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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工委发〔2009〕62号） 
 
各有关部门： 
我们在总结立法工作实践经验，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针对立法工作中经常

遇到的、带有共性和普遍性的有关法律结构、文字等立法技术层面的问题，拟定了《立法

技术规范（试行）（一）》。经报常委会领导同志同意，现将《立法技术规范（试行）

（一）》及其说明印送给你们，供工作中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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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1.1. 法律设章、节的，在正文前须列“目录”将各章、节的名称按序排列表述，各章
下的节单独排序。条、款、项、目不列入目录中。附则单列为一章。 
���P$�" qq 
" " " " " P$�" qq 
" " " " " P9�" qq 
" " " P9�" qq 
" " " " " P$�" qq 
" " " " " P9�" qq 
" " " qq 
" " " PQ�" �� 

 
1.2. 法律设编、章、节的，各章连续排序。附则不单列为一编或者一章。 

���P$�" �� 
" " " " " P$�" qq 
" " " " " P9�" qq 
" " " P9�" �� 
" " " " " P\�" qq 
" " " " " " " P$�" qq 
" " " " " " " P9�" qq 
" " " " " P��" qq 
" " " " " " " P$�" qq 
" " " " " " " P9�" qq 
" " " qq 
" " " �� 

 
2. $%&'#

2.1. 贯穿法律始终的基本概念，在总则中或者法律第一条立法目的之后规定。如果规
定适用范围的，定义条款在适用范围之后规定。 

2.2. 涉及多个法律条款的专业术语，一般在附则中规定。 



2.3. 概念、术语只涉及某章节的内容时，可以在该章节的开头、结尾或者有关条文中
规定。 

2.4. 定义条款表述为：“本法（本章、本节、本条）所称，××，是指（包
括）……”。 

2.5. 一个定义条款中规定多个概念、术语的，应当分项表述。 
����&OGH6_>�/� 
�$�QQao�� ¡�qq 
�9�QQao�� ¡�qq 
qq 

 
3. ()*&'#

3.1. 过渡性条款内容一般包括：对新法施行（颁布）前相关法律行为、法律关系效力
的确定；新法对某种特殊情形所作出的特别生效时间或者依法特别办理的规定；

对依据旧法获得的权利、资格、资质效力的承认或者处理等。 
����&¢£¤¥¦§¨©=>ª«a@sg¬>®&'%M¯&**.a
°±²³´µ>ats¶·¸*.a¹bº�&»M¼�½�a¾¿23À�
&*.>³Á°±.ÂÃÄ´µ>ats¶·¸*.a¹bº�&»M¼Å
Æ°±ÀÂ�NmanÇÈÉÊËÌÈ°±´µ>a´µÂÍÎ�&»M½ÏÐ
ÑÒÓ 
&'©Ô>ÕÖ×r¦ØÙ�`ÚÛ|Ü>Ý.Þß�abc¶·¸¥*.àM
�<ÞßÝá¯â>Þß�ã©=>¶äåæçYèé>êãÚÛª«a¹b°
±234®´µaëìí&î¶·¸*.Ó 
¶ä¥ï.>ðñòóôª«a¹bts¶·¸*.°±ÃÄ´µÓ 

3.2. 过渡性条款一般在附则中规定。但是，只涉及某章节或者某条文的，可以在相应
的章节或者条文中规定。 

 
4. +,-./0&'#
新法颁布后，涉及相关法律有关规定的适用问题时，一般采用具体列举的方式；难以

全部列举的，在具体列举之后，再作概括表述。 
�� 1�õOö÷øù`¶QQ&ú%õOö÷øù`¶QQ&ú%õOö÷øù
`¶QQ&ú?�&>*.j$û>a56�&Ó 
�� 2�õOö÷øù`¶QQ&ú%õOö÷øù`¶QQ&ú`ðñº�&»
M¤¢£>&'?�&>*.j$û>a56�&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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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231+45267#

5.1. 法律一般需要明示立法目的，表述为：“为了……，制定本法”，用“为了”，
不用“为”。立法目的的内容表述应当直接、具体、明确，一般按照由直接到间

接、由具体到抽象、由微观到宏观的顺序排列。 
5.2. 法律一般不明示某部具体的法律为立法依据。但是，宪法或者其他法律对制定该

法律有明确规定的，应当明示宪法或者该法律为立法依据。表述为：“……根据



宪法，制定本法。”或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的规定，制定本

法。” 
5.3. 立法目的与立法依据（需要规定立法依据时）一般在第一条一并表述，先表述立

法目的，再表述立法依据。 
 
6. 8.+,9:267#

6.1. 引用本法时，表述为：“本法……”。 
6.2. 引用其他法律时，在特指具体法律时，所引法律的名称用全称加书名号。 

���y«üM>ýþJ�%ýþÿ)56õOö÷øù`¶¢!&úÓ 
6.3. 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时，不用全称，也不加书名号，直接表述为“宪

法”。 
 
7. -.+,267#

7.1. 具体指明适用某部法律的，表述为：“……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的规
定”或者“……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的规定”。为了避免以后法

律修改可能出现的条文不对应问题，一般不出现具体条文的序号。 
7.2. 概括适用其他法律、法规的，表述为：“……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和

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或者“……适用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7.3. 优先适用其他法律、法规的，表述为：“……适用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法》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或者“……适用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法》和其他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7.4. 优先适用本法的，表述为：“……与本法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本法。” 

 
8. ;<=>?@AB2C3;<=>DEAB2C67#

8.1. “情形”用于表示事物所表现出来的外在形态和状况。 
8.2. “行为”用于表示人的活动。 
8.3. 如果列举的内容既包括“情形”又包括“行为”时，统一用“情形”。 
8.4.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中的“的”字不能

省略，其所列各项末尾是否用“的”字，根据下列三种情况确定： 
8.4.1. 所列项是名词时，不用“的”。 
�����F7*.OaFGHIJ>a¹b"#dW6$ìV%%ìVÁ 
�$�:&'(Á 
�9�)*O>%ìVÁ 
�\�+&%,-./Û�0Á 
qq 

8.4.2. 所列项是主谓结构时，视为名词性短语，不用“的”。 
���FGHIJK$>a12345m� 
�$�34Â67�de348·9:Á 
�9�;34÷<�12de34÷=>12Á 
�\�34÷?@Á 
qq 



8.4.3. 所列项是动宾结构时，应当用“的”。 
���ª«&÷FGHIJK$>ap&÷ABCDra×&.3;÷¹bEF
M¯G�%H1a):IJ>a@&KLM8CD� 
�$��NOPÿ7Q¨OP>¦R+SÎ8T&¦R>Á 
�9�UOPÿ7%·ÿ7VWXYIZ%[\�]>Á 
�\�^_`a%Vbcd_ef·>Á 
���gh%;i~%;jkld¼amnG4cd>Á 
qq 

 
9. 8.+,&FGHIJ267#

9.1. 引用某项时，该项的序号不加括号，表述为：“第× 项”，不表述为：“第（×）
项”。 

9.2. 引用某条的某项时，表述为：“第×条第×项”或者“第×条第×款第×项”。 
9.3. 引用两项时，表述为：“第×条第×项、第×项”。 
9.4. 引用三项以上的，对连续的项表述为：“第×条第×项至×项”对不连续的项，

列出具体各项的序号，表述为：“第×条第×项、第×项和第×项”。 
 
10. KL267#
10.1. 法律中一般不写部门的具体名称。 
10.2. 法律中行政机关的表述，一般使用“××主管部门”。 

���¶·¸op*qrsSTtCu¶>op*qs4��Ó 
10.3. 对某些部门，实践中已有固定表述的，如“公安机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海关”等，仍保留原来的表达方式。 
���vwb�Þx÷ø¯y¢zÿ7×�M¯ß{�>�|��Y»}~s
4a�î�w÷ø¯y¢zÿ7�|ÿ)tCY»Ó 

10.4. 对少数情况特殊的部门，应当表述准确，如司法部就不能表述为“司法部门”，
而应当表述为“司法行政部门”。这里“行政”与“主管”不能并用。 
���!&M¯ST@s�&×'�%'�8·�`'��w�M}~%��Ó 

10.5. 法律授权履行监督管理职能的组织机构，表述为“××机构”。 
���¶·¸"�}~s4ÿ)@&×"�«Y»}~s4Ó 
¶·¸"�}~s4ÿ)�A�M�C>åæ©=�Nÿ)Ó�Nÿ)ts¶·
¸"�}~s4ÿ)>���M}~s4�CÓ 

 
11. MN2O.#
11.1. 序数词、比例、分数、百分比、倍数、时间段、年龄、人数、金额，以及表示重

量、长度、面积等计量数值的数字，均用汉字数字表述。 
����&>��aîu¶÷ø3;�w]·1�wde��K$b�>u¶÷
ø3;�w3;��a�îu¶÷ø3;�wbuì3;>\�K9b�>�U
�2Ó 



11.2. 公历年、月、日，统计表中的数字，需要精确到小数点后的数字，法律条文中
“目”的序号等，均用阿拉伯数字表述。 
�� 1�A�÷×�&>��de��>��Í�ats�&�Udeðñ��
��UÑÒa��de� ðñ����N 666.67ÑÒ��aqq 
�� 2���GH6_>�/� 
qq 
�\�E2�÷Lao�� 
1,�÷de12ñ÷b�÷C/de12ñ÷N�÷?A�÷�=¡��&�¢
Ùx>÷Á 
2,�÷de12ñ÷b�÷C/de12ñ÷N�÷£�&|E?¡��&�¢
ÙxF7>A�÷>÷Ó 
qq 

 
12. PQRS2O.#
12.1. 主语和谓语都比较长时，主语和谓语之间加逗号。 

���u¶÷ø3;�w]·1�w%¶·¸%O¤¥81�w%¦ê÷ø&
¸%¦ê÷ø§¨¸%u¶÷ø3;�w©ªT1�wa¹bUu¶÷ø3;�
w�N&'«aîr¬®.H¯w��°Ó 

12.2. 一个句子内部有多个并列词语的，各个词语之间用顿号，用“和”或者“以及”
连接最后两个并列词语。 
���¶ä"±¢ø>Ù&>®¯%²³%´µ`ðñÙ&cd>�F�Ó 

12.3. 一个句子存在两个层次以上的并列关系时，在有内在联系的两个并列层次之间用
顿号，没有内在联系的两个并列层次之间用逗号。 
���u¶÷ø3;�w]·1�w 1957½ 10¶ 23�§¨%¶·¸ 1957½ 10
¶ 26�¢£>õ¶·¸7·¶äM¯ÿ7��÷�>¸¹ºM*.úa1993½ 8
¶ 14�¶·¸¢£>õ¶ä¢·�ºM0�úx¬�mÓ 

12.4. 在多重复句中，各并列分句内已使用逗号的，并列分句之间用分号。 
���qq÷�aFqqMNK$>a@&EFM¯G�ÁI�»ç>a@&¼

p¢�de½~ðÎ«`¾Á):IJ>a@&KLM8CDÓ 
12.5. 在修正案、修改决定中，使用引号时，根据下列情况确定： 

12.5.1. 引用内容是完整的条、款的，条、款末尾的标点符号标在引号里边。 
���£M&P$¿�À$0P\1��N�EÁÂÃÄÅ&cðv0.¶äl
m�NÆ>ðñ�&%&0>aG�½bGFÂÇMdeÈÉa�Gde�GH
aÁI�»ç>aG�½b�FÂÇMa�GHaÓL 

12.5.2. 引用内容是条文中的局部或者是名词、短语的，在引号内引用部分的末尾不
加标点符号，但是在引号外的句末，应当加注标点符号。 

���£�&ðñ©01O>Euø�FL�NE¶ä�FLaE¶RL�N
E¶FLÓ 

12.5.3. 引用内容是分款（项）的条文，每款（项）的前面用前引号，后面不用后引
号，但是在最后一款（项）的后面，应当用后引号。 



���P$¿ÊÀË0P$1�NP$¿ÊÀË0a��N�Eg8÷>ÌÍZ
ÙGHIJK$>a÷ø&¸fgÎÏ� 
E�$�Fã>ÐAaÑbÒÓÔÕ®%Ö.>Á 
E�9�ÔÕ®%Ö.×.>Ø�8YÙÚÐAÐÛ>Á 
E�\�ÔÕ®%Ö.×.8Y>ræÐAoÜÝ>Á 
qq 
E�À\�Ab�NÔÕ®%Ö.>&':+;i~deÞß>Ó 
E×àá&.°â¹ãäå«��ïÕ®%Ö.>IJadeÏÕ÷�ºÏ4æ
«�¬Fçè±éaêÂëìaí&ÖÕMN>a÷ø&¸fgÎÏÓL 

 
/"#$0123'()
13. TUVWUXY#
13.1. “和”连接的并列句子成分，其前后成分无主次之分，互换位置后在语法意义上

不会发生意思变化，但是在法律表述中应当根据句子成分的重要性、逻辑关系或

者用语习惯排序。 
�� 1�$î&'%M¯&*`Þx4&*ïjkx�&ð}ñÓ 
�� 2�ò�>óô%ÿõ%öÆ%ê.¸÷`øùfg©Ô�úû¯üýþ·
>û¯R«õ�Ó 

13.2. “以及”连接的并列句子成分，其前后成分有主次之分，前者为主，后者为次，
前后位置不宜互换。 
�� 1�¼ÿfg¢¼an!c¶ä"#%y«"#` ÷VÂbcg8÷$.
j¢¼>prÓ 
�� 2�¶·¸`%%n&ß%'()÷ø¯y�A*+,"±>åæa¹b*
.º-6**."±ß�a/<lmdeÍvW6�0123%45%67bc
Ív8Å9:.;»Ó 

13.3. “或者”表示一种选择关系，一般只指其所连接的成分中的某一部分。 
���D<ýþde ÷jk=>%?@debðñJ�T&ABCÞÓCÞ>
W6�¹b@s&'>*.ABÓ 

 
14. Z[U\]#
“应当”与“必须”的含义没有实质区别。法律在表述义务性规范时，一般用“应

当”，不用“必须”。 
���DÖÿ×6ECÞA ¦RFGfg�MHgÓHgI:��>aDÖÿ
fgv�Hg+ÁHgj:>afgc¬�NÖ®Ó 

 
15. ^_U`a#
“不得”、“禁止”都用于禁止性规范的情形。“不得”一般用于有主语或者有明确

的被规范对象的句子中，“禁止”一般用于无主语的祈使句中。 
�� 1�D<ýþde ÷ïjkF�J�&`&'>Ý�Ó 



�� 2�lmT&Èl`bðñx&T&KLdeÍv¢ø>÷MnîalmT
&NO¢ø>MìÓ 
jÎW6Ej¨L%EjfL%EjãL%E»lL.?EjkL`ElmLð
P>^_Ó 

 
16. bcUb#
“但是”、“但”二者的含义相同，只是运用习惯的不同。法律中的但书，一般用

“但是”，不用单音节词“但”。“但是”后一般加逗号，在简单句中也可以不加。 
 
17. deefUdeeVf#
“除……外”和“除……以外”搭配的句式用于对条文内容作排除、例外或者扩充规

定的表述。对条文内容作排除、例外表达的，置于句首或者条文中间，表述为

“除……外，……”或者“……除……以外，……”；对条文内容作扩充表达的，置

于条文中间，表述为“……除……以外，还……”。 
�� 1�p&'QF*.raD<ýþde ÷jk§O%R#û�%S1Ó 
�� 2�6E`o)Tß>CÞapî&'*.U·¶ä�F>braU·Vì
�FÁWØÞ`n#Þ%n#XaYU·Vì�FÓ 
�� 3�?@Ùx�Zp@s�&PÀ90>*.bra[¹b ¡ \x�%
§]X¨`x&%(Òx�%ÙxW6>:Vcð^_.01Ó 

 
18. 4gUhgUig#
18.1. 规定以法律法规作为依据的，一般用“依照”。 

���¶·¸`Þx÷ø¯y@s&'%M¯&*>*.a�`3;¶ä×¶ä
N`ª«�MN`÷�Ca°FN`÷�aÓ 

18.2. “按照”一般用于对约定、章程、规定、份额、比例等的表述。 
�� 1�b"÷¹btsÙx$.U"�÷$#cduS"�ede�Âcd"
�eÓ 
�� 2��MN`÷�C>ÿ)fgts¶äF7*.a.ÂU�w÷ø¯yf
kF7¶F`d�g%()%Þh%®a.S��i>IZÓ 

18.3. “参照”一般用于没有直接纳入法律调整范围，但是又属于该范围逻辑内涵自然
延伸的事项。 
����&P90*.>6÷��br>��adj�«klm>að�«k|
&nh¹bus�&àMÓ 

 
19. j$Uk$#
19.1. 表述创设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时，用“制定”；表述就具体事项作出决定时，

用“规定”。 
�� 1�%%'()>÷ø3;�w`op>]·1�waºjx�&%&'%
M¯&*ð}ñ>¤�Ga¹bv.Þx4&*afu¶÷ø3;�w]·1�
wq«Ó 
�� 2�u¶÷ø3;�w3;C�`3;djí&î&'*.Ó 



19.2. 在表述制定或者规定的语境下，与“规定”、“制定”相近似的用语“确定”、
“核定”、“另订”等，今后立法中一般不再使用，统一代之以“规定”。“制

定”或者“另行制定”、“另行规定”。 
 
20. lmUn#
20.1. “会同”用于法律主体之间共同作出某种行为的情况。“会同”前面的主体是牵

头者，“会同”后面的主体是参与者，双方需协商一致，共同制定、发布规范性

文件或者作出其他行为。 
���ëìí&î¶·¸Ðr}~s4ÿ)wxF7rsSTv.Ó 

20.2. “商”用于前面的主体是事情的主办者，后面的主体是提供意见的一方，在协商
的前提下，由前面的主体单独制定并发布规范性文件。 
���!&s.>®eR!`®eX¨î¶·¸!&M¯STy¶·¸t¾rs

STï.Ó 
 
21. opUqp#
“交纳”较“缴纳”的含义更广，涵盖面更宽。法律中规定当事人自己向法定机关交

付款项时，一般使用“交纳”。但是在规定包含有强制性意思时，可以用“缴纳”。 
�� 1�g8÷�Mø8uvafgts*.|{«�±4eÓcd«�p|{
«�±4era�ts*.|{ðñuve6Ó 
�� 2�àá�&*.afgABø8��CD`z{H1%HaaðcdjÑ
bx¬cd¬awABø8��CDÓ 

 
22. rsUrt#
“抵消”用于表述两种事物的作用因相反而互相消除，“抵销”用于表述账的冲抵。

法律中表述债权债务的相互冲销抵免情形时，用“抵销”，不用“抵消”。 
���Ùx÷Õj?Ùxª«y7>f·að7f�÷jkbðf�}~ð×Ù
xª«>f·ÁYjk3�MWÙx÷ºÙxª«O>�ÊÓ 

 
23. uUv#
表述货币、货物出入的记载、账簿以及债等意思时，用“账”，不用“帐”。 
��Á"�34ÿ)%"�¦z÷fgFn{>¦Rõ�a©=ªT�|P}"
�34«·%¦z«·>®cIZÓ 

 
24. VwUV=UVxU^yUz(#
规范年龄、期限、尺度、重量等数量关系，涉及以上、以下、以内、不满、超过的规

定时，“以上、以下、以内”均含本数，“不满、超过”均不含本数。 
�� 1�~�%��%��%�L%����de����¢Âc&>aG��
b�À�bGÈ#a¹b�G�¿�bGH1ÁI�òç>aGÀ�b�À��
bGÈ#a¹b�G$��bGH1Ó 
�� 2�¢zÿ7×��:�÷�®.Fb�v����>afgv��v��
��®.+aºàM�v����¤�I;®.÷a�º�I¼9À��¬b�



��;®.÷>äU%�º��`���ºÞ¢z�N�Á;®.÷j�XY)
C%��aM�jÛ>a¢zÿ7fgnO�ðM�¼��Ó 
�� 3��hÙxÂÍ\ ¶b�j�$½>a�6Âjk�2$ ¶Á�hÙ
xÂÍ$½b�j�\½>a�6Âjk�29 ¶Á\½b��.ÂÍ`y�
.ÂÍ>�hÙxa�6Âjk�2  ¶Ó 

 
25. {U|}{#
“日”和“工作日”在法律时限中的区别是：“日”包含节假日，“工作日”不包含

节假日。对于限制公民人身自由或者行使权力可能严重影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

其他权利的，应当用“日”，不用“工作日”。 
�� 1�¢zÿ7×;È#>÷a×Nåæ¡¢>afgºÈ#¼>\�b�a
�Í÷ø§¨¸ÏO§¨ÓºÝáIZGa�ÍÏO§¨>¬6¹b£¤$�¥
��Ó 
×·Ü¦�«%�#�«%(x�«>ç�§¨�©a�ÍÏO§¨>¬6¹b
£¤¥\À�Ó 
�� 2�÷ø&¸×g8÷�N>ªeÌÍafgºÌÍ�N>\��abÆ«
de+¬J��N®.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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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
法律修正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法律修正案，一种是法律修改决定。 

26.1. 采用修正案形式的，修正案单独公布。公布修正案，一般不重新公布原法律文本。 
在表述方式上，按照通过时间先后标明序号，表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

修正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修正案（二）》，…… 
每修改原法律一条内容，在修正案中就列为一条。 
修正案增加或者删除法律条文，不改变原法律条文的序号。增加的条文排序在内

容最相关的条文之后，表述为；“第×条之一”，“第×条之二”，…… 
26.2. 采用修改决定形式的，根据修改决定，重新公布修改后的法律文本。在表述修改

的内容时，表述为：将第×条修改为：“……”。 
增加条文的，表述为：“增加一条（一款或一项），作为第×条（第×条第×款

或第×项）”。 
删除某条、款、项的，单列一条表述。 
���Q%>PQ0PQ1PQRÓ 
删除两条以上的，被删除条文为连续排列或者虽然不是连续排列，但是被删除条

文之间的其他条文没有被修改的，汇总表述为一条。 
���Q%>PQ0�¥PQ0Q�%PQ0Ó 

26.3. 对多部法律或者一部法律的多处文字作相同修改的，对修改的文字单列一条，集
中表述。 
���Q%£QQ&%QQ&%qq��&�ð70:O>EqqL��N
EqqLaEqqL��NEqqLÓ 



 
27. +,~�#
采用法律修订形式的，公布新的法律文本，法律实施日期为修订后的实施日期。 
修订的法律需要明确规定原相关法律停止施行，表述为：“本法自×年×月×日起施

行。×年×月×日第×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次会议通过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 ××法》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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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a#
28.1. 制定法律时，在法律条文中规定废止相关法律的，表述为：“本法自×年×月×

日起施行。×年×月×日第×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次会议通

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同时废止。” 
28.2. 单独通过一个决定废止法律的，表述为：“×年×月 ×日第×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自×年×月×日

起废止。”废止法律的决定由主席令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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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技术规范包括法律的结构、形式、文体、修改和废止的方法等方面的规则，是起

草、修改法律需要掌握的具体操作标准。准确地运用立法技术规范，对保证立法工作的科

学性、规范性、统一性，提高立法质量具有重要意义。改革开放 30 年来，我国立法工作
成绩卓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在法律体系中主要的、起支架作用

的法律已基本制定出来。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要求，除了法律门类齐全外，

还要求法律体系内部协调、结构严谨，法律之间应当相互衔接。这就要求在立法过程中既

需要科学、严密的框架设计，又要求条文表述尽量科学严谨，用语规范统一。 

提高立法质量，始终是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的重中之重。制定统一的立法技术规范，

为法律的起草、审议和修改提供技术层面的支撑，以利于常委会组成人员审议法律草案，

提高立法质量，也可以为下位法的制定工作提供指导。在本规范的起草过程中，地方人大

的同志也多次表达了希望全国人大常委会尽快制定立法技术规范的强烈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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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技术规范研究的最终目标是制定较为科学、合理，系统、全面的《立法技术规

范》。鉴于总结这方面积累的经验需要一个过程，目前进行的立法技术规范研究，主要是

针对在立法工作中经常遇到的、带有共性和普遍性的有关法律结构、文字等技术层面的问

题。这些规范应当是科学的、统一的，对立法工作具有一定指导意义，在立法中“管用、

好用”。按照“从实际出发，循序渐进，解决问题，逐步完善”的工作思路，对立法实践

中经常遇到的、带有普遍性的、急需解决的和各方面意见又比较一致的问题先规定下来，

成熟一批、推出一批、应用一批。对尚未取得共识或者目前还没有研究清楚的问题，暂不

规定，可继续研究。 

近年来，为适应立法工作需要，法工委专门组织力量对有关立法技术规范问题进行研

究。从 2007 年底至今年 8 月，法工委委务会多次对立法技术规范进行专题讨论，听取了
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法案室、国务院有关部门和语言文字专家的意见，并邀请十一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大长期从事立法工作的同志共同研究，选取了认识比较一致的问题作为

《立法技术规范（试行）（一）》。这些立法技术规范是在总结我国 30 年立法工作经验
的基础上提出的，同时也研究借鉴了一些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有益做法。这些规范从

实践中提炼出来，也还要经过实践检验并在立法实践中不断补充和完善。 

����x�#

《立法技术规范（试行）（一）》（以下简称技术规范）共包括 28 个规范，从内容
上分为五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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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范对法律的基本构件中较为重要的部分提出了规范要求。包括：（1）在什么
情况下应当列目录，以及编、章、节的排序方式（技规范一·1）。（2）法律中定义条款、
有关基本概念、专业术语等使用和表述（技术规范一·2）。（3）对新法施行（颁布）前
相关法律行为、法律关系的效力以及对有关法律主体已经获得的权利的承认、处理等过渡

性条款的使用和表述（技术规范一·3）。（4）法律中关于与其他法律的适用关系条款的
表述（技术规范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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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范对法律条文中经常使用的有关表述作出了规范。包括：（1）立法目的与立
法依据的表述（技术规范二·5）。（2）引用法律名称的表述（技术规范二·6）。（3）
适用其他法律、优先适用其他法律以及优先适用本法几种情况的表述（技术规范二·7）。
（4）采用列举“情形”或者“行为”的表述（技术规范二·8）。（5）引用法律条文中
“项”的表述（技术规范 二·9）。此外，还对部门的表述，数字、标点符号的使用等作
了规范（技术规范二·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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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范对实践中使用比较混乱，意思相近的，且容易引起歧义的一些法律常用词语

的使用作了规范（技术规范三·1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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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对法律的修改主要采用三种修改形式，即修正案、修改法律的决定和法律修订。

采用修正案形式的，目前只有宪法和刑法，采用修改法律的决定形式的，占绝大多数，采

用法律修订形式的，近些年来逐渐增多。对于这三种形式，在文本表述方面，目前实践中

做法不尽一致。技术规范主要就修正案、修改法律的决定和法律修订的文本制作、表述等

问题作了规范（技术规范四·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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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范对在新制定的法律中废止相关法律和单独通过废止相关法律的决定的表述作

了规范（技术规范五·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