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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42/2021_2022_2007_E5_B9_

B4_E5_9B_BD_c36_242539.htm 【2006年】基本要求 系统掌握

民事诉讼法的理论体系和规范体系；正确理解民事诉讼法学

的基本概念的内涵，明确相近概念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深入

理解民事诉讼法学的基本原理；正确把握民事诉讼法的基本

原则、程序和制度的具体内容，理解和掌握各基本原则、各

种程序和制度之间的相互联系；熟悉民事诉讼法和有关的司

法解释中的重要规定，并懂得实际运用，正确分析具体的案

例。 【2007年】删除 第一章 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法 基本要

求： 了解民事纠纷、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法的概念、特点，

以及我国民事诉讼法的性质、任务和效力范围。 理解民事诉

讼法与相关法律部门之间的关系。 熟悉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的

相关原理并能够运用。【2007年新增】 考试内容： 第一节 民

事诉讼 民事纠纷 民事纠纷的解决方式（内容 特点 不同的解

决民事纠纷方式的区别点） 来|自：法|律教 育网 民事诉讼的

特征（公权性 强制性 程序性） 第二节 民事诉讼法 民事诉讼

法的概念（狭义的民事诉讼法 广义的民事诉讼法） 民事诉讼

法的性质（民事诉讼法是基本法 民事诉讼法是部门法 民事诉

讼法是程序法） 民事诉讼法的任务民事诉讼法的效力（对人

的效力 对事的效力 空间上的效力） 民事诉讼法与相邻法律部

门 的关系（与民法等民事实体法的关系 与刑事诉讼法、行政

诉讼法的关系 与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关系 与海事诉讼特别程序

法的关系） 第二章 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与基本制度 基本要

求： 了解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与基本制度的含义与作用、知



晓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基本原则与基本制度有哪些。 理解民

事诉讼法各特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的基本内容。 熟悉民

事诉讼法各特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在民事诉讼中的体现

，并能具体举例说明。【2007年新增】 考试内容：法律教育

网 http://www.chinalawedu.com 第一节 基本原则 民事诉讼法基

本原则概述 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原则（含义 内容 法院对诉讼

权利平等的保障） 同等原则与对等原则（同等原则 对等原则 

两者之间的关系） 法院调解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调解应当自

愿 调解应当合法 贯彻调解原则应当注意的问题） 辩论原 则

（含义 内容对辩论权行使的保障） 处分原则（含义 内容 法

院对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保障） 检察监督原则（含义 检察监

督的对象、方式） 支持起诉原则（含义支持起诉的条件） 第

二节 基本制度 合议制度（合议的概念与内容 合议制度的适用

范围 合议制在不同审判程序中的运用） 回避制度（回避的含

义 回避的适用范围回避适用的具体情形 回避的法律后果） 公

开审判制度（内容 公开审判的范围与例外 公开审判与开庭审

理的关系） 来自：法。律教 育网 两审终审制度（内容两审终

审之例外） 第三章 主管与管辖 基本要求： 了解民事诉讼主

管、民事诉讼各类管辖的概念、管辖权异议和管辖恒定的概

念。 理解确定民事诉讼管辖的原则、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民

事诉讼各类管辖的具体内容、不同类别管辖之间的关系。 熟

悉各类管辖适用的条件，并能够结合实践情况运用。【2007

年新增】 考试内容： 第一节 民事诉讼主管法律教育网

http://www.chinalawedu.com 民事诉讼主管概述 民事诉讼主管

的标准 法院民事诉讼主管的范围 第二节 管辖概述 管辖的概

念 管辖恒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管辖恒定的有关司法解释） 



专门法院的管辖 第三节 级别管辖 级别管辖的概念与依据 各

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民事案件 第四节 地域管辖 地域管辖

的概念与依据 一般地域管辖（一般地域管辖的原则规定 一般

地域管辖的例外规定） 特殊地域管辖（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

对特殊地域管辖的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特殊地域管辖

的相关司法解释） 专属管辖共同管辖、选择管辖与合并管辖

协议管 辖（概念条件） 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提出异议的管辖问

题 第五节 裁定管辖 移送管辖（移送管辖的概念 适用移送管

辖的条件） 指定管辖（指定管辖的概念 适用指定管辖的情形

） 管辖权转移（管辖权转移的概念 管辖权转移的适用 管辖权

转移与移送管辖的区别） 第六节 管辖权异议 管辖权异议的概

念 管辖权异议的条件 法院对管辖权异议的处理 第四章 诉 基

本要求： 了解诉的概念与特征、反诉的特征。 理解诉的要素

、诉的种类、诉的合并与分离。 熟悉划分诉的种类的标准、

反诉的条件，并能够结合实际确定反诉的构成。【2007年新

增】 考试内容： 第一节 诉的概念与特征 诉的概念 诉的特征 

第二节 诉的要素 当事人 诉讼标的（概念 诉讼标的与诉讼标

的物的区别 诉讼标的与诉讼请求的关系） 诉的理由 第三节 

诉的分类 确认之诉（内容 特点） 给付之诉（内容 特点） 变

更之诉（内容 特点） 第四节 反诉 反诉的概念 反诉的特征（

反诉是独立的诉讼请求 反诉与本诉之间有一定的牵连关系 反

诉提出的目的是吞并、抵销本诉） 反诉与反驳的区别 反诉的

条件（由本诉的被告向本诉的原告提出 反诉应当在本诉的进

行中提出 反诉应当向受理本诉的法院提出，且受 诉法院对反

诉具有管辖权 反诉与本诉必须适用同一种诉讼程序） 来。自

：法。律教育 网 反诉的审理 第五节 诉的合并与分离 诉的合



并 诉的分离 第五章 当事人 基本要求： 了解民事诉讼各类当

事人的概念、特点。 理解司法解释中对当事人地位确定的相

关内容。 熟悉各类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地位，并能够结合实践

确定不同的民事主体在诉讼中的地位。【2007年新增】 考试

内容：法律教育网 http://www.chinalawedu.com 第一节 当事人

概述 当事人的概念与特征 诉讼权利能力与诉讼行为能力（诉

讼权利能力与民事权利能力的关系 诉讼行为能力与民事行为

能力之间的关系） 当事人适格（含义 当事人适格的标准 当事

人适格与诉讼权利能力的关系 当事人适格与新型诉讼） 当事

人的诉讼权利与诉 讼义务当事人的变更 第二节 原告与被告 

原告与被告的概念 原告和被告地位的确定（通常情况下原告

与被告诉讼地位的确定 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中有关原

告与被告地位的确定） 第三节 共同诉讼 共同诉讼的概念 共

同诉讼的特征 共同诉讼人的概念 必要共同诉讼（概念 类型 

共同诉讼人诉讼地位的确定 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中关

于必要共同诉讼中共同诉讼人地位的确定的规定 必要共同诉

讼中共同诉讼人的内部关系 法院对必要共同诉讼的审理和裁

判） 普通共同诉讼（普通共同诉讼的概念和特征普通共同诉

讼的构成要件 普通共同诉讼人的内部关系 证券市场虚假陈述

案件诉讼的共同诉讼适用） 第四节 诉讼代表人 诉讼代表人概

述（代表人诉讼的概念 诉讼代表人的概念 诉讼代表人制度的

性质） 诉讼代表人（诉讼代表人的产生 诉讼代表人的权限 诉

讼代表人的更换） 代表人诉讼的种类（人数确定的代表人诉

讼 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 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的程 

序（公告 登记 裁判的效力） 第五节 第三人 第三人的概念和

特征（第三人的概念 第三人的特征） 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含义 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的条件 有独立请求权第

三人的诉讼地位 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与必要共同诉讼中共同

原告的区别） 来1自：法 律-教育网 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含

义 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的条件 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

的诉讼地位 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与必要共同诉讼中共同被告

的区别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地位

的规定） 第六章 诉讼代理人 基本要求： 了解诉讼代理人的

概念与诉讼代理人的种类。 理解诉讼代理人的诉讼代理权的

取得、诉讼代理权的权限范围、诉讼代理权消灭的情况。 熟

悉诉讼代理人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2007年新增】 考试内

容： 第一节 诉讼代理人概述 诉讼代理人的概念 诉讼代理人

的种类 民事诉讼代理制度的作用 第二节 法定诉讼代理人 法

定诉讼代理人的概念 法定诉讼代理人的范围 法定诉讼代理人

的代理权限 法定诉讼代理权的取得 法定诉讼代理权的消灭 第

三节 委托诉讼代理人法律教育网 http://www.chinalawedu.com 

委托诉讼代理人的概念 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范围 委托诉讼代理

人的权限 委托诉讼代理权的产生 委托诉讼代理权的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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