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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资料——法律常考八大点

考点一、刑事责任年龄

未满 12 岁 一律不负刑事责任

已满 12 未满 14

（今年新增）

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

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已满14未满 1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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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负刑事责任。

已满 16 周岁 应当负刑事责任

未满 18 周岁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已满 75 周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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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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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二、刑法第十一修正案（新增罪名）

罪名 内容

妨害安全驾

驶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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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

扰公共交通工具正常行驶，危及公共安全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

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前款规定的驾驶人员在行驶的公共交通工具上擅离职守，与他人互殴或者

殴打他人，危及公共安全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有前两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高空抛物罪 从建筑物或者其他高空抛掷物品，情节严重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冒名顶替罪 盗用、冒用他人身份，顶替他人取得的高等学历教育入学资格、公务员录

用资格、就业安置待遇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

袭警罪 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者管制；使用枪支、管制刀具，或者以驾驶机动车撞击等手段，严重危及其人

身安全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侵害英雄烈

士名誉、荣

誉罪

侮辱、诽谤或者以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的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催收非法债

务罪

有下列情形之一，催收高利放贷等产生的非法债务，情节严重的，处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1）使用暴力、胁迫方法

的；（2）限制他人人身自由或者侵入他人住宅的；（3）恐吓、跟踪、骚扰他

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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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三、民法典概述

考点 内容

民法典的通过与公

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于2020年 5月

28 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第 45

号主席令予以公布现予公布。

民法典的生效 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民法典出台后废止

的法律（一法出、

九法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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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法典的特点 中国唯一一个以典命名的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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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四 自然人

自然人 包括公民，外国人和无国籍人。

民

事

权

利

能

力

1、概念：自然人依法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

2、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且一律平等

3、自然人的出生时间和死亡时间，以出生证明、死亡证明记载的时间为准；没有出
生证明、死亡证明的，以户籍登记或者其他有效身份登记记载的时间为准。有其他
证据足以推翻以上记载时间的，以该证据证明的时间为准。
4、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是
胎儿娩出时为死体的，其民事权利能力自始不存在。

民

事

行

为

能

力

1、概念
指自然人能以自己的行为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即自然人
依法独立进行民事活动的资格

2、类型

1、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1）十八周岁以上的自然人

（2）十六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

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2、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1）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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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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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1）不满八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2）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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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五、宪法的历史发展

国外宪法发

展概述

近代意义宪法的发展

（1）英国是最早的宪法性国家，英国宪法是不成文宪法。

（2）美国 1787 年宪法是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典型的体现分权制衡。

（3）法国 1791 年宪法是欧洲大陆第一部成文宪法，以《人权宣言》为序言，

以人权保障为特点。

近代中国宪

法发展

国内宪法的发展历史

（1）1908 年清政府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是中国的第一部宪法性文件。

（2）1912 年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具有“宪法”性质的根本大法，

是中国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性文件。

临时宪法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一九四九年》，也称《共同纲领》，或

称临时宪法。1949 年颁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虽不是真

正意义上的宪法，却为宪法的订立奠定了基础。（不是宪法，但是是宪法性

文件）

四部宪法 1954 年《宪法》、1975 年《宪法》、1978 年《宪法》、1982 年《宪法》

宪法修正案 1988 年、1993 年、1999 年、2004 年和 2018 年修正案。

宪法的制定

主体
全体人民

宪法的制定

机关
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

宪法的修改

全面修改：1975、1978、1982

部分修改：1988、1993、1999、2004、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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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六 各国家基本制度

名称 内容

国体

国家性质

人民民主专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

境内外敌对势力和犯罪分子实行专政。

政体

政权组织形式

根本政治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1）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核心内容）；

（2）人民在民主基础上选派代表，组成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作为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

（3）国家监察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由人民代表大会产

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

（4）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人民代表大会

对人民负责。

国家结构形式 单一制

基本政治制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协商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根本制度

基本制度

社会主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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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七、行政复议

考点 内容

基本原则 （一）一级复议原则 （二）书面复议原则 （三）不停止执行原则

不可复议

范围

（1）国家行为：国防、外交等；

（2）刑事侦查行为：刑事拘留、逮捕等；

（3）内部行政行为：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分或其他人事处理决定；

（4）行政调解行为：行政机关对民事纠纷作出的调解或者其他处理；

（5）行政指导行为。

复议机关

的确定

种类 被申请人 复议机关

两个复议机关情形 政府工作部门 同级政府或上级主管部门

一个复议机关情形 省级以下政府 上级政府

国家垂直领导机关 上级主管部门

政府派出机关 设立该派出机关的政府

被授权组织 直接管理该组织的机关

自己做复议机关情形 省级政府和部级单位 省级政府和部级单位自己

特别情况 被撤销机关的继承机关 继承机关的上级机关

多个行政机关 共同上级机关

派出机构 机构主管部门或该主管部

门同级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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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八、劳动者的权益保护

平等保护 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视。妇女享有

与男子平等的就业权利。在录用职工时，除国家规定的不适合妇女的工种

或者岗位外，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妇女或者提高对妇女的录用标准。

未成年工的规

定

禁止用人单位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文艺、体育和特种工艺除外

工作时间与休

息

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四

十四小时的工时制度。用人单位应当保证劳动者每周至少休息一日。

工资 国家实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最低工资的具体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规定，报国务院备案。

劳动环境安全

与卫生

用人单位必须为劳动者提供符合国家规定的劳动安全卫生条件和必要的

劳动防护用品，对从事有职业危害作业的劳动者应当定期进行健康检查。

特殊保护 禁止安排女职工和未成年工从事矿山井下、国家规定的第四级体力劳动强

度的劳动和其他禁忌从事的劳动。不得安排女职工在经期从事高处、低温、

冷水作业和国家规定的第三级体力劳动强度的劳动、在怀孕期间从事国家

规定的第三级体力劳动强度的劳动和孕期禁忌从事的劳动。用人单位应当

对未成年工定期进行健康检查。

社会福利 国家发展社会保险事业，建立社会保险制度，设立社会保险基金，使劳动

者在年老、患病、工伤、失业、生育等情况下获得帮助和补偿。劳动者在

下列情形下，依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退休；患病、负伤；因工伤残或者

患职业病；失业；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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