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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6_B3_A8_c45_620843.htm 经济法 一、测试目标 本科目主

要测试考生的下列能力： 1．熟悉法律基本理论、中国法律

体系结构和与注册会计师执业相关的民商法基本制度、诉讼

仲裁制度的运作原理；运用法律基本理论理解相关具体法律

制度。 2．掌握各类商事主体的特点及与其他主体之间的区

别与联系；理解公司法律制度中相关法律问题的基本内容。

3．掌握证券法律制度、企业破产法律制度、企业国有资产管

理制度等具体制度；掌握这些制度与商事主体制度之间的关

联性以及在实务中的具体运用。 4．掌握物权法律制度、合

同法律制度的基本内容及重要制度以及这些重要制度间的区

别与联系；运用这些法律制度分析实务中的具体问题；理解

和认识与会计制度有关的重要商业法律环境。 5．掌握中国

支付结算制度和票据法律制度的基本内容；运用这些制度解

决实务中的具体问题。 6．掌握外汇管理法律制度的基本内

容；掌握具体的法律、法规以及政策的规定和操作程序。 7

．掌握工业产权制度及竞争法律制度中的基本内容及重要制

度；理解这些制度在实务中的具体运用。 8．运用前述需掌

握的知识进行分析、判断，避免工作中潜在法律风险的发生

。 二、测试内容与能力等级 测试内容能力等级（一）法律基

础知识1.法律的一般理论（1）法律的特征（2）法律规范（3

）法律渊源和法系（4）法律体系（5）法律关系（6）经济法

和经济法体系2.法律行为制度（1）法律行为理论（2）法律行

为的成立与生效（3）无效民事行为（4）可撤销的民事行为



（5）附条件和附期限的法律行为3.代理制度（1）代理的基本

理论（2）代理权（3）无权代理（4）表见代理4.诉讼时效制

度（1）诉讼时效的基本理论（2）诉讼时效的种类与起算（3

）诉讼时效的中止（4）诉讼时效的中断5.民事诉讼与仲裁制

度（1）民事诉讼的基本制度（2）仲裁的基本制度 121121

23331 2333 1222 22（二）个人独资企业与合伙企业法律制度1.

个人独资企业法律制度（1）个人独资企业的基本理论（2）

个人独资企业的设立（3）个人独资企业的投资人和事务管理

（4）个人独资企业的权利和工商管理（5）个人独资企业的

解散和清算2.合伙企业法律制度（1）合伙企业的基本理论（2

）普通合伙企业（3）有限合伙企业（4）合伙企业的解散和

清算 11222 1333（三）外商投资企业法律制度1.外商投资企业

的基本理论（1）外商投资企业的概念和特征（2）外商投资

企业的种类（3）外商投资企业的权利和义务（4）外商投资

企业的投资项目（5）外商投资企业的出资方式、比例和期限

（6）外商投资企业投资者股权变更（7）外国投资者并购境

内企业（8）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9）外商投资

企业合并与分立2.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律制度（1）中外合资

经营企业的特点（2）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设立（3）中外合

资经营企业的协议、合同和章程（4）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注

册资本和投资总额（5）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组织形式和组织

机构（6）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经营管理（7）中外合资经营

企业的出资额转让（8）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期限、解散和清

算3.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律制度（1）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的特

点（2）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的设立（3）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的

协议、合同和章程（4）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的注册资本和投资



总额（5）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的组织形式、组织机构和经营管

理（6）外商先行回收投资的规定（7）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的

期限、解散和清算4.外资企业法律制度（1）外资企业的特点

（2）外资企业的设立（3）外资企业的注册资本和投资总额

（4）外资企业的组织形式和组织机构（5）外资企业的经营

管理（6）外资企业的期限、终止和清算 111232322 11333333

1222222 122222（四）公司法律制度1.公司法的基本理论（1）

公司的特征与分类（2）公司法人财产权（3）股东权利（4）

公司法的特征与性质2.公司的登记管理（1）公司登记管辖（2

）登记事项（3）设立登记（4）变更登记（5）注销登记3.有

限责任公司（1）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2）有限责任公司的

组织机构（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和义务

（4）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特别规定（5）国有独资公司的特

别规定（6）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4.股份有限公司（1）股

份有限公司的设立（2）股份有限公司的组织机构（3）上市

公司独立董事制度（4）股东诉讼 5.公司股票与公司债券（1

）公司股票的一般理论（2）公司债券的一般理论6.公司的财

务会计（1）公司财务会计的意义（2）公司财务会计报告（3

）利润分配7.公司合并、分立、增资、减资（1）公司合并（2

）公司分立（3）公司注册资本的减少和增加8.公司解散和清

算（1）公司解散（2）公司清算9.外国公司的分支机构（1）

外国公司的分支机构的法律地位（2）外国公司的分支机构的

设立（3）外国公司的分支机构的权利义务10.违反公司法的法

律责任（1）公司发起人、股东的法律责任（2）公司的法律

责任（3）清算组的法律责任（4）承担资产评估、验资或者

验证的机构的法律责任（5）公司登记机关的法律责任（6）



其他有关法律责任 2332 11111 123333 2333 22 133 222 12 112

332321（五）证券法律制度1.证券法的基本理论（1）证券的

特征与分类（2）证券市场（3）证券活动和证券管理原则（4

）证券法的特征 11222.股票的发行与交易（1）股票发行的一

般理论（2）首次公开发行股票（3）上市公司增发股票（4）

股票的上市与交易3.公司债券的发行与交易（1）公司债券发

行的一般理论（2）公司债券的发行（3）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发行（4）公司债券的交易4.证券投资基金的发行与交易（1）

证券投资基金的特点与种类（2）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关系

（3）证券投资基金的募集（4）证券投资基金的上市交易5.持

续信息公开（1）信息披露的内容（2）信息披露的事务管理

（3）信息披露的监督管理（4）公司信息披露的法律责任6.禁

止的交易行为（1）内幕交易行为（2）操纵市场行为（3）虚

假陈述行为（4）欺诈客户行为（5）其他有关禁止的交易行

为7.上市公司收购（1）上市公司收购概述（2）上市公司收购

中的报告与信息披露（3）要约收购（4）协议收购（5）豁免

申请（6）财务顾问（7）上市公司收购后事项的处理8.证券交

易所（1）证券交易所的设立和组织机构（2）证券交易所的

职责和交易规则9.证券中介机构（1）证券公司（2）证券登记

结算机构（3）证券服务机构10.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证券业协

会（1）证券监督管理机构（2）证券业协会11.违反证券法律

行为的法律责任（1）法律责任的形式（2）证券违法行为的

法律责任 1333 1333 1233 3322 33333 2333333 11 112 11 12（六）

企业破产法律制度1.破产法的基础理论（1）破产与破产法的

特征（2）破产法的立法宗旨与调整作用（3）破产法的适用

范围2.破产申请与受理（1）破产原因（2）破产申请的提出



（3）破产申请的受理3.管理人制度（1）管理人的一般理论

（2）管理人的资格与指定（3）管理人的报酬（4）管理人的

职责与责任4.债务人财产（1）债务人财产的一般规定（2）破

产撤销权与无效行为制度（3）取回权（4）抵消权（5）破产

费用和共益债务5.破产债权（1）破产债权申报的一般规则（2

）破产债权申报的特别规定（3）破产债权的确认6.债权人会

议（1）债权人会议的组成（2）债权人会议召集与职权（3）

债权人委员会7.重整程序（1）重整制度的一般理论（2）重整

申请与重整期间（3）重整计划的制定与批准（4）重整计划

的执行、监督与终止8.和解制度（1）和解程序（2）和解协议

及其法律效力9.破产清算程序（1）破产宣告（2）别除权（3

）破产财产的变价与分配（4）破产程序的终结 212 223 1322

23233 232 222 1232 23 1331（七）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法律制度1.

企业国有资产的基本理论（1）企业国有资产的概念和监督管

理体制（2）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3）国家出资企业（4）

国家出资企业管理者的选择和考核（5）关系企业国有资产出

资人权益的重大事项（6）国有资本经营预算（7）企业资产

损失责任追究2.国有资产产权界定法律制度（1）国有资产产

权界定的概念和原则 （2）国有资产所有权界定（3）国有单

位之间的产权界定（4）产权界定的组织实施3.国有资产评估

法律制度（1）国有资产评估的概念和原则（2）国有资产评

估的范围（3）国有资产评估的组织管理（4）国有资产评估

项目核准制和备案制（5）国有资产评估方法4.企业国有资产

产权登记法律制度（1）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的概念（2）

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的范围（3）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的

内容和程序（4）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的管理5.企业国有产



权转让法律制度（1）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的概念和原则（2）

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的程序（3）企业国有产权向管理层转让

（4）企业国有产权的无偿划转（5）国有股东转让所持上市

公司股份6.国有企业清产核资法律制度（1）清产核资的概念

（2）清产核资的范围（3）清产核资的内容和程序（4）清产

核资的要求 1233313 1221 12222 1112 22312 1122（八）物权法律

制度1.物权基本理论（1）物与物权（2）物权法的基本原则

（3）占有（4）物权变动（5）物权的民法保护2.所有权制度

（1）所有权的基本理论（2）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3）

共有（4）相邻关系3.用益物权制度（1）用益物权的基本理论

（2）主要用益物权介绍4.担保物权制度（1）担保物权的基本

理论（2）抵押权（3）质押权（4）留置权 22132 2221 12 2333

（九）合同法律制度（总则）1.合同的基本理论（1）合同与

合同法（2）合同的分类（3）合同的相对性2.合同的订立（1

）合同的订立程序要约与承诺（2）合同的成立时间与地点

（3）格式条款（4）免责条款（5）缔约过失责任3.合同的效

力（1）合同的生效（2）效力待定的合同4.合同的履行（1）

合同的履行规则（2）同时履行抗辩权（3）先履行抗辩权（4

）不安抗辩权（5）代位权（6）撤销权5.合同的担保（1）合

同担保的基本理论（2）保证（3）定金6.合同的变更与转让

（1）合同的变更（2）债权转让（3）债务承担（4）债权债

务的概括移转7.合同的终止（1）合同终止的基本理论（2）清

偿（3）解除（4）抵销（5）提存（6）免除与混同8.违约责任

（1）违约责任的基本理论（2）违约形态（3）违约责任的承

担方式（4）免责事由 223 32222 33 211233 232 1321 113232 2232

（十）合同法律制度（分则）1.转移财产权利的合同（1）买



卖合同（2）赠与合同（3）借款合同（4）租赁合同（5）融

资租赁合同 333222.交付工作成果的合同（1）承揽合同（2）

建设工程合同3.提供劳务的合同（1）运输合同（2）保管合同

与仓储合同（3）委托合同（4）行纪合同与居间合同4.技术合

同（1）技术开发合同（2）技术转让合同（3）技术咨询合同

和技术服务合同 23 2222 221（十一）外汇管理法律制度1.外汇

管理基本理论 （1）外汇的界定（2）外汇管理 （3）我国的

外汇管理立法 2.经常项目外汇管理（1）境内机构经常项目外

汇管理（2）个人经常项目外汇管理3.资本项目外汇管理 （1

）外汇资本项目的批准（2）外债管理（3）资本项目外汇收

支管理4.金融机构外汇业务管理（1）金融机构外汇业务资格

管理（2）金融机构经营外汇业务的规则5.人民币汇率与外汇

市场管理（1）人民币汇率管理 （2）外汇市场管理6.监督检

查与调查（1）外汇管理机关的监管职责（2）被监管主体及

其他有关主体的权利与义务 111 11 212 12 11 12（十二）支付

结算法律制度1.支付结算的一般理论（1）支付结算的特征（2

）支付结算的基本原则（3）支付结算的主要法律依据2. 票据

结算之外的结算方式（1）汇兑（2）托收承付（3）委托收款

（4）银行卡（5）电子支付3.结算纪律与责任（1）结算纪律

（2）结算责任4.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制度（1）银行结算

账户的定义和分类（2）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应当遵守的基本原

则（3）银行结算账户的开立（4）银行结算账户的使用 （5）

银行结算账户的变更与撤销（6）银行结算账户的管理（7）

违反银行账户结算管理制度的处罚 111 21122 11 1112111（十

三）票据法律制度1.票据法的一般理论（1）我国票据立法（2

）票据法律关系（3）票据行为（4）票据权利与抗辩2.汇票



（1）汇票的特点与种类（2）出票（3）背书（4）承兑（5）

保证（6）付款（7）追索权3.本票（1）本票的特点（2）出票

（3）见票付款（4）对汇票有关规定的引用4.支票（1）支票

的特点（2）出票（3）付款（4）支票准用汇票的有关规定

（5）对签发空头支票行为实施的行政处罚5.涉外票据的法律

适用（1）涉外票据的范围（2）我国票据法与有关国际条约

、国际惯例的关系（3）涉外票据的法律适用6.法律责任（1）

票据欺诈行为的法律责任（2）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

（3）付款人故意压票、拖延支付的法律责任 1333 1333333

1332 13332 212 111（十四）工业产权法律制度1.知识产权的基

本理论（1）知识产权的概念与特征（2）知识产权的范围与

分类（3）知识产权法的概念与调整对象（4）我国知识产权

立法概况2.专利法律制度（1）专利制度的基本理论（2）专利

权的主体（3）专利权的客体（4）授予专利权的条件（5）专

利权的取得、行使和转让（6）专利权的终止和无效（7）专

利实施的强制许可（8）专利权的保护3.商标法律制度（1）商

标制度的基本理论（2）商标权（3）商标注册的申请和审查

核准（4）注册商标的变更、续展和转让（5）注册商标的使

用许可和争议裁定（6）商标使用的管理（7）注册商标专用

权的保护（8）驰名商标 1111 12233222 12332233（十五）竞争

法律制度1.竞争法律制度的一般理论 （1）竞争及竞争法的概

念（2）竞争法立法模式（3）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反垄断法的

关系2.反不正当竞争法（1）反不正当竞争法基本理论（2）仿

冒行为及其法律规制（3）商业贿赂行为及其法律规制（4）

虚假宣传行为及其法律规制（5）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及其法律

规制（6）不正当有奖销售行为及其法律规制（7）诋毁商誉



行为及其法律规制3.反垄断法律制度（1）反垄断法基本理论

（2）反垄断法实施机制（3）垄断协议及其法律规制（4）滥

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及其法律规制（5）经营者集中及其法律

规制（6）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及其法律规制 111

1222222 233332 三、参考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节

选) 1986年4月12日 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 1988年1月26日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

会讨论通过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

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 2008年8月11日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

会第1450次会议通过 4.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2007年3月16日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5.中华人民共和国

合同法 1999年3月15日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通过 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

干问题的解释(一) 1999年12月19日 法释［1999］19号 7.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审理技术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04年12月16日 法释［2004］20号 8.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

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2004年10月25

日 法释［2004］14号 9.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1995年6月30日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10.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

解释 2000年9月29日 法释［2000］44号 1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节选) 1991年4月9日 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八

次会议通过 12.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 1994年8月31日 第八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13.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 1994年6月24日 国务院令第156号发布 



根据2005年12月28日《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登记管理条例〉的决定》修订 14.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06年

修订) 2006年3月16日 证监公司字［2006］38号 15.关于上市公

司重大购买、出售、置换资产若干问题的通知 2001年12月10

日 证监公司字［2001］105号发布 16.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

股份管理办法(试行) 2005年6月16日 证监发［2005］51号发布

17.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2006年7月31日 证监会令第35号 18.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2001年8月16日

证监发［2001］102号发布 19.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2002年1月7日

证监发［2002］1号发布 20.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2006年3

月16日 证监发［2006］21号发布 21.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试行) 2005年12月31日 证监公司字［2005］151号发布 22.上

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

管理规则 2007年4月5日 证监公司字［2007］56号发布 23.中华

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 2006年8月27日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修订 24.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

企业登记管理办法 2007年5月9日 国务院令第497号 25.中华人

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 1999年8月30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

席令第20号 26.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法 2008年10

月28日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

过 27.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 1986年4月12日 第六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0年10月31日 第九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

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的决定》修正 28.中华人民共和国外

资企业法实施细则 1990年10月28日 国务院令第301号发布 根

据2001年4月12日《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



业法实施细则〉的决定》修订 29.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

营企业法 1979年7月1日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通过，根据2001年3月15日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

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的决

定》第二次修正 30.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

条例 1983年9月20日 国发［1983］148号发布，根据2001年7

月22日《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

业法实施条例〉的决定》修订 31.关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注册

资本与投资总额比例的暂行规定 1987年3月1日 工商企字

［1987］第38号发布 32.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营各方出资的若

干规定 1987年12月30日 国函［1987］215号发布 33.《中外合

资经营企业合营各方出资的若干规定》的补充规定 1997年9

月29日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令第2号发布 34.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 1988年4月13日 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0年10月31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的决定》修正 35.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

合作经营企业法实施细则 1995年8月7日 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

部令(1995)第6号发布 36.指导外商投资方向规定 2002年2月11

日 国务院令第346号公布 37.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

规定 2006年8月8日 国家外汇管理局令2006年第10号发布 38.外

商投资企业投资者股权变更的若干规定 1997年5月28日 ［1997

］外经贸法发第267号发布 39.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合并与分立

的规定 1999年9月23日 ［1999］外经贸法发第395号发布 根

据2001年11月22日《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和国家工商行政

管理总局关于修改〈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合并与分立的规定〉



的决定》修订 40.关于上市公司涉及外商投资有关问题的若干

意见 2001年10月8日 外经贸资发［2001］538号发布 41.关于向

外商转让上市公司国有股和法人股有关问题的通知 2002年11

月1日 证监发［2002］83号 42.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

资管理办法 2005年12月31日 国家外汇管理局(2005)28号令发布

43.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2003年10月28日 中华人民

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44.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 1993年4月25日 国务院令

第112号发布 45.国务院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的

规定 1995年11月2日 国务院令第189号发布 46.国务院关于股份

有限公司境外募集股份及上市的特别规定 1994年8月4日 国务

院令第160号发布 47.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在境外发行股票

和上市管理的通知 1997年6月20日 国发［1997］21号发布 48.

关于企业申请境外上市有关问题的通知 1999年7月14日 证监

发行字［1999］83号发布 49.关于规范境内上市公司所属企业

到境外上市有关问题的通知 2004年7月21日 证监发［2004］67

号发布 50.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 2007年5月30日 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令第49号发布 51.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2006年12月13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40号发布 52.上

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2006年5月6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令第30号发布 53.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 2006

年5月17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32号发布 54.证券发

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2006年9月11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令第37号发布 55.证券市场禁入规定 2006年6月7日 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令第33号发布 56.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2006年8月27日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



次会议通过 5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

人的规定 2007年4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22次会

议通过 58.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确定管理人报

酬的规定 2007年4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22次会

议通过 59.资产评估机构审批管理办法 2005年5月11日 财政部

令第22号发布 60.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办法 1996年1

月25日 国务院令第192号发布 61.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 1991

年11月16日 国务院令第91号发布 62.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施

行细则 1992年7月18日 国资办发［1992］36号发布 63.中华人

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 64.结汇、售汇及付汇管理规定 1996

年6月20日 中国人民银行银行［1996］63号发布 65.关于调整

出口收汇核销和外汇账户管理政策的通知 2001年11月12日 国

家外汇管理局汇发［2001］184号发布 66.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

银行管理条例 2006年11月8日 国务院令第478号发布67.人民币

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 2003年4月10日 中国人民银行令［2003

］第5号发布 68.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2005

年1月19日 银发［2005］16号发布69.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

1995年5月10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

会议通过 根据2004年8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的

决定》修正 70.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

的规定 2000年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02次会议

通过 71.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 根据2008年12月27日 第十一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

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72.中华人民共和国

专利法实施细则 2001年6月15日 国务院令第306号发布 73.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

2001年6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80次会议通过 74.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 1982年8月23日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根据1993年2月22日 第七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2001年10

月27日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75.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 2002年8月3日 国务院令

第358号发布 7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02年10月12日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

员会第1246次会议通过 77.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 2007年8

月30日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

通过 78.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 1993年9月2日 第八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79.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06年12月30日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12次会议通过 

附件： ★2009年注册会计师（新制度）专业阶段考试《经济

法》试卷（样题）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