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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法律硕士考研考试大纲变动
专业基础课——刑法学

章节 18 大纲 19年大纲

第三章第一节 P7
犯罪主体、犯罪的主观方面、

犯罪客体、犯罪的客观方面
P7

修改为“犯罪客体、犯罪的客观方面、犯

罪主体、犯罪的主观方面”

第三章第四节 P9

刑事责任年龄的概念到“司法

解释中对未成年人刑事贵任的

规定”。

P8

在“司法解释中对未成年人刑事贵任的规

定”后增加“我国刑法对老年人刑事贵任

的规定”

第七章第二节 P13

继续犯的概念；继续犯的特征；

继续犯的意义；继续犯的处断

原则。

P12

“继续犯的意义”修改为“继续犯的类

型”；‘继续犯的类型”后增加“继续犯的

法律后果”

第十四章第二节 P18
分裂国家罪；煽动分裂国家罪，

间谍罪，……
P18 在“煽动分裂国家罪”后增加“叛逃罪”

第十六章第二节 19
……，生产、销售假药罪，走

私普通货物、物品罪，……
P19

在“生产、销售假药罪”后增加“生产、

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第十七章第二节 P20

……；故意伤害罪，强奸罪，

强制猥亵罪，强制侮辱妇女

罪，……，虐待罪，遗弃罪等

犯罪的概念、……

P20

在“故意伤害罪”后增加“组织出:卖人

体器官罪”；“强制猥亵罪，强制侮辱妇女

罪”修改为“强制猥褒、侮辱罪”；在“虐

待罪”后增加“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

第十八章第二节 P20
……，敲诈勒索罪、故意损坏

罪等概念、……
P20

在“故意毁坏财物罪”后增加“破坏生产

经营罪”

第十九章第二节 P21

……，赌博罪，伪证罪，虚假

诉讼罪，……，……，逃脱罪，

医疗事故罪，……

P20

“赌博罪”后增加“开设赌场罪”；在“伪

证罪”后增加“妨害作证罪”；在“脱逃

罪”后增加“组织他人偸越国（边）境罪”

专业基础课——民法学

章节 18 年大纲 19年大纲

第七章第二节 P28
二、本代理和复代理

三、直接代理和间接代理
P28

“复代理”修改为“再代理”；“直接代理

和间接代理”修改为“显名代理和隐名代

理”

第十七章第四节 P36 三、可变更、可撤销合同 P36
“可变更、可撤销合同”修改为“可撤销

合同”

第二十章第二节
P40 一、法定继承的概念与特征” P40

“一、法定继承的概念与特征”修改为

“一、法定继承的概念和特征”

第二十一章第一

节
P41

三、侵权责任与行政责任、刑

事责任的聚合
P41

删除“侵权责任与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的

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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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课——法理学

章节 18 年大纲 19 年大纲

第一章第一节 P54 P54
在“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特征”后增加“坚持用

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法学。

第六章第三节 P58 当代中国法律体系的完善 P58
修改为“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

完善”

第七章第一节 P59 我国现行的立法体制 P59 后增加“《立法法》的主要修改内容与意义”

第七章第二节 P59 立法遵循宪法 P59 后增加“依法立法”

第八章第三节 P60

三、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提高

司法公信力

P60

修改为“三、提高司法公信力”；

司法体制改革；司法公信力

修改为“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落实司

法贵任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提高司法

公信力”

第八章第五节 P61 社会监督 P61
后增加“《国家监察法》制定的意义、指导思

想与主要原则”

第九章

P61
第一节的内容拆分为两节

P61

第一节的内容拆分为两节，具体修改如下：

“第一节法律职业

一、法律职业的概念

法律职业的含义；法律职业的特点。

二、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制度

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制度的意义；法律

职业人员的范围；法律职业任职条件。

第二节法律职业伦理

一、法律职业伦理的概念与特点、

法律职业伦理的含义；法律职业轮理的特点。

二、法律职业伦理的主辜寄

审判伦理；检察伦理；律师伦理。”

标题“第二节 法律解释” 修改为“第三节 法律解释”

P61
-62

原第三节、第四节合并为一节
P61
-62

原第三节、第四节合并为一节，具体修改如下：

标题“第三节法律推理”修改为“第四节 法律

推理与论证”

删除标题“第四节 法律论证”，将第四节下的

小标题“一、法律论证的概念”修改为“三、

法律论证的概念”；

“二、法律论证的正当性标准”修改为“四、

法律论证的正当性标准”
第十二章第一
节 P63 社会主义法治的发展历程 P63 修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发展历程”；

第十二章第二
节 P64

完备良善的法律规范体系；公

正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科学

严密的法 治监督体系；充分

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

P64
修改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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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

第十三章第一
节

P64 标题“二、法与社会和谐” P64 修改为“二、法与社会和谐、社会治理”；
P64 “当代中国法律在建构和谐 P64 修改为“当代中国法治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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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中的地位；当代中国法律

在建构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用；当代中国法治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第十三章第四
节 P65

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与建

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P65
修改为“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

法治文化”；
法与社会主义道德的关系 修改为“社会主义法与社会主义道德的关系”

综合课——中国宪法学

章节 18 年大纲 19 年大纲

第一章第一节 P66
四、宪法与宪政

P66
修改为“四、宪法与依宪制国”；

宪政的含义 修改为“依宪治国的含义”；
宪法与宪政的关系 修改为“宪法与依法治国的关系”

第三章第一节

P68 四、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 P68
修改为“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

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

P68
政治文明的含义；精神文明的

含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

“三个文明’的协调发展”

P68
修改为“物质文明的含义；政治文明的含义；

精神文明的含义；社会文明的 含义；生态文

明的含义；‘五个文明’的协调发展”

第五章

P72

第六节 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

院

P72 修改为“第七节 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P72 P72

在该节前面增加一节，具体内容如下：

第六节监察委员会

一、监察委员会的性质和地位

二、监察委员会的组成和任期

三、监察委员会的领导体制

四、监察委员会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执

法部门的关系；

P72 第七节 地方国家机关 P73
修改为“第八节 地方各级人大和地方各级人

民政府”

综合课——中国法制史

章节 18 年大纲 19 年大纲

第三章第三节
P77 五、司法制度 P77

在“五、司法制度”的内容后增加“六、辽夏

金法律制度 辽朝法律制度；西夏法律制度；金

朝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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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扫一扫 听 2019 法硕大纲变动讲解

2019 年法律硕士考研考试大纲——刑法修改
一、刑法关于老年人的规定

《刑八》：（1）在刑法第十七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七条之一：“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故意

犯罪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过失犯罪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2）在刑法第四十九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审判的时候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不适用

死刑，但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

（3）将刑法第七十二条修改为：“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

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

应当宣告缓刑：

（一）犯罪情节较轻；

（二）有悔罪表现；

（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

（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

（4），2010 年最高法《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 21 条作了规定，即“对于

老年人犯罪，要充分考虑其犯罪的动机、目的、情节、后果以及悔罪表现等，并结合其人身危

险性和再犯可能性，酌情从宽处罚。”

二、叛逃罪

《刑法》第一百零九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履行公务期间，擅离岗位，叛逃境外或者在境外

叛逃，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掌握国家秘密的国家工作人员犯前款罪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1）概念：叛逃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履行公务期间，擅离岗位，叛逃境外或者在境外

叛逃的行为。

（2）构成：①客体：国家安全，即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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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客观方面：履行公务期间，擅离岗位、叛逃境外或者在境外叛逃的行为。

③主体：特殊主体，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及掌握国家秘密的国家工作人员。

④主观方面：故意，即明知自己的叛逃行为会发生危害国家安全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

种结果发生。

三、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第一百四十四条 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或者销售明知掺有

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销售金额百

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对人体健康造

成严重危害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

致人死亡或者对人体健康造成特别严重危害的，依照本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的规定处罚。

（1）概念：生产者、销售者违反国家食品卫生管理法规，故意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

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或者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行为。

（2）构成：①客体：复杂客体，即国家对食品卫生的管理制度以及不特定多数人的身体健康

权利；

②行为人在违反国家食品卫生管理法规，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或者

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行为；

③一般主体，任何单位以及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都可以构成，既包括

合法的食品生产者、销售者，也包括非法的食品生产者、销售者；④故意，一般是出于获取非

法利润的目的。过失不构成本罪。

四、组织出卖/贩卖人体器官罪

《刑八》第 37 条：在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三十四条之一：“组织他

人出卖人体器官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

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未经本人同意摘取其器官，或者摘取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的器官，或者强迫、欺骗他人捐献器

官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违背本人生前意愿摘取其尸体器官，或者本人生前未表示同意，违反国家规定，违背其近亲

属意愿摘取其尸体器官的，依照本法第三百零二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1）概念：指在征得被害人同意或者承诺，组织出卖人体器官以获得非法利益。行为犯。

（2）构成：①客体：复杂客体，既侵犯了器官出卖者的身体健康权，也危害了国家有关器官

移植的医疗管理秩序；

②客观方面：组织他人进行出卖人体器官的行为；

③主体：一般主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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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满 16 周岁的人不是本罪的主体；

④主观方面：故意，过失不能构成本罪。

五、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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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九》第 19 条：在刑法第二百六十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六十条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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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节恶劣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

前款的规定处罚。

“有第一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1）概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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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节恶劣的行为。

（2）构成类比虐待罪，就是把犯罪对象换一下

六、破坏生产经营罪

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条 由于泄愤报复或者其他个人目的，毁坏机器设备、残害耕畜或者以其

他方法破坏生产经营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

以下有期徒刑。

（1）概念：指由于泄愤报复或者其他个人目的，毁坏机器设备、残害耕畜或者以其他方法破

坏生产经营的行为。

（2）构成：①客体：生产经营的正常活动（范围广泛）；

②客观方面：以毁坏机器设备、残害耕畜或其他方法破坏生产经营的行为；

③主体：一般主体。凡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且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构成本罪；

④主观方面：直接故意，并且具有泄愤报复或者其他个人目的。

七、开设赌场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三条规定：以营利为目的，聚众赌博或者以赌博为业的，处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

开设赌场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

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概念：开设赌场罪是指客观上是否具有聚众赌博、开设赌场、以赌博为业的行为。

（2）构成：①客体是正常的社会管理秩序；

②客观万面表现为聚众赌博、以赌博为业和开设、经营赌场的行为；

③本罪主体为一般主体，只要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能构成本

罪；

④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并且以营利为目的。

八、妨害作证罪

（1）概念：妨害作证罪（刑法第 307 条第 1款），是指采用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阻止证人

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行为。

（2）构成：①客体：国家司法机关的正常诉讼活动和公民依法作证的权利。采用暴力或威胁

手段妨害证人作证的，还侵害了公民的人身权利，是复杂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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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实施了采用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阻止证人依法作证或者指使他人

作伪证的妨害作证行为；

③一般主体，凡是年满 16 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都可以成为妨害作证罪的主体。

司法工作人员犯妨害作证罪的，从重处罚；

④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且为直接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自己妨害证人作证的行为会妨害国家司

法机关正常的诉讼活动和他人的作证权利或人身权利，仍决意实施妨害作证行为，希望这种社

会危害性的发生，行为人往往出于个人利益或他人利益之动机。

九、组织他人偸越国（边）境罪

（1）概念：以营利为目的，积极为他人偷越国（边）境出谋划策的行为。行为犯

（2）构成：①客体：国家的出入国(边)境管理制度；

②客观方面：非法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的行为。所谓组织，是指采取煽动、串连、拉拢、

引诱、欺骗、强迫等手段，策划联络安排他人偷越国（边）境；

③一般主体，即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实施了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行为

的自然人。单位不能成为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的主体；

④直接故意、其主观目的是要将他人非法送出或引进国（边）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