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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经济法在本次改革中改动可能会相对较小，但鉴于经

济法经常有新热点新内容出现的状况，建议大家可以着手复

习，各自独立，相对自称系统的重要章节。所以我建议课件

按可以先听08年的，了解大的框架，等出了新的之后在查找

差异，这样也比较有利于整体的复习。 接下来我就对个人独

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法说一下我的学习方法，知识点总结。 学

习方法 我按的是先预习，然后听课记笔记，做练习，然后错

题汇总这个思路来走的。 我听的是游老师的课，我是直接拿

着游老师的讲义预习，然后把一些不懂的地方在教材上划记

号。这样的好处是既能了解重点，又能通过在教材上划记号

达到熟悉教材和多重复了一遍。 我听很多人都说游老师课讲

的比较有深度，容易让人瞌睡，不是很适合入门者。我不这

样看，我入门就是跟着游老师学的，感觉游老师考点把握的

非常准，做学问很严谨，该延伸的地方延伸，该详细的地方

详细一点都不拖沓。对于一些专有名词我不懂的就会用答疑

板来补充。像这样学一般一节课会花上一个多小时，学的很

透彻一点都不会觉得累。学完一节课起来活动10分钟，给肩

，肘，腕，颈，腰，腿等关节和眼睛做一做保健操，因为注

会和人生都是持久战，有健康才有未来，切忌打疲劳战。 听

完课后我会做练习来巩固（我没用网校的课后练习，我直接

用的是应试指南）。然后对答案。把自己觉得重要的和做错

了的题目，总结到博客里面方便查阅。 每个周末都抽时间来



，回顾这周学习的知识点。 学习时间的安排 基本上是2天完

成一章。没时间的话3天完成一章。具体情况做适当调整，但

是每天必须保证一节课以上的进度。 知识点总结 个人独资企

业 1.个人独资企业由一个自然人投资，财产为投资人个人所

有，投资人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经营实

体。 2.当投资人申报登记的出资不足以清偿个人独资企业经

营所负的债务时，投资人就必须以其个人的全部财产用于清

偿企业债务。 3.个人独资企业不具有法人资格，是非法人企

业。由于企业和个人融为一体，企业的责任就是投资人个人

的责任，企业的财产即是投资人的财产，因此不是法人。个

人独资企业没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是指个人独资企

业不能以企业财产单独承担债务。个人独资企业虽然不具有

法人资格，但却是独立的民事主体，可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

事活动。 4.投资人为一个自然人。 这里讲的自然人仅指具有

中国国籍的自然人，并且法律、行政法规禁止从事营利性活

动的人不得作为投资人。 [例题单选题]下列人员中，可以成

为我国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的是（ ）。 A.美国公民甲，在中

国居住达10年以上B.美国公民乙，一周前取得了中国国籍C.

中国公民丙，正在停职反省的法官D.中国公民丁，即将退休

的财政局科长 [答案]B [解析]本题考核点是个人独资企业的投

资人。个人独资企业的投资人为一个具有中国国籍的自然人

，国家公务员、党政机关领导干部、警官、法官、检察官、

商业银行工作人员等人员，不得作为投资人申请设立个人独

资企业。 5.有投资人申报的出资。 根据规定，设立个人独资

企业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土地使用权、知识产

权或者其他财产权利出资。 注意：①投资人申报出资的意义



主要是区别不同财产的性质，以便确定财产清偿顺序。②个

人独资企业的投资人可以个人财产出资，也可以家庭共有财

产作为个人出资。③如果是以家庭共有财产作为个人出资的

，投资人应当在设立（变更）登记申请书上予以注明，作为

出资的家庭共有财产就要对个人独资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责

任。这一规定与《物权法》对共有财产的规定是一致的。 6.

投资人对受托人或者被聘用的人员职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

意第三人。 注意：如果第三人在有关经济业务交往中，与受

托人或者被聘用的人员串通，出现故意损害投资人利益的行

为，则不属于“善意”。 7.人独资企业的解散和清算 ①。个

人独资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时，应当解散：（1）投资人决定

解散；（2）投资人死亡或者被宣告死亡，无继承人或者继承

人决定放弃继承；（3）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4）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②。个人独资企业解散的，财产

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清偿：（1）所欠职工工资和社会保险费用

；（2）所欠税款；（3）其他债务。 个人独资企业财产不足

以清偿债务的，投资人应当以其个人的其他财产予以清偿。 

③。个人独资企业解散后，原投资人对个人独资企业存续期

间的债务仍应承担偿还责任，但债权人在5年内未向债务人提

出偿债请求的，该责任消灭。也就是说个人独资企业解散后

，原债权人在5年内仍然可以向原投资人行使债权。 合伙企

业分为两种：即普通合伙企业和有限合伙企业。 普通合伙企

业由普通合伙人组成，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

责任。 有限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组成，（企

业中的）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企业中的）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债



务承担责任。 普通合伙企业 1.设立时需要注意的问题： （1

）有二个以上合伙人。 注意：普通合伙企业合伙人的人数没

有上限。合伙人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和其他组织。

合伙人为自然人的，应当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国有独资

公司、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以及公益性的事业单位、社会团

体不得成为普通合伙人。 有二个以上合伙人。 （2）伙人可

以用货币、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或者其他财产权利

出资，也可以用劳务出资。 （3）申请登记合伙企业，只要

提交的登记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企业登记机关能

够当场登记的，应予当场登记，发给营业执照。不能当场登

记的，企业登记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内，作出是

否登记的决定。 2.合伙人财产份额的转让 内部转让合伙人之

间转让在合伙企业中的全部或者部分财产份额时，应当通知

其他合伙人。 对外转让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合伙人向合

伙人以外的人转让其在合伙企业中的全部或者部分财产份额

时，须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在同等条件下，其他合伙人

有优先购买权；但是，合伙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 依法受让

合伙人以外的人依法受让合伙人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的

，经修改合伙协议即成为合伙企业的合伙人。 合伙人以其在

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出质（即质押担保）的，须经其他合

伙人一致同意；未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其行为无效，由

此给善意第三人造成损失的，由行为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3.合伙事务执行 合伙人不得自营或者同他人合作经营与本合

伙企业相竞争的业务。 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或者经全体合伙

人一致同意外，合伙人不得同本合伙企业进行交易。 合伙人

不得从事损害本合伙企业利益的活动。 合伙人对合伙企业有



关事项作出决议，按照合伙协议约定的表决办法办理。合伙

协议未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实行合伙人一人一票并经全

体合伙人过半数通过的表决办法。（过半数不包括半数） 4.

合伙企业的损益分配 合伙协议有约定，按约定的比例分配和

分担。 合伙协议未约定，首先由合伙人协商决定协商不成的

，由合伙人按照实缴出资比例分配、分担，无法确定出资比

例的，由合伙人平均分配、分担 . 合伙企业与第三人关系 1.合

伙企业的债务清偿 （1）合伙企业对其债务，应先以其全部

财产进行清偿。合伙企业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合伙人承担

无限连带责任。 （2）合伙人之间的债务分担比例对债权人

没有约束力。债权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清偿利益，请求全体合

伙人中的一人或数人承担全部清偿责任，也可以按照自己确

定的比例向各合伙人分别追索。 注意：在上述两种情形中，

某个合伙人清偿债务的数额超过约定的亏损分担比例的，有

权就其超过的部分向其他合伙人追偿。 2.合伙人（个人）的

债务清偿 （1）合伙人发生与合伙企业无关的债务，相关债

权人不得以其债权抵销其对合伙企业的债务；也不得代位行

使合伙人在合伙企业中的权利。 （2）合伙人的自有财产不

足清偿其与合伙企业无关的债务的，该合伙人可以以其从合

伙企业中分取的收益用于清偿；债权人也可以依法请求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该合伙人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用于清偿。 

（3）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合伙人的财产份额时，应当通知全体

合伙人，其他合伙人有优先购买权。 注意：如果其他合伙人

不愿意购买合伙人用于偿债的份额，又不同意将该份额转让

给他人时，分为两种情形：①强制执行合伙人的全部财产份

额时，办理退伙结算；②强制执行合伙人的部分财产份额时



，办理削减该合伙人相应财产份额的结算。 3.入伙 （1）新合

伙人入伙时，应当经全体合伙人同意，并依法订立书面入伙

协议。订立入伙协议时，原合伙人应当向新合伙人告知原合

伙企业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 （2）入伙的新合伙人对入伙

前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4.退伙 （1）财产继承 合

伙人死亡或者被依法宣告死亡的，对该合伙人在合伙企业中

的财产份额享有合法继承权的继承人，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

或者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从继承开始之日起，取得该合

伙企业的合伙人资格。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伙企业应当向

合伙人的继承人退还被继承合伙人的财产份额：①继承人不

愿意成为合伙人；②法律规定或者合伙协议约定合伙人必须

具有相关资格，而该继承人未取得该资格；③合伙协议约定

不能成为合伙人的其他情形。 （2）合伙人的继承人为无民

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经全体合伙人一

致同意，可以依法成为有限合伙人，普通合伙企业依法转为

有限合伙企业。全体合伙人未能一致同意的，合伙企业应当

将被继承合伙人的财产份额退还该继承人。 （3）退伙结算 

合伙人退伙，其他合伙人应当与该退伙人按照退伙时的合伙

企业财产状况进行结算，退还退伙人的财产份额。 退伙人对

基于其退伙前的原因发生的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

任。 合伙人退伙时，合伙企业财产少于合伙企业债务的，退

伙人应当按规定分担亏损。 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 1.以专业知

识和专门技能为客户提供有偿服务的专业服务机构，可以设

立为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这里的专业服务机构，一般是指

会计事务所或评估事务所等。 2.一个合伙人或者数个合伙人

在执业活动中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合伙企业债务的，应



当承担无限责任或者无限连带责任，其他合伙人以其在合伙

企业中的财产份额为限承担责任。 合伙人在执业活动中非因

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合伙企业债务以及合伙企业的其他

债务，由全体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有限合伙企业 1.设

立时需要注意的问题： 有限合伙企业的合伙人由有限合伙人

和普通合伙人组成，且至少应当有1个普通合伙人。普通合伙

人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

的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责任。 注意：凡是《合伙

企业法》中对有限合伙企业有特殊规定的，适用该特殊规定

。无特殊规定的（例如登记程序），适用有关普通合伙企业

的一般规定。 有限合伙企业由2个以上50个以下合伙人设立；

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有限合伙企业仅剩有限合伙人

的，应当解散；有限合伙企业仅剩普通合伙人的，转为普通

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企业中的普通合伙人仍然可以以劳务出

资，但有限合伙人不得以劳务出资。 2.有限合伙企业的事务

执行 有限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第三人有理

由相信有限合伙人为普通合伙人并与其交易的，该有限合伙

人对该笔交易承担与普通合伙人同样的责任。 有限合伙企业

不得将全部利润分配给部分合伙人；但是，合伙协议另有约

定的除外。 注意：普通合伙企业不得约定将全部利润分配给

部分合伙人，而且不允许合伙协议另有约定。 有限合伙企业

的财产出质与转让 有限合伙人可以将其在有限合伙企业中的

财产份额出质；但是，合伙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 有限合伙

人可以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向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其在有限

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但应当提前30日通知其他合伙人。 

合伙人性质转变的特殊规定 1.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普通



合伙人转变为有限合伙人，或者有限合伙人转变为普通合伙

人，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 2.有限合伙人转变为普通

合伙人的，对其作为有限合伙人期间有限合伙企业发生的债

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3.普通合伙人转变为有限合伙人的，

对其作为普通合伙人期间合伙企业发生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

责任。 合伙企业的清算 （1）合伙企业解散，应当由清算人

进行清算。清算人由全体合伙人担任；经全体合伙人过半数

同意，可以自合伙企业解散事由出现后15日内指定一个或者

数个合伙人，或者委托第三人，担任清算人。自合伙企业解

散事由出现之日起15日内未确定清算人的，合伙人或者其他

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清算人。 （2）清算人自

被确定之日起10日内将合伙企业解散事项通知债权人，并

于60日内在报纸上公告。债权人应当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30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人申报

债权。 （3）合伙企业财产在支付清算费用和职工工资、社

会保险费用、法定补偿金以及缴纳所欠税款、清偿债务后的

剩余财产，依照《合伙企业法》的规定进行分配。 （4）合

伙企业注销后，原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存续期间的债务仍

应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5）合伙企业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

，债权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出破产清算申请，也可以要

求普通合伙人清偿。合伙企业依法被宣告破产的，普通合伙

人对合伙企业债务仍应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违反《合伙企业

法》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和缴纳罚款、罚金，其财

产不足以同时支付的，先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大家在学习第

二章普通合伙企业与有限合伙企业的时候，有一些地方显得

不是很明了，容易混淆。我们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作一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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