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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一） 合同法的概念、适用范围和基本原则 1.熟悉合

同法的概念 合同法有形式意义上的合同法和实质意义上的合

同法。形式意义上的合同法是指以法律的形式所表现的合同

法；实质意义上的合同法是所有调整合同关系的法律规范的

总称。 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合同法是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

、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合同关系的法

律规范的总称，但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

，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不属于合同法的调整范畴（注意）

。 2.掌握合同法的各项基本原则 （1） 平等原则 （2） 意思

自治原则 （3） 公平原则 （4） 诚实信用原则 （5） 合法性原

则 （二） 合同的概念、特征与分类 1.掌握合同的概念和不同

的分类 概念：合同，又可以称为契约，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

、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关系的协

议。 特征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例题1】合同的特征包括（ 

）。（2005年多选考题） A.合同是双方或多方的民事法律行

为 B.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 C.合同当事人可以通过

合同规避法律规定的义务 D.合同是两个以上当事人的意思表

示相一致的民事法律行为 E.合同是以发生民事法律后果为目

的的协议 【答案】ABDE 合同的分类：按照不同的标准，可

以对合同进行不同的分类，书上列举了九种不同的分类方法

。 【例题2】根据合同成立是否以交付标的物为要件，可将

合同分为（ ）。（2005年单选考题） A.有偿合同和无偿合同



B.诺成性合同和实践性合同 C.要式合同和不要式合同 D.主合

同和从合同 【答案】B 【例题3】各国法律均对格式合同进行

限制，其限制方法包括（ ）。（2005年多选考题） A.行业协

会自律 B.行政规制 C.立法规制 D.司法规制 E.舆论监督 【答案

】ABCD 【解析】教材重点介绍了根据合同条款是由单方面

事先决定还是双方协商确定，合同可以分为商议合同和格式

合同。因为格式合同也有一定的弊端，所以各国法律均对格

式合同进行限制，限制的方法主要是四种。2004年试卷也出

了有关格式合同的题。 （三） 合同的订立 1. 掌握合同当事人

的主体资格、订立的程序 当事人的主体资格： 根据我国合同

法的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应当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

和民事行为能力。 （1） 自然人：在我国，自然人基本上与

公民等同。公民订立合同的主体资格是指公民应具有相应的

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是从公

民出生起到死亡时止；公民的民事行为能力可以分为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和无民事行为能力三类（注

意具体的规定）。 （2） 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

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

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都是从法人成立时产

生，到法人终止时消灭。我国的《民法通则》规定了法人应

该具备的条件。 （3） 其他组织：指非法人组织，主要包括

非法人企业、非法人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个体工商

户和农村承包经营户。 合同订立的程序： 合同的订立一般程

序从法律上可以分为要约和承诺两个阶段。 （1） 要约。是

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发出要约的一方为要约人

，接受要约的一方为受要约人。 （2） 承诺。是受要约人同



意要约的意思表示。 2. 熟悉要约、承诺的具体内容 要约应当

符合下列规定： （1） 内容具体确定，要求必须具备未来合

同的主要条款，一旦对方承诺，就能使合同成立。 （2） 表

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 注意区分

要约与要约邀请。 承诺必须符合的条件： （1） 承诺必须由

受要约人作出 （2） 承诺必须在合理期限内向要约人作出 （3

） 承诺的内容应当与要约的内容一致 并且熟悉要约与承诺的

生效以及撤消、撤回的有关规定。 【例题4】要约人对要约

的（ ）作出变更是对要约内容的实质性变更。（2004年真题

） A.标的 B.价款或报酬 C.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 D.违约责任

E.当事人的联系方式和通讯地址 【答案】ABCD 3. 掌握合同

的成立、委托订立合同等 合同成立是指合同订立过程的完成

，即当事人经过平等协商对合同的基本内容达成一致意见。

以及不同的生效时间和生效地点。 委托订立合同： （1） 代

理的概念、特征 （2） 代理的种类和委托代理的形式和内容 

（3） 表见代理 【例题5】下列关于代理的提法中，不正确的

是（ ）。（2004年真题） A.在代理权限内，代理人应以自己

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B.在代理权限内，代理人应以被代

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C.代理关系主体包括代理人、

被代理人和相对人 D.被代理人对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 【答

案】A （四） 合同的效力 1. 掌握合同效力的含义 合同效力包

括合同的生效与合同的成立。合同的成立，是指当事人经过

要约和承诺，意思表示一致而达成协议；合同的生效，是指

已依法成立的合同，发生相应的法律效力。 2. 熟悉合同的生

效要件和时间 合同生效要件是指已经成立的合同发生法律效

力所应具备的法律条件： （1） 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



能力 （2） 意思表示真实 （3） 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

益 （4） 合同必须具备法律所要求的形式 依法成立的合同，

自成立时生效，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 3. 

掌握无效合同、可变更或者可撤销合同和效力待定合同的概

念、种类 无效合同，是相对于有效合同而言的，是指合同虽

然已经成立，但因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损

害社会公共利益，被确认为无效。 效力未定的合同。又称为

效力待定的合同，是指已经成立的合同，因其缺乏相应的生

效要件还不能发生法律效力，同时因其欠缺的并非合同生效

的实质性要件，可因其他事实的发生而发生法律效力。可分

为主体不合格的效力未定合同、无权代理人订立的效力未定

合同和无权处分订立的合同。 可变更或者撤消的合同。是指

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不真实的合同。 【例题6】无效合同的特

征不包括（ ）。（2004年真题） A.具有违法性 B.具有不履行

性 C.无效合同自始无效 D.可以解除或者撤消 【答案】D （五

） 合同的内容和形式 1. 了解合同的基本条款的含义 2. 掌握合

同的不同形式 合同的不同形式：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

头形式和其他形式。 （1） 口头形式。是当事人只用语言为

意思表示订立合同，而不是用文字标的协议内容的合同形式

。 （2） 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等可以有

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 从合同的各种形式来讲，一般书

面形式优于口头形式，特殊书面形式优于一般书面形式。 （

六） 合同的履行与违约责任 1. 熟悉合同履行的概念和合同履

行的基本原则 合同履行是指当事人按照合同约定全面、适当

地履行自己的义务，是债权人的合同债权得到完全实现。 合

同履行的基本原则： （1）全面履行原则 （1） 诚实信用原则



（2） 协作履行原则 （3） 经济合理原则 2. 掌握违约责任的

概念、承担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和构成要件 违约责任，是指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

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采取以严格责任为原则，以过错责任为

补充的违约责任归责原则。 3. 掌握违约责任的各种形式 承担

违约责任的方式主要包括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赔偿损

失、支付违约金和支付定金等。 （七） 合同的变更和转让 1.

熟悉合同变更和转让的概念、程序、条件和效力 合同的变更

是指在合同成立后，尚未履行或尚未完全履行以前，当事人

就合同的内容达成修改和补充的协议。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合同的转让也就是合同设定的权利义务转让，是指在不改变

合同内容和标的的情形下，合同关系的主体变更。 （八） 合

同的权利义务终止 1.熟悉合同权利义务终止的概念、原因、

效力 合同权利义务终止，也就是合同的终止，当事人之间的

权利义务关系消灭。 合同终止的法定情形有七种。（见教材

） 合同的解除具有五个方面的特点。（见教材） 【例题7】

下列关于合同解除的叙述中，正确的是（ ）。（2005年单选

考题） A.合同解除适用于无效合同 B.合同解除的条件必须是

法定的 C.合同解除的条件必须是约定的 D.合同解除必须有解

除行为 【答案】D （九） 合同纠纷的解决途径和诉讼时效 1. 

了解合同纠纷解决的途径 合同纠纷发生之后，当事人寻求解

决途径有四种：和解、调解、诉讼和仲裁。 2. 熟悉合同纠纷

的诉讼时效 合同纠纷的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在法定期间内不

行使权利及丧失请求法院依诉讼程序强制义务人履行义务的

权利。 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

。 因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和技术进出口合同争议提起诉讼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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