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纲要求】

【要点详解】

一 法的概念、特征和分类（了解）

　　1．法的概念

　　（1）广义的法：指国家按照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意志制定

或者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的行为规范的总和。

　　（2）狭义的法：指具体的法律规范，包括宪法、法令、

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判例、习惯法等各

种成文法和不成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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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法的特征和分类



　　2．法律规范

　　规范一般可以分为技术规范和社会规范两大类。法律规

范是社会规范的一种。法律规范是国家机关制定或者认可、

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的一般行为规则，它反映由一定的

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统治阶级的意志。技术规范是指规定

人们支配和使用自然力、劳动工具、劳动对象的行为规则。

　　（1）法律规范与其他社会规范的区别

　　①法律规范是国家制定或者认可的，其适用和遵守要依

靠国家强制力的保证。其他社会规范既不由国家来制定，也

不依靠国家强制力来保证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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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在一定的国家中，只能有统治阶级的法律规范。其他的

社会规范则不同，在同一阶级社会中，可以有不同阶级的

规范，如既有统治阶级的道德规范，又有被统治阶级的道

德规范。

　　③除习惯法之外，法律规范一般具有特定的形式，由国

家机关用正式文件（如法律命令等）规定出来，成为具体

的制度。其他社会规范则不一定采用正式文件的形式。

　　④法律规范是一般行为规则。它所针对的不是个别的、

特定的事或者人，而是适用于大量同类的事或者人；不是

只适用一次就完结，而是多次适用的一般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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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法律规范的构成要素

　法律规范由假定、处理和制裁3个要素构成

　　①假定是指适用法律规范的必要条件。每一个法律规范

都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才出现，而适用这一法律规范的必要条

件就称为假定；

　　②处理是指行为规范本身的基本要求。它规定人们应当

做什么、禁止做什么、允许做什么。这是法律规范的中心部

分，是法律规范的主要内容；

　　③制裁是指对违反法律规范将导致的法律后果的规定。

如损害赔偿、行政处罚、经济制裁、判处刑罚等。

    法律规范这3个组成部分密切联系且不可缺少，既可以把

各个部分规定在一个法律条文中，也可以分别规定在不同的

法律条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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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 习 题 】 

【例1.1】法律规范由假定、处理和（    ）三要素构成。          

      A．结果

　　B．纠正

　　C．制裁

　　D．措施

【解析】法律规范是国家机关制定或者认可、由国家强制力

保证其实施的一般行为规则，它反映由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

所决定的统治阶级的意志。法律规范由假定、处理和制裁3

个要素构成。

【答案】C



　　3．法的本质

　　法的最本质的属性是统治阶级的意志，而不是任何个人

的意志，更不是超阶级的共同意志。统治阶级的意志决定于

统治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这种物质生活条件构成法的基础

。法作为统治阶级的意志可以体现在3个方面。

　　（1）意志内容的一般性；

　　（2）意志内容的客观性；

　　（3）意志内容的统一性。

　　社会主义法的本质在于它是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广大人民

的意志以国家意志形式的法律体现。社会主义法具有鲜明的

阶级性和广泛的人民性，是阶级性与人民性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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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法的效力

　　法的效力即法的生效范围，是指法律规范对什么人、

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间发生效力。

　　（1）关于人的效力

　　①以国籍为主，即属人原则，亦称属人主义，法律只

对本国人适用，不适用于外国人，外国人侨居法院地国，

也不适用该国法律；

　　②以地域为主，即属地原则，亦称属地主义，法律规

范在该国主权控制下的陆地、水域及其底床、底土和领空

的领域内有绝对效力。不论本国人还是外国人，原则上一

律适用该国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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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属人原则与属地原则相结合，即凡居住在一国领土内者，

无论本国人还是外国人，原则上一律适用该国法律。但在某

些问题上，对外国人仍要适用其本国法律，特别是依照国际

惯例和条约，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仍适用其本

国法律。

　　我国社会主义法对人的效力，采用属人主义与属地主义

相结合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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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地域的效力

　①在全国范围内生效，即在国家主权管辖的全部领域有效

，包括延伸意义上的领域，如驻外使领馆、领海及领空外的

船舶和飞机；

    ②在局部地区有效，一般是指地方国家机关制定的规范性

法律文件，在该地区有效；

    ③有的法律不但在国内有效，在一定条件下其效力还可以

超出国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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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关于时间的效力

    ①自法律公布之日起开始生效；

    ②法律另行规定生效时间；

    ③规定法律公布后到达一定期限时生效。

　　法律一般只适用于生效后发生的事实和关系，通常不具

有溯及力，这是当今各国法律特别是刑法所共同遵循的惯例

。但是法不溯及既往并不是绝对的，出于某种需要，也可以

对法的时间效力作出溯及既往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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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 习 题 】 

【例1.2】我国社会主义法对人的效力，采取（    ）的原则。

　　A．属地主义

　　B．属人主义

　　C．属地主义和属人主义相结合

　　D．属人主义和保护主义相结合

【答案】C

【解析】我国社会主义法对人的效力，采用属人主义与属地

主义相结合的原则。



　　5．法的特征

　　法所表现的意志首先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但又不单纯

是意识形态，而是一种社会规范。即规定人们享有的权利和

应当履行的义务，从而调整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相互关系。

　　法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在其发生作用的范围内具有普遍

性、稳定性和约束力。法与一般的社会规范不同，法是一种

特殊的社会规范，这表现在法具有下列特征：

　　（1）法是由特定的国家机关制定的；

　　（2）法是依照特定程序制定的；

　　（3）法具有国家强制性；

　　（4）法是调整人们行为的社会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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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法的分类

　　法的分类有不同标准，按照不同标准对法所划分的类别

不同。

　　（1）按照法的创立和表现形式分为：成文法和不成文法

　　①成文法：指有权制定法律规范的国家机关依照法定程

序所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如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

方性法规等。

　　②不成文法：指未经国家制定、但经国家认可的和赋予

法律效力的行为规则，如习惯法、判例、法理等。

　　我国社会主义法属于成文法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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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按照其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的层级分为：宪法、法

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

　　①宪法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

　　a．宪法规定国家的根本制度、国家生活的基本准则。

　　b．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

　　c．宪法的制定与修改有特别程序。

　　d．宪法的解释、监督均有特别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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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法律

　　广义的法律与法同义。

　　狭义的法律特指由享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依照一定的立

法程序制定和颁布的规范性文件。

        ③行政法规

　　行政法规是国家行政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的总称。

　　a．广义的行政法规：包括国家权力机关根据宪法制定的

关于国家行政管理的各种法律、法规，也包括国家行政机关

根据宪法、法律、法规，在其职权范围内制定的关于国家行

政管理的各种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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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狭义的行政法规：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即国务院制定的

规范性文件。

行政法规的名称通常为条例、规定、办法、决定等。

　　行政法规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次于宪法和法律，但高

于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

    行政法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具有约束力。这种约束

力体现在两个方面：

　　a．具有拘束国家行政机关自身的效力。

　　b．具有拘束行政管理相对人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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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地方性法规

　　地方性法规是指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制定

和颁布的、施行于本行政区域的规范性文件。

　　地方性法规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低于宪法、法律、行政法

规，但高于地方政府规章。

       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制定，报全国人大

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经济特区

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

委员会根据本市集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

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

法规，报所在省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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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⑤行政规章

　　行政规章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依照行政职权所制定、发布

的针对某一类事件、行为或者某一类人员的行政管理的规范

性文件。

　　行政规章分为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两种:

　　a．部门规章：指国务院的部、委员会和直属机构依照法

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的授权制定的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行

政管理的规范性文件；

　　b．地方政府规章：指有地方性法规制定权的地方人民

政府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或者本级人民代表大

会或其常务委员会授权制定的在本行政区域实施行政管理的

规范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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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 习 题 】 

【例1.3】按照我国法律有关规定，有权制定安全生产部门规

章的国家机关是（   ）。

    A、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各级政府

    B、国务院有关部委

    C、省、自治区、直辖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D、全国人大及常委会

【答案】B

【解析】部门规章：指国务院的部、委员会和直属机构依照

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的授权制定的在全国范围内实施

行政管理的规范性文件。



【 练 习 题 】 

【例1.4】按照我国有关法律的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有权制定(     )。

    A.地方性法规      B.地方政府规章

    C.行政法规         D.部门规章

【答案】B

【解析】地方政府规章：指有地方性法规制定权的地方人民

政府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或者本级人民代表大

会或其常务委员会授权制定的在本行政区域实施行政管理的

规范性文件。



      （3） 按法律规定内容划分：实体法和程序法

       实体法规定的权利和义务直接来自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
形成的相互关系的要求，如所有权、债权等，通常表现为民
法、刑法、行政法等。也被称为主法。
        程序法的主要内容是规定主体在诉讼活动中的权利和义
务，也即主体在寻求国家机关对自己权利予以支持的过程中
行为方式，这种权利和义务是派生的，其作用在于保证主体
在实际生活中享有的法律权利得以实现，也被称为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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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按照法律的内容和效力强弱分为：宪法性法律和普

通法律。

　　①宪法又称根本法或者母法，是具有最高地位和效力的

法律文件。宪法是制定其他法律的依据，其他法律不得与宪

法相抵触。

　　②普通法律是指有立法权的机关依照立法程序制定和颁

布的规范性法律文件，通常规定某种社会关系或者社会关系

某一方面的行为规则，其效力次于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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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按照法律效力范围分为：特殊法和一般法（普通法）。

　　①从空间效力看，适用于特定地区的法律为特殊法，适用于

全国的法律为一般法；

　　②从时间效力看，适用于非常时期的法律（如紧急戒严法、

战时实施的法律）为特殊法，适用于平时的法律为一般法；

　   ③从对人的效力看，适用于特定公民的法律（如兵役法、未

成年人保护法）为特殊法，适用于全国公民的为一般法；

　　④从调整对象看，适用于特定调整对象的法律为特殊法，适

用于一般调整对象的法律为一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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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 习 题 】 

【例1.5】成文法是指有权制定法律的国家机关依照法定程序

制定的（    ）文件。

　　A．处罚性

　　B．完整性

　　C．特定性

　　D．规范性

【答案】D

【解析】成文法是指一定的国家机关依照一定程序制定的、

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法，这些法具有直接的法律

效力。



【 练 习 题 】 

【例1.6】法的层级不同， 其法律地位和效力也不相同。 

下列对安全生产立法按照法律地位和效力由 高到低的排

序，正确的是（ ）

A.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B. 法律、地方性法规、行政法规   

C.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 

D. 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部门规章 

【答案】A 



【 练 习 题 】 

【例1.7】某省人大常务委员会公布实施了《某省安全生产

条例》，随后省政府公布实施了《某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

主体责任规定》，下列关于两者法律地位和效力的说法，正确

的是（  ）。

A.《某省安全生产条例》属于行政法规

B.《某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属于地方性

法规

C.《某省安全生产条例》和《某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

体责任规定》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D.《某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可以对《某

省安全生产条例》没有规定内容作出规定

【答案】D



【 练 习 题 】 

【例1.7】某省人大常务委员会公布实施了《某省安全生产

条例》，随后省政府公布实施了《某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

产主体责任规定》，下列关于两者法律地位和效力的说法，

正确的是（  ）。

A.《某省安全生产条例》属于行政法规

B.《某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属于地方

性法规

C.《某省安全生产条例》和《某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

主体责任规定》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D.《某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可以对

《某省安全生产条例》没有规定内容作出规定

【答案】D



【 练 习 题 】 

【例1.8】安全生产行政法规一般专指国务院制定的有关

安全生产规范性文件。下列关于其法律地位和效力的说法，

正确的是（    ）    

A．低于行政规章、国家强制性标准    

B．高于安全生产法、低于宪法    

C．低于宪法和安全生产法     

D．与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效力一致 

【答案】A



　 二  社会主义法的基本内容

　　我国社会主义法的内容涉及到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方针、

基本原则和基本要求，体现在立法、执法和守法3个方面，主

要包括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依法行政基本准则、社会主义法治

、社会主义法的体系、社会主义法的适用等内容。

    1．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依法行政基本准则

　　（1）依法行政的基本准则

　　依法行政，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

三者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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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必须把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政府工作的出
发点；
　　②必须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以人为本
和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
发展；
　　③必须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有机结合起来，大力推进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精神文明；
　　④必须把推进依法行政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
政府职能有机结合起来，坚持开拓创新与循序渐进的统一，
既要体现改革和创新的精神，又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分类推
进；
　　⑤必须把坚持依法行政与提高行政效率统一起来，做到
既严格依法办事，又积极履行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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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依法行政基本要求

　　①合法行政；（依法办事）

　　②合理行政；（公平公开）

　　③程序正当；（公开听取民意、保障相对人知情权、参

与权、救济权）

　　④高效便民；（遵守法定时限，提高办事效率、提供优

质服务）

　　⑤诚实守信；（公布信息全面、准确、真实）

　　⑥权责统一。（执法有保障、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

、违法受追究、侵权须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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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会主义法治

　　（1）社会主义法治的含义

　　①社会主义法治泛指立法、执法和守法；作为一种治国的

理念、方式和目标，是社会主义国家全部法律活动的总称。

　　②社会主义法治专指社会主义的法律、制度。法治专指法

律、制度时，常称其为法制。这是一种狭义上的法治概念；包

括国家机关制定的各种法律规范及其确立的政治制度、经济制

度、和法律制度，直接为调整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和秩序提供

具体、明确的法律规范和制度保证，主要是指各种立法活动

。

第一节  法的概念、特征、分类和基本内容



　　③社会主义法治特指守法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保障，实现

社会主义民主的法律化、制度化，并严格依法进行国家管理

的一种方式。

　　（2）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内容

　　①有法可依是确立和实现社会主义法治的前提；

　　②有法必依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中心环节；

　　③执法必严和违法必究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切实保证。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对社

会主义法治基本内容的精辟概括，其核心是“依法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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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社会主义法的体系

　　法的体系亦称法律体系，通常是指一个国家的全部现行

法律规范分类组合为不同的法律部门而形成的有机联系的统

一整体。

　　在社会主义法的统一体系中，各种法律规范因其所调整

社会关系的性质不同，而划分为不同的法律部门，如宪法、

刑法、民法、经济法等。在各个法律部门内部或者几个法的

部门之间，又包括各种法律制度。制度与制度之间、部门与

部门之间，既存在差别，又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于是形成

内在关系和谐的统一体。

　　安全生产法律体系是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子体系，安

全生产立法是社会主义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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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社会主义法的适用

　　（1）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社会团体和公民实现法律

规范的活动；

　　（2）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依照其职权范围将法律规范

应用于具体事项的活动。

　我国社会主义法的适用的基本要求是正确、合法、及时。

　负有法律适用职权的国家机关主要包括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

，它们依法享有实施法律和法律责任追究的权力。

　社会主义法的适用的原则主要有3个：

　　（1）法律适用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

　　（2）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

　　（3）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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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 习 题 】 

【例1.9】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包括（    ）。

　　A．合法行政        B．合理行政

　　C．程序正当        D．诚实守信

　　E．等价有偿

【答案】ABCD

【解析】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①合法行政；②合理行政；

③程序正当；④高效便民；⑤诚实守信；⑥权责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