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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北京化工大学 

法律硕士（非法学）《专业基础》考试大纲 

 

 

第一部分——民法学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民法概述 

    一、民法的概念 

二、民法的性质 

三、民法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四、民法的渊源 

    五、民法的解释 

    六、民法的适用 

  第二节 民法的调整对象 

    一、民法调整的人身关系 

    二、民法调整的财产关系 

  第三节 民法的基本原则 

    一、民法基本原则的概念和功能 

    二、平等原则 

    三、自愿原则 

    四、公平原则 

    五、诚实信用原则 

    六、合法原则 

七、公序良俗原则 

八、绿色原则 

  第二章 民事法律关系 

    第一节 民事法律关系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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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民事法律关系的概念和特征 

    二、民事法律关系的分类 

    第二节 民事法律关系的要素 

    一、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 

    二、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 

    三、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 

    第三节 民事权利、民事义务与民事责任 

    一、民事权利 

    二、民事义务 

    三、民事责任 

    第四节 民事法律事实 

    一、民事法律事实的概念 

    二、民事法律事实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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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的开始 

    三、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的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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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和特征 

    二、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的分类 

    三、自然人欠缺民事行为能力的宣告 

    第三节 监护 

    一、监护的概念和作用 

    二、监护的分类 

    三、监护人的设定 

    四、监护人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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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监护关系的终止 

   第四节 宣告失踪和宣告死亡 

    一、宣告失踪 

    二、宣告死亡 

    第五节 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 

    一、个体工商户的概念和特征 

    二、农村承包经营户的概念和特征 

  第四章 法人和非法人组织 

    第一节 法人概述 

    一、法人的概念和特征 

    二、法人的分类 

    第二节 法人的民事能力 

    一、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 

    二、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 

    第三节 法人的设立、变更和终止 

    一、法人的设立 

    二、法人的变更 

    三、法人的终止 

    第四节 非法人组织 

    一、非法人组织的概念和特征 

    二、非法人组织的类型 

  第五章 民事法律行为 

    第一节 民事法律行为概述 

    一、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 

    二、民事法律行为的特征 

    第二节 民事法律行为的分类 

    一、单方行为、双方行为和多方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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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要式行为和不要式行为 

    三、主行为和从行为 

    四、有因行为和无因行为 

    五、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 

    第三节 意思表示 

    一、意思表示的概念和特征 

    二、意思表示的形式 

    三、意思表示瑕疵 

    第四节 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和生效 

    一、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 

    二、民事法律行为的生效 

    第五节 附条件和附期限的民事法律行为 

    一、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 

    二、附期限的民事法律行为 

    第六节 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一、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和特征 

    二、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情形 

    三、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法律后果 

    第七节 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 

    一、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和特征 

    二、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情形 

    三、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与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的区别 

    第八节 效力未定的民事法律行为 

    一、效力未定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和特征 

    二、效力未定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情形 

    三、效力未定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法律后果 

  第六章 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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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代理概述 

    一、代理的概念 

    二、代理的特征 

    三、代理的适用范围 

    第二节 代理的种类 

    一、委托代理、法定代理和指定代理 

    二、本代理和复代理 

    三、直接代理和间接代理 

    第三节 代理权 

    一、代理权的概念 

    二、代理权的产生 

    三、代理权的行使 

    第四节 无权代理 

    一、无权代理的概念 

    二、无权代理的效力 

    三、表见代理 

    第五节 代理关系的终止 

    一、委托代理的终止 

    二、法定代理、指定代理的终止 

  第七章 诉讼时效与期间 

    第一节 诉讼时效 

    一、诉讼时效的概念 

    二、诉讼时效期的适用范围 

    三、诉讼时效的类型 

    四、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 

    五、诉讼时效的中断、终止和延长 

    六、诉讼时效和除斥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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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期间 

    一、期间的概念 

    二、期间的种类 

三、期间的计算 

  第八章 物权通则 

    第一节 物权概述 

    一、物权的概念和特征 

    二、物权的分类 

    第二节 物权法的基本原则 

    一、平等保护原则 

    二、物权客体特定原则 

    三、特权法定原则 

    四、公示、公信原则 

    第三节 物权的变动 

    一、物权变动的概念 

    二、物权变动的模式 

    三、不动产物权的变动 

    四、动产物权的变动 

    第四节 不动产登记 

    一、不动产登记的概念和特征 

    二、不动产登记的类型 

    三、不动产登记的效力 

    四、不动产登记错误的责任 

    第五节 物权的保护 

    一、确认物权 

    二、返还原物 

    三、排除妨害、消除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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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恢复原状 

    五、损害赔偿 

  第九章 所有权 

    第一节 所有权概述 

    一、所有权的概念和特征 

    二、所有权的分类 

    三、所有权的权能和限制 

    四、所有权的取得 

    第二节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 

    一、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概念和特征 

二、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内容 

    第三节 相邻关系 

    一、相邻关系的概念和特征 

    二、相邻关系的处理原则和依据 

    三、几种主要的相邻关系 

    第四节 共有 

    一、共有的概念和特征 

    二、按份共有 

    三、共同共有 

  第十章 用益物权 

    第一节 用益物权概述 

    一、用益物权的概念和特征 

    二、用益物权的种类 

    第二节 土地承包经营权 

    一、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概念和特征 

    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设立 

    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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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建设用地使用权 

    一、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概念和特征 

    二、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设立 

    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内容 

    第四节 宅基地使用权 

    一、宅基地使用权的概念和特征 

    二、宅基地使用权的设立 

三、宅基地使用权的内容 

第五节 居住权 

一、居住权的概念和特征 

二、居住权的设立 

三、居住权的内容 

四、居住权的消灭 

    第六节 地役权 

    一、地役权的概念和特征 

    二、地役权的设立 

三、地役权的内容 

四、地役权的消灭 

  第十一章 担保物权 

    第一节 担保物权概述 

    一、担保物权的概念和特征 

    二、担保物权的分类 

    三、担保物权的消失 

    第二节 抵押权 

    一、抵押权的概念和特征 

    二、抵押权的设立 

    三、抵押权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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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抵押权的顺位 

    五、抵押权的实现 

六、动产浮动抵押 

七、最高额抵押 

    第三节 质权 

    一、质权的概念和特征 

    二、动产质权 

    三、权利质权 

    第四节 留置权 

    一、留置权的概念和特征 

    二、留置权的成立 

    三、留置权的效力 

    四、留置权的实现 

    五、留置权的消灭 

  第十二章 占有 

    第一节 占有概述 

    一、占有的概念 

    二、占有的分类 

    第二节 占有的效力和保护 

    一、占有的效力 

    二、占有的保护 

  第十三章 合同通则 

    第一节 合同概述 

    一、债的概述 

二、合同概述 

三、债与合同的关系 

    第二节 合同的订立 



 10 

    一、合同的成立要件 

二、合同订立的程序 

    三、合同的内容和形式 

    四、格式条款 

    五、合同成立的时间和地点 

    六、缔约过失责任 

    第三节 合同的效力 

    一、合同的有效要件 

    二、合同效力的特别规则 

    第四节 合同的履行 

    一、合同履行的一般规则 

    二、合同履行的特别规则 

第五节 合同的保全 

一、合同的保全的概念和类型 

二、债权人的代位权 

三、债权人的撤销权。 

第六节 合同的变更和转让 

一、合同的变更 

二、合同的转让 

第七节 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 

一、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的概念和类型 

二、清偿 

三、解除 

四、抵销 

五、提存 

六、免除 

    第八节 违约责任 

    一、违约责任的概念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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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 

    三、违约责任的构成要件及免责事由 

    四、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 

    五、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 

  第十四章 典型合同 

    第一节 买卖合同 

一、买卖合同的概念和特征 

二、买卖合同的效力 

第二节 供用电、水、气、热力合同 

一、供用电、水、气、热力合同的概念和特征 

二、供用电、水、气、热力合同的效力 

第三节 赠与合同 

一、赠与合同的概念和特征 

二、赠与合同的效力 

第四节 借款合同 

一、借款合同的概念和特征 

二、借款合同的效力 

第五节 保证合同 

一、保证合同的概念和特征 

二、保证合同的效力 

三、保证的方式 

四、保证期间 

第六节 租赁合同 

一、租赁合同的概念和特征 

二、租赁合同的效力 

第七节 融资租赁合同 

一、融资租赁合同的概念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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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融资租赁合同的效力 

三、租赁期限届满时租赁物的归属 

第八节 保理合同 

一、保理合同的概念和特征 

二、保理合同的效力 

三、保理人债权实现的顺序 

    第九节 承揽合同 

    第十节 建设工程合同 

第十一节 运输合同 

一、运输合同的概念和特征 

二、客运合同 

三、货运合同 

四、多式联运合同 

第十二节 技术合同 

一、技术合同的概念和类型 

    二、技术开发合同 

    三、技术转让合同和技术许可合同 

四、技术咨询合同和技术服务合同 

第十三节 保管合同 

一、保管合同的概念和特征 

二、保管合同的效力 

第十四节 仓储合同 

一、仓储合同的概念和特征 

二、仓储合同的效力 

第十五节 委托合同 

一、委托合同的概念和特征 

二、委托合同的效力 

第十六节 物业服务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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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物业服务合同的概念和特征 

二、物业服务合同的效力 

第十七节 行纪合同 

一、行纪合同的概念和特征 

二、行纪合同的效力 

第十八节 中介合同 

一、中介合同的概念和特征 

二、中介合同的效力 

第十九节 合伙合同 

一、合伙合同的概念和特征 

二、合伙合同的效力 

三、合伙期限 

四、合伙合同的终止 

第十五章 准合同 

    第一节 无因管理 

    一、无因管理的概念 

    二、无因管理的构成要件和类型 

    三、无因管理之债的效力 

    第二节 不当得利 

    一、不当得利的概念 

    二、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 

    三、不当得利之债的效力 

  第十六章 知识产权 

    第一节 知识产权概述 

    一、知识产权的概念和特征 

    二、知识产权的范围 

    第二节 著作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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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著作权的概念和特征 

    二、著作权的主体 

    三、著作权的客体 

    四、著作权的内容 

    第三节 专利权 

    一、专利权的概念和特征 

    二、专利权的主体 

    三、专利权的客体 

    四、专利权的内容 

    第四节 商标权 

    一、商标权概述 

    二、商标权的取得 

    三、商标权的内容 

  第十七章 人格权 

    第一节 人格权 

    一、人格权的概念和特征 

二、人格权和人身自由、人格尊严 

第二节 具体人格权 

一、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 

二、姓名权和名称权 

三、肖像权 

四、名誉权和荣誉权 

五、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 

  第十八章 婚姻家庭 

    第一节 亲属 

    一、亲属的概念和特征 

    二、亲属的范围与家庭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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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亲属的种类 

    四、亲系与亲等 

    五、亲属关系的发生与终止 

    第二节 结婚 

    一、婚姻的要件 

    二、无效婚姻 

    三、可撤销婚姻 

    第三节 家庭关系 

    一、夫妻关系 

二、父母子女关系 

三、其他近亲属关系 

    第四节 离婚 

    一、离婚的概念与特征 

    二、登记离婚 

    三、诉讼离婚 

四、离婚的法律后果 

五、离婚时的救济 

    第五节 收养 

    一、收养的概念和特征 

    二、收养关系的成立 

    三、收养的效力 

    四、收养关系的解除 

  第十九章 继承 

    第一节 继承概述 

    一、继承的概念和特征 

二、继承的开始和继承的接受 

三、继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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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遗产 

    第二节 法定继承 

    一、法定继承的概念和特征 

二、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和法定继承顺序 

三、适用法定继承的情形 

四、代位继承 

五、法定继承的遗产分配 

    第三节 遗嘱继承和遗赠 

    一、遗嘱继承的概念和特征 

二、遗嘱继承的适用条件 

三、遗嘱的概念和特征 

四、遗嘱的形式 

五、遗嘱的效力 

六、遗嘱的变更和撤回 

七、遗赠 

    第四节 遗产的处理 

    一、遗产管理人 

    二、遗赠扶养协议 

    三、遗产的分割 

    四、被继承人债务的清偿 

  第二十章 侵权责任 

    第一节 侵权责任概述 

    一、侵权责任的概念和特征 

    二、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 

    第二节 一般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 

    一、加害行为 

    二、损害事实 



 17 

    三、因果关系 

    四、主观过错 

    第三节 损害赔偿 

    一、人身损害赔偿 

    二、财产损失赔偿 

三、精神损害赔偿 

四、惩罚性赔偿 

五、法定分担损失规则 

    第四节 数人侵权行为及其责任 

    一、共同侵权行为及其责任 

二、教唆行为、帮助行为及其责任 

三、共同危险行为及其责任 

    四、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行为及其责任 

    第五节 侵权责任的抗辩事由 

    一、正当理由的抗辩事由 

    二、外来原因的抗辩事由 

    第六节 特殊责任主体的侵权责任 

    一、监护人责任 

    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暂时丧失意识的侵权责任 

    三、用人者责任 

    四、网络侵权责任 

    五、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 

    六、教育机构的侵权责任 

第七节 产品责任 

一、产品责任的概念 

二、产品责任的构成要件 

三、产品责任的责任主体 

四、产品责任的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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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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各类机动车交通事务责任主体的认定及责任承担 

第九节 医疗损害责任 

一、医疗损害责任的概念 

二、医疗损害责任的构成要件 

三、医疗损害责任的承担 

四、医疗产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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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的归责原则及构成要件 

三、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的承担 

第十一节 高度危险责任 

一、高度危险责任的概念和特征 

二、高度危险物品致人损害责任及责任承担 

第十二节 饲养动物损害责任 

一、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的概念 

二、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的构成要件 

三、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的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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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建筑物和物件损害责任的构成要件 

三、建筑物和物件损害责任的承担 

 

第二部分——刑法学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刑法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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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刑法的概念 

    二、刑法的任务和机能 

    三、刑法的体系和解释 

    第二节 刑法的基本原则 

    一、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内容与体现 

    二、刑法适用平等原则的基本内容与体现 

    三、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基本内容与体现 

    第三节 刑法的效力范围 

    一、刑法的效力范围的概念和种类 

    二、刑法的空间效力 

    三、刑法的时间效力 

  第二章 犯罪概念 

    第一节 犯罪的定义 

    一、犯罪的定义概述 

    二、我国刑法中的犯罪定义 

    第二节 犯罪的基本特征 

    一、犯罪是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二、犯罪是触犯刑律的行为，具有刑事违法性 

    三、犯罪是应受刑罚惩罚的行为，具有应受刑罚惩罚性 

  第三章 犯罪构成 

    第一节 犯罪构成概述 

    一、犯罪构成的概念 

    二、犯罪构成的共同要件 

    三、犯罪构成的分类 

    第二节 犯罪客体 

    一、犯罪客体的概念 

    二、犯罪客体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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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 

    第三节 犯罪客观方面 

    一、犯罪客观方面概述 

    二、危害行为 

    三、危害结果 

    四、刑法中的因果关系 

    五、犯罪的时间、地点、方法 

    第四节 犯罪主体 

    一、犯罪主体概述 

    二、刑事责任年龄 

    三、刑事责任能力和其他影响刑事责任的因素 

    四、一般主体与特殊主体 

    五、单位犯罪主体 

    第五节 犯罪主观方面 

    一、犯罪主观方面概述 

    二、犯罪故意 

    三、犯罪过失 

    四、犯罪目的和犯罪动机 

    五、刑法上的认识错误 

  第四章 正当化事由 

    第一节 正当化事由概述 

    一、正当化事由的概念 

    二、正当化事由的种类 

    第二节 正当防卫 

    一、正当防卫的概念和成立条件 

    二、特别防卫 

    三、防卫过当及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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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紧急避险 

    一、紧急避险的概念和成立条件 

    二、紧急避险与正当防卫的异同 

    三、避险过当及其刑事责任 

  第五章 犯罪故意的停止形态 

    第一节 犯罪故意的停止形态概述 

    第二节 犯罪既遂 

    一、犯罪既遂的概念和标准 

    二、犯罪既遂的形态 

    三、对既遂犯的处罚 

    第三节 犯罪预备 

    一、犯罪预备的概念和特征 

    二、预备行为与实行行为的区别 

    三、对预备犯的处罚 

    第四节 犯罪未遂 

    一、犯罪未遂的概念和特征 

    二、犯罪未遂的分类 

    三、对未遂犯的处罚 

    第五节 犯罪中止 

    一、犯罪中止的概念和特征 

    二、犯罪中止的分类 

    三、对中止犯的处罚 

  第六章 共同犯罪 

    第一节 共同犯罪的概念及其构成 

    一、共同犯罪的概念 

    二、共同犯罪的构成特征 

    三、共同犯罪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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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共同犯罪的形式 

    一、任意共同犯罪和要共同犯罪 

    二、事前通谋的共同犯罪和事前无通谋的共同犯罪 

    三、简单共同犯罪和复杂共同犯罪 

    四、一般共同犯罪和特殊共同犯罪 

    第三节 共同犯罪人的种类及其刑事责任 

    一、主犯及其刑事责任 

    二、从犯及其刑事责任 

    三、胁从犯及其刑事责任 

    四、教唆犯及其刑事责任 

    五、共同犯罪与犯罪的停止形态 

  第七章 罪数形态 

    第一节 数罪形态概述 

    一、数罪的概念 

    二、罪数的判断标准 

    第二节 实质的一罪 

    一、实质的一罪的概念及其种类 

    二、继续犯 

    三、想象竞合犯 

    四、结果加重犯 

    五、法条竞合犯 

    第三节 法定的一罪 

    一、法定的一罪的概念及其种类 

    二、结合犯 

    三、集合犯 

    第四节 处断的一罪 

    一、处断的一罪的概念及其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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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连续犯 

    三、牵连犯 

    四、吸收犯 

  第八章 刑事责任 

    第一节 刑事责任概述 

    一、刑事责任的概念与特征 

    二、刑事责任的地位 

    第二节 刑事责任的根据和解决方式 

    一、刑事责任的根据 

    二、刑事责任的解决方式 

  第九章 刑罚概述 

    第一节 刑罚的概念和目的 

    一、刑罚的概念和特征 

    二、刑罚的目的 

    第二节 我国刑罚的种类和体系 

    一、刑罚种类概述 

    二、我国刑罚体系的特点 

    三、主刑 

    四、附加刑 

  第十章 量刑 

    第一节 量刑的概念和原则 

    一、量刑的概念、功能、特征 

    二、量刑的原则 

    第二节 量刑情节 

    一、量刑情节的概念、特征、种类 

    二、法定情节 

    三、酌定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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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量刑制度 

    一、累犯 

    二、自首 

    三、立功 

    四、数罪并罚 

    五、缓刑 

  第十一章 刑罚执行制度 

    第一节 减刑 

    一、减刑概述 

    二、减刑的条件 

    三、减刑后的刑期计算 

    四、减刑的程序 

    第二节 假释 

    一、假释概述 

    二、假释的条件 

    三、假释的考验期及其考察 

    四、假释的法律后果 

    五、假释的程序 

  第十二章 刑罚消灭制度 

    第一节 刑罚消灭概述 

    一、刑罚消灭的概念 

    二、刑罚消灭的法定原因 

    第二节 时效 

    一、时效的概念和意义 

    二、追诉期限 

    第三节 赦免 

    一、赦免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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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我国的特赦制度 

  第十三章 刑法各论概述 

    第一节 刑法各论的研究对象和体系 

    一、刑法各论及其研究对象 

    二、刑法分则与刑法总则的关系 

    三、刑法各论的体系 

    第二节 罪状、罪名、法定刑 

    一、刑法分则条文的基本结构 

    二、罪状 

    三、罪名 

    四、法定刑 

  第十四章 危害国家安罪 

    第一节 危害国家安罪概述 

    危害国家安罪的概念和共同特征。 

    第二节 本章要求掌握的内容 

    分裂国家罪，煽动分裂国家罪，间谍罪，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

秘、情报罪等犯罪的概念、构成特征，认定这些犯罪时注意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

界限。 

  第十五章 危害公共安罪 

    第一节 危害公共安罪概述 

    危害公共安罪的概念和共同特征。 

    第二节 本章要求掌握的内容 

    放火罪，爆炸罪，投放危险物质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罪，破坏交通工具罪，破

坏交通设施罪，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劫持航空器罪，非法制造、买卖、运输、

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罪，违规制造、销售枪支罪，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

罪，交通肇事罪，危险驾驶罪，重大责任事故罪，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罪等犯罪的概念、构

成特征，认定这些犯罪时注意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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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章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 

    第一节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概述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的概念和共同特征。 

    第二节 本章要求掌握的内容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生产、销售假药罪，走私普通货物、物

品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伪造货币罪，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妨害信

用卡管理罪，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洗钱

罪，集资诈骗罪，保险诈骗罪，逃税罪，抗税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

税、抵扣税款发票罪，假冒注册商标罪，侵犯著作权罪，销售侵权复制品罪，侵犯商业秘

罪，合同诈骗罪，非法经营罪等犯罪的概念、构成特征，认定这些犯罪时注意区分罪与非

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 

  第十七章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 

    第一节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概述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的概念和共同特征。 

    第二节 本章要求掌握的内容 

    故意杀人罪，过失致人死亡罪，故意伤害罪，强奸罪，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非法

拘禁罪，绑架罪，拐卖妇女儿童罪，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雇佣童工从事危重劳动

罪，诬告陷害罪，侮辱罪，诽谤罪，刑讯逼供罪，报复陷害罪，破坏选举罪，重婚罪，虐

待罪，遗弃罪等犯罪的概念、构成特征，认定这些犯罪时注意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

的界限。 

  第十八章 侵犯财产罪 

    第一节 侵犯财产罪概述 

    侵犯财产罪的概念和共同特征。 

    第二节 本章要求掌握的内容 

    抢劫罪、盗窃罪、诈骗罪、抢夺罪、侵占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敲诈勒索

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等犯罪的概念、构成特征，认定这些犯罪时注意区分罪与非罪、此罪

与彼罪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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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九章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 

    第一节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概述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的概念和共同特征。 

    第二节 本章要求掌握的内容 

    妨害公务罪，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招摇撞骗罪，伪造、

变造、买卖身份证件罪，非法获取国家秘罪，投放虚假危险物质罪，编造、故意传播虚假

恐怖信息罪，组织考试舞弊罪，代替考试罪，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管理义务罪，帮助信息

网络犯罪活动罪，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赌博

罪、伪证罪，虚假诉讼罪，扰乱法庭秩序罪，窝藏、包庇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

所得收益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脱逃罪，医疗事故罪，非法行医罪，污染环境罪，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非法持有毒品罪，组织卖淫罪，强迫卖淫罪，传播性病

罪，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传播淫秽物品罪等犯罪的概念、构

成特征，认定这些犯罪时注意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 

  第二十章 贪污贿赂罪 

    第一节 贪污贿赂罪概述 

    贪污贿赂罪的概念和共同特征。 

    第二节 本章要求掌握的内容 

    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行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

概念、构成特征，认定这些犯罪时注意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 

  第二十一章 渎职罪 

    第一节 渎职罪概述 

    渎职罪的概念和共同特征。 

    第二节 本章要求掌握的内容 

    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传染病防治失职罪，故意泄露国家秘罪，徇私枉法罪，民

事、行政枉法裁判罪，执行判决、裁定失职罪，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私放在人员

罪，食品监管渎职罪，放纵制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罪等犯罪的概念、构成特征，认定这些

犯罪时注意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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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以上内容外，考生尚应关注最新民事和刑事立法、相关司法解释以及近年来发生的典

型案例和事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