任而言ꎬ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的根据不是过错ꎬ
而是其他事由ꎬ如行为或物存在对他人产生侵害的

潜在危险性、存在特定的法律关系以及侵权人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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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地位就是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可归责事由ꎮ
我国的侵权责任归责原则采用的是过错责任原

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的二元归责体系ꎮ 过错推定、
公平责任不宜确立为归责原则ꎮ 过错推定是过错责
任原则适用中的一种特殊情形ꎬ公平责任在我国解
决的不是侵权责任承担的根据ꎬ而是特定情况下分
担损害后果的问题ꎮ

の第 １１８６ 条 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
都没有过错的ꎬ依照法律的规定由双方分担损失ꎮ

∥公平责任是指受害人和行为人双方对损害的

发生都没有过错ꎬ而依法由双方分担损失的民事法

律后果ꎮ 公平责任的适用必须有法律的明确规定ꎮ
公平责任是为了平衡当事人之间利益ꎬ处理例外情

况的一种特殊衡平处理手段ꎮ
◎{简 ２００８. ５４}简述我国侵权责任归责原则的

种类及各自的适用范围ꎮ
答案要点:(１)在我国ꎬ侵权民事责任的归责原

则包括过错责任原则与无过错责任原则ꎮ
(２)过错责任原则是侵权行为的一般归责原

则ꎬ在法律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ꎬ都适用过错责任

原则ꎮ 无过错责任原则适用于有法律规定的特定领

域或行业中ꎬ如高度危险作业、动物致人损害等ꎮ

　 　 (二)过错责任原则▲【多选ꎬ法条分析】
の第 １１６５ 条 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

益造成损害的ꎬ应当承担侵权责任ꎮ
依照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ꎬ其不能证明

自己没有过错的ꎬ应当承担侵权责任ꎮ
◎{法条 ２０１２. ５８}根据法条ꎬ请分析:(１)本条

第 １ 款规定的是何种归责原则? 其含义及适用范围

是什么? (２)本条第 ２ 款应当如何理解? 其适用范

围是什么?
答案要点:(１)第 １ 款规定的是过错责任原则ꎮ

过错责任原则是指以行为人的过错作为归责根据的

原则ꎮ 过错责任原则适用于一般侵权行为ꎬ只有在

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ꎬ才不适用过错责任原则ꎮ
(２)第 ２ 款是关于过错推定的规定ꎮ 过错推定

是指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ꎬ法律上推定行

为人有过错并使其承担侵权责任ꎮ 过错推定是过错

责任原则的一种表现形式ꎮ 过错推定适用于法律有

特别规定的情形ꎮ

１.过错责任原则的概念和特征

过错责任原则ꎬ是指以行为人的过错作为归责

根据的原则ꎮ
１. １　 过错责任原则的特征

(１)过错责任原则是一种主观归责原则ꎮ

它以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作为确定和追究责

任的绝对标准ꎬ即“有过错有责任” “无过错无责

任”ꎮ 而过错一般表现为行为人主观上的故意和过

失两种情形ꎮ
(２)过错责任原则以行为人的过错作为责任的

构成要件ꎮ
侵权责任的成立必须具备法律所规定的所有要

件ꎬ在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的场合ꎬ行为人的主观过错

是必备要件之一ꎮ
(３)过错责任原则适用于一般侵权行为ꎮ
侵权行为有一般侵权行为和特殊侵权行为之

分ꎮ 特殊侵权行为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ꎬ法律对这

类侵权行为有专门规定ꎮ 特殊侵权行为之外的侵权

行为ꎬ就属于一般侵权行为ꎮ
(４)过错责任原则对确定责任范围具有决定性

作用ꎮ 行为人过错的大小决定了损害赔偿责任的

轻重ꎮ
１. ２　 过错推定

过错推定ꎬ是指依照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

错ꎬ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ꎬ应当承担侵权

责任ꎮ
过错推定属于过错责任原则的一部分ꎬ是过错

责任原则适用中的一种特殊情形ꎬ它仍然以侵权人

的过错作为确定责任的根据ꎮ 因此ꎬ不可将其作为

我国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之一ꎮ

２.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范围

过错责任原则适用于一般侵权行为ꎬ只有法律
规定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侵权行为ꎬ才不适用过
错责任原则ꎮ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ꎬ过错推定不是普

遍适用于一般侵权行为ꎬ适用过错推定责任的情况ꎬ
需要有法律的明确规定ꎮ 所以过错推定只适用于法
律规定的几种侵权行为ꎬ如堆放物倒塌、滚落或者滑

落造成他人损害ꎬ堆放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ꎬ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ꎮ

３.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方法

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方法ꎬ是指对过错的举证

和证明负担的分配方法ꎮ
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方法有二:
(１)谁主张谁举证ꎮ 通常是由被侵权人对侵权

人的过错进行举证和证明ꎬ而侵权人无须证明自己

没有过错ꎮ
(２)过错推定实行举证责任倒置ꎮ 被侵权人无

须对侵权人的过错进行举证ꎬ而是由侵权人承担证

明自己没有过错的责任ꎮ 如果侵权人不证明或不能

证明自己不存在过错ꎬ则推定侵权人有过错ꎮ 如果

侵权人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ꎬ则不承担侵权责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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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适用方法上ꎬ过错推定显然有利于被侵权人ꎮ

　 　 (三)无过错责任原则▲【法条分析、论述】
の第 １１６６ 条 行为人造成他人民事权益损害ꎬ

不论行为人有无过错ꎬ法律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的ꎬ依照其规定ꎮ

无过错责任原则ꎬ是指不论行为人有无过错ꎬ只
要行为人造成他人民事权益损害ꎬ就应依法承担民

事责任的原则ꎮ

１.无过错责任原则的特征

(１)无过错责任原则不以行为人有过错作为责

任的构成要件ꎮ 凡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ꎬ无论侵

权人有无过错ꎬ都要承担侵权责任ꎮ
(２)无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必须有法律的明确

规定ꎮ
(３)无过错责任原则仍然存在免责事由ꎮ 即使

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ꎬ如果损害是出于受害人自身

原因或是其故意造成的ꎬ也会依法免除行为人的

责任ꎮ

２.无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范围

无过错责任原则适用于特殊侵权行为ꎬ法律对

其有专门规定ꎮ
◎简述«民法典»中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主

要情形ꎮ {简 ２０１１. ５４}
答案要点:
无过错责任原则主要适用于以下侵权行为:
(１)产品质量不合格致人损害ꎻ
(２)机动车交通事故中机动车一方致非机动车

或行人的损害ꎻ
(３)环境污染、破坏生态致人损害ꎻ
(４)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ꎻ
(５)饲养的动物致人损害ꎻ
(６)用人者的雇员在工作中致人损害ꎻ
(７)被监护人致人损害ꎮ

３.无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方法

既然无须考虑侵权人有无过错ꎬ所以在适用无

过错责任原则时就免除了被侵权人对侵权人过错的

举证和证明责任ꎬ侵权人也不得以证明自己没有过

错而主张免责ꎮ 但作为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ꎬ除主

观要件不需举证外ꎬ对其他三个要件被侵权人还是

要证明的ꎬ仍要证明侵权行为、损害后果以及二者之

间的因果关系(因果关系推定的除外)ꎮ

　 　 三、一般侵权责任和特殊侵权责任【补充】
侵权责任分为一般侵权责任和特殊侵权责任ꎮ
一般侵权责任ꎬ又称过错责任ꎬ是指行为人侵害

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ꎬ须有过错才承担的侵权责

任ꎮ 根据举证责任不同ꎬ过错责任又可以分为一般

过错责任与过错推定责任ꎮ
特殊侵权责任ꎬ又称“特殊侵权行为的民事责

任”ꎬ是指依照法律特别规定ꎬ民事主体在其行为造

成他人财产或人身损害时ꎬ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ꎮ
其责任构成无须具备一般侵权责任的全部要件ꎻ在
归责原则上ꎬ通常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ꎻ其责任也不

限于由行为人本人承担ꎮ

第二节 一般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

　 　 一、加害行为

加害行为ꎬ是指行为人实施的加害于被侵权人

民事权益的不法行为ꎮ 加害行为包括行为和违法两

个要素ꎮ 加害行为首先必须有行为ꎬ其次该行为必

须违反了法律ꎬ具有违法性的特征ꎮ
加害行为可以分为以下两类ꎮ

１.直接加害行为和间接加害行为

直接加害行为ꎬ是指侵权人的加害行为直接作

用于被侵权人受法律保护的人身或者财产权益ꎬ如
侵权人亲自毁坏他人汽车ꎮ

间接加害行为ꎬ是指侵权人通过他人或者其他

介质作用于被侵权人受法律保护的人身或者财产权

益ꎬ如教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毁坏他人汽车ꎮ

２.积极加害行为和消极加害行为

积极加害行为ꎬ也称为作为的侵权行为ꎬ是指违

反法律规定的不作为义务的行为ꎬ如毁坏他人名誉ꎮ
积极加害行为是侵权行为的主要行为方式ꎮ

消极加害行为ꎬ也称为不作为的侵权行为ꎬ是指

违反法律规定的作为义务的行为ꎬ如父母对未成年

子女不履行抚养义务ꎻ在公共场所或者道路上挖掘、
修缮安装地下设施ꎬ施工人没有设置明显标志和采

取安全措施致人损害等ꎮ

　 　 二、损害事实▲
损害事实是指被侵权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

以及其他利益所遭受的不利后果ꎮ 我国«民法典»
将损害后果分为财产损失、人身损害和精神损害

三类ꎮ

１.财产损失

财产损失是指被侵权人的财产或人身所遭受的

经济损失ꎮ 财产损失不以侵害财产权益为限ꎬ侵害

人身权益同样也可能造成财产损失ꎮ
财产损失可以分为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两类ꎮ

直接损失是指现有财产或既得利益的丧失或减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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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损失是指将来可得利益的丧失或减少ꎬ如被侵

权人未来挣钱能力的丧失或降低、被侵权人可得的

经营利润丧失或减少等ꎮ

２.人身损害

人身损害是指被侵权人的人格权、身份权所遭

受的不利后果ꎮ 如侵害被侵权人的生命权ꎬ其损害

后果是被侵权人死亡ꎮ 侵害被侵权人身体权、健康

权ꎬ其损害后果是被侵权人的肢体、器官等的完好性

被破坏、功能丧失或者降低ꎬ甚至导致被侵权人残

疾、丧失劳动能力ꎮ

３.精神损害

精神损害是指被侵权人在精神方面出现痛苦或

严重精神反常等现象ꎮ 根据精神损害的程度ꎬ精神

损害可以分为轻微精神损害、一般精神损害和严重

精神损害ꎮ 我国«民法典»只对严重精神损害给予

损害赔偿救济ꎮ 对于严重精神损害ꎬ需要被侵权人

举证证明ꎮ

　 　 三、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ꎬ是指加害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引
起与被引起的关系ꎮ

由于因果关系的复杂性和多样化ꎬ因果关系的

确定ꎬ在国际上有多种判定规则ꎮ 在我国ꎬ因果关系

的确定主要有以下几种判定规则:
(１)直接原因规则ꎮ 行为与结果之间有直接原

因关系的ꎬ无须再适用其他因果关系判断规则ꎬ直接

确认其具有因果关系ꎮ
(２)相当因果关系规则ꎮ 确定加害行为与损害

结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ꎬ要以行为时的一般社会智

识经验作为判断标准ꎬ认为该加害行为有引起该损

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ꎬ而在实际上该加害行为确实

引起了该损害结果ꎬ则该加害行为与该损害结果之

间有因果关系ꎮ 相当因果关系规则可以用下列方式

来说明:
大前提:依据一般的社会智识经验ꎬ该加害行为

有引起该损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ꎮ
小前提:实际上该加害行为确实引起了该损害

结果ꎮ
结论:那么ꎬ该加害行为是该损害结果发生的适

当条件ꎬ二者之间有因果关系ꎮ
(３)近因规则ꎮ 近因规则涉及事实原因和法律

原因(应当承担责任的原因)两个概念ꎬ只有在事实

原因得到确认之后才会发生近因问题ꎮ 但近因与时

间和空间的远近关系不大ꎬ它是指法律上的近因ꎬ当
符合法律要求的加害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一个

公平、公正意义上的“近距离”时ꎬ就可确定加害行

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ꎮ
(４)推定因果关系规则ꎮ 在特定的场合ꎬ当被

侵权人处于弱势ꎬ没有办法证明因果关系时ꎬ由侵权

人负责证明自己的行为与损害之间没有因果关系ꎮ
侵权人不能证明的ꎬ就可以推定存在因果关系ꎮ 值

得注意的是ꎬ适用推定因果关系必须要有法律的规

定ꎬ目前我国法律仅规定了环境污染侵权和医疗事

故侵权适用推定因果关系ꎬ所以除此之外的侵权是

不能适用这一规则的ꎮ

　 　 四、主观过错▲
过错ꎬ是指侵权人的一种可归责的心理状态ꎬ表

现为故意和过失两种形式ꎮ

１.故意

故意ꎬ是指行为人预见到损害后果的发生ꎬ并希

望或者放任该结果发生的心理状态ꎮ

２.过失

过失ꎬ是指行为人应当预见到损害后果的发生ꎬ
却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到或已经预见而轻信能

够避免损害后果发生的心理状态ꎮ 我国将过失分为
重大过失和一般过失ꎮ 所谓重大过失ꎬ是指行为人

极为忽忽大意的情况ꎻ而一般过失是指尚未达到重

大过失的过失ꎮ
若法律对行为人提出了较高程度的注意义务ꎬ

而行为人的注意没有达到该较高程度ꎬ但却达到了

一般人的注意程度ꎬ此时就可认为构成一般过失ꎻ假
设行为人的注意不仅未达到该较高程度ꎬ而且连一

般人的注意程度都没有达到ꎬ就可认定为构成重大

过失ꎮ
在我国民法上ꎬ一般将故意和重大过失相提

并论ꎮ
过错之所以具有可责难性ꎬ在于这种心理状态

的不正当性ꎮ 因为故意的行为人对于损害的发生具

有完全的控制力和主动性ꎬ而过失的行为人的行为

是处于其控制之下的ꎬ损害后果也可以因行为人的

适当注意而避免ꎬ故行为人应当为自己的行为承担

责任ꎮ
◎{单 ２０１９. ３３}甲网购了一条乙销售的裙子ꎬ

收到后发现面料不是乙宣称的真丝ꎬ便在网站上给

了差评ꎮ 乙认为甲的差评影响到网店声誉和商品销

量ꎬ遂联系甲要求其删除差评ꎬ并表示愿退还双倍货

款ꎬ甲拒绝ꎮ 乙后来了解到ꎬ甲系一服装店店主ꎮ 甲

的行为( )①ꎮ Ａ. 不构成侵权ꎻＢ. 构成商业诽

谤ꎻＣ. 侵犯了乙的经营权ꎻＤ. 构成不正当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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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２０１９. ２２[１２]}甲骑乙公司运营的共享

单车上班ꎮ 途中ꎬ单车刹车失灵ꎬ甲躲闪不及ꎬ撞伤

丙ꎮ 丙的损害应当( )①ꎮ Ａ. 由甲承担全部赔

偿责任ꎻＢ. 由乙公司承担全部赔偿责任ꎻＣ. 由甲和

乙公司承担按份责任ꎻＤ. 由甲和乙公司承担连带

责任

第三节 损 害 赔 偿▲

人身损害赔偿、财产损失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

共同构成我国侵权损害赔偿制度ꎮ

　 　 一、人身损害赔偿
人身损害赔偿ꎬ是指法律对被侵权人的人身权

益遭受侵害的后果所采取的以金钱赔偿为内容的一

种救济措施ꎮ
の第 １１７９ 条 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ꎬ应当

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
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ꎬ以及因误工减
少的收入ꎮ 造成残疾的ꎬ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
残疾赔偿金ꎻ造成死亡的ꎬ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
赔偿金ꎮ

◎{多 ２０１５. ４９}甲医院误将患者乙的左肾切

除ꎮ 甲医院有义务赔偿乙的( )②ꎮ Ａ. 精神损

害ꎻＢ. 后续治疗费用ꎻＣ. 护理费和交通费ꎻＤ. 因误工

减少的收入

の第 １１８１ 条 被侵权人死亡的ꎬ其近亲属有权
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ꎮ 被侵权人为组织ꎬ该组

织分立、合并的ꎬ承继权利的组织有权请求侵权人承

担侵权责任ꎮ
被侵权人死亡的ꎬ支付被侵权人医疗费、丧葬费

等合理费用的人有权请求侵权人赔偿费用ꎬ但是侵

权人已经支付该费用的除外ꎮ
∥侵权行为造成他人人身损害的ꎬ行为人应当

承担人身损害赔偿责任ꎮ
∥の第 １１８０ 条 因同一侵权行为造成多人死

亡的ꎬ可以以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ꎮ

　 　 二、财产损失赔偿

财产损失赔偿是指法律对被侵权人的财产权益

遭受侵害的后果所采取的以金钱赔偿为内容的一种

救济措施ꎮ
∥该种救济的目的是尽可能填补被侵权人受到

的损害ꎬ使权利义务状况恢复到损害发生之前的状

态ꎮ 侵权行为侵害他人的财产权益或人身权益造成
他人财产损失的ꎬ行为人应当承担财产损失赔偿责
任ꎮ 财产损失赔偿是全面赔偿ꎬ赔偿的范围包括直

接损失与间接损失ꎮ
财产损失赔偿包括 ２ 种情形:
(１)侵害财产权益造成的损失赔偿ꎮ
の第 １１８４ 条 侵害他人财产的ꎬ财产损失按照

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合理方式计算ꎮ
◎{单 ２０１６. ３４}根据我国法律规定ꎬ侵害他人

财产的ꎬ如果财产损失按照市场价格计算ꎬ则市场价

格的确定时间为( )③ꎮ Ａ. 损失发生时ꎻＢ. 被侵

权人提起诉讼时ꎻＣ. 侵权行为实施时ꎻＤ. 被侵权人

知道损失发生时

(２)侵害人身权益造成的财产损失赔偿ꎮ
の第 １１８２ 条 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财产损

失的ꎬ按照被侵权人因此受到的损失或者侵权人因
此获得的利益赔偿ꎻ被侵权人因此受到的损失以及

侵权人因此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ꎬ被侵权人和侵权

人就赔偿数额协商不一致ꎬ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ꎬ
由人民法院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赔偿数额ꎮ

　 　 三、精神损害赔偿

精神损害赔偿ꎬ是指法律对被侵权人的精神损

害所采取的以金钱赔偿为内容的一种救济措施ꎮ
精神损害分为轻微精神损害、一般精神损害和

严重精神损害ꎬ对前两种损害我国法律不予赔偿救

济(当然被侵权人可以请求其他方式的救济)ꎬ只有

精神损害严重的ꎬ才可适用赔偿救济ꎮ
の第 １１８３ 条 ①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造成严

重精神损害的ꎬ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ꎮ
②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侵害自然人具有人身意

义的特定物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ꎬ被侵权人有权请

求精神损害赔偿ꎮ
の第 ９９６ 条 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ꎬ损害

对方人格权并造成严重精神损害ꎬ受损害方选择请

求其承担违约责任的ꎬ不影响受损害方请求精神损

害赔偿ꎮ
精神损害赔偿适用于下列三种情形:参见«民

法典»第 １１８３ 条第 １ 款、第 ２ 款ꎬ以及第 ９９６ 条ꎮ
∥精神损害赔偿适用于自然人ꎬ不适用于法人

或者非法人组织ꎮ 因人身权益或者具有人身意义的

特定物受到侵害ꎬ自然人或者其近亲属可以请求精

神损害赔偿ꎮ 非法使被监护人脱离监护ꎬ导致亲子

关系或者近亲属间的亲属关系遭受严重损害ꎬ监护

人可以请求赔偿精神损害ꎮ 死者的姓名、肖像、名
誉、荣誉、隐私、遗体、遗骨等受到侵害ꎬ其近亲属可

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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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２０１３. ４０}下列情形中ꎬ权利人可以请求

精神损害赔偿的有( )①ꎮ Ａ. 某医院将甲之子

与乙之子抱错ꎬ１０ 年后发现ꎻＢ. 某扩印部将丙丁结

婚照的底片丢失ꎻＣ. 某公司使用知名企业戊的名称

促销自己的产品ꎻＤ. 某人冒用明星庚的姓名演出获

利ꎻＥ. 生命权受到非法侵害ꎻＦ. 某行政机关公布对

工作人员丙的处分决定ꎬ致其精神萎靡不振

　 　 四、惩罚性赔偿

惩罚性赔偿是指法律规定某些情形下在补偿被

侵权人的实际经济损失之外ꎬ再额外给予被侵权人

一笔金钱的救济措施ꎮ
该种救济的目的主要是惩罚侵权人ꎬ维护正常

的市场秩序ꎮ
惩罚性赔偿适用于下列几种情形:
(１)故意侵害他人知识产权ꎬ情节严重的ꎬ被侵

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ꎮ (の第 １１８５ 条)
(２)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ꎬ或者没

有依据前条规定采取有效补救措施ꎬ造成他人死亡

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ꎬ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

罚性赔偿ꎮ (の第 １２０７ 条)
(３)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

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ꎬ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

罚性赔偿ꎮ (の第 １２３２ 条)

　 　 五、法定分担损失规则

の第 １１８６ 条 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
都没有过错的ꎬ依照法律的规定由双方分担损失ꎮ

法定分担损失ꎬ是指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

发生都没有过错的ꎬ依照法律规定由双方分担损失ꎮ
这项规则不是侵权责任的承担问题ꎬ因为不存在侵

权行为ꎮ 实际上它体现的是公平观念ꎬ是公平原则

在损害赔偿制度中的运用ꎮ
适用法定分担损失规则应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１)当事人双方对损害的发生均无过错ꎮ 这个

条件将该规则与过失相抵、见义勇为适当补偿等规

则区分开来ꎮ
(２)损害不属于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情形ꎮ
(３)分担损失不是必须平均分担ꎮ 这项规则的

适用ꎬ需要综合考虑受害人的损害、双方当事人的财

产状况及其他相关情况等因素ꎬ才能得出双方分担

的结果ꎮ
∥の第 １１８７ 条 损害发生后ꎬ当事人可以协商

赔偿费用的支付方式ꎮ 协商不一致的ꎬ赔偿费用应
当一次性支付ꎻ一次性支付确有困难的ꎬ可以分期支
付ꎬ但是被侵权人有权请求提供相应的担保ꎮ

第四节 数人侵权行为及其责任▲

　 　 一、共同侵权行为及其责任▲【法条分析】
１. {法简 ２０１４. ３３}简述共同侵权行为的概念和

构成要件

答案要点:共同侵权行为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
意或者共同过失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行为ꎮ

共同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
(１)行为人为二人以上ꎮ 行为人既可以是自然

人ꎬ也可以是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ꎮ
(２)意思上的联络性ꎮ 它是指数个行为人对加

害行为具有共同故意、共同过失或者故意和过失的

混合ꎮ
(３)损害结果的单一性ꎮ 它是指共同侵权行为

所导致的损害结果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ꎮ

２.法律后果

の第 １１６８ 条 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ꎬ造
成他人损害的ꎬ应当承担连带责任ꎮ

◎{单 ２０１５. ３７}甲超速驾驶汽车ꎬ乙逆行骑摩

托车ꎮ 两车相撞ꎬ摩托车飞至人行道ꎬ将行人丙砸

伤ꎮ 丙的损害应由( )②ꎮ Ａ. 甲单独承担责任ꎻ
Ｂ. 乙单独承担责任ꎻＣ. 甲、乙承担连带责任ꎻＤ. 甲、
乙承担按份责任

　 　 二、教唆行为、帮助行为及其责任

教唆行为是指通过开导、怂恿、利诱、刺激等方

法使被教唆者接受教唆意图的行为ꎮ
帮助行为是指通过提供工具或激励等方式在物

质上或者精神上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的行为ꎮ
の第 １１６９ 条 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

的ꎬ应当与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ꎮ
教唆、帮助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

力人实施侵权行为的ꎬ应当承担侵权责任ꎻ该无民事
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未尽到
监护职责的ꎬ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ꎮ

　 　 三、共同危险行为及其责任▲▲
の第 １１７０ 条 二人以上实施危及他人人身、财

产安全的行为ꎬ其中一人或者数人的行为造成他人
损害ꎬ能够确定具体侵权人的ꎬ由侵权人承担责任ꎻ
不能确定具体侵权人的ꎬ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ꎮ

∥法条解析:(１)本条中“二人以上实施危及他

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行为”必须是在二人以上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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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过错的情况下实施的侵权行为ꎮ 否则ꎬ若有共
同过错ꎬ则构成共同侵权ꎮ (２)一人或者数人造成

他人损害ꎬ能够确定具体侵权人的ꎬ成立多数人各自

侵权ꎬ由侵权人承担责任ꎮ (３)一人或者数人的行

为造成他人损害ꎬ不能确定具体侵权人的ꎬ成立共同

危险行为ꎬ由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ꎮ

１.共同危险行为的概念

共同危险行为ꎬ又称准共同侵权行为ꎬ是指二人

以上实施危及他人人身或财产安全的行为ꎬ造成了

损害后果ꎬ不能确定具体侵权人的情形ꎮ

２. {法简 ２０１３. ３３}简述共同危险行为的构成

要件

答案要点:(１)危险行为人必须是二人以上ꎬ彼
此之间无意思联络ꎮ

(２)行为的同一性ꎮ 数个危险行为人实施的侵

权行为是相同的ꎮ
(３)时间上的同时性或相继性ꎮ 如果数个危险

行为人所实施的行为不是同时发生或相继发生ꎬ则
不会成立共同危险行为ꎮ

(４)行为的危险性ꎮ 表现为每个人的行为都有

可能侵害他人的民事权益ꎬ且这种可能性是现实存

在的ꎮ
(５)行为的独立性ꎮ 每个人都单独实施了危险

行为ꎬ彼此之间无关联或者结合关系ꎮ
(６)不能确定具体侵权人ꎮ
(７)损害结果的单一性ꎮ 损害结果与危险行为

之间有因果关系ꎮ
∥所谓危险行为ꎬ是指可能引发损害后果的行

为ꎮ 共同危险行为人每个人都有独立的过错ꎬ这些

过错可能相同ꎬ但彼此之间无意思联络ꎮ

３.共同危险行为的法律后果

共同危险行为人要对受害人承担连带责任ꎮ
◎{单 ２０１８. ３１}甲(１０ 周岁)、乙(１１ 周岁)、丙

(１２ 周岁)翻越高速公路天桥旁水泥护栏后ꎬ趴在防

护网上往高速公路抛掷石块击打过往车辆ꎬ其中一

石块击中司机丁致其重伤ꎬ但无法确认该石块是谁

投掷ꎮ 丁的损害应由( )①ꎮ Ａ. 甲、乙、丙连带

赔偿ꎻＢ. 高速公路管理机构赔偿ꎻＣ. 甲、乙、丙的监

护人连带赔偿ꎻＤ. 甲、乙、丙的监护人和高速公路管

理机构连带赔偿

◎{单 ２０１６. ３３}甲、乙分别在山上伐木ꎬ为图方

便各自将伐下的原木从山上滚下ꎬ不料其中一根木

头砸伤了山下的行人丙ꎬ且无法确定是谁推下的这

根木头ꎮ 丙的损害应由( )②ꎮ Ａ. 甲、乙承担按

份责任ꎻＢ. 甲、乙承担连带责任ꎻＣ. 甲、乙、丙分担ꎻ

Ｄ. 丙自己承担

４.多数人各自侵权【补充】
多数人各自侵权ꎬ是指二人以上实施危及他人

人身、财产安全的行为ꎬ其中一人或者数人的行为造

成他人损害ꎬ能够确定具体侵权人的ꎬ由侵权人承担

责任ꎮ
包括两种情况:
(１)其中一人造成损害ꎬ能够确定具体侵权人

的ꎬ由侵权人承担责任ꎮ
(２)数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数个损害ꎬ每个损害

都能够确定具体侵权人的ꎬ由侵权人对各自造成的

损害承担责任ꎮ 此处ꎬ数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ꎬ不
能是同一损害ꎬ否则适用«民法典»第 １１７１ 条、第
１１７２ 条的规定ꎮ

　 　 四、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行为及其责任

▲▲
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行为是指二人以上虽无

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ꎬ但其侵害行为直接结合发

生同一损害后果的侵权行为ꎮ
其构成要件:(４ 个)【简述】
(１)行为人为二人以上ꎮ
(２)数个行为人分别实施了侵权行为ꎮ
(３)彼此之间无意思联络ꎮ
(４)损害结果的单一性ꎮ 数个侵权行为的结合

所导致的损害结果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ꎬ或者是

分别实施的侵权行为造成了同一损害ꎮ

１.承担连带责任的无意思联络数人侵权行为

【法条分析】
の第 １１７１ 条 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

成同一损害ꎬ每个人的侵权行为都足以造成全部损
害的ꎬ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ꎮ

∥本条中每个人的行为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

结果ꎮ

２.承担按份责任的无意思联络数人侵权行为

【法条分析】
の第 １１７２ 条 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

成同一损害ꎬ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ꎬ各自承担相应的
责任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ꎬ平均承担责任ꎮ

∥本条中每个人的行为都不足以造成全部损害

结果ꎮ
∥分析:若部分人的行为足以造成全部损害结

果ꎬ部分人的行为只造成部分损害ꎬ前者适用«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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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第 １１７１ 条规定ꎬ对共同造成的损害部分承担连

带责任ꎬ并对全部损害承担责任ꎻ后者适用«民法

典»第 １１７２ 条的规定ꎮ
◎{单 ２０１７. ３６}甲工厂、乙工厂分别位于某河

流的上游和中游ꎬ两工厂单独排放的废水均不会造

成损害ꎬ但废水汇集后导致下游丙的鱼塘的鱼大量

死亡ꎮ 对于丙的损失( )①ꎮ Ａ. 甲、乙均不承担

责任ꎻＢ. 甲、乙承担按份责任ꎻＣ. 甲、乙承担连带责

任ꎻＤ. 甲、乙、丙三方分担

◎{简 ２０２１. ５４[３４]}简述我国«民法典»侵权

责任编中连带责任的适用情形ꎮ

第五节 侵权责任的抗辩事由▲

抗辩事由也称为不承担责任或减轻责任的法定

事由ꎮ 侵权责任的抗辩事由可以分为两大类:正当
理由和外来原因的抗辩事由ꎮ

◎简述侵权责任的抗辩事由ꎮ {法简 ２０１７. ３４}
{多 ２０１１. ５０}

　 　 一、正当理由的抗辩事由▲
行为人的行为虽然在客观上造成他人损害ꎬ但

该行为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ꎬ因而行为人可以这种

正当性和合法性作为抗辩事由ꎬ主张不承担责任或

减轻责任ꎮ
依«民法典»规定ꎬ正当理由的抗辩事由有:
(１)正当防卫ꎮ 正当防卫是民事责任的免责事

由ꎬ不能事前防卫、事后防卫与假想防卫ꎮ 详见«民
法典»第 １８１ 条规定ꎮ

◎{法单 ２０１４. １１}甲、乙在街头因琐事斗殴ꎬ甲
感到自己不是乙的对手ꎬ转身逃跑ꎬ乙紧追不舍ꎮ 路

人丙见状ꎬ跑上前想阻止乙追打甲ꎮ 甲误认为丙是

乙的同伙ꎬ挥棍打丙ꎬ致其重伤ꎮ 根据我国民法的有

关规定ꎬ丙的人身损害应由( )②ꎮ Ａ. 甲承担全

部赔偿责任ꎻＢ. 乙承担全部赔偿责任ꎻＣ. 甲、乙承担

按份赔偿责任ꎻＤ. 甲、乙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２)紧急避险ꎮ 紧急避险是民事责任的免责事

由ꎮ 详见«民法典»第 １８２ 条规定ꎮ
(３)自甘风险ꎮ (の第 １１７６ 条第 １ 款)
の第 １１７６ 条 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

活动ꎬ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ꎬ受害人不得
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ꎻ但是ꎬ其他参加者对
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ꎮ

活动组织者的责任适用本法第 １１９８ 条至第
１２０１ 条的规定ꎮ

◎{单 ２０１６. ３１}某高校学生甲、乙在学校操场

上打篮球时ꎬ乙投篮ꎬ球反弹将甲的头部砸伤ꎮ 甲的

损害应由( )③ꎮ Ａ. 甲自己承担ꎻＢ. 乙承担全部

责任ꎻＣ. 该高校承担全部责任ꎻＤ. 该高校与乙共同

承担责任

(４)自助行为ꎮ
の第 １１７７ 条 合法权益受到侵害ꎬ情况紧迫且

不能及时获得国家机关保护ꎬ不立即采取措施将使
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ꎬ受害人可以在
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必要范围内采取扣留侵权人的
财物等合理措施ꎻ但是ꎬ应当立即请求有关国家机关
处理ꎮ

受害人采取的措施不当造成他人损害的ꎬ应当
承担侵权责任ꎮ

自助行为是指权利人为保护自己合法权益ꎬ在
来不及请求国家机关保护的情况下ꎬ在必要范围内

采取扣留侵权人的财物等合理措施的行为ꎮ

　 　 二、外来原因的抗辩事由

外来原因的抗辩事由ꎬ是指损害不是由于行为

人的行为所致ꎬ而是由独立于其行为之外的原因造

成的ꎬ故行为人不承担侵权责任ꎮ
依«民法典»规定ꎬ外来原因的抗辩事由有:
(１)不可抗力ꎮ 参见«民法典»第 １８０ 条规定ꎮ
(２)被侵权人过错ꎮ
の第 １１７３ 条 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

者扩大有过错的ꎬ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ꎮ
受害人过错既包括受害人的故意ꎬ也包括受害

人的重大过失或一般过失ꎮ
(３)受害人故意ꎮ
の第 １１７４ 条 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造成的ꎬ行

为人不承担责任ꎮ
如机动车交通事故纠纷中的“碰瓷”行为ꎬ就属

于受害人故意ꎮ
(４)第三人原因ꎮ
の第 １１７５ 条 损害是因第三人造成的ꎬ第三人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ꎮ
第三人原因ꎬ是指损害完全是由于第三人过错

造成的ꎮ

　 　 三、其他情形

の第 １１７８ 条 本法和其他法律对不承担责任

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另有规定的ꎬ依照其规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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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特殊责任主体的侵权责任

　 　 一、监护人责任▲【案例】{单 ２０１５. ２５}
の第 １１８８ 条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

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ꎬ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ꎮ
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ꎬ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ꎮ

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

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ꎬ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ꎻ
不足部分ꎬ由监护人赔偿ꎮ

の第 １１８９ 条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

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ꎬ监护人将监护职责委托给

他人的ꎬ监护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ꎻ受托人有过错
的ꎬ承担相应的责任ꎮ

监护人的责任ꎬ是指监护人对其所监护的被监

护人造成他人损害所承担的民事责任ꎮ 被监护人包

括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ꎮ
监护责任特征:
(１)监护责任是替代责任ꎮ 行为人是被监护

人ꎬ责任人是监护人ꎮ
(２)监护责任是无过错责任ꎮ 见«民法典»第

１１８８ 条第 １ 款、第 １１８９ 条ꎮ 注意委托他人监护的ꎬ
监护人仍承担无过错责任ꎮ

(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时ꎬ应优先使用被监护

人的财产ꎮ 参见«民法典»第 １１８８ 条第 ２ 款ꎮ

　 　 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暂时丧失意识的

侵权责任【选择】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暂时丧失意识的侵权责

任ꎬ是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暂时丧失意识ꎬ造成他

人损害所承担的侵权责任ꎮ
の第 １１９０ 条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己的

行为暂时没有意识或者失去控制造成他人损害有过
错的ꎬ应当承担侵权责任ꎻ没有过错的ꎬ根据行为人
的经济状况对受害人适当补偿ꎮ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因醉酒、滥用麻醉药品或
者精神药品对自己的行为暂时没有意识或者失去控
制造成他人损害的ꎬ应当承担侵权责任ꎮ

　 　 三、用人者责任

用人者责任ꎬ是指用人者(用人单位、个人劳务

使用人)对被使用人(工作人员、个人劳务提供人)
在从事职务活动时致人损害的行为承担责任ꎮ

１.用人单位责任▲{法案 ２０１６. ３８}
用人单位责任ꎬ是指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

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ꎬ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

责任ꎮ
用人单位责任具有以下特征:
(１)用人单位责任是替代责任ꎮ 用人单位为其

工作人员致人损害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ꎮ
(２)用人单位责任是无过错责任ꎬ即适用无过

错责任原则ꎮ
(３)用人单位责任以用人单位与直接侵权人存

在特定关系为前提ꎬ即存在隶属、管理关系等ꎮ
(４)用人单位责任是用人单位对工作人员在执

行职务时致害行为所承担的责任ꎮ 如果工作人员不
是在执行职务时致人损害ꎬ则用人单位不承担责任ꎮ

考点解析:(１)用人单位ꎬ既包括国家机关ꎬ也
包括一般法人及非法人组织ꎮ (２)工作人员即使具

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也不对外承担连带责任ꎮ 用人
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后ꎬ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
的工作人员追偿ꎮ

の第 １１９１ 条 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

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ꎬ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ꎮ
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后ꎬ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
过失的工作人员追偿ꎮ

劳务派遣期间ꎬ被派遣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

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ꎬ由接受劳务派遣的用工单位
承担侵权责任ꎻ劳务派遣单位有过错的ꎬ承担相应的
责任ꎮ

∥根据本条第 ２ 款ꎬ被派遣人员行为的后果由
接受派遣的用工单位承担ꎮ 劳务派遣单位仅在自己
过错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责任ꎮ

◎{单 ２０２０. ２３[１３]}甲物业公司委托乙清洁公

司清洁其管理的某住宅楼外墙ꎬ乙公司指派的员工

丙因操作不当ꎬ致清洁工具从高处掉落ꎬ砸中业主丁

的汽车ꎮ 丁的损害应由( )①ꎮ Ａ. 甲公司承担

责任ꎻＢ. 乙公司承担责任ꎻＣ. 甲公司和乙公司承担

连带责任ꎻＤ. 乙公司和丙承担连带责任

◎{单 ２０１８. ３０[２０]}甲公交公司的司机乙为避

让闯红灯的行人丙而急刹车ꎬ致乘客丁摔倒受重伤ꎮ
丁损害应该由( )②ꎮ Ａ. 甲公司赔偿ꎻＢ. 甲公司

和乙连带赔偿ꎻＣ. 乙赔偿ꎻＤ. 甲公司和丙连带赔偿

∥{多 ２０１３. ５０[２６]}雷同ꎮ
◎{法单 ２０１６. １２}孙某在商场购物时ꎬ被正在

追小偷的商场保安王某撞伤ꎮ 孙某的损害应由

( )③ꎮ Ａ. 商场承担全部责任ꎻＢ. 王某承担全部

责任ꎻＣ. 商场与王某承担连带责任ꎻＤ. 商场与王某

承担按份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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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个人劳务使用人责任

の第 １１９２ 条 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ꎬ①提

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ꎬ由接受劳务一
方承担侵权责任ꎮ 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后ꎬ
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提供劳务一方追偿ꎮ
②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受到损害的ꎬ根据双方各自
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ꎮ

③提供劳务期间ꎬ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提供劳
务一方损害的ꎬ提供劳务一方有权请求第三人承担
侵权责任ꎬ也有权请求接受劳务一方给予补偿ꎮ 接
受劳务一方补偿后ꎬ可以向第三人追偿ꎮ

∥个人劳务关系中的侵权责任分 ３ 种情形:见
法条中①②③ꎮ

根据司法解释ꎬ对于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人ꎬ同
样适用于«民法典»第 １１９２ 条第 ２ 款的情形ꎬ对于第

１ 款规定的情形ꎬ分两种情况:(１)被帮工人没有明

确拒绝帮工的ꎬ适用法条规定ꎻ(２)被帮工人明确拒

绝帮工的ꎬ帮工人在从事帮工活动中致人损害的ꎬ被
帮工人不承担赔偿责任ꎻ帮工人因帮工活动遭受人

身损害的ꎬ被帮工人不承担赔偿责任ꎬ但可以在受益

范围内予以适当补偿ꎮ
◎{单 ２０１０. ４９}甲雇佣乙为自己的长途货车司

机ꎮ 乙在送货过程中ꎬ因重大过失致行人丙受到伤

害ꎮ 对丙的伤害应由( )①ꎮ Ａ. 甲承担赔偿责

任ꎻＢ. 乙承担赔偿责任ꎻＣ. 甲和乙承担按份赔偿责

任ꎻＤ. 甲和乙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四、定作人责任【选择】
定作人责任ꎬ是指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造

成第三人损害或者自己损害的ꎬ定作人对定作、指示

或者选任有过错时依法承担的责任ꎮ
の第 １１９３ 条 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造成

第三人损害或者自己损害的ꎬ定作人不承担侵权责
任ꎮ 但是ꎬ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错的ꎬ
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ꎮ

　 　 五、网络侵权责任▲
网络侵权责任ꎬ是指对发生在互联网上的各种

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行为而承担的责任ꎮ
网络侵权责任分为以下三种类型ꎮ

１.互联网上自己侵权责任

の第 １１９４ 条 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
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ꎬ应当承担侵权责任ꎮ 法
律另有规定的ꎬ依照其规定ꎮ

网络服务提供者直接侵权同网络用户ꎬ均适用

过错责任原则ꎮ 其构成要件同一般侵权责任ꎮ

２.通知规则下的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

の第 １１９５ 条 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

权行为的ꎬ权利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
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ꎮ 通知应当包括构成

侵权的初步证据及权利人的真实身份信息ꎮ
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ꎬ应当及时将该通

知转送相关网络用户ꎬ并根据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
和服务类型采取必要措施ꎻ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ꎬ
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ꎮ

权利人因错误通知造成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
提供者损害的ꎬ应当承担侵权责任ꎮ 法律另有规定

的ꎬ依照其规定ꎮ
の第 １１９６ 条 网络用户接到转送的通知后ꎬ可

以向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交不存在侵权行为的声明ꎮ
声明应当包括不存在侵权行为的初步证据及网络用

户的真实身份信息ꎮ
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声明后ꎬ应当将该声明转

送发出通知的权利人ꎬ并告知其可以向有关部门投
诉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ꎮ 网络服务提供者在转
送声明到达权利人后的合理期限内ꎬ未收到权利人
已经投诉或者提起诉讼通知的ꎬ应当及时终止所采
取的措施ꎮ

∥网络服务提供者只有接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
必要措施的ꎬ才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
担连带责任ꎬ被称为“安全港”原则ꎮ

３.知道规则下的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

の第 １１９７ 条 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或者应当
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ꎬ
未采取必要措施的ꎬ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ꎮ

◎{法单 ２０１２. １５}刘某对与其分手的前女友史

某怀恨在心ꎬ便在某网站论坛上发帖公布了史某详

细的个人信息ꎬ并附上了史某的若干张裸照ꎮ 史某

得知后ꎬ精神受到严重损害ꎬ立即要求网站删除该

帖ꎮ 但该网站因疏忽并未采取必要措施ꎬ致史某精

神恍惚无法正常上班ꎮ 根据侵权责任的法律规定ꎬ
史某损害的扩大部分应由( )②ꎮ Ａ. 刘某承担

责任ꎻＢ. 网站运营商承担责任ꎻＣ. 刘某和网站运营

商承担连带责任ꎻＤ. 刘某和网站运营商承担按份

责任

　 　 六、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选择】
安全保障义务是指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

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

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ꎬ在合理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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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应尽的使他人免受损害的义务ꎮ
の第 １１９８ 条 ①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

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
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ꎬ②未尽到安全
保障义务ꎬ造成他人损害的ꎬ应当承担侵权责任ꎮ

③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ꎬ由第三人
承担侵权责任ꎻ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
全保障义务的ꎬ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ꎮ 经营者、管理
者或者组织者承担补充责任后ꎬ可以向第三人追偿ꎮ

考点解析:(１)责任主体: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

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

动的组织者ꎮ (２)加害行为ꎮ 应当履行作为的安全

保障义务而未履行ꎬ属于不作为ꎮ (３)归责原则ꎮ
适用过错责任ꎮ 安全保障义务属于注意义务ꎬ未尽

到适当的注意义务ꎬ 即应认定为过错的存在ꎮ
(４)侵权责任承担:①直接责任:由安全保障义务人承

担相应赔偿责任ꎻ②补充责任(の第 １１９８ 条第 ２ 款)ꎮ
◎{单 ２０１８. ２４[１４]}甲在某酒店公用洗手间滑

倒ꎬ摔碎了眼镜ꎬ经查:甲滑倒系因酒店清洁工乙清

洁不彻底ꎬ地面湿滑所致ꎮ 甲的损失应由( )①ꎮ
Ａ. 甲自己承担ꎻＢ. 酒店承担全部责任ꎻＣ. 酒店和乙

承担按份责任ꎻＤ. 酒店和乙承担连带责任

◎{单 ２０１５. ３６}甲在某饭店醉酒闹事ꎬ饭店员

工和就餐顾客纷纷躲闪ꎬ顾客乙躲闪不及被甲打伤ꎮ
乙的损害应由( )②ꎮ Ａ. 甲单独承担责任ꎻＢ. 甲
和饭店承担连带责任ꎻＣ. 饭店承担责任ꎬ甲承担相

应的补充责任ꎻＤ. 甲承担责任ꎬ饭店承担相应的补

充责任∥{法单 ２０１５. １８}类似ꎮ

　 　 七、教育机构的侵权责任▲
教育机构的侵权责任ꎬ是指幼儿园、学校等教育

机构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

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的人身损害承担的侵

权责任ꎮ
可以分为两种类型ꎮ

１.教育机构对自己不作为致害的侵权责任

(１)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受到损害的责任:
の第 １１９９ 条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

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
的ꎬ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承担侵权责
任ꎻ但是ꎬ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ꎬ不承担侵
权责任ꎮ

据此ꎬ此种情况采用过错推定责任原则ꎮ
◎{多 ２０１７. ４９[２９]}小明在父母离异后跟随母

亲生活ꎮ 某日午休时ꎬ小明在幼儿园与小朋友小刚

打闹ꎬ幼儿园老师余某因外出接电话而未能发现和

制止ꎬ小明将小刚的头打伤ꎬ对于小刚的损害ꎬ不应

承担责任的有( )③ꎮ Ａ. 小明的母亲ꎻＢ. 幼儿

园ꎻＣ. 小明的父亲ꎻＤ. 余某

(２)对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受到损害的责任:
の第 １２００ 条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

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ꎬ学校
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ꎬ应当承
担侵权责任ꎮ

据此ꎬ此种情况采用过错责任原则ꎮ

２.教育机构对第三人致害的侵权责任

の第 １２０１ 条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

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

习、生活期间ꎬ受到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

以外的第三人人身损害的ꎬ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ꎻ
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管理职责的ꎬ
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ꎮ 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
机构承担补充责任后ꎬ可以向第三人追偿ꎮ

◎{法单 ２０１２. １４}某小学课间休息期间ꎬ校外

人员马某翻墙进入校内ꎬ将在操场上玩耍的八岁小

学生高某打伤ꎮ 高某的人身损害应当 ( )④ꎮ
Ａ. 由学校承担赔偿责任ꎻＢ. 由马某承担赔偿责任ꎻ
Ｃ. 由学校和马某承担连带责任ꎻＤ. 由学校和马某承

担按份责任

◎{单 ２０１４. ２７}章某为曙光中学初一学生ꎮ 某

日ꎬ在放学回家路过育才幼儿园时ꎬ章某用弹弓射树

上小鸟ꎬ不料误伤在园内玩耍的幼儿吕某ꎮ 吕某的

损害应由( )⑤ꎮ Ａ. 曙光中学承担全部赔偿责

任ꎻＢ. 育才幼儿园承担全部赔偿责任ꎻＣ. 章某的监

护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ꎻＤ. 育才幼儿园和章某的监

护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第七节 产 品 责 任▲

　 　 一、产品责任的概念

の第 １２０２ 条 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
的ꎬ生产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ꎮ

产品责任ꎬ是指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财产、
人身损害ꎬ产品生产者、销售者所应承担的侵权

责任ꎮ

　 　 二、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和构成要件

　 　 (一)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

我国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采取二元归责原则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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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ꎬ也适用过错责任原则ꎬ但以

无过错责任原则为主导ꎮ
の第 １２０３ 条▲　 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

害的ꎬ被侵权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请求赔偿ꎬ也可
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请求赔偿ꎮ

产品缺陷由生产者造成的ꎬ销售者赔偿后ꎬ有权
向生产者追偿ꎮ 因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
的ꎬ生产者赔偿后ꎬ有权向销售者追偿ꎮ

◎{单 ２０２０. ３６}王某在甲汽车销售店购买了乙

公司制造的汽车ꎮ 某日ꎬ王某驾驶该车在高速公路

上正常行驶ꎬ安全气囊突然弹开ꎬ导致车辆失控ꎬ王
某受伤ꎮ 王某 ( )①ꎮ Ａ. 只能向甲请求赔偿ꎻ
Ｂ. 只能向乙请求赔偿ꎻＣ. 只能要求甲和乙按份赔

偿ꎻＤ. 可向甲请求赔偿ꎬ也可向乙请求赔偿

◎{法多 ２０１６. ２７}甲从超市购买了两瓶白酒送

给朋友乙ꎬ乙饮用后双目失明ꎮ 经鉴定ꎬ该酒系工业

酒精勾兑而成ꎮ 根据侵权责任理论ꎬ与乙失明存在

因果关系的行为有 ( )②ꎮ Ａ. 甲送酒的行为ꎻ
Ｂ. 乙饮用的行为ꎻＣ. 生产者的勾兑行为ꎻＤ. 超市的

销售行为∥把握因果关系的认定ꎮ

１.无过错责任原则适用的情形

(１)生产者和销售者对直接责任(表面责任)的
承担ꎬ均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ꎮ 换言之ꎬ只要因使用

或消费缺陷产品而受到损害的被侵权人向该产品的

生产者、销售者主张赔偿ꎬ生产者和销售者均不得以

无过错抗辩ꎬ即使是无过错的销售者ꎬ也应首先承担

直接责任ꎮ
(２)生产者的最终责任ꎮ 无过错的销售者向受

害者承担直接责任后ꎬ得向生产者追偿ꎬ由生产者承

担最终责任ꎬ生产者的最终责任属于无过错责任ꎮ
如果受害者直接向生产者主张赔偿ꎬ这时适用的也

是无过错责任ꎮ

２.过错责任原则适用的情形

(１)销售者的最终责任ꎮ 由于销售者的过错使

产品存在缺陷ꎬ销售者应承担最终责任ꎮ 于此情形ꎬ
如果销售者承担了责任ꎬ则不得再向生产者追偿ꎻ如
果生产者承担了直接责任ꎬ生产者则可通过证明缺

陷是由销售者过错所致ꎬ而向销售者追偿ꎮ
(２)运输者、仓储者等第三人的最终责任ꎮ
の第 １２０４ 条 因运输者、仓储者等第三人的过

错使产品存在缺陷ꎬ造成他人损害的ꎬ产品的生产
者、销售者赔偿后ꎬ有权向第三人追偿ꎮ

此时ꎬ第三人不是直接责任的承担者ꎬ但因其过

错ꎬ生产者或销售者在承担无过错的直接责任后ꎬ可
向有过错的第三人追偿ꎮ 第三人对这种最终责任的

承担适用过错责任原则ꎮ

　 　 (二)产品责任的构成要件

◎{法简 ２０１５. ３３}简述产品责任的构成要件及

其责任形式ꎮ
答案要点:
产品责任的构成要件如下:
(１)产品有缺陷ꎮ 产品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

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ꎻ产品有保障人

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ꎬ产
品缺陷是指不符合该标准ꎮ

(２)他人人身、财产遭受损害ꎮ
(３)产品缺陷与他人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ꎮ
产品责任形式包括:(１)赔偿损失ꎻ(２)停止侵

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ꎻ(３)停止销售、警示、召回

等补救措施ꎻ(４)惩罚性赔偿ꎮ

　 　 三、产品责任的责任主体

(１)生产者、销售者均为责任主体ꎬ被侵权人可

选择向其中之一或者二者请求赔偿ꎮ
(２)产品缺陷由生产者造成的ꎬ销售者赔偿后ꎬ

有权向生产者追偿ꎮ 因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

陷的ꎬ生产者赔偿后ꎬ有权向销售者追偿ꎮ
(３)因运输者、仓储者等第三人的过错使产品

存在缺陷ꎬ造成他人损害的ꎬ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

赔偿后ꎬ有权向第三人追偿ꎮ

　 　 四、产品责任的承担

(１)の第 １２０５ 条 因产品缺陷危及他人人身、
财产安全的ꎬ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生产者、销售者承担

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等侵权责任ꎮ
(２)の第 １２０６ 条 产品投入流通后发现存在

缺陷的ꎬ生产者、销售者应当及时采取停止销售、警
示、召回等补救措施ꎻ未及时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补救

措施不力造成损害扩大的ꎬ对扩大的损害也应当承
担侵权责任ꎮ

依据前款规定采取召回措施的ꎬ生产者、销售者
应当负担被侵权人因此支出的必要费用ꎮ

(３)の第 １２０７ 条 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
产、销售ꎬ或者没有依据前条规定采取有效补救措
施ꎬ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ꎬ被侵权人有
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ꎮ

◎{多 ２０１６. ４６}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实施某

些行为ꎬ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ꎬ被侵权

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ꎮ 这些行为包括

( )③ꎮ Ａ. 生产ꎻＢ. 销售ꎻＣ. 运输ꎻＤ. 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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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一、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的概念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ꎬ是指机动车因过错或者

意外造成他人人身伤亡或者损失时相关主体承担的

侵权责任ꎮ
∥ ×交通事故责任承担主体赔偿顺序:
の第 １２１３ 条 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ꎬ

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ꎬ先由承保机动车强制保

险的保险人在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ꎻ
不足部分ꎬ由承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保险人按照保

险合同的约定予以赔偿ꎻ仍然不足或者没有投保机

动车商业保险的ꎬ由侵权人赔偿ꎮ

　 　 二、各类机动车交通事故的责任主体及责

任承担

１.租赁、借用机动车等情形的交通事故责任

の第 １２０９ 条 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

人、管理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ꎬ发生交通事故造
成损害ꎬ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ꎬ由机动车使用人
承担赔偿责任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
有过错的ꎬ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ꎮ

∥认定机动车的责任主体采取“保有人原则”ꎬ
即谁控制机动车行驶就由谁承担侵权责任ꎮ

∥ ×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

过错ꎬ包括:(１)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机动车存在缺

陷ꎬ且该缺陷是交通事故发生原因之一的ꎻ(２)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无驾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驾

驶资格的ꎻ(３)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因饮酒、服
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ꎬ或者患有妨

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等依法不能驾驶机动车

的ꎻ(４)其他应当认定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有

过错的ꎮ
◎{单 ２０１８. ２７[１７]}甲将自己的汽车借给乙使

用ꎮ 某日ꎬ乙酒后驾驶该车撞伤丙ꎬ丙的损失应该由

( )①ꎮ Ａ. 甲全部赔偿ꎻＢ. 乙全部赔偿ꎻＣ. 甲、乙
连带赔偿ꎻＤ. 甲、乙按份赔偿

２.转让并交付机动车但未办理登记期间的交通

事故责任

の第 １２１０ 条 当事人之间已经以买卖或者其

他方式转让并交付机动车但是未办理登记ꎬ发生交

通事故造成损害ꎬ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ꎬ由受让
人承担赔偿责任ꎮ

∥被多次转让的ꎬ由最后受让人承担赔偿责任ꎮ

　 　 ３.挂靠营运机动车的交通事故责任

の第 １２１１ 条 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

活动的机动车ꎬ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ꎬ属于该机动

车一方责任的ꎬ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ꎮ

４.擅自驾驶他人机动车的交通事故责任

の第 １２１２ 条 未经允许驾驶他人机动车ꎬ发生

交通事故造成损害ꎬ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ꎬ由机
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
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ꎬ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ꎬ但是本
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另有规定的除外ꎮ

５.转让拼装车或报废车的交通事故责任

の第 １２１４ 条 以买卖或者其他方式转让拼装

或者已经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ꎬ发生交通事故造

成损害的ꎬ由转让人和受让人承担连带责任ꎮ
∥被多次转让的ꎬ所有的让与人和受让人承担

连带责任ꎮ
◎{法单 ２０１１. １３}甲将自有的已达到报废标准

的小汽车卖给乙ꎬ乙在驾驶该车时不慎将丙撞伤ꎮ
根据侵权责任的法律规定ꎬ丙的损失应当( )②ꎮ
Ａ. 由甲承担ꎻＢ. 由乙承担ꎻＣ. 由甲、乙承担连带责

任ꎻＤ. 由甲、乙承担按份责任

６.盗窃、抢劫或抢夺机动车的交通事故责任

の第 １２１５ 条 盗窃、抢劫或者抢夺的机动车发

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ꎬ由盗窃人、抢劫人或者抢夺
人承担赔偿责任ꎮ 盗窃人、抢劫人或者抢夺人与机

动车使用人不是同一人ꎬ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ꎬ属
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ꎬ由盗窃人、抢劫人或者抢夺
人与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连带责任ꎮ

保险人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垫付
抢救费用的ꎬ有权向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ꎮ

７.非营运机动车的交通事故责任▲
の第 １２１７ 条 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

成无偿搭乘人损害ꎬ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ꎬ应当
减轻其赔偿责任ꎬ但是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重
大过失的除外ꎮ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是一种特殊的过失责任ꎬ
故意利用机动车致人损害的ꎬ适用故意侵权责任ꎮ

◎{单 ２０１７. ３５}甲驾车正常行驶ꎬ乙酒后驾车

闯红灯ꎬ两车相撞ꎬ致甲的车撞伤正在执勤的交警

丙ꎮ 丙的损害应由( )③ꎮ Ａ. 甲承担全部责任ꎻ
Ｂ. 乙承担全部责任ꎻＣ. 甲、乙承担连带责任ꎻＤ. 甲承

担次要责任ꎬ乙承担主要责任

０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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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医疗损害责任▲

　 　 一、医疗损害责任的概念

医疗损害责任ꎬ是指因医疗机构及其医疗人员

的过错致使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ꎬ由医疗机

构承担的侵权责任ꎮ
责任主体是医疗机构ꎮ 行为主体是医疗机构或

医务人员ꎬ这是替代责任所决定的ꎮ
◎{单 ２０１４. ２６}某医院医生张某在为患者李某

做手术时将一块纱布遗留在李某腹腔ꎬ李某因此所

受的损害应由( )①ꎮ Ａ. 医院承担全部赔偿责

任ꎻＢ. 张某承担全部赔偿责任ꎻＣ. 医院和张某承担

连带赔偿责任ꎻＤ. 张某承担赔偿责任ꎬ医院承担补

充责任

　 　 二、医疗损害责任的构成要件

の第 １２１８ 条 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ꎬ医
疗机构或者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ꎬ由医疗机构承担
赔偿责任ꎮ

医疗事故属于一般侵权行为ꎬ医疗损害责任的

构成要件有:
(１)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具有违法的诊疗行

为ꎮ 如误诊、贻误治疗、不当手术、使用不合格医疗

材料等ꎮ
(２)患者遭受非正常的损害ꎮ 一般情况下ꎬ医

疗行为都具有侵袭性ꎬ但这种侵袭必须是正常医疗

行为导致的正常损害ꎮ 如果超出了合理范围ꎬ则构

成非正常损害ꎮ
(３)违法的诊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具有因果

关系ꎮ
(４)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存在过错ꎮ 如违反告

知同意义务、违反医疗机构的注意义务ꎮ
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的情形:
の第 １２２２ 条 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ꎬ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ꎬ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
(１)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

疗规范的规定ꎻ
(２) 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

资料ꎻ
(３)遗失、伪造、篡改或者违法销毁病历资料ꎮ
◎{法多 ２０１１. ２６}根据侵权责任的法律规定ꎬ

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ꎬ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

的情形包括( )②ꎮ Ａ. 医疗机构销毁病历资料ꎻ
Ｂ. 医疗机构伪造、篡改病历资料ꎻＣ. 医疗机构隐匿

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ꎻＤ. 医疗机构拒绝提供与纠

纷有关的病历资料

　 　 三、医疗损害责任的承担

医疗机构与医务人员之间的关系符合用人者责

任的特征ꎬ因此ꎬ医务人员是行为主体ꎬ医疗机构是

责任主体ꎮ
医疗机构免责情形:
の第 １２２４ 条 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ꎬ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ꎬ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
(１)患者或者其近亲属不配合医疗机构进行符

合诊疗规范的诊疗ꎻ
(２)医务人员在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

况下已经尽到合理诊疗义务ꎻ
(３)限于当时的医疗水平难以诊疗ꎮ
前款第一项情形中ꎬ医疗机构或者其医务人员

也有过错的ꎬ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ꎮ
◎{法多 ２０１４. ２９}根据法律规定ꎬ患者在诊疗

活动中遭受损害ꎬ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

有( )③ꎮ Ａ. 限于当时的医疗水平难以诊疗ꎻ
Ｂ. 医务人员在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时已尽到合理

诊疗义务ꎻＣ. 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

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ꎻＤ. 患者不配合医疗机

构进行符合诊疗规范的诊疗ꎬ且医疗机构及其医务

人员无过错

　 　 四、医疗产品责任

の第 １２２３ 条 因药品、消毒产品、医疗器械的
缺陷ꎬ或者输入不合格的血液造成患者损害的ꎬ患者
可以向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生产者、血液提供机构
请求赔偿ꎬ也可以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ꎮ 患者向医
疗机构请求赔偿的ꎬ医疗机构赔偿后ꎬ有权向负有责
任的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生产者、血液提供机构
追偿ꎮ

∥医疗产品责任的构成以及责任承担与一般产

品责任的构成及责任承担一样ꎮ
◎{法多 ２０１２. ２７}张某在人行道上被违章驾驶

的李某撞伤ꎬ被送到某医院进行急救手术ꎬ因输血染

上丙肝病毒ꎮ 后查明所输血液是由某血站提供的ꎮ
对因感染丙肝病毒所导致的损害ꎬ张某可请求

( )④ꎮ Ａ. 李某承担赔偿责任ꎻＢ. 医院承担赔偿

责任ꎻＣ. 血站承担赔偿责任ꎻＤ. 医院和李某承担连

带责任

法条补充【选择】
の第 １２１９ 条 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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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ꎮ 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

查、特殊治疗的ꎬ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具体说明

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ꎬ并取得其明确同

意ꎻ不能或者不宜向患者说明的ꎬ应当向患者的近亲

属说明ꎬ并取得其明确同意ꎮ
医务人员未尽到前款义务ꎬ造成患者损害的ꎬ医

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ꎮ
の第 １２２０ 条 因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

情况ꎬ不能取得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意见的ꎬ经医疗机
构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负责人批准ꎬ可以立即实施相
应的医疗措施ꎮ

∥下列情形可以认定为本条规定的不能取得患

者近亲属意见:(１)近亲属不明的ꎻ(２)不能及时联

系到近亲属的ꎻ(３)近亲属拒绝发表意见的ꎻ(４)近
亲属达不成一致意见的ꎻ(５)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

情形ꎮ
の第 １２２１ 条 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

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ꎬ造成患者损害

的ꎬ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ꎮ

第十节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

　 　 一、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的概念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ꎬ是指污染环境、破坏
生态造成他人损害而应承担的侵权责任ꎮ

の第 １２２９ 条 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他人
损害的ꎬ侵权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ꎮ

　 　 二、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的归责原则

及构成要件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适用无过错责任
原则ꎮ

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他人损害ꎬ不论侵权

人有无过错ꎬ侵权人都应当承担侵权责任ꎮ 侵权人

以排污符合国家或者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为由主张

不承担责任的ꎬ人民法院不予支持ꎮ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的构成要件包括:
(１)存在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ꎮ
∥该类行为一般表现为积极的作为ꎬ且行为人

不得以排污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或者行为不具有违
法性主张免责ꎬ即使排污没有超过批准的指标ꎬ只要

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的ꎬ就构成污染环境、破坏

生态的行为ꎮ 因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是一种

危险责任ꎬ危险责任本身不是对违法行为的制裁ꎬ而
是对不幸损害的分配ꎬ所以不需要行为的违法性ꎮ

(２)造成他人损害ꎮ 可以是财产损害ꎬ也可以

是人身损害ꎮ
(３)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

存在因果关系ꎮ
我国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的因果关系规

定了举证责任倒置:
の第 １２３０ 条 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发生纠

纷ꎬ行为人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
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
担举证责任ꎮ

◎{单 ２０１４. ２５}根据侵权责任的法律规定ꎬ污
染环境造成损害的ꎬ污染者承担侵权责任的归责原

则是( )①ꎮ Ａ. 公平责任原则ꎻＢ. 过错责任原

则ꎻＣ. 无过错责任原则ꎻＤ. 过错推定责任原则

　 　 三、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的承担

１.因第三人的过错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侵权

责任

の第 １２３３ 条 因第三人的过错污染环境、破坏

生态的ꎬ被侵权人可以向侵权人请求赔偿ꎬ也可以向
第三人请求赔偿ꎮ 侵权人赔偿后ꎬ有权向第三人
追偿ꎮ

∥此种情况ꎬ被侵权人有选择请求权ꎮ 侵权人

赔偿后ꎬ有向第三人的追偿权ꎮ

２.两个以上侵权人的责任大小确定

の第 １２３１ 条 两个以上侵权人污染环境、破坏

生态的ꎬ承担责任的大小ꎬ根据污染物的种类、浓度、
排放量ꎬ破坏生态的方式、范围、程度ꎬ以及行为对损

害后果所起的作用等因素确定ꎮ
∥据此ꎬ在数人实施污染环境侵权行为的情形

下ꎬ侵权人承担的是按份责任ꎮ
◎{单 ２０２０. ２２[１２]}两个以上污染者污染环境

造成他人损害的ꎬ污染者承担( )②ꎮ Ａ. 按份责

任ꎻＢ. 连带责任ꎻＣ. 过错责任ꎻＤ. 公平责任

３.责任的形式

责任形式包括: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
修复生态环境、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ꎮ

の第 １２３４ 条 违反国家规定造成生态环境损

害ꎬ生态环境能够修复的ꎬ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

规定的组织有权请求侵权人在合理期限内承担修复

责任ꎮ 侵权人在期限内未修复的ꎬ国家规定的机关

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可以自行或者委托他人进行修

复ꎬ所需费用由侵权人负担ꎮ
∥此种情况ꎬ侵权人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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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违规性ꎬ即违反国家规定ꎮ 不限于法律规定ꎬ也
包括法规规定ꎮ

の第 １２３５ 条 违反国家规定造成生态环境损

害的ꎬ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有权请

求侵权人赔偿下列损失和费用:
(１)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修复完成期间服务功

能丧失导致的损失ꎻ
(２)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ꎻ
(３)生态环境损害调查、鉴定评估等费用ꎻ
(４)清除污染、修复生态环境费用ꎻ
(５) 防止损害的发生和扩大所支出的合理

费用ꎮ

４.惩罚性赔偿

の第 １２３２ 条 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
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ꎬ被侵权人有权请求
相应的惩罚性赔偿ꎮ

∥被侵权人依据本章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

请求赔偿的ꎬ应举证:(１)侵权人排放了污染物或者

破坏了生态ꎻ(２)被侵权人的损害ꎻ(３)侵权人排放

污染物或者其次生污染物、破坏生态行为与损害之

间具有关联性ꎮ

第十一节 高度危险责任▲▲

　 　 一、高度危险责任的概念和特征

の第 １２３６ 条 从事高度危险作业造成他人损
害的ꎬ应当承担侵权责任ꎮ

高度危险责任ꎬ是指因从事高度危险作业造成

他人损害或者保有高度危险物品致人损害而应承担

的侵权责任ꎮ
高度危险责任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ꎮ
高度危险责任具有以下特征:(１)高度危险责

任属于危险责任ꎻ(２)高度危险责任是对合法行为

承担的责任ꎻ(３)高度危险责任是一种无过错责任ꎻ
(４)高度危险责任是自己的责任ꎮ

∥の第 １２４４ 条 承担高度危险责任ꎬ法律规定

赔偿限额的ꎬ依照其规定ꎬ但是行为人有故意或者重
大过失的除外ꎮ

　 　 二、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责任及责任承

担(３ 种)
高度危险作业ꎬ是指从事高空、高速、高压、易

燃、剧毒及放射性等对周围的人身或者财产安全具

有高度危险性的活动ꎮ
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责任分为三种ꎮ

　 　 １.民用核设施致人损害责任

の第 １２３７ 条 民用核设施或者运入运出核设

施的核材料发生核事故造成他人损害的ꎬ民用核设
施的营运单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ꎻ但是ꎬ能够证明损

害是因战争、武装冲突、暴乱等情形或者受害人故意
造成的ꎬ不承担责任ꎮ

２.民用航空器致人损害责任

の第 １２３８ 条 民用航空器造成他人损害的ꎬ民
用航空器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ꎻ但是ꎬ能够证

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造成的ꎬ不承担责任ꎮ
◎{单 ２０１４. ２８}根据法律的规定ꎬ民用航空器

造成他人损害的ꎬ民用航空器经营者的免责事由是

( )①ꎮ Ａ. 战争ꎻＢ. 不可抗力ꎻＣ. 受害人故意ꎻ
Ｄ. 受害人重大过失

３.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

轨道运输工具致人损害责任

の第 １２４０ 条 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

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ꎬ经营者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ꎻ但是ꎬ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
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ꎬ不承担责任ꎮ 被侵权人对
损害的发生有重大过失的ꎬ可以减轻经营者的责任ꎮ

◎{单 ２０１０. ５０}甲邀请乙一同到河边钓鱼ꎮ 当

乙甩竿时ꎬ鱼钓挂在旁边裸露的电线上ꎬ乙当场触电

身亡ꎮ 经查ꎬ该输电线路属供电局所有ꎮ 对乙的死

亡应承担责任的是( )②ꎮ Ａ. 甲ꎻＢ. 乙ꎻＣ. 供电

局ꎻＤ. 甲和供电局

　 　 三、高度危险物品致人损害责任(４ 种)
高度危险物品是指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等

对周围环境具有高度危险的物品ꎮ

１.占有或者使用高度危险物致人损害责任

の第 １２３９ 条 占有或者使用易燃、易爆、剧毒、
高放射性、强腐蚀性、高致病性等高度危险物造成他

人损害的ꎬ占有人或者使用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ꎻ但
是ꎬ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
成的ꎬ不承担责任ꎮ 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重大
过失的ꎬ可以减轻占有人或者使用人的责任ꎮ

◎{法单 ２０１６. １３}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运输合

同ꎬ约定由乙公司将甲公司的氯气运至某市ꎮ 甲公

司在装运时未按规定使用专用容器ꎮ 运输途中一罐

氯气滚落到马路上ꎬ乙公司的司机甄某未察觉ꎬ氯气

泄漏致数人中毒ꎮ 受害人的损害应由 ( )③ꎮ
Ａ. 甲公司承担全部责任ꎻＢ. 乙公司承担全部责任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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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乙公司与甄某承担连带责任ꎻＤ. 甲公司与乙公司

承担连带责任

２.遗失、抛弃高度危险物致人损害责任

の第 １２４１ 条 遗失、抛弃高度危险物造成他人

损害的ꎬ由所有人承担侵权责任ꎮ 所有人将高度危

险物交由他人管理的ꎬ由管理人承担侵权责任ꎻ所有
人有过错的ꎬ与管理人承担连带责任ꎮ

３.非法占有高度危险物致人损害责任

の第 １２４２ 条 非法占有高度危险物造成他人

损害的ꎬ由非法占有人承担侵权责任ꎮ 所有人、管理
人不能证明对防止非法占有尽到高度注意义务的ꎬ
与非法占有人承担连带责任ꎮ

４.未经许可非法进入高度危险区域的损害责任

の第 １２４３ 条 未经许可进入高度危险活动区

域或者高度危险物存放区域受到损害ꎬ管理人能够
证明已经采取足够安全措施并尽到充分警示义务
的ꎬ可以减轻或者不承担责任ꎮ

∥如依法不得进入高速公路的车辆、行人ꎬ进入

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自身损害ꎮ

第十二节 饲养动物损害责任▲

　 　 一、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的概念

饲养动物损害责任ꎬ是指饲养的动物致人损害ꎬ
动物饲养人或管理人依法承担的侵权责任ꎮ

∥属于一种特殊侵权责任ꎬ饲养人或管理人并

非是对自己的行为负责ꎬ而是对其所管领的动物致

人损害承担的责任ꎮ

　 　 二、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的归责原则

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的归责原则主要是无过错责

任原则ꎬ但是动物园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ꎬ动物园

的侵权责任适用过错推定ꎮ
∥饲养动物侵权责任除动物园的动物致人损害

适用过错推定外ꎬ其他都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ꎮ

　 　 三、饲养动物致人损害责任的承担

饲养动物致人损害责任的承担ꎬ大致分以下 ５
种情形ꎮ

１.饲养动物损害的一般责任

の第 １２４５ 条 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ꎬ动
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ꎻ但是ꎬ能够
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ꎬ
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ꎮ

の第 １２５０ 条 因第三人的过错致使动物造成

他人损害的ꎬ被侵权人可以向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

人请求赔偿ꎬ也可以向第三人请求赔偿ꎮ 动物饲养
人或者管理人赔偿后ꎬ有权向第三人追偿ꎮ

２.违反管理规定的动物损害责任

の第 １２４６ 条 违反管理规定ꎬ未对动物采取安

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ꎬ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
当承担侵权责任ꎻ但是ꎬ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
故意造成的ꎬ可以减轻责任ꎮ

３.禁止饲养的危险动物损害责任

の第 １２４７ 条 禁止饲养的烈性犬等危险动物
造成他人损害的ꎬ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
侵权责任ꎮ

４.动物园动物的损害责任ꎮ
の第 １２４８ 条 动物园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ꎬ

动物园应当承担侵权责任ꎻ但是ꎬ能够证明尽到管理
职责的ꎬ不承担侵权责任ꎮ

◎{单 ２０２１. ３４}动物园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ꎬ
动物园不承担责任的情形是( )①ꎮ Ａ. 动物园

能够证明尽到管理职责ꎻＢ. 动物园能够证明损害系

被侵权人重大过失造成ꎻＣ. 动物园能够证明该致损

动物并非危险动物ꎻＤ. 动物园能够证明损害系第三

人的过错造成

５.遗弃、逃逸的动物损害责任

の第 １２４９ 条 遗弃、逃逸的动物在遗弃、逃逸
期间造成他人损害的ꎬ由动物原饲养人或者管理人
承担侵权责任ꎮ

第十三节 建筑物和物件损害责任▲▲

　 　 一、建筑物和物件损害责任的概念

建筑物和物件损害责任ꎬ是指建筑物的建设单

位、施工单位和物件的所有人、管理人或者其他主体

对其所管领的建筑物或物件致人损害应当承担的侵

权责任ꎮ
建筑物和物件损害责任是替代责任ꎮ
归责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ꎬ适用过错推定ꎮ 由

建筑物的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物件的所有人或管

理人等证明自己没有过错ꎮ

　 　 二、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致人损害

的责任

１.建筑物等倒塌、塌陷致害责任

の第 １２５２ 条 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倒

塌、塌陷造成他人损害的ꎬ由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承

４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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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连带责任ꎬ但是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能够证明不
存在质量缺陷的除外ꎮ 建设单位、施工单位赔偿后ꎬ
有其他责任人的ꎬ有权向其他责任人追偿ꎮ

因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或者第三人的原因ꎬ
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倒塌、塌陷造成他人损
害的ꎬ由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或者第三人承担侵
权责任ꎮ

◎{法单 ２０１５. １７}某公司货车在途经竣工不久

的高架桥时ꎬ大桥突然坍塌ꎬ货车倾覆ꎬ司机重伤ꎬ货
物毁损ꎮ 该损害应由( )①ꎮ Ａ. 施工单位单独

承担责任ꎻＢ. 建设单位单独承担责任ꎻＣ. 建设单位

和施工单位承担连带责任ꎻＤ. 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

承担连带责任

◎{法单 ２０１５. １６}甲、乙兄弟二人居住于祖传

院落中ꎬ四间南房为甲所有ꎬ五间北房为乙所有ꎮ 甲

在外地打工ꎬ乙独自在家ꎮ 某日ꎬ院墙因连日暴雨倒

塌将路人丙砸伤ꎮ 丙的损害应由( )②ꎮ Ａ. 乙
单独承担责任ꎻＢ. 甲、乙承担连带责任ꎻＣ. 甲、乙承

担按份责任ꎻＤ. 丙自己承担

２.建筑物等脱落、坠落致害责任

の第 １２５３ 条 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

其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ꎬ所
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ꎬ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ꎮ 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赔

偿后ꎬ有其他责任人的ꎬ有权向其他责任人追偿ꎮ
◎{单 ２０２０. ２１[１１]}某地多日暴雪ꎬ甲在公交

站等车时ꎬ站台顶棚因积雪过多塌落ꎬ将甲砸伤ꎮ 该

公交站站台系乙公司设计、丙公交公司管理ꎮ 甲的

损害应由( )③ꎮ Ａ. 本人承担ꎻＢ. 乙公司赔偿ꎻ
Ｃ. 丙公司赔偿ꎻＤ. 乙公司和丙公司共同赔偿

　 　 三、抛掷物、坠落物致人损害的责任与补偿

の第 １２５４ 条 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ꎮ 从

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

他人损害的ꎬ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ꎻ经调查难
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ꎬ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
的外ꎬ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ꎮ 可能
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补偿后ꎬ有权向侵权人追偿ꎮ

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应当采取必要的

安全保障措施防止前款规定情形的发生ꎻ未采取必
要的安全保障措施的ꎬ应当依法承担未履行安全保
障义务的侵权责任ꎮ

　 　 发生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的ꎬ公安等机关应
当依法及时调查ꎬ查清责任人ꎮ

∥«民法典»施行前ꎬ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

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引起的民事纠

纷案件ꎬ适用«民法典»第 １２５４ 条的规定ꎮ
◎{单 ２０１５. ３８}甲承租乙的房屋ꎮ 某日ꎬ甲在

阳台上修剪花草ꎬ顺手将剪刀放在阳台边上ꎬ不料剪

刀被 大 风 吹 落ꎬ 扎 伤 行 人 丙ꎮ 丙 的 损 害 应 由

( )④ꎮ Ａ. 甲单独承担责任ꎻＢ. 乙单独承担责

任ꎻＣ. 丙自行承担ꎻＤ. 甲、乙共同承担责任

　 　 四、物件致人损害的责任

１.堆放物倒塌、滚落或滑落致害责任

の第 １２５５ 条 堆放物倒塌、滚落或者滑落造成

他人损害ꎬ堆放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ꎬ应当承
担侵权责任ꎮ

２.妨碍通行物的致害责任

の第 １２５６ 条 在公共道路上堆放、倾倒、遗撒

妨碍通行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ꎬ由行为人承担侵
权责任ꎮ 公共道路管理人不能证明已经尽到清理、
防护、警示等义务的ꎬ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ꎮ

３.林木的致害责任

の第 １２５７ 条 因林木折断、倾倒或者果实坠落

等造成他人损害ꎬ林木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不能证
明自己没有过错的ꎬ应当承担侵权责任ꎮ

４.地下设施的致害责任

の第 １２５８ 条 ①在公共场所或者道路上挖掘、
修缮安装地下设施等造成他人损害ꎬ施工人不能证
明已经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的ꎬ应当承担
侵权责任ꎮ

②窨(ｙìｎ )井等地下设施造成他人损害ꎬ管理
人不能证明尽到管理职责的ꎬ应当承担侵权责任ꎮ

分①②两种情况ꎮ
◎{单 ２０１３. ３９}市政公司在挖掘的坑道两侧设

置了障碍物和夜间警示灯ꎮ 某夜ꎬ甲酒后驾车ꎬ撞毁

障碍物和夜间警示灯后逃逸ꎮ 次日凌晨ꎬ乙骑自行

车经过时摔入坑道受伤ꎮ 乙的损失应当( )⑤ꎮ
Ａ. 由市政公司承担赔偿责任ꎻＢ. 由甲承担赔偿责

任ꎻＣ. 由市政公司和甲承担连带责任ꎻＤ. 由乙自己

承担

５３２
① ② ③ ④ ⑤Ｃ Ｂ Ｃ 公交站站台属于构筑物 Ａ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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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教园法硕培训简介

科教园法硕培训中心成立于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法苑楼ꎬ１９９９ 年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的专家教授发
起创办ꎬ是自首届全国联考开始就致力于法律硕士命题研究与考前培训的
专业教学机构ꎮ 我校坚持“质量求生存、信誉求发展”理念ꎬ依托中国人民
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四校名师资源ꎬ聘请名师教学ꎬ
以过硬的教学质量ꎬ累计培训法硕考生数万人次ꎬ培养出 ６ 名全国状元及上
百名名校状元ꎬ大批学员从这里顺利考入自己理想的院校ꎬ我校被海淀区评
为自律与诚信建设先进单位ꎮ

我校教学以名师授课为主线ꎬ配套一对一个性化教学ꎮ 通过名师教学ꎬ
梳理考点、讲解重点、解析疑点ꎬ抓住关键ꎮ 通过个性化教学ꎬ满足考生的不同需求ꎬ解决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各种
问题ꎬ从而克服“瓶颈”ꎮ 教学中我校注重培养考生好的学习技巧与方法ꎬ提高学习效率ꎬ提升学习效果ꎮ 我校保持
较高的通过率ꎬ曾创下学员 ８２ 人报考北大ꎬ７２ 人通过复试线ꎬ５７ 人被录取的良好纪录! 科教园全方位的教学服务ꎬ
在众多机构中脱颖而出ꎬ成为全国考研辅导优秀老品牌ꎮ

辅导科目:法硕基础专业课、法硕综合课、考研英语、考研政治ꎮ 公共课教学见网站或咨询ꎬ从略ꎮ
师资团队:
我校法硕师资团队主要由人大、政法、北大、清华四校辅导经验丰富的名师及专家组成ꎬ他们具有过硬的专业

功底ꎬ高超的传道授业解惑能力ꎬ授课重点突出ꎬ考点把握精准ꎻ多数拥有十年以上法硕一线辅导经验ꎬ对命题有
着深入研究ꎬ熟知考生不同阶段的需求ꎬ在指明考点、讲解重点、梳理易错点、解析疑难点的同时ꎬ把蕴含在知识
点背后的法理讲解透彻ꎮ 我校以师资力量强、教学质量优、押题准ꎬ在学员中树立了良好的口碑ꎮ 欢迎走进科教园ꎬ
领略名师风范!

昶霖:主编法律硕士教材«考点解析»«法硕真题»«预测 ６ 套卷»«昶霖押题»«老狼押题»ꎮ ２２ 年法律硕士一
线辅导教学ꎬ深谙命题规律ꎬ擅长押题与方法指导ꎬ授课针对性强ꎬ最大限度地浓缩复习范围ꎬ所指导的学生提分
显著ꎬ主讲五科考点梳理、根据内部信息预测押题ꎬ在钻石卡与金卡班带学员ꎮ

王启富:中国政法大学原常务副校长ꎬ２０ 年法硕一线辅导教学经验ꎬ授课脉络清晰ꎬ历年主观题预测班很好的
把握主观题方向ꎮ

姚欢庆:中国人民大学民法学副教授ꎬ自２０００ 年开始参与法硕一线辅导教
学ꎬ授课主次分明ꎬ预测准ꎬ深受考生好评ꎮ

陈老师:北京大学刑法学教授ꎬ十多年法硕一线辅导教学ꎬ授课思路清晰ꎮ
周洪江:民法学讲师ꎬ清华大学法学博士ꎬ多年法律硕士一线辅导经验ꎮ
王理万:中国政法大学宪法学副教授ꎬ多年法硕一线辅导经验ꎮ
郑真理:中国政法大学法理学副教授ꎬ多年法律硕士一线辅导经验ꎮ
张琮军: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ꎬ十年法硕一线辅导经验ꎬ主讲中国法制史ꎮ
考研英语:唐启明(中国人民大学讲师)、王若平等名师主讲ꎮ
考研政治:何虎生(人大教授)、张云天(北大讲师)、孟范昆(江西师大教授)、尚季泽(对外经贸名师)ꎮ
配套资料与考前押题:
我校配套资料全、押题精而准ꎬ考前押题押中多数主观题! 配套资料除辅导讲义外ꎬ还包括:(１)法律硕士专

业学位联考考试教材考点解析»ꎻ(２)«法律硕士专业学位联考预测 ６ 套卷»ꎻ(３)«法律硕士专业学位联考最近十年
真题»及早期历年真题改编的训练题ꎻ(４)法硕专业课必备法条汇编ꎻ(５)基础专业课案例分析精选汇编ꎻ(６)«昶霖
押题»ꎻ(７)«老狼押题»等ꎮ 我校由名师在串讲班与主观题冲刺班中预测考题外ꎬ还组织内部老师根据最新信息
编写押题资料ꎬ２１ 年来我校资料有效地对面授进行补充ꎬ很多原题押中ꎬ多道简述、案例分析与原题一字不差ꎬ我校
配套资料曾创下共 １７ 道主观题押中原题 １５ 道的纪录! 截至目前ꎬ连续 ２１ 年以较高而又稳定的押题命中率ꎬ成为历
届学员出奇制胜的法宝!

法硕经典名师全程班次介绍:(２０２２ 级)
基础班:暑期 ７ 月 １６ 日开课ꎮ 扎实的基础ꎬ是您迈向成功的基石与保障! 本班紧扣大纲和考试题型ꎬ全面系统讲

解知识点、梳理考点、讲解重点、提醒易错点、解析疑难点ꎬ通过系统讲解ꎬ帮助考生形成理论构架、正确理解考点ꎬ
抓住重点ꎬ了解考点易出题型ꎬ把握精髓ꎬ从而提高复习的针对性、浓缩复习范围ꎬ为考生高分冲刺打下扎实的基础ꎮ

习题特训班:暑期 ８ 月 ２ 日开课ꎮ 考点的正确理解和准确运用是冲刺高分的关键! 本班由授课名师针对重要考
点ꎬ以最可能出的题型ꎬ用试题或训练题的形式模拟出题、覆盖重点ꎮ 本班从试题的角度把握考点ꎬ帮助考生将知
识前后贯穿ꎬ活学活用ꎬ提高应试能力ꎮ

串讲班:１１ 月 １６ 日开课ꎮ 本班由授课名师结合最新考试动态ꎬ凭借其对命题规律的把握和敏锐的洞察力ꎬ串讲预测考
点ꎬ把脉考试方向、直指考题ꎬ缩小范围ꎬ提高考前复习的针对性ꎮ 同时补充资料押题ꎬ能够很好地帮助学生快速冲刺ꎮ

主观题冲刺班:１１ 月 １６ 日开课ꎮ 本班由授课名师针对主观题题型ꎬ预测考题ꎬ讲解答题要点与思路ꎬ本班自
２００３ 年开设ꎬ历年很好地把握了主观题考试命脉ꎬ多数主观题都能原题押中ꎮ 名师授课打下扎实基础与好押题画龙
点睛ꎬ帮助无数考生成就法硕梦想!



科教园 ２０２２ 级法硕课程介绍(专业课、英语、政治)

免费直播讲座:
主讲内容:(１)法硕专业介绍与前景分析ꎻ(２)命题规律分析ꎬ备考策略指导ꎻ(３)复习技巧与方法ꎮ
第 １ 期:５ 月 ２０ 日晚 ７:００ꎻ第 ２ 期:６ 月 １６ 日晚 ７:００
ＱＱ 群(８６９４７６６８６)直播ꎬ参与直播可免费领取礼品ꎬ报课可享优惠ꎬ立即加群关注群通知吧!
法硕春季预科班(新开课程):
适用教材:２０２２ 版法硕教材考点解析ꎻ主讲:昶霖ꎻ优惠价:６８０ 元ꎻ课时:８０ ~ １２０ 学时(以实际录制为准)ꎮ
ＶＩＰ 及以上学员可免费听ꎬ其他学员可半价购买ꎬ绿三本读者报名享 ７ 折优惠ꎮ

推荐套餐:
编号 套餐名称 简要说明 面授 /元网课 /元

ＦＴ２２０１ 法硕
经典全程班

法硕经典名师全程班次 ＋赠课(导学课 ＋ 各科知识框架梳理课 ＋ 重点科目精
讲班 ＋真题解析课 ＋复试指导课)资料:绿三本 ＋法条 ＋案例精选 ＋讲义等

３９８０ ２９８０

ＦＴ２２０２ 法硕
ＶＩＰ 全程班

ＦＴ２２０１ ＋ 六套卷解析课 ＋ 预测点睛班ꎻ专业课助教 １ 对 １ 辅导 ２ 次 / 月ꎻ
赠:ＶＩＰ 复试拔高班 ＋ 第 ２ 年免费重修经典全程网课ꎮ 资料增加:ＶＩＰ 复习
指导手册 ＋ 考点狂背 ＋ 昶霖预测点睛班(含昶霖押题)

６８００ ５６００

ＦＴ２２０３ 全科
ＶＩＰ 全程班

ＦＴ２２０２ ＋ 英语全程班 ＋ 政治全程班ꎮ
加赠:法硕考研学员微课堂 ＋ 往年基础班网课 ＋ 专业课与英语助教 １ 对 １
辅导 ＋ 奖学金ꎻ政英配套讲义 ＋ 老狼押题 ＋ 政治五套模拟卷

１０ ８００ ８８００

　 　 早报名早学习ꎬ优惠价及单班次价格请咨询客服ꎬ具体开课日期参见网站或咨询客服ꎮ 经典班次简介:
法硕专业课经典名师全程:基础班(７ 月ꎻ面授 １６８０ 元 / 网课 １３８０ 元) ＋ 特训班(８ 月初ꎻ面授 １０８０ 元 / 网课 ８８０

元) ＋ 串讲班与主观题冲刺班(１１ 月ꎻ面授 １７００ 元 / 网课 １２００ 元) ＋ 昶霖预测点睛(含«昶霖押题»８００ 元)
考研英语名师全程:基础强化班(７ 月) ＋ 串讲班与高分写作班(１１ 月中旬)ꎬ网课 ６００ 元
考研政治名师全程:基础强化班(８ 月) ＋ 串讲班及时政班(１１ 月中旬) ＋ «老狼押题»ꎬ网课 ８００ 元
随报随学课程:导学规划班:４ 课时ꎬ１８０ 元ꎻ各科知识框架梳理课:５０ 课时ꎬ３８０ 元ꎮ
辅助课程:(１)重点科目精讲班ꎬ４ 月至 ６ 月ꎬ１１２ 课时ꎬ５８０ 元ꎻ(２)大纲变动解析课:９ 月ꎬ４ 课时ꎬ免费ꎻ(３)真

题解析课:把握命题方向ꎬ１０ 月ꎬ２４ 课时ꎬ３８０ 元ꎬ直播与网课ꎻ(４)预测六套卷解析课:模拟题训练ꎬ１０ 月ꎬ３２ 课时ꎬ
３８０ 元ꎻ(５)基础复试指导班:４ 课时ꎬ３８０ 元ꎻＶＩＰ 复试拔高班:１６ 课时ꎬ面授 １９８０ 元、网课 １２８０ 元ꎮ

高端集训营推荐:
编号 套餐名称 简要说明 定价 /元 说明

ＦＶ２２ － １ 银卡班

７ 月 ８ 日至复试ꎬ随报随学ꎬ名师课程 ＋ 小班面授集训ꎮ 全科全方位辅
导ꎻ４ 轮复习ꎻ３ 师辅导(高校名师 ＋ 集训营讲师 ＋ １ 对 １ 助教全方位辅
导)ꎻ４ 大服务:全年学习计划 ＋１ 对 １ 督学答疑 ＋分阶段测试 ＋复试ꎻ
赠:ＦＴ２２０３ 网课ꎻ不过第 ２ 年赠全科全程网课ꎻ协助住宿

３８ ０００

ＦＶ２２ － ２ 金卡班
５ 月 １２ 日至复试ꎬ随报随学ꎬ限额招生ꎬ小班面授集训ꎮ 除 ＦＶ２２ － １ 服
务外ꎬ小班个性化辅导课程ꎻ学习督查ꎮ 不过第二年可免费重修ꎻ昶
霖点拨课程

６８ ０００

ＦＶ２２ － ３ 昶霖拔高课

一期:６ 月初开课ꎻ二期:９ 月初开课ꎻ每期 ＡＢ 两个班ꎬ每班限 ３ 人ꎬ
时长４０ 天左右ꎬＡ 班招二战考生ꎬＢ 班零基础考生ꎮ 银卡学员、金卡
学员有特惠ꎬ钻石卡免费学习ꎬ额满为止ꎮ 签约未达目标线按约定退
费(退约 ９０％ )ꎮ 专家一对一ꎬ提分快ꎬ过关有保障

６０ ０００

优惠价见网
站或咨询
全程集训ꎬ
从零开始学
习到能够通
过考试ꎬ全
方位、 一 站
式辅导

优惠及服务:(１)老学员、团体、贫困生、残疾生报名享有特别优惠ꎮ
(２)外地学员可安排食宿(费用自理)ꎬ提供课后至考前全程免费答疑ꎬ活动期内赠教材、辅导书籍ꎮ
联系方式:
网址: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ｊｋｊｙ. ｃｏｍ　 　 　 报名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南院)
电话:４００ － ８１０ － ２４６８ꎬ０１０ － ８２３３０１１８　 　 　 手机:１５８０１２９０１２２ꎬ１５０１１００２６６０
微信号:ｋｊｙｈａｎꎬｋｊｙｅｄｕｌ　 　 　 ＱＱ:８００８８８２８ꎬ８０７８６９３４７
科教园始于 １９９９ 年ꎬ法硕辅导更专业ꎬ我们全体教职工将继续不懈努力ꎬ为您保驾护航!
欢迎来到科教园ꎬ我们专注法硕辅导 ２２ 年ꎬ有理由相信ꎬ只要您努力ꎬ在这里一定能实现法硕名校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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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理学(综合课)

法理学

记忆树

基本原理

§ １ 绪论:法学、法理学

法的

§ ２ 特征与本质

§ ３ 起源与演进:起源、演进、全球化

§ ４ 作用与价值:规范作用、社会作用、局限性ꎬ主要价值

§ ５ 渊源、效力与分类

ì

î

í

ï
ïï

ï
ï

§ ６ 法律要素与法律体系:法律要素、法律体系、法律部门

ì

î

í

ï
ï
ïï

ï
ï
ïï

制定实施

§ ７ 立法:概述、原则、程序

§ ８ 法律实施:概述、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

§ ９ 法律职业与法律方法:法律职业、解释、推理、论证

ì

î

í

ïï

ïï

法律关系
§ １０ 法律关系:联系刑民ꎬ概述ꎬ要素ꎬ产生、变更与消灭

§ １１ 法律责任与法律制裁{

综　 　 合

§ １２ 法治:

　 　 １. 概述(概述、基本原则、社会主义法治)ꎻ

　 　 ２. 全面依法治国(意义、目标、原则ꎬ基本格局ꎬ基本途径ꎬ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 １３ 法与社会:

　 　 １. 法与社会的一般关系(相互作用、社会和谐、社会发展)ꎻ

　 　 ２. 法与经济(经济基础、市场经济、科技)ꎻ

　 　 ３. 法与政治(国家、政治、政策)ꎻ

　 　 ４. 法与文化(法律意识、道德、宗教)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ï

ï
ï
ï
ï
ï
ïï

ì

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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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本章重点:从简述题的角度掌握马克思主义法

学的特征ꎮ

第一节 法　 　 学

　 　 一、法学的含义 ×

　 　 (一)法学的概念

法学ꎬ又称法律科学ꎬ是以法律这一社会现象及
其规律为研究对象的人文社会科学ꎮ

　 　 (二)法学的研究对象【选择】
人们一般将科学划分为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

自然科学ꎮ 在这一分类标准下ꎬ我们把法学界定为

一种存在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知识形态ꎮ
法学以法律现象为研究对象ꎬ考察法的产生、发展及
其规律ꎬ研究各种法律规范、法律制度的性质、特点
及其相互关系ꎬ研究法的内部联系和调整机制ꎬ研究
法与其他社会现象的联系、区别及相互作用ꎬ因此具

有社会科学的性质ꎻ同时ꎬ法律又是人们生活意义的

规则体现ꎬ法学要解决不同民族、不同国度人们所面

临的问题ꎬ要为人们在规则下生活提供精神导向ꎬ因
此又具有人文科学的性质ꎮ

◎{法多 ２０１５. ２１}下列关于法学的认识ꎬ能够

成立的有( )①ꎮ Ａ. 法学以法为研究对象ꎬ通常

先有法后有法学ꎻＢ. 法学作为科学ꎬ它与神学、哲学

和道德学说之间没有联系ꎻＣ. 法学考察法的产生、
发展及其规律ꎬ具有社会科学的性质ꎻＤ. 法学为人

们在规则下生活提供精神导向ꎬ具有人文科学的

性质

◎{法单 ２０１０. ２}下列关于法学的表述ꎬ能够成

立的是( )②ꎮ Ａ. 法学在我国先秦时期被称为

“律学”ꎻＢ. 所有法律现象都在法学研究范围之内ꎻ
Ｃ. 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后ꎬ法学才成为一门独立学

科ꎻＤ. 法学随着法的出现而出现ꎬ因此有了法就有

了法学

　 　 (三)法学体系△
所谓法学体系是一个互不相同但又有联系的分

支学科构成的知识系统ꎮ 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是多

种多样的ꎬ因而法学作为研究社会的各种法律现象

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ꎬ其研究的范围也就十分广泛ꎬ
从而形成若干分支学科ꎮ 这些分支学科所构成的一

个有机联系的知识系统就是法学体系ꎮ

∥注意区分:法学体系≠法律体系≠立法体系

≠法系

目前常用的法学分类方式有如下几种:【选择】
(１)从认识论的角度ꎬ可分为:理论法学和应用

法学ꎮ
理论法学研究法的基本概念、原理和规律ꎬ如法

哲学、法的一般理论、法律历史等ꎻ应用法学研究现

实的国际和国内法律制度ꎬ包括法律的形式、内容以

及法律的制定、实施、解释和适用的状况ꎮ 需要注意

的是ꎬ理论法学和应用法学的分类具有相对性ꎬ对具

体法律问题的研究可以上升为一般性认识ꎬ同样ꎬ抽
象的法学理论研究也必须植根于具体的法律现象才

有意义ꎮ
(２)从法律部门划分的角度ꎬ可以把法学分为

宪法学、民法学、行政法学、刑法学、诉讼法学等ꎮ
(３)从法律制定到法律实施(或形成和运作)的

角度ꎬ可分为:立法学、司法学、法律解释学、法律社

会学等ꎮ
(４)从法学与其他学科关系的角度ꎬ可分为:法

学本科(法学的内部学科)和法学交叉学科ꎮ
法学的内部学科ꎬ如国内部门法学、国际法学、

外国法学等ꎻ法学交叉学科ꎬ如法哲学、法社会学、法
经济学、法人类学、法医学、司法鉴定学等ꎮ

◎{法多 ２０１４. ４}下列选项中ꎬ属于应用法学的

是( )③ꎮ Ａ. 国际经济法学ꎻＢ. 法社会学ꎻＣ. 刑
事诉讼法学ꎻＤ. 刑法学ꎻＥ. 行政法学ꎻＦ. 法政治学ꎻ
Ｇ. 法伦理学

◎{多 ２０１１. ４６}下列法学分支学科中ꎬ属于理

论法学的有( )④ꎮ Ａ. 法理学ꎻＢ. 刑法学ꎻＣ. 民
法学ꎻＤ. 法律史学

◎{多 ２０１０. ４６}下列选项中ꎬ属于法学交叉学

科的有( )⑤ꎮ Ａ. 国际法学ꎻＢ. 法经济学ꎻＣ. 法
社会学ꎻＤ. 法医学

分析:国际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ꎬ法经济学

是法学和经济学交叉ꎬ法社会学是法学和社会学交

叉ꎬ法医学是法学和医学交叉ꎮ

　 　 二、法学的产生和发展▲
　 　 (一)法学产生的条件△

法学是以法或法律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科学ꎬ社
会有了法或法律现象ꎬ就有了关于这些现象的思想、
观点ꎬ但不是一有了法就有了法学ꎬ法学是在法发展
到一定阶段时才产生的ꎮ ∥法≠法学ꎬ法先于法学

而产生ꎮ

２
① ② ③ ④ ⑤ＡＣＤ Ｂ ＡＣＤＥ ＡＤ ＢＣ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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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的产生至少应当具备两个方面的条件:
(１)要有关于法律现象的材料的一定积累ꎮ
(２)要有专门从事研究法律现象的学者阶层的

出现ꎮ

　 　 (二)法学的历史发展

１.中国

(１)法学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相当的发展ꎬ
出现了法家、儒家等许多直接或间接探讨法律问题

的学派ꎮ
(２)在西汉中期以后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ꎬ

儒家的法律思想一直占统治地位ꎬ法学衰微ꎮ
(３)鸦片战争以后ꎬ法学领域中开始传入了一

些西方资产阶级的法律思想ꎮ

２.西方

(１)最早起源于古希腊ꎬ到古罗马共和国时期
(约公元前 ５ 世纪)法学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ꎬ
出现了法学派别ꎬ编写了法学著作ꎮ

(２)中世纪欧洲ꎬ法学成为神学的一个分支ꎮ
(３)１２ 世纪至 １６ 世纪是罗马法的复兴时期ꎬ出

现了以研究和恢复罗马法为核心的新的法学ꎬ主要

是意大利的注释法学派ꎮ
(４)１７ 世纪至 １８ 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ꎬ代表

新兴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要求的思想家们提出了

许多重要的法律思想、理论和学说ꎮ
之后ꎬ为了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ꎬ出现了许

多资产阶级法学流派ꎬ其中主要有自然法学派、分析
实证主义法学派、社会法学派和新自然法学派等ꎮ
它们为法学研究积累了大量的资料ꎬ提供了不少有

价值的、合理的理论观点ꎮ
∥当今世界法学流派:(１)分析实证主义法学

派ꎻ(２)新自然法学派ꎻ(３)社会法学派ꎮ 【选择】

　 　 三、西方主要法学流派【选择】
自然法学派、分析法学派和社会法学派这三个

流派是在现代西方影响较大、占统治地位的法学流

派ꎬ称为三大法学流派ꎮ 他们的法学理论ꎬ对我们认

识人类法的发展历程、规律及本质ꎬ具有非常重要的

意义ꎮ

　 　 (一)自然法学派

自然法学又称价值法学ꎬ强调法是理性和正义
的体现ꎮ 自然法学派历史悠久ꎬ十七八世纪的古典

自然法学影响最大ꎮ 这个时期的自然法学充分体现

了自然法、自然权利与社会契约等人本主义法律观ꎬ
崇尚自由平等ꎬ主张天赋人权ꎮ 主张法是人的理性ꎬ
强调自然法普遍永恒ꎬ且高于人定法ꎬ人定法符合自

然法时才是真正的法律ꎬ人定法应与自然法保持

一致ꎮ
近代自然法学的代表人物有洛克、孟德斯鸠和

卢梭ꎻ现代的新自然法学代表人物有富勒、罗尔斯和
德沃金ꎮ

◎{单 ２０１８. ６[１]}不同学派关于法的性质有不

同的理解ꎮ 对此ꎬ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①ꎮ
Ａ. 经济分析法学派认为ꎬ法律不外乎主权者的命

令ꎻＢ. 批判法学派认为ꎬ衡量法律优劣的最主要标

准是实施效果ꎻＣ. 自然法学派认为ꎬ法律应当与社

会主流道德和人性的正义准则保持一致ꎻＤ. 历史法

学派认为ꎬ一国的自然环境和政治制度决定着法的

内容和性质

◎{法单 ２０１２. ６}下列选项中ꎬ不属于自然法学

派观点的是( )②ꎮ Ａ. 法与道德之间有必然联

系ꎻＢ. 真正的法律应与自然相吻合ꎻＣ. 法律的存在

与法律的善恶无关ꎻＤ. 政府的正当权力来自人民的

同意

◎{论 ２０２０. ５７}运用法理学有关理论ꎬ谈谈你

对“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这一观点的认识ꎮ
答案要点:(１)法律是立法机关制定或认可的

具有强制约束力的社会规范ꎬ道德是在长期社会生

活中形成的关于善恶美丑的判断标准和行为规范ꎮ
(２)在法学理论上ꎬ关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ꎬ自

然法学派认为法与道德有密切关系ꎬ法律应当以道
德为基础ꎬ而法律实证主义则认为法律与道德是分
离的ꎬ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ꎮ

(３)从规范内容的角度看ꎬ法律对人的要求相
对较低ꎬ即人的行为不应伤害他人与社会ꎻ而道德的
要求比较高ꎬ不仅要求人的行为无害于他人ꎬ更要追
求对他人和社会有益ꎬ因此会有“法律是最低限度
的道德”之说ꎮ

〔点评〕“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这一观点显
然是自然法学派的立场ꎮ

　 　 (二)分析法学派

分析法学派是１９ 世纪产生的学派ꎬ以法律实证
主义哲学为基础ꎬ反对形而上学的思辨方式和寻求

终极原理的做法ꎬ更注重运用形式逻相分析、规范分

析、体系分析等方法研究作为社会事实(现实存在)
的法律制度ꎻ反对超越现行法律制度的任何企图ꎬ主
张恶法亦法ꎬ认为法与道德无关或法律与道德之间
不存在必然的联系ꎬ反对自然法的“恶法非法”理

论ꎬ它试图将价值考虑排除在法理学科学研究的范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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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之外ꎬ并把法理学的任务限定在分析和剖析实在
法律制度的范围内ꎮ ∥分析法学强调法是规则或命

令ꎬ重视规范和文本ꎬ一贯反对将道德、价值与法律

混为一谈ꎮ
早期代表人物有边沁、奥斯丁ꎻ２０ 世纪分析法

学代表有凯尔森、哈特、拉兹等ꎮ
∥法律实证主义ꎬ其主张法律是人定规则ꎬ法律

和道德之间没有内在的和必然的联系ꎬ实证法的理

论来源于英国奥斯丁的实证主义法理学ꎮ
◎{分析 ２０１９. [３４]}英国法理学家哈特在其

«实证主义和法律与道德的分离»一文中ꎬ提出了一

系列法律实证主义的主要观点:法律是人类的命令ꎻ
法律与道德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ꎻ法律体系是一

个“封闭的逻辑系统”ꎬ可以通过单纯的逻辑手段从

既定的法律规则中推导出正确的判决ꎮ
请结合上述材料ꎬ运用法理学相关知识ꎬ阐释法

律实证主义的基本观点并对其作出评价ꎮ
答题要点:(１)法律实证主义是西方主要的法

学流派ꎬ主要观点包括:①法律是主权者的命令ꎬ以
国家强制力保障其实施ꎻ②法律与道德不存在必然

联系ꎬ法律即使不符合道德ꎬ也依然具有效力和权

威ꎬ“恶法亦法”ꎻ③法律是一个封闭的体系ꎬ司法审

判应运用逻辑从现有规则中推出判决ꎬ而不应考虑

其他价值因素ꎮ (２)法律实证主义与自然法学派存

在立场、方法、观点上的分歧ꎬ它在捍卫法律权威性

的同时ꎬ促进了法律科学的发展ꎮ 但它也存在局限

性ꎬ法律的价值因素在现实中无法回避ꎬ单纯的逻辑

推理并不能保证在疑难案件中得到唯一正确的

判决ꎮ
◎{法单 ２０１３. １}下列法学流派中ꎬ主要强调对

法进行规范分析的是 ( )①ꎮ Ａ. 自然法学派ꎻ
Ｂ. 分析法学派ꎻＣ. 历史法学派ꎻＤ. 社会法学派

　 　 (三)社会法学派

社会法学派起源于１９ 世纪后半期的德国ꎬ盛于

２０ 世纪西方各国ꎮ 该学派在德国的主要代表人物

是艾尔利希ꎬ系统地在美国阐述这一学派观点的是

霍姆斯和庞德ꎮ
社会法学派强调研究“现实的法学”ꎬ研究法律

现实的各个方面ꎬ反对分析法学派仅仅对法律进行

形式逻辑上的研究ꎬ但他们对其的批判是从反科学

的立场出发的ꎮ 他们对于法律的来源、性质和作用

的论述ꎬ着重于宣扬法的社会性ꎮ ∥社会法学强调

重视事实而不是文本ꎬ可以在文本之外寻找法律ꎮ
◎{单 ２０２１. １２[７]}下列关于各法学流派代表

人物的表述ꎬ正确的是( )②ꎮ Ａ. 艾尔利希是社

会法学派的代表人物ꎻＢ. 庞德是分析法学派的代表

人物ꎻＣ. 霍姆斯是现代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ꎻ
Ｄ. 凯尔森是批判法学派的代表人物

◎{单 ２０１７. １}下列关于不同法学流派的表述ꎬ
正确的是( )③ꎮ Ａ. 自然法学派强调人定法高

于自然法ꎻＢ. 历史法学派主张法是自由意志的体

现ꎻＣ. 社会法学派倡导法学应当关注法律现实的多

种面向ꎻＤ. 分析法学派认为法学应当研究法与道德

的内在关系

　 　 (四)历史法学派

１９ 世纪历史法学派代表性人物萨维尼的核心

观点ꎬ强调法是世代相传的民族精神的体现ꎬ就像一

个民族的风俗语言一样ꎮ
卡尔冯萨维尼是德国历史法学派创立人ꎬ

其指出:自古以来ꎬ法就像语言、风俗、政制一样ꎬ是
民族精神、民族特性和民族共同意识的体现ꎮ 法随

着民族的成长而成长ꎬ随着民族精神的加强而加强ꎬ
最后随着民族个性的消亡而消亡ꎮ (民族精神论)

◎{单 ２０２０. １}关于各法学流派及其观点ꎬ下列

说法正确的是( )④ꎮ Ａ. 自然法学派主张在法

学研究中不必考虑价值因素ꎻＢ. 社会法学派反对任

何超越现行法律文本的解释ꎻＣ. 分析法学派强调法

体现人的理性ꎬ自然法高于人定法ꎻＤ. 历史法学派

认为法律就像一个民族的风俗、语言一样ꎬ是民族精

神的体现

　 　 (五)其他法学流派

其中影响较大的有１９ 世纪的哲理法学派ꎻ２０ 世
纪的经济分析法学派、女权主义法学派等ꎮ 到 ２０ 世

纪末ꎬ还出现了以批判法学、法与文学运动为代表的
后现代法学思潮ꎮ

　 　 四、马克思主义法学△

　 　 (一)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产生与发展 × 【选
择】

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辩证的过

程ꎮ 马克思本来学的专业是法律ꎬ也对法学做过深

入的研究ꎬ他一生都在关注法律问题ꎮ 马克思 １８３５
年 １０ 月至 １８４１ 年 ３ 月先后在德国波恩大学和柏林

大学法律系学习ꎬ接受了当时欧洲最好的法律教育ꎮ
马克思法学思想的最初出发点是康德法学和黑格尔
派的理性主义法学ꎮ 马克思在学生时代就自觉地从

理想主义转向现实本身去寻找法的观念ꎮ 从马克思

的论述看出ꎬ法的内容决定法的形式ꎬ而内容来自事
物本身的理性ꎮ 马克思在从事新闻出版工作时期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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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了几篇政论文章ꎬ进一步发扬了理性主义法律观ꎮ
他认为ꎬ法律是自由的肯定存在ꎬ法典是人民自由的
圣经ꎮ

１８４３ 年夏秋之际马克思撰写了«黑格尔法哲学
批判»ꎬ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理性主义法律观的过

程中初步指明了历史唯物主义法学的基本方向ꎮ
１８４５ 年 ９ 月到 １８４６ 年年初ꎬ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
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ꎬ较为完整系统地表达了他
们的唯物主义法律观ꎮ 在这部手稿中ꎬ马克思和恩

格斯指出ꎬ法律不是以脱离现实基础的自由意志为

基础的ꎮ １８４８ 年问世的«共产党宣言»是历史唯物
主义法学的纲领性文件ꎮ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资

产阶级的谬论时指出ꎬ资产阶级的法不过是被奉为
法律的资产阶级阶级意志的体现ꎬ而这种意志的内
容是由资产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ꎮ 马克思
主义的唯物主义法律观在«资本论»中得到进一步
的论证和集中的体现ꎮ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ꎬ马
克思全面系统地分析了构成法的现象基础的经济关

系ꎬ认为法的关系是一种反映着经济关系的意志关

系ꎮ 这种法的关系或意志关系的内容是由这种经济

关系本身决定的ꎮ
马克思逝世后ꎬ恩格斯勇敢地捍卫了马克思的

思想学说ꎬ并且根据新的历史条件ꎬ先后完成了«家
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

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著述ꎬ从而推进了马克思

主义法学的新发展ꎮ
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

社会民主党人?»«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

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

展»等著作中深刻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法律思想的

基本原理ꎬ揭示了俄国社会法权关系变动的规律性

及其内在特征ꎬ进而不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法律观ꎬ
而且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哲学与法哲学的理论

内容ꎮ
∥马克思主义法学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ꎬ科学地阐述了法的本质

及其发展规律ꎬ使法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ꎮ 马克
思主义法学第一次科学地揭示了法的本质ꎬ阐明了

法律现象产生和发展的基本规律ꎮ
∥举例:简述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产生对法学的

贡献:
(１) 马克思主义法学第一次揭示了法的性

质———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ꎮ
(２)第一次揭示了法的发展的基本规律———从

产生到发展到完善到消亡ꎮ
(３)第一次揭示了法最终要受到经济基础的制

约———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ꎬ必然有什么样的法律ꎮ

　 　 (二)简述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特征▲
马克思主义对法律社会学、自然法学、分析法

学、批判法学、女权主义法学、后现代法学、种族批判

法学、法律地理学等当代法学流派均产生了或多或

少的影响ꎮ 与以往法学相比ꎬ马克思主义法学具有

鲜明的特征:
(１) 马克思主义法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

立场ꎮ
马克思认为ꎬ不是国家和法决定市民社会ꎬ而是

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ꎮ 马克思主义法学主张ꎬ法
律实现、反映或者体现了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ꎬ法
律归根结底是由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ꎮ

(２)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法律具有阶级性和意
识形态性ꎮ

马克思主义法学主张ꎬ在阶级社会中ꎬ法律的内

容和程序直接或者间接地体现了统治阶级的利益ꎬ
法律不仅体现了统治阶级的内在价值观ꎬ还为其提

供了合法性ꎮ
◎{单 ２０１５. １}下列关于法学的表述ꎬ正确的是

( )①ꎮ Ａ. 法学是社会科学ꎬ不具有人文科学的

性质ꎻＢ. 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ꎬ超阶级的法学是不

存在的ꎻＣ. 法学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成为一门独

立的学科ꎻＤ. 作为法学的一般理论和基础理论ꎬ法
理学不是方法论

(３) 马克思主义法学致力于实现人的全面
解放ꎮ

马克思的一生ꎬ是胸怀崇高理想、为人类解放不

懈奋斗的一生ꎮ 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场

探求人类自由解放的道路ꎬ以科学的理论为最终建

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

理想社会指明了方向ꎮ 如何通过法律实现人的解放

是马克思毕生关注的一个问题ꎮ 在马克思的学说

中ꎬ实现人的解放是法律的本质性要求ꎬ法律也是实

现人的解放的一种方式ꎬ人的解放的实现离不开

法律ꎮ
◎{多 ２０２１. ４１[２１]}与其他法学相比ꎬ马克思

主义法学具有的鲜明特征包括( )②ꎮ Ａ. 坚持

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ꎻＢ. 认为法律具有阶级性ꎻ
Ｃ. 主张法律是民族精神的体现ꎻＤ. 认为法律不受经

济之外其他因素影响

‖马克思主义法学与剥削阶级法学的主要

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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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指导思想不同ꎮ 马克思主义法学运用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和理论指导ꎮ
剥削阶级法学大都是以唯心史观为指导ꎬ不能对法

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作出真正科学的回答ꎮ
(２)阶级基础不同ꎮ 马克思主义法学是无产阶

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权利和法律要求的体现ꎮ 剥削

阶级法学反映着剥削阶级的权利观和法律要求ꎬ就
其本质而言ꎬ都是为剥削阶级、剥削制度辩护的

法学ꎮ
(３)对阶级性与科学性之间的关系认识不同ꎮ

马克思主义法学的阶级性与科学性是辩证统一的ꎮ
剥削阶级法学往往标榜所谓的“客观的” “中立的”
法学研究ꎬ来掩饰其研究的阶级性进而达到为某些

阶级、群体服务的目的ꎮ 在阶级社会中法学总是为

一定的阶级利益服务ꎬ具有一定的阶级立场ꎬ并不存

在完全超阶级的“客观主义”研究ꎮ 这一点是不依

法学家自己的主观认识为转移的ꎮ 只有马克思主义

法学公开承认这一点ꎬ而非马克思主义法学明确或

隐晦地否定这一点ꎮ
(４)重大理论观点的理论分歧明显ꎮ 主要表现

在:关于法的概念和本质ꎻ关于最终决定法的社会因

素ꎻ关于法的历史发展及其归宿ꎮ

　 　 (三)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

法学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ꎬ是当代中国法学区

别于其他法学的根本标志ꎬ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ꎮ
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

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ꎬ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指明了

方向ꎮ 就法学而言ꎬ马克思主义揭示了法律发展的

普遍规律ꎬ为法学和法治发展指明了方向ꎮ 马克思

主义坚持实现人民解放、维护人民利益的立场ꎬ以实

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和全人类解放为己任ꎬ反
映了人类对理想社会的美好憧憬ꎮ 马克思主义认

为ꎬ实现人的解放是法律的价值追求ꎬ法律致力于实

现人的自由、平等、独立和尊严ꎮ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内在联系及发

展规律ꎬ是“伟大的认识工具”ꎬ是人们观察世界、分
析问题的有力思想武器ꎮ 马克思主义提出的历史唯

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是法学研究最根本的方法

论ꎮ 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ꎬ不仅致力于

科学“解释世界”ꎬ而且致力于积极“改变世界”ꎮ 法

学是一门经世致用之学ꎬ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是研

究法学实践性问题的重要认识论ꎮ

第二节 法　 理　 学

　 　 一、法理学的含义 ×
　 　 (一)法理学的概念

法理学是我国法学体系中的一门重要的理论法

学学科ꎮ 它是从总体上研究法和法律现象的一般规
律ꎬ研究法的产生、本质、特征、作用、形式、发展、实
施等基本知识、概念和原理ꎬ研究法的创制和实施的
一般理论ꎬ并着重研究我国社会主义法和法治的基
本理论问题的理论学科ꎮ

　 　 (二)法理学的研究对象

法理学研究的是法律现象中最宏观、最一般、最
具普遍性的问题ꎮ

法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一般法ꎬ是法和全部法律
现象及其规律性ꎮ 一般法首先是指法的整个领域或

者说整个法律现实ꎬ包括所有部门法在内的整个法

律领域ꎬ以及现行法从制定到实施的全部过程ꎮ
一般法还可以指古今中外一切的法ꎮ 法理学要

对古今中外一切类型的法律制度及其各个发展阶段

的情况进行综合研究ꎬ它的研究结论应能解释法的

一切现象ꎮ
法理学要概括出各个部门法及其运行的共同规

律、共同特征、共同范畴ꎬ从而为部门法学提供指南ꎬ
为法治建设提供理论服务ꎮ 如同任何国家的法理学
都是以本国的现行法律为主要研究对象一样ꎬ我国
的法理学也是以研究我国的法律问题和法治建设为
主ꎬ其研究起点、重心和归宿都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ꎮ

◎{法多 ２０１３. ２１}下列关于法理学的表述ꎬ能
够成立的有( )①ꎮ Ａ. 法理学研究的是法学的

一般理论、基础理论ꎻＢ. 法理学与部门法学之间是

一般与特殊的关系ꎻＣ. 法理学从总体上阐释法和法

律现象的一般规律ꎻＤ. 当代中国法理学的研究起点

与归宿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三)法理学在法学体系中的地位【选择】
法理学在法学体系中占有特殊的地位ꎬ它是:
(１)法学的一般理论、基础理论和方法论ꎮ
(２)法理学与部门法学之间是“一般” 与“特

殊”的关系ꎮ
∥法理学的材料来源是通过对所有部门法材料

进行高度抽象概括获得的ꎬ所以法理学既提供了研

究部门法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ꎬ同时它所阐述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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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知识ꎬ对部门法学的研究又

具有指导意义ꎮ
(３)法理学与法制史学、法律思想史学的关系

是“论”与“史”的关系ꎮ
∥法理学的一般概念、定义和原理都是从法律

制度史和法律思想史及部门法提供的材料中抽象概

括出来的ꎬ没有科学的法律制度史学和法律思想史

学的发展ꎬ就没有科学的法理学的发展ꎮ 同时ꎬ法律

制度史学和法律思想史学的研究又需要以法理学阐

明的理论和方法论为指导ꎮ
法理学把对法律现象的哲学的研究、社会学的

研究和专门法律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ꎬ从不同角度

阐明法律现象的共同问题ꎮ 因此ꎬ法理学在整个法

学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ꎮ

　 　 二、法理学的研究方法和意义 ×

　 　 (一)法理学的研究方法【选择】
‖所谓研究方法ꎬ就是在观察或认识问题时所

采取的途径、角度、手段和工具等ꎮ 法理学研究的方

法ꎬ一般来说ꎬ也就是法学研究的方法ꎮ 在法学中ꎬ
除了某些与自然科学相关的交叉学科ꎬ如法医学、司
法精神病学、证据学、刑事侦查学等必须运用自然科

学方法以外ꎬ其他部门法学与法理学的研究方法大

体上是相通的ꎮ
法理学研究的方法可以分为不同层次ꎬ其中马

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ꎬ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的方法ꎬ是法学研究的核心和基础ꎮ 马克

思主义哲学作为方法论ꎬ对法学具有普遍的指导

意义ꎮ
‖在法学方法体系中ꎬ方法论原则占有特别重

要的地位ꎮ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法学必须以唯物

辩证法作为自己的根本方法ꎮ 对于法学研究而言ꎬ
坚持唯物辩证法首先就要坚持以下四条方法论

原则:
(１)坚持实事求是的理论品格ꎮ “实事求是”是

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中国式表达ꎬ它是规定思维

的根本出发点和总方向的方法论原则ꎮ
(２)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ꎮ
(３)坚持社会现象的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的

观点ꎮ
(４)坚持社会历史的发展观点ꎮ
除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外ꎬ法学还有自身的

方法论ꎬ常用的主要有:阶级分析的方法、价值分析
的方法、社会调查的方法、历史调查的方法、分析和
比较的方法、词义分析的方法、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的分析方法等ꎮ

‖具体地讲:
(１)阶级分析方法就是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

点去观察和分析阶级社会中的各种社会现象的方

法ꎮ 法是阶级社会所特有的社会现象ꎬ阶级性是法

的本质属性ꎮ 恰当运用阶级分析方法ꎬ才能深入认

识和把握法的内在本质、普通联系和发展规律ꎮ
(２)价值分析方法是通过认知和评价社会现

象的价值属性ꎬ进而揭示、批判或确证一定社会价

值或思想的方法ꎮ 法学研究要致力于对各种行为

和有关利益进行恰当的价值评价ꎬ确定各种利益和

行为在价值序列中的相应位阶ꎬ提供利益选择冲

突、价值冲突时在其中进行取舍的原则ꎮ 在法学方

法论的历史中ꎬ自然法学的研究方法比较倾向于价

值分析方法ꎮ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法学ꎬ在进行价值分析

和选择时应当以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和

需要为出发点ꎬ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本位的根

本原则ꎮ 从这个意义上看ꎬ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价值

分析方法与阶级分析方法具有内在的一致性ꎮ
(３)实证分析方法的主要特点就是通过对经验

事实的观察和分析来建立和检验各种理论命题ꎮ 在

法学中运用的实证分析方法有许多具体形态ꎬ其中

最主要的有以下几种:①社会调查的方法ꎻ②历史调

查的方法ꎻ③分析和比较的方法ꎻ④逻辑分析的方

法ꎻ⑤词义分析的方法ꎻ⑥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分

析方法等ꎮ
在实际的法学和法理学研究中ꎬ要善于运用多

种方法来更全面和深入地认识问题ꎮ
除上述法学研究方法之外ꎬ由于法理学本身的

特点ꎬ要学好法理学ꎬ在研究方法上还应当注意以下

问题:(１)善于从具体事例出发进行法理学思考ꎻ
(２)联系其他学科的知识资源来理解法理学ꎻ(３)要
了解法理学的发展史ꎻ(４)要了解现代西方法理学ꎻ
(５)了解当代中国法理学的学术生态ꎮ

　 　 (二)研究法理学的意义

学习和研究法理学ꎬ有助于树立马克思主义法
律观ꎬ提高社会主义法律意识、法律文化水平ꎬ增强
社会主义法治观念ꎬ同时也有助于学习其他部门法
学乃至为整个法律科学奠定必要的专业理论基础ꎮ
法理学的研究应当为法治建设提供理论支持与

指导ꎮ
‖具体意义如下:
(１)学习法理学有助于学习法学其他学科ꎻ
(２)学习法理学有助于培养法律思维方式ꎻ
(３)学习法理学有助于培养法律理论素质ꎻ
(４)学习法理学有助于培养实际工作能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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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２０１６. １[１]}下列关于法学与法理学的表

述ꎬ正确的是( )①ꎮ Ａ. 凡有法律的地方ꎬ就一

定会有法学ꎻＢ. 法理学对法律创制和法律适用没有

直接价值ꎻＣ. 法理学的研究应当为法治建设提供理

论支持与指导ꎻＤ. 法学的研究对象是有效的法律规

范与现行的法律制度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１)是对马克思

主义法学基本原理进行创造性转换的科学理论ꎬ
(２)是马克思主义法学当代化、现实化和中国化的

产物ꎬ(３)是将普遍性的法治理论同中国具体的法

治实践紧密结合起来的结果ꎬ(４)是法治中国建设

的理论内涵和实践规律的科学总结ꎮ
意义:(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的

形成ꎬ使我国法治建设在一个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更加科学的法治理论指导下全面推进ꎮ (２)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形成ꎬ不仅
有利于增强亿万人民对社会主义法治的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ꎬ也有利于提升中国在国际社
会的法治话语权和影响力ꎮ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主要内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涵盖了法治几乎所

有的领域和问题ꎬ形成了科学的理论体系ꎮ ∥它传

承了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的精华ꎬ借鉴了西方法治理

论的优秀成果ꎬ是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中国化的最

新成果ꎬ系统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法

治建设的实践经验ꎮ 概括而言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理论主要有以下内容:

１.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和程序化理论ꎮ
这是邓小平较早提出的重大理论ꎮ 发展社会主

义民主政治ꎬ制度问题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

和长期性ꎮ 人治很危险ꎬ搞法治才靠得住ꎮ
从制度上、法律上保障和发展人民民主ꎬ这是我

们党对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规律认识的一个重大转变

和提升ꎮ 之后ꎬ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和十八大进一步

提出和强化“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
范化和程序化”ꎬ强调程序化的要求ꎮ

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理论为社

会主义政治建设指明了方向ꎬ彻底改变了社会主义
政治生态ꎬ不仅有利于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ꎬ而且
有利于在各领域各层次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ꎮ

‖这一理论也提示我们ꎬ搞法治建设ꎬ必须重视

民主ꎬ要善于通过民主推动法治ꎮ

２.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理论ꎮ
１９９７ 年党的十五大正式将依法治国作为党领

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ꎬ１９９９ 年宪法修正案明

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ꎮ 之后ꎬ党的历次

全国代表大会和若干中央全会以新的观点丰富和深

化了依法治国和法治国家理论ꎬ特别是党的十八届

四中全会在作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部署的同

时ꎬ全面推进了依法治国和法治国家理论的创新

发展ꎮ
建设法治中国ꎬ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

依法行政共同推进ꎬ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
社会一体建设ꎮ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ꎬ必须将“一个共同推

进”和“一个一体建设”有机结合起来ꎬ更加重视法

治建设的整体推进和协调发展ꎬ更加重视调动各方

面的主动性和积极性ꎮ

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价值理论ꎮ
法治的诸多价值目标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中

国特色法治建设相结合ꎬ主要体现为“人民主体地
位”和“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ꎮ

“人民是依法治国的主体和力量源泉”ꎬ坚持人
民主体地位既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本原则ꎬ也
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价值ꎮ 必须坚持法治建设为

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ꎬ以保障人民

根本权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ꎬ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

泛的权利和自由、承担应尽的义务ꎬ维护社会公平正

义ꎬ促进共同富裕ꎮ
坚持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ꎮ 当代中国法治的基

本价值体系ꎬ主要包括: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国家长治久安、推进经济持
续发展、维护世界和平ꎮ

４.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

统一理论ꎮ (“三统一”理论)△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ꎬ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ꎬ

最根本的是要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

国有机统一起来ꎮ 十八大以来ꎬ习近平同志进一步

丰富和发展了“三统一”理论ꎮ 他在庆祝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成立 ６０ 周年大会上强调指出:在中国ꎬ发
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ꎬ关键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
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ꎮ 这是我国社会主义

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ꎮ 其中ꎬ党的领导是关键ꎬ
人民当家做主是目的ꎬ依法治国是途径ꎮ 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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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统一的根本制度安排ꎮ
“三统一”的法治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法学思

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重大发展ꎮ

５.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理论ꎮ △
试论述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为什么要坚持依

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１)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关系ꎮ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依法治国属于政治文明范

畴ꎬ以德治国属于精神文明范畴ꎬ依法治国与以德治
国并非彼此对立ꎬ而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ꎬ二者是
辩证统一的关系ꎮ

(２)法律与道德的关系ꎮ
法律是成文的道德ꎬ道德是内心的法律ꎬ法律和

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ꎮ
从法哲学角度讲ꎬ一方面ꎬ道德使法律更善ꎬ增加了

法律的德性ꎻ另一方面ꎬ法律使人们对待社会道德问

题更加客观ꎬ增加了道德的理性ꎮ
(３)以道德滋养法治ꎬ以法治保障道德ꎮ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理论是对我国古

代治国理政经验的传承ꎬ也是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理

论的丰富和发展ꎮ
∥(４)改革开放以来ꎬ我们深刻总结我国社会

主义法治建设的成功经验和深刻教训ꎬ把依法治国

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ꎬ把依法执

政确定为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ꎬ走出了一条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ꎮ 这条道路的一个鲜明特

点ꎬ就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ꎮ 法治和

德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ꎬ这既是历史经验的总结ꎬ
也是对治国理政规律的深刻把握ꎮ

因此ꎬ我们必须深刻把握法治与德治的辩证关

系ꎬ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养分ꎬ坚持治
理国家、治理社会必须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ꎬ既
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ꎬ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
作用ꎬ把法治建设和德治建设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ꎬ
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ꎬ不
断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ꎮ

６.推进法治中国建设ꎬ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及其现代化理论ꎮ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

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以下简称

«决定»)绘就了法治中国的“路线图”ꎮ “法治中

国”是中国法治建设的升级版ꎬ是对“以法治国”和

“依法治国”的超越ꎬ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
“法治社会”的综合体ꎮ 法治中国与富强中国、民主

中国、文明中国、和谐中国、公平中国、美丽中国、平
安中国等核心要素相辅相成ꎬ共同绘就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美好愿景ꎮ
“法治中国”概念和理论的提出ꎬ能够更加全面

科学有效地统领依法治国和法治建设的所有理论和

实践问题ꎮ 与此同时ꎬ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完善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ꎮ
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ꎬ法治体

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依托ꎬ是国家治理体系的

制度载体ꎮ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ꎬ
就是要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
范化、程序化ꎬ就是要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
法执政水平ꎮ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

深刻的革命ꎬ这场革命发生在国家治理领域ꎬ服务于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ꎬ其艰巨性和困难性可想而

知ꎮ 这场革命将使我们彻底告别几千年的人治传

统ꎬ真正从主要依靠政策治理国家转向主要依靠法

律治理国家ꎮ

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理论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进程中总览全局、牵引各方的总纲领、总抓手ꎬ它
包括宪法实施监督体系、法律法规体系、法治实施体

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等理论ꎮ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就是要加快形

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

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和完整的党

内法规体系ꎮ 甚至以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作为标准ꎬ
来评价和检验我国法治建设的基本状况与成效ꎮ

８.良法善治理论ꎮ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法律是治

国之重器ꎬ良法是善治之前提ꎮ”前一句话是形式法

治的思想ꎬ后一句话是实质法治的思想ꎬ形式法治和

实质法治的有机统一即通常所说的良法善治ꎮ
所谓“良法”应当符合以下标准:(１)反映人民

的意志和根本利益ꎻ(２)反映公平、自由、正义等价

值追求ꎻ(３)符合社会发展规律ꎻ(４)反映国情、社
情、民情ꎻ(５)具备科学合理的体系ꎬ形式合理ꎬ并且

立法、执法和司法符合法定程序ꎬ具有程序正当性ꎮ
所谓“善治” 应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１)善治是民主治理ꎬ(２)善治是依法治理ꎬ(３)善治

是贤能治理ꎬ(４)善治是社会共治ꎬ(５)善治是法德

合治ꎮ
良法善治理论超越了工具主义法治和形式主义

法治的局限ꎬ是现代法治理论的重大创新ꎮ
◎{论 ２０１７. ７０}“法律是治国之重器ꎬ良法是善

治之前提ꎮ”请论述良法的标准ꎬ并结合实际ꎬ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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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打造良法ꎮ
答案要点:(１)良法的标准包括:①形式标准ꎬ

法律体系完备、表述清晰、上下统一ꎬ内部无矛盾ꎬ不
溯及既往等ꎻ②实质标准ꎬ法律应该体现人民的意

志ꎬ维护人民的利益ꎬ尊重和保护人权ꎬ体现现代法

治所追求的公平、自由、正义等价值ꎮ
(２)打造良法需要做到:①必须坚持民主立法ꎬ

通过民主的立法程序ꎬ让社会各界均能在立法中表

达自己的关切ꎬ从而吸收一切合理的意见ꎻ②必须坚

持科学立法ꎬ立法要从社会现实和具体国情出发ꎬ法
律的内容要符合社会发展规律ꎬ同时保持适当的前

瞻性ꎻ③必须完善立法监督与审查制度ꎬ加强立法备

案、批准ꎬ防止出现“恶法”或“劣法”ꎮ
(上述各要点ꎬ要求结合实际展开合理论述ꎮ)

９.依法治国与改革开放的关系理论ꎮ
问题:结合实际ꎬ试述依法治国与改革开放的

关系ꎮ
答案要点:依法治国与改革开放是辩证统一关

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本身就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有

机组成部分ꎬ法治又是改革的牵引力、推动力和保障

力ꎮ 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法治保障ꎬ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也需要深化改革ꎮ
(１)法治对改革开放的作用

以法治凝聚改革共识ꎬ发挥立法对改革的引领

和推动作用ꎬ实现改革决策和立法决策相统一、相衔

接ꎻ以法治规范改革行为ꎬ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ꎬ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各项改革ꎬ许多重大

改革都涉及现行法律ꎬ如果在法律当中没有规定ꎬ就
要抓紧制定法律ꎬ一些合理的改革如果与现行法律

有明显冲突ꎬ法律应适应改革需要ꎬ抓紧“立改废

释”ꎻ以法治确认、巩固和扩大改革成果ꎬ将实践证

明已经比较成熟的改革经验和行之有效的改革举措

尽快上升为法律ꎬ使其更加定型化、精细化ꎬ并以法

律的强制力保证其实施ꎮ
(２)改革对法治的作用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框架下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ꎬ在改革中完善法治ꎬ以改革驱动法治现代化ꎮ
这一理论既丰富了法治理论ꎬ也丰富和发展了

现代化理论ꎮ

第二章 法的特征与本质▲
本章重点:(１)从分析题的角度把握“法的本质

与特征”ꎮ (２)从简述题的角度掌握法的本质的观

点▲ꎮ

第一节 法 的 概 述

　 　 一、“法”的词义 ×
“法”首先是指一种实在的社会现象ꎬ其次是指

描述这样一个社会现象的概念或名称ꎮ 汉语中

“法”的含义广泛ꎬ大体有三层含义:
(１)“法”与“刑”通用ꎻ
(２)法者ꎬ平之如水ꎬ含有“公平”之义ꎻ
(３)法含有“明断曲直”之义ꎮ
在哲理意义上ꎬ“法”与“理”通用ꎬ指道理、天

理ꎻ在典章制度意义上ꎬ“法”与律、法律、法制通用ꎮ

　 　 二、当代关于“法”与“法律”的使用【选择】

　 　 (一)西方关于“法”与“法律”的使用

在大部分西语中ꎬ“法”主要是在哲学意义上使

用ꎮ 学者们在“法”的前面加上“客观”与“主观”定
语ꎬ便有“客观法” (自然法)与“主观法” (人定法)
的称谓ꎮ 真正国法意义上使用的“法” (法律)主要

是指国家机关制定和颁布的具体法律规则ꎬ即实

在法ꎮ
∥按照中世纪最有权威的经院哲学家托马斯

阿奎那的理论ꎬ法分为四种ꎬ即永恒法、自然法、人法
和神法ꎮ 【选择】

　 　 (二)当代中国“法”与“法律”的使用【选择】
在当代中国ꎬ法与法律有时通用ꎬ有时则将法作

为比法律更广泛的概念ꎮ 如以我国宪法和立法法为

例ꎬ从狭义层面理解法律ꎬ即认为法律仅指由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

件ꎻ而从广义层面理解法ꎬ即法是指包括宪法、法律、
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等在内的一切规范性法

律文件ꎮ
◎{法单 ２０１５. ６}我国«宪法»第 ３３ 条第 ２ 款规

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ꎮ”
我国«立法法»第 ２ 条第 １ 款规定:“法律、行政法

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制定、修改

和废止ꎬ适用本法ꎮ”关于上述两个条文中“法律”一
词的理解ꎬ下列表述正确的是( )①ꎮ Ａ. 两个条

文中的“法律”含义相同ꎻＢ. «立法法»第 ２ 条中的

“法律”专指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ꎻＣ. «宪法»
第 ３３ 条中的“法律”专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

的法律ꎻＤ. «宪法»第 ３３ 条中的“法律”包括«立法

法»第 ２ 条中的“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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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法的基本特征▲【简述】

　 　 一、{简 ２０１９. ５１[３１]}简述法律的基本特

征【选择】
答题要点:(１)法是调整人们行为的规范ꎬ具有

规范性和普遍性ꎮ
(２)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社会规范ꎬ具有

国家意志性和权威性ꎮ
(３)法是以权利和义务为内容的社会规范ꎬ具

有权利和义务的一致性ꎮ
(４)法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社会规范ꎬ

具有国家强制性ꎮ
(５)法的制定、执行和适用必须依照一定的程

序进行ꎬ具有严格的程序性ꎮ

　 　 二、法的基本特征解析

　 　 (一)法是调整人们行为的规范ꎬ具有规范性

和普遍性▲【选择】

１.法具有规范性ꎮ 法律的规范性是指法律所具

有的规定人们行为模式、指导人们行为的性质ꎮ
从其存在形态看ꎬ法首先是一种规范ꎮ 所谓规

范ꎬ是指人们行为的标准或规则ꎮ 法不是一般的规

范ꎬ而是一种社会规范ꎮ 其特点在于它所调整的是

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ꎮ 法律作为社会规范ꎬ不同于

思维规范、语言规范、技术规范ꎬ而是像道德规范、宗
教规范等ꎬ具有规范性ꎮ

法律的规范性表现在法律规定了人们的一般行
为模式ꎬ从而为人们的交互行为提供了一个模型、标
准或方向ꎮ 法律所规定的行为模式包括三种:人们
可以怎样行为、人们不得怎样行为、人们应当或必须
怎样行为ꎮ

从效力范围上看ꎬ法的规范性至少具有三个

特点:
(１)它所适用的对象是不特定的多数人ꎻ
(２) 它只对规范制定生效之后发生的行为

有效ꎻ
(３)在其生效期间内ꎬ针对同样的情况反复

适用ꎮ

２.法具有普遍性ꎮ 作为约束人们行为的规范ꎬ
法也具有普遍性ꎮ 法的普遍性ꎬ是指法所具有的普

遍约束力ꎮ 它包含两方面的内容:
(１)在一国主权范围之内ꎬ法律具有普遍效力ꎬ

所有人都得遵守ꎮ
(２)法律对同样的事和人同样适用ꎬ即法律面

前人人平等ꎮ
‖法具有普遍性ꎬ并不等于说法具有绝对性和

无限性ꎮ 其实法的效力也是有局限性的:(１)法的

效力空间范围主要是以国家权力管辖范围为界ꎮ
(２)法调整的对象是有限度的ꎮ 即使在国家权力管

辖范围内ꎬ法也只调整人们之间的一定社会关系或

社会关系的某个方面ꎬ并不是也不可能是规范人们

的一切行为ꎮ

　 　 (二)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社会规范ꎬ具
有国家意志性和权威性

法律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规范ꎮ 这种特殊性就在

于它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ꎮ

１.法律由国家制定或认可ꎬ从这个意义上看ꎬ法
律体现国家的意志ꎮ

这一特征明显地表明了法与其他社会规范ꎬ如
道德规范、宗教规范、政党或其他社会组织的规章以

及习惯礼仪等的差别ꎮ
∥法律由国家制定或认可ꎬ这是从法律作为一

个整体并以国家名义制定或认可来说的ꎬ它还表明

了创制法律的两种方式ꎮ 事实上ꎬ构成这一整体的

各个具体的法律、法规是由不同层次或不同类别的

国家机关制定或认可的ꎮ 国家制定的法律通常称为

成文法或制定法ꎮ 法律的认可是指国家通过一定的

方式承认其他社会规范(道德、宗教、风俗、习惯等)
具有法律效力的活动ꎮ

２.法律由国家制定或认可这一特征ꎬ意味着体

现国家意志的法律具有统一性和权威性ꎮ
法的权威性不仅表现为人们必须遵守或服从

它ꎬ还表现为当它与道德、宗教、政策等发生冲突时ꎬ
它作为国家意志的体现具有更大的权威性ꎮ

◎{法多 ２０１１. ２１}“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
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核心命题之一ꎮ 该命题的含义

包括( )①ꎮ Ａ. 统治阶级的意志就是法ꎻＢ. 法是

统治阶级的阶级意志ꎻＣ. 法是统治阶级的共同意

志ꎻＤ. 法是上升为国家意志的统治阶级意志

　 　 (三)法是以权利和义务为内容的社会规范ꎬ
具有权利和义务的一致性△

法律以权利和义务为内容ꎬ法律上只要规定了

权利ꎬ就必须规定或意味着相应的义务ꎬ法律具有权

利和义务的一致性ꎮ
法律对人们行为的调整主要是通过权利和义务

的设定和运行来实现的ꎮ 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的规

定具有确定性和可预测性的特点ꎬ它明确告诉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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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怎样行为、不该怎样行为以及必须怎样行为ꎮ 人

们根据法律来预先估计自己与他人之间该怎样行

为ꎬ并预见到行为的后果以及法律的态度ꎮ
这一特征也是法律与其他社会规范的一个重要

区别ꎮ 有的社会规范ꎬ如政党或其他社会团体的规

章ꎬ虽然也规定各自成员的某种权利和义务ꎬ但是在

内容、范围和保证实施的方式上与法律意义上的权

利义务有很大的区别ꎮ
◎{法多 ２０１５. ２５}港口税务官对船长说:“照章

缴税! 否则警察抓你ꎮ”海盗对船长说:“按规矩交

钱! 不然把你抓走ꎮ”从法的本质与特征的角度来

看ꎬ对上述两种情形理解正确的有( )①ꎮ Ａ. 税
务官的话体现了法的国家意志性ꎻＢ. 税务官与海盗

的话都体现了法的强制性ꎻＣ. 海盗的话不能体现船

长有交钱的义务ꎻＤ. 税务官的话意味着船长有纳税

的义务

　 　 (四)法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社会规

范ꎬ具有国家强制性和程序性△
一切社会规范都具有强制性ꎬ都有保证其实施

的社会力量ꎮ 道德规范主要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

惯以及人们的内心确信等来加以维持ꎻ宗教规范的

实施主要是通过精神约束的方式ꎬ依靠清规戒律、惩
罚制度来保证教徒的遵守ꎮ 法律不同于其他社会规

范ꎬ它具有特殊的强制性ꎬ即国家强制性ꎮ

１.法律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ꎬ由国家强制力保

证实施ꎮ 国家的强制力是法律实施的最后的保障手

段ꎮ 法律之所以要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ꎬ取决于
下面两个原因:

(１)法律不一定能始终为人们自愿地遵守ꎬ需
要通过国家强制力强迫遵行ꎻ

(２)法律不能自行实施ꎬ需要国家专门机关予

以运用ꎮ 【选择】

２.法具有程序性ꎬ主要是在近现代意义上讲的ꎮ
无论立法、执法还是司法ꎬ都有相应的法律程序ꎮ 法

律程序是保证法律公正的重要手段ꎮ
◎{单 ２０１０. ３}下列选项中ꎬ属于法区别于其他

社会规范的特征是 ( )②ꎮ Ａ. 概括性ꎻＢ. 规范

性ꎻＣ. 抽象性ꎻＤ. 国家强制性

◎{法多 ２０１６. ２１}{法单 ２０１２. ２}{多 ２０１５. ４６}
{单 ２０１２. ２}下列关于法的基本特征的理解ꎬ正确的

有( )③ꎮ Ａ. 法具有权利与义务的一致性ꎻＢ. 法
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制定、认可ꎬ具有国家意志性ꎻ
Ｃ. 法律有严格的程序规定ꎬ具有程序性ꎻＤ. 法与道

德、习惯不同ꎬ其实施由国家强制力予以保障ꎬ具有

国家强制性ꎻＥ. 法既可以调整行为ꎬ也可以调整思

想ꎻＦ. 法律由原始社会的习惯演变而来ꎬ具有历史

性ꎻＧ. 法是以权利和义务为内容的ꎬ具有权利与义

务的一致性

◎{多 ２０１２. ４７}根据马克思主义法学观ꎬ原始

社会的氏族习惯不属于法律的范畴ꎮ 其主要原因有

( )④ꎮ Ａ. 它不是用语言或文字表述的ꎻＢ. 它不

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ꎻＣ. 它有过分浓厚的宗教、
道德色彩ꎻＤ. 它不是依靠法院、警察与监狱等机关

保证实施的

◎{单 ２０１８. ７[２]}关于法律的特征ꎬ下列说法

正确的是( )⑤ꎮ Ａ. 以义务为本位ꎬ是法律的本

质特征ꎻＢ. 法律由立法机关制定或认可ꎬ体现了国

家意志ꎻＣ. 法律具有国家强制性ꎬ只能通过司法予

以实施和实现ꎻＤ. 法律的普遍性意味着在一国之

内ꎬ所有人都应享有相同的法律权利

第三节 法 的 本 质▲

　 　 一、关于法的本质的不同学说△【选择】
在历史上ꎬ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法学家们曾

对法的本质问题进行过认真的思考ꎬ提出过各种各

样法的本质的学说ꎮ 他们虽然对很多法律现象作出

了科学的说明ꎬ但在法的本质这一根本问题上并没

有作出科学的回答ꎮ 这主要包括:

１.神意论

这是较早出现的解释法的本质问题的观点ꎬ直
接或间接将法的本质归结为神的意志ꎮ

代表人物:西罗马帝国后期的圣奥古斯丁和

１１ 世纪经院主义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ꎮ 阿奎那

在其«神学大全»一书中认为ꎬ神的智慧是一切法律
的渊源ꎻ上帝是万物的创造者ꎬ又是智慧的化身ꎻ神
的智慧本身具有法律性质ꎮ

２.理性论

这一学说将法的本质解释为理性、人性等ꎮ 在

西方法学史上ꎬ首先将法的本质归结为理性的是古希

腊的斯多葛学派的哲学家ꎬ他们认为整个宇宙由理性

构成ꎬ自然与理性是等同的ꎬ理性是永恒不变的、普遍

的自然法的基础ꎮ 代表人物: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
也指出:法是最高的理性ꎻ理性在人类理智中稳定而
充分发展之时ꎬ就是法律ꎮ ‖古罗马五大法学家之

一的盖尤斯:在所有的人中确立的并得到全人类平

等遵守的自然理性ꎬ就是万国适用的法(万民法)ꎮ
１７ ~ １８ 世纪ꎬ古典自然法学派的一些学者也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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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本质归结为人的理性和本性ꎬ其中的主要代表

人物有荷兰的格劳秀斯、斯宾诺莎ꎬ英国的霍布斯、
洛克ꎬ德国的普芬道夫ꎬ法国的孟德斯鸠、卢梭等ꎮ

◎{单 ２０１０. １}在法的概念问题上ꎬ古典自然法

学派的主要观点是( )①ꎮ Ａ. 法是阶级社会的

产物ꎻＢ. 法是民族精神的产物ꎻＣ. 法是人类理性和

本性的体现ꎻＤ. 法是自由意志的外在表现形式

◎{多 ２０１５. ４７}下列思想家中ꎬ将法的本质归

结为人的理性的有( )②ꎮ Ａ. 英国的洛克ꎻＢ. 美
国的庞德ꎻＣ. 荷兰的格劳秀斯ꎻＤ. 德国的萨维尼

◎{法多 ２０１５. ２２}不同法学流派对于“法是什

么”的认识不一ꎮ 下列关于法概念的描述ꎬ正确的

有( )③ꎮ Ａ. 社会法学派认为ꎬ法是公意的体

现ꎻＢ. 历史法学派认为ꎬ法是主权者的命令ꎻＣ. 古典

自然法学派认为ꎬ法是理性的体现ꎻＤ. 马克思主义

法学认为ꎬ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

３.命令说

其认为法是主权者的命令ꎮ {单 ２０１８. ６[１]}
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说ꎬ法是国家对人

民的命令ꎬ是用口头说明ꎬ或用书面文字ꎬ或用其他

方法所表示的规则或意志ꎬ用于辨别是非ꎬ指示从

违ꎮ 英国功利主义法学的鼻祖边沁也说过ꎬ法是国

家行使权力处罚犯罪的威吓性命令ꎮ
命令说的代表人物是 １９ 世纪英国法哲学家、分

析法学派的创始人约翰奥斯丁ꎮ 他认为ꎬ法律是

主权者对其臣民所发布的应当如何行为并以制裁为

后盾的命令ꎮ 法律的显著特点之一在于它是一种命

令ꎬ每一个法律和规则都是命令ꎬ严格意义上的法律

和规则是命令的总和ꎮ

４.民族精神论

德国历史法学派创立人卡尔冯萨维尼ꎬ在
其«论当代在立法和法理学方面的使命»中指出:自
古以来ꎬ法就像语言、风俗、政制一样ꎬ是民族精神、
民族特性和民族共同意识的体现ꎮ 法随着民族的成

长而成长ꎬ随着民族精神的加强而加强ꎬ最后随着民

族个性的消亡而消亡ꎮ
◎{单 ２０１２. １}下列关于法的本质的表述ꎮ 正

确的是( )④ꎮ Ａ. 荷兰思想家格劳秀斯认为法

是神意的体现ꎻＢ. 罗马思想家奥古斯丁认为法是主

权者的命令ꎻＣ. 德国法学家萨维尼认为法是民族精

神的体现ꎻＤ. 中世纪思想家托马斯阿奎那认为法

是理性的体现

◎{单 ２０１１. １}下列法学家中ꎬ把法律比作语言

和风俗ꎬ主张法是民族精神之体现的是( )⑤ꎮ
Ａ. 格劳秀斯ꎻＢ. 黑格尔ꎻＣ. 萨维尼ꎻＤ. 奥斯丁

５.社会控制论

法是社会控制的工具ꎮ 美国社会法学派代表人

物罗斯科庞德在其«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一书

中指出ꎬ法是社会控制的手段ꎬ法是政治上组织起来
的社会高度专门化的社会控制形式ꎬ是一种通过有
系统有秩序地适用社会强力的社会控制ꎮ

◎{单 ２０１３. ２}首次将“法”界定为高度专门化的

社会控制工具的学者是( )⑥ꎮ Ａ. 亨利梅因ꎻ
Ｂ. 马克斯韦伯ꎻＣ. 卡尔马克思ꎻＤ. 罗斯科庞德

６.其他关于法的本质的学说

关于法的本质问题ꎬ法学史上还有一些学说也

很有影响ꎮ
(１)卢梭的公意论(意志论)ꎮ 法国思想家让

卢梭(代表人物)ꎬ在其«社会契约论»中指出ꎬ法是

公意的体现ꎬ公意即人们的共同意志、普遍意志ꎬ人
民服从法律就是服从自己的意志ꎮ

(２)自由论ꎮ 这种观点将法的本质定位为体现

自由、实现自由ꎮ 德国哲学家康德认为ꎬ法就是那些

使任何人的有意识的行为按照普遍的自由法则确实

能与别人有意识的行为相协调的全部条件的综合ꎮ
黑格尔的自由意志论ꎮ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ꎬ在

«法哲学原理»中强调法是自由意志的定在ꎬ自由意

志是法的内核ꎬ法是自由意志的外在表现形式ꎮ 法

就是作为理念的自由ꎮ
(３)罗尔斯的正义论ꎮ 罗尔斯在其«正义论»中

指出ꎬ正义是至高无上的ꎬ它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

值ꎬ如同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ꎮ
(４)狄骥的社会连带关系论ꎮ

　 　 二、马克思主义法学关于法的本质的学说

▲【论述、简述、分析】
１.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第一层次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ꎬ法律

是上升为国家意志的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ꎮ 法的第
一层次的本质是国家意志ꎮ ∥法律是统治阶级或取

得胜利并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的意志的体现ꎮ 统治

阶级利用掌握国家政权这—政治优势ꎬ有必要、也有

可能将本阶级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ꎬ然后体现为

国家的法律ꎮ
法律所体现的统治阶级意志不是统治阶级内部

的各党派、集团及每个成员的个别意志ꎬ也不是这些

个别意志的简单相加ꎬ而是统治阶级的整体意志、共
同意志或根本意志ꎮ 这种共同意志或根本意志是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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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在政治上、经济上的根本利益

的反映ꎮ
当然ꎬ法律的阶级意志论是马克思在批判资本

主义法律的过程中总结出来的观点ꎮ 马克思批判资

本主义法律是为了揭示资本主义法律对人的压迫、
奴役和剥削的本质ꎮ 马克思赞赏的法律致力于实现

人的自由、全面发挥和人类的解放ꎮ
∥论述法的阶级性ꎬ掌握三个观点:(１)法是统

治阶级的意志ꎻ(２)法是统治阶级的整体意志、共同

意志或根本意志ꎻ(３)法具有社会性ꎮ 从社会性认

识阶级性ꎮ

２.法所体现的意志由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

所决定(第二层次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ꎬ

法律是国家意志的体现ꎬ而国家意志实质上是统治
阶级的共同利益的反映ꎮ 但法律并不是以意志为基
础的ꎬ而是由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ꎮ ∥马克思认为ꎬ
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ꎬ既不能从它们本身

来理解ꎬ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ꎬ
相反ꎬ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ꎮ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物质生活ꎬ即相互制约

的生产方式和交往形式ꎬ是国家意志和统治阶级意
志的现实基础ꎮ ∥物质生活条件是指人类社会所包

括的地理环境、人口、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诸方面ꎬ
主要指统治阶级赖以建立其政治统治的经济关系ꎮ

从根本上讲ꎬ法律决定于一定的经济关系ꎮ 法
律的产生、发展、性质、内容都受制于一定的经济关
系ꎮ 法律的物质制约性和法律的阶级意志性是法律
的不同层次的本质属性ꎮ

３.法所体现的意志同时受经济以外诸多因素的

影响

物质生活条件决定阶级意志的内容ꎬ但阶级意

志的内容还受到经济以外的各种因素的不同程度的

影响ꎮ
∥法律和这些因素归根结底在由经济因素起决

定作用的条件下相互作用ꎮ 经济以外的各种因素的

范围是很广泛的ꎬ主要包括政治、思想、道德、文化、
历史传统、民族、宗教、习惯等ꎮ 在分析法律的本质

时ꎬ不应忽略这些因素ꎮ 如果将经济条件理解为法

律的阶级意志内容的唯一决定因素ꎬ实际生活中无

数现象就无法理解了ꎮ 比如ꎬ几个国家或一个国家

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ꎬ虽然经济制度或经济发展水

平是一样的ꎬ但它们的法律却可以千差万别ꎮ 不认

真分析经济以外的因素ꎬ就无法正确解释法律的种

种差异ꎮ
∥法的本质要和本书第 １３ 章法与经济基础的

关系结合在一起学习:法的本质是从意志和物质的

关系来讲ꎬ法与经济基础的关系是从上层建筑和经

济基础的关系来讲ꎮ 角度不一样ꎬ原理是一样的ꎮ

　 　 ∥三、分析题举例

马克思说过:立法者应该把自己看作一个自然
科学家ꎮ 他不是在制造法律ꎬ不是在发明法律ꎬ而仅
仅是在表述法律ꎬ他把精神关系的内在规律表现在
有意识的现行法律之中ꎮ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只有毫无历史
知识的人才不知道: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
从经济条件ꎬ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ꎮ
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是市民的立法ꎬ都只是表明和
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ꎮ

【问题 １】(１)分析上述马克思的论述所分别反

映和共同反映的法理问题ꎮ
(２)按照马克思的观点ꎬ是否能得出法律都反

映了客观现实的结论? (要求说明理由)
(３)若法律没有反映客观现实ꎬ其后果将会

怎样?
解析:(１)马克思的第 １ 句话反映了立法必须

坚持科学性原则ꎬ正确反映客观规律ꎬ不能主观臆

断ꎮ 第 ２ 句话反映了法与经济基础的关系ꎬ经济基

础决定法律ꎮ 马克思的两句话共同反映了法的第二
本质“法的物质制约性”ꎬ即法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
的反映ꎮ

(２)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并不能得出法律都反映

了客观现实的结论ꎬ而只能说法律都应当反映客观

现实ꎮ 如果法律没有反映客观事实ꎬ其原因既有立

法者的自身能力(对规律的把握)的限制ꎬ也有统治

阶级根据自己利益的需要所作出的选择ꎬ还有其他

因素的影响等ꎮ
(３)若法律没有反映客观现实ꎬ则不能达到法

律应有的效果ꎬ不能实现法律的目的ꎮ
【问题 ２】对于第 １ 句话表明哪些观点? (３ 个)
解析:(１)法律是客观规律的表现ꎬ立法者应尊

重规律ꎬ认识规律ꎬ不能违背客观规律ꎮ
(２)立法要从实际出发ꎬ不能凭自己的主观想

象ꎮ 要把自己看成一个自然科学家ꎬ了解自然ꎬ了解

社会ꎮ
(３)立法要从客观事物中ꎬ抓住实质性、普遍性

的问题ꎮ 要抓住事物的内在关系ꎬ不是所有的实际

情况都是立法的依据ꎮ
【问题 ３】简述第 ２ 句话的主要含义ꎬ提出理论

观点ꎬ进行分析ꎮ
解析:本段话反映了法的本质ꎬ法是统治阶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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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的体现ꎬ法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答题时联

系物质与意志、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ꎬ把握

以下 ４ 个观点:
(１)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ꎬ表明

法归根结底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ꎬ从两方面来看:一
方面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ꎬ是由社会物质生活

条件决定的ꎻ另一方面从法是上层建筑来讲ꎬ归根结

底是由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ꎬ有什么样的经济基

础就会产生什么性质的法律ꎮ
(２)表明法由经济关系决定ꎬ表明法要受客观

经济规律的制约ꎬ法不能违背客观规律ꎮ
(３)表明法是主客观的统一ꎬ任何一部法律都

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ꎬ是人们主观对客观的反映ꎬ这
两点紧密联系、不可分割ꎮ

(４)经济关系决定法ꎬ但经济关系不是唯一的

决定因素ꎬ任何法律都还受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ꎬ比
如人们的政治观点、道德观点、民族特点等都会对法

产生一定的影响作用ꎮ
◎{单 ２０１６. ２}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

“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ꎬ并且

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ꎮ 无论是政治的立法

或市民的立法ꎬ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

而已ꎮ” 对于这句话的理解ꎬ正确的是 ( )①ꎮ
Ａ. 君主制定的法律不能调整经济关系ꎻＢ. 除经济因

素外ꎬ立法不受其他因素的影响ꎻＣ. 政治的立法和

市民的立法具有完全相同的目的ꎻＤ. 国家的立法在

本质上决定于社会客观经济条件

第三章 法的起源与演进【选择】
本章重点:简述两大法系的区别▲

第一节 法 的 起 源

简述法产生的原因及其规律ꎮ

　 　 一、法起源的主要原因

法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ꎮ 生产力
的发展引起生产关系的变化ꎬ产生私有制ꎬ产生阶
级、产生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ꎮ 在阶级矛盾不可调
和的情况下ꎬ产生了国家也产生了法律ꎮ 产生的原

因有两个: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ꎮ

　 　 (一)法起源的经济因素

经济因素ꎬ指物质制约性ꎬ是从客观上讲的ꎮ 马

克思主义法学认为ꎬ法的产生和发展是多种社会因

素相互作用的产物ꎬ但这些因素又是在经济因素最
终起决定作用的条件下相互作用的ꎮ

∥ ×在原始社会后期ꎬ生产力水平有了很大的

提高ꎬ产生了私有财产ꎬ出现了三次社会大分工ꎬ社
会分工的发展使经常性的交换成为必要和可能ꎮ 恩

格斯认为ꎬ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ꎬ产生了这样

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产品生产、分配和交换用

一个共同的规则约束起来ꎬ借以使个人服从生产和

交换的共用条件ꎮ 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ꎬ不久

便成了法ꎮ
◎{单 ２０１４. １}依据马克思主义法学观ꎬ下列关

于法起源的ꎬ正确的表述是( )②ꎮ Ａ. 私有制是

法起源的经济根源ꎻＢ. 从存在形态看ꎬ国家先于法

律产生ꎻＣ. 法起源时就有别于道德、宗教等规范ꎻ
Ｄ. 从一般调整到个别调整是法起源的基本规律

　 　 (二)法起源的政治因素

政治因素ꎬ指阶级性ꎮ 除了经济因素在法的产

生过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外ꎬ法的产生也是当时阶
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的结果ꎮ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ꎬ社会分工及生产与交

换发展的同时ꎬ社会也出现了私有制和阶级的分化ꎬ
形成了两个对抗性的社会利益集团———奴隶主阶级

和奴隶ꎮ 作为统治阶级的奴隶主ꎬ开始利用国家和

法来维护自己的统治ꎬ这是法产生的政治根源ꎮ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ꎬ社会公共事务也比以往

原始社会更加复杂和繁多ꎬ原始社会中的极为简单

的习惯已无法适应处理这些事务的要求ꎬ这就需要

产生一种新的行为规则ꎬ即法ꎮ 另外ꎬ随着社会经济

的发展ꎬ人的独立意识的成长也促进了法的产生ꎮ
总之ꎬ法的产生ꎬ除了经济、政治原因外ꎬ还有人

文、地理等因素的影响ꎮ 世界上不同的原始社会的

习惯转变为阶级社会的法的具体形式存在很大

差别ꎮ
◎{法多 ２０１３. ２５}下列关于法的产生和发展的

表述ꎬ能够成立的有( )③ꎮ Ａ. 法是人类社会发

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ꎻＢ. 法的产生先于私有制

的产生和国家的产生ꎻＣ. 法的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社

会生产力的发展ꎻＤ. 法的产生未受到宗教、道德等

因素的影响

　 　 二、简述法起源的一般规律▲【选择】
(１)由个别调整逐步发展为规范性调整

由个别到一般、由自发到自觉ꎬ是人类认识发展

的一条基本规律ꎬ也是法起源和发展的规律ꎮ 先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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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产生了氏族习惯ꎬ后来发展为国家自觉认可或制

定的法律规范ꎻ先出现对特定人、特定事的调整ꎬ然
后才发展为对一般人、一般事的调整ꎮ

(２)由习惯发展为习惯法再到制定法

任何国家法的起源ꎬ都不可能在刚形成时就具

备完全成熟的形态或只有一种形态ꎮ 法的形态总是

先表现为不成文形式ꎬ即习惯和习惯法ꎬ然后才发展

为成文(制定)形式ꎬ即成文法ꎮ 在这一过程中ꎬ文
化的因素起着相当大的作用ꎮ

(３)由与道德规范、宗教规范混为一体到相对

独立

法在氏族习惯的母体中孕育生长ꎬ而氏族习惯

融原始的道德、宗教等多种社会规范于一体ꎬ它们之

间没有明确的界限ꎮ 法律规则的专门化、独立化是

社会规范分化的结果ꎬ法的形成过程实际上是法日

益脱离宗教、道德规范而成为独立的专门的社会规

范的过程ꎮ
◎{单 ２０１６. ８[２]}下列关于法的历史演进的表

述ꎬ正确的是( )①ꎮ Ａ. 法的历史演进只受客观

物质条件的影响ꎻＢ. 封建制法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种

私有制的法律类型ꎻＣ. 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资

本主义法的核心特征之一ꎻＤ. 从规范性调整逐渐发

展为个别调整是法起源的一般规律

第二节 法 的 演 进

　 　 一、法的历史类型

根据法的经济基础和法的阶级本质进行的

分类ꎮ

　 　 (一)奴隶制法 ×
奴隶制法是人类历史最早出现的法ꎬ也是最早

的私有制类型的法ꎮ 其本质和特征是由奴隶制社会

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ꎮ

１.共同特征

在不同的奴隶制国家和奴隶制社会发展的不同

阶段ꎬ奴隶制法有着不同的特点ꎬ但从总体上认识ꎬ
奴隶制法具有一些共同特征:

(１)严格保护奴隶主的所有制ꎬ这是奴隶制法

的核心作用ꎮ
(２)奴隶制法还公开反映和维护奴隶主贵族的

等级特权ꎮ
(３)刑罚手段极其残酷ꎬ长期保留着原始社会

的某些行为规范残余ꎮ

２.奴隶制法典的代表

(１)古巴比伦法的代表是公元前 １８ 世纪的«汉

穆拉比法典»ꎬ它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基本上完整保

留下来的最早的成文法典ꎻ
(２)公元前 ４４９ 年的«十二铜表法»是古罗马以

原习惯法为基础制定的第一部成文法ꎻ
‖(３)公元 ６ 世纪罗马皇帝查士丁尼时期«查

士丁尼民法大全»是反映简单商品经济关系ꎬ并对

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一部完备的奴隶制法律文献ꎬ
罗马法成为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的法
律ꎮ 【选择】

　 　 (二)封建制法 ×
封建制法确认人身依附关系ꎬ维护专制王权ꎬ是

第二种私有制类型的法ꎮ 封建制法赖以建立和存在

的经济基础是地主占有土地和部分占有农民或
农奴ꎮ

封建制法具有以下共同特征:
(１)封建制法是地主阶级意志的体现ꎮ
(２)维护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ꎬ确认农民对

封建地主的依附关系ꎬ严格保护封建地主的所有权ꎮ
(３)确认和维护封建等级特权ꎮ 维护专制王权

及贵族和地主的特权ꎮ
‖(４)刑罚酷烈ꎬ罪名繁多ꎬ滥施肉刑ꎬ广为株

连ꎬ野蛮擅断ꎮ
我国的«唐律»是封建制法的典型代表ꎬ成为后

来中国法的蓝本ꎬ为朝鲜、日本、越南等国效仿ꎬ形成

了独具特色的中华法系ꎮ
∥战国初期魏相李悝的«法经»是中国历史上

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封建法典ꎮ

　 　 (三)资本主义法▲
资本主义法集中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意志ꎮ 在资

本主义社会中ꎬ尽管也会存在多种经济成分ꎬ但是占

统治地位的总是以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并剥削雇佣
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经济ꎮ

‖１.资本主义法的产生

带有资本主义因素的法的出现有三种情况ꎬ即
三种例证:(１)海商法的兴起ꎬ(２)罗马法的复兴、
(３)资本原始积累的法律出现ꎮ 完全意义上的资本

主义法是在建立了资本主义政权以后才产生的ꎬ资
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建立是资产阶级法产生的前提ꎮ

２.资本主义法的本质

资本主义法律的本质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基
础上的上层建筑ꎬ它首先是资产阶级意志和利益的
体现ꎬ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ꎬ它又是垄断集体意志和

利益的体现ꎮ 资本主义法律所代表的是作为一个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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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资产阶级的意志和利益ꎮ ∥资本主义法律绝不

是“超阶级”的ꎬ所谓“法律是公共意志的体现”的说

法是错误的ꎮ

３.资本主义法律的基本特征【选择】
(１)简述资本主义法律的基本特征

答案要点:资本主义法律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

基本特征:
①维护以剥削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

有制ꎮ
虽然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ꎬ资本主

义法律在调整经济生活领域中的作用以及法律在保

护财产权方面的规定有所不同ꎬ但是维护资本主义

私有制始终是资本主义法律的核心ꎮ
②维护资产阶级专政和代议制政府ꎮ
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ꎬ是通过自己的代理人

来掌握政权的ꎬ资产阶级进行政治统治的基本方式

和主要形式是建立代议制政府ꎮ 资产阶级主要是通

过政党来掌握政权的ꎬ政党制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

中的一项重要制度ꎮ
③维护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和人权ꎮ
资本主义社会不同于以往私有制社会的一个特

征是在形式上人人都处于“平等”地位ꎬ都“平等”地
享有各种“自由”ꎬ这种平等和自由统称为“人权”ꎮ

(２)考点解析

与以往私有制社会法律相比ꎬ资本主义法律具

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基本特征:
①经济上ꎬ维护以剥削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

主义私有制ꎮ
虽然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ꎬ资本主

义法律在调整经济生活领域中的作用以及法律在保

护财产权方面的规定有所不同ꎬ但是维护资本主义
私有制始终是资本主义法律的核心ꎮ 私有财产神圣

不可侵犯是所有资产阶级宪法的一项基本原则ꎬ也
是资本主义法律制度的核心ꎮ {单 ２０１６. ８}

②政治上ꎬ维护资产阶级专政和代议制政府ꎮ
资产阶级进行政治统治的基本方式和主要形式

是建立代议制政府ꎬ实行资产阶级专政ꎮ 资本主义
法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公法上ꎮ 资

产阶级与封建主专政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ꎬ资产阶

级主要是通过政党来执掌政权的ꎬ政党制是资本主

义政治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制度ꎮ
③文化上ꎬ维护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和人权ꎮ
资本主义不同于以往私有制社会的一个特征

是ꎬ在形式上人人都处于“平等”地位ꎬ都“平等”地
享有各种“自由”ꎬ这种平等和自由统称为“人权”ꎮ
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人权都属于资本主义民主的

范畴ꎬ资本主义法对保障平等、自由和人权具有巨大

的历史进步作用ꎮ 但是资产阶级的平等、自由与人

权原则受到其阶级利益的限制ꎬ它是资产阶级占有

生产资料基础上的人权ꎬ是不彻底的ꎮ

　 　 (四)社会主义法

我国社会主义法的产生ꎬ是以革命根据地时期
的法律为基础的ꎬ是对革命根据地法的继承和发展ꎮ
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开始到解放战争时期ꎬ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政权就已经创制了革命的

法制ꎮ 废除旧法是社会主义法产生的前提ꎮ 我国社

会主义法的产生是新中国成立后ꎬ废除了国民党时

期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ꎬ代之以保护人民的法

律、法令ꎬ建立人民司法制度而形成的ꎮ
借鉴人类法治文明成果是我国社会主义法产生

的重要条件ꎮ 社会主义法不是凭空产生的ꎬ它首先

要符合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ꎬ同时也要借鉴和吸收

人类法治文明的成果ꎮ
简述我国社会主义法的本质特征表现:▲
(１)人民性与阶级性的统一ꎮ
我国社会主义法的本质ꎬ是工人阶级领导下的

全国人民共同意志的体现ꎮ 我国社会主义法所体现

的意志既体现了鲜明的阶级性ꎬ又体现了广泛的人

民性ꎬ它不仅强调工人阶级的领导ꎬ还强调坚持人民

主体地位ꎬ一切以人民为中心ꎬ因而是人民性与阶级

性的统一ꎮ
(２)正义性与政治性的统一ꎮ
我国社会主义法还体现出代表社会发展进步方

向的正义性ꎬ同时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ꎬ以五大

发展理念为引领ꎬ以社会主义法治为保障ꎬ实现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社会发展ꎬ社会主义法
所体现的这种发展理念与人民意志不是自发形成
的ꎬ而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步形成的ꎬ因此ꎬ
社会主义法是正义性与政治性的统一ꎮ

(３)科学性与先进性的统一ꎮ
我国社会主义法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ꎬ吸收借

鉴古今中外优秀的法律文化与制度经验ꎬ又与时俱

进ꎬ不断发展与完善自身制度与实践ꎬ体现了科学性

与先进性的统一ꎮ

　 　 二、法系

　 　 (一)法系的概念

法系是西方法学家首先使用的一个概念ꎮ 法系

是按照世界上各个国家和地区法律的源流关系和历
史传统以及形式上某些特点对法律所作的分类ꎮ 法

系是具有共性或共同历史传统的法律的总称ꎮ 法系

的划分主要是依法律的历史传统进行的ꎬ但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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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系形成的因素很多ꎬ也十分复杂ꎮ
世界上存在并发挥过重要影响的五大法系:中

华法系、伊斯兰法系、印度法系、欧洲大陆法系和英
美法系ꎮ 对资本主义法律影响最大的法系是大陆法
系和普通法法系ꎮ

◎{法单 ２０１２. １}不同国家或地区具有共同历

史传统和相似表现形式的法律制度的总称ꎬ称为

( )①ꎮ Ａ. 法的历史类型ꎻＢ. 法制系统ꎻＣ. 法律

体系ꎻＤ. 法系

　 　 (二)中华法系

中华法系是以中国唐朝法律为基础形成的法的
总称ꎮ 中华法系是世界五大法系之一ꎮ 中华法系形
成于秦朝(公元前 ２２１ 年到公元前 ２０６ 年)ꎬ到隋唐
时期成熟ꎮ 中国法律史上自春秋战国时期法律制度

的大变革起ꎬ成文法在各国颁布ꎬ到秦朝时中华法系
有了雏形ꎮ 秦朝的法律制度从现在湖北云梦出土的

秦简来看ꎬ已经比较完备ꎬ初步确立了中国古代各项

法律的原则ꎮ 此后ꎬ经过西汉和东汉ꎬ以及三国两晋

南北朝长达八百多年的发展ꎬ到隋唐时ꎬ法律思想和

法律制度更趋成熟ꎬ并自成体系ꎮ 其代表性的法典

就是保存至今的永徽律及其律疏ꎬ又称 «唐律疏
议»ꎬ这是中华法系完备的标志ꎮ 唐朝以后ꎬ宋元明

清各朝都以此为蓝本创制自己朝代的法律制度ꎮ 日

本所学的正是隋唐的法制ꎬ至今日本还用的省(相
当于中国的部)、地方的县(相当于中国的省)、府、
道都是学习隋唐法制的结果ꎮ

中华法系的主要特点:
(１)法律以君主意志为主ꎮ
(２)礼法结合是法律的重要原则ꎮ 中华法系体

现礼法结合的精神ꎬ西汉中期“独尊儒术”是礼法融

合的初始ꎬ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以礼入律”ꎬ唐朝

时“一准乎礼”ꎬ礼法结合达到顶峰ꎮ
(３)刑法发达ꎬ民法薄弱ꎮ
(４)行政司法合一ꎮ
◎{单 ２０１７. ２[１]}下列关于法系的表述ꎬ正确

的是( )②ꎮ Ａ. 中华法系体现礼法结合的精神ꎻ
Ｂ. 大陆法系是在德国民法典的基础上产生的ꎻＣ. 英
美法系是以美国法为基础ꎬ以英国法为主导发展而

来ꎻＤ. 法系划分的主要依据是各国法律的外在形式

和本质特征

　 　 (三)英美法系▲▲
英美法系ꎬ又称普通法法系、判例法系、不成文

法系、海洋法系等ꎬ是以英国自中世纪以来的法律ꎬ
特别是以它的普通法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法律的

总称ꎮ

英美法系包括英国法系和美国法系ꎮ 英国法与

美国法的差别:英国法系采取不成文宪法制和单一
制ꎬ法院没有“司法审查权”ꎮ 美国法系采用成文宪
法制和联邦制ꎬ法院有通过具体案件确定是否符合

宪法的“司法审查权”ꎬ公民权利主要通过宪法规

定ꎮ ∥英国法和美国法是普通法法系中的两个重要

的分支ꎬ因此普通法法系也可以称为英美法系ꎮ
英美法系的范围ꎬ除英国(不包括苏格兰)、美

国外ꎬ主要是曾是英国殖民地、附属国的国家和地

区ꎬ如爱尔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巴基

斯坦、新加坡、缅甸、马来西亚等ꎮ 此外ꎬ中国香港地

区也属于英美法系ꎮ
‖英美法系的特点:(１)以英国为中心ꎬ以英国

普通法为基础ꎻ(２)以判例法为主要表现形式ꎬ遵循

先例ꎻ(３)变革相对缓慢ꎬ具有保守性ꎬ“向后看”的
思维习惯ꎻ(４)在法律发展中ꎬ法官具有突出作用ꎻ
(５)体系庞杂ꎬ缺乏系统性ꎻ(６)注重程序的“诉讼中

心主义”ꎮ
◎{法单 ２０１３. ６}从法系角度看ꎬ近代以来我国

香港地区的法律属于 ( )③ꎮ Ａ. 普通法法系ꎻ
Ｂ. 大陆法系ꎻＣ. 中华法系ꎻＤ. 社会主义法系

◎{单 ２０１０. ８}下列关于英美法系特征的表述ꎬ
能够成立的是( )④ꎮ Ａ. 法的基本分类是公法

和私法ꎻＢ. 承袭罗马法传统ꎬ不制定法典ꎻＣ. 制定法

和判例法都是法的正式渊源ꎻＤ. 诉讼不采用对抗

制ꎬ法官是双方争议的裁决者

　 　 (四)大陆法系▲▲
大陆法系ꎬ又称民法法系、罗马法系、罗马德意

志法系、日耳曼法系、法典法系、成文法系等ꎬ是以罗
马法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法律的总称ꎮ 它是在罗马

法基础上ꎬ以 １８０４ 年«法国民法典»和 １８９６ 年«德
国民法典»为代表性法典ꎬ以及在其影响下仿照它

们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各国法律的总称ꎮ 大陆法系

最先产生于欧洲大陆ꎬ以罗马法为历史渊源ꎬ以民法
为典型ꎬ以法典化的成文法为主要形式ꎮ

欧洲大陆大多数国家、前欧洲国家的殖民地、拉
丁美洲等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法律都属于大陆法系ꎮ
大陆法系的国家和地区:法国、德国ꎻ日本、土耳其、
美国的路易斯安那州、加拿大的魁北克省ꎻ澳门历史
上因受葡萄牙的殖民统治ꎬ其法律体系深受葡萄牙
的影响ꎬ属于大陆法系ꎮ ∥意大利、西班牙、阿尔及

利亚、埃塞俄比亚、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旧中国也属于

这一法系ꎮ {法单 ２０１０.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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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法系包括两个支系ꎬ即法国法系和德国法

系ꎮ 法国法系是以１８０４ 年«法国民法典»为蓝本建

立起来的ꎬ它以强调个人权利为主导思想ꎬ反映了自

由资本主义时期社会经济的特点ꎻ德国法系是以

１８９６ 年«德国民法典»为基础建立起来的ꎬ强调国家

干预和社会利益ꎬ是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法的典型ꎮ
‖大陆法系的特点: (１) 全面继承罗马法ꎮ

(２)实行法典化ꎬ即法律规范的抽象化、概括化ꎮ
(３)明确立法与司法的分工ꎬ强调制定法的权威ꎬ一
般不承认法官的造法功能ꎮ (４)法学在推动法律发

展中起着重要作用ꎮ
◎{单 ２０１３. ３}下列不属于大陆法系别称的是

( )①ꎮ Ａ. 民法法系ꎻＢ. 日耳曼法系ꎻＣ. 罗马法

系ꎻＤ. 盎格鲁法系

◎{法单 ２０１０. ６}从法系角度看ꎬ我国澳门地区

近代以来的法律属于 ( )②ꎮ Ａ. 普通法法系ꎻ
Ｂ. 大陆法系ꎻＣ. 中华法系ꎻＤ. 社会主义法系

　 　 (五)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区别▲▲

１. {简 ２０１４. ６４}简述两大法系的主要区别

答案要点:(１)法的渊源不同ꎮ 在大陆法系国

家ꎬ正式的法的渊源主要是指制定法ꎻ在英美法系国

家ꎬ制定法和判例法都是正式的法的渊源ꎮ
(２)法的分类不同ꎮ 大陆法系国家法的基本分

类是公法和私法ꎻ英美法系国家法的基本分类是普

通法和衡平法ꎮ
(３)法典编纂不同ꎮ 大陆法系国家承袭古代罗

马法的传统ꎬ一般采用法典形式ꎻ英美法系国家通常

不采用法典形式ꎬ制定法往往是单行法律、法规ꎮ 即

使后来逐步采用法典形式ꎬ也主要是判例法的规

范化ꎮ
(４)诉讼程序和判决程式不同ꎮ 大陆法系一般

采用审理方式ꎬ奉行干涉主义ꎬ诉讼中法官处于主导

地位ꎻ英美法系国家采用对抗制ꎬ实行当事人主义ꎬ
法官一般充当消极的、中立的裁定者的角色ꎮ

２.考点解析

普通法法系和大陆法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ꎮ 两

大法系在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阶级本质、总的指导
思想和基本原则等方面都是一致的ꎮ

两大法系的区别可以分为两类ꎬ一类是微观差

别ꎬ即具体部门法律制度、法律规则方面的差别ꎻ另
一类是宏观差别ꎬ主要体现在:

(１)法的渊源不同ꎮ 在大陆法系国家ꎬ正式的

法的渊源主要是指制定法ꎬ法院的判例不是正式意

义上的法律渊源ꎻ在英美法系国家ꎬ制定法和判例法

都是正式的法的渊源ꎬ判例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占

有非常重要的地位ꎮ
(２)法的分类不同ꎮ 大陆法系国家法的基本分

类是公法和私法ꎬ进入 ２０ 世纪后又出现了经济法、
劳动法等兼有公法和私法两种成分的法ꎻ英美法系
国家无公法、私法之分ꎬ法的基本分类是普通法和衡
平法ꎮ

(３)法典编纂不同ꎮ 大陆法系国家承袭古代罗

马法的传统ꎬ一般采用法典形式ꎻ英美法系国家ꎬ尤
其是英国ꎬ通常不采用法典形式ꎬ制定法往往是单行

法律、法规ꎮ 即使后来英美法系国家逐步采用法典

形式ꎬ也主要是判例法的规范化ꎮ
(４)诉讼程序和判决程式不同ꎮ 大陆法系诉讼

程序以法官为重心(居于主导地位)ꎬ奉行职权主义

(干涉主义)ꎬ具有纠问程序的特点ꎮ 法官审理案件

除了案件事实外ꎬ首先考虑制定法是如何规定的ꎬ随
后按照有关规定来判决案件ꎮ 普通法法系的诉讼程

序奉行当事人主义(对抗制)ꎬ法官一般充当消极

的、中立的裁定者的角色ꎬ法官首先要考虑以前类似

案件的判例ꎬ将本案的事实与以前案件事实加以比

较ꎬ然后从以前判例中概括出可以适用于本案的法

律规则ꎮ
∥以上这些差别主要是由于两大法系的不同历

史背景造成的ꎬ也体现了不同的哲学倾向ꎮ 一般来

说ꎬ大陆法系倾向于理性主义ꎬ而普通法法系则倾向

于经验主义ꎮ
总之ꎬ进入 ２０ 世纪后ꎬ两大法系之间的差异已

逐渐缩小ꎬ融合也正在发生ꎬ但由于传统的不同ꎬ差
异还将长期存在ꎮ

◎{单 ２０２０. ６[１]}下列关于法系的说法ꎬ正确

的是( )③ꎮ Ａ. 法律赖以产生的经济基础是划

分法系的核心标准ꎻＢ. 大陆法系是在继承罗马法的

基础上逐渐形成的ꎻＣ. 通过法律移植实现区域法律

高度统一ꎬ是形成法系的必要条件ꎻＤ. 在法律全球

化时代ꎬ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区分已没有现实

意义

◎{单 ２０１８. １２[７]}关于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

区别的表述ꎬ不正确的是( )④ꎮ Ａ. 大陆法系的

正式渊源主要是制定法ꎬ而英美法系是判例法和制

定法ꎻＢ. 大陆法系的基本分类是公法和私法ꎬ而英

美法系是普通法和衡平法ꎻＣ. 大陆法系的诉讼模式

采取当事人主义ꎬ而英美法系是采取法官中心主义ꎻ
Ｄ. 大陆法系注重法典的编纂ꎬ而英美法系更多采取

的是单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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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２０１２. ６}下列关于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

区别的表述ꎬ正确的是( )①ꎮ Ａ. 大陆法系主要

运用归纳型思维ꎬ英美法系主要运用演绎型思维ꎻ
Ｂ. 大陆法系的诉讼程序采用当事人主义ꎬ英美法系

采用职权主义ꎻＣ. 大陆法系以普通法与衡平法为基

本分类ꎬ英美法系则分为公法与私法ꎻＤ. 大陆法系

的正式法源主要是制定法ꎬ英美法系的正式法源是

制定法和判例法

◎{法单 ２０１１. ２}下列关于大陆法系和英美法

系的表述ꎬ能够成立的是( )②ꎮ Ａ. 两者法律渊

源相同ꎻＢ. 两者法律本质相同ꎻＣ. 两者诉讼程序相

同ꎻＤ. 两者法律结构相同

　 　 三、法律继承

　 　 (一)法律继承的含义

法律继承是不同历史类型的法律之间的延续和
继受ꎬ一般表现为旧法对新法的影响和新法对旧法
的承接和继受ꎮ 法律继承是新事物对旧事物的

扬弃ꎮ
‖法律继承的特点:(１)从法律发展过程来看ꎬ

新法对于旧法来说都是一种否定ꎬ但否定中包含着

肯定ꎬ从而使法律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对旧法既有抛

弃又有保存的性质ꎮ (２)从处理法律继承问题的主

体的角度来看ꎬ法律继承实际是一种批判的、有选择

的继承ꎮ
◎{法单 ２０１０. ７}在同一国家或地区ꎬ不同历史

类型之间新法对旧法的借鉴和吸收ꎬ在法学理论上

称为( )③ꎮ Ａ. 法律继承ꎻＢ. 法律移植ꎻＣ. 法制

改革ꎻＤ. 法律发展

　 　 (二)法律继承的根据和理由

１. {简 ２０１６. ６４}简述法律继承的根据

答案要点:(１)社会生活条件的历史延续性决

定了法律的继承性ꎮ
(２)法的相对独立性决定了法的发展过程的延

续性和继承性ꎮ
(３)法作为人类文明成果决定了法律继承的必

要性ꎮ
(４)法律演进的历史事实验证了法的继承性ꎮ

２.法律继承的根据和理由的主要表现【选择】
(１)社会生活条件的历史延续性决定了法律的

继承性ꎮ ∥法是社会生活的反映ꎬ由社会生活条件

具有历史延续性所决定ꎮ
(２)法律的相对独立性决定了法的发展过程的

延续性和继承性ꎮ ∥法作为社会意识或社会上层建

筑的组成部分具有相对独立性ꎬ每一历史时期的社

会意识及其形式ꎬ都同它以前的成果有着继承关系ꎮ
(３)法作为人类文明的成果决定了法律继承的

必要性ꎮ ∥任何后继的法律制度都是人类以往法律

思想、法律技术和法制经验的继续和发展ꎮ
(４)法律演进的历史事实验证了法律的继承

性ꎮ ∥人类法制发展史的实践证明ꎬ不仅私有制即

剥削阶级类型的法之间可以继承ꎬ社会主义法也可

以而且必然要批判地借鉴资本主义法和其他类型

的法ꎮ

‖３.法律继承的主要内容

(１)法律技术、法律概念ꎻ(２)反映商品经济规

律的法律原则和法律规范ꎻ(３)反映民主政治的法

律原则和法律规范ꎻ(４)有关社会公共事务的法律

规定等ꎮ
◎{单 ２０１７. ３}下列关于法律继承的理解ꎬ正确

的是( )④ꎮ Ａ. 法律继承与法系的形成之间没

有关系ꎻＢ. 法作为人类文明的成果决定了法律继承

的必要性ꎻＣ. 法律继承是指不同国家法律之间相互

继受和影响ꎻＤ. 法律继承仅体现本国法律传统和法

律文化的延续

　 　 四、法律移植

　 　 (一)法律移植的含义

法律移植是指在鉴别、认同、调适、整合的基础

上ꎬ引进、采纳、摄取、同化外国法ꎬ使之成为本国法

律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ꎬ为本国所用ꎮ
∥法律移植反映了一国对同时代其他国家法律

制度的吸收与借鉴ꎬ法律移植的范围除外国法律之

外ꎬ还包括国际法和国际惯例ꎮ 西方两大法系之间

的趋同现象就是法律移植的反映ꎮ
◎{单 ２０１５. ２[２]}下列关于法系的表述ꎬ正确

的是( )⑤ꎮ Ａ. 法律移植是法系形成和发展的

重要途径ꎻＢ. 法系是以法律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为

划分标准的ꎻＣ. 英国威尔士和加拿大魁北克省的法

律属于大陆法系ꎻＤ. 当前两大法系之间的差异逐渐

缩小ꎬ对各国法律进行法系划分已失去意义

　 　 (二)简述法律移植的必要性▲
(１)社会发展和法律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了移

植的必然性ꎮ ∥比较落后的国家为促进社会的发

展ꎬ有必要移植先进国家的某些法律ꎮ
(２)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和根本特征决定了法

律移植的必要性ꎮ ∥法律移植有助于减少不同国家

之间的法律抵触和冲突ꎬ降低法律适用上的成本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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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稳定、高效的经济技术合作ꎬ进而推进国际经

济一体化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ꎮ
(３)法治现代化既是社会现代化的基本内容ꎬ

也是社会现代化的动力ꎬ法律移植是法治现代化的
一个过程和途径ꎮ ∥要大胆地吸纳发达国家法律制

度中反映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共同客观规律和时代

精神的法律概念和法律原则ꎬ这对于当代中国的法

治现代化来说尤为重要ꎮ
(４)法律移植是对外开放的应有内容ꎮ ∥全方

位的对外开放必然逐步与国际社会通行的法律和惯

例接轨ꎮ
◎{多 ２０１４. ４６[２１]}法律继承体现时间上的先

后关系ꎬ法律移植反映一国对同时代其他国家法律

的吸收与借鉴ꎮ 下列关于这两个概念的理解ꎬ正确

的有( )①ꎮ Ａ. 法律移植不反映时间关系ꎬ只体

现空间联系ꎻＢ. 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决定了法律移

植的必要性ꎻＣ. １８９６ 年«德国民法典»体现了对罗马

法的继承ꎻＤ. 法律继承要求新法对旧法作适当改

造ꎬ而法律移植因其同时代性可直接将被移植的法

律用于本国法当中

　 　 (三)分析题

{论 ２０１８. ５８}«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等奏进呈

刑律分则草案折»载:“是编修订大旨折衷世界各国

大同之良规ꎬ兼采近世最新之学说ꎬ而仍不戾乎我国

历世相沿之礼教民情ꎮ”清末修律处理外来法与本

国固有法之间关系的原则ꎬ对于当代中国法律移植

有哪些启示?
答案要点:材料是清末沈家本主持修订刑律分

则时提出的立法指导原则ꎬ也是处理外来法与本国

固有法关系的经验ꎮ 该材料总结了三点基本经验:
折衷各国大同之良规ꎻ兼采近世最新之学说ꎻ尊重我

国历世相沿之礼教民情ꎮ 启示:
(１)应合理吸收当代各国先进的法律制度ꎻ
(２)应科学、理性地对待国外的法学理论ꎬ清末

修律已能借鉴西方先进的法律理论、原则和制度ꎬ当
今中国在推进法治现代化过程中也应持开放的态度ꎻ

(３)在吸收借鉴外来法的同时ꎬ应充分考虑与

我国现有法律制度相协调ꎬ并结合国情和善良风俗

合理改造ꎬ以确保法律移植的良好效果ꎮ

第三节 法律全球化

　 　 一、法律全球化的概念与趋势

　 　 (一)法律全球化的含义

法律全球化是指法律跨越国家的疆界ꎬ在世界

范围传播、流动ꎮ 具体而言ꎬ是指法律的各种要素

如法律原则、法律理念、法律价值观、法律制度、执
法标准与原则等在全球范围内的趋同ꎬ并在全球范

围形成一个法治的标准或模范ꎮ 法律全球化是全

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ꎬ与科技和经济的全球化密不

可分ꎮ

　 　 (二)法律全球化的趋势

(１){简 ２０１７. ６４[３１]}简述法律全球化的主要

表现ꎮ
答案要点:(１)法律的“非国家化”ꎮ 越来越多

的法律出自各种经济联合体、非政府组织等“非国

家”机构ꎮ
∥非政府组织如知识产权组织、环境保护组织、

新闻媒介联合体等ꎮ 例如ꎬ«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

则»是由国际商会编订的ꎮ
(２)法律的“标准化”ꎮ 由联合国、国际组织、经

济联合体等国际组织制定的法律范本提供给各个国

家作为立法的模本或参照ꎮ
(３)法律的“趋同化”ꎮ 所谓法律趋同化ꎬ是指

调整相同类型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趋向

一致ꎮ 法律趋同化既包括不同国家国内法的趋同ꎬ
也包括国内法与国际法的趋同ꎮ

∥世界范围内的法律趋同首先表现在民商法领

域ꎮ 在商务、金融、知识产权等领域ꎬ法律的趋同速

度之快、程度之高ꎬ超出了人们的预料和想象ꎮ
(４)法律的“世界化”ꎮ 国际法与国内法的界限

变得模糊不清ꎬ有出现“全球性法律”和“世界法”的
趋势ꎮ

∥所谓法律世界化ꎬ是指全球范围内法律规范

的相互联结ꎬ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

不清ꎬ而这种联结的实现就在于国际法高于国内法

的信念已得到普遍的确认ꎮ 法律世界化还意味着某

些“全球性法”“世界性法”的出现ꎮ
◎{单 ２０１９. ７[２]}法律全球化是指法律的各种

要素ꎬ如法律原则、法律理念、法律价值、法律制度等

在全球范围内的趋同以及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一个法

治的标准ꎮ 对此ꎬ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②ꎮ
Ａ. 法律全球化要求实现所有国家法律的一体化ꎻ
Ｂ. 法律全球化的目标是形成超主权的法律体系ꎻ
Ｃ. 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最终会导致法律全球化的衰

亡ꎻＤ. 各国法律的交流借鉴是实现法律全球化的有

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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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法律全球化的进展和主要途径

　 　 (一)法律全球化的重大进展

当代世界在全球治理和国际法治领域已经取得

重大进展ꎬ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１. «联合国宪章»是世界共同遵守的基本规范ꎮ
«联合国宪章»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视为政治

宣言ꎬ是迄今拥有缔约国最多的一项国际公约ꎬ与
«世界人权宣言»以及其他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一

道构成了国际法治的基本构架ꎬ具有了“准世界宪

法”的性质ꎬ如果违反不仅会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ꎬ
而且会受到联合国的经济乃至军事的制裁ꎮ

２.国际法的许多任意性规范成为强制性规范ꎮ
近几十年来ꎬ国际条约的数量迅速增加ꎬ覆盖的

领域不断扩大ꎬ涉及经济、政治、人权、环境、海洋、外
空等领域ꎬ调整的社会关系也日趋具体ꎮ 另外ꎬ根据

１９６９ 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规定ꎬ强行规范高于

一般规范ꎬ由此ꎬ一般国际法强制规范的地位得到了

确立ꎮ

３.国际司法机制正在强化ꎮ
冷战结束后ꎬ安理会的地位明显加强ꎬ在许多

重大国际问题上开始取得一致ꎬ由此采取行动的力

量大为增强ꎮ 同时ꎬ国际法院的作用也在强化ꎬ在
审理国际案件方面比以前更有作为ꎮ 特别值得注

意的是ꎬ伴随着«国际刑事法院规约» (１９９８ 年)的

生效ꎬ２００２ 年国际刑事法院正式成立ꎮ 该法院的

管辖范围以加入该规约为前提条件ꎮ 有权启动国

际刑事法院审判程序的可以是缔约国ꎬ也可以是安

理会ꎮ 更为重要的是ꎬ国际刑事法院可自动启动审

判程序ꎬ即检察官启动ꎮ 这意味着ꎬ国际刑事法院

可跨越主权国家的界域对某些犯罪行为实行管辖ꎮ

　 　 (二)法律全球化的主要途径

法律全球化的主要途径有以下几种:

１.国际法的国内化、地方化ꎮ
国际性法律的国内化、地方化ꎬ是指联合国、国

际组织和国际社会层面的法律被各国全部或部分承

认或接受ꎬ通过这种承认或接受ꎬ全球性的法律成为

各国法律的组成部分ꎮ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

方面:
(１)在人权领域中ꎬ联合国和国际组织已经形

成了许多标准人权文件ꎮ
其中最重要的人权文件是«世界人权宣言»«公

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

利国际公约»ꎮ 国际人权文件规定了一般权利和自

由ꎬ其中«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４ 条第

２ 款还规定了七种不得克减的基本权利:生命权ꎬ免

受酷刑和不人道待遇权ꎬ免受奴役权ꎬ人格权ꎬ不因

债务而受监禁权ꎬ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权以及不受

溯及既往的法律惩罚之权ꎮ 这些权利对于主权的绝

对性构成了实质性限制ꎮ
(２)世贸组织成立后ꎬ缔约国必须根据有关协

议调整自己的法律制度ꎬ例如取消内部行政规定、修
改知识产权保护法、改革司法制度等ꎮ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向发展中国家

提供贷款和援助时ꎬ常常附有条件要求受援国改革

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ꎮ 突出强调善治或良政原则ꎬ
要求有关国家在国内实行法治ꎬ扩大公民参与范围ꎬ
行政管理透明公开、负责、廉洁和公正等ꎻ在国际事

务上决策透明、广泛参与、信息畅通、高效管理以及

健全财政制度等ꎮ

２.地方法或国内法的全球化ꎮ
地方法或国内法的全球化ꎬ主要是指原本是地

方性的法律ꎬ经由某种途径被全球化ꎮ 这主要表现

在以下两个方面:
(１)新商人法穿越国家领土ꎮ 早在中世纪后

期ꎬ伴随着商业的复兴ꎬ西欧就出现了跨国的商人

法ꎮ 至 ２０ 世纪后期ꎬ跨国商事活动迅速增加ꎬ而主

权国家的法律不适合规范跨国企业的商事活动ꎬ国
家的和国际的纠纷解决机制也不便于跨国商事纠纷

的解决ꎮ 因此ꎬ跨国企业便在商业实践中形成了新

商人法ꎮ 新商人法有别于国家法和国际法ꎬ是一种

“自我合法化”的法律ꎬ它不依赖国家或国际的法律

和传统的法院ꎬ是一种“自我繁衍”和“自我发展”的
法律制度ꎮ

(２)美国等西方国家通过“法律与发展”项目

“推销”西方的法律ꎮ 早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ꎬ美国等

西方国家就开展了法律与发展项目ꎬ其主要目的是

向发展中国家输出法律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以

后ꎬ美国发起了新的法律与发展项目ꎬ在 １９９３ 至

１９９８ 年间ꎬ不惜巨资ꎬ资助 １８４ 个国家进行法律改

革ꎮ 新一轮法律与发展项目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

下实施的ꎬ美国试图通过法律输出占领世界法律市

场ꎬ并通过推广美国法的经验进而实现世界法律的

美国化ꎮ 这些项目尽管没有取得完全的成功ꎬ但毕

竟影响了许多拉美受援国法律发展的方向和法律改

革的进程ꎮ 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ꎮ
必须承认ꎬ法律全球化在目前仍然只是一个进

程ꎬ一个过程ꎬ一种趋势ꎻ法律全球化并不是所有法

律的全球化ꎬ那些不具有涉外性、国际性的地方性法

律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化为“全球性”或“世界性”法
律ꎻ法律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国家主权概念的过时或

消失ꎬ而只是意味着主权概念的进步和丰富ꎬ各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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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法律仍将呈现多样性、多元化ꎻ各个国家均应当

警惕和制止少数或个别国家借助法律全球化的名义

而推行政治霸权主义和法律帝国主义ꎮ

第四章 法的作用与法的价值▲
本章是主观题的重点章ꎬ主观题掌握:法的作

用ꎻ法在执行社会公共事务方面的作用▲ꎻ法的作用

的局限性▲ꎻ法的价值及其冲突的解决机制▲ꎬ法与

自由、人权、正义的关系▲ꎮ

第一节 法 的 作 用

　 　 一、法的作用的概念△

　 　 (一)法的作用的含义

法的作用ꎬ又称法的功能ꎬ是指法律对人们的行

为、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产生的影响ꎮ

　 　 (二)法的作用的实质(包括 ２ 方面)
(１)法的作用是国家权力运行和国家意志实现

的具体表现ꎮ
∥国家权力是法的载体和支点ꎬ法是国家意志

这一内容的规范化ꎮ 法对人的行为以及对社会关系

的影响ꎬ实质上就是国家把自己的意志和态度通过

国家权力加以推行和实现ꎮ
(２)法的作用是社会经济状况的具体表现ꎮ
∥法的作用取决于经济基础ꎬ在一定的社会中ꎬ

法能否承担起立法者所赋予它的功能ꎬ从根本上说ꎬ
取决于生产关系或生产方式自身的生命力ꎬ而不是

取决于立法者的主观愿望ꎮ
◎{单 ２０１２. ３}下列关于法的作用的表述ꎬ正确

的是( )①ꎮ Ａ. 法的作用只能通过守法的方式

来体现ꎻＢ. 法的规范作用是法的社会作用的目的ꎻ
Ｃ. 法的规范作用是法对人们的意志与行为发生的

间接影响ꎻＤ. 法的作用根本上取决于生产关系或生

产方式自身的生命力

　 　 二、法的作用的分类

　 　 (一)规范作用与社会作用(依据作用对象不

同)
１. {简 ２０１３. ６４}简述法的规范作用与社会作用

的关系▲
答案要点:(１)法的规范作用是指法作为行为

规范ꎬ对人们的意志、行为发生的直接影响ꎬ对人的

行为所起到的保障和约束作用ꎮ

法的社会作用是指法的社会、政治功能ꎬ即法作

为社会关系的调整器ꎬ服务于一定的社会政治目的、
目标ꎬ承担着一定的社会政治使命ꎬ形成、维护、实现

一定的社会秩序ꎮ
(２)法的规范作用和社会作用在考察基点、作

用对象、存在方式、所处层面、发挥作用的前提等方
面存在一定的差别ꎮ

(３)两种作用又是相辅相成的、不可分割ꎮ 规
范作用与社会作用之间具有手段与目的的关系ꎮ

(４)法通过调整人们行为这种规范作用ꎬ实现
维护社会经济基础和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作用ꎮ

２.简述法的规范作用与社会作用之间的区别

【了解】
答案要点:(１)考察基点不同ꎮ 法的规范作用

是基于法的规范性特性(法的主体部分是法律规

范)进行考察的ꎬ即根据法是一种调整人的行为规

范这一基本事实ꎮ 法的社会作用是基于法的本质、
目的和实效进行考察的ꎮ

(２)两者的作用对象不同ꎮ 法的规范作用的对

象是人的行为ꎬ这里的“人”是指一切社会关系的参

加者ꎬ包括自然人和社会组织ꎮ 法的社会作用的对

象是社会关系ꎬ即人与人的关系以及社会化了的人

与自然的关系(技术法规所调整的对象)ꎮ
(３)两者的存在方式不同ꎮ 法的规范作用是一

切法所共同具有的ꎬ不管是哪一种类型的法都具有

规范作用ꎻ而法的社会作用则依不同的类型、不同的

国家、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而形成差别ꎮ
(４)两者所处的层面不同ꎮ 这是由两者的考察

基点不同所决定的ꎬ规范作用是社会作用的手段ꎬ社
会作用则是规范作用的目的ꎬ规范作用具有形式性

和表象性ꎬ而社会作用则具有内容性和本质性ꎮ
(５)两者发挥作用的前提不同ꎮ 实现规范作用

的前提是颁布法律ꎬ即把法律告诉人们ꎬ法就能发挥

规范作用ꎻ而实现社会作用的前提是法律被运用、被
实施ꎬ它要通过人们的法律行为或产生一定的法律

关系而实现ꎮ 前者是在静态中发生的ꎬ后者是在动

态中发生的ꎮ

３.考点解析

(１)法的规范作用其实就是法的社会作用方式

中的一种ꎬ没有法的规范作用ꎬ就难以实现法的社会

作用ꎮ
(２)从法是一种社会规范的角度来看ꎬ法具有

规范作用ꎻ从法的本质和目的的角度来看ꎬ法具有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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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作用ꎻ法的规范作用是手段ꎬ法的社会作用是

目的ꎮ
(３)一切社会的法的作用都可以分为规范作用

和社会作用ꎬ这是由英国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家拉
兹首先提出的ꎮ 法理学主要研究法律的规范作用与
社会作用ꎮ

◎{单 ２０１５. ３}甲故意杀人后畏罪潜逃ꎬ归案后

法院依法判处甲无期徒刑ꎬ剥夺政治权利终身ꎮ 根

据法的作用理论ꎬ下列表述正确的是 ( )①ꎮ
Ａ. 甲畏罪潜逃体现了法的指引作用ꎻＢ. 法院的判决

体现了法的强制作用ꎬ而非法的教育作用ꎻＣ. 法院

的判决既体现了法的规范作用ꎬ也体现了法的社会

作用ꎻＤ. 有人认为甲畏罪潜逃应罪加一等ꎬ该观点

体现了法的预测而非评价作用

　 　 (二)其他分类【了解】
从不同角度ꎬ法学研究比较常见的主要分类还

包括:
(１)整体作用与局部作用(依据作用范围)ꎮ 整

体作用是指法作为统一的法律体系在社会生活中的

作用ꎮ 局部作用是指法律体系中的某一子系统在社

会生活中的作用ꎮ
(２)预期作用与实际作用(依据作用结果的状

态)ꎮ 预期作用是指人们在立法时对法所抱以期望

的按预计情况应当予以实现的作用ꎮ 实际作用是指

法在实施过程中经过诸多环节和诸多因素的复杂影

响后实际达到的作用ꎮ
(３)直接作用与间接作用(依据作用的途径)ꎮ

直接作用是指每部法律规范对特定关系的定向调

整ꎮ 间接作用是指法调整特定关系时对其他社会关

系的影响ꎮ
(４)积极作用与消极作用(依据作用的效果)ꎮ

积极作用是指人们依据一定的价值标准对法的作用

作出肯定的评价ꎮ 消极作用是指人们依据一定的价

值标准对法的作用作出否定的评价ꎮ
‖(５)一般作用与具体作用ꎮ 一般作用是对法

的具体作用所作的抽象概括ꎬ主要指法通过确定一

定的权利义务结构建立、维护和实现统治阶级的社

会关系的作用ꎮ 在不同的社会和国家中ꎬ法都有这

种作用ꎮ 具体作用是指法对各个具体社会关系的调

整作用ꎮ 在不同的社会中ꎬ法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

不同ꎬ法的性质和作用的目的、方向和结果也有

不同ꎮ

　 　 三、法的规范作用▲▲【简述、选择】
法的规范作用从法是一种调整人们行为的规

范ꎬ即从法的特征角度出发来解释法的作用ꎮ



根据规范作用的不同对象ꎬ即不同的行为ꎬ规范
作用可以分为:指引作用、评价作用、预测作用、教育
作用和强制作用等ꎮ

　 　 (一)指引作用

指引作用是指法律规范对本人行为起到的导向

和引导的作用ꎮ 其作用的对象是每个人自己的
行为ꎮ

∥法律规范通过配置人们在法律上的权利义务

以及规定违反法律规定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ꎬ设定

人们的行为模式ꎬ引导人们在法所许可的范围内开

展活动ꎬ从而把社会主体的活动引入可调控的、有利

于社会稳定的社会秩序之中ꎮ
法的指引是一种规范指引ꎬ不同于个别指引ꎮ
∥规范指引虽然很抽象ꎬ存在针对性弱的一面ꎬ

但是它能避免个别指引在时间、精力和经济上的浪

费ꎬ它具有连续性、稳定性和高效率的优势ꎬ是建立

社会秩序必不可少的条件和手段ꎮ
简述法的指引作用的种类:【选择】
(１)确定性指引和不确定性指引ꎮ
分类标准:法律规范中的行为模式的不同ꎮ 前

者对人们行为的指引是确定的ꎬ不允许选择ꎻ后者对

人们行为的指引是随行为人的主观意愿而定的ꎬ允
许自行选择ꎮ

∥不确定性指引又称“有选择性指引”“可选择

性指引”ꎮ 行为模式分为义务模式(应当这样行为

或不应当这样行为)和权利模式(可以这样行为)ꎮ
(２)羁束性指引和非羁束性指引ꎮ
标准:国家权力行为的权限幅度的不同ꎮ 在国

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的行为中ꎬ其权限的幅度是由

法律规定的ꎬ而这种规定表现为两种:一是法律有准

确、具体、硬性规定ꎬ必须严格依照执行的ꎻ二是法律

只规定了一个幅度ꎬ由权力主体在此范围内自行酌

情处理的ꎮ 与此相对应ꎬ前者对权力主体的行为是

一种羁束的指引ꎬ后者对权力主体的行为是一种非

羁束的指引ꎮ
(３)原则性指引和具体性指引ꎮ
标准:法的构成要素ꎮ 原则的指引虽然不那么

具体、明确ꎬ但是它以涵盖面广泛、灵活性强而获得

自己的优势ꎮ 具体的指引是指除法律原则的指引作

用之外的其他指引ꎮ
◎{多 ２０１４. ４８}我国«刑法»第 ３２９ 条第 １ 款规

定:“抢夺、窃取国家所有的档案的ꎬ处五年以下有

期徒刑或者拘役ꎮ” 下列相关说法中ꎬ正确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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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ꎮ Ａ. 依照罪刑法定原则ꎬ法官不得对该规

则进行解释ꎻＢ. 抢夺、窃取个人所有的档案的ꎬ可以

参照本条定罪量刑ꎻＣ. 从本条的文义上看ꎬ只抢夺

而不窃取档案的ꎬ同样适用本条ꎻＤ. 该规则虽然只

针对抢夺、窃取档案的行为ꎬ但仍然提供规范指引

◎{单 ２０１４. ５}«合同法»第 ４４ 条第 １ 款规定:
“依法成立的合同ꎬ自成立时生效ꎮ”下列关于本条

文的表述ꎬ正确的是( )②ꎮ Ａ. 该规定属于法律

原则ꎻＢ. 该规定具有指引作用ꎻＣ. 该规定属于禁止

性规则ꎻＤ. 该规定意味着我国«合同法»没有溯及力

　 　 (二)评价作用

评价作用是法作为人们对他人行为的评价标准

所起的作用ꎮ 其作用对象是他人的行为ꎮ
∥评价作用的对象是他人ꎬ评价不一定正确ꎮ
特点:它是用法的规范性、统一性、普遍性、强制

性和综合性的标准来评判人们的行为的ꎬ其标准和

核心是合法或不合法ꎬ违法还是不违法ꎮ
形式:
(１)专门评价ꎬ又称效力性评价ꎬ是指经法律专

门授权的国家机关、组织及其成员对他人的行为所

作的评价ꎮ 其特点是代表国家ꎬ具有国家强制力ꎬ产
生法律约束力ꎮ ∥如法院、仲裁机构、行政机关对人

们行为所作的裁判或决定ꎮ
(２)社会评价ꎬ又称为舆论性评价ꎬ是指普通主

体以舆论的形式对他人行为所作的评价ꎮ 其特点是

没有国家强制力和约束力ꎬ是人们自发的行为ꎮ
◎{单 ２０１１. ２}下列选项中ꎬ体现出法的评价作

用的是( )③ꎮ Ａ. 金某说:“我的邻居张法官是

个大孝子ꎮ”Ｂ. 魏某说:“我国法制建设取得巨大成

就ꎮ”Ｃ. 陶某说:“贪官田某枉法获刑ꎬ罪有应得ꎮ”
Ｄ. 姜某说:“侵权责任法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ꎮ”

　 　 (三)预测作用

预测作用是指人们根据法可以预先估计人们相

互间将怎样行为以及行为的后果等ꎬ从而对自己的

行为作出合理的安排ꎮ 预测作用的对象是人们的相
互行为ꎬ即主体与主体之间ꎬ根据法律分别进行的相

互预测ꎮ
法律具有预测作用ꎬ是因为法律具有规范性、确

定性的特点ꎮ 法律规则的行为模式告知人们如何行

为ꎬ根据法律规则人们就可以进行相互行为的预测ꎻ
法是人们行为的预测工具和生活指针ꎮ 人们根据法

律ꎬ通过预测相互间的所作所为及其后果ꎬ来确定、
安排、协调自己行为的方式、方向、取舍ꎬ从而作出选

择ꎮ 法又是明确和相对稳定的行为规范ꎮ 它的内容

是明确的ꎬ并在一定时期内保持连续ꎬ这给人们进行

行为预测提供了可能性的前提ꎮ
◎{单 ２０１６. ３}下列关于法律作用的表述ꎬ正确

的是( )④ꎮ Ａ. 强制作用不属于法律的规范作

用ꎻＢ. 只有公法才具有维护阶级统治的社会作用ꎻ
Ｃ. 法律的规范作用通过法律的社会作用来实现ꎻ
Ｄ. 法律的规范性与确定性特点使法律具有预测作用

　 　 (四)教育作用

法的教育作用是指通过法的实施ꎬ使法对一般
人的行为产生影响ꎮ 其作用的对象是一般人的

行为ꎮ
法的教育作用表现在:通过法的实施ꎬ法律规范

对人们今后的行为发生直接或间接的诱导影响ꎮ
∥法律具有这样的影响力ꎬ即把体现自己的规则和

原则中的某种思想、观念和价值灌输给社会成员ꎬ使
社会成员在内心确立对法的信念ꎬ从而达到使法律

的外在规范内化ꎬ形成尊重和遵守法律的习惯ꎮ
法的教育作用主要通过以下方式来实现:

(１)反面教育ꎮ 即通过对违法行为人实施制裁ꎬ对
包括违法者本人在内的一般人均起到警示和警诫的

作用ꎮ (２)正面教育ꎮ 通过对合法行为加以保护、
赞许或奖励ꎬ对一般人的行为起到表率、示范作用ꎮ

　 　 (五)强制作用

法的强制作用是指法可以用来制裁、强制、约束

违法犯罪行为ꎮ 其作用的对象是违法犯罪者的
行为ꎮ

法的强制作用是不可或缺的一种重要作用ꎬ是
法的其他作用的保证ꎮ 如果没有强制作用ꎬ法的指引

作用就会降低ꎬ评价作用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失去意

义ꎬ预测作用就会产生疑问ꎬ教育作用的实效就会受

到影响ꎮ 总之ꎬ法失去强制作用ꎬ也就失去了法的

本性ꎮ
强制作用的目的在于:实现法律上的权利和义

务ꎬ确保法的应有权威和尊严ꎬ维护正义ꎬ建立、维护

和发展良性的社会秩序ꎮ
法的强制功能是法存在的最后屏障ꎮ
◎{多 ２０１７. ４９[２４]}某法院在当地一所大学对

被指控犯组织考试作弊罪的被告人依法进行审判ꎬ
并作出有罪判决ꎬ很多学生参与旁听ꎮ 在此ꎬ法律发

挥的规范作用有( )⑤ꎮ Ａ. 预测作用ꎻＢ. 教育作

用ꎻＣ. 评价作用ꎻＤ. 强制作用

　 　 四、法的社会作用▲▲【简述】
法的社会作用是从法的本质和目的这一角度出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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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来解释法的作用ꎮ ∥因此法的社会作用也可以说

就是法的目的的实现ꎮ 法的本质:法是经济基础的

上层建筑ꎻ法的目的是为维护经济基础和发展生产

力服务ꎮ
按照马克思主义法学的观点ꎬ在对立的阶级社

会中ꎬ法的社会作用大体表现在两个方面:(１)法律

维护阶级统治的作用(核心作用)ꎻ(２)法律执行公

共事务的作用ꎮ

　 　 (一)维护阶级统治的作用

依照法的阶级分析观点ꎬ法在执行阶级统治方

面的作用具体表现在:
(１)调整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关系ꎬ

是法的社会作用的重要体现ꎮ
统治阶级用法律在经济上确认和维护自己赖以

存在的经济基础ꎬ在政治上维护统治阶级对被统治

阶级的政治统治ꎬ在思想意识形态上维护有利于统

治阶级的思想、道德和意识形态ꎮ
由于被统治阶级的斗争ꎬ统治阶级在一定条件

和限度内ꎬ也在法律中规定一些对被统治阶级有利

的条款ꎬ向被统治阶级做出让步ꎬ以维护其根本的利

益ꎮ ∥这些条款是反映了被统治阶级斗争的成果ꎬ
也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而暂时缓和阶级

矛盾的一种手段ꎮ
(２)调整统治阶级与其同盟者之间的关系ꎮ
统治阶级与其同盟者之间既存在共同的利益ꎬ

又有利益冲突ꎬ统治阶级需要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与

其同盟者之间的关系ꎬ适当给予同盟者在政治、经济

上的某些权利和利益ꎬ同时对同盟者滥用其权利的

行为ꎬ甚或对统治阶级进行政治对抗的行为ꎬ也实行

法律上的制裁ꎮ
(３)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ꎮ
统治阶级也需要用法律来规定和确认他们自己

内部各阶层、集团间的相互关系ꎬ以此建立起个人意

志服从整个阶级的关系ꎬ通过这种服从ꎬ确保其成员

的权利的实现ꎬ解决其内部因财产、婚姻等问题而引

起的矛盾和纠纷ꎬ保证其内部和谐一致ꎮ 法维护的

是统治阶级整体的长远的利益ꎬ统治阶级中个别成

员违背统治阶级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行为ꎬ也会

受到法的制裁ꎮ

　 　 (二)论述法律在执行社会公共事务中的作用

▲▲【联系实际】
答案要点:(１)社会公共事务是指涉及社会公

众整体的生活质量和共同利益的那些社会事务ꎮ 其

特征是:直接目的表现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ꎬ在客

观上对全社会的一切成员均有利ꎬ具有“公益性”ꎮ

(概念点题)
(２)法在执行社会公共事务中的作用具体表

现:▲(怎么认识)【简述】
①维护人类社会的基本生活条件ꎬ包括维护最

低限度的社会治安ꎬ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人身安全ꎬ
保障食品卫生、生态平衡、环境与资源合理利用、交
通安全等ꎮ

②维护生产和交换条件ꎬ即通过立法和实施法

律来维护生产管理、保障基本劳动条件、调节各种交

易行为等ꎮ
③促进公共设施建设ꎬ组织社会化大生产ꎮ
④确认和执行技术规范ꎬ保护消费者权益ꎮ
⑤促进教育、科学和文化事业的发展ꎮ 如通过

法律对人们的受教育权加以保护ꎬ鼓励兴办教育和

科技发明ꎬ保护人类优秀的文化遗产ꎬ要求政府兴办

各种图书馆、博物馆等文化设施ꎮ
(３)如何通过法执行社会公共事务:
①通过立法规定人们在社会公共事务活动中的

权利和义务ꎻ
②通过法律实施制裁在社会公共事务活动中的

一切违法行为ꎮ
(４) 为什么要强调要用法来调整社会公共

事务:
执行社会公共事务的法主要体现法的社会性ꎬ

但在本质上与法的维护阶级统治方面的作用并不

矛盾ꎮ
联系实际 (如矿难不断)ꎬ发挥自己的看法:

①有利于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ꎻ②更有利于合理地

开发利用自然资源ꎬ抵御自然灾害ꎻ③有利于建立和

谐社会ꎬ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ꎬ包括人与自然的和

谐ꎻ④有利于更好地维护政治统治ꎮ

　 　 (三)法对于维护阶级统治的作用和执行社会

公共事务的作用的区别

(１)前者的对象是阶级统治ꎬ后者的对象是阶

级统治以外的事务ꎮ
(２)前者主要有利于统治阶级ꎬ后者至少在客

观上有利于全社会ꎮ
(３)执行社会公共事务的法ꎬ在不同的社会制

度下是可以相互借鉴的ꎮ
(４)执行社会公共事务的法主要体现法的社会

性ꎬ但在本质上与法在维护阶级统治方面的作用并

不矛盾ꎮ
【分析题】正如恩格斯所说ꎬ政治统治到处都是

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ꎬ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

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ꎮ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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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法的作用的局限性▲
‖在认识法的作用时ꎬ必须注意“两点论”:对

法的作用既不能夸大ꎬ也不能忽视ꎻ既要反对“法律

无用论”ꎬ又要反对“法律万能论”ꎮ 法在社会生活

中ꎬ法以其独特的方式对人类生活发生着重要的影

响:(１)自从有了国家之后ꎬ法逐渐代替了宗教、道
德、习俗等ꎬ成为最主要的社会调整手段ꎮ (２)法是

社会运动和发展的最重要的稳定和平衡的工具ꎬ它
以其稳定性和可预测性为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活确立

相对稳固的规范基础ꎮ 若没有法ꎬ社会生活的变化

将变得更无章可循ꎮ (３)法具有其他社会规范所不

具有的优点ꎬ如它的国家强制性、权威性、公开性、程
序性等ꎬ都不是其他社会规范可以取而代之的ꎮ 故

此ꎬ重视法的作用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ꎬ更是所有的

人均须重视的一个实践问题ꎮ

　 　 (一)法的作用的局限性

认识法的作用ꎬ既要认识到法具有不可替代的

社会调整作用ꎬ也要认识到其不可避免地所具有的

局限性ꎮ 而且ꎬ只有全面客观地认识其局限性ꎬ才能

科学地把握法的积极调整作用ꎮ

１. {法简 ２０１４. ３１}简述法的作用的局限性

答案要点:(１) 法只是调整社会关系的手段

之一ꎮ
(２)法律调整的范围是有限的ꎬ并非任何问题

都适合法律调整ꎮ
(３)法律自身特点的局限性ꎬ如法的稳定性与

社会生活的灵活性之间的矛盾等ꎮ
(４)法的作用的发挥受到执法主体、配套措施

及社会条件等因素的限制ꎮ
(５)在认识法的作用的局限性时ꎬ应该反对法

律虚无主义和法律万能主义ꎮ

２.考点解析

法的局限性ꎬ表现在:
(１)法只是调整社会关系的手段之一ꎮ
法是调整社会关系的重要手段ꎬ但并不是唯一

手段ꎮ 国家调整社会关系的手段ꎬ除运用法律调整

外ꎬ还应用道德、政策、纪律、习俗、舆论、经济、政治、
行政、规章等调整ꎮ

法只调整那些重要的社会关系领域ꎬ在处理复

杂社会问题时ꎬ很多社会关系需要由法和其他手段

并行调整ꎬ有些社会关系的调整中ꎬ法不是首选的

手段ꎮ
(２)法律调整的范围是有限的ꎬ并非任何问题

都适合法律调整ꎮ
法作用的范围不是无限的ꎬ而是有限的ꎮ 在社

会生活中ꎬ并非所有的问题都可以适用法ꎬ对有些社

会关系而言ꎬ法并不是有效的调整手段ꎬ比如人们的

思想、信仰或私生活方面ꎬ就不宜采取法律手段加以

调控ꎮ ∥有些“私”领域(诸如人们的思想观念、认
识和信仰等问题)ꎬ只要它尚未表现为外在的行为ꎬ
并产生超出该领域以外的社会影响(如信仰可能外

化为暴力行动)ꎬ那么就不宜采取法律手段加以调

控ꎮ 以“公”的手段来解决纯粹“私”的问题ꎬ不仅无

效无益ꎬ反而有害ꎮ
(３)法律自身特点的局限性ꎬ法的特性与社会

生活的现实之间存在矛盾ꎮ 法作为一种规范具有概

括性、稳定性、滞后性、普遍性等特征ꎬ而现实生活中

的问题却是具体的、千姿百态和不断变化的ꎮ
①法具有概括性ꎬ法不能包罗万象、永久适用ꎬ

处处都做到天衣无缝ꎮ
②法具有稳定性和保守性ꎬ它总是落后于现实

生活的变化ꎮ
③法是规范ꎬ不是规律本身ꎬ总体现着人的意

志ꎬ受阶级目的及立法者认识能力上的局限性制约ꎬ
法律总会存在某种不合理、不科学的地方ꎮ

④法是讲究程序的规范ꎬ有时不能对紧迫的社

会事件作出及时应对和处理ꎮ
(４)法的制定和实施受人的因素的影响ꎮ
“徒善不足以为政ꎬ徒法不能以自行”ꎮ 现代社

会中ꎬ实现良法善治必须要有高素质的专业人员ꎮ
如果没有高素质的立法者ꎬ就不可能有良好的

法律ꎮ 如果没有具备良好法律素质和职业道德的专

业队伍ꎬ法律再好ꎬ其作用也是难以发挥的ꎮ 另外ꎬ
法律的实施还需要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支持ꎬ如果

他们缺乏一定的法律意识ꎬ缺乏自觉遵守法律的思

想道德风尚和习惯ꎬ法律也不可能有效地实施ꎮ
(５)法的实施受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因素的

制约ꎮ
法总是十分依赖其外部条件ꎬ其作用总是容易

受到社会因素的制约ꎮ 主要因素有经济体制、政治

体制、执法机关的工作状况、各级领导干部及普通公

民的法律观、传统法律文化ꎬ等等ꎮ
总之ꎬ在认识法的作用的时候ꎬ我们应该树立正

确的态度ꎬ一方面要反对法律万能论ꎬ另一方面也要

反对法律虚无主义、法律无用论ꎮ 只有全面地认识

法的作用的多样性、复杂性ꎬ才能真正推进法治事

业ꎬ推进社会的法治化建设ꎮ
‖认识法的局限性ꎬ其意义在于使我们更全面、

更理智地了解和掌握法的特性ꎬ从而在运用法律的

时候能够注重对其弊端的克服ꎬ为了减少和克服法

的局限性ꎬ就应当进行适当地弥补和修正ꎮ 补救措

７２

科
教
园
法
硕

法硕学长答疑QQ群:887455768        加微信号kjyedu免费领取《法硕必备法条》电子版



施是多种多样的ꎬ包括:规范并加强法律解释ꎬ判例

形式的补充ꎬ法律程序的科学设计ꎬ提高执法队伍素

质ꎬ造就职业法律工作者ꎬ其他治国手段(道德、政
策ꎬ行政等手段)的辅佐ꎬ等等ꎮ

◎{多 ２０１９. ４２[２２]}法律不是万能的ꎬ导致法

律局限性的主要原因有( )①ꎮ Ａ. 法律的实现

须具备一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条件ꎻＢ. 法律的

稳定性与社会生活的变动性之间存在矛盾ꎻＣ. 法律

的制定和实施受人的因素制约和影响ꎻＤ. 有些社会

关系不适宜由法律调整

◎{法多 ２０１６. ２２}下列关于法的局限性的理

解ꎬ正确的有( )②ꎮ Ａ. 法律只能调整一部分社

会关系ꎻＢ. 法律的创制和适用受到社会发展的制

约ꎻＣ. 社会生活时刻在变化ꎬ但法律不可朝令夕改ꎻ
Ｄ. 徒法不足以自行ꎬ法律职业的整体水平影响着法

的实施效果

◎{单 ２０１４. ６}罗马法谚:“法律不理琐碎之

事ꎮ”对此表述ꎬ正确的理解是( )③ꎮ Ａ. “琐碎

之事”不属于法律调整的范围ꎻＢ. “凡事皆诉讼”是

现代法治国家的标志ꎻＣ. 法律无法对所有的社会问

题提供解决方案ꎻＤ. 法律对于自身能够提供解决方

案的问题一律加以规制

　 　 ‖(二)现代法律调整(法治)的政治代价

与法的局限性相联系的另一个问题是法律调

整、法治的代价问题ꎮ 一个国家要实行法治ꎬ总是会

牺牲一些原本由国家、政府官员拥有的东西ꎬ或者是

放弃某些希望取得并且可能取得的正当目标ꎬ诸如

国家的部分权力、阶级利益、政党影响力、官员职权、
工作效率ꎬ甚至是经济效益ꎮ 这些代价都属于政治

范畴ꎬ都同执政者的政治利益与政治权力、政治意志

与政治习惯直接相关ꎬ所以我们称为政治性代价ꎮ
执政者或当权者必须对此有充分的思想准备ꎬ否则

法治是无法推行的ꎮ
现代法律调整的政治性代价主要表现为以下几

种情形:
(１)把法作为治国的主要方式ꎬ因而政治目标

实现的手段受到限制ꎬ如政策、行政手段的使用范围

和程度受到限制ꎮ 从主要依政策和命令办事向主要

依法律办事的转变ꎬ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工作ꎬ其转

变的艰难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代价ꎮ
(２)法治意味着权力受到法、权力、权利的制

约ꎬ因而权力在量和质上都有所缩减和割舍ꎬ权力的

灵活性和自由度会降低ꎮ
(３)既然一切服从既定的普遍规则ꎬ那么两

种需要权衡的利益目标冲突就不可避免ꎬ这需要

权力行使者作出抉择ꎬ为了更大利益而放弃较小

的利益ꎮ 因而ꎬ也可能牺牲掉某些个案中的实体

正义ꎮ
(４)实行法治会造成某些具有社会危害性的

行为不受法律的调整ꎬ或者受调整的时候因形式合

理性和必要性而被忽略ꎮ 这也要求国家和政府对

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保持宽容态度ꎬ不能任意运用

权力来干预ꎬ但这不等于说这些行为不存在社会危

害性ꎮ
(５)法治在总体上能够提高社会控制的效率ꎬ

但是它不排除在具体情形下会导致效率的下降ꎮ

　 　 (三)历年考题

◎{论 ２０１４. ７０}试述法的作用的局限性理论及

其对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启示ꎮ
答案要点:(１)法的作用的局限性理论:法律调

整的范围是有限的ꎬ法只是调整社会关系的手段之

一ꎬ并非任何问题都适合法律调整ꎻ法的特性ꎬ如概

括性、稳定性、滞后性、普遍性等ꎬ与社会生活的具体

性、复杂性存在矛盾ꎻ法的制定和实施受人的因素的

影响ꎻ法的实施受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社会因素

的影响ꎮ
(２)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主要内容:从法

的制定、实施到监督看ꎬ首先应有良好的法律体系ꎬ
其次应在现实中得到落实ꎮ

(３)应清醒地认识到ꎬ法的作用的局限性对社

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启示:法律不是万能的ꎻ法律

要不断修正ꎬ在适用中进行解释ꎻ法律不能独自发挥

作用ꎻ要注意法律运行的社会环境建设ꎮ
◎{分析 ２０１７. ６７}２０１５ 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 ６２ 条规定:“网络食品交易

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应当对入网食品经营者进行实名

登记ꎬ明确其食品安全管理责任ꎻ依法应当取得许可

证的ꎬ还应当审查其许可证ꎮ”该法实施后ꎬ各地媒

体仍然不断曝光网络外卖乱象ꎮ 一些网络平台未能

严格执行新规ꎬ无证餐厅成为外卖网站上的热销

大户ꎮ
针对此现象ꎬ主要存在三种观点ꎮ 观点一:外卖

食品网站和外卖 ＡＰＰ 是新生事物ꎬ仍在不断发展ꎬ
法律规定过于具体并不明智ꎻ观点二:虽然食品安全

法对网络平台的监管义务有明确规定ꎬ但网络平台

客观上无法做到对每个网络食品经营者进行实名登

记和许可证查验ꎬ该法缺乏可行性ꎻ观点三:该规定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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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是合理的ꎬ目前法律未能有效实施ꎬ主要原因是

行政监管不到位ꎬ如果加大监管力度ꎬ该法还是能够

发挥其应有作用的ꎮ
请运用法理学相关理论ꎬ回答下列问题:
(１)材料反映出法具有哪些局限性?
(２)三种观点中ꎬ你赞同哪一种ꎬ请说明理由ꎮ
答案要点:(１)法有时会滞后于社会发展ꎬ法律

的稳定性与社会发展的变动性之间往往存在矛盾ꎻ
法律受制于人的因素ꎬ法制定后ꎬ需要人去遵守和执

行ꎬ执法、司法和守法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法律作用

的实现ꎻ法律的实施受制于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多种

因素ꎬ法律规定有时会与客观实际不符ꎬ法律主体难

以实际遵守法律ꎮ
(２)赞同观点一的理由:网络食品外卖是新兴

社会现象ꎬ发展非常迅猛ꎬ法律如果规定得过细ꎬ可
能会使法律的稳定性与网络食品外卖发展的快速性

之间形成较大矛盾ꎬ影响法律效果的实现ꎮ
赞同观点二的理由:网络平台客观上无法全面

履行其义务ꎬ新食品安全法的这一规定缺乏可行性ꎬ
立法的科学性有待加强ꎮ

赞同观点三的理由:徒法不足以自行ꎬ执法机关

执法力度不到位ꎬ执法人员执法活动不充分ꎬ法律效

果必然不能实现ꎮ
(赞同任何一种观点ꎬ只要言之有理ꎬ即可得满

分 ４ 分ꎬ赞同多种观点者ꎬ仅按其第一种观点评分)
◎{分析 ２００８. ６７}某村民委员会在开展“争创

精神文明户”活动中ꎬ将子女是否孝敬老人作为一

项重要的指标ꎬ要求村民对孝敬老人做出承诺ꎮ 张

老汉的儿子张三写了书面承诺书ꎬ保证每个月至少

给父亲 ５０ 元的赡养费ꎬ保证书一式三份ꎬ村民委员

会在保证书上盖章后ꎬ张老汉、张三和村民委员会各

存一份ꎮ 之后ꎬ张三被评为“精神文明户”ꎮ 但是张

三始终没有履行过承诺ꎮ 一次张老汉向儿子要钱看

病ꎬ张三以其儿女上学需要学费、经济紧张为由拒

绝ꎮ 村民委员会据此撤销了张三家的“精神文明

户”的称号ꎬ并支持张老汉向法院起诉ꎮ 法院审理

后支持了张老汉的请求ꎬ判令张三每月向张老汉支

付赡养费 ５０ 元ꎬ并支付张老汉看病的费用ꎮ 几个月

后ꎬ张老汉再次找到原审法官ꎬ请求撤销原判决ꎮ 理

由是判决生效后ꎬ虽然张三付清了他看病的医疗费ꎬ
每月也按时给他 ５０ 元赡养费ꎬ但是他的孙子和孙女

从此不再喊他“爷爷”了ꎬ他为此非常伤心ꎮ 法官听

后也很同情ꎬ但却感到无能为力ꎮ
阅读上述材料ꎬ结合法理学知识和原理ꎬ谈谈你

对村民委员会的举措、法院的判决以及张老汉的遭

遇的认识ꎮ

答案要点:本案例主要体现了法律和道德的关

系以及法律作用的局限性ꎮ
(１)道德是法律运作的社会基础和评价标准ꎬ

道德对法律的实施有促进作用ꎬ社会主义道德观念

的培养和道德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我国法律的实施和

实现ꎮ 村民委员会提倡孝敬老人和支持张老汉起诉

的举措有利于法律上相关规定的落实ꎮ
(２)法律是传播道德ꎬ保证道德实施的有效手

段ꎮ 我国法律对社会主义道德的某些原则的确认ꎬ
使之具有法律的属性ꎬ法律成为社会主义道德教育

的重要方式ꎮ 就本案而言ꎬ张老汉作为老年人应该

享有的权利和张三作为子女应尽的赡养义务得到

了我国宪法和法律的确认ꎮ 法院的判决体现了法

律传播社会主义道德和保障社会主义道德实现的

功效ꎮ
(３)法律在社会生活调整中居于主导地位ꎬ但

是并非所有的问题都可以适用法律ꎬ在有些社会关

系的调整中ꎬ法律无法发挥其作用ꎬ而更多地需要道

德手段来调整ꎮ 就本案例而言ꎬ关于张老汉赡养费

的问题ꎬ法律和道德可以共同调整ꎬ可以通过法律的

适用来解决ꎻ但是ꎬ对于张老汉的孙子和孙女不喊他

“爷爷”的苦恼ꎬ法律却无能为力ꎬ这正好体现了法

律作用的局限性ꎮ

第二节 法 的 价 值▲

　 　 一、法的价值的概念
法的价值是法存在的伦理正当性依据ꎬ它构成

一个社会的法律主体尤其是法律职业人的精神存在

的核心成分ꎬ直接决定着社会的法律主体的法律思

维方式与法律实践ꎮ

　 　 (一)简述法律价值的定义与特征△
法的价值是指人们对于法律的需要和实践过程

中所体现出来的法的积极意义和有用性ꎮ 法的价值

既有价值的基本属性ꎬ又具有其自身的特性ꎮ
一般而言ꎬ法的价值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１)法的价值是阶级性和社会性的统一ꎮ
从主体角度看ꎬ法的价值是以人为主体的价值

关系ꎬ具有阶级性与社会性ꎮ 人是社会发展的产物ꎬ
又是特定阶级的一员ꎬ人的这种双重身份决定了人

在实践中所认识和需要的法的价值的双重性ꎮ
从客体角度看ꎬ法的价值的客体ꎬ即法律本身也

具有双重属性ꎮ 法既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ꎬ也必

须承担社会公共职能ꎮ
任何把法的价值的阶级性与社会性分离开来、

对立起来的做法ꎬ都是不可取的ꎮ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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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法的价值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ꎮ
法的价值的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源于法律主

体的社会实践ꎮ
就其主观性而言ꎬ法的价值是以主体的社会需

要为基础ꎬ主体需要的变化和发展会促使法律在满

足主体需要的方式和程度上发生相应的变化ꎬ法律

的存在和发展也始终以主体的主观需要和观念的相

应转变为前提ꎮ
就其客观性而言ꎬ法的价值的主体需要并非凭

空产生ꎬ而是由主体在社会关系中的地位以及主体

的社会实践所决定的ꎬ最终是由社会物质生活条件

所决定的ꎮ
(３)法的价值是统一性与多样性的统一ꎮ
法的价值的多样性是指法的价值因时代、社会、

阶级、群体而呈现出来的差别性、多样性和多元化ꎮ
法的价值基于主体的需求而产生ꎬ而主体的需要却

是多种多样而且不断发展变化的ꎮ 不同的社会背

景、社会制度之下的人们对于法律这种制度安排的

认识、理解和需求差别也很大ꎬ这就必然导致法律在

满足主体需要方面也会相应地多样化ꎬ从而使法的

价值呈现出复杂多样的状态ꎮ
法的价值的统一性是指法所蕴含的某种共同的

价值标准ꎬ具有统一性ꎮ 生活在同一时代、同一社会

的人们总有某种共同的价值追求ꎬ甚至生活在不同

时代、不同社会的人们也会有某种共同的价值标准ꎬ
即使是统治阶级所形成的价值体系也必须尊重价值

中的一些共性成分ꎮ

　 　 (二)简述社会主义法律价值体系的定义与特

征△
社会主义法律价值体系是由社会主义社会中一

组与法律的制定和实施相关的价值所组成的系统ꎬ
它是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内在精神ꎬ是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在法律领域的集中体现ꎮ
社会主义法律价值体系体现了社会主义法律制

度所追求的目的ꎮ
主要特征:
(１)社会主义法律价值关注人民利益与个人权

利的统一性ꎮ
法律一般通过确定权利义务的方式实现其治理

目的ꎬ社会主义法律价值体系关怀人的真正需求ꎬ在
关注人的生存和发展需求的过程中实现人民利益与

个人权利的统一ꎮ
(２)社会主义法律价值体系关注价值之间的协

调统一ꎮ
秩序、自由、平等、人权、正义、效率共同构成了

社会主义法律的核心价值ꎮ 在这些价值之间本身可

能存在某些冲突ꎬ但社会主义法律价值体系可以实

现价值之间的协调ꎬ在解决价值冲突时确立统一的

确定法律价值的位阶顺序的标准ꎬ即以是否满足最

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标准ꎮ
社会主义法律是由秩序、自由、平等、人权、正

义、效率等核心价值构成的价值系统ꎮ

　 　 二、法的主要价值 (秩序、自由、平等、人
权、正义、效率)▲

　 　 (一)秩序

１.概念

秩序是指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ꎬ事物之

间以及事物内部要素之间相对稳定的结构状态ꎮ
秩序分为自然秩序和社会秩序ꎬ良好的社会秩

序是社会进步的基础ꎮ 通过法律建立和维护良好的

社会秩序是推进改革和建设的重要前提ꎮ ‖自然秩

序是自发形成的ꎬ而社会秩序则是通过人的有意识、
有目的的活动建立的ꎮ 社会秩序可以分为政治秩
序、经济秩序、社会生活秩序、法律秩序等ꎮ

法律秩序是指通过法律调整建立起来的人与

人、人与社会之间相对稳定、和谐有序的状态ꎮ 一方

面ꎬ法律有助于解决社会纠纷和矛盾ꎬ减少冲突和混

乱ꎬ维护正常社会秩序ꎻ另一方面ꎬ秩序是消解、缓和

社会矛盾和冲突的一个基本参照标准ꎮ 秩序不只从

消极角度来调整和解决社会矛盾与纠纷ꎬ而且还从

积极角度鼓励社会合作ꎬ促进社会和谐ꎮ

２.法律的秩序价值

法律与秩序表现为一种互相生成、相互促进的
关系ꎮ 一方面ꎬ法律基于社会对秩序的需求ꎬ是社会
内在规律的表达ꎻ另一方面ꎬ法律对建立和维护社会
秩序起着根本性的作用ꎮ

法律有助于社会秩序的建立与维护ꎬ其作用主

要体现在:
(１)法律有助于建立相应的社会秩序ꎮ
(２)法律有助于维护合理的政治统治秩序ꎮ
(３)法律有助于维护权力的运行秩序ꎮ
(４)法律有助于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ꎮ
(５)法律有助于维护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ꎮ
∥在建立秩序方面ꎬ法律制度通常依照人们所

向往的理想社会秩序来设计ꎬ法律不仅通过赋予社

会主体一定的权利和自由来引导社会主体的各种行

为ꎬ还通过给社会主体施加一定的义务与责任的方

式ꎬ使之对自身的行为加以必要的克制与约束ꎬ以建

立相应的社会秩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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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自由

１.自由的概念和主要特点

自由一般是指从受到束缚的状态之中摆脱出

来ꎬ或不受约束的状态ꎮ 法学上的自由是指主体的
行为与法律的既有规定相一致或相统一ꎮ

自由的主要特点:
(１) 自由意味着主体可以自主选择和从事

行为ꎮ
(２)自由也表现为主体自主选择的行为必须与

既有法律规定相一致ꎮ
(３)自由是人的本性ꎬ是不可剥夺的普遍权利ꎬ

正如马克思所说ꎬ自由“确实是人的本质” “不自由

对人来说就是一种真正的致命的危险”ꎮ
‖自由在法律价值体系中处于重要地位ꎬ法律

以自由为前提和目的ꎬ自由必须通过法律实现ꎮ 自
由作为一种价值理想ꎬ是法律的灵魂ꎮ 法律应当奠
定在自由的基础之上ꎬ必须确认、体现和保障更多人
的更多自由ꎬ否则ꎬ就是不正义的法律ꎬ就应当受到
谴责ꎮ 同时ꎬ法律也要限制自由ꎬ甚至在特定的情况
下取消自由ꎮ

２.法律的自由价值▲
‖法律具有自由价值ꎬ自由作为法律价值的意

义在于:法律是否以保障人的自由为目的以及是否
能够切实保障人的自由已经成为现代社会衡量法律
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准ꎮ

法律的自由价值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依法保

护主体的意志自由ꎻ二是依法保护主体的行为自由ꎮ
法律的自由价值是通过确认和保障自由体现出

来的:
(１)法律确认自由ꎮ 法律确认自由通常采用两

种方式:①以权利和义务规定来设定主体享有自由

的范围ꎮ 法律在把自由确认为权利的同时ꎬ也就确

定了自由的范围ꎬ国家通过对权利的保护来实现自

由ꎮ ②以权利和义务来设定主体自由的实现方式ꎮ
(２)法律保障自由ꎮ 法律保障自由的方式具有

多样性:
①法律通过划定国家权力本身的合理权限范

围ꎬ明确规定公权力正当行使的程序ꎬ排除各种非法

妨碍ꎬ以保障社会主体的自由免受公权力的侵害ꎻ
②法律对每个主体享有的自由进行界定和限

制ꎬ防止主体之间对各自自由的相互侵害ꎬ防止社会

主体超越权利滥用自由ꎻ
③法律禁止主体任意放弃自由ꎻ
④法律为各种对主体自由的非法侵害确立救济

手段与救济程序ꎮ

近代以来ꎬ法律在实践中对于主体的自由的保

障体现在两个方面:
(１)法律排除国家权力对于某些个人自由的干

涉ꎬ即保障主体的自由免受侵害ꎮ 特别是私权领域ꎬ
保障个人的生活选择不受公权力的干预ꎮ ∥但随着

福利国家的出现ꎬ传统上属于这类自由的领域ꎬ如就

业、医疗、住房等ꎬ开始越来越受到政府福利政策的

大幅干预ꎮ
(２)法律保障主体可以合法地享有行使各项权

利的自由ꎮ ∥国家通过法律为个人的发展提供平等

机会ꎬ使个人能自由地追求自己的合法目标ꎻ同时ꎬ
国家还必须为保障个人的积极自由ꎬ提供必要的

帮助ꎮ

３.简述法与自由的关系▲
法律与自由具有密切的关系ꎬ一方面自由促进

和推动法律进步ꎬ没有自由ꎬ不可能有法律的进步和

发展ꎻ另一方面ꎬ自由没有法律也不行ꎬ自由是法律

规定和许可的自由ꎬ没有法律就没有自由ꎬ自由受法

律的保护和限制ꎮ 自由与法律的关系主要体现:
(１)自由是法律的基本内容ꎮ 自由不仅仅表现

为主体有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活动的权利ꎬ也
表现为主体在法律规定之外不被强迫的权利ꎮ 它是

衡量法律好坏ꎬ是否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ꎮ
(２)法律确认和保障自由ꎬ法律是保障自由的

手段ꎮ 自由的实现很大程度上要依赖社会的法律环

境ꎬ法律通过约束义务主体的自由保障权利主体自

由的顺利实现ꎬ是现代社会自由实现的最主要形式ꎮ
在受法律支配的社会中ꎬ没有法律也就没有自由的

实现ꎮ
∥洛克:自由意味着不受他人的束缚和强暴ꎬ而

哪里没有法律ꎬ哪里就没有自由ꎮ
◎{单 ２０１７. ５} “哪里没有法律ꎬ哪里就没有自

由ꎮ”关于这句话ꎬ下列理解正确的是 ( )①ꎮ
Ａ. 人生而自由ꎬ因此自由与法律无关ꎻＢ. 自由意味

着人可以从事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ꎻＣ. 法律以保障

个人自由为唯一的价值和目标ꎻＤ. 若没有法律的保

障和约束ꎬ自由便荡然无存

４.分析题

◎{法分析 ２０１４. ３４}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

切事情的权利在一个有法律的社会里ꎬ自由仅

仅是:一个人能够做他应该做的事情ꎬ而不被强迫去

做他不应该做的事情ꎮ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

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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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意味着不受他人的束缚和强暴ꎬ而哪里没

有法律ꎬ哪里就没有自由ꎮ ———洛克:«政府论»(下)
请结合上述材料ꎬ回答以下问题:
(１)除了材料中出现的自由价值外ꎬ现代法律

还有哪些主要价值?
(２)什么是法律的自由价值?
(３)自由与法律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答案要点:(１)法律的主要价值还有秩序、效

率、正义、平等、人权等ꎮ
(２)法律的自由价值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依法

保护主体的意志自由ꎻ二是依法保护主体的行为自由ꎮ
(３)法律与自由具有密切的关系ꎮ
自由是现代法律精神的基本内容ꎮ 自由不仅仅

表现为主体有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活动的权

利ꎬ也表现为主体在法律规定之外不被强迫的权利ꎮ
法律确认和保障自由ꎮ 自由的实现很大程度上

要依赖社会的法律环境ꎬ法律通过约束义务主体的

自由保障权利主体自由的顺利实现ꎬ是现代社会自

由实现的最主要形式ꎮ 在受法律支配的社会中ꎬ没
有法律也就没有自由的实现ꎮ

　 　 (三)平等

１.简述平等的含义与特点▲(结合宪法学习)
法律上的平等主要是社会主体能够获得同等的

待遇ꎬ包括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ꎮ
平等具有以下特点:
(１)平等是一个历史的范畴ꎬ其所表达的内涵

随着社会历史环境和条件的变化而变化ꎮ
(２)平等并不等于平均ꎮ 平均就是没有差别ꎬ

平均的不合理之处就是无视人的差别ꎬ从而有害于

人和社会的发展ꎮ
(３)平等要求排除特权和消除歧视ꎮ 特权与歧

视都是对平等的否定ꎬ与人类文明格格不入ꎮ ∥特

权是指基于特殊身份或关系而对社会中的一部分人

所给予的特殊对待ꎮ 歧视则以认可人们天生存在身

份与地位的高低贵贱为前提和基础ꎬ并把一部分人

视为低于其他人ꎮ
(４)平等与差别对待有条件共存ꎮ 从人的共性

与特殊性角度看ꎬ一方面ꎬ人与人之间在人格和主体

资格上的普遍平等是绝对的ꎬ这是形式平等的表现ꎻ
另一方面ꎬ由于人与人之间确实存在自然和社会的
各种差异ꎬ因而对具有各种差别的人们给予权利、义
务方面的差别对待也是合理的ꎬ这有助于实质平等
的实现ꎮ

２.法律的平等价值

‖法律具有平等价值ꎮ 法律具有平等价值的意

义在于ꎬ平等指导着法律对权利、义务的公正分配ꎬ
有助于人们之间形成彼此平等、彼此尊重的关系ꎮ

法律的平等价值体现在法律能够确认和保障平
等价值的实现ꎮ 法律一般是通过立法、执法和司法
等活动来确认和保障平等的实现ꎮ 其基本方式有:

(１)法律把平等宣布为一项基本的法律原则ꎮ
平等贯穿于一个国家的整个法律体系ꎬ如宪法、民法

和程序法领域确立的平等原则ꎮ
(２)法律确认和保障主体法律地位的平等ꎮ 主

体地位平等是法律形式平等的最重要的体现ꎬ也是

实质平等的前提ꎮ
(３)法律确认和保障社会财富、资源、机会与社

会负担的平等分配ꎮ 法律将前述内容转化为法律上

的权利和义务ꎬ从而保障其实现ꎮ
(４)法律公平地分配法律责任ꎮ 在法律责任的

分配中ꎬ责任自负、责任相称、过错责任为主ꎬ而无过

错责任为辅等ꎬ都是责任公平原则的体现ꎮ
◎{单 ２０１８. ９[４]} “和为贵”是中国传统法律

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ꎬ关于该理念的当代意义及价

值ꎬ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①ꎮ Ａ. “和为贵”与自

由、平等的法律观念无法兼容ꎻＢ. “和为贵”对调解

制度的实施可以起到积极的作用ꎻＣ. “和为贵”观念

不利于维护社会公平和秩序ꎻＤ. 信访制度是“和为

贵”在当代法律制度中的重要体现

　 　 (四)人权▲
１.概念

人权是人作为人所享有或应当享有的权利ꎮ 人

权表达了所有人在人格上的普遍平等观念和固有尊

严观念ꎮ
人权的内涵:人权是人作为人享有的或应当享

有的权利ꎮ 人权具有普遍性、本源性、综合性、历史

性的特点ꎮ 人权体现现代法治的宗旨ꎬ是对法律精

神的指引ꎬ也是评价法律内在品质的标准ꎮ {论

２０１９. ５８}

２.特点(与其他权利比较)
(１)人权是普遍性的权利ꎮ 人权是普遍地为所

有的人平等享有或应当享有的权利ꎮ ∥自由是人权

的内容要素ꎬ而平等则是人权的形式要素ꎮ
(２)人权是本源性的权利ꎮ 人权是其他权利存

在的正当性根据和理由ꎬ在整个权利体系中属于最

基础性的权利ꎮ
(３)人权是综合性的权利ꎮ 人权是包含多项权

利内容的复杂的综合性、开放性的权利体系ꎮ 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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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开放性的权利体系ꎬ其具体权利内容也随

着人对自身认识和理解的加强而不断深化ꎬ新的权

利类型也将不断出现ꎮ
(４)人权是历史发展的产物ꎮ 马克思曾引用黑

格尔的论断:“人权不是天赋的ꎬ而是历史地产生

的ꎮ”人权的历史发展特点从其特点、内容到保障措

施等方面都可以体现出来ꎮ
◎{多 ２０１７. ４７[２２]}下列有关人权的说法ꎬ不

正确的有( )①ꎮ Ａ. 只存在个体人权ꎬ不存在集

体人权ꎻＢ. 人权是指宪法中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ꎻ
Ｃ. 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ꎬ人权是历史发展的产物ꎻ
Ｄ. 人权具有超时代性ꎬ所以人权价值属于本源性

价值

３.人权作为法律价值的重要意义

(１)人权作为法律价值表明了法律对作为主体

的人的肯定ꎬ即对人的独立且平等的人的尊严的

尊重ꎮ
(２)人权作为法律价值ꎬ表明法律的来源、法律

运作的各个环节以及法律的根本目的都基于人本

身ꎬ并以人的现实生活为关注焦点ꎬ以人的理想生活

为直接目标ꎮ
(３)人权作为法律价值ꎬ既是对法律的精神、原

则、规范的直接检验和方向引导ꎬ也是对法律的内在

品质进行批判的标准和完善的依据ꎮ 人权价值可作

为立法与司法的指导ꎮ
◎{法单 ２０１６. ３}下列关于人权的表述ꎬ正确的

是( )②ꎮ Ａ. 人权就是指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ꎻ
Ｂ. 人权价值可作为立法与司法的指导ꎻＣ. 人权是超

越时代和历史的基本权利ꎻＤ. 人权的主体是公民ꎬ
其内容由宪法加以规定

４.人权的法律分类

可以按不同的角度或标准进行ꎮ 按权利主体为

标准ꎬ可分为个体人权和集体人权ꎮ
集体人权可分为一般社会群体的权利和特殊社

会群体的权利两大类ꎮ
个体人权按照联合国人权公约可分为:
(１)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ꎮ 如生命权、人身自

由与安全权、人格尊严权、隐私权、选举与被选举权ꎬ
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与游行、示威自由ꎮ 这

类权利和自由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与安全ꎬ并确保

其有效参与国家公共事务ꎮ
(２)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ꎮ 如财产权、劳动

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社会保障权ꎮ 这类权利与前

一类权利相对应ꎬ旨在实现对公民的物质和文化利

益的保障ꎮ
∥一般说来ꎬ个体人权是集体人权的基础ꎬ集体

人权是个体人权的保障ꎮ 因此ꎬ必须把个体人权和

集体人权统一起来ꎬ并对一般社会群体的人权和特

殊社会群体的人权都予以足够的重视和充分的

保障ꎮ

５.简述法与人权的关系▲{法分析 ２０１１. ３４}
(１)保护人权是法律的核心内容ꎬ也是我们立

法的基本原则ꎮ 法律是保障人权实现的强有力的工

具ꎬ主要体现在宪法当中ꎬ也体现在其他部门法中ꎮ
(２)通过法律来实现人权ꎮ 一是通过法律实现

人权的具体化ꎻ二是通过法律才有实现人权的程序

和方法ꎻ三是有了法律才有保障人权的运行体制ꎻ四
是通过法律对侵犯人权的行为给予法律制裁ꎮ

◎{多 ２０１８. ４２[２２]}２０１６ 年 ９ 月ꎬ国务院新闻

办公室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２０１６ － ２０２０ 年)»ꎬ
对我国人权事业的发展做出全面部署ꎬ对此ꎬ下列说

法正确的有( )③ꎮ Ａ. 国家对保障人权负有重

要责任ꎻＢ. 人权就是公民依据宪法和法律享有的权

利ꎻＣ. 现代人权的保护需要通过立法予以确认ꎻ
Ｄ. 司法机关在审判时应尊重和保障当事人的人权

　 　 (五)正义▲
１.正义的含义

正义是人类追求的共同理想ꎬ也是法律的核心
价值ꎮ 它以利益为依归ꎬ是对利益的正当分配ꎮ 一

般认为ꎬ作为社会基本结构的社会体制的正义ꎬ是最

为根本和具有决定意义的正义ꎬ是社会的首要正义ꎮ

２.正义的分类

正义可以依据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
(１)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ꎮ 形式正义与实质正

义是统一的ꎬ形式正义是手段ꎬ实质正义是目的ꎬ形
式正义服从于实质正义ꎬ并最终保障实质正义的

实现ꎮ
(２)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ꎮ 实体正义是指通过

法律上的实体权利和义务来公正地分配社会利益与
负担的法律规则所体现出来的正义ꎻ程序正义是指
为了实现法律上的实体权利与义务而公正地设定一
系列必要程序所体现出来的正义ꎮ 程序正义是实现

实体正义的前提ꎬ没有程序正义的保障就没有实体

正义的实现ꎮ
◎{法论 ２０２０. ３５}试论“正义不仅要实现ꎬ而且

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ꎮ
答案要点:正义是法的核心价值之一ꎬ是对利益

的正当分配ꎮ 这句话是法的正义价值在司法中得以

实现的形象概括ꎬ强调法既要实现实体正义ꎬ又要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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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学(综合课)

宪法学

记忆树

概述
§ １ 宪法基本理论:概述ꎻ宪法的产生和历史发展ꎻ宪法原则ꎻ宪法规范

§ ２ 宪法的制定和实施:宪法制定ꎻ宪法解释ꎻ宪法修改ꎻ违宪监督{

国家制度

§ ３ 国家基本制度:国家性质(国体)ꎻ政权组织形式(政体)ꎻ选举制度ꎻ

政党制度ꎻ国家结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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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宪法基本理论

第一节 宪 法 概 述【选择】

　 　 一、宪法的概念
宪法是确立公民权利保障和国家机构权限的根

本法ꎮ
宪法是规范民主施政规则的国家根本法ꎬ是有

关国家权力及其民主运行规则、国家基本制度以及

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的法律规范的总称ꎮ
◎{法单 ２０１３. ９}下列关于“宪法”的表述ꎬ正确

的是( )①ꎮ Ａ. 中国历史典籍中的“宪法”特指

根本法ꎻＢ. 近代意义上的“宪法”泛指典章法度ꎬ是
“法律的法律”ꎻＣ. 古代意义上的“宪法”与近代意义

上的“宪法”没有本质区别ꎻＤ. 近代意义上的“宪

法”不仅是法的表现形式ꎬ而且是一国法律体系的

核心

　 　 二、宪法的特征▲【论述】
　 　 (一)宪法的形式特征▲

１.宪法与普通法律的共性

宪法首先是法ꎬ同刑法、民法等法律一样ꎬ是法

的一个部门ꎬ它同其他法律部门一起共同构成特定

国家的法律体系ꎮ
∥宪法与普通法律的共性表现在:(１)都是统

治阶级意志和利益的表现ꎻ(２)都是具有国家强制

力的行为规范ꎻ(３)都是实现阶级统治的重要工具ꎻ
(４)它们的内容都主要取决于社会的物质生活

条件ꎮ

２.宪法的形式特征▲
２. １　 {法简 ２０１１. ３２}简述我国宪法作为根本

法的特征

答案:我国宪法作为根本法的特征如下:
(１)宪法内容具有根本性ꎮ 宪法的主要内容包

括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ꎮ
(２)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ꎮ 宪法是其他法

律的立法依据或立法基础ꎻ任何法律都不得与宪法

相抵触ꎬ否则无效ꎻ宪法是一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

和公民的最高行为准则ꎮ
(３)宪法的制定、修改程序与普通法律不同ꎮ

宪法的制定和修改程序更为复杂和严格ꎮ
∥我国宪法规定ꎬ宪法的修改由全国人大常委

会或者 １ / ５ 以上的全国人大代表提议ꎬ并由全国人

大以全体代表的 ２ / ３ 以上的多数通过ꎮ 而其他法律

只需要过半数通过即可ꎮ
２. ２　 简述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表现

(１)我国«宪法»序言中规定:宪法是国家的根

本法ꎬ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ꎮ 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

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

业组织ꎬ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ꎬ并且负有

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ꎮ
(２)«宪法»第 ５ 条规定:①一切法律、行政法规

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ꎮ ②一切国家机

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

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ꎻ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

行为ꎬ必须予以追究ꎮ 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

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ꎮ
２. ３　 考点解析

宪法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居于核心地

位ꎬ是其他部门法律规范的最高依据ꎮ 宪法与普通

法律的区别ꎬ就是宪法的形式特征ꎮ
(１)宪法内容的根本性ꎮ
宪法内容的根本性表现在宪法规范国家生活和

社会生活的总体运行规则ꎬ以及各种政治参与主体

诸如国家机关、各政党、各种政治力量和公民的政治

地位和权利义务界限ꎮ
∥宪法规定国家的根本制度ꎬ这是对国家和社

会生活的宏观规范和调整ꎬ宪法规定的内容是有关
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基本原则和主要问题ꎬ包括
国家主权的归属、政治过程的基础和形态、国家权力
机关的设置及界限、中央和地方的权限划分、公民的
基本权利和义务的范围、基本国策等范畴ꎮ

(２)宪法效力的最高性ꎮ
の第 ５ 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ꎬ建

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ꎮ
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ꎮ
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

法相抵触ꎮ
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

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ꎮ 一切

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ꎬ必须予以追究ꎮ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

特权ꎮ
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表现▲:∥理解“宪

法至上”ꎬ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ꎮ
在一国的法律体系中ꎬ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

２
①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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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ꎬ处于最高的法律地位ꎮ
①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表现为对法的最高法律

效力ꎮ
首先ꎬ宪法是其他一般法律的立法基础ꎬ是一般

法律制定的依据和基础ꎬ为其提供立法原则ꎮ ∥宪

法是国家的根本法ꎬ规定其他法律的立法原则ꎬ为整

个国家的法律体系的构建提供准则、依据和基础ꎬ所
以在这个意义上宪法又被称为“母法”ꎬ而普通法律

则被称为“子法”ꎬ表明宪法和普通法律之间的内在

关联ꎮ
其次ꎬ宪法具有的最高法律效力表明ꎬ一切法

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ꎬ否
则无效ꎮ ∥宪法是规范国家和社会运行的基本原则

和章程ꎬ普通法律则是将宪法的原则性规范具体化

为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则ꎬ目的是促成宪法的原则性

规定在现实生活中的落实和实现ꎮ 在国家的整个法

制体系的构建和运行中ꎬ宪法是核心和根本ꎬ具有最

高的法律效力ꎬ一切普通法律规范的有效与否及其

存废ꎬ都应以宪法规范为确定和取舍的依据ꎮ
②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表现为对人的最高法律

效力ꎮ
宪法是一切国家机关、政治力量、政治组织以及

一切社会组织和个人的根本活动准则ꎬ任何组织或

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的特权ꎮ
∥宪法的效力主要体现为规范立法权、行政权

和司法权ꎮ 宪法效力主要针对国家公权力ꎬ因而其

规范的对象主要包括国家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

法权ꎮ
◎{单 ２０１８. ２１}关于我国宪法的效力ꎬ下列表

述不正确的是( )①ꎮ Ａ. 现行宪法首次明确规

定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ꎻＢ. 一切法律、行政

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ꎻＣ. 国家机

关和武装力量ꎬ各政党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

准则ꎻＤ. 法院审理案件时ꎬ一般不得直接引用宪法ꎬ
故宪法对法院的审判活动没有拘束力

◎{法单 ２０１６. ８}下列关于«宪法»效力的表述ꎬ
正确的是( )②ꎮ Ａ. «宪法»的效力和法律的效

力相同ꎻＢ. «宪法»能够直接约束私人行为是宪法学

的通说ꎻＣ. 就各国实践来看ꎬ«宪法»具有最高效力

是例外情形ꎻＤ. «宪法»效力主要体现为规范立法

权、行政权和司法权

(３)宪法的制定、修改程序的特殊性▲ꎮ
宪法的制定和修改程序相对于普通法律更为复

杂和严格ꎬ这是由宪法内容的重要性和宪法所具有

的最高法律效力决定的ꎬ其基本精神在于维护宪法

的尊严和最高地位(当然ꎬ不成文宪法不具备这个

特点)ꎮ 表现在:
①制定程序不同ꎮ 宪法是由专门的制宪机构制

定的ꎬ宪法草案的通过要求 ２ / ３ 或者 ３ / ４ 以上的多
数ꎬ有的国家甚至还要经全体公民投票才能最终

议决ꎮ
②修改程序不同ꎮ 各国一般对修宪提案权的主

体有特别的限制ꎬ如有的国家规定由议会绝对多数

提出ꎬ有的国家规定由总统提出ꎬ也有的国家规定达

到法定数量的公民可以提出ꎮ 一般国家还规定宪法

修正案需要有更为严格的通过程序ꎬ通常要求立法

机关以绝对多数或者特定方式通过ꎮ
在我国ꎬ只能由全国人大修改宪法ꎬ宪法修正案

只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者１ / ５ 以上的全国人大代
表提议ꎬ并由全国人大以全体代表的２ / ３ 以上的多

数通过ꎬ一般由全国人大主席团公布ꎮ
③对于宪法内容的修正往往附加特别的限制ꎬ

有的国家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却存在事实上的对修

宪内容的限制ꎮ
◎{分析 ２０１７. ６８}１９９３ 年 ２ 月ꎬ七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接受中共中央提出的修宪建议ꎬ形成宪法修

正案(草案)ꎬ提请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ꎮ
１９９３ 年 ３ 月ꎬ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ꎬ２３８３ 名

全国人大代表签名ꎬ以代表提案的方式向会议主席

团提出“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议案”ꎮ 会议主

席团将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修正案(草案)
和该“代表修宪议案”合并成一份宪法修改案ꎬ交付

大会表决ꎮ １９９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ꎬ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

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 ３ 条至

第 １１ 条ꎮ
请根据我国现行宪法及法律ꎬ结合上述材料ꎬ回

答下列问题:
(１)有权向全国人大提议修改宪法的主体有

哪些?
(２)全国人大表决宪法修改案与法律案ꎬ在通

过程序上有何区别?
(３)我国修宪实践中ꎬ对宪法的部分修改采用

过哪些方式?
答案要点:(１)宪法规定ꎬ宪法的修改由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 １ / ５ 以上的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提议ꎮ 提议宪法修改的 ２３８３ 名全国人

大代表已经超过 １ / ５ 的要求ꎮ
(２)宪法规定ꎬ宪法修改由全国人大以全体代

表的 ２ / ３ 以上多数通过ꎻ法律和其他议案由全国人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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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ꎮ
(３)一是全国人大以决议的方式直接修改宪法

条文ꎬ二是全国人大以修正案的方式修改宪法的

内容ꎮ
◎{多 ２０１５. ５２}在我国ꎬ宪法的根本法地位表

现在( )①ꎮ Ａ. 法律效力上ꎬ宪法具有最高法律

效力ꎻＢ. 修改程序上ꎬ宪法比普通法律更为严格ꎻ
Ｃ. 内容上ꎬ宪法规定国家最根本、最重要的制度ꎻ
Ｄ. 解释上ꎬ宪法只能由全国人大进行解释

　 　 (二)宪法的实质特征(本质)▲
宪法的实质特征表现在:(１)宪法是公民权利

的保障书ꎮ 宪法最主要、最核心的价值在于它是公

民权利的保障书ꎬ宪法全面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ꎬ
并对其他一般法律中对公民的权利的设计和规定具

有重要的指引作用ꎮ (２)宪法是民主制度法律化的
基本形式ꎮ 宪法作为民主制度法律化的基本形式表

现在宪法确立了国家的民主施政规则ꎮ (３)宪法是
各种政治力量对比关系的集中体现ꎮ 根据马克思主

义法学理论ꎬ法律是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的反映ꎬ
因而宪法也同样是统治阶级的国家意志和根本利益

的反映ꎮ

１.宪法是民主制度法律化的基本形式【选择】
宪法作为民主制度法律化的基本形式表现在宪

法确立了国家的民主施政规则ꎮ 宪法确认民主施政

规则ꎬ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１)宪法规定了代议制和普选制ꎬ为人民主权

的实现构建了政治运行机制ꎮ
(２)宪法以根本法的形式赋予人民广泛的政治

权利和其他社会、经济、文化权利ꎮ 这些权利既是人

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在其他社会生活领域的具体

体现ꎬ同时也是人民政治权利实现的保障ꎮ 宪法确
认和保障广泛的人民权利ꎬ实际上为民主施政构建
了坚实的社会基础ꎮ

(３)宪法具体规范了国家机构的职权和行使程

序ꎬ为国家权力的运行提供了法定界限ꎮ 只有依法

对国家权力的分工和运行程序予以规范ꎬ才能确保

其在民主施政中各司其职ꎬ发挥作用ꎮ
宪法规范国家机构及其权力界限ꎬ就是对民主

施政的保障ꎬ反映了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ꎮ

２.宪法是各种政治力量对比关系的集中体现

宪法确认社会各阶级的政治地位ꎬ表现在:
(１)宪法是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的集中表现ꎬ是
统治阶级以根本法的形式确认本阶级的斗争成果、
巩固本阶级已经取得的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统治地

位的法律武器ꎮ (２)宪法的内容和形式要受到阶级

力量对比关系的决定和影响ꎬ这是各阶级社会政治

地位的动态反映ꎮ

　 　 三、宪法的分类△

　 　 (一)宪法的传统分类(形式分类)
资产阶级宪法学者依照宪法形式上的特征对宪

法进行了分类ꎮ 宪法的形式分类能够拓宽人们关于

宪法认识的视角ꎬ更加全面地了解各国宪法在形式

上的共性和差别ꎬ对于宪法的内容有更为直观的认

识和把握ꎮ 其缺点是不涉及宪法的本质认识ꎬ未能

揭示宪法的阶级本质ꎮ 所以ꎬ宪法的形式分类虽有

其合理性和科学因素ꎬ但作为认识和研究宪法的方

法论则是不完善的ꎮ
依照宪法的形式特征ꎬ将宪法分为以下类型:

１.成文宪法与不成文宪法△
分类标准:宪法是否具有统一法典形式ꎮ
成文宪法是指以统一的宪法典的形式表现出来

的宪法ꎬ它具有规范明确、条文系统、便于执行和监

督的特点ꎮ 现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宪法都是成

文宪法ꎮ
不成文宪法则是指没有统一的法典形式而由带

有宪法性质的各种法律文件、宪法判例和宪法惯例

而组成的宪法ꎮ 不成文宪法最显著的特征在于ꎬ虽
然各种法律文件并未被冠以宪法之名ꎬ但却发挥着

宪法的作用ꎮ 它具有弹性较大、适应性强的优点ꎬ但
也具有规范不系统等方面的不足ꎮ

考点:(１)英国学者蒲莱士 １８８４ 年首次提出ꎮ
(２)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典是１７８７ 年的«美

利坚合众国宪法»(以下简称«美国宪法»)ꎻ它生效

于 １７８９ 年ꎬ至今已通过了 ２７ 条宪法修正案ꎮ
(３)１７９１ 年«法国宪法»则是欧洲大陆的第一

部成文宪法ꎻ大多数国家是成文宪法ꎬ如中国、日本、
法国等ꎮ

(４)英国宪法是不成文宪法的典型代表ꎮ 其产

生及存在原因: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ꎬ以及

英国民众对不成文宪法形式的习惯和认同ꎮ 了解:
英国宪法的主体由各个不同历史时期颁布的宪法性

文件构成ꎮ 包括:１２１５ 年的«自由大宪章»、１６２８ 年
的«权利请愿书»、１６７９ 年的«人身保护法»、１６８９ 年
的«权利法案»、１７０１ 年的«王位继承法»、１９１１ 年的
«国会法»、１９１８ 年的«国民参政法»、１９２８ 年的«男
女选举平等法»、１９６９ 年的«人民代表法»等ꎮ

◎{单 ２０２１. １３[８]}下列关于英国宪法的表述

４
①ＡＢ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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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是( )①ꎮ Ａ. 英国宪法是议会共和制的

体现ꎻＢ. 宪法修正案是英国宪法的组成部分ꎻＣ. 英
国宪法是欧洲第一部成文宪法ꎬ以保障人权为特点ꎻ
Ｄ. 英国宪法是资产阶级在不同历史时期ꎬ同封建贵

族斗争、妥协的产物

◎{法单 ２０１２. ９}根据是否具有统一的法典形

式ꎬ可以把宪法分为( )②ꎮ Ａ. 成文宪法和不成

文宪法ꎻＢ. 刚性宪法和柔性宪法ꎻＣ. 钦定宪法、协定

宪法和民定宪法ꎻＤ. 社会主义宪法和资本主义宪法

◎{单 ２０１１. ２２}在形式意义上ꎬ世界上大多数

国家的宪法属于( )③ꎮ Ａ. 成文宪法、刚性宪法

和民定宪法ꎻＢ. 不成文宪法、柔性宪法和协定宪法ꎻ
Ｃ. 成文宪法、刚性宪法和钦定宪法ꎻＤ. 不成文宪法、
柔性宪法和钦定宪法

２.刚性宪法和柔性宪法

英国学者蒲莱士最早提出ꎮ
分类标准:宪法的效力和修改程序是否与普通

法律相同ꎬ宪法有无严格的制定、修改机关以及
程序ꎮ

刚性宪法:指在效力上高于普通法律ꎬ在修改程

序上比普通法律严格的宪法ꎮ 刚性宪法有利于保持

宪法的权威性和稳定性ꎬ有利于宪法的保障和实施ꎮ
现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宪法都是刚性宪

法ꎬ成文宪法的国家往往也是刚性宪法的国家ꎮ 典

型代表:美国宪法、日本宪法ꎮ {多 ２０１０. ５９}
‖刚性宪法是指制定、修改的机关和程序不同

于一般法律的宪法ꎮ 对此ꎬ一般有三种情况:(１)制
定或修改宪法的机关往往是特别成立的机关ꎻ
(２)制定或者修改宪法的程序更加严格ꎻ(３)制定或

修改宪法的程序与普通立法程序不同ꎮ
柔性宪法:指制定、修改的机关和程序都与普通

法律相同的宪法ꎮ 典型代表:英国宪法ꎮ
柔性宪法的法律效力和权威与普通法律并无差

异ꎮ 一般来讲ꎬ不成文宪法都是柔性宪法ꎬ但成文宪
法也有柔性的ꎬ如南美洲的哥伦比亚、智利、秘鲁及

大洋洲的新西兰等国ꎮ 柔性宪法也有好处ꎬ就是灵

活性较强ꎬ能适应现实不断变化的要求ꎮ
◎{单 ２０１３. １５}最早提出刚性宪法和柔性宪法

分类的学者是( )④ꎮ Ａ. 蒲莱士ꎻＢ. 戴雪ꎻＣ. 西
耶士ꎻＤ. 洛克

◎{多 ２０１０. ５９}从宪法的形式特征看ꎬ我国现

行宪法属于( )⑤ꎮ Ａ. 成文宪法ꎻＢ. 协定宪法ꎻ
Ｃ. 刚性宪法ꎻＤ. 人民民主宪法

３.钦定宪法、协定宪法和民定宪法

分类标准:制定宪法的机关ꎮ
钦定宪法:指由君主或以君主的名义制定和颁

布的宪法ꎬ奉行主权在君的原则ꎮ
举例:(１)现行最古老的钦定宪法是 １８１４ 年

«挪威王国宪法»ꎻ(２)１８８９ 年日本«大日本帝国宪

法»ꎻ(３)１９０８ 年清政府«钦定宪法大纲»ꎻ(４)１８１４
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八颁布的宪法ꎮ

协定宪法:指由君主与国民或者国民的代表机

关协商制定的宪法ꎬ往往是各阶级妥协的产物ꎮ
举例:１２１５ 年英国的英王约翰签署的«自由大

宪章»ꎻ１８３０ 年«法国宪法»ꎻ现存最古老的协定宪法
是 １８０９ 年 ６ 月 ６ 日的«瑞典王国宪法»ꎬ又称政体书

或政府组织法ꎮ
民定宪法:指由民意机关或者公民公决制定的

宪法ꎮ
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宪法都属于民定宪法ꎬ

奉行人民主权原则ꎬ在形式上强调以民意为依归ꎬ以
民主政体为价值追求ꎮ

　 　 (二)马克思主义的宪法分类(实质分类)
依据宪法的阶级本质和赖以建立的经济基础的

不同ꎬ将宪法分为资本主义类型宪法、社会主义类型
宪法ꎮ

分类特点:在于揭示宪法的本质ꎬ反映了宪法的

阶级属性ꎮ
分类意义:马克思主义的宪法分类方法是科学

的分类方法ꎬ是马克思主义对宪法学的卓越贡献ꎮ
宪法类型的理论以宪法的本质属性作为宪法的分类

标准ꎬ将宪法分类的理论奠定在科学的基础之上ꎬ在
宪法学上具有重要的意义ꎮ

◎{单 ２０１９. １３[８]}下列关于宪法分类的表述ꎬ
正确的是( )⑥ꎮ Ａ. 刚性宪法和柔性宪法的区

分由宪法学家罗文斯坦最早提出ꎻＢ. 成文宪法和不

成文宪法的划分标准是宪法是否具有成文的形式ꎻ
Ｃ. 以制定宪法的机关为标准ꎬ可将宪法分为民定宪

法和共和宪法ꎻＤ. 根据宪法的经济基础和阶级本

质ꎬ可将宪法分为资本主义宪法和社会主义宪法

◎{单 ２０１４. １７}按照宪法的分类ꎬ我国现行宪

法属于( )⑦ꎮ Ａ. 钦定宪法ꎻＢ. 协定宪法ꎻＣ. 成
文宪法ꎻＤ. 柔性宪法

◎{法多 ２０１５. ２６}下列关于宪法分类的表述ꎬ
正确的有( )⑧ꎮ Ａ. １９５８ 年法国宪法属于典型

的民定宪法ꎻＢ. 我国现行宪法既是成文宪法又是刚

性宪法ꎻＣ. 英国宪法是成文宪法ꎬ而美国宪法是不

成文宪法ꎻＤ. 资本主义类型宪法与社会主义类型宪

法是马克思主义宪法学者对宪法的分类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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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２０１１. １８}根据马克思主义宪法理论ꎬ下
列关于宪法本质的表达ꎬ不正确的是 ( )①ꎮ
Ａ. 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ꎻＢ. 宪法是全民意志和

利益的反映ꎻＣ. 宪法是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基本

形式ꎻＤ. 宪法是各种政治力量对比关系的集中体现

　 　 四、宪法与依宪制国△【新增】

　 　 (一)依宪治国的含义

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ꎬ坚持依法
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ꎮ 我国现行宪法确立的一

系列制度、原则和规则ꎬ制定的一系列大政方针ꎬ都
充分反映了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ꎮ

维护宪法尊严和权威ꎬ是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
严、权威的前提ꎬ也是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确
保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ꎮ 全国各族人民、一切

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

事业组织ꎬ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ꎬ并且负

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ꎮ 任何组织

和个人ꎬ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ꎮ 一切违

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ꎬ都必须予以追究ꎮ

　 　 (二)宪法与依宪治国的关系▲【简述或论述】
宪法与依宪治国互为基础和前提ꎬ是形式与内

容的关系ꎬ两者是辩证统一的ꎮ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

法ꎬ具有最高效力ꎮ 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ꎬ宪法的权
威也在于实施ꎮ

唯有依宪治国ꎬ方能使宪法真正成为现实力量ꎬ
保证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
权ꎬ实现“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ꎮ
只有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依法执政基本方式ꎬ
使执政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ꎬ真正做到党领

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ꎬ才能使宪法成为所有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最高行为准则ꎮ
依宪治国ꎬ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ꎬ坚

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当家做主ꎬ保证宪法实施ꎬ就
是保证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ꎮ

依宪治国是宪法规范与宪法实施的政治实践相

结合的产物ꎮ 宪法是静态意义的法律文本ꎻ依宪治
国是动态性质的实践过程ꎬ也是宪法实现的最终
结果ꎮ

第二节 宪法的产生和历史发展

　 　 一、近代宪法产生

　 　 (一)近代宪法产生的条件【选择】
宪法并不是随着法的出现而产生的ꎮ 宪法是法

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ꎬ是社会政治历史条件发展

到一定阶段的产物ꎮ

　 　 (二)英、美、法三国宪法的产生及其特点

１.英国宪法

英国是最早产生宪法的国家ꎬ也是典型的不成
文宪法、柔性宪法的国家ꎮ

英国宪法就是资产阶级在各个不同时期同封建

贵族斗争、妥协的产物ꎮ
英国宪法由宪法性法律、宪法惯例、宪法判例等

构成ꎬ形成了没有统一、完整的宪法典形式的ꎬ颇具
特色的不成文宪法ꎮ

英国宪法以人民主权思想为指导ꎬ突出议会至
上的体制特点ꎮ

２.美国宪法

美国宪法是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ꎮ
美国宪法 １７８７ 年制定ꎬ１７８９ 年正式生效ꎬ美国

宪法由宪法正文和宪法修正案构成ꎮ
◎{单 ２００９. １７}最早以宪法修正案的方式对宪

法进行调整和完善的国家是 ( )②ꎮ Ａ. 英国ꎻ
Ｂ. 美国ꎻＣ. 德国ꎻＤ. 中国

３.法国宪法

法国宪法是欧洲大陆第一部成文宪法ꎬ以保障
人权为特点ꎮ

◎{单 ２０１６. １８}下列关于各国宪法发展的表

述ꎬ不正确的是( )③ꎮ Ａ. １９５８ 年法国宪法设专

章规定宪法委员会制度ꎻＢ. 我国现行宪法是对“七
五宪法”精神的继承和发展ꎻＣ. 英国宪法在发展中

形成了议会至上的体制特点ꎻＤ. 通过普通法院解释

宪法是美国宪法实践的创造

◎{多 ２０２１. ４５[２５]}下列关于宪法发展趋势的

表述ꎬ正确的有( )④ꎮ Ａ. 成文宪法成为世界上

绝大部分国家采取的宪法形式ꎻＢ. 宪法保障的公民

基本权利的范围随时代发展而逐渐扩展ꎻＣ. 宪法领

域从国内法扩展到国际法ꎬ国际条约已成为各国宪

法的正式渊源ꎻＤ. 各国宪法一方面授予政府更多权

力ꎬ另一方面设定多种监督机制防止权力滥用

◎{单 ２０１５. ２７}下列选项中ꎬ不符合宪法发展

的世界性趋势的是( )⑤ꎮ Ａ. 甲国修改宪法以

扩大公民基本权利的范围ꎻＢ. 乙国国会拒绝将国际

人权法作为本国的宪法渊源ꎻＣ. 丙国为维护宪法的

最高权威设立专门违宪审查机构ꎻＤ. 丁国最高法院

判决ꎬ为应对经济危机而扩大政府权力的某部法律

合宪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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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２０１１. １７}下列选项中ꎬ不属于我国宪法

渊源的是( )①ꎮ Ａ. 宪法典ꎻＢ. 宪法惯例ꎻＣ. 宪
法判例ꎻＤ. 国际条约

　 　 二、新中国宪法的产生及发展

　 　 (一)新中国宪法的历史沿革

１.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临时宪法———«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１９４９ 年 ９ 月 ２９ 日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

一届全体会议ꎬ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ꎬ并通

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

«共同纲领»)ꎬ起到了临时宪法的作用ꎮ «共同纲

领»除序言以外ꎬ共分七章六十条ꎮ
◎{单 ２０２０. １３[８]}«共同纲领»在新中国成立

之初 起 到 了 临 时 宪 法 的 作 用ꎬ 其 制 定 主 体 是

( )②ꎮ Ａ. 全国人大ꎻＢ.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ꎻ
Ｃ. 全国人大常委会ꎻＤ.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

届全体会议

２. １９５４ 年«宪法»
１９５４ 年 ９ 月 ２０ 日ꎬ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ꎬ这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部宪法ꎮ １９５４ 年

«宪法»除序言外ꎬ分为总纲、国家机构、公民的基

本权 利 和 义 务 以 及 国 旗、 国 徽、 首 都ꎬ 共 ４ 章

１０６ 条ꎮ
１９５４ 年«宪法»所确认的基本原则主要是人民

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ꎬ是本国经验和国际经验

的结合ꎬ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ꎬ是领导智慧和群

众智慧的结合ꎮ

３. １９７５ 年«宪法»
１９７５ 年 １ 月 １７ 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

一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了 １９７５ 年«宪法»ꎬ这是新中

国成立后的第二部宪法ꎮ

４. １９７８ 年«宪法»
１９７８ 年 ３ 月 ５ 日ꎬ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

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ꎬ这就是 １９７８ 年«宪
法»ꎬ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三部宪法ꎮ

５. １９８２ 年«宪法»
１９８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ꎬ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

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ꎬ这就是新中国成

立后制定的第四部宪法ꎬ即现行宪法ꎮ 我国 １９８２ 年
«宪法»是以 １９５４ 年«宪法»为基础修改的ꎮ

在结构上ꎬ１９８２ 年«宪法»除序言外ꎬ分为总纲、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以及国旗、国徽、
首都ꎬ共 ４ 章 １３８ 条ꎮ 与前三部宪法有所不同ꎬ１９８２

年«宪法»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放在国家
机构一章之前ꎬ显示了国家对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的

重视ꎮ

　 　 (二)中国现行宪法的内容和特点

１９８２ 年«宪法»的主要内容和特点表现在以下

方面:
(１)总结了历史的经验ꎬ规定了国家的根本任

务和指导思想ꎮ
(２)发展了民主体制ꎬ恢复、完善了国家机构

体系ꎮ
(３)强调加强民主与法制ꎬ保障公民的基本权

利和自由ꎮ
(４)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团结ꎮ

　 　 (三)宪法修正案▲▲▲
从 １９８８ 年起ꎬ我国开始采用宪法修正案的方式

对宪法个别内容予以修改和完善ꎮ 迄今为止ꎬ我国
现行宪法共进行过五次修改ꎬ形成了 ５２ 条宪法修
正案ꎮ

１. １９８８ 年宪法修正案

第 １ ~ ２ 条宪法修正案是 １９８８ 年第七届全国人

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的ꎮ 主要修改之处为:
(１)在第 １１ 条增加 １ 款ꎬ对私营经济作了规定ꎻ
(２)修改第 １０ 条第 ４ 款ꎬ删去了不得出租土地

的规定ꎬ增加规定“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
规定转让”ꎮ

◎{单 ２０１８. ２２}通过宪法修正案对宪法部分内

容予以修改和完善ꎬ是宪法修改的一种方式ꎬ我国采

用这一方式开始于( )③ꎮ Ａ. １９７９ 年ꎻＢ. １９８２
年ꎻＣ. １９８８ 年ꎻＤ. ２００４ 年

２. １９９３ 年宪法修正案

第 ３ ~ １１ 条宪法修正案是 １９９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第

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的ꎮ 主要修改之

处为:
(１)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理论”及“改革开放”正式写进宪法ꎻ
(２)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取代“人

民公社”ꎬ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ꎻ
(３)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

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ꎻ
(４)把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代表大会

的任期由 ３ 年改为 ５ 年ꎮ
两次修正案的 １１ 个条款中ꎬ有关经济制度方面

的修改占 ８ 条ꎬ如实地反映了十余年来我国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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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改革持续发展而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的现实情

况ꎬ体现了经济体制改革对相应的宪政制度提出的

新要求ꎮ

３. １９９９ 年宪法修正案

第 １２ ~ １７ 条宪法修正案是 １９９９ 年 ３ 月 １５ 日

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的ꎮ
(１)将“邓小平理论”写进宪法序言ꎬ与马克思

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起ꎬ成为指引我国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旗帜ꎻ
(２)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ꎬ建设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ꎻ
(３)明确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ꎬ

确立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

配制度ꎻ
(４)修改了我国的农村生产经营制度ꎻ
(５)确立了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的地位ꎻ
(６)将«宪法»第 ２８ 条中的“反革命的活动”修

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ꎮ
◎{单 ２０１６. １６}下列关于我国 １９９９ 年«宪法修

正案»内容的表述ꎬ正确的是( )①ꎮ Ａ. 明确了

土地使用权可依法转让ꎻＢ. 首次规定了公民合法的

财产权受法律保护ꎻＣ. 确立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
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ꎻＤ. 增加了推动物质文

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内容

４. ２００４ 年宪法修正案▲
第 １８ ~ ３１ 条宪法修正案是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１４ 日

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的ꎬ共 １４ 条ꎮ 我国

２００４ 年宪法修正案涉及宪法序言、经济制度、公民

权利和国家机构等内容的修改和完善ꎮ
２００４ 年宪法修正案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精神

如下:
４. １　 对宪法“序言”的修改ꎬ体现了与时俱进

的精神

宪法序言是宪法的精神和灵魂所在ꎬ在宪法立

法体系中统率全局、贯穿始终ꎮ 我国历来重视宪法

序言的立法建设ꎬ１９９３ 年和 １９９９ 年宪法修正案均

有修正ꎮ 这次宪法修改对序言的充实和完善主要有

三个内容:
(１)确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国家政治和社

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ꎮ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

宪法ꎬ对于凝聚党心、民心ꎬ指引全国人民坚持正确

的政治方向ꎬ把握自己的前途和命运ꎬ保障改革、发
展、稳定ꎬ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ꎬ必
将发挥巨大作用ꎮ

(２)增加“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

协调发展”的内容ꎮ 把“三个文明”及其相互关系写

入宪法ꎬ使“三个文明”的协调发展具有法律保障ꎮ
这体现了我们党与时俱进的品格ꎬ也体现了指导思

想的历史感和进步性ꎬ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和

要求ꎬ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基础ꎮ
(３)在爱国统一战线的表述中增加“社会主义

事业的建设者”ꎮ
◎{单 ２０１５. １８}根据 ２００４ 年宪法修正案ꎬ爱国

统一战线中增加的社会群体是( )②ꎮ Ａ. 全体

社会主义劳动者ꎻＢ. 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ꎻＣ. 拥
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ꎻＤ. 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

◎{多 ２０１２. ５６}下列选项中ꎬ属于我国 ２００４ 年

宪法修正案内容的有( )③ꎮ Ａ. 国家尊重和保

障人权ꎻＢ. 依法治国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ꎻＣ. 国
家建立健全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

制度ꎻＤ. 在爱国统一战线的范围的表述中增加“社
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４. ２　 对“经济制度”的修改▲ꎬ体现了保护“私
权”的精神

公权是指以国家为代表的公共管理权力和公共

利益ꎬ私权则是指社会主体和公民自主发展的权利

和利益ꎮ 这次修宪ꎬ首次规定了“公民的合法的私
有财产不受侵犯ꎮ”

∥“公权”和“私权”是西方政治学和法学中的

概念ꎮ 西方传统中奉行私权优于公权原则ꎮ 在我

国ꎬ传统理论不承认公权和私权、公法和私法的划

分ꎬ认为个人利益、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应该是内

在统一的ꎬ在实践上则体现出公法优于私法、公权

优于私权的倾向ꎬ不重视保护公民个人和社会主体

的合法权益ꎮ 这次修宪ꎬ根据市场经济建设和公民

权利保护的实际需要ꎬ对宪法经济制度的内容作了

较大幅度的修改ꎬ与前三次宪法修正案相比ꎬ力度

最大ꎮ
◎{简 ２００５. ６６}简述 ２００４ 年宪法修正案关于

经济制度修改的内容ꎮ
答案要点:(１)完善了土地征用制度ꎬ将“征收”

和“征用”相区别ꎬ并规定依法给予补偿ꎮ
(２)提高了非公有制经济的法律地位ꎬ在其政

策中加进“鼓励”和“支持”ꎮ
(３)加大了私有财产的保护力度ꎮ 表现在:国

家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和继承权ꎻ公民合法的私有

财产不受侵犯ꎻ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对公

民私有财产依法进行征收或征用并给予补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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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ꎬ避免将村委会当作政府的派出机关ꎻ提高自治

组织组成人员的素质ꎬ增强村民与村委会之间的沟

通ꎻ加强自治组织的制度建设ꎬ规范自治组织的

行为ꎮ
◎{分析 ２００９. ６８}２００４ 年 １ 月ꎬ某村民委员会

进行换届选举ꎮ 投票结束后ꎬ３９ 名村民以有候选人

在选举前给他们发钱为由ꎬ向县政府反映此次选举

涉嫌贿选ꎬ要求调查ꎮ 县政府据此派出联合调查组ꎬ
经调查后出具书面答复ꎬ认为该村换届选举不存在

贿选ꎬ确认选举结果合法有效ꎮ
请结合宪法学的知识和原理ꎬ以及我国现行宪

法和法律的规定分析材料并回答问题:
(１)县政府关于选举结果的确认行为是否合

法? 为什么?
(２)村民如果认为村民委员会选举有问题ꎬ应

如何维护自己的权利?
答案要点:(１)县政府确认“选举结果合法有

效”的行为不合法ꎮ 根据宪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规定ꎬ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ꎬ村民委员

会组成人员由村民依法直接选举产生ꎮ 由村民小组

推选的村民选举委员会依法主持村民委员会换届选

举ꎬ并确认选举结果有效ꎮ 县政府与村民委员会没

有行政隶属关系ꎬ也不是组织选举的机构ꎬ它可以就

村民举报的选举违法情况组织调查ꎬ将调查结果提

交村民选举委员会ꎬ由其决定选举是否有效ꎬ而不能

自行宣布选举结果“合法有效”ꎮ 因而ꎬ该县政府宣

布选举结果有效的行为是违法的ꎬ干预了村民自治

权的行使ꎮ
(２)村民如果认为村民委员会选举有问题ꎬ可

以书面向村民选举委员会提出申诉ꎬ也可以向县、乡
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县、乡级人民政府及

其有关主管部门举报ꎬ有关机关负责调查并依法处

理ꎮ 如果村民对前述机构的处理意见有异议ꎬ可以

向人民法院起诉ꎬ由人民法院依法判决ꎮ

第四章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第一节 公民基本权利的一般原理

　 　 一、公民基本权利的相关概念

　 　 × (一)公民的概念

の第 ３３ 条▲　 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

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ꎮ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ꎮ
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ꎬ同时必

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ꎮ
公民是指具有某个国家国籍的自然人ꎮ
国籍在宪法上是指一个人隶属于某个国家的法

律上的身份ꎮ 我国国籍的取得方式有两种:出生国
籍和继有国籍(指因加入而取得国籍)ꎮ 我国对出

生国籍采用以血统主义为主、出生地主义为辅的
原则ꎮ

１.出生国籍

«国籍法»第 ４ 条 父母双方或一方为中国公
民ꎬ本人出生在中国ꎬ具有中国国籍ꎮ

«国籍法»第 ５ 条 父母双方或一方为中国公
民ꎬ本人出生在外国ꎬ具有中国国籍ꎻ但父母双方或
一方为中国公民并定居在外国ꎬ本人出生时即具有
外国国籍的ꎬ不具有中国国籍ꎮ

«国籍法»第 ６ 条 父母无国籍或国籍不明ꎬ定
居在中国ꎬ本人出生在中国ꎬ具有中国国籍ꎮ

２.继有国籍

根据«国籍法»第 ７ 条规定ꎬ外国人或无国籍

人ꎬ愿意遵守中国宪法和法律ꎬ并具有下列条件之一

的ꎬ可以经申请批准加入中国国籍:(１)中国人的近
亲属ꎻ(２)定居在中国的ꎻ(３)有其他正当理由ꎬ如享

有在中国政治避难的权利等ꎮ 只要具备上述前提并

符合上述条件ꎬ就可以申请加入中国国籍ꎮ
３.我国«国籍法»的其他有关规定

第 ３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中国公民具有
双重国籍ꎮ

第 ８ 条:申请加入中国国籍获得批准的ꎬ即取得

中国国籍ꎻ被批准加入中国国籍的ꎬ不得再保留外国

国籍ꎮ
第 ９ 条:定居外国的中国公民ꎬ自愿加入或取得

外国国籍的ꎬ即自动丧失中国国籍ꎮ
第 １０ 条规定ꎬ中国公民具有下列条件之一的ꎬ

可以经申请批准退出中国国籍:①外国人的近亲属ꎻ
②定居在外国的ꎻ③有其它正当理由ꎮ

第 １１ 条:申请退出中国国籍获得批准的ꎬ即丧

失中国国籍ꎮ
第 １２ 条:国家工作人员和现役军人ꎬ不得退出

中国国籍ꎮ
第 １３ 条:曾有过中国国籍的外国人ꎬ具有正当

理由ꎬ可以申请恢复中国国籍ꎻ被批准恢复中国国籍

的ꎬ不得再保留外国国籍ꎮ
◎{多 ２０１７. ５６}根据我国宪法和国籍法ꎬ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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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籍的表述ꎬ正确的有( )①ꎮ Ａ. 张某出生

在中国ꎬ其母亲是中国人ꎬ父亲是法国人ꎬ张某具有

中国国籍ꎻＢ. 中国公民李某公派德国学习期间生下

赵某ꎬ赵某具有中国国籍ꎻＣ. 杨某为国家工作人员ꎬ
其可以加入外国国籍ꎻＤ. 秦某加入了加拿大国籍ꎬ
其可以保留中国国籍

◎{多 ２０１１. ５８}根据我国法律规定ꎬ可以取得

中国国籍的情形包括( )②ꎮ Ａ. 父母双方或一

方为中国公民ꎬ本人出生在中国ꎻＢ. 父母双方或一

方为中国公民ꎬ本人出生在外国ꎻＣ. 父母双方或一

方为中国公民并定居在外国ꎬ本人出生时即具有外

国国籍ꎻＤ. 父母无国籍或者国籍不明ꎬ定居在中国ꎬ
本人出生在中国

　 　 (二)公民和人民【选择】

１.简述公民和人民的区别

答案要点:(１)二者的性质不同ꎮ 公民是法律

概念ꎬ人民是政治概念ꎮ 人民的概念在不同历史时

期范围不同ꎮ
(２)二者的范围不同ꎮ 公民的范围大于人民的

范围ꎮ
(３)权利实现程度不同ꎮ 人民不但能够享有并

且还能够完全实现宪法权利ꎮ 公民则不然ꎬ因为其

中的敌人可能由于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而不能完全

实现其宪法权利ꎮ
(４)二者的适用对象不同ꎮ 公民是个体概念ꎬ

人民是群体概念ꎮ

２.考点解析

“公民”和“人民”是两个不同的概念ꎮ
(１)公民是法律概念ꎬ与外国人和无国籍人相

对应ꎻ人民是政治概念ꎬ与敌人相对应ꎬ在不同历史

时期有着不同的内涵ꎮ
在现阶段ꎬ人民是指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

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

国统一的爱国者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
国者ꎮ

(２)二者的法律地位也有区别ꎮ “人民的权利”
主要是指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利ꎻ“公民的权

利”ꎬ指的是所有具有中国国籍的人所享有的法律

权利ꎮ
(３)地位不同导致了二者在享有权利方面的差

异ꎮ 公民中的人民ꎬ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全部权

利并履行全部义务ꎬ而公民中的敌人则不能享受全

部的法律权利ꎬ也不允许他们履行公民的某些光荣

义务ꎮ ∥注意:某些特定的基本权利对于外国人和

无国籍人同样适用ꎬ比如人身自由、人格尊严等ꎮ

(４)二者的范围也不同ꎮ 我国公民的范围要比

人民的范围更广泛ꎬ除包括人民以外ꎬ还包括人民的

敌人ꎮ
(５)二者的适用对象不同ꎮ 公民通常所表达的

是个体的概念ꎬ人民所表达的是群体的概念ꎮ

　 　 (三)基本权利

基本权利对国家权力的行使构成了直接的约

束ꎬ是为宪法规范所承认和保障的公民享有的必不

可少的权利ꎮ 除了宪法明确列举的基本权利之外ꎬ
还存在未明确列举的基本权利ꎮ

«宪法»２００４ 年修改时ꎬ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

人权”ꎬ这使基本权利的内涵得到实质性的扩张ꎮ
各国因为国情、历史、政治、经济条件的不同ꎬ对于基

本权利的规定会存在差异ꎬ有的国家将生存权、发展

权规定为基本权利ꎬ有的国家侧重于公民个人的自

由权ꎬ而有的国家则将基本权利从自由权扩张到社

会权利ꎮ

　 　 (四)人权与公民的基本权利▲
人权是一个政治概念ꎬ是指人作为人应该享有

的权利ꎬ其最初的含义包括人们追求生活、财产、自
由和幸福的权利ꎮ

公民权与人权有着历史的、政治的联系ꎬ公民权

是人权的法律化和具体化ꎬ而人权是公民权的政治

基础ꎮ 宪法关于公民权的相关规定以人权作为其政

治基础和理性依据ꎬ而这种人权入宪入法的过程也

为人权的发展和实现提供了具体化途径和法律

保障ꎮ
人权与公民权又有着严格区别:
(１)二者性质不同ꎮ 人权是一个政治概念ꎬ在

实践中不断发展ꎬ不同的人们可以对人权有各自的

理解和解释ꎮ 而公民权是一个法律概念ꎬ其含义和

保护方式有着法律的界定ꎬ人权的内容一旦入宪成

为公民权ꎬ就具有了固定含义ꎬ只能依法解释和

保护ꎮ
(２)二者不能简单等同ꎮ 我们可以笼统地讲公

民权就是人权ꎬ这是因为它体现着人权的内在要求ꎮ
然而ꎬ人权和公民权从性质到形式差异很大ꎬ人权的

一个方面的要求可能具体化为公民权的若干项权

利ꎬ而公民权的一项权利也可能同时体现着人权的

多方面要求ꎬ因而ꎬ二者不能一一对等ꎮ
(３)人权与公民权相比ꎬ还具有阶级性、民族

性、地域性ꎬ以及前述的时代性和国际性的特点ꎮ
◎{多 ２０１６. ５２}下列关于公民这一概念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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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ꎬ正确的有( )①ꎮ Ａ. 公民概念通常在个体意

义上使用ꎻＢ. 公民是享有基本权利的唯一主体ꎻ
Ｃ. 公民与人民具有相同的内涵外延ꎻＤ. 凡具有中国

国籍的人都是中国公民

　 　 二、公民基本权利的主体【了解】
公民基本权利的主体是指依据宪法规定享有基

本权利的人ꎮ

　 　 (一)自然人

１.公民

公民是基本权利最常见和一般的主体ꎮ ∥公民

的内涵是不断发展演变的ꎮ 在各国历史发展过程

中ꎬ公民最初并没有包括一国所有的国民ꎬ女性、有
色人种、奴隶都被排除在了公民范畴之外ꎮ

２.外国人

«宪法»第 ３２ 条规定了保护在中国境内的外国

人的合法权利和利益ꎮ 这成为外国人基本权利保护

的重要规范基础ꎮ
∥随着人权保障成为国际法的普遍要求ꎬ外国

人在一定范围内享有宪法的基本权利保障ꎮ 外国人

在人的尊严、财产保护和法律程序方面享有和本国

公民同等的保护ꎬ但在政治权利、社会福利等领域无
法主张本国公民的权利ꎮ 就趋势而言ꎬ外国人基本

权利保障在内容和程度上都呈现一种扩张趋势ꎮ

　 　 (二)法人

宪法中规定的一些基本权利同样为法人所
享有ꎮ

基本权利最初保护的是公民个体ꎮ 基于宪法规

定的结社自由ꎬ公民可以形成经济、政治和社会组

织ꎮ 法人成为现代社会活跃的主体ꎮ «德国基本

法»规定ꎬ基本权利亦适用于国内法人ꎬ但以依其性

质得适用者为限ꎮ 不过ꎬ一般只有私法人才可以成
为基本权利的主体ꎬ而依据组织法设立的公法人行

使国家权力ꎬ是基本权利约束和限制的对象ꎬ通常情

况下不能成为基本权利的主体ꎮ

　 　 三、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

の第 ５１ 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
和权利的时候ꎬ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
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ꎮ

◎{单 ２０１９. １９[１４]}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ꎬ下
列关于公民财产权的表述ꎬ正确的是 ( )②ꎮ
Ａ. 公民行使财产权ꎬ不得损害公共利益ꎻＢ. ２００４ 年

«宪法修正案»规定ꎬ公民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

犯ꎻＣ. 公民财产权规定在«宪法»第二章“公民的基

本权利和义务”中ꎻＤ. 国家为经济发展的需要ꎬ可依

法对私有财产进行征收并赔偿

◎{多 ２０１１. ５３}依据我国现行宪法规定ꎬ公民

在行使自由和权利时不得损害( )③ꎮ Ａ. 国家

利益ꎻＢ. 社会利益ꎻＣ. 集体利益ꎻＤ. 其他公民合法的

自由和权利

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是指确定基本权利的范
围ꎬ使之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度ꎬ超过一定的限度则构
成权利的滥用ꎮ ∥基本权利受限制性是 ２０ 世纪宪

法的重要特征ꎬ反映了基本权利的相对化、社会化

趋势ꎮ
基本权利的限制ꎬ或源于不同权利之间的冲突ꎬ

或因为公共利益的保护ꎮ 宪法作为一国法律秩序的

基石ꎬ必然要对权利冲突或者公共利益保护进行相

应的安排ꎬ对基本权利的行使进行相应的规制ꎮ

１.基本权利限制的基本形式ꎮ
(１)基本权利的宪法限制ꎮ
基本权利的宪法限制是指宪法的基本权利条款

中ꎬ规定权利保障的内容的同时ꎬ也规定了权利行使

的限制ꎮ 我国«宪法»第 ５１ 条规定了对基本权利活

动进行限制的总的原则与标准ꎬ确定了宪法内在界

限ꎮ 再如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ꎬ但同

时规定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
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ꎮ

(２)基本权利的法律限制ꎮ (这是更常见的情

形)
宪法授权立法机关对基本权利予以限制ꎬ此为

基本权利的法律限制ꎬ即法律保留ꎮ 基本权利的法

律限制一方面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缩ꎬ公民基本

权利被法律所限定ꎮ 另一方面又具有对公民基本权

利进行保护的意涵ꎬ只有立法机关的法律才可以限
缩基本权利ꎬ防止公民基本权利受到来自行政机关

的非法限制ꎮ
‖(３)基本权利内在的限制ꎮ 这主要指基本权

利内部已经确定限制的范围ꎬ不是从外部设定的

条件ꎮ
‖(４)紧急状态下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ꎮ 在紧

急状态下ꎬ为了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和社会利益ꎬ迅
速恢复经济与社会正常状态ꎬ有必要赋予国家机关

一定的紧急权力ꎮ

２.立法机关在通过法律对基本权利进行限制时

应遵守以下原则:
(１)明确性原则ꎮ
法律对公民基本权利所作的限制ꎬ必须内容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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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措施、范围)明确ꎬ可以成为公民行动的合理
预期(或能够对公民的行为作确定性指引)ꎮ ∥如

果法律条文过于宽泛、笼统和模糊ꎬ在接受宪法审查

的时候ꎬ此类法律往往会被宣告为违宪而无效ꎮ
(２)比例原则▲ꎮ
限制基本权利时需要严格遵守比例原则ꎮ 比例

原则要求为公共利益而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的时候ꎬ
必须要在手段和目的之间进行利益衡量ꎮ 限制基本
权利的目的必须具有宪法正当性ꎮ

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①适当性原则ꎬ即手段适合性ꎬ所采用手段必须

适合目的之达成ꎮ
②必要性原则ꎬ即限制最小化ꎬ立法所采取的是

对基本权利影响、限制最小的手段ꎮ
③狭义比例原则ꎮ 该原则要求手段达成的公共

目的与造成的损害之间具有适当的比例关系ꎬ即均

衡法ꎮ
◎{多 ２０１７. ５４}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ꎬ下

列表述正确的有( )①ꎮ Ａ. 限制基本权利必须

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ꎻＢ. 限制基本权利时需要严格

遵守比例原则ꎻＣ. 限制基本权利的主要目的是维护

公共利益ꎻＤ. 对基本权利的限制必须内容明确ꎬ使
其可以成为公民行动的合理预期

∥从国家宪法的规定来看ꎬ限制基本权利主要

有三个方面的目的ꎬ即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国家安
全、维护公共利益ꎮ 我国对基本权利限制目的的表

述参见«宪法»第 ５１ 条ꎮ

∥３.论述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应遵循的宪法

原则ꎮ
解析:各国对公民所享有的基本权利ꎬ通常会有

保障性规定和不同程度的限制性规定ꎬ然而作为基

本权利ꎬ限制本身还应该受到限制ꎬ即对基本权利的

限制应该遵循一定原则ꎮ
(１)法律保留原则ꎮ 该原则是指关于公民基本

权利的限制等专属立法事项ꎬ应当由立法机关通过

法律来规定ꎬ行政机关不得代为规定ꎬ行政机关实施

行政行为必须要有法律的授权ꎬ不得抵触法律ꎮ
(２)明确性原则ꎮ
(３)比例原则ꎮ
(４)正当程序原则ꎮ 该原则要求对基本权利进

行限制必须严格按照正当程序ꎬ违反该原则限制或

者剥夺基本权利的行为不受法律保护ꎮ

　 　 ∥ ×四、论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区别和

联系【了解】
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ꎬ但又

具有内在的密切联系ꎮ

１.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主要区别

(１)国家权力的实际行使主体是国家机关ꎬ在
我国主要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ꎬ而公民权利的主体顾名思义是公民个人ꎻ
(２)国家权力具有强制性和主权性ꎬ对方必须

绝对服从ꎬ而公民权利则是一种资格或可能性ꎬ当义

务人不履行义务时ꎬ公民只能诉诸国家权力ꎬ请求国

家迫使义务人履行义务ꎮ

２.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存在密切的联系ꎬ这种

联系主要表现在

(１)国家权力属于人民ꎬ而人民占公民中的绝

大多数ꎻ
(２)公民权利中的民主权利ꎬ尤其是参与政治

的权利ꎬ实际上包含着国家权力的因素ꎻ
(３)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上规定的各种自由和

权利ꎬ其兑现也要靠国家权力来保障ꎻ
(４)国家权力为公民权利服务ꎬ国家权力存在

和运行的根本目的是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ꎻ
(５)公民权利和自由是第一位的ꎬ国家权力的

行使必然要对公民权利和自由构成一定的影响ꎬ甚
至包括限制和剥夺ꎬ但限制和剥夺公民权利和自由

必须要有充分的理由和根据ꎻ
(６)公民权利制约国家权力ꎬ公民权利是对国

家权力进行制约和控制的重要手段ꎮ

第二节 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

　 　 一、平等权▲▲【论述、分析】 {分析 ２０１５.
６８}

　 　 (一)我国宪法有关平等权的规定

平等权既是我国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ꎬ也是我

国宪法的基本原则ꎮ 保护公民的平等权是宪法的基

本要求ꎮ

１.我国公民平等权的含义

根据我国宪法规定ꎬ我国公民平等权具有下列

含义:
(１)平等权的主体是全体公民ꎬ它意味着全体

公民法律地位的平等ꎮ
(２)平等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ꎬ是国家的基本

义务ꎮ 公民有权利要求国家给予平等保护ꎬ国家有

义务无差别地保护每一个公民的平等地位ꎮ 国家不

得剥夺公民的平等权ꎬ也不能允许其他组织和个人

４６
①ＡＢＣＤ

科教园法硕———22年专业致力于法律硕士联考研究与培训 
欢迎走进科教园，领略法律大家风范! 

咨询电话：010-82330118，15801290122(同微信)

法硕学长答疑QQ群:887455768        加微信号kjyedu免费领取《法硕必备法条》电子版



侵害公民的平等权ꎮ
(３)平等权意味着公民平等地享有权利和履行

义务ꎮ 平等不能和特权并存ꎬ平等也不允许歧视现

象存在ꎮ
(４)平等权是贯穿于公民其他权利的一项权

利ꎬ它通过其他权利ꎬ如男女平等、民族平等、受教育

权平等而具体化ꎮ
‖关于平等权ꎬ还应注意:(１)１９８２ 年«宪法»

明确了立法不平等ꎮ (２)平等是指以法律规定的平

等对待ꎬ不是指权利和义务的对等ꎮ 人们只能要求

在同等条件下的法律的公平对待ꎮ
◎{多 ２０１８. ４６[２６]}外来务工人员刘某在为其

子办理小学入学报名手续的过程中ꎬ被要求到户籍

所在地派出所开具无犯罪记录证明ꎬ刘某不同意开

具该证明ꎬ学校因此拒绝其子入学ꎬ根据现行宪法ꎬ
在这一事件中ꎬ刘某之子受到侵犯的基本权利有

( )①ꎮ Ａ. 沉默权ꎻＢ. 平等权ꎻＣ. 财产权ꎻＤ. 受教

育权

２.我国«宪法»有关平等权的规定

(１)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ꎮ (第 ３３ 条第 ２
款)

(２)平等地享有权利和义务ꎮ 任何公民享有宪

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ꎬ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

定的义务ꎮ (第 ３３ 条第 ４ 款)
(３)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

律的特权ꎮ (第 ５ 条第 ５ 款)
(４)民族平等ꎮ 各民族一律平等ꎬ禁止对任何

民族的歧视和压迫ꎮ (第 ４ 条第 １ 款)
(５)男女平等ꎮ 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

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

的权利ꎻ国家保护妇女的权利和利益ꎬ实行男女同工

同酬ꎬ培养和选拔妇女干部ꎮ (第 ４８ 条)
(６)宗教信仰的平等ꎮ 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

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ꎬ
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ꎮ
(第 ３６ 条第 ２ 款)

举例:试述平等权的内涵及其在我国现行宪法

中的体现ꎮ

３. {法论 ２０１１. ３７}试析我国现行宪法规定的

“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内涵

答案要点:平等不仅是我国公民的一项基本权

利ꎬ也是社会主义法制的一项基本原则ꎮ
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内涵包括:
(１)公民平等地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ꎬ

也平等地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ꎻ
(２)任何人的合法权益都一律平等地受法律保

护ꎬ对违法行为一律依法平等地予以追究ꎻ
(３)不允许任何公民享有超越宪法与法律的特

权ꎬ禁止任何歧视ꎻ
(４)宪法确认的平等权不仅包括形式上的平

等ꎬ也包括实质上的平等ꎬ如民族平等、男女平等和

对特定主体的保护等ꎮ

　 　 (二)平等权的效力▲
平等权作为基本权利与基本原则具有一般约束

力ꎬ它约束一切国家机关与国家工作人员的活动ꎮ
行政机关执行法律、司法机关适用法律时应遵循平

等原则ꎬ立法者制定法律时应严格遵守平等原则ꎬ不
能制定违背平等原则的法律ꎬ不得规定不合理差别

的内容ꎮ 平等权是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ꎬ同
时也是宪法原则之一ꎬ“以宪法为依据”实际上意味

着平等权效力直接约束立法活动ꎮ
×关于平等权的效力范围ꎬ存在两种观点:
(１)法律适用平等说ꎬ又称立法者非拘束说ꎮ

这种学说认为平等权仅限定于法律适用上的平等ꎬ
不包含法律内容上的平等ꎮ 这种观点强调阶级性ꎬ
否定了平等原则对立法者的拘束作用ꎬ具有鲜明的

时代烙印ꎮ
(２)法律内容平等说ꎬ又称立法者拘束说ꎮ 这

种学说认为平等权并不限定于法律适用上的平等ꎬ
还包含人民在法律内容上享有平等的权利ꎮ 其目的

在于禁止立法机关的恣意立法ꎮ 持这种观点的认

为ꎬ仅承认法律适用上的平等ꎬ如果法律本身不公

正ꎬ那么通过严格的法律适用平等ꎬ结果恰恰是加重

了恶法造成的弊病ꎮ

　 　 (三)平等保护与合理差别▲▲【分析题】
宪法上的平等保护ꎬ从原则上来讲ꎬ是指对于所

有的公民应当采取无差别的待遇ꎬ除非存在进行差

别对待的合理理由ꎮ 不得因种族、性别、家庭出身、
宗教信仰、民族、职业、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

限等而区别对待ꎮ
宪法上的平等对待不是绝对的ꎬ而是允许合理

差别的ꎮ 一般来说ꎬ判断政府的措施是合理差别ꎬ还
是违反平等保护的歧视性做法的标准如下:

(１)目的正当性ꎮ 差别对待的目的必须是正当

的而且是重大的利益ꎬ譬如公共利益、职业要求等ꎮ
(２)必要性ꎮ 这种差别对待必须是现实有助于

实现该正当目的ꎬ乃至是必不可少的手段ꎬ不能采取

和正当目的无关的差别对待ꎮ
(３)比例原则ꎮ 该差别对待对当事人造成的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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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ꎬ不得显著大于通过这一差别对待所要实现的

利益ꎮ
(４)国家负有举证责任ꎮ
满足以上标准的差别对待ꎬ才是合理差别ꎮ
合理差别主要有以下几种具体类型:(１)由于

年龄上的差异所采取的责任、权利等方面的合理差

别ꎮ 如我国宪法规定年满 １８ 周岁的公民才拥有选

举权和被选举权ꎮ (２)依据人的生理差异所采取的

合理差别ꎮ 如女性的孕期保护ꎮ (３)依据民族的差

异所采取的合理差别ꎮ 我国法律对于少数民族在政

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实行的优待措施ꎮ (４)其他合

理的差别ꎬ如基于职业而对军婚的特别保护等ꎮ
◎{单 ２０２１. ２６}下列关于我国宪法上平等权的

理解ꎬ不正确的是( )①ꎮ Ａ. 平等权是公民的一

项基本权利ꎻＢ. 男女平等、民族平等都是平等权的

具体体现ꎻＣ. 平等权不仅反对显性歧视ꎬ而且反对

隐性歧视ꎻＤ. 平等权意味着平等保护ꎬ不得设置任

何差别对待

◎{单 ２０２０. １７[１２]}根据现行宪法ꎬ下列关于

平等保护原则的表述ꎬ正确的是( )②ꎮ Ａ. 国家

机关拒绝录用“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ꎬ不构成歧

视ꎻＢ. 政府优先采购残疾人福利企业的产品ꎬ违反

了平等保护原则ꎻＣ. 为保护妇女的就业权ꎬ在任何

工种或岗位上都不得设置性别限制ꎻＤ. 国家对少数

民族给予某些适当的照顾不违反平等保护原则

◎{单 ２０１７. ２０}我国现行宪法规定ꎬ公民在法

律面前一律平等ꎮ 下列关于“平等”的理解ꎬ正确的

是( )③ꎮ Ａ. 平等本质上是权利与义务的对等ꎻ
Ｂ. 形式上的平等与实质上的平等是一回事ꎻＣ. 平等

指立法上的平等而非法律适用上的平等ꎻＤ. 平等既

是一项宪法原则ꎬ又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多 ２０１６. ５５[２７]}下列关于平等权的表述ꎬ
正确的有( )④ꎮ Ａ. 平等权是我国公民的基本

权利ꎻＢ. 国家对公民的平等权负有保障义务ꎻ
Ｃ. 平等权意味着公民平等地享有权利、履行义

务ꎻＤ. 平等权反对特权和歧视ꎬ也不允许存在任

何差别对待

◎{法多 ２０１４. ２８}下列政府行为中ꎬ属于侵害

公民基本权利的有( )⑤ꎮ Ａ. 某县政府以年龄、
性别和身高为标准发布公务员招录公告ꎻＢ. 某市制

定地方性规章ꎬ限制不具有当地户籍的人员在当地

就业ꎻＣ. 赵某发布微博ꎬ批评县政府征收基本农田

建设开发区ꎬ当地警方以侮辱诽谤罪将其刑拘ꎻ
Ｄ. 钱某出版纪实小说ꎬ反映拆迁过程中的腐败问

题ꎬ当地警方以非法经营罪对其采取强制措施

◎{单 ２０１３. ２５}下列选项中ꎬ违反我国宪法平

等权要求的情形是( )⑥ꎮ Ａ. 自治县县长由实

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ꎻＢ. 某大学将“具有

博士学位”作为招聘教师的条件ꎻＣ. 某民营饭店在

门口贴出通告:“本店谢绝公款消费”ꎻＤ. 某中央国

家机关将“具有北京户口”作为招录公务员的条件

◎{多 ２０１３. ５６}我国宪法规定ꎬ国家和社会帮

助安排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的劳动、生活

和教育ꎮ 下列选项中ꎬ对这一规定理解正确的有

( )⑦ꎮ Ａ. 该规定属于合理的差别对待ꎻＢ. 该规

定与宪法平等原则相抵触ꎻＣ. 政府对残疾人差别对

待须负举证责任ꎻＤ. 对残疾人实行优惠措施应当是

必要和适当的

◎{法单 ２０１０. １２}下列情形中ꎬ侵犯了公民宪

法权利的是( )⑧ꎮ Ａ. 公民甲因精神病发作而

未被选举委员会列入选民名单ꎻＢ. 某报报道了副市

长乙因嫖娼而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的新闻ꎻＣ. 公安

机关就某刑事案件要求电信部门提供公民丙的通讯

记录ꎻＤ. 某高校毕业生丁因身高不符合中国人民银

行某分行的招聘条件而未被录用

平等权保护的事例分析▲▲:如男女退休不同

龄问题、就业歧视问题、教育权差别对待等ꎮ 体现:
平等权相同情况的相同对待ꎬ不同情况区别对待ꎮ
是否违反平等权ꎬ主要分析差别是否合理ꎮ

◎{法论 ２０１５. ３７}联系实际ꎬ论述宪法上的平

等保护与合理差别的内涵ꎮ
答案要点:(１)平等保护是指对所有公民采取

无差别的待遇ꎬ除非存在差别对待的合理理由ꎬ不得

把种族、性别、家庭出身、宗教信仰等作为法律上差

别对待的理由ꎮ
(２)平等保护不是绝对的ꎬ判断政府措施是合

理差别还是歧视性做法的标准如下:第一ꎬ差别对待

必须是为了实现正当的而且是重大的公共利益ꎻ第
二ꎬ差别对待必须是实现政府所宣称的目的的合理

及必要手段ꎻ第三ꎬ政府对差别对待的合理性负举证

责任ꎮ
(３)合理差别主要有以下几种:基于年龄差异

的合理差别ꎬ基于生理差异的合理差别ꎬ基于民族差

异的合理差别ꎮ

　 　 二、政治权利▲
政治权利亦称参政权ꎬ是公民参与政治活动的

一切权利与自由的总称ꎮ 政治权利主要包括选举权

与被选举权ꎬ言论自由ꎬ出版自由ꎬ集会、游行、示威

自由ꎬ结社自由等方面的内容ꎮ ∥没有罢工自由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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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の第 ３４ 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 １８ 周岁的公

民ꎬ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

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ꎬ都有选举权和被

选举权ꎻ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ꎮ
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是指公民享有选举与被选举

为国家权力机关的代表或其他国家机关人员的权

利ꎮ 它包含有三个方面的内容:∥通常选举权和被

选举权两者合称选举权ꎬ如出选举权的题目ꎬ被选举

权一定也要答上ꎮ
(１)公民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选举人民代表ꎮ
(２)公民有被选为人民代表的权利ꎮ
(３)公民有权依照法律监督被选出的人民代表

和其他国家机关人员ꎬ对其中不称职者有权罢免ꎮ
我国«宪法»与«选举法»对公民行使选举权的

原则、程序等都作了详细的规定ꎬ从法律上保障了公

民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实现ꎮ

　 　 (二)言论自由▲▲{法分析 ２０１６. ３６}
の第 ３５ 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

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ꎮ
言论自由是指公民通过口头等形式表达其意见

和观点的自由ꎮ 它是公民政治权利最重要的内容

之一ꎮ
∥从表现形式上来看ꎬ广义上的言论自由还包

括借助于绘画、摄影、雕塑、出版、影视、广播、戏剧等

手段来展现自己的意见和观点的自由ꎮ
言论从内容上可分为政治言论与非政治言论ꎮ

对言论自由中政治言论的保护是宪法设定此基本权

利的主要目的ꎬ所以ꎬ我们把言论自由视为是政治权

利的重要内容ꎮ 但是ꎬ我们也不能忽视宪法对公民

言论自由的保护ꎬ除了保护公民的政治言论之外ꎬ其
他类型的言论同样受到宪法的保护ꎬ只是视其政治

重要性程度而赋予不同程度的保护ꎮ ∥ ×非政治言

论中包含商业言论、学术言论、艺术言论等多种

内容ꎮ
∥«共同纲领»、我国四部«宪法»都将言论自由

作为公民的一项权利ꎬ１９６６ 年联合国«公民权利和

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人人有保持意见不受干

预之权利”ꎬ“人人有发表自由之权利”ꎮ 言论自由

已成为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基本准则ꎮ
言论自由的限制▲▲:
公民的言论自由必须在法律的范围内行使ꎮ 滥

用言论自由也就丧失了这项自由ꎬ具体表现在:
(１)不得损害国家、他人的合法权益ꎮ 不得进

行反国家宣传、煽动群众反对国家、扰乱社会秩序ꎬ
不得泄露国家或商业机密ꎮ 公民在行使言论自由时

不得侵害他人的人格尊严(如隐私权、名誉权)ꎬ不
得对他人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ꎬ否则可能构成

侵权ꎮ
(２)淫秽言论受到限制或禁止ꎮ
(３)煽动仇恨和挑衅言论受到约束或限制ꎮ
(４)言论自由不得有损于他人的心灵高尚和败

坏社会的善良风俗ꎮ
∥对于言论自由的限制范围、方式ꎬ许多国家都

制定了专门的法律加以调整ꎮ 宪法学将各国不同的

法律限制言论自由的方式分为预防制和追惩制

两种ꎮ
(１)预防制ꎬ又称为事前限制ꎮ 在这种制度下ꎬ

凡演说、出版等言论均须在表达之前受国家机关

(主要是军警机关)的干预和检查ꎬ中国等国家采用

这种制度ꎮ
(２)追惩制ꎬ是一种事后制裁ꎮ 在这种制度下ꎬ

言论与出版不受事前检查ꎬ而是表达者一旦违法即

按法定程序受制裁ꎮ 英国、美国等多数国家都实行

这种制度ꎮ
◎{法分析 ２０１２. ３７}有人认为ꎬ言论自由只有

那些喜欢舞文弄墨的人才需要ꎬ对其他人没有意义ꎬ
也不利于社会的稳定ꎮ 请结合宪法学原理对此看法

进行评析ꎮ
答案要点:(１)言论自由是指用口头、文字或者

行为表达思想、观点、主张的自由ꎬ言论自由是我国

宪法保障的公民基本政治权利ꎮ
(２)言论自由有助于提供信息、传播思想、发现

真理ꎮ 它不仅为“舞文弄墨的人”所需要ꎬ对其他人

也具有重要意义ꎮ
(３)言论自由是公民参与国家管理、监督政府

的必要手段ꎬ能够规范公共权力ꎬ缓解社会矛盾ꎬ有
利于社会的稳定ꎮ

(４)公民在行使言论自由时ꎬ不得损害国家的、
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

权利ꎮ
◎{单 ２０１６. ２４}下列关于言论自由的表述ꎬ不

正确的是( )①ꎮ Ａ. 言论自由是公民政治权利

的重要内容ꎻＢ. 保障言论自由为各国宪法所普遍承

认ꎻＣ. 规制言论自由的方式主要有预防制和追惩

制ꎻＤ. 行使言论自由时侵害他人名誉权的ꎬ构成

违宪

　 　 (三)出版自由△
出版自由是言论自由的扩充表现ꎬ是广义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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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自由ꎮ 它主要是指公民有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

围内ꎬ通过出版物系统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思想的

权利ꎮ 它的主要媒介物是书籍、报纸、传单、广播、电
视等ꎮ

∥ ×我国从«共同纲领»到历部«宪法»ꎬ都有专

门的条文确认公民享有出版自由的权利ꎮ 国务院的

«出版管理条例» (１９９７ 年颁布ꎬ２０２０ 年第 ６ 次修

改)是落实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出版自由、进行

出版管理的最主要的法律依据ꎮ 该条例属于行政法

规ꎬ根据一般宪法理论ꎬ对公民政治权利的限制和规

范必须要由法律规定ꎬ目前以行政法规形式来规范

我国的出版活动应属权宜之计ꎬ应当尽快颁行“出
版法”以进一步保障宪法中出版自由的实现ꎮ

　 　 (四)集会、游行、示威自由△
集会、游行、示威是公民的政治权利ꎬ最初源于

请愿权ꎮ
各国宪法大都赋予公民以集会、游行、示威的自

由ꎬ１９６６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

利国际公约»也明文规定:和平集会的权利应被承

认ꎮ 对此项权利的行使不得加以限制ꎬ除去按照法

律以及在民主社会中为维护国家安全或公共安全、
公共秩序ꎬ保护公共卫生或道德或他人的权利和自

由的需要而加以限制ꎮ 我国从 １９５４ 年制定«宪法»
以来ꎬ四部«宪法»都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有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ꎮ １９８９ 年全国人大常委

会通过了«集会游行示威法»ꎬ对我国公民的集会、
游行、示威自由作了全面规定ꎮ

集会是指聚集于露天公共场所ꎬ发表意见、表示

意愿的活动ꎻ游行是指在公共道路、露天公共场所列

队行进、表达共同意愿的活动ꎻ示威是指在露天公共

场所或者公共道路上以集会、游行、静坐等方式ꎬ表
达要求、抗议或者支持、声援等共同意思的活动ꎮ

集会、游行、示威具有如下特征:
(１) 集会、游行、示威是由公民举行的活动ꎮ

∥国家或根据国家决定举行的庆祝、纪念等活动和

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依照法律、章程举行

的集会ꎬ不属于集会游行示威法的调整范围ꎮ
(２)集会、游行、示威是指在露天公共场所所举

行的活动ꎮ
(３)集会、游行、示威是公民表达某种意愿的行

为ꎬ是言论自由的扩展形式ꎮ ∥一般的文化娱乐、体
育等活动不属于集会、游行、示威的范畴ꎮ

公民享有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权利是现代民

主制度的要求ꎬ国家应为公民充分行使这种权利提

供必要的条件和保障ꎮ «集会游行示威法»在总则

第 ３ 条中明确规定了公民行使集会、游行、示威的权

利ꎬ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依照该法规定予以保障ꎮ 同

时ꎬ集会、游行、示威是一种较为激烈的表达意志的

方式ꎬ在客观上往往会给社会造成一定的消极影响ꎮ
世界各国法律都对集会、游行、示威自由权利给

予一定的限制ꎮ 目前限制方式主要有三种:
(１)登记制ꎬ即仅须在集会、游行、示威前向有

关机关报告ꎬ无须经其批准ꎻ
(２)许可制ꎬ即集会、游行、示威须向有关机关

申请并获得批准方能举行ꎻ
(３)追惩制ꎬ即在集会、游行、示威前不受任何

国家机关的干涉ꎬ只在集会、游行、示威中有违法行

为时ꎬ才依法予以惩罚ꎮ
我国对集会、游行、示威实行许可制ꎮ
◎{单 ２０１０. ２５}我国对于集会游行示威自由的

管理方式是( )①ꎮ Ａ. 备案制ꎻＢ. 许可制ꎻＣ. 追
惩制ꎻＤ. 预防制

◎{法多 ２０１１. ２７}下列关于集会、游行、示威自

由的共同特征的表述ꎬ能够成立的有 ( )②ꎮ
Ａ. 源于公民的请愿权ꎻＢ. 属于公民表达意愿的自

由ꎻＣ. 主要在公共场所行使ꎻＤ. 由多个公民共同

行使

　 　 (五)结社自由△
公民的结社自由是指公民为了一定的宗旨而组

织成社会团体的自由ꎮ
结社可分为以营利为目的的结社和不以营利为

目的的结社ꎮ 以营利为目的的结社如公司等ꎬ通常

由民法、商法等予以调整ꎮ 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结社

又可分为政治性结社和非政治性结社ꎮ 政治性结社

如组织政党和社会政治团体等ꎬ非政治性结社如组

织宗教和学术、文化艺术、慈善行业、娱乐团体等ꎮ
结社自由作为基本权利ꎬ具有双重属性ꎮ 该权

利一方面保障个人可以自由组织、加入或者不入社

团ꎬ另一方面也保障社团本身的自主性活动ꎮ 也就

是说ꎬ结社自由权具有集体自由权的特征ꎬ确保社团

有持续运作的能力ꎮ 这种集体自由权的特征主要是

强调社团内部运作的自主性ꎬ而不涉及社团的外部

行为ꎮ 社团的外部行为则属于有关其他自由权的问

题ꎮ 例如ꎬ以社团的名义参加集会或支持某一言论ꎬ
涉及的则是宪法上的集会权和言论自由权ꎮ

１９９８ 年«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 ５ 条规定ꎬ
国家保护社会团体依照其登记的章程进行活动ꎬ其
他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非法干涉ꎮ 根据该条例的规

定ꎬ我国的社会团体的成立实行核准登记制度ꎮ 在

８６
① ②Ｂ ＡＢＣＤ

科教园法硕———22年专业致力于法律硕士联考研究与培训 
欢迎走进科教园，领略法律大家风范! 

咨询电话：010-82330118，15801290122(同微信)

法硕学长答疑QQ群:887455768        加微信号kjyedu免费领取《法硕必备法条》电子版



监督管理上ꎬ由登记管理机关(民政部门)对社会团

体实施年度检查ꎮ
◎{单 ２０１７. ２１[１０]}下列选项中ꎬ属于我国现

行宪法规定的公民政治权利的是( )①ꎮ Ａ. 结
社自由ꎻＢ. 通信自由ꎻＣ. 劳动者休息的权利ꎻＤ. 受教

育权

◎{单 ２０１４. ２８}下列选项中ꎬ属于公民政治权

利的是( )②ꎮ Ａ. 平等权ꎻＢ. 人格尊严ꎻＣ. 言论

自由ꎻＤ. 受教育权

　 　 三、宗教信仰自由▲【选择】

　 　 (一)宗教信仰自由的概念

所谓宗教信仰自由ꎬ是指个人可以在社会中选
择宗教信仰和公开参加其信仰的宗教的仪式ꎬ或者
选择不信仰任何宗教而不必担心受迫害或歧视的自
由ꎮ 通俗地讲ꎬ每个公民既有信仰宗教的自由ꎬ也有

不信仰宗教的自由ꎻ有信仰这种宗教的自由ꎬ也有信

仰那种宗教的自由ꎻ在同一宗教里面ꎬ有信仰这个教

派的自由ꎬ也有信仰那个教派的自由ꎻ有过去信教而

现在不信教的自由ꎬ也有过去不信教而现在信教的

自由ꎮ

　 　 (二)宗教信仰自由的内容

根据一般宪法理论ꎬ宗教信仰自由的内容包括

以下四个方面:
(１)信仰的自由ꎮ 国家不得禁止也不能鼓励公

民信仰某种宗教ꎮ
(２)参加宗教仪式的自由ꎮ 国家不得强迫或限

制、禁止公民履行某种宗教仪式ꎮ
(３)组成宗教社团的自由ꎮ 公民有设立并参加

某种宗教社团的自由ꎮ 国家既不限制ꎬ也不得强制

或鼓励公民参加某种宗教社团或宗教社团活动ꎮ
(４)进行其他活动的自由ꎬ如宗教出版、宗教集

会、正常传教等自由ꎮ

　 　 (三)我国宪法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规定▲
【简述、论述】

の第 ３６ 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

自由ꎮ
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

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ꎬ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

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ꎮ
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ꎮ 任何人不得利用宗

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

教育制度的活动ꎮ
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ꎮ
我国«宪法»第 ３６ 条规定了宗教信仰自由ꎬ同

时又规定了其界限ꎮ (１)我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

由ꎮ (２)禁止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ꎬ
禁止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或不信仰宗教的公民ꎮ
(３)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ꎮ 任何人不得利用宗

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

教育制度的活动ꎮ (４)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

国势力的支配ꎮ 这是我国宪法基于特定历史经验并

在当今特定背景之下对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所规定的

限制ꎮ
‖许多国家的宪法都规定了宗教与国家、政治、

公共教育相分离的原则ꎮ 我国«宪法»第 ３６ 条第 ４
款规定的“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

配”ꎬ即宗教团体自主、自办、自传的“三自”原则ꎮ
宗教团体可以与其他国家的宗教界保持宗教的学术

文化交流联系ꎬ但不允许外国宗教势力干涉我国内

部宗教事务ꎬ我国的宗教团体也不可以去干涉我国

以外的宗教问题ꎬ以防止国际上的宗教势力干涉、控
制、支配我国的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ꎮ

１. {简 ２０１５. ６５}简述我国宪法关于公民宗教信

仰自由的规定ꎮ
答案要点:(«宪法»第 ３６ 条规定)
(１)我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ꎮ
(２)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

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ꎬ不得歧视信仰宗教

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ꎮ
(３)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ꎮ 任何人不得利

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

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ꎮ
(４) 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

支配ꎮ
∥论述宗教信仰自由的含义和我国的基本宗教

政策ꎮ

‖ ×２.试述我国宪法为什么要规定宗教信仰

自由ꎮ
答题要点:
我国宪法确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ꎬ主要基于

以下理由:
(１)宗教是人类社会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现

象ꎬ有它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ꎻ
(２)宗教具有长期性、民族性、群众性和国际性

的特点ꎬ对宗教的认识和政策必须从实际出发ꎬ否则

将会事与愿违ꎮ
(３)宗教信仰属于思想领域问题ꎬ对公民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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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信仰问题ꎬ只能采取民主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

去解决ꎬ不可能用法律或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或强

制人们信教ꎮ

　 　 四、人身自由▲▲{分析 ２０１４. ６８}
公民的人身自由是公民一切权利和自由的基

础ꎮ 这类权利是指公民个人的身体不受非法侵害和

限制的自由ꎬ是公民具体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和实际

享受其他权利的前提ꎬ也是保持和发展公民个性的

必要条件ꎮ
人身自由有广义、狭义两方面ꎮ 狭义的人身自

由主要指公民的身体不受非法侵犯ꎬ广义的人身自
由则包括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公民的人格尊
严不受侵犯、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和公民通信自由
与秘密受法律保护等权利和自由ꎮ 【选择】

◎{多 ２０１９. ４７[２７]}根据我国宪法ꎬ公民人身

自由的内容包括( )①ꎮ Ａ. 住宅不受侵犯ꎻＢ. 人
身自由不受侵犯ꎻＣ. 人格尊严不受侵犯ꎻＤ. 通信自

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

　 　 (一)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
公民的人身和行动不受任何非法搜查、拘禁、逮

捕、剥夺、限制和侵害ꎮ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部

«宪法»都确认了公民享有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的基

本权利ꎮ
{简 ２０１６. ６５}简述我国宪法对公民人身自由的

规定ꎮ
答案要点:(«宪法»第 ３７ 条规定)
(１)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ꎻ
(２)任何公民ꎬ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

或者人民法院决定ꎬ并由公安机关执行ꎬ不受逮捕ꎻ
(３)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

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ꎻ
(４)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ꎮ

　 　 (二)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
の第 ３８ 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

不受侵犯ꎮ 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

和诬告陷害ꎮ
公民享有人格权ꎬ人格权是和人的尊严紧密联

系的一种宪法权利ꎮ 公民人格权包括姓名权、肖像
权、名誉权和隐私权等ꎮ

∥ ×人格权是 ２０ 世纪以来各国普遍重视的一

项基本权利ꎮ 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逐步提高ꎬ各国

不断地扩展了人格权的内容与范围ꎮ 人格权是我国

现行宪法的内容之一ꎬ民事立法与刑事立法又进一

步将人格权的保护具体化ꎮ 刑法规定了对犯有侮

辱、诽谤和诬陷罪的处罚ꎬ我国民法规定了侵犯公民

生命、健康、姓名权等的民事责任ꎮ
◎{多 ２０２０. ４５[２５]}某县第一中学为防止校园

欺凌事件的发生ꎬ作出专门规定ꎮ 下列规定中ꎬ符合

宪法和法律的有( )②ꎮ Ａ. 学校禁止学生宣扬

校园暴力ꎻＢ. 学校禁止学生携带管制刀具进入校

园ꎻＣ. 学校可定期检查学生手机储存的信息ꎻＤ. 学
校可将实施欺凌的学生的姓名、照片公布于本地

报刊

◎{单 ２０１０. ３０}在我国ꎬ公民人格尊严不受侵

犯属于宪法权利类别中的( )③ꎮ Ａ. 政治权利

和自由ꎻＢ. 人身自由ꎻＣ. 平等权ꎻＤ. 社会经济权利

　 　 (三)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分析】
の第 ３９ 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

侵犯ꎮ 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ꎮ
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又称为住宅权ꎬ指公民居

住、生活以及保存私人财产的场所不受非法侵入和

搜查ꎮ
住宅权保护的核心法益是居住安全和生活安

宁ꎮ «宪法»第 ３９ 条专门规定了住宅不受侵犯的问

题ꎮ 我国«刑法»则规定对于非法侵入或搜查公民

住宅的刑事犯罪予以严惩ꎮ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ꎬ
搜查住宅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执行ꎻ搜查时应
当有被搜查人或者他的家属ꎬ邻居或者其他见证人
在场ꎻ进行搜查时必须向被搜查人出示搜查证ꎻ关于

搜查的批准一般由该案的主管领导批准即可ꎮ

　 　 (四)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

▲▲【分析、选择】
通信自由是指公民有根据自己的意愿自由进行

通信不受他人干涉的自由ꎮ
通信秘密是指公民通信的内容受国家法律保

护ꎬ任何人不得非法私拆、毁弃、偷阅他人的信件ꎮ
の第 ４０ 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

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ꎮ 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

刑事犯罪的需要ꎬ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

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ꎬ任何组织或者个

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

秘密ꎮ
∥公民的通信包括书信、电话、电报等进行通信

的各种手段ꎮ 它涉及公民的个人生活、思想活动、社
会交流等切身利益ꎮ 因此ꎬ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秘

密不受非法侵犯ꎬ是公民一项不可缺少的基本自由ꎮ
我国历部«宪法»都肯定了公民的这一自由权利ꎮ
我国的刑法、刑事诉讼法、邮政法等都对此作了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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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ꎮ
扣押和拆检公民的信件必须遵守以下规定:
(１)只有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安全机关才有权

决定扣押或者拆检公民的有关信件ꎻ
(２)扣押或者拆检公民的信件只有两种原因:

一是国家安全的需要ꎬ二是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ꎻ
(３)对于扣押的邮件、电报等ꎬ经查明不影响国

家安全或与犯罪无关的ꎬ应立即退还原主或交还邮

电部门ꎻ
(４)需扣押的邮件、电报等ꎬ应由人民检察院或

公安机关通知邮电部门ꎻ
(５)对公民个人保存的邮件、电报等ꎬ如公安机

关或检察机关认为需要检查的ꎬ公民有义务交出ꎬ如
公民拒绝交出ꎬ可以强行搜查ꎬ但必须出示搜查证
件ꎮ 紧急情况下可以不出示搜查证ꎬ但必须记录搜
查情况ꎮ

∥ ×对于侵犯公民通信自由与通信秘密的犯罪

行为ꎬ«刑法»也规定了相应罪名ꎮ 公民的通信自由

与通信秘密是一项重要的人身权利ꎬ我国法律为保

障这一权利ꎬ作出了具体、详尽的规定ꎮ
◎{法分析 ２０１０. ３６}某市著名民营企业家、全

国人大代表李某ꎬ在全国人大代表小组讨论会上ꎬ论
及政府有关民营经济的一些政策和管理措施时ꎬ对
其所在市领导的某些做法大加批评ꎬ言辞颇为激烈ꎮ
该市领导获悉后极为不满ꎬ并安排其秘书对李某的

通讯往来密切监控ꎮ １ 个月后ꎬ该市公安机关以涉

嫌诽谤罪ꎬ宣布将李某逮捕ꎮ 请结合宪法学知识ꎬ分
析李某的哪些权利受到侵犯ꎬ并说明依据ꎮ

答案要点:(１)全国人大代表的言论免责权受

到了侵犯ꎮ (２)全国人大代表的人身特别保障权受

到了侵犯ꎮ (３)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到了

侵犯ꎮ
◎{单 ２０１８. １６[１１]}在甲乙离婚案件的审理过

程中ꎬ甲以怀疑乙有婚外情为由ꎬ请求法院向移动通

信公司调取乙的通话记录清单作为证据ꎮ 根据现行

宪法ꎬ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①ꎮ Ａ. 甲只能雇佣

私人侦探调取乙的通话记录清单ꎻＢ. 法院为查清

事实ꎬ有权要求移动通信公司提供用户的通话记录

清单ꎻＣ. 移动通信公司为保护用户ꎬ有权拒绝任何

机构对通信进行调查ꎻＤ. 通话记录清单属于公民

通信秘密的范围ꎬ移动通信公司有保护通信秘密的

义务

◎{多 ２０１４. ５３}下列行为中ꎬ侵犯了我国宪法

规定的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有 ( )②ꎮ
Ａ. 某县第一中学为了提高学生升学率ꎬ禁止学生携

带手机进入校园ꎻＢ. 某县法院在审理一起民事案件

过程中ꎬ为查明案件事实ꎬ对当事人信件进行拆检ꎻ
Ｃ. 某县检察院在侦查一起贪污案件过程中ꎬ依法对

犯罪嫌疑人王某的电话进行录音ꎻＤ. 某县公安局因

刘某在网络上批评该县征地过程中存在的违法行

为ꎬ进入刘某的电子邮箱进行查看

◎{法单 ２０１４. ９}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通信自

由和通信秘密属于( )③ꎮ Ａ. 政治权利ꎻＢ. 人身

自由ꎻＣ. 文化权利ꎻＤ. 平等权

◎{多 ２０１２. ５２}人身自由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公

民基本权利之一ꎬ其内容包括( )④ꎮ Ａ. 公民享

有宗教信仰自由ꎻＢ. 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ꎻ
Ｃ. 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

公民的人身自由ꎻＤ. 任何公民ꎬ非经人民检察院批

准或者决定或人民法院决定ꎬ并由公安机关执行ꎬ不
受逮捕

　 　 五、财产权▲▲【分析、简述】

　 　 (一)财产权的概念

就财产权主体的不同ꎬ可以将其分为公共财产

和私有财产ꎮ 公共财产又包括国有财产和集体所有

的财产ꎮ
の第 １２ 条 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

侵犯ꎮ
国家保护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ꎮ 禁止任何组织

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国家的和集体的

财产ꎮ
私有财产权属于宪法上的一种基本权利ꎮ 与其

他宪法上的基本权利一样ꎬ都是公民针对国家而享

有的一种权利ꎬ即公民所享有的国家权力不能进行
不法侵害的一种权利ꎬ直接反映公民和国家权力之
间在宪法秩序中的关系ꎮ 而民法的私有财产权则主

要属于公民对抗公民、私人对抗私人之间的财产关

系ꎮ 此外ꎬ民法有关私有财产权的规定是对宪法中

财产权保护内容的具体化和法律化ꎮ
∥注意:财产权规定在«宪法»第一章“总纲”

中ꎬ而不是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中ꎮ

　 　 (二)私有财产保护的宪法规范体系及特点

の第 １３ 条 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ꎮ
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

承权ꎮ
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ꎬ可以依照法律规

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
补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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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简 ２０１４. ６５}简述我国宪法对公民私有财产

保护的规定ꎮ {单 ２０１９. １９[１４]}
答案要点:(«宪法»第 １３ 条的规定)
(１)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ꎮ
(２)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

和继承权ꎮ
(３)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ꎬ可以依照法律

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

补偿ꎮ

２.考点解析ꎮ
２００４ 年的私有财产权入宪建立了对私有财产

保护的规范体系ꎮ
我国现行«宪法»关于私有财产的规定具有如

下特点:①其规定于«宪法»“总纲”而不是“公民的

基本权利和义务”部分ꎮ ②与对公共财产的保护

相比ꎬ在措辞上存在差别ꎬ即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

神圣不可侵犯ꎮ ③强调受保护的财产必须是合

法的ꎮ

　 　 (三)私有财产的征收或者征用

国家在征收或者征用公民私有财产时必须要满

足公共利益、正当程序和公平补偿三个要件ꎬ才能满

足合宪性的要求ꎮ 如果政府的行政立法并没有剥夺

公民的财产所有权ꎬ但是对公民财产权构成了实质

性的侵害ꎬ造成了财产价值实质性的减损ꎬ则被称为

管制性征收ꎮ

　 　 (四)财产权的社会义务

个人在自由行使财产权的同时ꎬ应当使其财产

有助于社会公共福利的实现ꎮ 这是基于维护社会正

义的目的对财产权进行的一定限缩ꎮ 财产权负有社

会义务的制度安排背后往往有比较强烈的福利国家

和社会主义的观念基础ꎮ
◎{多 ２０１５. ５５}根据我国宪法关于公民私有财

产的规定ꎬ下列表述正确的有( )①ꎮ Ａ. 公民的

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ꎻＢ. 国家机关不得没收任

何公民的私有财产ꎻＣ. 公民的私有财产受法律保

护ꎬ并可依法继承ꎻＤ. 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ꎬ可
依法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征用并给予补偿

　 　 六、社会经济文化权利▲
社会经济文化权利是指公民享有的经济物质利

益方面的权利ꎬ是公民参加国家政治生活、实现其他

权利的物质保障ꎮ 有时也称作受益权ꎮ
社会经济文化权利具有如下的特点:
(１) 它是公民从社会获得基本生活条件的

权利ꎮ
(２)它是公民的积极权利ꎬ国家负有保障该权

利实现的义务ꎮ
(３)它是保障公民享有尊严地生活的手段ꎬ体

现社会正义原则ꎮ
(４)其内容、范围及其实现随着社会经济发展

而不断改变ꎮ
∥对公民的社会权利加以详细规定是从 １９１９

年德国«魏玛宪法»开始的ꎮ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ꎬ各
国都将这种权利规定于本国宪法之中ꎮ

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ꎬ我国公民的社会经济

文化权利主要包括如下几项ꎮ

　 　 (一)劳动权△
の第 ４２ 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

利和义务ꎮ
国家通过各种途径ꎬ创造劳动就业条件ꎬ加强劳

动保护ꎬ改善劳动条件ꎬ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ꎬ提
高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ꎮ

劳动是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的光荣职责ꎮ 国

有企业和城乡集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都应当以国家

主人翁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劳动ꎮ 国家提倡社会主义

劳动竞赛ꎬ奖励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ꎮ 国家提倡

公民从事义务劳动ꎮ
国家对就业前的公民进行必要的劳动就业

训练ꎮ
劳动权是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ꎬ有获得工作和

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ꎮ 劳动权和教育权既是权利又
是义务ꎮ ∥１９９４ 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通过了«劳动法»ꎬ规定了我国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

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接受职业

培训技能的权利等ꎮ 该法进一步规定了国家通过促

进经济和社会发展ꎬ创造就业条件ꎬ扩大就业机会ꎬ
鼓励社会兴办产业、拓展经营ꎬ以增加就业ꎬ是一部

调整劳动法律关系ꎬ保护劳动者权益的重要法律ꎮ

　 　 (二)休息权△
の第 ４３ 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者有休息的

权利ꎮ
国家发展劳动者休息和休养的设施ꎬ规定职工

的工作时间和休假制度ꎮ
休息权是指为了保护劳动者的身体健康和提高

劳动效率ꎬ规定劳动者享有的休假或休养的权利ꎮ
劳动者的休息权是与劳动权紧密联系的重要权利ꎮ
在我国ꎬ为了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权ꎬ国家规定了 ８ 小

时工作制ꎬ在一些特殊部门实行 ６ 小时工作制ꎮ 国

家还规定了休假制度以实现劳动者的休息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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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假制度是指劳动者根据国家和企事业单位的

有关规定所享有的暂离生产岗位进行休息和度假ꎬ
同时继续领取这一阶段的工资的制度ꎮ 它包括每周

２ 天的休息日ꎬ国家规定的节假日ꎬ职工根据规定享

有的探亲假期ꎬ以及职工到休养所、疗养院、避暑胜

地和其他休息地点作较长时间的休养等ꎮ

　 　 (三)社会保障权▲
社会保障权是指社会成员为了维护人有尊严的

生活而向国家要求给付的权利ꎮ 社会保障权是一项

基本人权ꎬ它是一种积极权利ꎮ
狭义的社会保障权认为社会保障权是主要属于

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利ꎬ重点在于社会救助、国家对年

老体弱者的物质帮助等权利ꎮ
广义的社会保障权认为ꎬ社会保障权属于一般

性的权利ꎬ只要是符合条件的公民都可以无条件享

有ꎬ权能领域范围比较广ꎬ涉及医疗、养老、保险、基
本住房等基本生活领域ꎮ

２００４ 年«宪法修正案»增加“国家建立健全同经
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条款ꎬ体现了

以人为本ꎬ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基本思想ꎮ 社会

保障制度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
安置等各项制度ꎮ 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健全对于

公民物质帮助权等社会经济权利的实现具有重大意

义ꎮ ２００４ 年«宪法修正案»之后ꎬ广义的社会保障权

已经成为我国宪法所承认的一项基本权利ꎮ 社会保
障权包括退休人员的生活保障权、物质帮助权等方
面的内容ꎮ

◎{单 ２０２１. １４[９]}下列关于社会权利的表述ꎬ
正确的是( )①ꎮ Ａ. 社会权利的目标是为了更

好地实现社会效率ꎻＢ. 国家在社会权利的行使过程

中应当保持中立ꎻＣ. 社会权利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

才成为基本权利ꎻＤ. 我国公民的社会权利主要包括

劳动权、休息权和社会保障权

◎{单 ２０１９. ２６}下列关于社会保障权的表述ꎬ
正确的是( )②ꎮ Ａ. 社会保障权包括退休人员

生活保障权、物质帮助权等内容ꎻＢ. １９９９ 年«宪法修

正案»强化了对公民社会保障权的保护ꎻＣ. 国家不

负有保障社会保障权实现的义务ꎻＤ. 社会保障权是

一种消极权利

１.退休人员的生活保障权

の第 ４４ 条 国家依照法律规定实行企业事业
组织的职工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退休制度ꎮ 退休

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ꎮ
∥国家实行离退休制度ꎬ对离退休职工和国家

机关工作人员的生活作妥善的安排ꎮ 目前ꎬ我国已

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ꎬ对退休的年龄、条件和退

休后的工资待遇、生活待遇作了详细规定ꎮ 这些规

定使我国宪法规定的退休制度得到了具体切实的贯

彻落实ꎮ

２.物质帮助权

の第 ４５ 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
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ꎬ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
物质帮助的权利ꎮ 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

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ꎮ
国家和社会保障残废军人的生活ꎬ抚恤烈士家

属ꎬ优待军人家属ꎮ
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

公民的劳动、生活和教育ꎮ
◎{单 ２０１３. ２７}我国法律规定ꎬ国家建立基本

养老、医疗、工伤等保险制度ꎬ保障公民在年老、疾病

等情况下依法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ꎮ
此项规定体现的宪法权利是( )③ꎮ Ａ. 劳动权ꎻ
Ｂ. 财产权ꎻＣ. 社会保障权ꎻＤ. 休息权

◎{多 ２０１０. ５７}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ꎬ国家和

社会对有残疾的公民的帮助具体表现在( )④ꎮ
Ａ. 劳动方面ꎻＢ. 生活方面ꎻＣ. 教育方面ꎻＤ. 婚姻家

庭方面

　 　 (四)文化教育权

文化教育权主要包括:
(１)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ꎮ
の第 ４６ 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

权利和义务ꎮ
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

方面全面发展ꎮ
受教育权是指公民接受文化、科学、品德等方面

教育训练的权利ꎮ 受教育也是公民的一项义务ꎬ接
受教育是每个公民的责任ꎮ

∥受教育的义务是指适龄儿童有接受初等教育

的义务ꎬ成年劳动者有接受适当形式的政治、文化、
科学、技术、业务教育的义务ꎬ就业前的公民有接受

劳动就业训练的义务等ꎮ 教育的主要形式有学校教

育、社会教育、自学等ꎬ其内容包括初等教育、中等教

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以及学龄前教育等ꎮ
◎{多 ２０１９. ４５[２５]}某村 ５ 名初中生辍学ꎬ家

长听之任之ꎮ 镇政府对家长进行了批评教育ꎬ要求

他们送子女返校读书ꎮ 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ꎬ下列

表述正确的有( )⑤ꎮ Ａ. 学生家长应保障子女

接受义务教育ꎻＢ. 受教育既是公民的权利ꎬ也是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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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义务ꎻＣ. 镇政府有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

务教育的职责ꎻＤ. 子女教育应由家长负责ꎬ镇政府

的行为侵犯了家长的监护权

(２)公民有进行科研、文艺创作和其他文化活
动的自由ꎮ

の第 ４７ 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

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ꎮ 国家

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

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ꎬ给以鼓励和

帮助ꎮ
∥科学研究自由是指公民有权通过各种方式从

事各种科学研究工作ꎬ同时也意味着公民有权在科

学工作中自由地探讨问题、发表意见ꎬ对各种科学问

题和各种学派持有自己的见解ꎮ 文化艺术活动自由

是指公民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和兴趣从事各项文艺

活动ꎬ有权按照自己的特点发展自己文化艺术的风

格ꎮ 这一权利的实现ꎬ对于促进科学文化事业发展ꎬ
造就宏大的知识分子队伍ꎬ调动科研、文化、艺术等
各个岗位的职工的积极性ꎬ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有
着重大的意义ꎮ 国家通过制定一定的制度或者章

程、条例ꎬ对在科技、文艺、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中作

出贡献的人予以物质帮助和精神奖励ꎬ以促进科学

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ꎮ
◎{单 ２０２１. ２４}下列关于文化教育权的表述ꎬ

不正确的是( )①ꎮ Ａ. 文化教育权的实现有利

于促进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ꎻＢ. 文化教育权属于消

极权利ꎻＣ. 公民有进行科研、文艺创作和其他文化

活动的自由ꎻＤ. 公民受教育权是公民接受文化、科
学、品德等方面教育的权利

◎{单 ２０１４. ２４}根据我国宪法ꎬ国家兴办各种

学校ꎬ发展教育事业ꎬ应当予以普及的教育类型是

( )②ꎮ Ａ. 学前教育ꎻＢ. 初等义务教育ꎻＣ. 中等

教育ꎻＤ. 高等教育

◎{单 ２０１１. ２４}下列选项中ꎬ属于我国宪法规

定的文化教育权利的是 ( )③ꎮ Ａ. 言论自由ꎻ
Ｂ. 科学研究的自由ꎻＣ. 出版自由ꎻＤ. 宗教信仰自由

　 　 七、监督权▲【简述、选择、分析】 {法分析

２０１６. ３６}
の第 ４１ 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

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ꎬ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ꎻ
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
为ꎬ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
利ꎬ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ꎮ

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ꎬ有关国家机关
必须查清事实ꎬ负责处理ꎮ 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

报复ꎮ
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

受到损失的人ꎬ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ꎮ
∥我国公民的诉愿权包括批评权、建议权、申诉

权、控告权、检举权、赔偿权ꎮ
监督权是公民监督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活动

的权利ꎬ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之一ꎮ 在我国ꎬ
人民当家作主ꎬ人民有权通过监督权经常性地监督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活动ꎬ以保证国家权力的

合法性ꎮ 监督的内容主要包括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的情况ꎮ
批评、建议、控告、检举、申诉是公民行使言论自

由ꎬ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予以监督的行为ꎮ 公

民行使这一权利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护ꎮ 公民在行

使监督权时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ꎮ
◎{简 ２０１９. ５２[３２]}简述我国宪法上公民的监

督权ꎮ
答题要点:公民监督权是公民对国家机关及其

工作人员进行监督的权利ꎬ包括批评、建议权ꎬ控告、
检举权ꎬ申诉权和国家赔偿请求权ꎮ

(１)批评、建议权是公民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

人员的缺点和错误ꎬ提出意见和要求改正的权利ꎮ
(２)控告、检举权是公民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违法失职行为提出指控、进行检举的权利ꎮ
(３)申诉权是公民对国家机关的决定不服ꎬ要

求重新处理的权利ꎮ
(４)国家赔偿请求权是国家机关侵犯公民合法

权益造成损害时ꎬ受害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权利ꎮ
◎{多 ２０１１. ５９}根据我国现行宪法的规定ꎬ对

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ꎬ公
民可以行使的权利有( )④ꎮ Ａ. 申诉权ꎻＢ. 控告

权ꎻＣ. 检举权ꎻＤ. 罢免权

　 　 (一)批评、建议权

批评权是指公民对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

缺点和错误ꎬ有权提出要求其克服改正的意见ꎻ建议

权则是指公民对国家机关的工作ꎬ有权提出自己的

主张和建议ꎮ
∥批评、建议权的行使对于防止官僚主义、提高

工作效率有着重要意义ꎮ

　 　 (二)申诉、控告、检举权

申诉权是指公民对国家机关作出的决定不服ꎬ
可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请求ꎬ要求重新处理的权利ꎮ
申诉分为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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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诉讼上的申诉主要是指当事人或其他公民

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诉讼、民事诉

讼、行政诉讼等判决或裁定不服ꎬ认为确有错误ꎬ依
法向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请ꎬ要求重新审

查处理的行为ꎮ 对于诉讼上的申诉ꎬ我国刑事诉讼

法、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对此

都作了详细规定ꎮ
(２)非诉讼的申诉主要是指公民对行政机关作

出的决定不服ꎬ向其上级机关提出申请ꎬ要求重新处

理的行为ꎮ
控告权主要是指公民对违法失职的国家机关及

其工作人员的侵权行为提出指控ꎬ请求有关机关对

违法失职者给予制裁的权利ꎮ
检举权是公民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

行为向有关机关进行检举的权利ꎮ

　 　 (三)国家赔偿请求权

国家赔偿请求权是指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

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

时ꎬ受害人有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ꎮ
按照«国家赔偿法»ꎬ我国公民取得赔偿的情况

包括:
(１)行政赔偿ꎬ行政赔偿的范围包括行政机关

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侵犯公民人身权和

财产权的情形ꎻ
(２)刑事赔偿ꎬ刑事赔偿的范围则包括行使侦

查、检察、审判、监狱管理职权的机关及其工作人员

在行使职权时侵犯公民人身权和财产权的情形ꎮ
国家赔偿请求权是基于宪法的规定而直接发生

法律效力的ꎬ是具有财产权性质的一种权利ꎮ 国家

赔偿制度的建立和完善ꎬ将进一步增强国家机关工

作人员执法、司法的严肃性ꎬ增强国家机关及其工作

人员为人民、为社会负责的责任感ꎬ它是保障公民合

法权益的重要法律制度ꎮ
∥ ×军人、国家公务员的国家赔偿请求权依法

受到一定的限制ꎮ 外国人的国家赔偿请求权依国际

法上的相互主义原则确定ꎮ «国家赔偿法»对国家

赔偿的范围、国家赔偿义务机关、国家赔偿责任的构

成要件、国家赔偿方式与计算标准等作出了明确的

规定ꎮ
◎{单 ２０１２. ２５} {法单 ２０１２. １０}下列选项中ꎬ

不属 于 我 国 宪 法 规 定 的 公 民 基 本 权 利 的 是

( )①ꎮ Ａ. 受教育权ꎻＢ. 劳动权ꎻＣ. 环境权ꎻＤ. 平
等权ꎻＥ. 迁徙自由ꎻＦ. 言论自由ꎻＧ. 人格尊严ꎻＨ. 宗
教信仰自由

　 　 八、特定群体的权利【选择】
特定群体的权利是指处于特殊法律地位或特殊

情况的公民所享有的权利ꎮ 这些权利一般是国家考

虑该群体的特殊性而对其进行的特殊保障ꎬ主要包

括以下类型ꎮ

１.保障妇女的权利

の第 ４８ 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
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
男子平等的权利ꎮ

国家保护妇女的权利和利益ꎬ实行男女同工同

酬ꎬ培养和选拔妇女干部ꎮ
∥«宪法»第 ４８ 条第 １ 款规定是为了实现男女

平等的原则ꎮ 为落实宪法的这一规定ꎬ全国人大于

１９９２ 年制定了«妇女权益保障法»ꎮ
◎{多 ２０１２. ５３}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ꎬ下

列关于男女平等的表述ꎬ正确的有( )②ꎮ Ａ. 妇
女享有特殊劳动保护权ꎻＢ. 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

就业权ꎻＣ. 妇女享有与男子同等的受教育权ꎻＤ. 妇
女享有同男子平等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２.保护婚姻、家庭、母亲、儿童和老人

の第 ４９ 条 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
保护ꎮ

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ꎮ
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ꎬ成年子女

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ꎮ
禁止破坏婚姻自由ꎬ禁止虐待老人、妇女和

儿童ꎮ
∥宪法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

护ꎻ禁止破坏婚姻自由ꎬ禁止虐待老人、妇女和儿童ꎮ
为落实宪法的这一规定ꎬ全国人大常委会分别制定

了«婚姻法» (已失效ꎬ现为«民法典»婚姻家庭编)
保障婚姻自由ꎬ制定«母婴保健法» «未成年人保护

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法律保障母亲、儿童和

老年人的权利ꎮ

３.保障残疾人的权利

«宪法»第 ４５ 条第 ３ 款规定ꎬ国家和社会帮助
安排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的劳动、生活和
教育ꎮ 为落实宪法的这一规定ꎬ全国人大常委会制

定了«残疾人保障法»ꎬ详细规定了残疾人享有的各

项合法权益ꎮ

４.保障残疾军人和烈士家属的权利

«宪法»第 ４５ 条第 ２ 款规定ꎬ国家和社会保障
残废军人的生活ꎬ抚恤烈士家属ꎬ优待军人家属ꎮ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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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宪法的这一规定ꎬ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了«兵
役法»ꎬ对残疾军人、退役军人、烈士家属、牺牲病故

的军人家属和现役军人家属的优先和安置作了专门

规定ꎮ

５.保护华侨、归侨和侨眷的权益

の第 ５０ 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护华侨的正当
的权利和利益ꎬ保护归侨和侨眷的合法的权利和
利益ꎮ

华侨是指定居在国外的我国公民ꎬ归侨是指回

国定居的华侨ꎬ侨眷是华侨和归侨在国内的眷属ꎮ
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了«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ꎬ对
归侨和侨眷的权益作了完善的保护规定ꎮ

∥６.保护外国人的权利

の第 ３２ 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护在中国境内
的外国人的合法权利和利益ꎬ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

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因为政治原因要求避难的

外国人ꎬ可以给予受庇护的权利ꎮ
(１)国家保护外国人的合法权益ꎮ
(２)庇护权ꎮ ①受庇护权只给予提出申请要求

的外国人ꎻ②外国人向我国政府提出要求避难ꎬ必须
是出于政治原因ꎬ不包括一般刑事罪犯ꎻ③我国政府

对提出的避难要求ꎬ可以同意ꎬ也可以不同意ꎻ④被

给予受庇护权利的外国人ꎬ不被引渡或者驱逐ꎬ对他

们在华的居住、迁移和行动方面的管理ꎬ原则上按照

一般外国侨民的待遇对待ꎬ也可以根据具体情况ꎬ按
照受庇护人的身份、地位ꎬ给予区别对待ꎮ

◎{法分析 ２０１４. ３６}某市城东区进行旧城改

造ꎬ王某的房屋在改造区域内ꎮ 政府与王某就补偿

问题一直未能达成一致意见ꎮ 之后ꎬ王某的房屋被

强行拆除ꎮ 王某为此多次上访ꎬ反映旧城改造过程

中存在的问题ꎮ 城东区政府拆迁办遂委托某保安公

司对王某进行截访ꎮ 保安公司在王某上访途中将其

拦下ꎬ并关押其近一个月ꎮ 此事经媒体曝光后ꎬ该保

安公司被当地警方立案查处ꎬ王某获得了人身自由ꎮ
请根据上述材料ꎬ分析王某的哪些宪法权利受

到了侵犯ꎬ并回答这些宪法权利在我国现行宪法中

是如何规定的ꎮ
答案要点:王某受到侵害的宪法权利有私有财

产权ꎬ人身自由ꎻ申诉、控告、检举权ꎬ获得权利救济

的权利ꎮ
我国宪法规定ꎬ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ꎮ

国家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ꎮ 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

需要ꎬ可以依法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

用并予以补偿ꎮ
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ꎮ 禁止非法拘禁和以

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ꎮ
公民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ꎬ有提出

批评和建议的权利ꎻ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

员的违法失职行为ꎬ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
告或检举的权利ꎮ

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

受到损失的人ꎬ有依法取得赔偿的权利ꎮ
◎{分析 ２００７. ６８}公务员甲颇有才情ꎬ以本县

三个招致群众非议的公共工程为背景ꎬ即兴创作一

阕«沁园春无题»词作ꎬ讥讽时弊ꎬ并通过手机短

信发给十几个朋友ꎬ又通过 ＱＱ 传给了几名网友ꎮ
县公安局认为ꎬ该短信影响社会安定和政治稳定ꎬ遂
以涉嫌诽谤罪将甲刑事拘留ꎬ后经县人民检察院批

准逮捕ꎬ并没收其手机和电脑等物品ꎮ 人民法院审

理后认为ꎬ甲的行为不构成犯罪ꎮ
请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和相关理论分析:
(１)甲的行为是否属于我国宪法所保护的公民

言论自由的范围? 理论依据何在?
(２)县公安局的行为侵犯了甲的哪些宪法权

利? 宪法依据何在?
答案要点:
(１)甲的行为属于我国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的

保护范围ꎮ 理由是:第一ꎬ言论自由的表现形式多

样ꎬ既包括口头形式ꎬ也包括书面形式ꎬ必要时还可

以根据法律规定利用电视广播等传播媒介ꎬ而以短

信、ＱＱ 的形式发表言论和个人见解ꎬ是言论自由的

合法表达方式ꎻ第二ꎬ短信的内容及其社会影响ꎬ没
有危害国家安全ꎬ没有侵害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ꎬ不
属于言论自由限制的范围ꎻ第三ꎬ不同看法ꎬ即使是

错误认识ꎬ也是表达的自由ꎮ
(２)县公安局的行为侵犯了甲的三项宪法权

利:言论自由权、监督权和人身自由权ꎮ 我国«宪

法»规定ꎬ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
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

身自由不受侵犯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

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ꎬ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

权利ꎮ
◎{分析 ２００５. ６９}阅读下列材料ꎬ结合宪法学

有关理论和我国宪法的具体规定回答问题ꎮ
某区政府面向社会公开选拔教育局副局长ꎬ报

名参选的刘 × × 脱颖而出ꎬ笔试、面试总成绩获第一

名ꎬ组织部门的考察也认为“该同志具备了一个领

导干部的素质和要求”ꎮ 然而ꎬ由于刘 × × 在报考

时不是科级领导ꎬ经“区政府反复研究ꎬ最终不得不

取消了刘 × × 同志区教育局副局长的任职资格”ꎮ
问题:(１)刘 × × 的哪些宪法权利受到了侵犯?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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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依据何在?
(２)刘 × × 应如何维护自己的宪法权利? 为

什么?
答案要点:(１)区政府的决定ꎬ侵犯了刘 × × 的

三项宪法权利ꎮ
①侵犯了政治权利ꎮ 宪法上公民的参政权ꎬ既

包括选举权、被选举权和政治自由权ꎬ也包括公民担

任国家机关公职的权利ꎬ对此«宪法»第 ３４ 条有明

确的规定ꎮ 在程序合法、考试成绩第一、政治考察合

格的情况下ꎬ区政府取消刘 × ×的任职资格ꎬ是侵犯

其政治权利的行为ꎮ
②侵犯了平等权ꎮ «宪法»第 ３３ 条第 ２ 款规定ꎬ

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ꎬ其中当然包括政治平等ꎮ
区政府在公选条件未列明必须具有“科级领导”职

务的情况下ꎬ以此为由最后剥夺刘 × ×的任职资格ꎬ
导致他与其他具有“科级领导”职务的人处于不平

等地位ꎬ构成“平等权”侵权行为ꎮ
③侵犯了基本人权条款ꎮ «宪法»第 ３３ 条第 ３

款规定ꎬ“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ꎮ 在本案中刘 × ×
的政治人权受到侵犯ꎬ区政府违反了该条宪法规定ꎮ

(２)刘 × × 应该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

讼ꎬ要求区政府撤销错误决定ꎬ恢复自己的任职资

格ꎮ 理由:①区政府有行政违法行为ꎻ②区政府具有

行政诉讼的被告资格ꎮ

第三节 我国公民的基本义务

　 　 一、{简 ２０１７. ６５[３２]}简述我国现行宪法

规定的公民基本义务

答案要点:(１)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ꎻ(２)遵
守宪法和法律ꎬ保守国家秘密ꎬ爱护公共财产ꎬ遵守

劳动纪律ꎬ遵守公共秩序ꎬ尊重社会公德ꎻ(３)维护

祖国安全、荣誉和利益ꎻ(４)依法服兵役和参加民兵

组织ꎻ(５)依法纳税ꎻ(６)劳动的义务ꎻ(７)受教育的

义务ꎻ(８)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ꎻ(９)父
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成年子女有赡养

扶助父母的义务ꎮ

　 　 二、公民的基本义务

　 　 (一)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の第 ５２ 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维护国家
统一和全国各民族团结的义务ꎮ

«宪法»总纲明确规定:“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

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ꎮ”
∥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ꎬ是中国革命和

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ꎬ也是实现公民基本

权利的重要保证ꎬ«宪法»序言和总纲都一再强调维

护民族团结的重要性和必要性ꎮ «宪法»第 ５２ 条规

定实际是序言和总纲规定的有关原则的延伸和具体

化ꎬ是我国各民族的公民都必须遵守的共同准则ꎮ

　 　 (二)遵守宪法和法律

の第 ５３ 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①遵守宪
法和法律ꎬ②保守国家秘密ꎬ③爱护公共财产ꎬ④遵守
劳动纪律ꎬ⑤遵守公共秩序ꎬ⑥尊重社会公德ꎮ

这是关于公民遵守法纪和尊重社会公德义务的

规定ꎮ
∥ ×据此ꎬ包含六个方面的内容:
(１)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ꎮ
这是公民必须守法的总的原则规定ꎮ
(２)公民必须保守国家秘密ꎮ
国家秘密是指在国家活动中ꎬ不应公布和向外

透露的一切秘密文件、秘密资料、秘密情报和秘密情

况ꎮ 国家秘密的基本范围包括:军事和外交秘密ꎬ经
济机密ꎬ交通、邮电、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

的秘密ꎬ以及检察、审判等方面的秘密ꎮ
(３)公民必须爱护公共财产ꎮ
公共财产主要是指一切国家财产和集体财产ꎮ

爱护公共财产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①珍惜和保护

国家的和集体的财产ꎻ②保护、捍卫公共财产的安

全ꎬ每个公民都有责任同一切破坏公共财产的行为

进行斗争ꎮ
(４)公民必须遵守劳动纪律ꎮ
劳动纪律是指在社会共同劳动中所有劳动者必

须共同遵守的劳动规章制度ꎮ 它是保证劳动者的安

全、保证产品质量和数量、保证生产和工作顺利进行

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之一ꎮ 社会主义的劳动纪律主

要靠自觉遵守ꎬ还要靠纪律教育和思想教育工作ꎬ违
反劳动纪律者应受必要的纪律处分ꎮ

(５)公民必须遵守公共秩序ꎮ
遵守公共秩序是指遵守法律、纪律以及优良的

社会习惯等行为准则ꎮ
公共秩序包括公共场所的活动秩序、交通秩序、

社会管理秩序、工作秩序、居民生活秩序等ꎮ
违反和破坏公共秩序的行为可分为违反公共秩

序的一般错误行为、轻微违法行为以及破坏公共秩

序的犯罪行为等几类ꎬ我国«刑法»规定了危害公共

安全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

序罪等罪名ꎬ以及相应的刑罚措施ꎮ
(６)公民必须尊重社会公德ꎮ
社会公德是指社会主义公共生活的各项道德准

则ꎮ 它是一种道德规范ꎬ它的执行一般不是靠国家

的强制力量ꎬ而是靠社会的舆论、信念、习惯、传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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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以及人们对正义、真理的信仰ꎮ

　 　 (三)维护祖国安全、荣誉和利益

の第 ５４ 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维护祖国

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ꎬ不得有危害祖国的安

全、荣誉和利益的行为ꎮ
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是全体公民的神

圣义务ꎬ任何公民不得以任何方式侵犯、危及、损害

国家的安全、荣誉和利益ꎮ
∥祖国的安全是指:①国家领土、主权不受侵

犯ꎻ②国家各项机密得以保守ꎬ社会秩序不被破坏ꎮ
祖国的荣誉是指:①国家的尊严不受侵犯ꎻ②国家的

信誉不受破坏ꎻ③国家的荣誉不受玷污ꎻ④国家的名

誉不受侮辱ꎮ 祖国的利益对外主要是指全民族的政

治、经济、文化、荣誉等方面的权利和利益ꎬ对内主要

是指相对于个人利益、集体利益而言的国家利益等ꎮ

　 　 (四)依法服兵役和参加民兵组织【选择】
の第 ５５ 条 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ꎮ
依照法律服兵役和参加民兵组织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民的光荣义务ꎮ
«兵役法»第 ２ 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义务

兵与志愿兵相结合、民兵与预备役相结合的兵役

制度ꎮ
«兵役法»第 ３ 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ꎬ不分

民族、种族、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和教育程度ꎬ
都有义务依照本法的规定服兵役ꎮ

有严重生理缺陷或者严重残疾不适合服兵役的

人ꎬ免服兵役ꎮ
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ꎬ不得服兵役ꎮ
我国实行义务兵与志愿兵相结合、民兵与预备

役相结合的兵役制度ꎮ
◎{单 ２００９. ３０}根据我国现行宪法和法律的规

定ꎬ我国的兵役制度是( )①ꎮ Ａ. 志愿兵役制ꎻ
Ｂ. 义务兵役制ꎻＣ. 义务兵役制与志愿兵役制相结

合ꎬ以义务兵役制为主ꎻＤ. 义务兵役制与志愿兵役

制相结合ꎬ以志愿兵役制为主

　 　 (五)依法纳税【多选】
の第 ５６ 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

纳税的义务ꎮ
税收是指国家依照法律规定ꎬ向纳税单位或个

人无偿征收实物或货币ꎮ 税收作为国家财政收入的

一种形式ꎬ其特点是具有强制性和无偿性ꎮ
我国的税收用于发展社会、巩固国防、不断提高

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ꎬ它反映了取之于

民、用之于民的社会主义分配和再分配关系ꎮ

◎{多 ２０１３. ５７}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ꎮ”对于该条文ꎬ
下列理解正确的有( )②ꎮ Ａ. 税收属于法律保

留事项ꎻＢ. 依法纳税是公民的一项基本义务ꎻＣ. “依
照法律”包括对国家征税权的约束ꎻＤ. 该条中的“法
律”仅限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

　 　 (六)其他义务

除此之外ꎬ我国公民的基本义务还包括在基本

权利条文中规定的四项义务:
(１)劳动的权利和义务ꎻ
(２)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ꎻ
(３)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ꎻ
(４)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成年

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ꎮ

第五章 国 家 机 构

第一节 国家机构概述

　 　 一、国家机构的概念和特点

　 　 (一)国家机构的概念

国家机构是国家为实现其管理社会、维护社会

秩序职能而建立起来的国家机关的总和ꎮ 它包括立
法机关、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
军事机关等ꎮ

　 　 (二)国家机构的特点△
国家机构总是与国家政治权力的行使和运行有

关ꎬ这也就决定了国家机构不同于普通的社会组织ꎮ
国家机构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１)阶级性ꎮ 国家机构是统治阶级为了实现自

己的使命而设立的政治组织ꎬ国家机构的权力运作

和职责都反映了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ꎬ具有鲜明

的阶级性ꎮ
(２)历史性ꎮ 国家机构是一定历史范畴的产

物ꎬ是在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ꎬ随着国家的产

生而出现ꎬ也会随着国家的消亡而消亡ꎮ
(３)特殊的强制性ꎮ 国家机构是一种国家组

织ꎬ拥有特殊的强制力ꎬ即以军队、警察、监狱、法庭

等为主要内容的国家暴力ꎮ 因此ꎬ国家机构不同于

一般的社会组织ꎮ
(４)组织性ꎮ 国家机构具有的组织体系ꎬ其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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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职权划分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ꎬ不同国

家机关按照法律规定组成完整严密的整体ꎬ保证国

家基本职能的实现ꎮ
(５)协调性ꎮ 国家机构根据宪法划分职权ꎬ国

家权力按照行使职权的性质和范围的不同而分工行

使ꎻ同时各个国家机关之间又相互协作、互相配合ꎬ
共同为实现宪法规定的目标而运行ꎮ

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ꎬ国家机

构也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国家组织ꎬ国家机构进行的

所有活动都以人民的利益为依据ꎮ

　 　 × (三)国家机构的历史发展

我国中央国家机关体制是随国情的变化而不断

变化发展的ꎮ 新中国成立以来ꎬ大致经历了以下几

个历史阶段ꎮ

１.新中国成立至 １９５４ 年«宪法»颁布之前的中

央国家机关体制

据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ꎬ中央
人民政府委员会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ꎬ是中央人民
政府的领导机构ꎬ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集体国家
元首ꎮ 它对内领导国家政权ꎬ行使国家立法权ꎬ组织

政务院、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

人民检察署ꎬ决定国家重大问题ꎻ对外代表中华人民

共和国ꎮ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由中央人民政府主

席、副主席若干人、委员若干人和秘书长组成ꎮ 中央

人民政府主席召集和主持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

议ꎬ领导中央人民政府的工作ꎬ副主席和秘书长协助

主席执行职务ꎮ ∥新中国成立初期ꎬ在中央和省之

间设立了既为中央人民政府领导和监督地方政府工

作的派出机关ꎬ又为最高一级地方政权机关的大行
政区一级的国家机构ꎮ 东北、华北称人民政府委员

会ꎬ华东、西北、中南、西南称军政委员会ꎮ １９５２ 年

年底大区人民政府委员会(或军政委员会)被改为

行政委员会ꎬ只作为中央在地方的代表机关ꎬ不再具

有最高一级地方政权机关的性质ꎮ 到 １９５４ 年 ６ 月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撤销了大区一级行政机构ꎮ 在

普选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之前ꎬ由地方各

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职

权ꎬ由它选举产生的本级人民政府委员会既是行使

国家权力的机关ꎬ又是地方国家行政机关ꎮ 地方各

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署都是同级人民政府的组成

部分ꎬ受同级人民政府的领导和监督ꎬ并受上级人民

法院和人民检察署的领导和监督ꎮ

２. １９５４ 年«宪法»颁布之后至“文化大革命”开
始前的中央国家机关体制

１９５４ 年通过了第一部«宪法»和«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

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ꎬ标志着我国中央国家机

关的组织和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ꎮ
１９５４ 年«宪法»规定的国家机构体系较为完善ꎬ国家

机关的组成主要有: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常委会、中
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

民检察院ꎮ

３.从 １９６６ 年 ５ 月“文化大革命”开始至 １９８２ 年
«宪法»颁布之前的中央国家机关体制

(１)“文化大革命”开始ꎬ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

导小组和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实际取代了大部分国

家机关的职权ꎬ整个中央国家机关建设陷入全面

危机ꎮ
(２)１９７５ 年«宪法»主要变化:①取消国家主席

的设置ꎻ②确认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为地方各级人
民政府ꎻ③取消乡的建置ꎬ代之以“人民公社”ꎻ④取
消人民检察院的设置ꎮ １９７６ 年粉碎“四人帮”ꎬ我国

政治生活逐渐走向正常ꎮ
(３)１９７８ 年«宪法»除重新设置最高人民检察

院和补充了其他中央国家机关的一些职权外ꎬ基本

沿袭了 １９７５ 年«宪法»的规定ꎬ仍然没有设置国家

主席ꎬ中央国家机关组织体系仍不健全ꎮ １９７９ 年全

国人大修改«宪法»ꎬ将“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改为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ꎬ在县级以上人大设常务委员
会作为常设机关ꎮ 因此ꎬ１９７８ 年«宪法»颁布后的中

央国家机关组织体系仍不健全ꎮ

４.现行«宪法»颁布至今的中央国家机关体制

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ꎬ中国进入了

一个新的历史时期ꎮ １９８２ 年 １２ 月通过了现行«宪
法»ꎬ与 １９７８ 年«宪法»相比ꎬ在中央国家机关的建

设方面作出了较大的变动ꎮ 主要内容有:加强和改

进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ꎬ恢复了国家主席的建制ꎬ设
立了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ꎬ中央行政

机关实行首长负责制等ꎮ 这些变动为健全中央国家

机关组织体系ꎬ维护中央政权的稳固ꎬ确保国家机器

的运行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ꎮ

５. ２０１８ 年«宪法»修改ꎬ设立了监察委员会

２０１８ 年«宪法»修改ꎬ为了建立权威高效、集中

统一的中国特色的反腐败制度ꎬ设立了监察委员会

这一国家机构ꎬ在中央国家机关层面则在原有的机

构之外增设了国家监察委员会ꎬ丰富了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的内涵ꎬ推动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

现代化ꎮ

　 　 (四)国家机构的体系△
各个国家机关的有机组合ꎬ就构成了国家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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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ꎮ 国家机构分为中央国家机关和地方国家机关

两大类ꎮ 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职权的划分ꎬ遵循在
中央统一领导下ꎬ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的原则ꎮ

中央国家机关是国家最高层次的政权组织体

系ꎬ我国的中央国家机关ꎬ依据«宪法»分为全国人

大及其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务院、
中央军事委员会、国家监察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ꎮ

我国的地方国家机关ꎬ依据«宪法»规定ꎬ县级

以上地方国家机关分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

会、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ꎮ
乡、民族乡、镇的国家机关分为人民代表大会和

人民政府ꎮ

　 　 二、中国国家机构的组织和活动的主要原

则▲【论述】
　 　 (一){法论 ２０１３. ３７}论述我国国家机构的组

织和活动原则

答案要点:(１)民主集中制原则是我国国家机

构组织和活动的基本原则ꎮ 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

大由民主选举产生ꎬ对人民负责ꎬ受人民监督ꎮ 行政

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由人大产生ꎬ向它负责ꎬ受
它监督ꎮ 中央与地方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ꎬ遵循在

中央统一领导下ꎬ充分发挥地方主动性、积极性的

原则ꎮ
(２)责任制原则指国家机关及工作人员对其决

定、履职所产生的结果ꎬ必须承担责任ꎮ 按照国家机

关的不同性质ꎬ分为集体负责制和个人负责制两种ꎮ
人大及其常委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实行集体负

责制ꎮ 行政机关、军事机关实行个人负责的领导

体制ꎮ
(３)法治原则要求国家机关在其组织和活动中

都要依法行使职权ꎮ 国家机关的设立和活动必须符

合宪法和法律规定ꎻ国家机关作出决定、命令、裁判

等工作的程序必须符合法律要求ꎻ任何违反宪法和

法律的国家机关行为ꎬ必须予以追究ꎮ

　 　 (二)分析题

◎{分析 ２０１０. ６８}２００７ 年夏ꎬ某县警方在“扫
黄”行动中抓获十余名涉嫌卖淫、嫖娼的违法人员ꎮ
为扩大教育警示作用ꎬ在公开处理的现场ꎬ警方逐一

宣读涉案人员姓名、出生日期和籍贯ꎬ并宣布处罚决

定ꎬ然后游街示众ꎮ 现场逾千人围观ꎮ
该事件经过媒体报道后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

响ꎮ 有学者提出质疑ꎬ认为警方的做法有违宪嫌疑ꎮ
警方回应称其执法活动合法ꎬ符合宪法关于国家机

关组织活动原则的规定ꎮ
请结合我国宪法的规定及相关知识ꎬ回答下列

问题:
(１)该县警方的做法是否合法? 为什么?
(２)公安机关在执法活动中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是什么?
答案要点:
(１)警方的做法是违法行为ꎮ 我国宪法规定ꎬ

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ꎻ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ꎮ
警方对涉案人员的游街示众行为是违法的行为ꎬ侵
犯了宪法保障的涉案人员的人格权利ꎮ

(２)公安机关在执法活动中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是法治原则、人权原则、民主集中制原则、责任制原

则、联系群众为人民服务原则和精简效率原则ꎮ

　 　 (三)考点解析

１.民主集中制原则▲【简述、论述】
我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ꎮ 民主

集中制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组织和活动的基本原

则ꎮ 民主集中制是一种民主与集中相结合的制度ꎬ
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法治规范下的民主的结

合ꎮ 根据这一原则的要求ꎬ我国的国家权力必须集
中由代表人民意志的、由民主选举产生的人大统一
行使ꎻ各个国家机关之间不是分权关系ꎬ而是为实现
国家管理任务进行的工作分工关系ꎻ各个国家机关
依据宪法的具体规定ꎬ在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统一领
导和监督下ꎬ行使各自职责范围内的权力ꎮ

举例:试述我国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
的主要表现ꎮ

根据宪法的规定ꎬ我国国家机关贯彻民主集中
制原则主要表现为:

(１)在意志代表方面ꎬ人大由民主选举产生ꎬ对
人民负责ꎬ受人民监督ꎻ由人大代表人民的最高意

志ꎬ制定法律ꎬ决定国家的重大问题ꎮ
(２)在权限划分方面ꎬ国家行政机关、国家监察

机关、国家审判机关、国家检察机关、国家军事机关
等由人大选举或决定产生ꎬ对它负责ꎬ受它监督ꎻ各
机关在其宪法权限内处理属于各自职权范围内的国

家事务ꎮ
(３)在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关系方面ꎬ遵循在中

央统一领导下ꎬ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主动性的原

则ꎬ但必须坚持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ꎮ
(４)在国家机关内部关系方面ꎬ人大及其常委

会实行集体领导体制ꎬ而行政机关和军事机关则都

实行首长个人负责制ꎮ
(５)在具体工作方面ꎬ无论哪一个国家机关ꎬ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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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决策过程都必须遵循民主集中制的原则ꎮ 民主集

中制是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国家机构的基本原则ꎮ
实行民主集中制ꎬ既防止了权力过分集中ꎬ又避免了

不必要的牵制ꎬ保证了国家机关工作的有效进行ꎮ

２.责任制原则▲
の第 ２７ 条 一切国家机关实行精简的原则ꎬ实

行工作责任制ꎬ实行工作人员的培训和考核制度ꎬ不
断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ꎬ反对官僚主义ꎮ

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

支持ꎬ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ꎬ倾听人民的意见

和建议ꎬ接受人民的监督ꎬ努力为人民服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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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
举例:试论国家机构组织和活动中的责任制

原则ꎮ
我国«宪法»第 ２７ 条规定了国家机关实行工作

责任制的原则ꎮ
责任制原则是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ꎬ对其

决定、行使职权、履行职责所产生的结果ꎬ都必须承

担责任ꎮ
根据«宪法»的规定ꎬ国家机关体系的责任制表

现为:
(１)人大向人民负责ꎬ每一个代表都要受原选

区选民或原选举单位的监督ꎬ原选区选民或原选举

单位可随时罢免自己所选出的代表ꎻ国家行政机关、
国家监察机关、国家审判机关、国家检察机关和国家

军事领导机关则向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ꎮ
(２)按照国家机关的不同性质ꎬ分为集体负责

制和个人负责制两种形式ꎮ
集体负责制是指机关的全体组成人员和领导成

员在重大问题的决策或决定上权利平等ꎬ全体成员

集体讨论ꎬ并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决定ꎬ集
体承担责任ꎮ 人大及其常委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
院等都实行集体领导、集体负责的责任制度ꎮ

个人负责制是指在决策问题上由首长个人作出

决定并承担相应责任的决策形式ꎮ 行政机关、军事
机关都实行这种集体讨论、个人决定和个人负责的
领导体制ꎮ

３.法治原则△
法治原则要求国家机关在其组织和活动中都要

依法办事ꎬ不以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ꎬ不因领导人的

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ꎮ «宪法»第 ５ 条提出

依法治国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ꎬ国家机关

应严格遵循«宪法»的这一规定ꎮ
法治原则主要表现为:
(１)国家机关的设立和活动都有法可依ꎬ任何

国家机关及其附属机构的存在都必须符合宪法和法

律的规定ꎮ
(２)国家机关作出决定、命令、裁判等工作的程

序必须符合法律的要求ꎬ符合法律规范ꎮ
(３)任何违反宪法和法律的国家机关的行为ꎬ

必须予以纠正ꎮ

４.其他原则

除上述三项原则外ꎬ还有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

的原则、效率原则、联系群众原则、党的领导原则ꎮ
它们都是宪法规定的、国家机关应当遵循的组织和

活动原则ꎮ
◎{多 ２０１４. ５４}下列选项中ꎬ属于我国国家机

构组织和活动原则的有 ( )①ꎮ Ａ. 法治原则ꎻ
Ｂ. 责任制原则ꎻＣ. 权力分立与制约原则ꎻＤ. 民主集

中制原则

第二节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及其常务委员会

　 　 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一)性质和地位

１.性质

の第 ５７ 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ꎮ 它的常设机关是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ꎮ

の第 ５８ 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ꎬ又是

国家的立法机关ꎮ
所谓最高国家权力机关ꎬ意味着全国人大是国

家权力的最高体现者ꎬ集中代表全国各族人民的意

志和利益ꎬ行使国家的立法权和决定国家生活中的

其他重大问题ꎮ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①行使国家立法权ꎬ

②决定重大事项ꎬ③监督宪法和法律的实施ꎬ④维护
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ꎬ建设社会主义法
治国家ꎮ ⑤积极开展对外交往ꎬ加强同各国议会、国
际和地区议会组织的交流与合作ꎮ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ꎬ
充分发扬民主ꎬ集体行使职权ꎮ

２.地位

全国人大在我国国家机关体系中居于首要地
位ꎬ其他任何国家机关都不能超越于全国人大之上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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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能与它并列ꎮ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法律

和决议ꎬ其他国家机关都必须遵照执行ꎮ
∥の第 ２ 条第 １、２ 款规定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一切权力属于人民ꎮ 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ꎮ 这说明

了全国人大的性质和它在整个国家机关体系中的地

位ꎮ 全国人大的最高地位是宪法上的和国家机关间

工作分工上的ꎬ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ꎬ领导我国

人民的政治核心是中国共产党ꎮ
‖党组织的关系: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坚持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ꎬ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

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ꎬ依
照宪法和法律规定行使职权ꎮ

　 　 (二)组成和任期▲【选择】
の第 ５９ 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省、自治区、

直辖市、特别行政区和军队选出的代表组成ꎮ 各少

数民族都应当有适当名额的代表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由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主持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代表产生办法由

法律规定ꎮ
の第 ６０ 条 全国人大每届任期 ５ 年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期届满的２ 个月以前ꎬ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必须完成下届全国人民

大表大会代表的选举ꎮ 如果遇到不能进行选举的非
常情况ꎬ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全体组
成人员的 ２ / ３ 以上的多数通过ꎬ可以推迟选举ꎬ延长
本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任期ꎮ 在非常情况结束后
１ 年内ꎬ必须完成下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
选举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

行政区和军队选出的代表组成ꎮ 我国实行地域代表
制与职业代表制相结合、以地域代表制为主的代表

机关组成方式ꎮ 代表以间接方式由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大和军队选举产生ꎮ 全国人大代表名额总数

不超过 ３０００ 名ꎬ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确定各选举单位

代表名额比例的分配ꎮ

　 　 (三)全国人大的职权▲▲【选择】
の第 ６２ 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
(１)修改宪法ꎻ
(２)监督宪法的实施ꎻ
(３)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

的基本法律ꎻ
(４)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ꎻ

(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提名ꎬ决定国
务院总理的人选ꎻ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名ꎬ决定国务
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
长、秘书长的人选ꎻ

(６)选举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ꎻ根据中央军事
委员会主席的提名ꎬ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组成
人员的人选ꎻ

(７)选举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ꎻ
(８)选举最高人民法院院长ꎻ
(９)选举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ꎻ
(１０)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

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ꎻ
(１１)审查和批准国家的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

的报告ꎻ
(１２)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不适当的决定ꎻ
(１３)批准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建置ꎻ
(１４)决定特别行政区的设立及其制度ꎻ
(１５)决定战争和和平的问题ꎻ
(１６) 应当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其他

职权ꎮ
∥对照常委会职权学习ꎮ

１.修改宪法ꎬ监督宪法的实施

の第 ６４ 条 宪法的修改ꎬ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或者１ / ５ 以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提议ꎬ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２ / ３ 以
上的多数通过ꎮ

法律和其他议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
表的过半数通过ꎮ

全国人大是进行宪法监督的最高机关ꎬ其内容

主要有两个方面:
(１)监督各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以及

各种规章是否符合宪法的原则和条文规定ꎻ
(２)监督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各政党和社

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的行为是否违反宪法ꎮ

２.制定和修改基本法律

«立法法»第 ７ 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

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和修改除应

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

律ꎻ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ꎬ对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ꎬ但是不得同

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ꎮ
基本法律是为实施宪法而由全国人大制定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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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制史(综合课)

中国法制史记忆树

绪论 § １

古代 § ２ ~ § ５

§ ２ 夏商(禹刑、汤刑、奴隶制五刑、圜土)、西周▲、春秋、战国

§ ３ 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

§ ４ 隋、唐▲、宋

§ ５ 元、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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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 § ６ ~ § ７
§ ６ 清末▲、民初▲

§ ７ 南京国民政府▲、革命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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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一、中国法制发展史概述

中国法制的历史ꎬ以公元前 ２１ 世纪夏王朝的建

立为起点ꎬ传承 ４０００ 余年ꎬ各个时期法制的内容、特
色也各有不同ꎮ 按照发展阶段及风格特色等标准ꎬ
大致可以分为早期法制、战国以后的古代法制和近

现代法制三个大的部分ꎮ

　 　 (一)中国早期法制

自公元前 ２１ 世纪至公元前 ４７６ 年ꎬ属于奴隶制

时代的法律制度ꎮ 它一般是指夏、商、西周及春秋时

期的法制ꎬ重点在西周ꎬ成文法开始于春秋时期ꎮ 这
一时期法制的突出特点:以习惯法为基本形态ꎬ初期
一般认为是不公开的ꎮ

中国早期法制ꎬ夏、商是奠基时期ꎮ 自公元前

２１ 世纪夏启建立夏代开始ꎬ在约 ４００ 年期间ꎬ中国

早期的刑罚制度、监狱制度都有了一定的发展ꎮ 商

取代夏ꎬ近 ６００ 年时间在继承夏代法制经验的基础

上ꎬ商代在罪名、刑罚以及司法体制、诉讼制度等方

面取得了长足发展ꎮ 商代的刑法及诉讼制度已经比

较完备ꎮ
中国早期法制的鼎盛时期是在西周ꎮ 西周政权

存续近 ３００ 年时间ꎬ中国传统的统治方式、治国策略

以及一些基本的政治制度已经初步形成ꎬ作为传统

文化基石的哲学思想、伦理道德观念等思想文化因

素也都在此时发端ꎮ 从法律上看ꎬ西周法制的形式

和内容都达到了早期法制的顶峰ꎮ 在西周时期所形

成的“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法制指导思想ꎬ老幼

犯罪减免刑罚、区分故意和过失等法律原则ꎬ以及

“刑罚世轻世重”的刑事政策ꎬ都是具有当时世界最

高水平的法律制度ꎬ对中国后世的法制也产生了重

要的影响ꎮ 所以ꎬ西周法律制度是中国法制史学习
的重点之一ꎮ

春秋时期处于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动荡、大变

革的前期ꎬ此时社会变革的重心在于“破”ꎬ即西周

所建立的家国一体的宗法制度ꎬ包括政治、经济、思
想文化等各个层面都受到否定和挑战ꎮ 在法制方

面ꎬ以反对“罪刑擅断”、要求“法布于众”为内容的

公布成文法运动勃然兴起ꎮ 郑国子产“铸刑书”、邓
析著«竹刑»及晋国“铸刑鼎”等ꎬ都是这一法制变革

运动的代表性成果ꎮ
自春秋以后ꎬ中国开始向全社会公布成文法ꎬ从

此ꎬ中国的法律开始由原来的不公开和半公开的状

态ꎬ过渡到以成文法为主体的状态ꎮ
评析:夏商西周为奴隶制阶段ꎬ相对不是考试的

重点ꎬ其中西周相对重要一点ꎮ

　 　 (二)战国以后的古代法制

封建法制时代ꎬ自公元前 ４７６ 年至公元 １８４０
年ꎬ一般是指战国以后至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各主要

王朝的法律制度ꎮ 可分为以下几个发展阶段ꎮ

１.战国时期

这是由早期礼法制度向成文法典法转变的重要

阶段ꎬ中国的许多思想文化精华都出自这个时期ꎮ
与春秋时期相比较ꎬ战国时期社会变革的重心在于
“立”ꎬ在法制方面ꎬ“立”主要表现为以成文法为主
体的新的法律体制开始在更大的范围内、以更成熟
的法典形式建立起来ꎮ 如:战国初年魏国李悝制定
的«法经»ꎬ儒家和法家两大学术流派的主要政治法
律思想在这一时期内成熟ꎮ

评析:春秋战国是古代重要的一个转型时期ꎮ
关注两个问题:(１)成文法的公布ꎮ 这对于中

国法律史来讲是一个里程碑的事件ꎮ (２)战国时期

的«法经»(每年必考)ꎮ

２.秦汉时期

这是中国古代成文法法律体系全面确立的时

期ꎮ 在指导思想上ꎬ秦代奉行的是法家学派的“法
治”“重刑”等理论ꎮ 在中国历史上ꎬ战国时代和秦

代是法家学派最活跃的时期ꎬ法家理论得到了完整

的实践ꎮ 从整个中国法制史看ꎬ秦代法制特色是极

为鲜明的ꎮ 自湖北云梦秦简出土以后ꎬ许多秦代法

律得以重现于世ꎬ从中可以看出ꎬ秦代的法制观念极

强ꎬ法律制度也很严密ꎮ
汉代法制在中国法制史上也具有重要地位ꎮ 汉

代法律体制ꎬ从风格上以汉武帝“罢黜百家ꎬ独尊儒

术”为界ꎬ分为前、后两个时期ꎮ 前期主要是“汉承
秦制”ꎬ就是在秦代留下的法律框架内进行改造ꎬ从
而形成了一套法律体制ꎻ后期在指导思想上接受儒

家的理论ꎬ使儒学成为官方的、正统的政治理论ꎬ从
此ꎬ汉代的法律制度在理论、制度上开始“儒家化”ꎮ
汉代以后的中国古代法律ꎬ都是沿着汉律儒家化的

方向逐步发展的ꎮ
评析:秦汉时期ꎬ主观题次重点ꎬ是中国封建传

统法律确立和发展时期ꎬ是法家思想指导之下的

王朝ꎮ
秦朝掌握:(１)法律形式的多样性ꎮ (２)刑事方

面的刑罚的一些变化ꎮ 汉朝一条主线:汉律的儒家

化ꎮ 大体掌握这个时代法律发展的特征ꎬ董仲舒以

后儒家思想开始占据主导地位ꎬ所以汉律的儒家化

２

科教园法硕———22年专业致力于法律硕士联考研究与培训 
欢迎走进科教园，领略法律大家风范! 

咨询电话：010-82330118，15801290122(同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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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在汉朝法律几乎所有方面都有体现ꎮ 比如说

亲亲得相首匿、上请制度ꎮ

３.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这是中国传统法制迅速发展的阶段ꎮ 在这段时

间里ꎬ虽然政权快速变更ꎬ局势持续动荡ꎬ但法律制

度仍然在动荡的年代里得到了巨大的发展ꎮ 首先ꎬ
立法技术不断提高ꎬ法律理论也有明显发展ꎮ 其次ꎬ
具体法律制度的儒家化得到加强ꎮ 一些重要的制度

(重点掌握法典体例变化)ꎬ以及“八议”“官当”“重
罪十条”等已经成为成熟的法律制度ꎮ 这一时期法

制的发展与进步ꎬ为隋唐之际中国古代法制走向成

熟奠定了重要基础ꎮ
评析:这个时期是一个过渡阶段ꎮ
(１)重点掌握几个法典:«新律» («曹魏律»)、

«晋律»、«北齐律»、«麟趾格»、«大统式»ꎮ 法典的

名称、产生的时代、体例的变化ꎬ是非常重要的ꎮ
(２)注意这个时期几个法典里面对于重要制度的创

设ꎬ它在中国历史上确立了哪些重要制度(如八议

制度、五服制度、重罪十条、十恶)ꎮ

４.隋唐时期

这是中国传统法制的成熟、定型阶段ꎮ 隋唐是

中国古代社会的鼎盛时期ꎬ法律制度也是如此ꎮ 隋

唐的立法技术得以进一步提高ꎬ以«唐律疏议»为代

表的优秀法典相继问世ꎮ 在法律内容上ꎬ法律儒家

化到隋唐时期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果实ꎬ以«唐律疏

议»的制定完成为标志ꎬ“礼法结合”的过程基本完

成ꎬ儒家学派的一些基本主张被精巧地纳入成文法

典之中ꎬ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律道德化ꎬ道德法律

化”的特征ꎬ在隋唐法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ꎮ 同

时ꎬ司法体制、诉讼制度也在此时达到了很高的水

平ꎮ 以«唐律疏议»为代表的唐代法制ꎬ达到了中国

古代法制的最高水平ꎬ成为中国古代法制、中华法系

的代表作ꎮ 所以ꎬ唐代法制、«唐律疏议»是学习中

国法制史的一个重点ꎮ
评析:隋唐是主观题重点ꎬ唐代尤其重要ꎬ唐律

是一个特重点ꎬ多数分析题要么出自唐代ꎬ要么与唐

代相结合ꎮ 隋朝了解«开皇律»的主要贡献ꎮ

５.宋元明清时期

公元 ９６０ 年北宋建立至公元 １８４０ 年鸦片战争

以前ꎬ是中国古代传统法制逐步迈向极端专制的时

期ꎮ 宋、明、清时期ꎬ基本法典仍是国家法制的基础ꎬ
如«宋刑统»«大明律» «大清律»等ꎬ“律”规定着大

原则ꎬ相对稳定ꎬ较少修改ꎻ附属立法的敕、条例等法

律形式ꎬ则因时因地频繁修订ꎬ在司法实践中也发挥

着实际而具体的调节作用ꎬ从各方面进行补充和小

幅度的修正ꎮ 这种立法上的变化说明ꎬ到中国帝制

社会后期ꎬ统治者已经能够更加娴熟地运用各种法

律手段来调节社会ꎮ
从唐代“安史之乱”以后ꎬ中国古代社会开始由

盛而衰ꎬ随着皇权不断强化ꎬ中国传统法制的重心也

开始向维护皇权、加强专制的方向倾斜ꎮ 宋代的编

敕、明代的廷杖和宦官特务统治、明清之际盛行的

“文字狱”等ꎬ都是这方面的具体反映ꎮ 此外ꎬ元代
和清代带有民族歧视性的和适用于少数民族地区的
法律ꎬ也是这一时期法律制度的一个特点ꎮ

评析:这个时期是中国传统封建法律最后的发

展阶段ꎮ 宋明清基本上是延续继承唐律ꎬ但也有些

变化ꎬ变化要求掌握ꎮ

　 　 (三)近现代法制

近现代法制重点在于清末以前的法律ꎮ 从公元

１８４０ 年鸦片战争以后ꎬ中国社会内忧外患ꎬ开始了

艰难的转型ꎬ从法律上看ꎬ其特征是存在了数千年的

中国传统法律体制、法律观念开始瓦解ꎬ而近现代意

义上的法律制度开始在中国土地上艰难地生长ꎮ 可

分为以下几个阶段ꎮ

１.清末变法修律

“清末”期间一般指 １８４０ 年鸦片战争至 １９１１
年清代灭亡ꎮ 鸦片战争以后ꎬ中国逐步沦为一个半

殖民地半封建国家ꎬ西方列强在华领事裁判权的确

立ꎬ就是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一个法律表现ꎮ 清

政府在最后十年(１９０１ ~ １９１１ 年)被迫进行了范围

广泛的法律改革ꎬ大量引进了西方近代法律学说与

法律制度ꎬ对清代原有法律进行改造ꎬ从此中国的

法制踏上了近代化之路ꎮ 清末法制变革是中国法

制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ꎬ从这时开始ꎬ中
国由古代法律体制向近代法律体制过渡ꎮ 所以ꎬ清
末变法这一部分也应该是学习、研究中国法制史的

重点之一ꎮ
评析:清末———主观题重点ꎬ仅次于唐朝ꎬ简述

题重点ꎮ
主要掌握三个问题:(１)立宪ꎬ即«钦定宪法大

纲»«十九信条»两个ꎮ (２)修律的主要特点与意义

等ꎬ重点掌握法典(含没有公布的)ꎮ (３)司法制度

的变化ꎮ

２.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时期

１９１１ 年 １０ 月爆发了辛亥革命ꎬ１９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宣告成立ꎮ 在以孙中山为

核心的革命党人的领导下ꎬ南京临时政府在很短的

时间内进行了一系列立法活动ꎬ初步奠定了民国时

期法制的基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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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民国北京政府时期

１９１２ 年 ３ 月ꎬ袁世凯攫得中华民国政权ꎬ建立

了由北洋军阀控制的中华民国北京政府ꎬ即“北洋

政府”ꎮ 北洋政府的立法活动ꎬ在客观上为以后南

京国民政府的法制建设提供了一定的有利条件ꎮ

４.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１９２７ 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ꎬ颁布了大量

的法律、法令以及判例、解释例ꎬ形成了“六法体

系”ꎮ 但国民党政权的法律制度带有明显的双重

性特点ꎬ即在立法上比较完善ꎬ在普通法领域比较

规范ꎬ但在司法上相当黑暗ꎬ在特别法领域尤为

明显ꎮ
在通常的中国法制史体系中ꎬ１９２１ 年以后中国

共产党在各个革命根据地所创建的法律制度ꎬ以及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法制发展ꎬ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ꎮ
其中ꎬ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各个革

命根据地创造性地进行了一系列立法建制的活动ꎬ
取得了许多的法制成果ꎬ同时也留下了很多深刻的

教训ꎮ
评析:
南京临时政府主要是:(１)两个宪法性文件ꎬ即

组织大纲和临时约法ꎬ尤其后者ꎮ (２)司法制度的

主要变革ꎮ 北洋政府主要是:(１)宪法性文件ꎬ即“天
坛宪草”、“曹锟宪法”、«中华民国约法»ꎮ (２)根据

大清新刑律修订的中华民国暂行条例ꎮ (３)司法制

度机构的变化ꎮ 南京国民政府:主要掌握国民政府

的六法体系ꎬ关注民法和刑法ꎬ司法制度ꎮ 革命根据

地:选择题的可能性大ꎬ曾经出过一个简述题ꎮ

　 　 二、主观题命题特点分析

中国法制史按章节可以分为古代部分(前五

章ꎬ分值占约 ６０％ ) 与近代部分 (后两章ꎬ分值约

３５％ ~ ４０％ ) 两个部分ꎮ 从主观题考题的角度分

析ꎬ法学与非法学都是古文分析题与简述题各一道ꎬ
近年简述题两者考察的往往相同ꎬ分析题分布章节

相近ꎮ
古文分析题命题的特点:
(１)以朝代为序ꎬ古文分析多出自古代部分ꎬ唐

朝是一个特重点ꎬ命题朝代的重点顺序:唐、明、清、
汉、宋、秦、西周、元ꎬ个别出自清末ꎻ

(２)依照考察制度的顺序:刑法的原则、司法制

度、民事契约、婚姻立法与继承、立法指导思想ꎮ 其

中古文多出自«唐律疏议»及各朝刑法志等ꎬ一般涉

及一个重要制度ꎻ
(３)非法学历年统计:唐代 １１ 道ꎬ明代 ２ 道ꎬ清

代 ２ 道ꎬ宋代 ２ 道ꎬ汉代 １ 道ꎬ元代 １ 道ꎻ法学历年统

计:唐代 ５ 道ꎬ秦代 １ 道ꎬ汉代 １ 道ꎬ西周 １ 道ꎬ宋代 １
道ꎮ

简述题命题的特点:多出自近代的第六章与第

七章的第一节ꎻ个别出自古代ꎬ一般涉及上述朝代的

重要法典与制度ꎬ古代部分共出过两道简述题ꎬ一道

是 ２０１５ 年中国古代法典篇章体例变化ꎬ一道是 ２０１９
年汉代法典ꎮ

第一章 绪　 　 论

　 　 一、中国法制史的概念

中国法制史是研究中国法律的起源ꎬ各个历史

时期法律制度的发生、特点、作用和演变规律的科

学ꎮ 它既是法学中的基础科学ꎬ也是中国史中的专

门史ꎬ属于法学和史学的交叉学科ꎮ

　 　 二、中国传统法制的主要特征

(１)法自君出ꎬ重权隆法ꎮ
君主享有最高的立法权ꎬ决定法律的创制和变

迁ꎮ 法律也以维护君权为要务ꎮ 君主和统治集团重

视制定和运用法律ꎬ巩固政权稳定ꎬ维护社会秩序ꎮ
这种传统是古代农耕文明的特性所决定的ꎬ具有深

刻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的根源ꎮ
(２)诸法并存ꎬ民刑有分ꎮ
中国古代的法典编纂保持“诸法合体、民刑不

分”的体例ꎬ但是在法律体系上ꎬ则是诸法并存ꎬ民
刑有分的ꎬ即法律体系是由刑法、民法、行政管理法、
诉讼法等法律部门构成的ꎮ “诸法并存ꎬ民刑有分”
是从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特殊性和具体性以及

由此形成的法律体系而言的ꎬ至于“诸法”是否都发

展成独立的部门法ꎬ需要结合历史发展的进程予以

具体分析ꎮ
(３)家族本位ꎬ伦理法制ꎮ
中国古代是沿着由家而国的途径进入文明时代

的ꎬ因此宗法血缘关系对于社会和国家的诸多方面

都有着强烈的影响ꎬ尤其是宗法与政治的高度结合ꎬ
造成了家国一体、亲贵合一的特有体制ꎮ 儒家所倡

导的伦理道德成为法律的重要内容和基本精神ꎮ 法

律维护家族本位的社会结构及其经济基础ꎬ历经数

千年依然保持稳定ꎮ 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的交

融发展ꎬ成为传统法制的重要特征ꎮ
(４)调处息争ꎬ无讼是求ꎮ
无讼是中国古代法制建设的价值取向ꎬ调处是

实现息讼、无讼的重要手段ꎮ 调处适用的对象是民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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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案件与轻微的刑事案件ꎬ调处的主持者包括地方

州县官、基层小吏和宗族尊长ꎮ 调处息争适应封闭

的小农经济基础的深厚地缘关系ꎬ依赖的是宗族势

力和基层国家权力ꎬ凭借的是礼与法相结合的多种

法律渊源ꎬ维护的是三纲五常的伦理秩序ꎬ形成了一

整套的完备制度ꎮ

　 　 三、中国法制历史的优秀传统

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１)德配王命ꎬ民贵君轻ꎮ
民本主义是中国古代法制与法文化的基础ꎮ 西

周时期就确立了“以德配天”的观念ꎬ即天授王权取

决于君王的德行ꎬ体现为“敬天保民”的统治政策ꎮ
儒家进一步提出民贵君轻、民为国本的思想ꎮ 这一

传统对于中国古代法律有着深远的影响ꎬ可以说ꎬ传
统法律的各个层面都表现出浓厚的民本主义色彩ꎬ
如德主刑辅ꎬ注重教化ꎻ摆脱神判ꎬ重视证据ꎻ宽仁慎

刑ꎬ爱惜人命等ꎮ
(２)礼法结合ꎬ综合为治ꎮ
礼法结合是中国古代法律最主要的传统ꎻ礼法

相互为用ꎬ实现社会综合治理是中华法系最鲜明的

特征ꎮ 礼法互补ꎬ以礼为主导ꎬ以法为准绳ꎻ以礼为

内涵ꎬ以法为形式ꎻ以礼行法促进法律的实施ꎬ以法

明礼增添礼的权威ꎻ以礼入法ꎬ使法律道德化ꎬ法由

止恶而兼劝善ꎻ以法附礼ꎬ使道德法律化ꎬ出礼而入

于刑ꎮ
(３)体系完备ꎬ律例并行ꎮ
中国古代法的渊源经历了从先秦礼制与刑

书ꎬ到«唐六典»与律令格式的长期发展ꎬ逐渐形

成了以政典为组织法ꎬ以律典为基本法律ꎬ令格

式为管理制度ꎬ并以廷行事、决事比、判例等为必

要补充的完备体系ꎮ 这一体系较好地解决了法

部门分类、法效力层级划分的机制问题ꎬ并兼顾

了法的稳定性和适应性ꎮ
(４)以法治官ꎬ明职课责ꎮ
以法治官是中国古代法制的悠久传统ꎬ其主要

内容包括:明确官吏的职、权、责ꎻ规定官吏的行为方

式与自我约束的机制ꎻ实行考选、考课、监察等一系

列制度ꎬ促其奉公守法ꎬ为君尽责ꎮ 随着社会文明的

进步ꎬ职官法不断充实完善ꎬ使官吏职责明确ꎬ有法

可依ꎬ是古代法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５)法尚公平ꎬ执法原情ꎮ
先秦诸子在释法时ꎬ常以度量衡为比喻ꎬ强调法

的公平ꎮ 公平成为法律的基本价值追求ꎮ 法尚公平

不仅体现在立法的内容上ꎬ也讲求执法原情ꎬ达致天

理、国法、人情的允协ꎮ

第二章 夏商西周春秋战国
法律制度【选择】

第一节 夏商法律制度【选择】

　 　 一、中国法律的起源 × 【选择】

　 　 (一)夏朝的建立与法律的产生

国家和法律制度ꎬ作为一种特殊社会现象ꎬ是人

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ꎮ 目前对于夏商

法律制度的认识仍然停留在有限的水平ꎮ 学界普遍

认为ꎬ公元前 ２１ 世纪夏启建立夏王朝ꎬ标志着中国
进入了国家和法的历史发展阶段ꎮ

中国国家与法起源于夏朝ꎬ其主要依据是:
(１)按地域划分统治区域是国家形成的标志之

一ꎮ 传说大禹时便开始按地域划分统治区域ꎬ所谓

“茫茫禹迹ꎬ划为九州”ꎮ 禹还设“九牧”作为管理九

州的地方长官ꎮ
(２)王位世袭制也是国家形成的标志ꎮ 从夏禹

传位于其子启开始ꎬ夏启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
袭君主ꎬ王位世袭制取代了氏族社会的禅让制ꎮ

(３)夏王朝同时逐渐完善了国家机构和公共权

力系统ꎬ建立了完备的国家机器ꎬ包括军队、职官、监
狱以及贡赋制度ꎬ并最终导致原始氏族制度的解体

及国家的建立ꎮ
(４)国家与法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从习惯到习

惯法再到成文法的历史发展过程ꎮ 夏朝统治者对原
始社会的“礼”和其他氏族习惯加以改造ꎬ使之上升
为习惯法ꎬ同时还颁布法令ꎬ惩处违抗“王命”的行

为和其他犯罪ꎮ
夏王朝建立ꎬ标志着中国国家和法的最终形成ꎮ
自启建夏至夏桀亡国ꎬ夏朝政权共历 １４ 世 １７

王ꎬ４００ 余年ꎮ

　 　 (二)中国法律起源的特点【了解】
中国国家和法的形成与其生活的自然环境相匹

配ꎬ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ꎮ 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

过程中ꎬ原有的血缘关系纽带并未因氏族制度的瓦
解而削弱ꎬ而是转化为家族与宗族制度的形式保留
下来ꎬ并愈加牢固和强韧ꎮ 法的起源受其影响ꎬ也形

成了不同于西方社会的显著特点:
(１)古代法的起源与宗法等级制度紧密结合ꎬ

具有明显的宗法伦理性质ꎮ
象征国家政权的王权与族权高度统一ꎬ呈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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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已在朝堂外悬设“登闻鼓”ꎬ允许有重大冤屈者
击鼓鸣冤ꎬ直诉于中央甚至皇帝ꎮ 北魏以及南朝都

有这项制度ꎬ后经改革一直沿用至清朝ꎮ 上诉直诉

制度的实行ꎬ加强了上级司法机关对下级司法机关

的检查监督ꎬ有利于发现和纠正冤假错案ꎮ

　 　 (三)死刑复奏制度

为了体现恤刑和加强皇帝对司法审判的控制ꎬ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确立了死刑复奏制ꎬ开始将

死刑权收归中央(死刑须报告朝廷ꎬ经皇帝批准方

准执行)ꎮ
∥如曹魏明帝规定ꎬ除谋反、杀人罪外ꎬ其余死

刑案件必须上奏皇帝ꎮ 南朝宋武帝诏令:“其罪应

重辟者ꎬ皆如旧先须上报ꎬ有司严加听察ꎬ犯者以杀

人论ꎮ”北魏太武帝时也明确规定ꎬ各地死刑案件一

律上报奏谳ꎬ由皇帝亲自过问ꎬ须无疑问或无冤屈时

才可执行ꎮ
曹魏政权首创死刑复奏制度ꎬ三国、两晋、南北

朝时期确立了死刑复奏制ꎮ



意义:死刑复奏制度的确立ꎬ一方面ꎬ标榜慎刑ꎬ
即体现了传统的“慎刑”精神ꎻ另一方面ꎬ也使皇帝
更牢固地掌握最高审判权ꎬ加强了皇帝对司法审判
的控制ꎮ 死刑复奏制度的影响是深远的ꎬ为隋唐时
期的死刑三复奏、五复奏制度打下了基础ꎮ {分析

２０１８. ５６}
◎{单 ２０１３. ３６}据«魏书刑罚志»记载ꎬ北魏

延昌三年ꎬ冀州阜城之民费羊皮为葬母而卖女为婢ꎬ
按律当死ꎮ 此案在朝野引起巨大争议ꎬ后经宣武帝

权衡各方意见ꎬ作出最终裁决:“羊皮卖女葬母ꎬ孝
诚可嘉ꎬ便可特原ꎮ”关于此案判决所遵循的法律原

则ꎬ下列表述正确的是( )①ꎮ Ａ. 亲属相犯ꎬ罪
不至死ꎻＢ. 为伸张孝道ꎬ可特赦罪责ꎻＣ. 诏令与律条

冲突时ꎬ须依律断案ꎻＤ. 子女的人格从属尊长ꎬ不受

法律保护

　 　 (四)刑讯制度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刑讯野蛮残酷ꎬ反映

出当时司法的腐败和黑暗ꎮ 主要表现有:
(１)北魏以重枷、大杖逼供ꎮ
(２)南梁创立“测罚”(南朝创立“测囚之法”)ꎬ

对不招供者断绝饮食ꎬ过三日才许进食少量的粥ꎬ循
环使用ꎬ以之逼供ꎮ

(３)南陈还设“测立之法”ꎬ又称“测定之法”ꎮ
先对受审者分别鞭打二十ꎬ笞捶三十ꎬ再强迫其身负
枷械刑具ꎬ站立在顶部尖圆且仅容两足的一尺高的
小土垛上ꎬ折磨逼供ꎮ ∥名为“测立”的刑讯方式ꎮ

◎{单 ２０１４. ３７}南梁创立了一种名为“测罚”的

刑讯方式ꎮ 下列关于该刑讯方式的描述ꎬ正确的是

( )②ꎮ Ａ. 墨面文身ꎬ挑筋去指ꎻＢ. 以利刃零割

碎剐肌肤ꎬ残损肢体ꎻＣ. 对拒不招供者断绝饮食ꎬ三
日后才许进食少量粥ꎻＤ. 对受审者先鞭笞ꎬ再令其

负枷械刑具站立于顶部尖圆且仅容两足的一尺土

垛上

◎{单 ２０１６. ３７}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刑讯野

蛮残酷ꎮ 南陈创立了一种名为“测立”的刑讯方式ꎮ
下列对于该刑讯方式的描述ꎬ正确的是( )③ꎮ
Ａ. 用车辐粗杖夹压受审者的脚踝ꎻＢ. 将铁犁烧红ꎬ
令受审者立其上ꎻＣ. 对受审者断绝饮食ꎬ三日后才

许进食少量粥ꎬ循环使用ꎻＤ. 对受审者先鞭笞ꎬ再令

其负枷械刑具站立于顶部尖圆且仅容两足的一尺土

垛上

第四章 隋、唐、宋法律制度

第一节 隋朝法律制度【选择】

　 　 一、立法概况

　 　 (一)«开皇律»▲▲
开皇元年(５８１ 年)ꎬ隋文帝制定的«开皇律»有

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ꎮ 其基本内容和篇章体例ꎬ较
以往的封建法典有较大的改革ꎮ «开皇律»的主要

成就表现在:确定 １２ 篇 ５００ 条的法典篇目体例ꎻ确
立新五刑制度ꎻ“十恶” 重罪正式列入法典ꎻ通过
“议、减、赎、当”制度ꎬ使贵族官僚的特权扩大化ꎮ
«开皇律»是法制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一部成文法典ꎬ
在篇章体例和基本内容诸方面总结和发展了以往各

朝代的立法经验ꎬ为唐律提供了直接的蓝本ꎮ

　 　 (二)«大业律» × 【选择】
隋炀帝修订«大业律»ꎬ改革隋文帝时的苛法酷

刑ꎮ 与«开皇律»相比ꎬ«大业律»体例由 １２ 篇增至
１８ 篇ꎬ内容上删除“十恶”条款ꎬ减轻某些犯罪的处

刑ꎮ 但该律不过是“欲袭制礼作乐之名ꎬ本无补敝

救偏之意”ꎬ并未认真实施ꎬ反而“轻刑其名ꎬ酷刑其

实”ꎮ

　 　 二、«开皇律»的主要成就

　 　 (一)体例

(１)１２ 篇体例ꎮ «开皇律»以«北齐律»为基础ꎬ

３３
① ② ③Ｂ Ｃ 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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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了篇目内容ꎬ确定了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
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ꎬ共 １２
篇体例ꎮ

(２)５００ 条律文ꎮ «开皇律»制定了 ５００ 条律文ꎬ
体现了“刑网简要ꎬ疏而不失”的特点ꎮ

«开皇律»标志着古代法典体例由繁到简过程
的完成ꎬ显示了立法技术的进步与成熟ꎮ

◎{单 ２０１１. ３７}隋«开皇律»在我国法制史上具

有重要意义ꎬ其历史蓝本是( )①ꎮ Ａ. 北齐律ꎻ
Ｂ. 北周律ꎻＣ. 大业律ꎻＤ. 陈律

　 　 (二)内容

(１)封建制五刑正式形成ꎮ «开皇律»删除了前

代酷刑ꎬ把刑罚定型为笞、杖、徒、流、死五刑ꎮ 其中ꎬ
笞刑从笞十至笞五十ꎻ杖刑从杖六十至杖一百ꎬ各分

五等ꎻ徒刑从一年至三年五等ꎬ各以半年相差ꎻ流刑

从一千里至二千里三等ꎬ各以五百里相差ꎻ死刑为

绞、斩两种ꎮ 封建五刑制度自此正式确立ꎬ并一直为
后世历代王朝所沿用ꎬ至清末ꎮ

(２)«开皇律»改“重罪十条”为“十恶”罪ꎮ «开
皇律»在北齐“重罪十条”基础上正式确立了“十恶”
罪名ꎮ “十恶”指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
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十种最严重的犯罪
行为ꎮ

(３)«开皇律»完善了“八议”“官当”制度ꎮ “八
议”是对亲、故、贤、能、功、贵、勤、宾八种人犯罪ꎬ须
按特别程序认定ꎬ并依法减免处罚的制度ꎮ “官当”
是指官员犯罪至徒刑、流刑者ꎬ可以官品高低折抵刑

罚ꎬ并因所犯私罪、公罪有所区别的制度ꎮ
“八议”和“官当”制度的完善ꎬ使古代特权法走

向系统化和固定化ꎮ
‖主要表现在使封建贵族官僚享有“例减”、

“听赎”和“官当”等特权ꎮ “例减”是指“八议”者和

七品以上官吏犯罪后ꎬ可例减一等ꎻ“听赎”是指九

品以上官吏犯罪ꎬ可以铜赎罪ꎻ“官当”是指以官品

抵徒刑ꎮ 其结果是使封建特权系统化和法定化ꎬ以
维护贵族官僚的封建特权ꎮ

‖(４)区分公罪与私罪ꎮ «开皇律»规定ꎬ犯私

罪者ꎬ五品以上ꎬ一官当徒二年ꎻ九品以上ꎬ一官当徒

一年ꎮ 犯公罪者ꎬ每官当徒多一年ꎻ当流者各加

一等ꎮ

　 　 (三)历史影响

«开皇律»代表了隋朝立法的最高成就ꎮ 其继

承了秦汉以来历代的立法经验ꎬ删繁就简ꎬ补充完

善ꎬ为唐代立法奠定了基础ꎮ «开皇律»的篇目、体
例及变革内容多为唐代立法继承ꎬ成为后世立法的

模板ꎮ

第二节 唐朝法律制度▲▲▲
【材料分析题重点】

　 　 一、立法概况

　 　 (一)立法指导思想【选择】
１. “德礼为政教之本ꎬ刑罚为政教之用” (德本

刑用)
唐初统治者“动静必思隋氏ꎬ以为殷鉴”ꎮ 他们

认识到“为君之道ꎬ必先存百姓”的道理ꎬ确定了“安
人宁国”的总方针ꎮ 同时ꎬ统治者十分重视法律和

制度的创制ꎬ并对立法指导思想进行了反复的探讨

和反思ꎮ
«唐律疏议名例»明确提出:“德礼为政教之

本ꎬ刑罚为政教之用ꎬ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的
法制指导思想ꎮ 其既强调治理国家必须兼有德礼和

刑罚ꎬ如同一天之中有早、晚ꎬ一年之中有四季ꎬ缺一

不可ꎻ又强调德礼和刑罚在实施政教中的关系是

“德本”“刑用”ꎮ “德礼为政教之本ꎬ刑罚为政教之
用”表现为贞观君臣明法慎刑、以宽仁治天下的民
本主义思想ꎬ形成了融礼、法为一体ꎬ相互为用的治
国指导方针ꎬ对后代历朝产生了重大影响ꎮ

◎{单 ２０１９. ３５}历史上明确提出“德礼为政教

之本ꎬ刑罚为政教之用” 立法指导思想的法典是

( )②ꎮ Ａ. 泰始律ꎻＢ. 开皇律ꎻＣ. 唐律疏议ꎻＤ. 大
清律例

◎{分析 ２０２０. ５６}太宗以英武定天下ꎬ然其天姿

仁恕ꎮ 初即位ꎬ有劝以威刑肃天下者ꎬ魏徵以为不可ꎬ
因为上言王政本于仁恩ꎬ所以爱民厚俗之意ꎬ太宗欣

然纳之ꎬ遂以宽仁治天下ꎬ而于刑法尤慎ꎮ 四年ꎬ天
下断死罪二十九人ꎮ 六年ꎬ亲录囚徒ꎬ闵死罪者三百

九十人ꎬ纵之还家ꎬ期以明年秋即刑ꎻ及期ꎬ囚皆诣朝

堂ꎬ无后者ꎬ太宗嘉其诚信ꎬ悉原之ꎮ ———«新唐

书刑法志»ꎮ 根据上述材料ꎬ请运用中国法制史

的知识ꎬ回答以下问题:(１)唐初法制(立法)的基本

指导思想是什么? (２)录囚制度的主要内容是什

么? (３)试评述材料中所记载的唐太宗纵囚事件ꎮ
答案要点:(１)唐太宗采纳魏徵的意见ꎬ以宽仁

治天下ꎬ并最终确立了“德礼为政教之本ꎬ刑罚为政

教之用”的法制指导思想ꎮ (３ 分) (２)录囚是由皇

帝或上级司法机关通过对囚徒的复核审录ꎬ监督和

检查下级司法机关的决狱情况ꎬ以平反冤案ꎬ疏理滞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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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ꎮ (３ 分) (３)唐太宗纵囚是其宽仁治天下、明法

慎刑政策的具体体现ꎮ 同时也反映了皇帝对于司法

权的控制ꎮ (４ 分)∥点评:唐代立法指导思想、录囚

和纵囚(继承秦汉)ꎮ 秦律明确规定了司法官办案

故意减轻情节或应论不论者ꎬ即犯“纵囚”ꎬ要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ꎮ 汉代还建立了录囚制度ꎮ 答好本

题考生必须能够理解唐朝法律的基本精神和价值原

则ꎬ把握唐初确立的宽仁治天下ꎬ德礼为本、刑罚为

用的基本指导思想及其在实践中的运用ꎮ

２.立法宽简、稳定、划一

唐初高祖李渊提出“立法务求宽简ꎬ取便于时”
的思想ꎮ 唐太宗指出ꎬ“国家法令ꎬ唯须简约ꎬ不可
一罪作数种条”ꎬ以防“官人不能尽记ꎬ更生奸诈”ꎮ
所谓“宽”ꎬ是指立法在内容上要做到轻刑省罚ꎻ所
谓“简”ꎬ是指立法在形式上要做到条文简明ꎮ ∥唐
初立法贯彻了这一指导思想ꎬ贞观修律时ꎬ删除旧律

中死罪 ９２ 条ꎬ改重为轻的条款“不可胜纪”ꎮ 这使

«贞观律»比«开皇律»大为宽简ꎮ 同时ꎬ唐太宗强调
保持法律的稳定划一ꎬ要求立法者“宜令审细ꎬ毋使

互文”ꎬ否则必然导致“若欲出罪ꎬ即引轻条ꎻ若欲入

罪ꎬ即引重条”之弊ꎮ 其还强调“法令不可数变ꎬ数
变则烦ꎬ官长不能尽记ꎬ又前后差违ꎬ吏得以为奸”ꎬ
要求修改法律须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ꎬ«唐律疏

议职制»规定:“诸称律令式ꎬ不便于事者ꎬ皆须申

尚书省议定奏闻ꎻ若不申议ꎬ辄奏改行者ꎬ徒二年ꎮ”

　 　 (二)主要法律形式:律、令、格、式及其相互关

系▲
唐朝法律形式主要为律、令、格、式四种ꎮ ∥由

魏、晋、南北朝律、令、科、比、格、式六种变为四种ꎮ
(１)律:是关于定罪量刑的基本法典ꎮ 如«唐律

疏议»ꎮ
(２)令:是有关国家政权组织制度与行政管理

活动的法规ꎬ其涉及的范围较为广泛ꎮ
(３)格:用以“禁违止邪”ꎬ是皇帝针对“百官有

司之所常行之事”临时颁发的各种敕令ꎮ 经过汇编

后ꎬ上升为具有普遍适用的法律ꎬ称为“永格”ꎮ
(４)式:是国家机关的公文程式和活动规则ꎬ具

有行政法规性质ꎮ 经过汇编的式也具有普遍的法律

效力ꎬ称为“永式”ꎮ
(５)相互关系:律、令、格、式既彼此联系ꎬ又发

挥着不同的作用ꎬ对复杂的唐代社会关系发挥了综

合调整的重要作用ꎮ 其中ꎬ令、格、式是从积极方面

规定国家机关和官民等应当履行的制度、准则和规

范ꎬ律则是从消极方面规定违反令、格、式以及其他

一切犯罪的刑罚制裁ꎬ即“一断于律”ꎮ 几种法律形

式并用ꎬ使法律的运用既有相对稳定性ꎬ又有灵活

性ꎬ形成了周密的法律体系ꎮ
◎{法单 ２０１２. １６}唐朝集中设立罪名与刑罚的

法律形式是( )①ꎮ Ａ. 律ꎻＢ. 令ꎻＣ. 格ꎻＤ. 式
◎{多 ２０１２. ６２}下列选项中ꎬ属于唐朝法律形

式的有( )②ꎮ Ａ. 律ꎻＢ. 令ꎻＣ. 格ꎻＤ. 比
{法分析 ２０１８. ３８}«唐律疏议杂律»:诸违令

者ꎬ笞五十ꎻ谓令有禁制而律无罪名者ꎬ别式ꎬ减

一等ꎮ
【疏】议曰:“令有禁制”ꎬ谓«仪制令»“行路ꎬ贱

避贵ꎬ去避来”之类ꎬ此是“令有禁制ꎬ律无罪名”ꎬ违
者ꎬ得笞五十ꎮ “别式减一等”ꎬ谓«礼部式»“五品以

上服紫ꎬ六品以下服朱”之类ꎬ违式文而著服色者ꎬ
笞四十ꎬ是名“别式减一等”ꎮ 物仍没官ꎮ

请结合上述材料ꎬ运用中国法制史相关知识ꎬ回
答以下问题:

(１)材料中律文的主要规定是什么?
(２)律文与疏议之间是何关系?
(３)唐代的律、令、式三者是何关系?
答案要点:(１)主要规定违反“令”和“式”的法

律责任ꎬ即违令ꎬ处笞五十ꎬ别(违)式ꎬ处笞四十(减
一等)ꎮ

(２)疏议是对律文进行的解释和补充ꎬ与律文

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ꎮ 本条律文的疏议主要是通过

例举的方法ꎬ对律文中何为“违令”、何为“别式”进
行解释ꎬ以统一法律的适用ꎮ

(３)律是关于定罪量刑的基本法典ꎬ令是有关

国家政权组织制度与行政管理活动的法规ꎬ式是国

家机关的公文程式和活动细则ꎮ 三者既相互联系ꎬ
又发挥着不同作用ꎮ 违反令、式ꎬ一断于律ꎮ 几种法

律形式并用ꎬ使法律的运用既有相对稳定性ꎬ又有一

定灵活性ꎬ形成了一个周密的法律体系ꎮ

　 　 (三)法律典籍:«武德律» «贞观律» «永徽律

疏»«开元律»«唐六典»«大中刑律统类»
１. «武德律»
«武德律»于唐高祖武德年间制定颁布ꎬ其以

«开皇律»为基础ꎬ增加 ５３ 条新格制成ꎬ其篇目“一
准隋开皇之律”ꎬ分为 １２ 篇ꎬ除对“流刑”和“居作”
的刑制作了一些修改外ꎬ没有太多变化ꎮ «武德律»
是唐朝立法的开端ꎮ 此外ꎬ还制定了«武德令» «武
德式»ꎮ

◎{单 ２０１０. ３６} 唐朝编纂的第一部律典是

( )③ꎮ Ａ. 武德律ꎻＢ. 开皇律ꎻＣ. 永徽律ꎻＤ. 贞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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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律

２. «贞观律»
唐太宗贞观年间ꎬ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全面

修订律令ꎬ经过 １１ 年努力ꎬ制定了«贞观律»ꎮ «贞
观律»的修订完成ꎬ标志着唐代基本法典定型化ꎮ

«贞观律»以«开皇律»为基础ꎬ篇目一仍其旧ꎬ
共 １２ 篇ꎬ５００ 条ꎮ 在内容上ꎬ«贞观律»增设加役流
为死刑减等后的刑罚ꎬ并缩小了因缘坐而处以死刑

的范围ꎬ大幅度减少了适用死刑的条文ꎬ“比古死

刑ꎬ殆除其半”“削烦去蠹(ｄù)ꎬ变重为轻者ꎬ不可胜

纪”ꎬ构筑了唐律的基本框架ꎬ标志着唐代基本法典
即告定型ꎮ 贞观年间还编订了«贞观令» «贞观格»
«贞观式»ꎬ奠定了唐朝法制的基本格局ꎮ

３. «永徽律疏»(又称«唐律疏议»«唐律»)
唐高宗永徽元年(６５０ 年)ꎬ又命长孙无忌等以

«武德律»和«贞观律»为蓝本ꎬ再度修律ꎬ并于次年

制定颁布«永徽律»ꎬ共 １２ 篇ꎬ５０２ 条ꎮ «永徽律»实
际上是«贞观律»的翻版ꎬ仅做了一些字词改动ꎮ

永徽三年长孙无忌等人又奉命制定律疏ꎬ律疏
(疏议)是对律文进行逐条逐句地疏证解释ꎬ赋予律
疏与律文同等的法律效力ꎬ并将疏议附于律条之后

合编ꎬ称为«永徽律疏»ꎮ 疏议不但对主要的法律原

则和制度从历史上寻根溯源ꎬ叙其沿革ꎬ而且引证儒

家经典作为律文的理论根据ꎮ
«永徽律疏»在元代以后被称为«唐律疏议»ꎬ它

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古代法典ꎬ也是中国古代封建
社会最具社会影响力的代表性法典ꎬ集中体现了唐

朝法律空前发达的盛况ꎮ
«唐律»的结构ꎬ共 １２ 篇(５０２ 条)ꎬ包容了近代

刑法之总则和分则两大部分ꎮ 首篇«名例»ꎬ大致相
当于近代刑法的总则ꎻ第 ２ 篇至第 １２ 篇则相当于近

代刑法的分则ꎮ 篇目分别为:
(１) «名例»:首篇«名例»ꎬ根据«唐律疏议»:

“名者五刑之罪名ꎬ例者五刑之体例”ꎬ分别指适用
刑罚的各种罪名和定罪量刑的通例ꎬ大致相当于近
代刑法的总则ꎮ 主要规定了刑罚的名称和刑法制度

的基本原则ꎮ
(２)«卫禁»:是关于皇宫、皇家宗庙、陵墓ꎬ以及

关口渡口、边防要塞的警卫守备方面的法律规定ꎮ
(３)«职制»:是关于官吏设置、选任、职守以对

官吏违法失职行为进行惩罚的法律规定ꎮ
(４)«户婚»:是关于户籍、土地、赋役、婚姻、家

庭、继承方面的法律规定ꎮ
(５)«厩库»:是关于饲养牲畜、仓库管理、官物

保护方面的法律规定ꎮ
(６)«擅兴»:是关于征调军队、将帅职守、军需

供应、擅自兴建和征发徭役等方面的法律规定ꎮ
(７)«贼盗»:是关于严惩危害国家统治、人身安

全ꎬ以及侵犯公私财物的法律规定ꎮ
(８)«斗讼»:是关于惩治斗殴伤害和非法诉讼

方面的法律规定ꎮ
(９)«诈伪»:是关于惩治欺诈、伪造等犯罪行为

的法律规定ꎮ
(１０)«杂律»:将不便于列入以上各篇的罪名ꎬ

集中规定于杂律之内ꎮ 其中包括国忌作乐、私铸钱

币、奸非、失火、赌博、借贷、雇佣契约、商品价格与质
量、市场管理、堤防、水运、医疗事故、城市交通、公共

危险等项ꎮ
(１１)«捕亡»:是关于追捕逃犯和其他逃亡者

(兵士、丁役、官奴婢逃亡)的法律规定ꎮ
(１２)«断狱»:是关于审讯、判决、执行、监狱管

理(囚禁)方面的法律规定ꎮ
∥«唐律»继承了古代立法的传统ꎬ将各种基本

法规熔为一炉ꎬ采取刑事立法的形式ꎬ除«名例»篇

外ꎬ全部律条连同注、疏议和问答ꎬ都围绕着“罪”和
“刑”分别加以规定、解释、阐发和答疑ꎮ

◎{单 ２０１８. ３４}在唐律中ꎬ规定“负债违契不

偿”的篇目是( )①ꎮ Ａ. 名例律ꎻＢ. 户婚律ꎻＣ. 斗
讼律ꎻＤ. 杂律

◎{单 ２０１０. ３２} 唐律的篇目数是 ( )②ꎮ
Ａ. ６ 篇ꎻＢ. ７ 篇ꎻＣ. １２ 篇ꎻＤ. １８ 篇

４. «开元律»
唐玄宗开元年间ꎬ玄宗下令由李林甫等人修订

«永徽律疏»ꎬ删除不合时宜的条款与称谓ꎬ修订后

颁行天下ꎬ称为«开元律»ꎮ 在内容上ꎬ其对前代律

典所作的兴革ꎬ现尚难论定ꎮ

５. «唐六典»【选择】
«唐六典»是唐玄宗开元年间(７１３ ~ ７４１ 年)修

订的系统规定唐朝官制的行政法典ꎮ «唐六典»以

«周礼»为指导和模式ꎬ修订的原则是“以官统典”ꎬ
采取了“官领其属ꎬ事归于职”的修订方法ꎬ分为治
职、教职、礼职、政职、刑职和事职六部分ꎬ共 ３０ 卷ꎮ
∥内容涉及三师、三公、三省、六部、各寺、监直至州

县等 ４０ 余个国家机关的设置、人员编制ꎬ以及官员

的选拔、任用、考核、奖惩、俸禄、休致、执掌等方面ꎮ
有关的历史沿革ꎬ分别作注附于正文之下ꎮ

«唐六典»总结了有关的历史经验ꎬ结合唐朝的

实际情况ꎬ成为记载唐朝官制的重要文献ꎬ它是中国
历史上第一部较为系统的行政法典ꎬ对于后世王朝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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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政立法产生了重大影响ꎬ明清两代的«会典»以
其为直接的渊源ꎮ

◎{多 ２０１１. ６３}下列关于«唐六典»的表述ꎬ正
确的有( )①ꎮ Ａ. 修订于唐太宗贞观年间ꎻＢ. 系
统规定了唐朝的官制ꎻＣ. 采取“管领其属ꎬ事归于

职”的修订方法ꎻＤ. 效仿«周礼»ꎬ制理、教、礼、政、
刑、事六典

６. «大中刑律统类»▲【选择】
唐宣宗大中年间将«唐律»按性质分为 １２１ 门ꎬ

并将“条件相类”的令、格、式及敕附于律条之后ꎬ
“以刑律分类为门ꎬ附以格敕”ꎬ共 １２５０ 条ꎬ称为«大
中刑律统类»ꎬ从而改变了自秦汉以来编修刑律的
传统体例ꎬ形成“刑统”这种新的法典编纂的形式ꎬ
对宋王朝制律产生了重要影响ꎮ ∥«宋刑统» 源
于此ꎮ

　 　 (四)唐律的特点与历史地位

１. «唐律»的特点▲▲【分析、简述】
«唐律»的特点主要包括:
(１)“一准乎礼”ꎮ «唐律»内容“一准乎礼”ꎬ真

正实现了礼与法的统一ꎮ 正如唐太宗所说:“失礼

之禁ꎬ著在刑书ꎮ” «唐律»无论是其律条ꎬ还是对律

条的注疏ꎬ都集中体现了儒家礼治精神ꎬ全面贯彻礼

的核心内容———三纲五常ꎮ
∥婚姻制度中的七出三不去制度及同姓不婚制

度ꎬ八议制度ꎬ丧服制度等都体现了礼治精神ꎮ
(２)科条简要、繁简适中ꎮ 唐朝立法以科条简

要、繁简适中为特点ꎮ 秦汉法律以繁杂著称ꎬ西晋、
北齐修律得以精简ꎮ 唐朝在前律的基础上再行精

简ꎬ定律 １２ 篇ꎬ５０２ 条ꎮ 既凝练概括ꎬ又严密周详ꎮ
(３)用刑持平ꎮ «唐律»规定的刑罚比以往各朝

代都轻ꎬ死刑、流刑大为减少ꎮ 除涉及礼教的犯罪

外ꎬ比后世的明清律处刑为轻ꎮ
‖死刑只有绞、斩两种ꎻ流刑除加役流外ꎬ只服

劳役一年ꎻ徒刑仅一年至三年ꎻ笞杖数目也大为减

少ꎮ 更重要的是ꎬ其适用刑罚以从轻为度ꎻ刑罚的加

减原则ꎬ也是以从轻为特点ꎮ
(４)立法技术空前完善ꎮ «唐律»的篇章结构井

然有序ꎬ法律形式相得益彰ꎬ概念精练明确ꎬ用语确

切简要ꎬ逻辑严谨缜密ꎬ疏议得当精深ꎬ显示出立法

技术的高度成熟与发达ꎮ
‖«唐律»还进一步明确公罪、私罪、故意、过失

的概念ꎬ并规定了恰当的量刑标准ꎮ 如«斗讼律»解
释“过失杀”为“谓耳目所不及ꎬ思虑所不至ꎬ共举重

物力所不制ꎬ若乘高履危跌足ꎬ及因击禽兽以致杀伤

之类ꎬ皆是ꎮ”总之ꎬ«唐律»以其结构严谨、立法技术

完善而被举世公认ꎮ

２. «唐律»的历史地位▲▲【分析、简述、选择】
(１)«唐律»是目前为止保存下来的最早、最完

整的封建法典ꎮ
它产生于经济、政治和文化鼎盛发展的唐朝ꎬ承

袭秦汉的立法成果ꎬ吸取汉晋律学的成就ꎬ表现出高

度的成熟性ꎮ 因而成为传统法典的楷模ꎬ在法制史

上具有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ꎬ对宋、元、
明、清法律产生了深刻影响ꎮ

(２)唐律作为中华法系的典型代表ꎬ其影响力

远远超越国界ꎬ对亚洲特别是东亚各国产生了重大

影响ꎮ
◎{多 ２０１０. ６０}{单 ２０１９. ３７}历史上属于中华

法系的国家和地区包括 ( )②ꎮ Ａ. 朝鲜ꎻＢ. 越
南ꎻＣ. 印度ꎻＤ. 日本ꎻＥ. 暹罗ꎻＦ. 波斯

∥唐律在世界法制史上亦占有重要地位ꎮ 具体

而言ꎬ朝鲜高丽王朝 １０ 世纪初颁行的«高丽律»ꎬ其
篇章和内容皆取法于唐律ꎬ«高丽史刑法志»载:
“高丽一代之制ꎬ大抵皆仿乎唐ꎮ 至于刑法ꎬ亦采唐

律ꎬ参酌时宜而用之ꎮ”日本 ８ 世纪初制定的«大宝

律»和«养老律»也以唐律为蓝本ꎬ正如日本学者所

言:“我国«大宝律»大体上是采用«唐律»ꎬ只不过再

考虑我国国情稍加斟酌而已ꎮ”越南李朝太尊时期

的«刑书» (１０４２ 年) 和陈朝颁布的 «国朝刑律»
(１２３０ 年)ꎬ其原则、内容也大都参用唐律ꎮ «唐律疏

议»及其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法律ꎬ传播、影响到周边

的各国和地区ꎬ使其法律具有共同的历史传统和形

式渊源ꎬ在法律思想、法律制定、法律推理和司法审

判等方面表现出显著的共同特征ꎬ因而形成了法系ꎬ
学术界通常将其称为中华法系ꎮ 中华法系是世界历

史上的著名法系之一ꎬ与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伊斯

兰法系和印度法系齐名ꎮ 显而易见的ꎬ唐律是中华

法系的典型代表ꎮ

　 　 二、刑事立法▲▲▲▲▲【材料分析、选
择、全面掌握】

　 　 (一)定罪量刑的主要原则

１.区分公罪与私罪

公罪处刑从轻ꎬ私罪处刑从重ꎮ 唐律规定官吏

“缘公事致罪ꎬ而无私曲者”的行为定为公罪ꎻ对“不
缘公事ꎬ私自犯者”ꎬ或“虽缘公事ꎬ意涉阿曲”的行

７３

① ②ＢＣＤ ＡＢＤꎮ 暹罗(今之泰国) 为传统佛教法影响地

区ꎬ印度为佛教、印度教等宗教法发源地ꎬ而波斯中世纪

以后则是受到伊斯兰教法的深远影响ꎮ

科教园法硕———22年专业致力于法律硕士联考研究与培训 
欢迎走进科教园，领略法律大家风范! 

咨询电话：010-82330118，15801290122(同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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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定为私罪ꎮ

２.共同犯罪ꎬ以造意为首ꎬ处刑为重

唐律把二人以上的共同犯罪ꎬ称为共犯罪ꎮ 其

中心环节是对共犯罪区分首犯与从犯ꎮ
唐律规定:“诸共犯ꎬ以造意为首ꎬ随从减一等ꎮ

若家人共犯ꎬ止坐尊长ꎻ侵损于人者ꎬ以凡人首从论ꎮ
即其监临主守为主犯ꎬ虽造意ꎬ仍以监主为首ꎬ凡人
以常从论ꎮ”

◎{单 ２０１９. ３６}唐朝开元年间ꎬ洛阳民人甲、乙
共谋盗窃ꎮ 两人被抓获后ꎬ经官府审理认定ꎬ甲为

“造意者”ꎬ属首犯ꎬ乙为从犯ꎮ 依唐律ꎬ甲应处徒二

年ꎬ对乙应处的刑罚是( )①ꎮ Ａ. 徒二年ꎻＢ. 徒
一年半ꎻＣ. 徒一年ꎻＤ. 杖一百

◎{法单 ２０１１. １９}依照唐律规定ꎬ对家长参与

的家庭成员共同犯罪的处理原则是 ( )②ꎮ
Ａ. 以造意者为首犯ꎬ随从者减一等ꎻＢ. 以尊长为首

犯ꎬ他人减一等ꎻＣ. 只坐尊长ꎬ卑幼无罪ꎻＤ. 不分首

从ꎬ一体论罪

造意是指“倡首先言”的行为ꎬ造意者为首犯ꎬ
随从者是从犯ꎬ其罪减首犯一等ꎮ 在家庭共同犯罪

中ꎬ以家长为首犯ꎻ在职官共同犯罪中ꎬ以长官为首

犯ꎮ 首犯从重处刑ꎬ从犯减轻刑罚ꎮ 可见唐代共犯

原则体现了家族主义对刑法的影响ꎬ浸透了礼教及

宗法观念ꎮ

３.合并论罪从重

唐律规定凡一人犯两个以上罪ꎬ实行“二罪以
上俱发ꎬ以重者论”的原则ꎬ即采用重罪吸收轻罪ꎬ
刑不累加的原则ꎬ两罪轻重不等ꎬ只科重罪ꎬ不计轻
罪ꎻ二罪相等ꎬ从一罪处刑ꎮ 如一罪先发而且判决ꎬ
后又发现他罪ꎬ若二罪相等ꎬ维持原判ꎬ若后罪重于
前罪ꎬ则通计前罪以充后数ꎮ (量刑从轻主义) 【分
析】

４.自首减免刑罚{法分析 ２０１３. ３８}
唐律完善自首的规定ꎮ
(１)严格区分自首与自新的界限ꎮ
自首是指犯罪未被举发而能到官府交代罪行ꎮ

«唐律疏议名例»规定ꎬ“诸犯罪未发而自首者ꎬ原
其罪”ꎬ即自首者不追究其刑事责任ꎮ

自新是指犯罪被揭发或被官府查知逃亡后投案

的ꎮ 自新是被迫的ꎬ与自首不同ꎮ 唐律对自新采取

减轻刑事处罚的原则ꎮ
(２)不是所有犯罪都可享受自首的待遇ꎮ
凡是“于人损伤ꎬ于物不可备尝”“越渡关及奸ꎬ

并私习天文者ꎬ并不在自首之列”ꎬ即对侵害人身
(如伤害)、毁坏贵重物品(如损坏官文书、官印)、偷

渡关卡、强奸、私习天文犯罪、谋反等后果无法挽回
的犯罪ꎬ都不能适用“自首原罪”原则ꎮ ▲【选择】

(３)自首者虽然可以免罪ꎬ但“正赃犹征如法”ꎬ
即赃物须按规定如数偿还ꎬ以防止自首者非法获财ꎮ

(４)对自首不彻底行为作了严格规定ꎮ 对犯罪

分子交代犯罪的性质不彻底的ꎬ叫“自首不实”ꎻ对
犯罪情节不作彻底交代的ꎬ叫“自首不尽”ꎮ

«唐律疏仪名例»规定ꎬ凡“自首不实或自首

不尽者”ꎬ各依“不实不尽之罪罪之ꎮ 至死者ꎬ听减

一等”ꎮ 如实交代的部分ꎬ不再追究ꎮ 此外还规定ꎬ
轻罪已发ꎬ能自首重罪者ꎬ免其重罪ꎻ审问他罪而能

自首余罪者ꎬ免其余罪ꎮ
◎{单 ２０１６. ３８[１７]}下列选项中ꎬ依唐律可以

适用自首减免刑罚原则的犯罪行为是 ( )③ꎮ
Ａ. 私习天文ꎻＢ. 偷渡关卡ꎻＣ. 侵害人身ꎻＤ. 脱漏户籍

５.类推原则▲
{分析 ２０１０. ６９} «唐律疏议名例»:“诸断罪

而无正条ꎬ其应出罪者ꎬ则举重以明轻ꎻ其应入罪者ꎬ
则举轻以明重”ꎮ 请运用中国法制史的知识和理

论ꎬ分析上述文字并回答下列问题:
(１)上述所引唐律条文体现了唐朝法律的何种

适用原则?
(２)试结合引文材料具体解释在司法实践中应

如何适用上述原则?
(３)唐律的这一规定有何意义和作用?
答案要点:(１)这段文字规定的是唐律适用的

类推原则ꎬ即对于唐律中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行为ꎬ
如何比照有关类似条款定罪量刑的问题ꎮ

(２)对唐律中无明文规定但又需予以惩处的犯

罪行为ꎬ凡应减轻处刑的ꎬ应列举重罚条款的类似规

定ꎬ比照从轻处断ꎻ凡应加重处刑的ꎬ则应列举轻罚

条款的类似规定ꎬ比照从重处断ꎮ
(３)这一规定体现了对司法官适用类推断狱的

严格要求ꎬ反映了唐朝立法对于类推的基本价值取

向:既予以认可ꎬ以发挥其对现行律典的灵活补充作

用ꎬ又予以规范和限制ꎬ以防其破坏国家法制ꎮ ∥在
成文法没有规定时ꎬ发挥补充作用ꎬ增加法律适用的
灵活性ꎮ

«唐律疏议»举例:夜半闯入人家ꎬ主人出于防

卫ꎬ杀死闯入者ꎬ依律不论罪ꎮ 律文没有致伤的条

文ꎬ但比照规定ꎬ杀死都不论罪ꎬ致伤更不能论罪ꎬ此
为“举重以明轻”ꎮ 律文又举例说明ꎬ处理已杀已伤

期亲尊长的案件ꎬ唐律中并无相应条文ꎬ但是可以比

８３
① ② ③Ｂ Ｃ 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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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谋杀期亲尊长ꎬ斩”的规定对已杀已伤期亲尊长

处以斩刑ꎬ此为“举轻以明重”ꎮ

６.老幼废疾者减刑▲▲
«唐律疏议名例»规定:“诸年七十以上、十五

以下及废疾ꎬ犯流罪以下ꎬ收赎ꎮ 犯加役流、反逆缘

坐流、会赦犹流者ꎬ不用此律ꎻ至配所ꎬ免居作ꎮ 八十

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ꎬ犯反、逆、杀人应死者ꎬ上请ꎻ
盗及伤人者ꎬ亦收赎ꎻ余皆勿论ꎮ 九十以上ꎬ七岁以

下ꎬ虽有死罪ꎬ不加刑ꎻ缘坐应配没者不用此律ꎮ”
唐律主张对老幼废疾者ꎬ分别以三种情形实行

减免刑罚:
(１)７０ 岁以上、１５ 岁以下ꎬ以及废疾者犯流罪

以下ꎬ收赎ꎮ
(２)８０ 岁以上、１０ 岁以下ꎬ以及笃疾者ꎬ犯反

逆、杀人罪应处死刑的上请ꎻ盗窃及伤人者ꎬ收赎ꎻ其
余犯罪皆不论ꎮ

(３)９０ 岁以上、７ 岁以下ꎬ虽犯死罪ꎬ不加刑ꎮ
◎{法分析 ２０１５. ３７}(２０ 分)材料一:诸年七十

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ꎬ犯流罪以下ꎬ收赎ꎮ 八十以

上、十岁以下及笃疾ꎬ犯反、逆、杀人应死者ꎬ上请ꎻ盗
及伤人者ꎬ亦收赎ꎻ余皆勿论ꎮ 九十以上、七岁以下ꎬ
虽有死罪ꎬ不加刑ꎻ即有人教令ꎬ坐其教令者ꎮ 若有赃

应备(赔)ꎬ受赃者备之ꎮ 诸犯罪时虽未老、疾ꎬ而事

发时老、疾者ꎬ依老、疾论ꎮ 若在徒年限内老、疾ꎬ亦如

之ꎮ 犯罪时幼小ꎬ事发时长大ꎬ依幼小论ꎮ ———«唐
律疏议名例»

材料二:德礼为政教之本ꎬ刑罚为政教之用ꎬ犹
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ꎮ ———«唐律疏议名例»

(１)请运用中国法制史的知识和理论ꎬ分析上

述材料并回答下列问题:
①材料一体现了唐律的何种刑罚原则? 该原则

适用的对象有哪些?
②材料一中允许“收赎”的情况有哪些?
(２)结合材料一ꎬ阐述材料二的内涵ꎮ
答案要点:
(１)①体现了唐律的老幼废疾犯罪减刑原则ꎮ

该原则适用对象主要包括三类:一是 ７０ 岁以上、１５
岁以下以及废疾者ꎻ二是 ８０ 岁以上、１０ 岁以下以及

笃疾者ꎻ三是 ９０ 岁以上ꎬ７ 岁以下者ꎮ
②允许“收赎”的情况有:一是 ７０ 岁以上、１５ 岁

以下以及废疾者ꎬ犯流罪以下ꎻ二是 ８０ 岁以上、１０
岁以下及笃疾者ꎬ犯盗及伤人罪ꎻ三是犯罪时虽未

老、疾ꎬ而事发时老、疾者ꎬ依上述老、疾收赎的规定

处理ꎻ四是罪犯将在服徒刑期限内老、疾者ꎬ依上述

老、疾收赎的规定处理ꎻ五是犯罪时年幼ꎬ事发时长

大者ꎬ依上述幼小收赎的规定处理ꎮ

(２)“德礼为政教之本ꎬ刑罚为政教之用”既强

调治理国家必须兼有德礼和刑罚ꎬ如同一天之中有

早、晚ꎬ一年之中有四季ꎬ不可或缺ꎬ又强调德礼和刑

罚在实施政教中的关系是德主刑辅ꎮ “德礼为政教

之本ꎬ刑罚为政教之用”作为唐朝立法的指导思想ꎬ
集中体现了礼刑并用的特征ꎮ 材料一中唐律规定的

老幼废疾减免刑罚原则是这一指导思想在立法上的

具体体现ꎮ

７.累犯加重▲▲
对于盗窃、强盗犯罪ꎬ更犯累科ꎬ即犯罪已被告

发或已配决者ꎬ重又犯罪的要加重处罚ꎮ
«唐律疏议贼盗»规定ꎬ“诸盗经断后ꎬ仍更行

盗ꎬ前后三犯徒者ꎬ流二千里ꎻ三犯流者绞”ꎬ即前后

三次犯应处徒刑的罪ꎬ不是以其中一个重罪处刑ꎬ而
是处以上一种刑罚的流刑二千里ꎻ前后三次犯应处

流刑的罪ꎬ处以绞刑ꎮ (以此类推)

８.贵族官员犯罪减免刑罚(特权原则)
«唐律疏议名例»中说:“诸八议者ꎬ犯死罪

者ꎬ皆条所坐及应议之状ꎬ先奏请议ꎬ议定ꎬ奏裁ꎻ流
罪以下ꎬ减一等ꎮ 诸犯私罪者ꎬ以官当徒者ꎬ五
品以上ꎬ一官当徒二年ꎻ九品以上ꎬ一官当徒一年ꎮ
若犯公罪者ꎬ各加一年当ꎮ”

分析:唐律中规定了贵族官员的封建等级特权

原则ꎬ集中表现为议、请、减、赎、当等特权方面ꎮ
(１)议ꎬ即“八议”ꎬ对八种特权人物犯罪实行优

待的法律规定ꎮ 唐律明确记载:“诸八议者ꎬ犯死
罪ꎬ皆条所坐及应议之状ꎬ先奏请议ꎬ议定ꎬ奏裁ꎻ流
罪以下ꎬ减一等ꎮ”(犯死罪者ꎬ先由司法官将其罪行

和符合议的条件奏上ꎬ再由大臣们集议并提出处理

意见ꎬ最后由皇帝裁决ꎻ犯流以下罪ꎬ依律减一等处

刑ꎮ)但“犯十恶者ꎬ不用此律”ꎮ
◎{单 ２０２１. ３０[１８]}唐朝永徽年间ꎬ曾任广州

都督的萧龄之ꎬ受赇当死ꎮ 高宗召群臣集议ꎬ萧龄之

终因系齐高帝五世孙得免死ꎬ流于岭外ꎬ其免死所依

据的法律制度是( )①ꎮ Ａ. 上请ꎻＢ. 八议ꎻＣ. 例
减ꎻＤ. 官当

(２)请ꎮ 请的规格低于议ꎬ指皇太子妃大功以
上亲ꎬ八议者期亲以上亲属和五品以上官员ꎬ犯死罪

者上请皇帝裁决ꎬ流罪以下ꎬ例减一等ꎮ 但“犯十

恶ꎬ反逆缘坐ꎬ杀人ꎬ监守内奸、盗ꎬ略人ꎬ受财枉法

者ꎬ不用此律”ꎮ
(３)减ꎮ 减的对象是七品以上官员ꎬ上请者之

祖父母、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孙等ꎮ 犯流罪以下ꎬ

９３
①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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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减一等ꎮ
(４)赎ꎮ 赎的范围为:“诸应议、请、减及九品以

上之官ꎬ若官品得减者之祖父母、父母、妻、子孙ꎬ犯流

罪以下ꎬ听赎ꎮ”但对被判处加役流等重刑者不适用ꎮ
(５)当ꎮ 指以官品抵罪ꎬ特指抵当徒罪ꎮ 一般

公罪比私罪加当徒刑一年ꎮ
◎{法分析 ２０２０. ３８}广州都督瓽(姓氏)仁弘尝

率乡兵二千助高祖起ꎬ封长沙郡公ꎮ 仁弘交通豪酋ꎬ
纳金宝ꎬ没降獠为奴婢ꎬ又擅赋夷人ꎮ 既还ꎬ有舟七

十ꎮ 或告其赃ꎬ法当死ꎮ 帝(太宗)哀其老且有功ꎬ
因贷为庶人ꎬ乃召五品以上ꎬ谓曰:“赏罚所以代天

行法ꎬ今朕宽仁弘死ꎬ是自弄法以负天也ꎮ 人臣有

过ꎬ请罪于君ꎬ君有过ꎬ宜请罪于天. . . . . . ”房玄龄

等曰:“宽仁弘不以私而以功ꎬ何罪之请?”百僚顿首

三请ꎬ乃止ꎮ ———«新唐书刑法志»ꎮ 根据上述材

料ꎬ请运用中国法制史的知识ꎬ回答以下问题:
(１)仁弘被控何罪? 唐太宗是如何处理此案的?
(２)按照唐朝的八议制度ꎬ仁弘受到宽贷的原因是

什么? (３)唐律关于八议的规定是什么? 八议的历

史渊源和影响是什么?
答案要点:(１)仁弘被控犯赃罪ꎬ应处死刑ꎮ (２

分)唐太宗宽贷了仁弘的死罪ꎬ免为庶人ꎮ (２ 分)
(２)因其对国家有大功勋ꎬ属于八议中的“议

功”ꎮ (２ 分)
(３)八议是指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

贵、议勤、议宾ꎬ此八类贵族官僚犯罪ꎬ可受到减免刑

罚等优待ꎮ (２ 分)应八议者犯死罪ꎬ先由司法官将

其罪行和符合议的条件上奏ꎬ再由大臣们集议并提

出处理意见ꎬ最后由皇帝裁决ꎻ犯流刑以下罪ꎬ依律

减一等处刑ꎮ (４ 分)犯“十恶”者ꎬ不在八议之列ꎮ
(２ 分)渊源:八议源于西周的“八辟”ꎬ曹魏时正式

入律ꎮ (４ 分)影响:八议是古代优遇贵族官僚的特

权法律制度ꎬ至唐趋于系统化和完备化ꎬ对后世立法

影响极大ꎮ (２ 分)

９.同居相隐不为罪▲▲∥汉代的“亲亲得相首

匿原则”
«唐律疏议名例»:(１)诸同居ꎬ若大功以上亲

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ꎬ有
罪相为隐ꎮ (２)部曲、奴婢为主隐ꎬ皆勿论ꎮ (３)其

小功以下相隐ꎬ减凡人三等ꎮ (４)若犯谋叛以上者ꎬ
不用此律ꎮ

古文解析:(１)凡同财共居者ꎬ以及大功以上亲

属、外祖父母、外孙、孙媳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皆可

相互容隐犯罪ꎻ(２)部曲、奴婢须为其主人隐罪(但
主人不为其隐)ꎬ为同居相隐范围内罪犯通风报信

者ꎬ亦可不追究其刑事责任ꎻ(３)非同居小功以下亲

属相隐ꎬ其罪减凡人三等处理ꎻ(４)谋反、谋大逆、谋
叛者ꎬ不用此律ꎮ

可见在“忠”“孝”不能两全时ꎬ维护皇权和封建

统治便被置于首要地位ꎮ
◎{分析 ２００６. ６９}诸同居ꎬ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

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ꎬ有罪相为

隐ꎻ部曲、奴婢为主隐ꎬ皆勿论ꎮ 其小功以下相隐ꎬ减
凡人三等ꎮ 若犯谋叛以上者ꎬ不用此律ꎮ ———«唐律

疏议名例»ꎮ 回答问题:
(１)这段文字反映了唐律的什么原则? 其历史

渊源是什么?
(２)适用这一法律原则时有何例外? 为什么?
(３)唐律这一规定的立法宗旨是什么?
答案要点:(１)这段文字反映了唐律同居相隐

不为罪的法律原则ꎮ 这一原则是以儒家“父子相

隐”思想为渊源的ꎬ并由西汉时期“亲亲得相首匿”
原则发展而来ꎮ

(２)对犯谋反、谋大逆及谋叛犯罪者ꎬ禁用此

律ꎮ 可见在“忠”“孝”不能两全时ꎬ维护皇权和封建

统治便被置于首要地位ꎮ
(３)唐律的这一规定ꎬ是儒家学说入律和唐律

以礼为准绳的突出表现ꎬ旨在维护封建纲常伦理和

家庭制度ꎮ

１０.良贱相犯依身份论处

以良犯贱依法可减轻ꎬ或不予处刑ꎻ以贱犯良则

较常人加重处刑ꎮ 奴婢的法律地位极其低下ꎬ“奴
婢贱人ꎬ律比畜产”ꎮ 此外ꎬ卑幼对尊长ꎬ奴婢对主

人ꎬ即使预备犯罪也按真罪处理ꎮ

１１.化外人处罚原则▲
«唐律疏议名例»规定ꎬ“诸化外人同类自相

犯者ꎬ各依本俗法ꎻ异类相犯者ꎬ以法律论”ꎬ即同一
国家侨民在中国犯罪ꎬ按其本国法律处断ꎬ实行属人
主义原则ꎻ不同国家侨民相犯或唐朝人与外国人相
犯ꎬ则按照唐律处刑ꎬ实行属地主义原则ꎮ 这是唐律

关于“化外人”相犯条的规定ꎮ
化外人即外国人ꎮ «唐律疏议名例»:“‘化外

人’ꎬ谓蕃夷之国ꎬ别立君长者ꎬ各有风俗ꎬ制法不
同ꎮ 其有同类自相犯者ꎬ须问本国之制ꎬ依其俗法断
之ꎮ 异类相犯者ꎬ若高丽之与百济相犯之类ꎬ皆以国
家法律ꎬ论定刑名ꎮ”

◎{单 ２０１８. ３９}唐开元年间ꎬ一高丽人与一百

济人因琐事在京畿地区发生殴斗ꎬ两人被官府羁押

审判ꎮ 依照唐律ꎬ该案应适用的法律是( )①ꎮ

０４
①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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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唐朝法律ꎻＢ. 朝鲜法律ꎻＣ. 高丽法律ꎻＤ. 百济法律

«唐律»的这一规定体现了属人主义与属地主

义相结合的原则ꎬ既反映了对外国法律和习俗的尊

重ꎬ以便于公平、妥善地解决外国人犯罪问题ꎬ又体

现了维护国家主权的意识ꎮ
◎{法分析 ２０１１. ３８}(２０ 分)诸化外人ꎬ同类自

相犯者ꎬ各依本俗法ꎻ异类相犯者ꎬ以法律论ꎮ
[疏]议曰:“化外人”ꎬ谓蕃夷之国ꎬ别立君长

者ꎬ各有风俗ꎬ制法不同ꎮ 其有同类自相犯者ꎬ须问

本国之制ꎬ依其俗法断之ꎮ 异类相犯者ꎬ若高丽之与

百济相犯之类ꎬ皆以国家法律ꎬ论定刑名ꎮ («唐律

疏议»卷六«名例»)
(１)分析上述材料并回答下列问题:①何谓“化

外人”? 唐律关于“化外人”相犯规定的主要内容是

什么? ②如何评价唐律的上述规定?
(２)请结合上述材料ꎬ说明“疏议”与律文之间

的关系ꎮ
答案要点:(１)①“化外人”是指“蕃夷之国”的

人ꎬ即外国人ꎮ 依照唐律关于“化外人”相犯条的规

定ꎬ同属一国的侨民之间的犯罪ꎬ按其本国法律处

断ꎻ不同国家侨民相犯ꎬ则依照唐律处断ꎮ
②唐律的这一规定体现了属人主义与属地主义

相结合的原则ꎬ既反映了对外国法律和习俗的尊重ꎬ
以便于公平、妥善地解决外国人犯罪问题ꎬ又体现了

维护国家主权的意识ꎮ
(２)“疏议”是对律文的解释ꎬ与律文具有同等

的法律效力ꎮ 唐律的本条“疏议”既具体解释了“化
外人”的概念ꎬ明确了律文适用的对象ꎬ又对律条所

规定的“化外人”有犯的两种情形作了详细说明ꎬ其
目的在于阐明律意ꎬ以便于准确地适用律文ꎮ

１２.疑罪各依所犯以赎论▲
«唐律疏议断狱律»:“诸疑罪ꎬ各依所犯ꎬ以

赎论ꎮ 是非之理均ꎻ或事涉疑似ꎬ傍无证见ꎻ或傍有

闻证ꎬ事非疑似之类ꎮ 即疑狱ꎬ法官执见不同者ꎬ得
为异议ꎬ议不得过三”ꎮ

分析题:{分析 ２０１３. ６９}请分析上述文字并回

答下列问题:
(１)唐律处理疑罪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２) 依照唐律的上述规定ꎬ疑罪分为哪几种

情形?
(３)唐律关于法官处理疑狱的规定是什么?
(４)如何评价唐律的这一规定?
答案要点:(１)唐律处理疑罪的基本原则是疑

罪从赎ꎮ 对于疑罪行为ꎬ唐律规定不处实刑ꎬ而根据

触犯的罪名ꎬ决定赎金数额ꎮ
(２)疑罪分为三种情形:所涉罪名成立或者不

成立ꎬ理由相当ꎻ行为情节涉嫌犯罪ꎬ但缺乏足够的

证据证明ꎻ虽有作为旁证的言词传闻ꎬ但不能完全排

除合理怀疑ꎬ以及其他类似情况ꎮ
(３)对疑罪持不同意见的法官ꎬ可提出异议ꎬ但

不能超过三次ꎮ
(４)该规定表现了唐律慎刑的立场ꎻ体现了唐

律严密的证据制度ꎻ肯定了法官判断的独立性ꎮ
考点解析:
“诸疑罪ꎬ各依所犯ꎬ以赎论”ꎬ即案件“事有疑

似处断难明”的ꎬ审理时应依所疑之罪ꎬ令其依法收

赎ꎮ 也就是说对于疑罪行为ꎬ唐律规定不处实刑ꎬ而
根据触犯的罪名ꎬ决定赎金数额ꎮ

∥唐律中还有服制原则等制度ꎮ
丧服制度ꎬ是中国古代社会以为死者服丧的形

式ꎬ规定亲属范围ꎬ指示亲属关系亲疏远近的一项重

要礼仪习俗ꎮ 其亲属范围包括自高祖以下的男系后

裔及其配偶ꎬ即高祖至玄孙的九个世代ꎬ称为“本宗

九族”ꎮ 在此范围内的亲属ꎬ为有服亲ꎬ亲属成员死

后为其服丧ꎬ亲者服重ꎬ疏者服轻ꎮ 按照血缘关系的

亲疏、丧服质地的粗细、服丧的期限及守丧礼仪的不

同ꎬ将有服亲属分为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五

个等级ꎬ这就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五服制度ꎮ 中国

古代所谓的法定亲属ꎬ基本上是以五服为标准的ꎮ
魏晋以后数千年法律传承不绝的“准五服以制罪”
原则ꎬ也是以这种丧服制度为基础的ꎮ “准五服以

制罪”在刑法方面的适用原则是:亲属相犯ꎬ以卑犯
尊者ꎬ处罚依次重于常人ꎬ关系越亲ꎬ处罚越重ꎻ若以
尊犯卑ꎬ则处罚渐轻于常人ꎬ关系越亲ꎬ处罚越轻ꎮ
亲属相奸ꎬ处罚重于常人ꎬ关系越亲ꎬ处罚越重ꎮ 亲
属相盗ꎬ处罚轻于常人ꎬ关系越亲ꎬ处罚越轻ꎮ

　 　 (二)五刑制度▲▲【选择】
自隋律确立封建五刑制度后ꎬ唐律沿袭之ꎬ少有

变化ꎬ只是在流刑上有所改变ꎮ 唐朝五刑制度的具

体内容为:
(１)死刑ꎮ 死刑分为绞与斩二种(同隋朝)ꎬ较

前代轻缓了很多ꎮ
(２)流刑ꎮ 因将许多死刑改为流刑ꎬ唐律规定

在隋制基础上里程提高一千里ꎬ形成流二千里、二千
五百里和三千里三等ꎬ皆劳役一年ꎮ 另外规定了加
役流ꎬ即除流三千里ꎬ还要劳役三年ꎬ作为某些死刑

的宽宥处理ꎮ 【加役流在唐太宗时设置】
(３)徒刑ꎮ 隋唐律规定都为五等:徒一年、一年

半、二年、二年半和三年ꎮ
(４)杖刑ꎮ 隋唐律规定都为五等:杖六十、七

十、八十、九十和一百ꎮ
(５)笞刑ꎮ 隋唐律规定都为五等:笞十、二十、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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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四十和五十ꎮ
五刑共 ２０ 等ꎬ律文称加、减若干等ꎬ指从某一刑

等上下推算ꎮ 但«唐律疏仪名例»规定ꎬ“二死、三
流各同为一减”ꎬ即斩、绞两等死刑和三等流刑在递

减量刑时都作为一等计算ꎮ 此外还规定ꎬ除非律条

有特别规定ꎬ一般递加不加至死刑ꎬ加入绞者ꎬ不加

至斩ꎮ

　 　 (三)主要罪名▲▲【选择】
唐律关于犯罪的规定细密而有条理ꎬ最为重要

的有十恶、六杀、六赃和保辜制度ꎮ ∥罪名主要可以

分为危害国家政权犯罪、危害家庭伦理犯罪以及官

员的犯罪三大类ꎮ

１.十恶

十恶是隋、唐、宋时期直接危及君主专制政权、
封建统治秩序和严重破坏封建伦常关系的重大犯罪

行为ꎮ 在«北齐律»“重罪十条”基础上ꎬ隋代«开皇
律»正式形成“十恶”制度ꎬ唐律沿袭之者ꎬ加一等ꎻ
强乞取者ꎬ准枉法论ꎮ 唐律规定ꎬ犯十恶者ꎬ“为常
赦所不原”ꎮ ∥十恶中危害皇权的包括 ４ 种(谋反ꎻ
谋大逆ꎻ谋叛ꎻ大不敬)ꎬ危害家庭伦理的 ５ 种(恶逆
△ꎻ不孝△ꎻ不睦ꎻ不义ꎻ内乱)ꎬ危害社会伦理道德

的严重犯罪 １ 种(不道)ꎮ
十恶具体指:
(１)谋反ꎬ即图谋反对皇帝ꎬ推翻君主政权的

犯罪ꎮ
(２)谋大逆ꎬ即图谋毁坏宗庙、陵寝及宫阙的

犯罪ꎮ
(３)谋叛ꎬ即图谋背叛朝廷ꎬ投奔外国的犯罪ꎮ
(４)恶逆ꎬ即殴打或谋杀祖父母、父母、伯叔父

母等尊长的犯罪ꎮ
◎{法单 ２０１４. １７}依照唐律的规定ꎬ殴打或者

谋杀祖父母的行为属于“十恶”罪中的( )①ꎮ
Ａ. 恶逆ꎻＢ. 不孝ꎻＣ. 大不敬ꎻＤ. 谋大逆

(５)不道ꎬ即杀一家非死罪者三人和肢解人ꎻ造
畜蛊(ｇǔ)毒、厌魅(古代一种邪恶的巫术)ꎮ

◎{单 ２０２０. ３８} «唐律疏议贼盗»规定:“诸
杀一家非死罪三人ꎬ及支解人者ꎬ皆斩ꎻ妻、子流二千

里”ꎮ 此罪属于“十恶”之一ꎬ即( )②ꎮ Ａ. 不睦ꎻ
Ｂ. 不道ꎻＣ. 不义ꎻＤ. 不孝

◎{单 ２０１５. ３４}京兆府民人张三与邻人李四因

琐事发生口角ꎬ进而发展成为殴斗ꎬ张三被李四打

伤ꎮ 当夜ꎬ张三持利刃潜入李四家ꎬ将李四及其家人

共五口全部杀死ꎮ 三天后ꎬ张三被官府缉捕归案ꎮ
若此案发生于唐玄宗天宝年间ꎬ依照唐律关于“十
恶”的规定ꎬ张三的行为构成的罪名是( )③ꎮ

Ａ. 恶逆ꎻＢ. 不道ꎻＣ. 不义ꎻＤ. 谋大逆

(６)大不敬ꎬ即盗大祀神御之物ꎬ盗窃、伪造御

宝ꎬ指斥乘舆ꎬ情理切害ꎬ以及对捍制使ꎬ无人臣之礼

等方面的犯罪ꎮ
(７)不孝ꎮ «唐律疏仪名例»规定不孝罪包括

“谓告言诅(ｚǔ)詈(ｌì)祖父母父母ꎻ祖父母父母在别
籍异财ꎻ供养有缺ꎻ居父母丧身自嫁娶ꎬ若作乐ꎬ释服
从吉ꎻ闻祖父母父母丧匿不举哀ꎻ诈称祖父母父母
死”ꎬ即告发或咒骂祖父母、父母ꎬ祖父母、父母在世

而别籍(另立门户)异财(私攒钱财)者等ꎻ对祖父

母、父母不尽最大能力奉养ꎬ使其得不到生活满足

的ꎻ父母丧事期间自己娶妻或出嫁的、作乐、脱掉丧

服穿红挂绿的ꎻ隐匿祖父母、父母死亡消息ꎬ不发讣

告、不举办丧事的ꎻ谎报祖父母父母死亡的都属于不

孝的犯罪行为ꎮ
◎{法多 ２０１１. ３０}依照唐律规定ꎬ下列行为中

属于“不孝”罪的有( )④ꎮ Ａ. 祖父母父母在ꎬ别
籍异财ꎻＢ. 居父母丧ꎬ身自嫁娶ꎻＣ. 殴及谋杀祖父母

父母ꎻＤ. 闻祖父母父母丧ꎬ匿不举哀

(８)不睦ꎬ即谋杀或卖缌麻以上亲ꎬ殴打或告发

丈夫及大功以上尊长等ꎮ
(９)不义ꎬ即闻夫丧匿不举哀、作乐、释服从吉、

改嫁以及杀本属府主、刺史、县令、现授业师等方面
的犯罪ꎮ 侵害对象为非血缘的有等级从属关系者ꎮ

(１０)内乱ꎬ即奸小功以上亲或父、祖妾ꎬ以及亲

属内的通奸ꎮ
对犯十恶者处刑的特点是:
(１)大多处以死刑或其他重刑ꎬ谋反、谋大逆、

谋叛罪一般要实施连坐ꎻ
(２)对谋反、谋大逆、谋判罪处刑没有首从之

分ꎬ一律严惩ꎻ
(３)贯彻纲常伦理原则ꎬ用刑远重于同类犯罪ꎻ
(４)享有议、请、减、赎、当特权者ꎬ若犯十恶ꎬ取

消一切优免ꎮ
◎{单 ２０１４. ３８}下列关于“十恶”的表述ꎬ正确

的是( )⑤ꎮ Ａ. “十恶”制度首立于唐朝ꎻＢ. “十
恶”是由“重罪十条”发展而来的ꎻＣ. 官僚贵族犯“十
恶”者可以官品抵折刑罚ꎻＤ. “十恶”中的“谋大逆”
是指图谋反对皇帝ꎬ推翻君主政权

◎{法分析 ２０１７. ３８}苏州民张朝之从兄以枪戳

死朝父ꎬ逃去ꎬ朝执而杀之ꎮ 审刑、大理当朝十恶不

睦ꎬ罪死ꎮ 案既上ꎬ参知政事王安石言:“朝父为从

兄所杀ꎬ而朝报杀之ꎬ罪止加役流ꎬ会赦ꎬ应原ꎮ”帝

２４
① ② ③ ④ ⑤Ａ Ｂ Ｂ ＡＢＤ 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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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安石议ꎬ特释朝不问ꎮ ———«宋史»卷二百一«刑
法三»

根据上述史料ꎬ运用中国法制史的知识ꎬ回答以

下问题:
(１)案犯张朝为什么被审刑院和大理寺判处十

恶中的不睦罪?
(２)十恶罪刑罚适用的特点是什么?
(３)张朝为什么最终被免除刑事责任?
答案要点:(１)十恶中的不睦罪是指谋杀或卖

缌麻以上亲ꎬ殴打或告发丈夫及大功以上尊长等ꎮ
案犯张朝与被害人张朝之从兄是缌麻以上亲(五服

之内)ꎬ构成十恶中的不睦罪ꎮ 不睦罪属于危害家

庭伦理的重大犯罪行为ꎬ近亲之内相杀伤重于普通

人之间的杀伤罪ꎮ
(２)十恶罪位列五刑之首ꎬ通常被判处死刑ꎮ

犯十恶者ꎬ“为常赦所不原”ꎮ 犯十恶者不得适用

议、请、减、赎、当、免等优免措施ꎮ
(３)依宋朝法律的规定ꎬ为父复仇杀人的ꎬ罪止

加役流ꎮ 本案中ꎬ张朝系为父复仇而杀人ꎬ经朝议认

为罪止加役流ꎬ无死罪ꎬ会赦ꎬ应原ꎮ 案犯张朝既不

属于十恶犯罪ꎬ又经皇帝特赦ꎬ故免其罪责ꎬ最终被

免除刑事责任ꎮ

２.六杀

唐代在«斗讼律»中区分了六杀ꎬ即谋杀、故杀、
斗杀、误杀、过失杀、戏杀ꎮ 这是唐律根据犯罪行为

人的主观动机、具体行为、客观效果等因素将杀人罪

区分成的六种情况ꎬ六杀的设定ꎬ反映了唐代刑法的

完备与立法技术的提高ꎮ 六杀具体指:
(１)谋杀:指预谋杀人ꎮ
«唐律疏议»规定ꎬ“‘谋杀人者’ꎬ谓二人以上ꎻ

若事已彰露ꎬ欲杀不虚ꎬ虽独一人ꎬ亦同二人谋法ꎬ徒
三年ꎮ 已伤者ꎬ绞ꎮ 已杀者ꎬ斩”ꎬ即主要是指二人

以上合谋杀人的行为ꎮ
(２)故杀:指事先虽无预谋ꎬ但情急杀人时已有

杀人的意念ꎮ
«唐律疏议»:“及非因斗争ꎬ无事而杀ꎬ是名‘故

杀’ꎬ各合斩罪ꎮ”显然故杀就是指故意杀人的行为ꎮ
(３)斗杀:指在斗殴中出于激愤失手将人杀死ꎬ

即“原无杀心ꎬ因相斗殴而杀人”的行为ꎮ 按唐律规

定应处以绞刑ꎮ
(４)误杀:指由于种种原因杀错了对象ꎬ即因

“斗殴而误杀伤旁人”的行为ꎬ其处刑为“以斗杀伤

论ꎻ至死者ꎬ减一等”ꎬ流三千里ꎮ
(５)过失杀:指因“耳目所不及ꎬ思虑所不至”而

杀人ꎮ {单 ２０１３. ３８}
过失行为造成他人死亡ꎬ按唐律规定处罚为

“各依其状ꎬ以赎论”ꎮ
◎{单 ２０２０. ２９[１７]}唐玄宗开元年间ꎬ河南道

徐州村民张某外出打猎ꎬ发现丛林中有一只山鸡ꎬ遂
引弓射箭ꎬ不幸射中采药的郎中李某ꎬ致其头部中箭

而亡ꎮ 依照唐朝法律ꎬ张某的行为构成的罪名是

( )①ꎮ Ａ. 故杀ꎻＢ. 误杀ꎻＣ. 谋杀ꎻＤ. 过失杀

(６)戏杀:指“以力共戏”而导致杀人ꎬ
即“以力共戏ꎬ至死和同”的行为ꎬ行为人主观

上无杀人故意ꎬ只是因游戏而发生的致对方死的行

为ꎮ 按唐律规定应比照斗杀罪减二等处罚ꎬ流二千

五百里ꎮ
戏杀基于上述区别ꎬ唐律规定了不同的处罚原

则:谋杀一般减故杀罪数等处罚ꎬ但奴婢谋杀主ꎬ子
孙谋杀尊亲属则处以死刑ꎮ 故杀一般处以斩刑ꎮ 误

杀、斗杀减故杀罪一等处罚ꎮ 戏杀则减斗杀二等处

罚ꎮ 过失杀一般“以赎论”ꎮ
◎{单 ２０１１. ３８} «唐律斗讼»中的“六杀”除

了谋杀、误杀、故杀、过失杀以外ꎬ还包括( )②ꎮ
Ａ. 斗杀和戏杀ꎻ Ｂ. 贼杀和戏杀ꎻ Ｃ. 斗杀和情杀ꎻ
Ｄ. 奸杀和劫杀

３.六赃罪▲
«唐律疏仪杂律»篇首次就“坐赃致罪”设六

赃专条ꎬ称一切不法所得为“赃”ꎬ将侵犯财产的犯

罪行为区分为六种情况ꎬ即六赃ꎬ分别为:①受财枉
法、②受财不枉法、③受所监临财物(前三项官员犯
罪)、④强盗、⑤窃盗和⑥坐赃ꎮ 凡犯六赃罪者ꎬ处
刑较重ꎮ 明朝还在«大明律»中首次附载六赃图ꎬ以
供司法机关检查ꎮ

六赃涵盖了侵犯官私财产的所有犯罪行为ꎬ其
中强盗与窃盗的罪犯为一般主体ꎬ而受财枉法、受财

不枉法、受所监临财物和坐赃的罪犯是各级官吏ꎮ
除前五种外的所有赃罪均可归入坐赃ꎮ

(１)受财枉法罪:“受有事人财而为曲法处断”ꎬ
是指有关官员收受当事人的贿赂枉法裁断的行为ꎮ
«唐律疏仪»规定:“诸监临主司受财而枉法者ꎬ一尺

杖一百ꎬ一匹加一等ꎬ十五匹绞ꎮ”
◎{法单 ２０１３. １７}唐开元年间ꎬ某县令收受在

押人亲属绢二十匹ꎬ为该在押人开脱罪责ꎮ 依照唐

律规定ꎬ该县令的行为构成( )③ꎮ Ａ. 坐赃罪ꎻ
Ｂ. 受财枉法罪ꎻＣ. 受所监临财物罪ꎻＤ. 受财不枉

法罪

(２)受财不枉法罪:指“虽受有事人财ꎬ判断不

为曲法”ꎬ即有关官员虽然收受了当事人的贿赂ꎬ但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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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没有枉法裁断为当事人牟取不正当的利益ꎮ 对于

这种行为«唐律»规定:“不枉法者ꎬ一尺杖九十ꎬ二
匹加一等ꎬ三十匹加役流ꎮ”

(３)受所监临财物罪:指主管官员私下接受所

部吏民财物的行为ꎮ «唐律»规定:“诸监临之官ꎬ受
所监临财物者ꎬ一尺笞四十ꎬ一匹加一等ꎻ八匹徒一

年ꎬ八匹加一等ꎻ五十匹流二千里ꎮ 与者ꎬ减五等ꎬ罪
止杖一百ꎮ 乞取者ꎬ加一等ꎻ强乞取者ꎬ准枉法论ꎮ”
一般是主管官员私下接受所监管的吏民的财物ꎮ

(４)强盗罪:是指“以威若力而取其财”ꎬ即以暴

力或暴力威胁而取他人财物ꎬ无论先强后盗ꎬ还是先

盗后强ꎬ俱为强盗ꎮ
«唐律»规定:“诸强盗ꎬ不得财徒二年ꎻ一尺徒

三年ꎬ二匹加一等ꎬ十匹及伤人者绞ꎬ杀人者斩ꎮ 其

持杖者ꎬ虽不得财流三千里ꎬ五匹绞ꎬ伤人者斩ꎮ”
(５)窃盗罪:是指“潜形隐面而取”ꎬ即秘密占有

不属于自己的官私财物ꎮ «唐律»规定:“诸窃盗ꎬ不
得财笞五十ꎻ一尺杖六十ꎬ一匹加一等ꎬ五匹徒一年ꎻ
五匹加一等ꎬ五十匹加役流ꎮ”

(６)坐赃罪:指主管官员(监临主司)以外的其
他官员“因事受财”构成的犯罪行为ꎮ

律疏云:“赃罪正名ꎬ其数有六ꎬ谓:受财枉法、
不枉法、受所监临、强盗、窃盗并坐赃ꎮ 然坐赃者ꎬ谓
非监临主司ꎬ因事受财ꎬ而罪由此赃ꎬ故名‘坐赃致

罪’ꎮ 犯者ꎬ一尺笞二十ꎬ一疋加一等ꎻ十疋徒一年ꎬ
十疋加一等ꎬ罪止徒三年ꎮ”

◎{单 ２０１７. ３８[１７]}根据«唐律杂律»的规

定ꎬ监临主司以外的其他官员“因事受财”构成的犯

罪是( )①ꎮ Ａ. 坐赃ꎻＢ. 受财枉法ꎻＣ. 受财不枉

法ꎻＤ. 受所监临财物

六赃的处罚原则是:(１)以赃值贵贱定量刑标
准ꎻ(２)处刑之外ꎬ还必须退还赃款赃物ꎻ(３)官吏犯
赃ꎬ还要“官除名ꎬ吏罢役”ꎮ

　 　 (四)保辜制度▲▲【分析】
沿汉律旧制ꎬ唐律为明确因斗殴而导致的法律

责任ꎬ对于伤害罪ꎬ唐律也将它们区分为殴伤、斗伤、
误伤、戏伤、过失伤等情况ꎬ为准确区分伤害罪和伤

害致死的杀人罪ꎬ明确因斗殴而导致的法律责任ꎬ唐
律规定了保辜制度ꎮ

«唐律»规定:“诸保辜者ꎬ手足殴伤人限十日ꎬ
以他物殴伤人者二十日ꎬ以刃及汤火伤人者三十日ꎬ
折跌支体及破骨者五十日ꎮ 限内死者ꎬ各依杀人论ꎻ
其在限外及虽在限内ꎬ 以他故死者ꎬ 各依本殴
伤法ꎮ”

所谓保辜ꎬ即在伤害行为发生后ꎬ确定一定的期
限ꎬ限满之日根据被害人的死伤情况决定加害人所

应承担的刑事责任ꎮ 保辜的期限根据伤害的方式和

程度而定ꎬ辜限内被害人死亡的ꎬ以杀人罪论处ꎻ在
限外死亡或虽在限内而以他因死者ꎬ以伤害罪论ꎮ
保辜制度力求准确认定加害人的法律责任ꎬ使之罪

刑相应ꎻ同时要求行为人在法定的期限内积极对被

害人施救ꎬ以减轻自身的法律责任ꎬ这对减轻犯罪后

果ꎬ缓和社会矛盾起到了良好作用ꎮ
◎{单 ２０１９. ２９[１７]}唐朝天宝年间ꎬ长安城商

贩张三、李四因争抢生意殴斗ꎬ李四持刀将张三刺伤ꎬ
在辜限内张三因伤死亡ꎮ 依唐律ꎬ李四应论处的罪名

是( )②ꎮ Ａ. 斗殴ꎻＢ. 伤害ꎻＣ. 杀人ꎻＤ. 强盗

　 　 三、民事立法

　 　 (一)民事行为能力【了解】
唐朝关于民事行为能力ꎬ既没有明确的概念ꎬ也

没有统一的年龄规定ꎬ大体上与法律所确认的丁年ꎬ
即为国家服徭役和交纳赋税的法定年龄相当ꎮ 唐高

祖武德七年定令:“凡男女始生为黄ꎬ四岁为小ꎬ十
六为中ꎬ二十有一为丁ꎬ六十为老ꎮ”后来又改二十
二、二十三岁为丁ꎬ五十八岁为老ꎮ

　 　 (二)所有权【选择】
唐朝推行均田制ꎬ法律严格保护根据均田制而

取得的土地所有权ꎬ严禁占田过限ꎬ严格控制口分田

的买卖ꎮ 盗耕种公私田、妄认和盗买盗卖公私田、在
官侵夺公私田等侵犯土地所有权的行为ꎬ法律予以

严惩ꎮ 对其他动产所有权的保护ꎬ法律也规定得相

当详细ꎮ
此外ꎬ关于遗失物(阑遗物)、宿藏物、山林矿山

的所有权归属都有明确的规定ꎮ

　 　 (三)契约▲
唐朝财产关系非常活跃ꎬ契约的种类也大为增

加ꎬ出现了买卖、租赁、雇佣、借贷、寄托、承揽等各种
形式的契约ꎮ 但律文中少有关于契约的规定ꎬ“官
有政法ꎬ人从私契”ꎬ契约关系主要依靠民间习惯
调整ꎮ

１.买卖契约

«唐律»规定:土地买卖ꎬ“皆须经所部官司申
牒”ꎬ否则“财没不追ꎬ地还本主”ꎻ凡田宅、奴婢及大
牲畜的买卖ꎬ必须签订契约ꎬ并经有关部门“公验”ꎮ
此外ꎬ唐«关市令»规定:买卖奴婢、牛、马、驼、骡、驴
等ꎬ必须“用本司、本部公验以立券”ꎬ“无私契之文ꎬ
不准私券之限”ꎬ即明文规定ꎬ凡不可用私契者ꎬ禁
止使用ꎮ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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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律疏议杂律»:“诸负债违契不偿ꎬ一匹以

上ꎬ违二十日ꎬ笞二十ꎬ二十日加一等ꎬ罪止杖六十ꎮ
三十匹ꎬ加二等ꎻ百匹ꎬ又加三等ꎮ 各令备(赔)偿ꎮ”
对违契不偿者ꎬ应承担刑事责任(笞杖刑)与民事责
任(赔偿)ꎮ 刑事责任根据违约时间长短和债务数

额确定ꎻ有刑罚限制ꎮ 民事责任是违约的债务人必

须赔偿损失ꎮ
关于奴婢和畜产买卖中的标的物瑕疵担保责任

制度ꎮ «唐律疏议杂律»:“诸买奴婢、马牛驼骡
驴ꎬ已过价ꎬ不立市券ꎬ过三日ꎬ笞三十ꎻ卖者减一等ꎮ
立券之后ꎬ有旧病者ꎬ三日内听悔ꎻ无病欺者ꎬ市如
法ꎮ 违者ꎬ笞四十ꎮ 即卖买已讫ꎬ而市司不时过券

者ꎬ一日笞三十ꎬ一日加一等ꎬ罪止杖一百ꎮ”这说明

唐代已由官府强制性立券ꎬ以保障买卖奴婢、马牛等

纳入法律管辖范围之内ꎬ违者要受法律制裁ꎮ 而市

司不及时为之券书者ꎬ也要受到笞杖之刑ꎮ «唐律

疏议杂律»又曰:“若立券之后ꎬ有旧病ꎬ而买时不
知ꎬ立券后始知者ꎬ三日内听悔ꎮ 三日外无疾病ꎬ故
相欺罔而欲悔者ꎬ市如法ꎬ违者笞四十ꎻ若有病欺ꎬ不
受悔者ꎬ亦笞四十ꎮ”规定了自买卖成交后三日内ꎬ
买主可以标的物有瑕疵为由解除契约ꎬ并一般性地

规定了适用条件ꎮ 进一步补充了准予反悔、买方借

他故反悔、卖方应受悔而不受悔的三种具体情形的

法律处置ꎮ 按照规定ꎬ第一ꎬ卖方需要承担瑕疵担保

责任的商品是奴婢、马牛驼骡驴ꎬ其他商品不在此

限ꎮ 第二ꎬ瑕疵担保的商品瑕疵是“买时不知ꎬ立券

后始知”的“旧病”ꎮ 这一规定有利于规范买卖行
为ꎬ明确法律责任ꎬ保障交易秩序ꎬ有利于维护契约
公平、合法、合理ꎮ

２.借贷契约

唐朝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ꎬ民间借贷关系

已相当复杂ꎬ社会上出现的借贷契约ꎬ唐朝统治者重

视以法律调整之ꎮ “借”一般指使用借贷ꎬ“贷”一般
指消费借贷ꎮ 借贷契约分为有息和无息两种ꎮ 前者
称“出举”ꎬ后者称“负债”ꎮ 为担保债务人履行债
务ꎬ无论公私借贷都要有质押ꎮ

立法注重保护债权人的利益ꎬ不计利息的“负
债”ꎬ在«唐律疏议杂律»中规定:“诸负债违契不

偿ꎬ一匹以上ꎬ违二十日ꎬ笞二十ꎬ二十日加一等ꎬ罪
止杖六十ꎮ 三十匹加二等ꎬ百匹ꎬ又加三等ꎮ 各令

备偿ꎮ”
关于附计利息的“出举”ꎬ唐 «杂令» 中记载:

(１)诸公私以财物出举者ꎬ任依私契ꎬ官不为理ꎮ 每
月取利ꎬ不得过六分ꎮ 积日虽多ꎬ不得过一倍ꎮ 若官

物及公廨ꎬ本利停讫ꎬ每计过五十日不送尽者ꎬ余本

生利如初ꎬ不得更过一倍ꎮ 家资尽者ꎬ役身折酬ꎮ 役

通取户内男口ꎬ又不得回利为本(其放财物为粟麦

者ꎬ亦不得回利为本及过一倍)ꎮ 若违法积利、契外

掣夺及非出息之债者ꎬ官为理ꎮ 收质者ꎬ非对物主不

得辄卖ꎮ 若计利过本不赎ꎬ听告市司对卖ꎬ有剩还

之ꎮ 如负债者逃ꎬ保人代偿ꎮ (２)诸以粟麦出举ꎬ还
为粟麦者ꎬ任依私契ꎬ官不为理ꎬ仍以一年为断ꎬ不得
因旧本更令生利ꎬ又不得回利为本ꎮ (３)诸出举ꎬ两
情和同ꎬ私契取利过正条者ꎬ任人纠告ꎬ利物并入纠

人ꎮ ∥在这些法律条款中ꎬ国家的法律规定了什么

样的情况下国家需要介入民间纠纷ꎬ什么样情况下

国法不予干预ꎮ 这就是所谓“官为理”的界限ꎮ 比

如ꎬ只要私契没有超出国法规定的界限ꎬ有私契要遵

守私契ꎬ否则“官不为理”ꎮ 但是ꎬ超出国法规定的

范围ꎬ则国家法律入场干预ꎬ这就是“官为理”ꎮ
以上立法注意保护债务人ꎬ禁止私人高利贷ꎮ

唐后期的立法中ꎬ进一步降低法定利率ꎬ并对违法取

利者加重处罚ꎬ如唐文宗时敕有规定ꎬ私人出举“不
得五分以上生利其利止于一倍如有违越ꎬ
一任取钱人经府县陈论ꎬ追勘得实ꎬ其放钱人请决脊

杖二十ꎬ枷项令众一月日”ꎮ
∥唐朝立法如何维护和规范借贷关系:①注重

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ꎬ追究违契不偿者的刑事责

任和民事责任ꎮ ②维护债务人的合法利益ꎬ禁止私

人高利贷ꎮ 确立了限制利率ꎬ不得回利为本、一本一
利等规则ꎮ ③对待借贷契约关系ꎬ政府原则上不予

干预ꎬ主要依据当事人的约定ꎮ
‖ ×唐律中把借贷契约关系分为几种:一般附

带计息的消费借贷称为“出举”“举取”ꎬ所形成的债
务称“息债”ꎻ不计利息的消费借贷称为“便取”ꎻ不
计利息的借贷称“负债”“欠负”ꎻ债务人在成立契约

时向债权人指定自己的财产为抵押的称“指质”ꎻ债
务人在成立借贷契约的同时向债权人提交抵押品的
称为“收质”“典质”等ꎮ 【选择、分析】

‖３.因损害赔偿所生契约

唐律对损害赔偿所生契约ꎬ采取严格限制的原

则ꎮ 如«唐律疏议»举例说明:“假有一牛ꎬ直上绢五

匹ꎬ毁食人物ꎬ平直上绢两匹ꎬ其物主登时伤杀ꎬ死牛

出卖直绢三匹ꎬ计减二匹ꎮ 牛主偿所损食绢二匹ꎬ物
主酬所减牛价绢亦二匹之类ꎮ”

４.分析题

◎{分析 ２０１５. ６９}材料一:诸负债违契不偿ꎬ一
匹以上ꎬ违二十日ꎬ笞二十ꎬ二十日加一等ꎬ罪止杖六

十ꎮ 三十匹ꎬ加二等ꎻ百匹ꎬ又加三等ꎮ 各令备(赔)
偿ꎮ ———«唐律疏议杂律»

材料二:诸公私以财物出举者ꎬ任依私契ꎬ官不

为理ꎮ 每月取利不得过六分ꎬ积日虽多ꎬ不得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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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又不得回利为本ꎮ
诸以粟麦出举ꎬ还为粟麦者ꎬ任依私契ꎬ官不为

理ꎮ 仍以一年为断ꎬ不得因旧本更令生利ꎬ又不得回

利为本ꎮ ———«唐杂令»
请运用中国法制史的知识和理论ꎬ分析上述材

料并回答下列问题:
(１)根据材料一ꎬ违契不偿者应承担哪些法律

责任?
(２)根据材料二ꎬ为保护借贷契约债务人的权

利ꎬ唐朝法律确立了哪些规则?
(３)唐朝法律如何维护和规范借贷关系?
答案要点:
(１)借贷契约债务人违约ꎬ既要承担刑事责任ꎬ

又要承担民事责任ꎮ 刑事责任依照债务人违约的时

间长短和违约债务数额多少加减刑罚ꎻ刑罚有最高

刑限制ꎬ总体处罚较轻ꎮ 民事责任是违约的债务人

必须偿还债务ꎮ
(２)限制利率ꎬ一本一利ꎬ不得回利为本ꎮ
(３)对待借贷契约关系ꎬ政府原则上不予干预ꎬ

主要依据当事人的约定ꎮ 唐朝既注重保护债权人的

合法权益ꎬ追究违契不偿者的法律责任ꎬ又保护债务

人的合法权益ꎬ如规定了限制高利率ꎬ一本一利和不

得回利为本等ꎮ
◎{法分析 ２０１４. ３８} «唐律疏议杂律»:“诸

买奴婢、马牛驼骡驴ꎬ已过价立券之后ꎬ有旧病

者三日内听悔ꎬ无病欺者市如法”ꎮ
«疏议»曰:“若立券之后ꎬ有旧病ꎬ而买时不知ꎬ

立券后始知者ꎬ三日内听悔ꎮ 三日外无疾病ꎬ故相欺

罔而欲悔者ꎬ市如法ꎬ违者笞四十ꎻ若有病欺ꎬ不受悔

者ꎬ亦笞四十”ꎮ
请运用中国法制史的知识ꎬ分析上述文字并回

答下列问题:
(１)上述所引唐律条文规定了买卖契约中规范

反悔行为的何种制度?
(２)«疏议»是如何对律文作进一步阐释的?
(３)唐律的这一规定有何意义和作用?
答案要点:(１)该条规定的是关于奴婢和畜产

买卖中的标的物瑕疵担保责任制度ꎮ
(２)疏议对律文规定的适用条件作了进一步的

阐释ꎬ同时对买卖双方的法律责任作出补充规定ꎮ
律文规定ꎬ自买卖成交后三日内ꎬ买主可以标的物有

瑕疵为由解除契约ꎬ并一般性地规定了适用条件ꎮ
疏议则进一步补充了准予反悔、买方借他故反悔、卖
方应受悔而不受悔的三种具体情形的法律处置ꎮ

(３)这一规定有利于规范买卖行为ꎬ明确法律

责任ꎬ保障交易秩序ꎬ有利于维护契约的公平、合法、

合理ꎮ

　 　 (四)婚姻家庭与继承▲【古文分析】
１.婚姻制度△
(１)唐朝关于婚姻成立ꎬ强调以下几个方面:
①确认尊长对卑幼的主婚权ꎬ“诸嫁娶违律ꎬ祖

父母、父母主婚者ꎬ独坐主婚”ꎬ即使卑幼在外地ꎬ已
自行订婚ꎬ只要尚未结婚ꎬ也必须服从尊长安排ꎬ如
违反尊长意志者ꎬ依律“杖一百”ꎮ 尊长对卑幼的主

婚权得到了法律的确认和强化ꎬ其法律责任也相应

加大ꎮ
②婚书、聘财为婚姻成立的要件ꎬ“诸许嫁女ꎬ

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辄悔者ꎬ杖六十”ꎮ 或者“虽无

许婚之书”ꎬ但女家已接受男家的聘财ꎬ亦不得悔

婚ꎬ否则同样处杖刑六十ꎮ 另有规定“男家自悔者ꎬ
不坐”ꎮ

③对婚姻缔结有限制ꎬ规定同姓不婚ꎬ违者各徒

二年ꎬ非同姓但有血缘关系的尊卑间不得为婚ꎬ违者

“以奸论”ꎻ严禁与逃亡女子为婚ꎬ监临官不得娶监

临之女为妾ꎬ良贱之间不得为婚ꎬ违者均处以刑罚ꎮ
◎{法单 ２０１２. ２０}按照唐律的规定ꎬ下列情形

的婚姻不为法律所禁止的是( )①ꎮ Ａ. 县令甲

娶其部属之女为妻ꎻＢ. 士绅乙娶部曲之女为妻ꎻ
Ｃ. 剌史丙娶其原籍民女为妻ꎻＤ. 民人丁娶同姓民女

为妻

(２)关于婚姻解除ꎮ
唐律规定以“七出”“三不去”“义绝”为婚姻的

解除要件ꎮ
允许女方以“三不去”为由拒绝离婚ꎬ并补充规

定:以无子休妻者ꎬ必须是妻年五十以上ꎻ妻若犯恶

疾及奸罪者ꎬ虽有“三不去”之理由ꎬ仍可休之ꎻ妻无

“七出”之状而休弃者ꎬ丈夫徒一年半ꎻ妻有“三不

去”之由而休弃者ꎬ丈夫杖一百ꎮ
在唐代不同于汉代的是ꎬ“义绝”为强制离婚的

条件ꎮ 所谓“义绝”是指夫妻情义已绝ꎮ 据«唐律疏

议户婚»载:“(夫)殴妻之祖父母、父母及杀妻外

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姑、姊妹ꎮ”“妻殴詈夫之祖

父母、父母ꎬ杀伤夫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姑、姊
妹及与夫之缌麻以上亲ꎬ若妻母奸及欲害夫者ꎮ”或
者“夫妻祖父母、父母、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
姑、姊妹自相杀者”ꎬ均为“义绝”ꎮ 犯“义绝”者ꎬ必
须强制离婚ꎬ“违者ꎬ徒一年”ꎮ 因为“夫妻义合ꎬ义
绝则离”ꎮ

除此之外ꎬ唐代还有“和离”的规定ꎬ即“若夫妻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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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相安谐而和离者ꎬ不坐”ꎮ 也就是指如果夫妻在
感情上不相投合ꎬ双方愿意离婚ꎬ法律不予惩处ꎮ
【选择】

◎{多 ２０１６. ６０}义绝指夫妻情义已绝ꎬ是唐代

强制离婚的条件ꎮ 下列选项中ꎬ构成义绝的有

( )①ꎮ Ａ. 夫妻不相安谐ꎻＢ. 夫殴妻之祖父母、
父母ꎻＣ. 妻殴詈夫之祖父母、父母ꎻＤ. 夫妻祖父母、
父母自相杀

２.家庭制度

唐律在家庭关系上注重维护封建家长的统治地

位与权威ꎮ «唐律疏议户婚律»规定ꎬ“凡是同居

之内ꎬ必有尊长”ꎬ家长成为家庭的代表ꎬ子孙必须

无条件服从家长的权威ꎬ否则就是不孝ꎬ就要受到严

厉制裁ꎮ
财产由家长统一支配ꎬ子孙不得私有财产ꎮ

«唐律疏议户婚律»规定:“诸祖父母、父母在ꎬ而
子孙别籍异财者ꎬ徒三年ꎮ”子孙私自动用家庭财

物ꎬ处以笞十至杖一百的刑罚ꎮ
此外ꎬ子孙“违犯教令” “供养有缺”ꎬ以及自主

婚姻者ꎬ均要受罚ꎮ

３.继承制度▲
关于继承制度ꎬ唐的继承分为宗祧继承和财产

继承ꎮ
(１)宗祧继承是对祖宗血脉的延续ꎬ因而更为

重要ꎬ通常采取嫡长子继承的方式ꎮ
据«唐律疏议户婚律»:“诸立嫡违法者ꎬ徒一

年ꎮ”若无子孙者ꎬ“听养同宗于昭穆合者”ꎬ即在同

宗子辈中收纳养子ꎮ ‖又说:“王、公、侯、伯、子、
男ꎬ皆子孙承嫡传袭ꎮ”上述强调的是继承权位与继

承祭祀者ꎬ必须是嫡长子孙ꎬ而他人无权参与ꎮ
(２)财产继承则实行诸子均分制ꎬ兄弟中先亡

者ꎬ其子继父分ꎬ即代位继承ꎮ 但生前立有遗嘱者ꎬ
则不按法定顺序继承ꎬ 采用遗嘱优先的原则ꎮ
‖«唐律疏议户婚律»引«户令»说:“诸应分田宅
者ꎬ及财物者ꎬ兄弟均分ꎮ 妻家所得之财ꎬ不在分限ꎮ
兄弟亡者ꎬ子承父分ꎮ 兄弟俱亡ꎬ则诸子均分ꎮ 其未

娶妻者ꎬ别与聘财ꎮ 姑姊妹在室者ꎬ减聘财之半ꎮ 寡

妻妾无男者ꎬ承夫分ꎮ”
一般情况下ꎬ女子出嫁后ꎬ不享有本家财产继承

权ꎮ 但在户绝之家ꎬ女儿的继承权则很大ꎮ 唐«丧
葬令»规定:“户绝”之家ꎬ在室女可分得未婚兄弟财
产之一半ꎬ作为自己的嫁妆费用ꎮ ∥唐«丧葬令»:
“诸身丧户绝者ꎬ所有部曲、客女、奴婢、店宅、资财ꎬ
并令近亲转易货卖ꎬ将营葬事及量营功德之外ꎬ余财

并与女ꎮ”
◎{单 ２０１２. ３８}下列关于唐朝继承制度的表

述ꎬ正确的是( )②ꎮ Ａ. 女子不享有财产继承

权ꎻＢ. 只有法定继承ꎬ不承认遗嘱的效力ꎻＣ. 无论宗

祧继承还是财产继承ꎬ皆采用嫡长子继承原则ꎻ
Ｄ. 财产继承沿袭两汉以来的“诸子均分”原则

应该注意的是ꎬ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继承与近代

西方法律上的继承有着显著的不同:
(１)所谓继承ꎬ其直接的语义是延续宗祧ꎬ也就

是身份上的或人身的继承ꎬ财产的继承只是附带

性的ꎮ
(２)继承是有一定指向的ꎬ只是长辈向晚辈的

传递或晚辈对长辈的承受才能称作继承ꎬ反之则不

能称为继承ꎮ

４.分析题

◎{分析 ２００８. ６９}唐«户令»:“诸应分田宅者ꎬ
及财物ꎬ兄弟均分ꎮ 妻家所得之财ꎬ不在分限ꎮ 兄弟

亡者ꎬ子承父分ꎮ 兄弟俱亡ꎬ则诸子均分ꎮ 其未娶妻

者ꎬ别与聘财ꎮ 姑姊妹在室者ꎬ减聘财之半ꎮ 寡妻妾

无男者ꎬ承夫分ꎮ”唐«丧葬令»:“诸身丧户绝者ꎬ所
有部曲、客女、奴婢、店宅、资财ꎬ并令近亲转易货卖ꎬ
将营葬事及量营功德之外ꎬ余财并与女ꎮ”请运用中

国法制史的知识和理论ꎬ分析上述文字并回答下列

问题:
(１)依照唐«户令»的规定ꎬ财产继承如何进行?
(２)何为“户绝”? 户绝之家的财产如何继承?
(３)试结合上述引文的相关内容ꎬ总结唐朝继

承法律制度的主要特点ꎮ
答案要点:(１)依照唐«户令»的规定ꎬ不动产及

动产遗产ꎬ由儿子均分ꎻ儿子中有死亡的ꎬ由死者之

子代位继承ꎻ如果儿子都死亡的ꎬ则由孙子均分ꎻ未
婚儿子除均分得家财外另可得到一份聘财ꎻ未婚女

儿和姐妹也可得到一份嫁妆ꎬ其数额相当于儿子聘

财的一半ꎻ儿子的守寡妻妾若无子ꎬ可继承其夫应分

的份额ꎮ
(２)“户绝”是指家庭中无男性后代承继后嗣ꎮ

户绝之家ꎬ由死者的近亲属(五服内)将其所有财产

变卖ꎬ在支付了丧葬及应作功德等项费用后ꎬ所余财

产由女儿全部继承ꎮ
(３)由上述所引材料ꎬ唐朝继承法律制度的特

点可大致总结为以下几点:其一ꎬ继承法律规定比较

完备ꎬ反映了唐朝财产关系的发展和私有权观念的

深化ꎻ其二ꎬ法律着重保护子孙后代的财产继承权ꎬ
基本排除了旁系亲属的继承权ꎬ以保证财产在本家

族内集中ꎻ其三ꎬ法律一方面突出保护男性后嗣继承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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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权利ꎬ另一方面也赋予女儿等女性家庭成员以

有限的继承权利ꎮ

　 　 四、行政立法【了解】
　 　 (一)三省六部制【选择】

唐朝中央政府的体制沿用隋朝的三省六部制ꎮ
(１)三省制ꎮ 所谓三省ꎬ是指中央政府的中枢

机构中书省、门下省与尚书省ꎮ 中书省传承皇帝的

命令ꎬ草拟诏书ꎻ经门下省审核驳正后ꎬ交皇帝批准ꎻ
尚书省负责执行皇帝的诏敕和经皇帝批准的各项政

令ꎮ 三省的长官集体出任宰相ꎬ在政事堂议事ꎬ其职

权明确划分ꎬ互相制约ꎮ
(２)六部制ꎮ 尚书省为了方便执行皇帝的命

令ꎬ下设六部ꎬ即吏、户、礼、兵、刑、工六个中央行政
部门ꎮ 六部各有四司ꎬ分掌有关行政事务ꎮ

①吏部负责职官的任命、考课、管理等ꎻ
②户部负责户籍与财政收入管理等ꎻ
③礼部掌祭祀、礼仪、教育、科举及国内外、朝廷

内外礼仪等方面的管理工作ꎻ
④兵部掌六品以下武官的选授、考课、武举、军

事行政等ꎻ
⑤刑部负责对大理寺审理案件的复核工作ꎬ负

责对京师百官的案件会审等ꎻ
⑥工部直接受命于尚书省与皇帝ꎬ掌土木、水利

工程及农、林、牧(军马除外)、渔业等ꎮ
三省六部制的确立ꎬ标志着唐代封建行政体制

走向成熟化与定型化ꎬ对封建后世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ꎮ

　 　 (二)御史台

唐朝的监察制度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有较大发

展ꎮ 中央仍设御史台ꎬ以御史大夫为长官ꎬ御史中丞

二人为副ꎬ“掌持邦国刑宪典章ꎬ以肃正朝廷”ꎮ
御史台下设三院ꎬ分别是台院、殿院、察院ꎬ具体

由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组成ꎮ
台院的侍御史在诸御史中地位较高ꎬ其职掌纠

察百官ꎬ弹劾违法失职者ꎬ并负责或参与皇帝交审的

案件ꎮ
殿院的殿中侍御史掌纠察朝仪和其他朝会ꎬ也

参与案件审理ꎮ
察院的监察御史品级较低ꎬ但职掌广泛ꎬ主要是

监察地方官吏ꎮ 玄宗时令监察御史六人分别对尚书

省六部实行监察ꎬ称“大察官”ꎬ明朝“六科给事中”
即源于此ꎮ

◎{单 ２０２１. ３５}唐朝“掌持邦国刑宪典章ꎬ以肃

正朝 廷 ” “ 纠 正 百 官 之 罪 恶 ” 的 国 家 机 构 是

( )①ꎮ Ａ. 刑部ꎻＢ. 御史台ꎻＣ. 大理寺ꎻＤ. 中书省

◎{单 ２０１４. ４２}下列有关唐代御史台的表述ꎬ
正确的是( )②ꎮ Ａ. 御史台下设台院、殿院、察
院ꎻＢ. 御史台是三省的重要组成部分ꎻＣ. 御史台职

能仅限于监察中央官吏ꎻＤ. 御史台负责传承皇帝的

命令ꎬ草拟诏书

　 　 (三)官吏管理:科举制度ꎬ考课ꎬ致仕▲【选
择】

唐朝的盛世与其健全行政法制和注重整顿吏治

存在直接关系ꎮ 职官法律制度涉及对各级官吏的选
拔、任用、考课、奖惩、监督和休致制度等方面ꎮ ‖唐

代著名的“贞观之治”ꎬ即将法治的重点集中在治理

官吏上ꎮ “以法治官”是从防患于未然出发ꎬ制定了

一整套规范官吏行事的“常守之法”ꎬ使官吏在从事

政务时有章可循ꎬ有法可依ꎬ从而达到“以法治官”
的目的ꎮ 这就是行政管理的制度化、法律化ꎮ

１.科举制度

唐代官吏的主要来源有两种:科举和门荫ꎬ以前

者为正途ꎮ
参加科举的考生是各级官学考试选拔的生徒和

经地方州县审核身份并初试合格的乡贡ꎮ 生徒和乡

贡到尚书省参加礼部主持的科举考试ꎮ 科举考试的

科目主要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等ꎮ
科举考试中第者即取得做官的身份ꎬ但并不即时

“释褐”(脱去布衣换着官服)ꎮ 真正入仕还须通过

吏部的考试ꎬ称“释褐试”ꎮ 通过此试后才得正式任

命为官ꎮ 吏部择人之法有四:身、言、书、判ꎮ 文科之

外ꎬ还有武举ꎬ可通过考试取得当武官的出身ꎮ
门荫之制ꎬ则是因父祖为高官ꎬ子孙因而可通过

父祖的荫庇ꎬ无须经过考试而直接取得出身ꎮ 如一

品官之子ꎬ可直接获取当正七品以上的出身ꎻ二品官

之子ꎬ可得正七品下等ꎮ

２.考课制度

对官吏在任期间行为与政绩的考查称为考课ꎮ
考课制度是按一定标准考核官员的品质、才能、勤
劳、功过ꎬ分别等第据以升降赏罚ꎮ

唐朝职官考课从内容到程序皆已制度化和法律

化ꎮ 一切官吏无论高低ꎬ每年都有一小考ꎬ由本司或

州县长官主持ꎻ每四年一大考ꎬ四品以下官皆由吏部

考功司负责ꎬ三品以上官则由皇帝亲自考核ꎮ
考课的标准是«考课令»所规定的“四善二十七

最”ꎮ 综合被考课者的善、最ꎬ定上、中、下三等九

级ꎮ 小考优者ꎬ赏之以加禄ꎬ劣者罚以夺禄ꎻ大考优

者ꎬ赏以晋升ꎬ劣者罚以降职ꎬ甚劣者免官或依律惩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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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犯罪者追究刑事责任)ꎮ
所谓“四善”ꎬ是国家对各级官吏的品行操守提

出的四项共同要求:德义有闻ꎬ清慎明著ꎬ公平可称ꎬ
恪勤匪懈ꎮ 有一项合格者为有一善ꎬ四项全合格者

为四善ꎬ皆不合格则无善ꎮ
所谓“二十七最”ꎬ则是根据不同的部门职掌不

同的业务性质ꎬ分别提出的 ２７ 条具体的专业要求ꎮ
‖如对司法官员的要求为“推鞠得情ꎬ处断平允ꎬ为
法官之最”ꎻ对监察官员的要求为“访察精审ꎬ弹举

必当ꎬ为纠正之最”ꎻ对军官的要求为“赏罚严明ꎬ攻
战必胜ꎬ为将帅之最”ꎮ 这类规定共有 ２７ 项ꎮ 各类

官吏皆依职事考课ꎬ合格者可得一最ꎮ

３.职官致仕

唐朝专门订立了规范官员致仕和休假的法令ꎮ
致仕即退休ꎮ 据«选举令»:“诸职事官ꎬ年七十

以上ꎬ听致仕ꎮ 五品以上上表ꎬ六品以下申省奏
闻ꎮ”致仕年龄为７０ 岁ꎬ分官品级别报皇帝批准或备

案ꎮ 实践中官员致仕ꎬ除年龄外ꎬ身体状况也是决定

性因素ꎮ 退休以后的待遇ꎬ五品以上官仍给半禄ꎻ其
他官也有永业田可以养老ꎮ 若过 ７０ 岁仍不主动申

请致仕ꎬ则将为时议所讥ꎮ 为提倡惜贤敬老的社会

风尚ꎬ唐朝对致仕官员往往给予一些特殊的政治礼

遇和经济待遇ꎮ 如有时可以加官一级ꎬ有时可另换

一名望较高的官衔ꎮ
‖ × «假宁令»是关于官吏休假的专门法ꎮ 一

般来说ꎬ唐朝官员每 １０ 天休假 １ 日ꎬ称“旬假”ꎬ中
秋、七夕、重阳、冬至等有“节令假”ꎬ因病、因事有

“事故假”ꎬ婚丧嫁娶有“婚丧假”等ꎮ 各种假皆有法

定期限ꎬ不得超假ꎬ超者夺俸ꎻ在任期间ꎬ连续请假超

过百日者ꎬ必须停职ꎮ

‖ ×４.任用制度

通过选拔ꎬ取得出身后ꎬ还必须通过吏部的考

试ꎬ才可能正式任命为官ꎮ 考试以身、言、书、判四项

为考试内容ꎮ 通过吏部试者ꎬ称为“释褐”ꎬ意思是

从此可脱去标志平民身份的褐衫ꎬ而身着官服了ꎮ
吏部任命官员ꎬ不仅针对初释褐者ꎬ而且对全体六品

以下官ꎬ都要定期进行考试ꎬ试毕根据考试成绩ꎬ再
综合考察该官的德、才、劳等诸项ꎬ评定品级ꎬ予以正

式委任ꎬ然后报送门下省和中书省审批ꎬ最后由皇帝

以制敕裁定ꎮ 对司法官的任用ꎬ则吏部须与刑部尚

书共同研究决定ꎬ然后注拟ꎮ 武官的任命考试ꎬ则由

兵部主持ꎮ

‖５.监督制度 ×
监察机构定型于唐代ꎬ御史台是专门的、独立于

一切机构之外的监察机关ꎮ 御史大夫为台长ꎬ“掌

邦国刑宪典章之政令ꎬ以肃正朝列”ꎮ 御史台下设

台院、殿院、察院ꎬ各有分工ꎬ又相互配合ꎬ有权弹劾

百官ꎬ参决大狱ꎬ监督府库支出ꎬ以及出使分察地方

州县ꎮ 唐朝的监察范围ꎬ既包括考察官吏的品德、操
守和政绩ꎬ监督地方官员和豪强的行为ꎬ还有发现人

才、选拔人才的使命ꎮ
考课与奖惩本身就对官吏具有一定的监督作

用ꎮ 唐朝的监督制度还有谏议制度ꎬ设立左右谏议

大夫、左右拾遗、左右补阙等谏官ꎬ对国家政策、法令

的执行情况ꎬ以及最高统治者执行政务的情况进行

监督、批评ꎬ甚至可直接对皇帝本人进行规谏ꎮ 这既

是对监察制度的补充ꎬ同时对至高无上的皇帝也能

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ꎬ使之不可为所欲为ꎬ而国家也

能以法治国ꎬ以法治官ꎮ
唐朝的行政立法ꎬ除上述内容外ꎬ还涉及其他各

个方面ꎮ 其法规、法令的制定ꎬ系统而又缜密ꎬ从内

容到形式都与唐帝国的行政管理相协调ꎬ为后世行

政立法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ꎬ其影响深广ꎬ不仅

限于东邻各国ꎬ也远播西方世界ꎮ

　 　 五、经济立法 ×

　 　 (一)土地立法

唐朝建立初期ꎬ土地立法承袭了北魏以来的传

统ꎬ并在武德七年(６２４ 年)颁布均田令ꎮ 将土地分

为官田(又称公田)与私田两种ꎬ将荒地以及官田按

社会等级分配ꎮ ‖唐律规定:丁男与十八岁以上中

男授田一百亩ꎬ其中ꎬ八十亩为“口分田”ꎬ二十亩为

“永业田”ꎻ老男笃疾废疾各给田四十亩ꎻ寡妻妾三

十亩ꎬ如单独立户者ꎬ加二十亩ꎮ
均田法的施行ꎬ唐朝形成国家所有和私人所有

两种土地所有制形式ꎮ 国有土地主要有口分田、职
分田和公廨田ꎬ私有土地主要有永业田和部分宅地ꎮ

唐律严格限制口分田的买卖ꎮ 根据«唐律疏

议户婚律»的规定:违者一亩笞十ꎬ二十亩加一

等ꎬ罪止杖一百ꎬ买卖契约无效ꎬ并追回土地归还本

主ꎬ地价没收官有ꎬ不再追究买主刑事责任ꎮ 业主死

后ꎬ国家收回“口分田”ꎮ 职分田是为官吏提供俸禄

的用地ꎬ公廨田则是为各级国家机关提供办公经费

的用地ꎬ也严禁私自买卖ꎮ “永业田”可以继承ꎬ并
允许在一定条件下买卖ꎮ

为控制土地占有的两极分化ꎬ“占地过限”为唐

律所禁止ꎬ最重可处徒一年ꎮ 但人少地多的“宽乡”
除外ꎬ目的是鼓励开垦荒地ꎮ 不过 “仍须申牒立

案”ꎬ防止隐瞒不报者脱逃税赋ꎮ 因唐律并没有认

真抑制土地兼并现象ꎬ由于土地的大规模赏赐和兼

并ꎬ农民受田普遍不足ꎮ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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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赋役立法:租庸调法与两税法

唐朝初期沿用隋制ꎬ以均田制为基础ꎬ实行租庸
调法ꎮ 均田制与租庸调法相互依存ꎮ 为维护国家机

器的正常运转ꎬ对于授田农民征派三种赋税ꎬ即租、
庸、调ꎮ (１)租是田赋:每丁每年纳粟二斛或稻二

斛ꎻ(２)庸是按人丁摊派的徭役:每丁每年服役二十

天ꎬ逢闰月加二日ꎬ不服役者可“输庸代役”ꎬ每丁每

日折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ꎻ(３)调是每丁每年

根据本乡所产ꎬ蚕乡纳绫或绢二丈ꎬ绵三两ꎬ非蚕乡

纳布二丈五尺ꎬ麻三斤ꎮ 另外ꎬ国家临时有事而加

役ꎬ可视加役时间予以减免租调ꎬ满十五日免调ꎬ三
十日租调皆免ꎮ

唐中期以后ꎬ均田制被破坏殆尽ꎬ租庸调法亦难

以实施ꎬ从而为两税法所取代ꎮ
唐德宗建中元年(７８０ 年)ꎬ采纳宰相杨炎的建

议ꎬ实行两税法ꎮ 两税法的基本原则是量出制入ꎬ其
主要内容为:

(１)以大历十四年(７７９ 年)之垦田数为准ꎬ总
计当时各种开支总数以定两税总数ꎮ ‖各地按照中

央分配的数目向本地人户征收ꎮ
(２)两税法按户等纳钱ꎬ依田亩纳粟ꎮ 按每户

的土地面积征收地税ꎬ按财产的多寡确定的户等征
收户税ꎮ

(３)每年分夏秋两季征收ꎮ 夏税于 ６ 月底(阴
历)纳完ꎬ秋税于 １１ 月底(阴历)纳完ꎮ

(４)过去的租庸调以及杂税一律废除ꎬ但丁额

不废ꎮ
(５)所有主户客户ꎬ无论定居行商ꎬ均须纳税ꎬ

税额由资产和田亩数确定ꎮ ‖土著户和客户均编入

现居州县的户籍ꎬ依据丁壮与财产(土地与杂资财)
的多少定户等ꎮ 商人无固定住所者ꎬ由所在州县按

收入的三十之一征税ꎮ
两税法的推行ꎬ既增加了国家赋税收入ꎬ又削弱

了大户的特权ꎮ 它将当时各种捐税加以合并ꎬ简化
了税制ꎬ以现居为定籍的办法ꎬ既有利于户籍整理ꎬ
也有利于社会的安定ꎮ 【选择】

‖ × «唐律疏议»还规定:凡违期不纳税者ꎬ处
以笞刑ꎻ里正和州县官妄自脱漏增减者ꎬ以减少或增

加税役的多少ꎬ按枉法处断ꎬ分别判处徒、流乃至加

役流刑(死刑代用刑)ꎮ 若农户逃避税役ꎬ脱漏户口

或虚报年龄ꎬ家长判处徒刑ꎮ 为了维护土地立法与

赋役制度ꎬ唐代用法律的强制手段ꎬ保证唐朝税役工
作的正常运行ꎮ

　 　 (三)禁榷制度【选择】
禁榷是中国古代政府对某些商品实行专卖ꎬ限

制民间商业贸易ꎬ借以扩大财政收入的一种方法ꎮ

１.盐业专卖制度

唐朝前期对盐业放任不税ꎬ唐朝中期以后为解

决财用不足ꎬ于开元九年(公元 ７２１ 年)开始征取盐

税ꎮ “安史之乱”起ꎬ唐肃宗至德元年(公元 ７５６ 年)
实行盐的专卖ꎬ任命第五琦为诸州榷盐铁使ꎬ掌管全

国盐业专卖事务ꎬ实行民产、官收、官运、官销的制

度ꎮ 至唐代宗永泰二年(公元 ７６６ 年)ꎬ以户部尚书

领衔出任各道盐铁使的刘晏ꎬ改革榷盐法ꎬ实行民

制、官收、商运、商销ꎮ 官府以控制盐的生产为主ꎬ在
全国主要产盐地设四场、十监ꎬ负责盐的生产和统

购ꎮ 商人可向官府场监批发官盐ꎬ自由运销各地ꎮ
除须向沿江河诸道交纳榷盐钱外ꎬ不再征税ꎮ 为防

止偏远地区盐商牟取暴利ꎬ设“常平盐”ꎬ即以必要

的官运官销控制盐价ꎮ 同时严禁私盐运销ꎬ设置十
三巡院厉行缉私ꎮ 盐业税收大大增加了国家的财政

收入ꎬ缓解了唐朝财政上的困难ꎮ 正如«旧唐书
食货志»所说:“天下之赋ꎬ盐利居半ꎮ”

２.茶业专卖制度

自唐德宗建中三年(公元 ７８２ 年)始令征茶税ꎬ
至贞元十年(公元 ７９４ 年)ꎬ唐朝茶业专卖法全面推

广ꎮ 官府在产茶州县山林以及茶叶贩运要道设关卡

征茶税ꎬ税率为茶价的十分之一ꎬ每年可获四十万

缗ꎬ其利相当丰厚ꎮ 国家严禁私茶贩运ꎬ罪重至死ꎮ
‖至唐文宗太和九年(公元 ８３５ 年)ꎬ由于宰相

兼盐铁使王涯与民争利ꎬ导致民怨沸腾ꎬ随着王涯在

政变中被杀ꎬ唐朝茶业专卖法第一次被废除ꎮ 唐武

宗后ꎬ中央政府又恢复了茶业专卖制度ꎬ同时地方藩

镇也增加了茶业税赋ꎬ从中渔利ꎮ 由此导致茶价攀

升ꎬ私茶交易(漏税茶)盛行ꎮ 鉴于此ꎬ唐宣宗时制

定«茶法条约»严厉惩办私茶犯罪ꎬ以至三犯漏税私

贩茶叶ꎬ每次在 ３０００ 斤以上者处以死刑ꎮ

３.酒业专卖制度

隋和唐初放任酿酒ꎬ不予干预ꎮ 安史之乱中开

始实行榷酤制度ꎬ此后或禁或弛ꎬ多有反复ꎮ 禁榷之

时ꎬ为保证酒利ꎬ政府严刑处罚私酿私卖酒者ꎬ违者

没其家产ꎬ而且往往实行责任上的株连ꎬ“一人违

犯ꎬ连累数家”ꎮ

　 　 (四)对外贸易制度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比较开放的时期ꎬ唐朝对外

贸易发展迅速ꎬ相应的法律制度逐渐成熟ꎮ

１.互市制度

法律对陆上贸易限制相当严格ꎬ只允许在官府

监督下的互市ꎬ即在边境定点设置若干互市监ꎬ监控

中外商人以物易物的互市贸易ꎬ而禁止其他形式的

贸易ꎮ 国境多置关塞ꎬ严禁化内人绕道关卡ꎬ越度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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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ꎬ亦禁止外商私自入境ꎬ违者同等治罪ꎮ 政府往来

之使者ꎬ均不得顺带进行贸易ꎬ违者“各计赃准盗

论ꎬ罪止流三千里”ꎮ
‖互市制度主要有以下内容:(１)唐朝在各个

边境地区定点设置互市ꎬ互市由监官控制ꎻ(２)中外

商人首先应接受监官的审查检验ꎬ然后进行以物易

物的互市交易活动ꎻ(３)禁止中外商人用马匹、骆驼

等换取中国的丝麻商品以外的物品ꎮ 违反上述规

定ꎬ私自出境进行贸易者ꎬ“徒二年”ꎮ

２.市舶制度

唐朝对海路贸易颇为开放ꎬ允许外商来华自由

贸易ꎬ并在海路通商城市划定特定区域ꎬ名为“蕃
坊”ꎬ供外来商人居住和营业ꎮ 唐朝首创市舶制度ꎮ
唐太宗贞观十七年(公元 ６４３ 年)下诏ꎬ对外商进口

的龙香、沉香、丁香、白豆蔻四种货物ꎬ抽取 １０％ 的
实物税ꎬ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项外贸征税法令ꎮ 武
则天统治时期ꎬ首先在广州设置市舶使ꎬ是为国家首

置外贸专职官署ꎮ 对外贸易活跃地区的地方官也有

一定管理外贸的权力ꎮ
◎{多 ２０１７. ６１[２９]}唐初创建了市舶制度ꎬ制

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项外贸征税法令ꎮ 对外商贩至

中国的部分货物ꎬ官府抽取十分之一的实物税ꎮ 下

列属于应抽取实物税的货物有( )①ꎮ Ａ. 丝绸ꎻ
Ｂ. 瓷器ꎻＣ. 龙香ꎻＤ. 沉香

唐朝法定的市舶税有三种:
(１)“舶脚”ꎬ即船舶入口税ꎻ
(２) “抽分”ꎬ即抽取上述龙香等四宗货物的

１０％的实物税ꎬ上贡朝廷ꎬ故又称“进奉”ꎻ
(３)“收市”ꎬ即蕃货在市场上与中国商人贸易

时征收的市税ꎮ
除此三税外ꎬ唐朝规定对于海商贸易ꎬ“任其往

来ꎬ自为交易ꎬ不得重加率税”ꎬ这无疑对于促进外

贸发展具有积极意义ꎮ 但是法律也严格限制某些商

品的出口ꎬ“诸赍禁物私度关者ꎬ坐赃论ꎻ赃轻者ꎬ从
私造私有法” “若已度关及越度被人纠获ꎬ三分其

物ꎬ二分赏捉人ꎬ一分入官”ꎮ

　 　 六、司法制度▲【分析】
　 　 (一)中央司法机关 【选择、注意各自的职

权】▲
中央设置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三大司法机构ꎮ
(１)大理寺ꎮ 大理寺以正卿和少卿为正副长

官ꎬ下设正、丞、司直等ꎬ职掌中央司法审判权ꎬ审理

中央百官与京师徒刑以上案件ꎬ对刑部移送的地方

死刑案件有重审权ꎻ对徒、流重罪的判决ꎬ须送刑部

复核ꎻ死刑案件须奏请皇帝批准ꎮ

(２)刑部ꎮ 刑部是中央司法行政机关ꎬ其正副

长官为尚书和侍郎ꎬ职掌案件复核权ꎬ即负责复核大

理寺判决的徒、流刑案件ꎬ以及州县判决的徒刑以上

案件ꎬ并有权受理在押犯申诉案件ꎬ如有可疑可令原

机关重审ꎬ死刑案件移交大理寺重审ꎮ
(３)御史台ꎮ 御史台既是中央行政监察机构ꎬ

也是中央法律监督机构ꎬ其正副长官为御史大夫和

御史中丞ꎮ 其职掌纠察弹劾百官违法之事ꎬ同时负

责监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审判活动ꎬ也参与对重

大案件的审判ꎮ

　 　 (二)三司推事【分析、联系唐明清会审制度】
唐朝在中央或地方发生重大疑难案件时ꎬ皇帝

指派大理寺、刑部、御史台的长官会同审理ꎬ称为

“三司推事”ꎮ 必要时皇帝还命令刑部会同中书、门
下二省集议ꎬ以示慎重ꎮ

对于次要的案件或地方上的大案ꎬ如不便解送

京城审判ꎬ则派遣大理寺评事、刑部员外郎、监察御
史组成“三司使”ꎬ前往审理ꎮ

　 　 (三)告诉的限制 ×
限制越级告诉ꎮ “告诉”有严格的程序规定ꎬ须

由下而上从县、州至中央告诉ꎬ一般禁止越诉ꎮ 对越

级告诉和受理者ꎬ处以笞刑ꎮ
直诉的限制ꎮ 在特殊情况下允许越诉ꎬ甚至唐

朝还规定了直诉制度ꎮ 即凡冤无处申诉者ꎬ可以通

过“邀车驾”、击“登闻鼓”等形式向皇帝告诉ꎮ 但由

此而冲撞皇帝仪仗队和控告不实者ꎬ都要受到处罚ꎮ
限制卑幼子孙告尊长亲属ꎮ 唐朝法律还规定了

许多告诉的限制性条款ꎬ如除谋反、谋大逆、谋叛等

罪外ꎬ卑幼不得控告尊长ꎻ卑贱不得控告尊贵ꎻ在押
犯人只准告狱官虐待事ꎻ８０ 岁以上、１０ 岁以下老幼
之人以及笃疾者只准告子孙不孝或同居之内受人侵

害事ꎻ禁止投匿名信控告ꎮ 起诉要有起诉书ꎬ按规定

书写ꎬ即“诸告人罪皆须注明年月ꎬ指陈实事ꎬ不得

称疑”ꎮ
◎{多 ２０１８. ４８[２８]}根据唐代关于“告诉”的

法律规定ꎬ下列选项中ꎬ官府应当受理的案件有

( )②ꎮ Ａ. 张某控告其祖父谋反ꎻＢ. 李某控告其

主人杀人ꎻＣ. 八十岁的王某控告其子孙不孝ꎻＤ. 在
押囚犯刘某控告狱卒虐待

◎{法多 ２０１５. ２８}除了谋反、谋叛等重罪外ꎬ唐
朝法律对其他犯罪的告诉有很多限制ꎮ 下列情形

中ꎬ为唐律所禁止的告诉行为有( )③ꎮ Ａ. 卑幼

告尊长ꎻＢ. 在押犯告狱官虐待ꎻＣ. 八十岁以上者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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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孙不孝ꎻＤ. 奴婢、部曲告主人

　 　 (四)回避制度▲【分析】
据«唐六典»记载ꎬ唐朝统治者为防止司法官吏

因亲属或仇嫌关系ꎬ而故意出入人罪ꎬ规定了司法官

的审判回避制度ꎮ “鞫狱官与被鞫人有亲属仇嫌
者ꎬ皆听更之”ꎮ 即凡主审官员与当事人系五服内

的亲属或姻亲ꎬ或师生关系ꎬ或曾为本部都督、刺史、
县令者以及此前有仇嫌者ꎬ皆应换推ꎮ 此外ꎬ同署连

判官员如属大功以上亲属ꎬ也应回避ꎮ

　 　 (五)死刑三复奏、五复奏制度

１.死刑三复奏

按«唐六典刑部»载:“凡决死刑ꎬ虽令则杀ꎬ
乃三复奏ꎮ”即死刑的执行必须经过三复奏程序ꎬ死
囚执行前一日复奏两次ꎬ执行当日仍可复奏一次ꎬ提
请皇帝审慎考虑是否立即执行ꎬ用以避免错杀无辜ꎬ
冤枉好人ꎮ

２.死刑五复奏

贞观初年ꎬ唐太宗为避免错杀ꎬ进一步慎重死
刑执行制度ꎬ他以“人命至重ꎬ一死不可再生” 为

由ꎬ又将行刑前的“三复奏”更改为“五复奏”ꎮ 即

决前一天两复奏ꎬ决日当天三复奏ꎮ 但各州死刑案

件仍行三复奏ꎮ 而犯有“恶逆”以上罪者ꎬ以及身
为贱民的部曲、奴婢犯杀主人罪者ꎬ则实行一复奏
后ꎬ就可动用死刑ꎮ 如果“不待复奏报下而决者ꎬ
流两千里”ꎮ

◎{法单 ２０１５. １７}唐高宗永徽年间ꎬ某地有婢

女不堪主人欺凌ꎬ将主人毒杀ꎮ 后该婢女被官府缉

捕归案ꎬ判处斩刑ꎮ 根据唐律关于死刑复奏制度的

规定ꎬ该案应复奏的次数是 ( )①ꎮ Ａ. 无需复

奏ꎻＢ. 一复奏ꎻＣ. 三复奏ꎻＤ. 五复奏

３.分析题

{分析 ２０１８. ５６}贞观五年ꎬ河内人李好德坐妖

言下狱ꎬ大理丞张蕴古以为好德病狂瞀ꎬ法不当坐ꎮ
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劾蕴古相州人ꎬ好德兄厚德方为

相州刺史ꎬ故蕴古奏不以实ꎮ 太宗怒ꎬ遽斩蕴古ꎬ既
而大悔ꎬ因诏“死刑虽令即决ꎬ皆三覆(复)奏”ꎮ 久

之ꎬ谓群臣曰:“死者不可复生ꎮ 昔王世充杀郑颋而

犹能悔ꎬ近有府史取赇不多ꎬ朕杀之ꎬ是思之不审也ꎮ
决囚虽三覆奏ꎬ而顷刻之间ꎬ何暇思虑? 自今宜二日

五覆奏”«新唐书刑法志»
请结合上述材料ꎬ运用中国法制史的相关知识ꎬ

回答以下问题:
(１)唐太宗实行死刑三复奏、五复奏的原因是

什么?
(２)死刑复奏制度的历史渊源是什么?

(３)确立死刑复奏制度的意义何在?
答案要点:(１)太宗因错杀张蕴古而后悔ꎬ认为

死者不可复生ꎬ因此应审慎对待死刑ꎬ实行三复奏ꎮ
后太宗认为实行三复奏ꎬ时间仓促ꎬ难以考虑充分ꎬ
故又实行五复奏ꎮ

(２)死刑复奏在西汉时期已出现萌芽ꎻ三国两

晋南北朝时期正式确立了死刑复奏制度ꎬ即死刑必

须报告朝廷ꎬ经皇帝批准方可执行ꎮ
(３)体现慎刑原则ꎻ加强皇帝对于司法审判权

的控制ꎮ

　 　 (六)法官责任制度:▲援法断罪

法官要对所判案件的正确与否承担直接的个人

责任ꎬ这是中国古代法律的一大特点ꎮ
为保证司法审判的公正、合法ꎬ唐朝严格规定了

法官的责任制度ꎮ 首先要求法官必须严格依据律、
令、格、式正文定罪ꎮ «唐律疏议断狱»明确规定:
“诸断罪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ꎬ违者笞三十ꎮ”还

规定ꎬ对于皇帝针对一时一事所发布的敕令ꎬ如果没

有经过立法程序上升为“永格”者ꎬ不得引用以为

“后比”ꎮ 如果任意引用而致断罪有出入者ꎬ属故

意ꎬ以故意出入人罪论处ꎬ即采取反坐原则ꎻ属过失ꎬ
以过失出入人罪论ꎬ即减故意者三至五等处罚ꎮ 并

建立了同职连署制度ꎬ要求有关官员共同审案判决ꎬ
共同承担错判的责任ꎬ以利于互相监督ꎬ避免错判ꎮ
大理寺卿、少卿、丞、府、史等均在同职连署的范围

内ꎮ 若因公错判案件ꎬ承办人承担主要责任ꎬ其他人

则逐级降等处罚ꎻ因私错判ꎬ其他人也有失察之责ꎮ
∥«唐律疏议断狱»规定:①诸断罪皆须具

引律、令、格、式正文ꎬ违者笞三十ꎮ ②诸制敕断罪ꎬ
临时处分ꎬ不为永格者ꎬ不得引为后比ꎮ 若辄引ꎬ致
罪有出入者ꎬ以故失论ꎮ 分析:①要求法官必须严

格依据律、令、格、式正文定罪ꎮ 若有违反ꎬ受笞刑

三十ꎬ即法官定罪必须有法律明确规定ꎮ ②法官依

据制敕临时判案定罪ꎬ制敕没有上升为格的ꎬ在今

后的断案中不得援引ꎬ如果轻易援引致使定罪有出
入的ꎬ以故意失职论ꎮ 属故意ꎬ以故意出入人罪论
处ꎻ属过失ꎬ以过失出入人罪论ꎮ ③唐代的格汇编

之后又称永格ꎬ与律同有法的效力ꎮ 制敕是永格的

后备或原型ꎬ然而凡制敕一旦被承认为格ꎬ则就变

成实质的法律ꎬ与律令正文有同等效力ꎮ ④这两条

规定实质上是我国古代法制上所确立的援法断罪ꎬ
罪刑法定原则ꎮ 援法断罪ꎬ罪刑法定原则的出发点

是维护法律的统一适用ꎬ约束司法官权力的滥用ꎬ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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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作为一项原则性的法律制度是世界法制史上的

首创ꎮ
◎{分析 ２０１１. ６９}«唐律疏议断狱»“官司出

入人罪”条:“诸官司入人罪者ꎬ若入全罪ꎬ以全罪

论ꎮ 从轻入重ꎬ以所剩论ꎮ 刑名易者ꎬ从笞入杖ꎬ从
徒入流ꎬ亦以所剩论ꎮ 从笞杖入徒流ꎬ从徒流入死

罪ꎬ亦以全罪论ꎮ 其出罪者各如之ꎮ 即断罪失于入

者ꎬ各减三等ꎻ失于出者ꎬ各减五等ꎮ”
请运用中国法制史的基本知识ꎬ分析上述文字

并回答下列问题:
(１)何为“入罪”? 何为“出罪”?
(２)唐律关于司法官员“出入人罪”的处罚原则

是什么?
(３)如何评价唐律的该条规定?
答案要点:(１)“入罪”是轻罪重判ꎬ或者无罪判

为有罪ꎻ“出罪”是重罪轻判ꎬ或者有罪判为无罪ꎮ
(２)司法官断罪有出入者ꎬ属故意ꎬ以故意出入

人罪论处ꎬ采取反坐的原则ꎻ属过失ꎬ以过失出入人

罪论ꎬ即减故意者三等至五等处罚ꎮ
(３)这条规定明确了司法官责任制度ꎬ旨在保

证司法审判的公正合法ꎮ

第三节 宋朝法律制度

　 　 一、立法概况
‖宋朝法律形式在唐代律、令、格、式基础上ꎬ增

加编敕和编例ꎬ形成律、令、格、式、敕、例并行的局

面ꎮ 为弥补律典内容之不足ꎬ使立法适应时代发展

需要ꎬ宋朝在律典之外发展出了其他一些重要的法

律形式ꎬ主要包括:编敕、编例、条法事类ꎮ 即编敕、
编例、条法事类是宋朝为弥补律典之不足进行的立
法活动ꎮ

◎{多 ２０１６. ６１}宋朝为弥补律典之不足进行的

立法活动有( )①ꎮ Ａ. 编敕ꎻＢ. 编例ꎻＣ. 编修会

典ꎻＤ. 编纂条法事类

　 　 (一)«宋刑统»▲▲
宋朝建立后不久ꎬ宋太祖制定颁布了«宋建隆

重详定刑统»ꎬ简称«宋刑统»ꎮ 共 １２ 篇ꎬ５０２ 条ꎬ“模
印颁行”天下ꎬ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刊版印行的
封建法典▲ꎮ «宋刑统»在内容上沿袭«唐律疏议»ꎬ
但在体例上取法于唐末五代的«大中刑律统类»和
«大周刑统»ꎬ首篇«名例»ꎬ律下分 ２１３ 门ꎬ律后附有

唐中期以后至宋初的敕、令、格、式ꎮ 宋朝后期法律

形式和内容虽有变化ꎬ但«宋刑统»作为国家的基本

法典ꎬ“终宋之世ꎬ用之不改”ꎮ (时代人物:毕昇)
◎{单 ２０１５. ３７[１８]}«宋刑统»共十二篇ꎬ其首

篇的篇名是( )②ꎮ Ａ. 具律ꎻＢ. 刑名ꎻＣ. 名例ꎻ
Ｄ. 法例

　 　 (二)编敕

宋朝对皇帝临时发布的敕令加以分类汇编ꎬ经
皇帝批准颁行后ꎬ使之成为带有普遍性的法律ꎬ称为

编敕ꎮ 敕是皇帝对特定的人和事或特定的区域颁发

的诏令ꎬ为一时之权制ꎬ不具有普遍和长久的效力ꎮ
编敕是宋朝最重要的、经常的立法活动ꎮ

自太祖颁行«建隆新编敕»后ꎬ各代皇帝都有频

繁的编敕活动ꎬ而且设有专门的编敕机构ꎮ 宋朝主

要的编敕有太宗时的«太平兴国编敕»、真宗时的

«咸平编敕»等ꎮ 律、敕并行ꎬ既保持了法律的稳定

性ꎬ又发挥了法律的灵活性ꎮ 但由于编敕地位高于

«宋刑统»ꎬ因此造成以敕代律ꎬ导致法令不一、相互

矛盾ꎮ

　 　 (三)编例

编例也是宋朝主要的立法活动ꎬ是指对皇帝和
中央司法机关发布的单行条例 (“条例” 或 “指
挥”)ꎬ或审判的典型案例(断例)加以汇编ꎮ 编例活

动始于北宋中期ꎬ盛于南宋ꎮ 宋神宗首颁«熙宁法
寺断例»ꎬ自此以后ꎬ宋哲宗时颁«元符刑名断例»ꎬ
南宋高宗时颁«绍兴刑名断例»等ꎮ 宋朝颁例之多ꎬ
前所未有ꎬ至南宋庆元年间(１１９５ ~ １２００ 年)ꎬ仅条

例(指挥)前后已达数万件之多ꎬ其地位也日趋重

要ꎬ甚至“引例破法”ꎬ造成司法的混乱ꎮ 作为宋朝

新的法律形式ꎬ编例对明清立法影响甚大ꎮ

　 　 (四)条法事类△
南宋时期又出现了统编敕令格式的“条法事

类”的法律形式ꎮ “条法事类”的出现是宋朝法典编

纂体例上的又一创新ꎮ
南宋孝宗淳熙年间(１１７４ ~ １１８９ 年)ꎬ为了适应

司法实践的需要ꎬ把相关的敕、令、格、式及指挥、申
明(法律解释)等ꎬ依事分门别类加以汇编ꎬ名之为
«淳熙条法事类»ꎮ 但至今仅保留下宁宗朝编订的

«庆元条法事类»残本ꎮ

　 　 二、刑事立法

　 　 (一)刑罚制度:折杖法ꎬ刺配ꎬ凌迟▲【选择】
宋朝在沿用隋唐刑罚制度▲的基础上ꎬ刑罚开

始趋重ꎬ创设了一些新的刑罚制度ꎮ

１.折杖法【分析】
宋太祖建隆四年(９６３ 年)创立折杖法ꎬ作为重

刑的代用刑ꎮ 即把笞刑、杖刑折为臀杖ꎻ徒刑折为脊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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杖ꎬ杖后释放ꎻ流刑折为脊杖ꎬ并于本地配役一年ꎻ加
役流ꎬ脊杖后ꎬ就地配役三年ꎮ 但死刑及反逆、强盗
等重罪不适用此法ꎮ 徽宗时又对徒以下罪的折杖刑

数重作调整ꎮ 实行笞杖徒流刑的折杖法ꎬ使“流罪

得免远徙ꎬ徒罪得免役年ꎬ笞杖得减决数”ꎬ是宋初

慎刑思想在刑罚制度上的体现ꎮ
◎{单 ２０２１. ３１[１９]}下列关于宋朝折杖法的表

述正确的是( )①ꎮ Ａ. 徒刑折为臀杖ꎻＢ. 流刑折

杖后释放ꎻＣ. 折杖法不适用于死刑案件ꎻＤ. 折杖法

可适用于反逆犯罪

２.刺配刑

宋太祖时期还规定了“刺配刑”ꎮ 刺配刑是将

杖刑、配役、刺面三刑同时施于一人的复合刑罚ꎮ 刺

配“既杖其脊ꎬ又配其人ꎬ而且刺面ꎬ是一人之身ꎬ一
事之犯而兼受三刑”ꎮ 宋初设此刑之初衷ꎬ原为宽

贷死刑之意ꎮ 但此刑被使用后成为滥刑之制ꎬ神宗

时有关刺配的编敕已达二百条ꎬ南宋孝宗时更增至

五百条ꎮ 刺配既复活肉刑ꎬ又没有配地远近之限ꎬ成
为影响恶劣的酷刑ꎮ 实际上ꎬ随着治安形势的恶化ꎬ
凡是犯贼盗罪被流放的罪犯ꎬ都要决杖、刺面、流配ꎬ
刺配成为一种加重惩治盗贼的刑罚ꎮ

◎{单 ２０１６. ３９}中国古代对一种刑罚有如下描

述:“既杖其脊ꎬ又配其人ꎬ而且刺其面ꎬ是一人之

身ꎬ一事之犯ꎬ而兼受三刑也ꎮ”该材料描述的刑罚

是( )②ꎮ Ａ. 刺配ꎻＢ. 折杖ꎻＣ. 廷杖ꎻＤ. 发遣∥同

{单 ２０１０. ３３}

３.凌迟刑

凌迟ꎬ也作陵迟ꎬ俗称“千刀万剐”ꎬ是以利刃零

割碎剐残损肢体ꎬ使受刑人在极端痛苦中缓慢死去

的酷刑ꎬ这是古代死刑中最为残酷的行刑方式ꎮ
凌迟刑首用于五代时期ꎬ但属于法外刑ꎬ至宋朝

(一说辽)被确立为法定刑ꎬ被广泛使用ꎮ 宋仁宗时

在法定绞、斩死刑外ꎬ增施凌迟刑ꎬ用以惩治荆湖之

地以妖术杀人祭鬼的犯罪ꎮ «庆元条法事类»里ꎬ凌
迟刑成为法定刑ꎮ 凌迟这种酷刑一直沿用于封建社

会ꎬ至清末法制改革时才被废除ꎮ
◎{单 ２０１５. ３７}据某著名武侠小说:北宋年间ꎬ

有人向官府告发称ꎬ丐帮帮主乔某杀害其师父ꎮ 经

官府审理ꎬ控告属实ꎮ 又查明乔某系辽国人ꎬ其师傅

系北宋人ꎮ 根据宋朝法律ꎬ对乔某的行为应适用的

法律是 ( )③ꎮ ∥ 宋 朝 沿 用 隋 唐 刑 罚 制 度ꎮ
Ａ. 宋刑统ꎻ Ｂ. 辽国法律ꎻ Ｃ. 宋刑统或辽国法律ꎻ
Ｄ. 被告人可选择的第三国法律

　 　 (二)重法地法△
重法地法ꎬ是指对某些特定地区的特定犯罪判

处重刑的法律制度ꎬ该特定地区称“重法地”ꎮ
北宋中期以后ꎬ面对盗贼纵横治安混乱的局面ꎬ

统治者加强了对“盗贼”犯罪的处刑ꎬ宋仁宗首立

«窝藏重法»ꎬ严惩窝藏“贼盗”的犯罪ꎬ清除“贼盗”
犯罪的社会基础ꎮ 英宗继承«窝藏重法»外ꎬ又另外

制定了«重法»ꎮ 神宗熙宁颁行«重法地法»ꎬ又称
«盗贼重法»ꎬ进一步扩大重法的适用地区ꎬ重惩“重
法之人”ꎮ 所谓“重法之人”ꎬ是指武装反抗封建国

家的农民ꎬ对重法之人的制裁ꎬ没有地区限制ꎮ 重法

地制度于哲宗元符三年(１１００ 年)被废除ꎮ
◎{法单 ２０１１. １７}颁布«盗贼重法»的朝代是

( )④ꎮ Ａ. 宋朝ꎻＢ. 元朝ꎻＣ. 明朝ꎻＤ. 清朝

　 　 三、民事立法▲
　 　 (一)不动产买卖契约

宋代法律对于买卖契约ꎬ尤其是不动产买卖契

约有详细规定ꎮ 由于宋代典当盛行ꎬ法律往往对典
当与买卖连同作出规定ꎬ故合称为“典卖”ꎬ民间往

往将买卖混同于典当ꎬ为了区别ꎬ一般称典当为“活
卖”ꎬ买卖则称为“绝卖”“永卖”“断卖”等ꎮ ‖宋代

买卖契约分为绝卖和赊卖二种ꎮ 绝卖为一般买卖ꎬ
赊卖则采取预付方式ꎬ而后收取物的价值ꎮ 这些重

要的交易活动ꎬ都须订立书面契约ꎬ取得官府承认ꎬ
才能视为合法有效ꎮ

不动产买卖契约的成立要件主要有如下四

项:▲
(１)“先问亲邻”ꎮ 即业主欲出卖不动产时ꎬ须

先询问房亲和邻人有无购买意愿ꎬ换言之ꎬ房亲和邻

人对不动产有优先购买权ꎮ «宋刑统户婚律»规

定:“应典卖、倚当物业ꎬ先问房亲ꎻ房亲不要ꎬ次问

四邻ꎻ四邻不要ꎬ他人并得交易ꎮ”以后法律还规定

了亲邻的顺序:“凡典卖物业ꎬ先问房亲ꎻ不买ꎬ次问

四邻ꎮ 其邻以东南为上ꎬ西北次之ꎬ上邻不买ꎬ递问

次邻ꎮ 四邻俱不买ꎬ乃外召钱主ꎮ”
(２)“输钱印契”ꎮ 即不动产买卖必须缴纳契税

(输钱)ꎬ并由官府在契约上加盖官印(印契)ꎮ 加盖
了官印的契约称为“赤契”“红契”ꎬ具有一定的公证

意义ꎻ未缴纳契税、加盖官印的契约称“白契”ꎮ
◎{单 ２０１２. ３９}宋代把未缴纳契税未加盖官印

的契约称为( )⑤ꎮ Ａ. 红契ꎻＢ. 白契ꎻＣ. 质剂ꎻ
Ｄ. 傅别

(３)“过割赋税”ꎮ 即在买卖田宅的同时ꎬ必须

将附着其上的赋税义务转移给新业主ꎮ
(４)“原主离业”ꎮ 即转移标的物的实际占有ꎮ

４５
① ② ③ ④ ⑤Ｃ Ａ Ａ Ａ 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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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方须脱离产业ꎬ不动产买卖契约才最终成立ꎮ
以上四个要件成为后世不动产买卖契约的基本

内容ꎮ
◎{多 ２０１０. ６３}宋朝法律中规定的不动产典卖

契约的成立要件包括( )①ꎮ Ａ. 先问亲邻ꎻＢ. 输
钱印契ꎻＣ. 过割赋税ꎻＤ. 原主离业

　 　 (二)典卖契约▲▲▲【分析】
典卖契约是一种附有回赎条件的特殊类型的买

卖契约ꎮ 典卖行为须采用加画骑缝记号的复本书面

契约形式ꎬ其成立要件与买卖契约一样ꎬ即“先问亲

邻”“输钱印契” “过割赋税” “原主离业”ꎮ 除了上

述要件中所包含的权利外ꎬ业主的权利还有:得到钱

主给付的典价ꎻ在约定的回赎期限内ꎬ或没有约定回
赎期限及约定不清的ꎬ在 ３０ 年内可以原价赎回标的
物ꎮ 钱主的权利则包括:契约期限内的标的物使用

收益权ꎻ对于标的物的优先购买权ꎻ待赎期中的转典

权ꎻ待赎期中业主不行使回赎权时ꎬ取得标的物的所

有权ꎮ 钱主以上权利统称“典权”ꎮ «宋刑统户婚

律»规定:“经三十年后ꎬ不在伦理收赎之限ꎮ”为了

保护典权人的权利ꎬ严禁“一物两典”ꎬ如有重复典

卖者ꎬ业主、中人、邻人并契上署名人ꎬ“各计所欺人

已钱数准盗论”ꎬ并须将钱退还典主ꎮ 此外ꎬ凡典买

卖产业ꎬ须家长和买主“当面署押契帖”ꎬ卑幼不得

专擅典卖ꎬ或伪署尊长姓名ꎬ否则依法重断ꎮ
◎{单 ２０１７. ３９[１８]}典卖契约是一种附有回赎

条件的特殊类型的买卖契约ꎮ 宋朝法律规定ꎬ以原

价赎回标的物的最长期限是( )②ꎮ Ａ. １０ 年ꎻ
Ｂ. ２０年ꎻＣ. ３０ 年ꎻＤ. ４０ 年

　 　 (三)财产继承制度【分析】
宋朝沿用唐朝的继承规定ꎬ由于商品经济和私

有财产权观念的发展ꎬ财产继承的规定也更加完备ꎬ
增加了“户绝资产”“死商钱物”等内容ꎬ形成了一般

财产继承、遗嘱继承、户绝财产继承、死亡客商财产

继承等比较复杂的继承制度ꎮ 宋朝除沿袭以往朝代

遗产兄弟均分制外ꎬ允许在室女享受兄弟继承财产
权的一半ꎮ 同时承认遗腹子与亲生子享有同样的继

承权ꎮ 南宋又规定了绝户财产继承的办法ꎮ 绝户指

家无男性承继人ꎬ绝户立继承人有两种方式:凡夫亡
而妻在ꎬ立继从妻ꎬ称“立继”ꎻ凡夫妻俱亡ꎬ立继从
其尊长亲属ꎬ称“命继”ꎮ 继子与绝户之女均享有继
承权ꎮ ‖但在室女享有 ３ / ４ 的财产继承权ꎬ继子享
有 １ / ４ 的财产继承权ꎮ 出嫁女享有 １ / ３ 财产继承
权ꎬ继子享有 １ / ３ 的财产继承权ꎬ另外的 １ / ３ 的财产
收为国家所有ꎮ

◎{多 ２０１３. ６０}根据宋朝的法律规定ꎬ能够继

承家庭财产的人包括 ( )③ꎮ Ａ. 庶子ꎻＢ. 命继

子ꎻＣ. 在室女ꎻＤ. 出嫁女∥同{法多 ２０１４. ３０}

　 　 ‖(四)契约制度【分析】
宋朝时期ꎬ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ꎬ“义利并重”

的思想逐渐取代了“贵义贱利”的主张ꎬ民事法律关

系与契约法律制度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ꎮ 宋初统治

阶级注重对所有权的保护ꎬ规定“垦田即为永业”
“满五年ꎬ田主无自陈者ꎬ给佃者为永业”ꎮ 太祖开

宝二年(９６９ 年)进一步规定红契制度和税契制度ꎮ
即用官府加盖红印的契据确认土地所有权ꎬ以收取

契约税的形式保护土地交易的合法性ꎮ 宋代所有权

已有动产所有权(物主权)与不动产所有权(业主

权)之分ꎮ «宋刑统»对动产中的宿藏物、阑遗物(遗
失物)、漂流物、无主物、生产蕃息等所有权都作了

明确的规定ꎮ 同时对不动产的田宅所有权的转移ꎬ
包括租佃、典、押等形式ꎬ也都规定要书面立契ꎬ并取

得官府的承认ꎮ 即所谓 “皆得本司文牒ꎬ然后听

之”ꎮ 否则ꎬ所有权问题发生纠纷ꎬ法律不予保护ꎮ
租赁契约 × :宋时对房宅的租赁称为“租”“赁”

“借”ꎻ对人畜车马的租赁称为“庸” “雇”ꎮ 宋代法

律规定得很详细:“假每人户赁房ꎬ免五日为修移之

限ꎬ以第六日起掠(收房租)ꎬ并分舍屋间椽、地段、
钱数ꎬ分月掠、日掠数ꎬ立限送纳ꎮ”

租佃契约 × :宋朝在地主与佃农签订租佃土地

契约中ꎬ明确规定纳租与纳税的条款ꎮ 或按收成比

例收租ꎬ或实行定额租ꎬ不问收获多少ꎬ同时要向国

家缴纳田赋ꎮ 佃户过期不交者ꎬ地主可于每年十月

初一至正月三十日向官府投诉ꎬ由官府代为索取ꎮ
借贷契约 × :宋朝法律也对借与贷作了区分ꎮ

借指使用借贷ꎬ而贷为消费借贷ꎮ 当时把不付息的

使用借贷称为负债ꎬ把付息的消费借贷称为出举ꎮ
但双方均须订立被官府加印的典卖契约ꎮ 并规定ꎬ
“(出举者)不得还利为本”ꎬ不得超过规定实行高利
贷盘剥ꎮ

　 　 四、行政立法

　 　 (一)国家机构的调整

宋初政治制度的侧重点在于厉行中央集权ꎬ尤
其是通过机构间的分权和牵制ꎬ强化皇帝对政权机

构的操控权和对国家事务的决定权ꎮ ∥宋朝行政立

法变化的一条主线即中央集权加强ꎮ

１.中央国家机构的调整

宋初虽保留隋唐的三省制ꎬ但不使之有实任ꎬ而

５５
① ② ③ＡＢＣＤ Ｃ ＡＢＣ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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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二府三司共治国事ꎮ “二府”ꎬ是指中书门下与枢
密院ꎮ 中书门下是宋朝的最高行政机关ꎬ其长官中

书门下平章事ꎬ通常由两三人担任ꎬ实际行使宰相的

权力ꎮ 为防范宰相权力过重ꎬ又设副相 “参知政
事”ꎮ 枢密院为最高军事行政机关ꎬ其长官枢密使

与宰相相同品级ꎬ故与中书门下并称“二府”ꎮ 军政
移于枢密院ꎬ削弱了宰相的权柄ꎬ使枢密院和宰相互
相牵制ꎮ “三司”ꎬ是指三大中央理财机关:盐铁司

掌工商收入、兵器制造ꎻ度支司掌财政收支、粮食漕

运ꎻ户部司掌户口、赋税和榷酒ꎮ 宋朝不使地方留

税ꎬ全国财赋尽出三司ꎮ 故三司长官权任甚重ꎬ又称

“计相”ꎮ 神宗元丰年间(１０７８ ~ １０８５ 年)官制改革ꎬ
裁汰三司归并户部ꎬ恢复了三省六部原有的权力ꎬ行
政管理体系趋于统一ꎮ 但这未从根本上解决机构重

叠、职权分散、冗官充斥、效力低下的痼疾ꎮ
‖①将相权一分为三ꎬ军事权归于枢密院ꎻ财政

权归于三司使ꎻ行政权也被皇帝削弱ꎮ ②削弱枢密

院的军事权ꎮ 宋朝在枢密使下设置副使与知枢密院

事等副职ꎬ牵制枢密使的军事权ꎮ ③将财权一分为

三ꎬ分别由盐铁司、度支司、户部司分掌ꎬ以便于皇帝

直接控制国家财权ꎮ 【选择】

２.地方机构的调整

∥着重于中央对地方的监管ꎮ
宋朝地方机构新设路一级政权ꎬ路成为地方最

高行政级别ꎬ路的权力一分为四ꎬ其长官为经略安抚
使(帅司)、转运使、提点刑狱使、提举常平使ꎬ称为

“四司”ꎬ分掌军政、司法监察、财赋和边防ꎬ四司互
不统属而互相监督ꎬ皆听命于皇帝ꎮ 路下设府、州、
军、监为直属中央的同级行政机关ꎮ 州级长官由朝

廷任命文官担任ꎬ职衔冠以“权知”字样ꎬ以示权且

而非久任之意ꎬ实行三年一换和籍贯回避制ꎬ并另置

通判ꎬ与之联署公文ꎬ以分知州之权ꎮ 州以下仍为

县ꎬ由皇帝任命文官为知县ꎮ
宋朝地方行政权力之高度集中于中央ꎬ为前代

所未曾有ꎮ “收乡长、镇将之权悉归于县ꎬ收县之权

悉归于州ꎬ收州之权悉归于监司ꎬ收监司之权悉归于

朝廷”ꎮ 其结果是唐末以来形成的藩镇割据消灭殆

尽ꎬ但是地方上独立处置和应付事变的能力也随之
削弱ꎬ以致“州郡遂日就困弱ꎬ靖康之祸ꎬ虏骑所过ꎬ
莫不溃散”ꎮ

　 　 (二)官员选任与考课制度

１.官员选任

宋朝沿袭唐制ꎬ科举取士是宋朝选官的主要方

式ꎬ与唐朝相比有显著的发展:
(１)录取与任用的范围较宽ꎮ 录取人数大增ꎬ

而且一经录用便可仕官ꎬ应试资格放宽ꎬ僧道也可参

加考试ꎮ
(２)殿试成为常制ꎬ考生一律成为天子门生ꎬ避

免师生之名结党ꎮ
(３)严格防止科考舞弊ꎮ 创造了“糊名” (弥封

举子姓名)、“誊录”(考试卷另由他人抄写呈上)和
回避的方法预防科场舞弊ꎮ

(４)考试的内容虽然仍侧重诗赋、经义ꎬ但贴近

国家实际治理的策论受到重视ꎮ
宋朝设置“明法科”ꎬ皇帝更重视采用“明法”

“通经”的办法来选任官吏ꎬ使官吏具有依法管理的

应有素质ꎮ 同时宋朝还通过“贡举”“恩荫”“从军”
等多种方式ꎬ对皇室与官贵子弟授官ꎮ

宋官制区分官、职、遣:官只代表其品级和俸禄

高低ꎬ职是文官的荣誉虚衔ꎬ差遣才是其实际的职
事ꎮ 差遣制的要旨在于使官职名称与实际职务相脱
离ꎬ官员担任的实际职务ꎬ由皇帝灵活授予ꎬ同其

“正官”名称不符ꎬ故称“差遣”ꎬ又称“职事”ꎮ ∥职

事官所担任的职务之前通常有“判” “知” “权” “管
勾”“提举”“提点”之类的限制词ꎬ以示其临时性ꎬ可
随时撤换ꎮ 除非有特旨ꎬ三省六部等机构的 “正

官”ꎬ并不管理本机关的事务ꎬ而由皇帝派遣他官管

理ꎬ形成此官任彼事ꎬ彼官任此事的局面ꎮ 如果未获

差遣ꎬ正官就是只领俸禄不理实务的闲官ꎮ 这种

“官与职殊”“名与实分”的差遣制着眼于巩固君主

中央集权ꎬ但也酿成了冗官之弊ꎮ

２.考课制度

宋朝进一步加强官吏的考课工作ꎬ实行官员任

满ꎬ一年一考ꎬ三年为一任ꎮ 京官由审官院或磨勘院
掌考ꎻ州县官则由考课院掌考ꎮ 凡考绩ꎬ分为三等ꎮ
居上者ꎬ提升或减少试用期(减磨勘)ꎻ居中者ꎬ不升

降ꎻ居下者ꎬ或降职或增加磨勘年限ꎮ 对地方州县官

以“四善三最”的标准考核ꎬ四善是:德义有闻ꎬ清谨

明著ꎬ公平可称ꎬ恪勤非懈ꎻ三最是治事之最、劝课之

最、抚养之最ꎮ 考课方法主要有二:(１)磨勘制ꎬ是
指定期勘验官员的政绩以定其升迁ꎬ实际上是凭资

历升官ꎮ (２)历纸制ꎬ类似于现代的考勤登记ꎬ规定

官员按日自计功过ꎬ并上交给主官官吏ꎬ或由长官平

时记录其属下官员的善恶ꎬ作为考核的依据ꎮ

　 　 (三)监察制度

宋朝因循唐朝ꎬ设立中央监察机关御史台ꎬ仍分

三院即台院、殿院、察院ꎮ
察院的监察御史职责尤为重要ꎮ 监察御史从曾

二任知县的官员中选任ꎬ宰相不得荐举御史人选ꎬ宰
相的亲故也不得担任御史职事ꎮ 御史的任命须经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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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批准ꎮ 御史每月必须奏事一次ꎬ是为“月课”ꎬ
可以“风闻弹人”ꎬ不必皆有实据ꎮ 上任百日内无所

纠弹者ꎬ贬为外官ꎮ
在御史台以外ꎬ将分属中书、门下两省的谏官

(如谏议大夫、司谏、正言等)组成专门的谏院ꎬ负责

对中枢决策、行政措拖和官员任免等事提出意见ꎮ
与御史台合称“台谏”ꎬ旨在牵制宰相的权力ꎮ

设于各路的监司(转运使和提点刑狱使等)负

有对地方官员的监察职责ꎬ负责巡按州县ꎮ 州级政

权的通判官号称“监州”ꎬ职责是监察州县官员ꎮ
‖ ×三院负责官吏分别为:侍御史、殿中侍御

史、监察御史ꎮ 察院监察御史负责监察京外官吏的

不法行为ꎻ殿中侍御史ꎬ负责监察殿廷内的官员活

动ꎻ侍御史负责监察中央百官的不法行为ꎮ 而御史

监察以“六条”为监察内容ꎬ除负责官吏监督外ꎬ还
负责对农桑、赋役、盗贼奸匪、抑制豪强等事进行监

察ꎮ 监察官吏只对皇帝负责ꎬ受皇帝的直接指挥ꎬ从
而强化了中央集权的皇权专制ꎮ

　 　 五、司法制度

　 　 (一)中央司法机关

１.大理寺

宋朝沿袭唐制ꎬ在中央仍设大理寺ꎬ掌管中央司

法审判大权ꎬ负责审理地方上报的刑事(徒流刑)案
件以及京师与中央百官犯罪的(徒流刑)案件ꎬ并参

与审判皇帝直接交办的重大刑事案件ꎮ 由于宋代统

治者强化对中央司法机关的控制ꎬ另立审刑院ꎬ使大

理寺的地位在一个时期发生变化而成为慎刑机构ꎬ
负责中央审判复核工作ꎮ 【选择】

２.刑部

刑部是负责复核案件的中央司法机关ꎮ 掌管全

国的刑狱政令ꎬ复核大理寺详断的全国死刑案件ꎬ以
及官员犯罪除免、经赦叙用、定夺昭雪等事ꎮ

３.御史台

御史台是宋代中央一级负责法律监督的重要机

关ꎮ 御史台也有部分司法审判职能ꎬ同时与大理寺、
刑部一起审理某些重大疑难案件ꎮ 其主要参与处理

命官犯罪大案、司法官受贿案、地方官府不能决断的

疑难案件以及地方重大案件等ꎮ

４.审刑院

宋代审刑院的出现ꎬ是当时中央司法机构最突

出的变化之一ꎮ 为强化对中央司法机关的控制ꎬ另
立审刑院ꎮ 凡须奏报皇帝的各种案件ꎬ经大理寺断

谳后ꎬ报审刑院复核ꎬ由知院事和详议官拟出定案文

稿ꎬ经中书省奏报皇帝论决ꎮ 这便使审刑院官吏掌

管审判大权ꎬ从而降低了大理寺的地位ꎮ 另外ꎬ地方

上报的重大疑难案件须先送审刑院备案ꎬ后移送大

理寺审理、刑部复核ꎬ再经审刑院评议ꎬ交由皇帝裁

决ꎮ 审刑院是宋初加强中央集权的产物ꎬ创设于太

宗淳化二年(９９１ 年)ꎬ神宗元丰三年(１０８０ 年)裁撤

后ꎬ职权复归大理寺与刑部ꎮ 【选择】
此外ꎬ宋初还增设制勘院和推勘院等临时性机

构ꎬ负责审理皇帝交办的案件ꎮ
◎{法单 ２０１２. １８}为了强化对中央司法机关的

控制ꎬ宋初增设的机构是 ( )①ꎮ Ａ. 大理院ꎻ
Ｂ. 审刑院ꎻＣ. 都察院ꎻＤ. 枢密院

◎{多 ２０１４. ６２}宋初为强化皇帝对司法权的控

制ꎬ增设的机构包括( )②ꎮ Ａ. 审刑院ꎻＢ. 制勘

院ꎻＣ. 都察院ꎻＤ. 推勘院

　 　 (二)鞫谳分司制▲【分析】
宋朝从州到大理寺ꎬ都实行鞫谳分司制ꎮ 鞫谳

分司即“审”与“判”分开ꎬ分别由不同的官员担当ꎬ
审问案情的官员无权量刑ꎬ检法量刑之事另由其他

官员负责ꎮ 前者称“鞫司” (又称“推司” “狱司”)ꎬ
后者称“谳司”(又称“法司”)ꎮ “狱司推鞫ꎬ法司检
断ꎬ各有司存ꎬ所以防奸也”ꎬ该制度使二者互相制

衡ꎬ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防止司法官因缘为奸ꎬ保证

审判质量ꎮ 鞫谳分司制是宋朝审判制度的特色ꎬ成
为宋朝司法审判制度上的一个进步表现ꎮ

◎{法单 ２０１６. １８}«历代名臣奏议»中记载ꎬ宋
高宗时“狱司推鞫ꎬ法司检断ꎬ各有司存ꎬ所以防奸

也”ꎮ 材料反映的司法制度是( )③ꎮ Ａ. 翻异别

推ꎻＢ. 鞫谳分司ꎻＣ. 三司会审ꎻＤ. 死刑复奏

◎{单 ２０１２. ４０}宋朝曾实行的“审”与“判”分

离的制度称为( )④ꎮ Ａ. 翻异别推ꎻＢ. 鞫谳分

司ꎻＣ. 三司推事ꎻＤ. 九卿会审

　 　 (三)“翻异别推(勘)”制△【分析】
宋朝在发生犯人推翻原有口供ꎬ而且“所翻情

节ꎬ实碍重罪”时ꎬ采取“翻异别推”制度ꎮ 翻异别推

制是为防止冤假错案而建立的复审制度ꎬ即在发生

犯人推翻原有口供ꎬ而且“所翻情节ꎬ实碍重罪”时ꎬ
案件须重新审理ꎬ应将该案交由其他司法官或司法
机构重新审理ꎮ

改换法官审理称为“别推”ꎻ改换司法机关审
理ꎬ称为“别移”ꎮ 适用:按照宋代法律规定ꎬ犯人翻

异次数不得过三ꎮ 若故意诬告称冤者ꎬ查证属实ꎬ罪
加一等处罚ꎮ

◎{单 ２０１８. ３２[２０]}南宋庆元年间ꎬ某州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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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被杀ꎮ 死者丈夫甲被当地州衙拘捕ꎬ受尽拷问ꎬ
招认了“杀妻事实”ꎮ 在法案提交本路提刑司审核

时ꎬ甲推翻原口供ꎬ断然否认杀妻指控ꎮ 对此ꎬ提刑

司的下列做法中ꎬ符合宋代“翻异别推”制度规定的

是( )①ꎮ Ａ. 发回原州衙由原市官员重审ꎻＢ. 上
报中央御史台审理ꎻＣ. 上报中央大理寺审理ꎻＤ. 指
定本州衙另一官员审理

◎{单 ２０１３. ３９}为防止冤错案件ꎬ宋朝规定在

犯人翻供且所翻情节关系重大时ꎬ案件改由另一司

法机关重新审理ꎮ 该制度是( )②ꎮ Ａ. 翻异别

推ꎻＢ. 鞫谳分司ꎻＣ. 三司推事ꎻＤ. 覆冤理雪

◎{单 ２０１４. ３９}下列关于宋代“翻异别推”制度

的表述ꎬ正确的是( )③ꎮ Ａ. 实行“审”与“判”相
分离ꎻＢ. 农务繁忙季节停止民事诉讼审判ꎻＣ. 皇帝

特诏大理寺、刑部、御史台的长官会同审理ꎻＤ. 犯人

翻供且“实碍重罪”时ꎬ须交由另外司法官或司法机

构重新审理

◎{分析 ２０１６. ６９} «宋会要辑稿»记载:“州狱

翻异ꎬ则提刑司差官推勘ꎻ提刑司复翻异ꎬ则以次至

转运、提举、安抚司ꎮ 本路所差既遍ꎬ则又差邻路ꎮ”
请运用中国法制史的知识和理论ꎬ分析上述材

料并回答下列问题:
(１)材料反映的是宋代司法中的何种制度?
(２)材料如何体现这一制度的运行?
(３) 如何评价该制度在宋代司法活动中的

意义?
答案要点:
(１)翻异别推(勘)ꎬ即犯人推翻原口供的ꎬ交由

其他机构或者司法官重新审理ꎮ
(２)材料具体反映的是州狱案件应当如何适用

翻异别勘ꎮ 犯人推翻口供时ꎬ先由提刑司官员重审ꎻ
犯人再翻供的ꎬ交由本路转运、提举、安抚司等机构

依次重审ꎻ本路机构均参与重审后ꎬ犯人又翻供的ꎬ
改由相邻路的司法机关重审ꎮ

(３)翻异别勘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冤假错案的

发生ꎬ有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ꎬ体现了宋代司法的慎

刑精神ꎮ 故为宋朝司法审判制度上的又一进步

体现ꎮ

　 　 (四)务限法【选择】
‖宋朝商品经济发展ꎬ民事纠纷增多ꎬ统治阶级

不想因此影响农业经济发展ꎬ故在民事诉讼的受理

时间上规定了务限法ꎮ
务限法即规定在农务繁忙季节中停止民事诉讼

审判的法律制度ꎮ 务限法的规定是为了在农忙时节

保障充足的人力ꎬ不致因琐碎民事耽误要务ꎬ体现了

以农为本的传统立法的价值取向ꎮ ∥“务”指农务ꎬ

«宋刑统»有“婚田入务”专条ꎬ规定:“取十月一日以

后ꎬ许官司受理ꎬ至正月三十住接词状ꎬ三月三十日

以前断遣须毕ꎬ如未毕ꎬ具停滞刑狱事由闻奏ꎮ”规

定每年农历二月初一“入务”ꎬ即开始进入农忙季
节ꎬ直到九月三十日止ꎮ 在“务限”期内ꎬ州县官停

止受理有关田宅、婚姻、债负、地租等民事案件ꎬ限满
之日即十月初一称“务开”ꎬ方可受理上述案件ꎬ直
至次年入务日为止ꎮ 但若原已受理的民事诉讼尚未

结案ꎬ可以延长至三月底结案ꎮ
◎{单 ２０１９. ３０[１８]}宋朝元丰年间ꎬ开封府民

人钱某与赵某因相邻土地的田界问题发生纠纷ꎬ钱
某欲告官解决ꎮ 按照«宋刑统»的相关规定ꎬ官府可

以受理钱某词状的时间是( )④ꎮ Ａ. 四月初一ꎻ
Ｂ. 六月十八ꎻＣ. 八月十八ꎻＤ. 十月初一

　 　 (五)«洗冤集录»
«洗冤集录»是宋朝法医学家宋慈(１１８６ ~ １２４９

年)所著的一部法医学专著ꎮ 南宋理宗时期ꎬ湖南

提点刑狱宋慈总结以往勘验经验ꎬ又结合自身勘验
的经历ꎬ撰写了世界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法医学专
著———«洗冤集录»ꎬ获准颁行全国ꎬ成为司法官员

进行司法检验活动的指南ꎮ ∥«洗冤集录»选定官

府历年颁定的条例格目ꎬ吸取民间医学药学知识ꎬ编
成检复总说、验尸、四季尸体变化、自缢、溺死、杀伤、
服毒等 ５２ 项内容ꎬ不仅指导了宋朝及后世的司法实

践ꎬ同时还对世界各国产生了重大影响ꎮ 数百年来ꎬ
该书被译成朝鲜、日本、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的文

字ꎬ被奉为中外法医学的经典ꎮ

　 　 (六)«名公书判清明集»
简称«清明集»ꎬ是宋代一部所谓“名公”所作的

诉讼判词和官府公文的分类汇编ꎬ其中绝大部分为民

事诉讼判词ꎮ 现存较完整的“明本”包括官吏、赋役、
文事、户婚、人伦、人品、惩恶计七门ꎮ «清明集»辑录

了南宋宁宗、理宗时期包括朱熹、真德秀、胡石壁等

２８ 人在内的“名公”任官期间所作的一些判词ꎬ集中

反映了当时的法律实践以及理学思想对立法和司法

审判的渗透ꎮ 由于所收判词均为实判ꎬ因此对研究宋

史特别是宋朝法制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ꎮ
◎{单 ２０２０. ３７}南宋时期辑录的一部著名的判

词汇编是( )⑤ꎮ Ａ. «折狱龟鉴»ꎻＢ. «龙筋凤髓

判»ꎻＣ. «庆元条法事类»ꎻＤ. «名公书判清明集»

　 　 六、辽夏金法律制度

与宋朝并立的辽、夏、金是三个少数民族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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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ꎮ 在与汉民族融合的过程中ꎬ特别是在汉民族

法律文化的影响下ꎬ这些少数民族政权结合自身的

文化传统和统治需要ꎬ推进了法制进程ꎬ取得了富有

特色的成就ꎮ 辽夏金的法制是中华法制文明史的重

要组成部分ꎮ

　 　 (一)辽朝法律制度

契丹族建立的辽朝(９１６ ~ １１２５ 年)ꎬ历 ９ 帝 ２１０
年ꎮ 辽因袭唐政治法律制度ꎬ但又保持民族特色ꎮ
辽兴宗重熙五年(１０３６ 年)编成«新定条例»５４７ 条ꎬ
是辽朝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法典ꎬ史称«重熙条例»ꎮ
道宗咸雍年间又增补成 ７８９ 条ꎬ称为«咸雍条例»ꎮ

辽朝法制注重“因俗而治”ꎬ“官分南北ꎬ以国制

治契丹ꎬ以汉制待汉人”ꎮ 对汉人、渤海人“断以律
令”ꎬ即依唐朝律令治理ꎻ对契丹及其他游牧民族则
依“治契丹及诸夷之法”ꎬ即契丹习惯法治理ꎮ 各族

“衣服言语ꎬ各从其俗ꎻ四姓相犯ꎬ皆用汉法ꎻ本类自
相犯者ꎬ用本国法ꎮ 故别立契丹司以掌其狱”ꎮ 这

种因族而异的法制ꎬ常致民族歧视:“辽之世ꎬ同罪

异论者盖多ꎮ”

　 　 (二)西夏法律制度

西夏(１０３８ ~ １２２５ 年)是党项族(原属羌族一

支)在西北地区建立的政权ꎬ历 １０ 帝 １９０ 年ꎮ 西夏

政制借鉴唐宋制度ꎬ又保留党项习惯ꎬ兼有佛教特

色ꎮ 建国初期ꎬ开始模仿唐宋律令制定成文法ꎮ 崇

宗贞观年间即有综合性“律令”行用ꎬ并有军法典

«贞观玉镜统»ꎮ 至仁宗天盛年间(１１４９ ~ １１６９ 年)ꎬ
正式制定«天盛改旧新定律令»２０ 卷ꎬ１５０ 门ꎬ１４６１
条ꎮ 该法典无注释、附例ꎬ仅律令条文达 ２０ 余万言ꎬ
其详细程度为中古法令之最ꎮ 其内容涵盖刑事法、
行政法、经济法、民事法、诉讼法、军事法等ꎮ 至神宗

光定年间(１２１１ ~ １２２３ 年)ꎬ又编订«亥年新法»ꎮ

　 　 (三)金朝法律制度

金朝(１１１４ ~ １２３４ 年)是以女真族为主体建立

的政权ꎬ历 ９ 帝 １２０ 年ꎮ 金朝保持女真旧制ꎬ兼采宋

辽制度ꎮ 熙宗皇统三年(１１４３ 年)ꎬ“以本朝旧制ꎬ兼
采隋唐之制ꎬ参辽宋之法”ꎬ制定了金朝第一部成文
法典«皇统制»ꎮ 其后ꎬ法制的汉化进一步加深ꎬ至
章宗泰和二年 (１２０２ 年) 颁行 «泰和律令敕条格
式»ꎬ包括«泰和律义»１２ 篇ꎬ«律令»２０ 卷ꎬ«新定敕
条»３ 卷及«六部格式»３０ 卷ꎮ 至此ꎬ金初形成了如
宋朝一样的律、令、格、式、编敕体系ꎬ从形式到内容
实现了全面汉化ꎮ

金朝法制采取因地因族制宜方针ꎬ坚持多制并
存ꎮ 对原女真部族“一依本朝制度”即习惯法ꎻ对新

征服契丹地区及燕云十六州ꎬ仍行杂糅契丹习惯的

辽朝旧制ꎻ对原北宋地区则沿用宋法制ꎮ 其法制汉

化程度远超辽和西夏ꎮ 尤其是«泰和律义»１２ 篇名

目与唐宋雷同ꎬ后人称其“实唐律也”ꎮ

第五章 元、明、清法律制度

第一节 元朝法律制度

‖南宋灭亡后ꎬ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

建立的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元朝统一全

国ꎮ 其法律总的倾向是“遵用汉法”ꎬ但又保持了明

显的民族色彩ꎮ 入主中原后ꎬ蒙古族统治者以“附
会汉法”为立法的指导思想ꎬ在沿用蒙古习惯法的

同时ꎬ大量参照唐、宋之制ꎬ建立了具有特色的法律

体系ꎮ 蒙古贵族抱着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和种族偏

见ꎬ无论在政治上ꎬ还是在法律上ꎬ都贯彻了“分而

治之”的国策ꎬ按民族及地域的不同ꎬ将社会成员划

分为不同的等级ꎮ 同时ꎬ宗教势力强大是元代与其

他朝代的最大不同之一ꎮ 为了提高佛教的社会地

位ꎬ各级僧侣都享有法律上的特权ꎬ这使元代法律的

不平等性更加突出ꎮ

　 　 一、立法概况【记忆法典名称】

　 　 (一)立法指导思想【选择】
元代的立法指导思想缺乏系统性ꎬ主要表现为

以下几个方面ꎮ

１. “祖述变通”“附会汉法”
元世祖忽必烈即位诏书提出“祖述变通”ꎬ祖述

指“稽列圣之洪轨”ꎬ变通指“讲前代之定制”ꎬ即一
方面考稽成吉思汗以来蒙古汗国的制度ꎬ另外参用
汉法对法律制度进行变通ꎮ 因此而形成的元代法律

是蒙古旧制与汉法的混合物ꎬ即“以国朝之成法ꎬ援
唐宋之典故ꎬ参辽金之遗制”ꎮ 其在基本制度上是

“附会汉法”ꎮ
成吉思汗时期ꎬ下令郭宝玉制定新令ꎬ批准颁布

«条画五章»ꎬ这是蒙古政权第一次汉化的立法ꎮ 元

世祖继位后ꎬ采用金朝的 «泰和律»ꎮ 至元元年

(１２６４ 年)颁行«新立条格»ꎬ内容涉及官制及官吏

待遇、赋役科敛、军纪、诉讼刑狱等方面ꎮ 至元八年

(１２７１ 年)ꎬ禁行«泰和律»ꎮ
‖(１)确立«大札撒»的基础地位———强调蒙古

传统法律文化ꎮ 元代的立法明确成吉思汗«大札

撒»的法律地位ꎬ使其仍然保持着绝对的权威ꎮ “祖
训不可以违ꎬ神器不可以旷”ꎮ 以«大札撒»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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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走进科教园，领略法律大家风范! 

咨询电话：010-82330118，15801290122(同微信)

法硕学长答疑QQ群:887455768        加微信号kjyedu免费领取《法硕必备法条》电子版



 

  



 



　 　 科教园法硕培训简介

科教园法硕培训中心成立于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法苑楼ꎬ１９９９ 年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的专家教授发
起创办ꎬ是自首届全国联考开始就致力于法律硕士命题研究与考前培训的
专业教学机构ꎮ 我校坚持“质量求生存、信誉求发展”理念ꎬ依托中国人民
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四校名师资源ꎬ聘请名师教学ꎬ
以过硬的教学质量ꎬ累计培训法硕考生数万人次ꎬ培养出 ６ 名全国状元及上
百名名校状元ꎬ大批学员从这里顺利考入自己理想的院校ꎬ我校被海淀区评
为自律与诚信建设先进单位ꎮ

我校教学以名师授课为主线ꎬ配套一对一个性化教学ꎮ 通过名师教学ꎬ
梳理考点、讲解重点、解析疑点ꎬ抓住关键ꎮ 通过个性化教学ꎬ满足考生的不同需求ꎬ解决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各种
问题ꎬ从而克服“瓶颈”ꎮ 教学中我校注重培养考生好的学习技巧与方法ꎬ提高学习效率ꎬ提升学习效果ꎮ 我校保持
较高的通过率ꎬ曾创下学员 ８２ 人报考北大ꎬ７２ 人通过复试线ꎬ５７ 人被录取的良好纪录! 科教园全方位的教学服务ꎬ
在众多机构中脱颖而出ꎬ成为全国考研辅导优秀老品牌ꎮ

辅导科目:法硕基础专业课、法硕综合课、考研英语、考研政治ꎮ 公共课教学见网站或咨询ꎬ从略ꎮ
师资团队:
我校法硕师资团队主要由人大、政法、北大、清华四校辅导经验丰富的名师及专家组成ꎬ他们具有过硬的专业

功底ꎬ高超的传道授业解惑能力ꎬ授课重点突出ꎬ考点把握精准ꎻ多数拥有十年以上法硕一线辅导经验ꎬ对命题有
着深入研究ꎬ熟知考生不同阶段的需求ꎬ在指明考点、讲解重点、梳理易错点、解析疑难点的同时ꎬ把蕴含在知识
点背后的法理讲解透彻ꎮ 我校以师资力量强、教学质量优、押题准ꎬ在学员中树立了良好的口碑ꎮ 欢迎走进科教园ꎬ
领略名师风范!

昶霖:主编法律硕士教材«考点解析»«法硕真题»«预测 ６ 套卷»«昶霖押题»«老狼押题»ꎮ ２２ 年法律硕士一
线辅导教学ꎬ深谙命题规律ꎬ擅长押题与方法指导ꎬ授课针对性强ꎬ最大限度地浓缩复习范围ꎬ所指导的学生提分
显著ꎬ主讲五科考点梳理、根据内部信息预测押题ꎬ在钻石卡与金卡班带学员ꎮ

王启富:中国政法大学原常务副校长ꎬ２０ 年法硕一线辅导教学经验ꎬ授课脉络清晰ꎬ历年主观题预测班很好的
把握主观题方向ꎮ

姚欢庆:中国人民大学民法学副教授ꎬ自２０００ 年开始参与法硕一线辅导教
学ꎬ授课主次分明ꎬ预测准ꎬ深受考生好评ꎮ

陈老师:北京大学刑法学教授ꎬ十多年法硕一线辅导教学ꎬ授课思路清晰ꎮ
周洪江:民法学讲师ꎬ清华大学法学博士ꎬ多年法律硕士一线辅导经验ꎮ
王理万:中国政法大学宪法学副教授ꎬ多年法硕一线辅导经验ꎮ
郑真理:中国政法大学法理学副教授ꎬ多年法律硕士一线辅导经验ꎮ
张琮军: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ꎬ十年法硕一线辅导经验ꎬ主讲中国法制史ꎮ
考研英语:唐启明(中国人民大学讲师)、王若平等名师主讲ꎮ
考研政治:何虎生(人大教授)、张云天(北大讲师)、孟范昆(江西师大教授)、尚季泽(对外经贸名师)ꎮ
配套资料与考前押题:
我校配套资料全、押题精而准ꎬ考前押题押中多数主观题! 配套资料除辅导讲义外ꎬ还包括:(１)法律硕士专

业学位联考考试教材考点解析»ꎻ(２)«法律硕士专业学位联考预测 ６ 套卷»ꎻ(３)«法律硕士专业学位联考最近十年
真题»及早期历年真题改编的训练题ꎻ(４)法硕专业课必备法条汇编ꎻ(５)基础专业课案例分析精选汇编ꎻ(６)«昶霖
押题»ꎻ(７)«老狼押题»等ꎮ 我校由名师在串讲班与主观题冲刺班中预测考题外ꎬ还组织内部老师根据最新信息
编写押题资料ꎬ２１ 年来我校资料有效地对面授进行补充ꎬ很多原题押中ꎬ多道简述、案例分析与原题一字不差ꎬ我校
配套资料曾创下共 １７ 道主观题押中原题 １５ 道的纪录! 截至目前ꎬ连续 ２１ 年以较高而又稳定的押题命中率ꎬ成为历
届学员出奇制胜的法宝!

法硕经典名师全程班次介绍:(２０２２ 级)
基础班:暑期 ７ 月 １６ 日开课ꎮ 扎实的基础ꎬ是您迈向成功的基石与保障! 本班紧扣大纲和考试题型ꎬ全面系统讲

解知识点、梳理考点、讲解重点、提醒易错点、解析疑难点ꎬ通过系统讲解ꎬ帮助考生形成理论构架、正确理解考点ꎬ
抓住重点ꎬ了解考点易出题型ꎬ把握精髓ꎬ从而提高复习的针对性、浓缩复习范围ꎬ为考生高分冲刺打下扎实的基础ꎮ

习题特训班:暑期 ８ 月 ２ 日开课ꎮ 考点的正确理解和准确运用是冲刺高分的关键! 本班由授课名师针对重要考
点ꎬ以最可能出的题型ꎬ用试题或训练题的形式模拟出题、覆盖重点ꎮ 本班从试题的角度把握考点ꎬ帮助考生将知
识前后贯穿ꎬ活学活用ꎬ提高应试能力ꎮ

串讲班:１１ 月 １６ 日开课ꎮ 本班由授课名师结合最新考试动态ꎬ凭借其对命题规律的把握和敏锐的洞察力ꎬ串讲预测考
点ꎬ把脉考试方向、直指考题ꎬ缩小范围ꎬ提高考前复习的针对性ꎮ 同时补充资料押题ꎬ能够很好地帮助学生快速冲刺ꎮ

主观题冲刺班:１１ 月 １６ 日开课ꎮ 本班由授课名师针对主观题题型ꎬ预测考题ꎬ讲解答题要点与思路ꎬ本班自
２００３ 年开设ꎬ历年很好地把握了主观题考试命脉ꎬ多数主观题都能原题押中ꎮ 名师授课打下扎实基础与好押题画龙
点睛ꎬ帮助无数考生成就法硕梦想!



科教园 ２０２２ 级法硕课程介绍(专业课、英语、政治)

免费直播讲座:
主讲内容:(１)法硕专业介绍与前景分析ꎻ(２)命题规律分析ꎬ备考策略指导ꎻ(３)复习技巧与方法ꎮ
第 １ 期:５ 月 ２０ 日晚 ７:００ꎻ第 ２ 期:６ 月 １６ 日晚 ７:００
ＱＱ 群(８６９４７６６８６)直播ꎬ参与直播可免费领取礼品ꎬ报课可享优惠ꎬ立即加群关注群通知吧!
法硕春季预科班(新开课程):
适用教材:２０２２ 版法硕教材考点解析ꎻ主讲:昶霖ꎻ优惠价:６８０ 元ꎻ课时:８０ ~ １２０ 学时(以实际录制为准)ꎮ
ＶＩＰ 及以上学员可免费听ꎬ其他学员可半价购买ꎬ绿三本读者报名享 ７ 折优惠ꎮ

推荐套餐:
编号 套餐名称 简要说明 面授 /元网课 /元

ＦＴ２２０１ 法硕
经典全程班

法硕经典名师全程班次 ＋赠课(导学课 ＋ 各科知识框架梳理课 ＋ 重点科目精
讲班 ＋真题解析课 ＋复试指导课)资料:绿三本 ＋法条 ＋案例精选 ＋讲义等

３９８０ ２９８０

ＦＴ２２０２ 法硕
ＶＩＰ 全程班

ＦＴ２２０１ ＋ 六套卷解析课 ＋ 预测点睛班ꎻ专业课助教 １ 对 １ 辅导 ２ 次 / 月ꎻ
赠:ＶＩＰ 复试拔高班 ＋ 第 ２ 年免费重修经典全程网课ꎮ 资料增加:ＶＩＰ 复习
指导手册 ＋ 考点狂背 ＋ 昶霖预测点睛班(含昶霖押题)

６８００ ５６００

ＦＴ２２０３ 全科
ＶＩＰ 全程班

ＦＴ２２０２ ＋ 英语全程班 ＋ 政治全程班ꎮ
加赠:法硕考研学员微课堂 ＋ 往年基础班网课 ＋ 专业课与英语助教 １ 对 １
辅导 ＋ 奖学金ꎻ政英配套讲义 ＋ 老狼押题 ＋ 政治五套模拟卷

１０ ８００ ８８００

　 　 早报名早学习ꎬ优惠价及单班次价格请咨询客服ꎬ具体开课日期参见网站或咨询客服ꎮ 经典班次简介:
法硕专业课经典名师全程:基础班(７ 月ꎻ面授 １６８０ 元 / 网课 １３８０ 元) ＋ 特训班(８ 月初ꎻ面授 １０８０ 元 / 网课 ８８０

元) ＋ 串讲班与主观题冲刺班(１１ 月ꎻ面授 １７００ 元 / 网课 １２００ 元) ＋ 昶霖预测点睛(含«昶霖押题»８００ 元)
考研英语名师全程:基础强化班(７ 月) ＋ 串讲班与高分写作班(１１ 月中旬)ꎬ网课 ６００ 元
考研政治名师全程:基础强化班(８ 月) ＋ 串讲班及时政班(１１ 月中旬) ＋ «老狼押题»ꎬ网课 ８００ 元
随报随学课程:导学规划班:４ 课时ꎬ１８０ 元ꎻ各科知识框架梳理课:５０ 课时ꎬ３８０ 元ꎮ
辅助课程:(１)重点科目精讲班ꎬ４ 月至 ６ 月ꎬ１１２ 课时ꎬ５８０ 元ꎻ(２)大纲变动解析课:９ 月ꎬ４ 课时ꎬ免费ꎻ(３)真

题解析课:把握命题方向ꎬ１０ 月ꎬ２４ 课时ꎬ３８０ 元ꎬ直播与网课ꎻ(４)预测六套卷解析课:模拟题训练ꎬ１０ 月ꎬ３２ 课时ꎬ
３８０ 元ꎻ(５)基础复试指导班:４ 课时ꎬ３８０ 元ꎻＶＩＰ 复试拔高班:１６ 课时ꎬ面授 １９８０ 元、网课 １２８０ 元ꎮ

高端集训营推荐:
编号 套餐名称 简要说明 定价 /元 说明

ＦＶ２２ － １ 银卡班

７ 月 ８ 日至复试ꎬ随报随学ꎬ名师课程 ＋ 小班面授集训ꎮ 全科全方位辅
导ꎻ４ 轮复习ꎻ３ 师辅导(高校名师 ＋ 集训营讲师 ＋ １ 对 １ 助教全方位辅
导)ꎻ４ 大服务:全年学习计划 ＋１ 对 １ 督学答疑 ＋分阶段测试 ＋复试ꎻ
赠:ＦＴ２２０３ 网课ꎻ不过第 ２ 年赠全科全程网课ꎻ协助住宿

３８ ０００

ＦＶ２２ － ２ 金卡班
５ 月 １２ 日至复试ꎬ随报随学ꎬ限额招生ꎬ小班面授集训ꎮ 除 ＦＶ２２ － １ 服
务外ꎬ小班个性化辅导课程ꎻ学习督查ꎮ 不过第二年可免费重修ꎻ昶
霖点拨课程

６８ ０００

ＦＶ２２ － ３ 昶霖拔高课

一期:６ 月初开课ꎻ二期:９ 月初开课ꎻ每期 ＡＢ 两个班ꎬ每班限 ３ 人ꎬ
时长４０ 天左右ꎬＡ 班招二战考生ꎬＢ 班零基础考生ꎮ 银卡学员、金卡
学员有特惠ꎬ钻石卡免费学习ꎬ额满为止ꎮ 签约未达目标线按约定退
费(退约 ９０％ )ꎮ 专家一对一ꎬ提分快ꎬ过关有保障

６０ ０００

优惠价见网
站或咨询
全程集训ꎬ
从零开始学
习到能够通
过考试ꎬ全
方位、 一 站
式辅导

优惠及服务:(１)老学员、团体、贫困生、残疾生报名享有特别优惠ꎮ
(２)外地学员可安排食宿(费用自理)ꎬ提供课后至考前全程免费答疑ꎬ活动期内赠教材、辅导书籍ꎮ
联系方式:
网址: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ｊｋｊｙ. ｃｏｍ　 　 　 报名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南院)
电话:４００ － ８１０ － ２４６８ꎬ０１０ － ８２３３０１１８　 　 　 手机:１５８０１２９０１２２ꎬ１５０１１００２６６０
微信号:ｋｊｙｈａｎꎬｋｊｙｅｄｕｌ　 　 　 ＱＱ:８００８８８２８ꎬ８０７８６９３４７
科教园始于 １９９９ 年ꎬ法硕辅导更专业ꎬ我们全体教职工将继续不懈努力ꎬ为您保驾护航!
欢迎来到科教园ꎬ我们专注法硕辅导 ２２ 年ꎬ有理由相信ꎬ只要您努力ꎬ在这里一定能实现法硕名校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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