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国家司法考试大纲----国际私法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

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2/2021_2022_2007_E5_B9_

B4_E5_9B_BD_c36_482158.htm 第一章 国际私法概述 基本要求

： 了解国际私法的名称、定义和调整对象。 理解国际私法与

国际私法学之间的关系、国际私法的国内法渊源和国际法渊

源。 熟悉国际私法规范、国际私法调整国际民商事法律关系

的方法并能够运用。 考试内容： 第一节 国际私法的概念 国

际私法的名称（法则区别说 私国际法 国际私法 冲突法） 国

际私法的调整对象（国际民商事法律关系 国际私法调整国际

民商事法律关系的方法）国际私法的定义 国际私法与国际私

法学 第二节 国际私法的范围 在国际私法范围上的不同主张 

国际私法的规范（外国人的民商事法律地位规范 冲突规范 国

际统一实体私法规范 国际民商事争议解决规范） 第三节 国际

私法的渊源 国内法渊源（国内立法 国内判例 司法解释） 国

际法渊源（国际条约 国际惯例） 第二章 国际私法的主体 基

本要求： 了解自然人、法人、国家、国际组织的国际私法主

体资格，外国人的民商事法律地位。 理解自然人的国籍、住

所、居所以及法人的国籍、住所、营业所在国际私法上的意

义，国家及其财产豁免问题的产生与发展，国际组织在国际

民商事交往中的特权与豁免。 熟悉自然人国籍的积极冲突和

消极冲突及其解决，自然人住所的积极冲突和消极冲突及其

解决，外国法人的认可规则，国家及其财产豁免制度以及关

于外国人的民商事法律地位的制度并能够运用。 考试内容： 

第一节 自然人 自然人的国际私法主体资格 自然人的国籍（自

然人国籍的积极冲突的解决 自然人国籍的消极冲突的解决） 



自然人的住所（自然人住所的积极冲突的解决 自然人住所的

消极冲突的解决） 自然人的居所 第二节 法人 法人的国际私

法主体资格法人的国籍（法人国籍的确定 中国在实践中确定

法人国籍的做法） 法人的住所 法人的营业所 外国法人的认可

（外国法人认可的概念 外国法人认可的方式 外国法人在中国

的认可） 第三节 国家 国家的国际私法主体资格 国家及其财

产豁免（国家及其财产豁免的概念 国家及其财产豁免问题的

产生 国家及其财产豁免权的内容 关于国家及其财产豁免的理

论 国家及其财产豁免与国家的民商事法律责任 中国的实践） 

第四节 国际组织 国际组织的国际私法主体资格 国际组织在国

际民商事交往中的特权与豁免（国际组织的特权与豁免的产

生与发展 国际组织享有特权与豁免的根据 国际组织在国际民

商事交往中的特权与豁免的内容） 第五节 外国人的民商事法

律地位 外国人的民商事法律地位概述 关于外国人的民商事法

律地位的制度（国民待遇 最惠国待遇优惠待遇）外国人在中

国的民商事法律地位 第三章 法律冲突、冲突规范和准据法 基

本要求： 了解法律冲突的概念和类型，冲突规范的概念、结

构和类型，准据法的概念。 理解国际民商事法律冲突的产生

和特点，冲突规范的特性，准据法的特点。 熟悉国际民商事

法律冲突的解决方法，准据法的选择方法以及准据法的确定

并能够运用。 考试内容： 第一节 法律冲突 法律冲突的概念

和类型（法律冲突的概念 法律冲突的类型） 国际民商事法律

冲突的产生和特点（国际民商事法律冲突的产生 国际民商事

法律冲突的特点） 国际民商事法律冲突的解决方法（冲突法

解决方法 实体法解决方法） 第二节 冲突规范 冲突规范的概

念（冲突规范的名称和定义 冲突规范的特性） 冲突规范的结



构（中突规范的构成 连结点 系属公式） 冲突规范的类型（单

边冲突规范 双边冲突规范 重叠适用的冲突规范 选择适用的冲

突规范） 第三节 准据法 准据法的概念和特点（准据法的概念

准据法的特点） 准据法的选择方法 准据法的确定（区际法律

冲突与准据法的确定 人际法律冲突与准据法的确定 时际法律

冲突与准据法的确定） 第四章 适用冲突规范的制度 基本要求

： 了解适用冲突规范的各种传统制度（识别、反致、外国法

的查明、公共秩序保留和法律规避）的概念、内容以及我国

的相关法律规定。 理解适用冲突规范的各种传统制度的作用

和它们导致的结果。 熟悉适用冲突规范的各种传统制度并能

够运用。 考试内容： 第一节 识别 识别的概念及其法律意义 

识别的依据（依法院地法识别 依准据法识别） 第二节 反致 

反致的概念和类型（直接反致 转致 间接反致 完全反致） 反

致问题的产生 关于反致的实践 中国关于反致的规定 第三节 

外国法的查明和解释 外国法的查明的概念 外国法的查明方法 

无法查明外国法时的解决办法 外国法的错误适用（适用内国

冲突规范的错误 适用外国法本身的错误） 外国法的解释 中国

关于外国法的查明的规定 第四节 公共秩序保留 公共秩序保留

的概念及其法律意义 关于公共秩序保留的实践 中国关于公共

秩序保留的规定 第五节 法律规避 法律规避的概念 法律规避

的效力 法律规避的对象 中国关于法律规避的规定 第五章 国

际民商事关系的法律适用 基本要求： 了解各种常见的民商事

法律关系类型中的法律冲突以及我国法律中的相关规定。 理

解各种类型的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中的冲突法规则。 熟悉我

国现行法律中的各种冲突法规则并能够运用。 考试内容： 第

一节 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 自然人权利能力的法律适用（自然



人权利能力的法律冲突 自然人权利能力的法律适用） 自然人

行为能力的法律适用（自然人行为能力的法律冲突 自然人行

为能力的法律适用） 法人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法律适用（

法人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法律冲突 法人权利能力和行为能

力的法律适用） 第二节 物权 物之所在地法原则（物之所在地

法原则的含义和理论依据 物之所在地法的适用范围 物之所在

地法适用的例外） 物权关系的法律适用（动产物权的法律适

用 不动产物权的法律适用） 国有化及其补偿问题 第三节 债

权 合同的法律适用（合同准据法的概念分割论与单一论 主观

论与客观论 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 客观标志说 最密切联系原则

特征性履行方法 中国关于合同法律适用的规定） 侵权行为的

法律适用（侵权行为地的认定 侵权行为的法律冲突 一般侵权

行为的法律适用 特殊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 中国关于侵权行为

法律适用的规定）第四节 商事关系 票据关系的法律适用（票

据当事人能力的法律适用 票据行为方式的法律适用 票据追索

权行使期限的法律适用 持票人责任的法律适用 票据丧失时权

利保全程序的法律适用） 海事关系的法律适用（海事关系的

法律冲突 海事关系的法律适用） 民用航空关系的法律适用 第

五节 婚姻与家庭 结婚的法律适用（结婚实质要件的法律适用 

结婚形式要件的法律适用 中国关于涉外结婚的规定） 夫妻关

系的法律适用（夫妻人身关系的法律适用 夫妻财产关系的法

律适用） 离婚的法律适用（离婚案件的管辖权 离婚的法律适

用 中国关于涉外离婚的规定） 父母子女关系的法律适用（婚

生地位的法律适用 非婚生子女准正的法律适用 父母子女关系

的法律适用） 收养的法律适用（收养成立的法律适用 收养效

力的法律适用 收养解除的法律适用 中国关于收养法律适用的



规定） 监护的法律适用 扶养的法律适用 第六节 继承 法定继

承的法律适用（区别制 同一制 继承准据法的适用范围 中国关

于法定继承法律适用的规定） 遗嘱的法律适用（立遗嘱人能

力的法律适用 遗嘱方式的法律适用 遗嘱内容和效力的法律适

用） 无人继承财产归属问题的法律适用（关于无人继承财产

的理论 无人继承财产归属问题的法律适用） 第六章 国际民商

事争议的解决 基本要求： 了解协商、调解、仲裁与诉讼等国

际民商事争议的解决方法和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 理解国际

民商事争议的各种解决方法的运作方式。 熟悉国际民商事争

议的各种解决方法并能够运用。 考试内容： 第一节 国际民商

事争议概述 国际民商事争议的概念和特点（国际民商事争议

的概念 国际民商事争议的特点） 国际民商事争议的类型 国际

民商事争议的解决方式（协商 调解 仲裁 司法诉讼替代争议解

决方式） 第二节 协商和调解 协商（协商的概念 协商的优越

性和局限性 协商的原则） 调解 （调解的概念 调解的类型 调

解的优越性和局限性 调解的原则） 第三节 国际商事仲裁 仲

裁概述（仲裁的概念和特点 仲裁的类型 国际商事仲裁的概念

和特性） 仲裁机构（临时仲裁庭 常设仲裁机构 中国的常设涉

外仲裁机构） 仲裁协议（仲裁协议的概念仲裁协议的类型 仲

裁协议的基本内容 仲裁协议的法律效力 仲裁协议的有效性及

其认定） 仲裁程序（仲裁的申请和受理 仲裁庭的组成 审理 

裁决法律适用） 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承认与执行外国仲

裁裁决的国际公约 中国仲裁机构涉外仲裁裁决在我国的执行 

中国仲裁机构仲裁裁决在外国的承认与执行 外国仲裁裁决在

我国的承认与执行 申请撤销仲裁裁决） 第四节 国际民事诉讼

国际民事诉讼和国际民事诉讼法（国际民事诉讼的概念和特



点 国际民事诉讼法的概念和特点） 外国人的民事诉讼地位（

有关外国人民事诉讼地位的一般原则 外国人在中国的民事诉

讼地位） 国际民事案件管辖权（国际民事案件管辖权概述 确

定国际民事案件管辖权的原则 一事再理与一事两诉 诉讼管辖

权和仲裁管辖权 中国关于国际民事案件管辖权的规定） 国际

民事诉讼的期间 诉讼保全诉讼时效 国际司法协助（司法协助

的概念 司法协助的途径和履行 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制定的相关

公约 双方司法协助协定 中国关于司法协助的规定域外送达的

概念 域外送达的方式 中国关于域外送达文书的规定 域外取证

的概念 域外取证的方式） 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程序和

条件（双边司法协助协定 中国关于外国法院判决承认与执行

的规定） 第七章 区际法律问题 基本要求： 了解区际法律冲

突、区际司法协助的概念和我国的相关规定。 理解我国产生

区际法律冲突和作出区际司法协助安排的原因。 熟悉我国区

际司法协助安排的内容与相关规则并能够运用。 考试内容： 

第一节 区际法律冲突与区际冲突法 区际法律冲突与区际冲突

法的概念 区际法律冲突的解决（区际冲突法解决途径 统一实

体法解决途径） 区际冲突法与国际私法的关系（在区际冲突

法与国际私法关系问题上的理论与实践 区际冲突法与国际私

法的联系与区别） 中国区际法律冲突的解决步骤（中国区际

法律冲突的解决途径 中国区际法律冲突的解决步骤） 第二节 

区际司法协助 中国内地与港澳台地区之间的送达（内地与香

港特别行政区之间的送达 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之间的送达

） 中国内地与港澳台地区之间的调查取证 中国内地与港澳台

地区相互执行法院判决 中国内地与港澳台地区相互执行仲裁

裁决 附录：法律法规目录 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子女



登记办法 （1999年5月12日国务院批准 l999年5月25日民政部

发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民商事案件诉讼管辖若干问题

的规定 （2001年l2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03次会

议通过 2002年2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告公布 自2002年3月1日

起施行） 法释[2002]5号 关于向国外送达民事或商事司法文书

和司法外文书公约 （1965年11月15日订于海牙） 关于从国外

调取民事或商事证据公约 （1970年3月18日订于海牙 1988年1

月1日生效） 最高人民法院、外交部、司法部关于执行《关

于向国外送达民事或商事司法文书和司法外文书公约》有关

程序的通知 （1992年3月4日） 外发[1992]8号 最高人民法院、

外交部、司法部关于我国法院和外国法院通过外交途径相互

委托送达法律文书若干问题的通知 （1986年8月14日） 外

发[1986]47号 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外交部关于印发《关

于执行海牙送达公约的实施办法》的通知 （1992年9月19日）

司发通[1992]093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向外国公司送达司法文

书能否向其驻华代表机构送达并适用留置送达问题的批复 

（2002年6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25次会议通过

2002年 6月18日公布 自2002年6月22日起施行） 法释[2002]15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民事或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问题若

干规定 （2006年7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394次会

议通过 2006年8月10日公布 自2006年8月22日起施行） 法

释[2006]5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国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承

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效力问题的批复 （1990年8月28日） 法

（民）复[1990]12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国公民申请承认外国

法院离婚判决程序问题的规定 （1991年7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

审判委员会第503次会议讨论通过） 法（民）发[1991]21号 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外司法协助协定的通知 （1988年2月1

日） 法（办）发[1988]3号 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 

（1987年1月22日签署 1987年4月22日生效） 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执行我国加入的《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的通知 

（1987年4月10日） 法（经）发[1987]5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人民法院处理与涉外仲裁及外国仲裁事项有关问题的通知 

（1995年8月28日） 法发[1995]18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同时选

择两个仲裁机构的仲裁条款效力问题的函 （1996年12月12日

） 法函[1996]176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裁定撤销仲裁

裁决或驳回当事人申请后当事人能否上诉问题的批复 （1997

年4月23日） 法复[1997]5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撤销

涉外仲裁裁决有关事项的通知 （1998年4月23日） 法[1998]40

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认仲裁协议效力几个问题的批复 

（1998年10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029次会议通过

1998年10月21日公布 自1998年11月5日起施行） 法释[1998]27

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我国仲裁机构作出的仲裁裁决能否部分

撤销问题的批复 （1999年6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

第1071次会议通过 1999年6月26日公布 自1999年8月31日起施

行） 法释[1999]16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2005年1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

审判委员会第1375次会议通过 2006年8月23日公布 自2006年9

月8日起施行） 法释[2006]7号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仲裁规则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2005年1

月11日修订并通过自2005年5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委托送达民商事司法文书

的安排 （1998年12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038次



会议通过 自1999年3月30日起施行） 法释[1999 39号 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 

（1999年6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069次会议通过 

自2000年2月1 13起施行） 法释[2000]3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

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就民商事案件相互委托送达司法文

书和调取证据的安排 （2001年8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

会第1186次会议通过 自2001年9月15日起施行） 法释[2001]26

号 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关于相互认可和执行民商事判决的

安排 （2006年2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378次会议

通过 2006年3月21日公布 自2006年4月1日起施行） 法

释[2006]2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认可台湾地区有关法

院民事判决的规定 （1998年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

第957次会议通过 自1998年5月26日起施行） 法释[1998]1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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