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北京化工大学 

硕士研究生《法学理论与实务》考试大纲 

 

第一部分——法理学 

一、法理学导论 

法学的研究对象，法学的历史，法学与相邻学科，法学的研究方法，当代中

国的法学体系，法学教育，法理学的性质与对象，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产生与发

展 

二、法理学基本概念 

（一）法与法律  

（二）法的渊源、分类和效力 

（三）法律体系 

（四）法的要素 

（五）权利和义务 

（六）法律行为 

（七）法律关系 

（八）法律责任 

三、法的起源和发展 

（一）法的历史 

（二）法律演进 

（三）全球化与世界法律发展 

四、法的运行 

（一）法的制定 

（二）法的实施 

（三）法律程序 

（四）法律职业 

（五）法律方法 

五、法的价值 

（一）法的价值概述 

（二）法的基本价值 

（三）法与人权 

六、法治与法治中国 

（一）法治原理 

（二）法治与经济和科技 

（三）法治与社会发展 

（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 

 

 



第二部分——民法总论  

一、民法概述 

（一）民法的含义 

（二）民法的沿革 

（三）民法的调整对象 

（四）民法的性质 

（五）民法的本位 

（六）民法的渊源 

（七）民法的效力 

二、民法的基本原则 

（一）民法基本原则谜概述 

（二）平等原则 

（三）自愿原则 

（四）诚实信用原则 

（五）禁止权利滥用原则 

（六）公平原则 

（七）公序良俗原则和绿色原则 

三、民事法律关系 

（一）民事法律关系的定义和特征 

（二）民事法律关系的要素 

（三）民事法律事实 

（四）民事权利、民事义务、民事责任 

（五）民事责任与债法、物权法和请求权的关系 

四、民事法律关系主体——自然人 

（一）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 

（二）监护 

（三）住所 

（四）宣告失踪和宣告死亡 

（五）个体工商户与农村承包经营户 

五、民事法律关系主体——法人 

（一）法人概述 

（二）法人的成立 

（三）法人的民事能力 

（四）法人的机关和分支机构 

（五）法人的变更、终止与清算 

（六）法人的登记 

（七）营利法人 

（八）非营利法人 

（九）特别法人 

六、民事法律关系主体——非法人组织 

（一）非法人组织概述 

（二）合伙 

（三）其他非法人组织 



七、民事法律关系客体的种类 

（一）民事法律关系客体概述  

（二）物  

（三）有价证券 

（四）智力成果 

（五）其他客体 

八、民事法律行为 

（一）民事法律行为概述 

（二）意思表示 

（三）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和生效  

（四）附条件和附期限的民事法律行为  

（五）无效、可撤销、效力未定的民事法律行为 

九、代理 

（一）代理的定义和特征  

（二）代理的分类  

（三）代理权  

（四）无权代理和表见代理 

十、诉讼时效、除斥期间与期限 

（一）时效制度概述 

（二）诉讼时效 

（三）除斥期间 

（四）期限 

 

第三部分——民法分论 

一、物权 

（一）物权概述 

1、物权的定义和特征 

2、物权法的概念和内容 

3、物权的效力 

4、物权的类型 

5、物权的变动 

6、物权的保护 

（二）所有权 

1、所有权概述 

2、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私人所有权与其他所有权 

3、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 

4、相邻关系 

5、所有权的特别取得方法 

（三）共有 

1、共有的概念与特征 

2、按份共有 

3、共同共有 



4、准共有 

（四）用益物权 

1、用益物权的定义和特征 

2、土地承包经营权 

3、建设用地使用权 

4、宅基地使用权 

5、居住权 

6、地役权 

（五）担保物权 

1、担保物权概述 

2、抵押权 

3、质权 

4、留置权 

5、担保物权的竞合以及物的担保和人的担保的并存 

（六）占有 

1、占有的概念、分类 

2、占有的效力和保护 

3、占有的取得和消灭 

二、债权 

（一）债权总论 

1、债的概念、性质与要素 

2、债的发生原因 

3、债法在民法中的地位及其体系 

4、债的类型 

5、债的履行 

6、债的保全和担保 

7、债的转移与消灭 

（二）合同法 

1．合同的概念和特征 

2．合同的分类 

5．合同的订立 

6．双务合同履行中的抗辩权 

7．合同的变更与解除 

8．缔约过失责任与违约责任 

9．典型合同 

（三）无因管理之债 

（四）不当得利之债 

三、人身权 

（一）人身权概述 

（二）人格权 

    1、人格权概述 

2、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 

3、姓名权与名称权 

4、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信用权 



5、个人信息 

6、自由权 

7、贞操权 

8、一般人格权 

（三）身份权 

1、身份权的概念与特征 

2、荣誉权 

3、其他身份权 

四、婚姻家庭 

（一）婚姻家庭法概述 

1、婚姻家庭的特性和类型 

2、婚姻家庭法的概念和特征 

3、婚姻家庭法的基本原则 

4、亲属制度 

（二）结婚制度 

1、婚姻成立概述 

2、结婚条件 

3、结婚程序 

4、婚姻的无效与撤销 

5、事实婚姻 

（三）家庭关系 

1、夫妻关系 

2、父母子女关系 

3、其他近亲属关系 

（四）离婚制度 

1、离婚制度概述 

2、登记离婚 

3、诉讼离婚 

4、离婚效力 

5、离婚救济 

（五）收养制度 

1、收养制度概述 

2、收养关系的成立 

3、收养的效力 

4、收养关系的解除 

五、继承权 

（一）继承概述 

1、继承的概念与特征 

2、继承法的基本原则 

3、继承权的概念和特征 

4、继承权的接受、放弃、丧失与保护 

（二）法定继承 

1、法定继承的概念与适用范围 

2、法定继承人的范围与继承顺序 



3、代位继承 

4、法定继承中的遗产分配 

（三）遗嘱继承、遗赠和遗赠扶养协议 

1、遗嘱继承的概念与特征 

2、遗嘱的设立 

3、遗嘱的变更、撤回与执行 

4、遗赠 

5、遗赠抚养协议 

（四）遗产的处理 

1、继承的开始 

2、遗产与遗产管理 

3、遗产的分割与债务清偿 

4、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遗产 

六、侵权责任 

（一）侵权责任概述 

1、侵权行为的概念与特征 

2、侵权责任的概念与特征 

（二）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 

1、侵权行为归责原则的概念与体系 

2、过错责任原则 

3、无过错责任原则 

（三）一般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 

（四）侵害财产权与人身权的行为 

（五）侵权责任方式与侵权责任的承担 

（六）数人侵权行为与责任 

（七）各类侵权责任 

 

第四部分——知识产权法 
一、总论 

（一）知识产权概述 

（二）知识产权法概述 

（三）知识产权制度的历史沿革与发展趋势 

二、著作权与相关权利 

（一）著作权的客体 

（二）著作权的取得与归属 

（三）著作权的内容 

（四）邻接权 

（五）著作权的限制 

（六）著作权的利用 

（七）侵害著作权的法律责任 

三、专利权与其他技术成果权 

（一）专利权的对象 

（二）专利权取得的实质条件 



（三）专利权的归属与变更 

（四）专利权的内容与限制 

（五）专利权的利用 

（六）侵害专利权的法律责任 

（七）植物新品种权和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 

四、商标权与其他商业标记权 

（一）商标权的对象 

（二）商标权的取得和消灭 

（三）商标权的内容和利用 

（四）侵害商标权的法律责任 

（五）其他商业标志保护 

五、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反不正当竞争法 

（一）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概念和特征 

（二）反不正当竞争法与知识产权法的关系 

（三）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责任 

（五）仿冒行为 

（六）商业秘密保护 

六、知识产权国际条约 

（一）知识产权国际条约的起源与发展 

（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 

（三）工业产权国际条约 

（四）著作权国际条约 
 

第五部分——公司法 
一、公司与公司法 

二、公司的类型 

（一）各种类型公司的特征 

（二）不同类型公司之间的区别 

（三）我国公司法中规定的公司类型 

三、公司的设立 

（一）公司设立的效力 

（二）公司设立的登记 

（三）公司的名称、住所 

 (四)公司设立的条件和程序 

四、公司章程 

（一）公司章程的基本制度 

（二）公司章程的效力 

五、公司的能力 

（一）公司的权利能力 

（二）公司的行为能力 

（三）公司的责任能力 

六、公司资本制度 

（一）公司资本的基本概念 



（二）公司的资本制度 

（三）公司资本募集与股份发行 

（四）增资减资 

（五）股东出资与股权 

七、股东权利与公司股权（股份）转让 

（一）股东权利 

（二）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 

（三）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 

八、公司组织机构 

（一）股东（大）会 

（二）董事会 

（三）监事会 

（四）独立董事和经理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与义务 

九、公司债 

（一）公司债的基本制度 

（二）对公司债券持有人的保护 

十、公司税后利润的分配 

十一、公司的合并、分立、终止 

十二、公司的解散与清算 

 

第六部分——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一、环境法总论 

（一）环境法概述 

（二）环境法的基本原则 

（三）环境利用行为的主体及其权利义务 

（四）国家的环境保护义务 

（五）环境基本法与综合性环境法律制度 

二、污染控制法 

（一）污染控制法概述 

（二）环境污染防治法 

（三）物质循环与化学物质环境风险管理法 

（四）能量危害防除法 

三、自然保护法 

（一）自然保护法概述 

（二）自然地域和野生生物保护法 

（三）自然资源法中的自然保护措施 

四、环境责任法 

（一）环境损害救济法 

（二）环境公益诉讼 

（三）危害环境犯罪制裁法 

五、中国与国际环境法 

（一）国际环境法的一般原理 

（二）国际环境法的主要内容 



(除以上内容外，考生还应关注最新民商事立法、相关司法解释和近年来发生的

典型民商事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