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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2 月 5 日 法工委发〔2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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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报常委会领导同志同意，现将《立法技术规范（试行）

（二）》及其说明印送给你们，供工作中参考。 
 

!"#$%&'()*+(,+-.
（2011 年 1 月 30 日） 

 
!" " # 

 
$%&'()*+,- 

1./01234567*+ 
2.89:;&,<=/0,>7*+ 
3.89?@A&,<=?@;B,>7*+ 
4.CD,97*+ 
5.E&FG7&'HEI6J,97*+ 

K%&'LMNO,- 
6.PQRSQ 
7.TURVURTW 
8.X&RY& 
9.Z9RZ[ 
10.\]^_R`]^_ 
11.abRcb 
12.deRfeRge 
13.hiRji 
14.klRml 

 
!"#$%&'()*+
1. !"#$%&'()*+,
1.1. 涉及一个职能部门（机构）的职责的，表述为：××部门（机构）主管（负责）

全国××工作。 
no 1pqrst:;uv/0wuxq7styPz{|F}?@~|st:
;uv/0wu�:;��7styPz1s�qr�t&��(4 



no 2pq��T�/0�6xq�����xuvyPz{|F}?@~|^
�;BT�2���uv/0�6�:;���7�����xuvyPz1�
����x&��(4 
no 3pq���:]��uv23�6�xq�:]��23��]����
�uv7yPz1�:]��uv&�K(�$D4 

1.2. 涉及多个职能部门（机构），需要明确各自职责的，分别表述为：××部门（机
构）主管（负责）全国××工作，××部门（机构）负责××工作，××部门

（机构）负责××工作。 
no 1pq���]:;wu/0wuxq�]�����V yPRq��¡
]:;wu/0��¢£�/0¤~¥756-¦�R�6£�7�]����
�V yPz1�]&�§(�KD4 
no 2pq��¨©sª:;wu/0««�6xq¬®¯°±²�³´yµ
¶Z·!�³¸°±¹º7¨©sªyPz 
qr³¸:;wu/0�6³¸¨©7��uvR»¼³¸¨©7½¾%�¿%
�À%ÁÂ�ÃÄÅÆR�6xq¬³¸yµ¶Z·!�³¸ÇÈÉÊ²�³
¸°±¹º7¨©sªyPz 
qr³I:;wu/0�6ËÌÍ�Î��YÏIÐÑ�Í�Î�GYÒ]%Y
ÏIÐÑ°±³¸¨©7��uvRÓ�6°±IÔ7½¾ÕvÖ�¤H×^�
Ø�quÌ³�Ù:%ÚÛ�P]7GqÜÐÑÝÞ7°±IÔßàá¾Õvz
ÐÑ°±IÔâÒ]ÝÞ¹º7RãäåæÒ]:;wu/0çè½¾Õvz 
qrÒ]:;wu/0�6ÒÍÎ��YÏIÐÑ�ÒÍÎ�GÒ]ÐÑ°±³
¸¨©7��uvR�6sªÒ]Î�éê¨©yPRÓ½¾ÕvëD,97°
±IÔFG7Ò]°±IÔz 
Ïì¨©sª/0�6ÏIÐÑ°±³¸¨©7��uv�°±IÔ7½¾Õ
vz 
í³{|F}?@^�;B:î³¸¨©��uvï7/0756Rðñ%¥
�%òÌó^�;Bhi�&�q��£�,9ô9z1³¸¨©sª&��
(4 

1.3. 涉及多个职能部门（机构），需要明确主管部门（机构）及其职责，但不必明确
其他部门（机构）及其具体职责的，表述为：××部门（机构）主管（负责）全

国××工作，其他有关部门（机构）负责××工作。 
no 1pq��õ¯wu/0jö�&,9wuxqu�sªyPR�6»¼÷
8Óøùxqu�V ,úRûüý½xqu�V ,úè�¢þ·,ú7ÿ
!Rý½"ñ%¥�%òÌóu�sª7#$%&zq���¢£�/0jö
£�&'%:;&,7,9R¤~¥56-¦��6u�sª7'�yPz1(
)*+,u�sª&�-(4 
no 2pq��./s0:;/0�6xq7./s0uvyPRq���¢£
�/0¤~¥756-¦��6£�7./s0yPz1./s0&�1(�$
D4 

 
2. -./01234!"25)*+,



2.1. 为确保法律规定的制度、有关事项的实施，需要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的，表述为：
×××，由国务院制定。 
no 1p�2û3½¾��7uv4&Rðq��891û3&�-5§(4 
no 2ps0s67�ü8zuv�îM79:4&Rðq��89z1s0&
�$;(�KD4 

2.2. 为确保法律规定的专业性、技术性规定的实施，需要国务院有关部门（机构）制
定部门规章的，表述为：×××，由国务院××部门（机构）制定。 
no 1pîM<½=>R8?7TØ¶@ãäø:A�BCD88Cz9:4&
ðq��¶Zwu/089z1EFõ¯&�G51(4 
no 2ps0THIl�JK6JbL�79:4&Rðq��s0��uv2
389z1s0&�§5M(4 

 
3. -.6781234670925)*+,
3.1. 需要由省级人大或其常委会制定地方性法规的，表述为：×××，由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制定。 
no 1pNOéPQyRPS�NOTU`INOéP�V��RãäWX�&
,97è�éP�V,Y%(Z'[ã7NO�x\]Rs^ËéP�V7NO
_é%`a%`ºR£�/0ãä��Qb��uvR9:uv4&ðñ%¥
�%òÌó^�c*$/L�d_/jö�&89z1NO�x&�K5§(�
GD4 
no 2p?@#esªfé�²��¢Yqr#esªfé�²7uv4&Rð
ñ%¥�%òÌó^�c*$/L�d_/89z1fé�²sª&�G5
(4 

3.2. 需要由省级人大或其常委会或者较大市人大或其常委会制定地方性法规的，表述
为：×××，由地方性法规规定。 
nop��é�gh°±¨©¬79:4&Rð?@A&,,9z1i:É²
°±¨©¬&�-5§(4 

3.3. 需要由省级人民政府制定规章的，表述为：×××，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制定（规定）。 
no 1pjk¶Z�jkM?,úuv79:4&Rðñ%¥�%òÌó^�
;B89z1lm,ú&�-5-(�GD4 
no 2pnLoÏpçQÏIqr%\:ÏIs�t2R�yPuvwqr2
�%./x:%y]I]uv7Rð�Ë¤uvöVyz�{�R�|}7~�
����z 
ëD,9FG7�¢nLoÏpçQÏIqr%\:ÏIs�t2Rãäâ��
y��R9:4&��bðñ%¥�%òÌó^�;B,9z1nLoÏp&
��5G(4 

3.4. 可以由省级人大或其常委会制定地方性法规，也可以由省级人民政府制定规章的，
表述为：×××，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规定）。 



no 1p¤m%��,ú��îM�£�7?�:������¶Z7,úuv
4&Rðñ%¥�%òÌó89z1lm,ú&�-5$(�KD4 
no 2p��<=�¢&9�ª^¤Y�ÜË¤?yP<=��7[���%�
�R¤���<=�¢&9�ª^yP<=��?!}����7Rä?^�;
Bãä��I���!}����7(Zz9:4&ðñ%¥�%òÌó,
9z1����&�5K(�KD4 

 
4. :;2.)*+,
罚款是行政处罚的一种方式，对当事人有惩戒教育作用。罚款可以是警示性的，也可

以是经济性的。设定罚款应当根据违法行为的主观恶性、造的损失、社会危害程度确

定。 
4.1. 罚款规定一般应明确罚款的数额或者幅度。 
4.2. 对违法行为能够以违法数额、违法所得数额、造成的实际损失等作为参考系数确

定罚款数额的，可以使用处以该系数的倍数或者比例罚款的表述。 
no 1p2��Ë£^%uv^� öqr,9¡s2���G=6Jb8s0
7RðT�2���uv/0¢£�¤¥jö,9¡s¦RÓÕjö,9¡s§
¨6J©ªã«¬7s07K®CDz1�����x&�§5M(4 
no 2p�ÝÞ$¯<=°$Î°±IÔ7R öÎ°±IÔÝÞ7ò!¹±7
;²³K53´CDÖ�ÝÞ#$<=µ$Î°±IÔ7R öÎ°±IÔÝÞ
7ò!¹±7;²³G53´CDz1Î°±¬&�M5G(4 
no 3pX¶�&��5G(7,9R¤·¸POH¹º%»¼RF#½¾7R
6¿ÚÀeÁRÂæX&ËÃRÓÕX&ËÃ$®F}�®FÄ7CDRÅFj
&fe·¸éPÆÅ^<=lÇ·¸�VzÈÖ3ÞÉÊ7RðH&2�j&Ë
ÆEI6Jz1·¸&�15K(4 

4.3. 对违法行为难以用违法数额、违法所得数额、造成的实际损失等作为参考系数确
定罚款数额的，可以使用确定数额以内或者一定幅度以内罚款的表述。 
no 1pÌ½qr2�yP^_<=F�¢Í¼ÎÏÐÑÒÓ7RÕ�ÔF}5
ÔFÄÕ£RÅFÓÕ�;ÖFÄCDÖ×E°Ø7RÕ�ÔFÄÕ£<=�;
ÖFÄCDz1�uvÕC&��5$(4 
no 2pV:^%}óTH<=�¢ÙÚÛÜ��^Ý ö,9ÛÜÙÚR<=
ËÛÜ7ÙÚ£Í¼Þß%�àAá+<=#$âã7R6¿äåRâ�æWR
ÓÕFG5çÖF}è5çÖFÄ7CDz�ò!�67wu^_��¢ò!6
J^_â�æWRÓÕFGçÖF}G5çÖFÄ7CDz1^é&�$;§5
G(4 

4.4. 在规定处以一定幅度的数额罚款时，最低数额与最高数额之间一般不超过十倍。 
no 1pX¶�&,9R£Äê×ë³$7Rð£�wu/0 ö~¥56²
yR6¿äåRâ�æWÖì�äå7RÕKíÖF}KçÖFÄCDÖ×Eî
#7R6¿ÚPÚ]Rò¥feÆÅ^p««z1NO�x&�M51(4 
no 2pY&�ïæðñ%�òó97RðT�2���uv/0b8ôõR�
Fæ«RÓÕK;ÖF}KíÖFÄCDz1�����x&�§51(4 



4.5. 规定罚款数额上限不规定下限的，表述为：可以处××元以下罚款。规定确定罚
款数额或者数额幅度的，“处”之前不加“可以”。 
no 1pX¶�&,9R=8VöR<=¤Î÷ø±#en¬��#ev�ù
úû%üýþ%ÿü!ú%"ú%#$�7Rð{|F}?@^�;BÎ:;w
u/06¿ÚÀX&:�R=l�%&ùRÂæX&ËÃRÓÕX&ËÃ$®F
}�®FÄ7CDÖÂ£X&ËÃ7RÅFÕ�çÖFÄ7CDz1Î÷s'&
��5$(4 
no 2pX¶�&,9R¤()%*+,0�<=-(ø.V�`Il÷%ü
/%=(�ÅõÝÞÎ÷ø±7��7Rð{|F}?@^�;BÎ:;wu/
06¿ÚÀX&:�RÂæX&ËÃR�0^Õ$íÖF}$çÖFÄ7CDR
�uvÕKçÖF}K5çÖFÄ7CDz1Î÷s'&�-5M(4 

 
5. <1=>)1?@<A(B2.)*+,
5.1. 只有个别条文涉及追究刑事责任的，一般在该条文中直接表述：“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no 1p12_£34}4%5678%9&2:F�!}äI^;<=>�X
&X?:�7R��÷?@A12d_/ãäB�õCÖ3ÞÉÊ7Rj&ËÆ
EI6Jz1��÷?@A�VDE½F12&�51(�KD4 
no 2pGÍP¼Ólªö7RðªöHV2�æ«ªö<=IUªöPÉÖð
T�2�ÕKíÖF}�íÖFÄCDÖ3ÞÉÊ7Rj&ËÆEI6Jz1ª
ö&�51(4 

5.2. 有多个条文内容涉及追究刑事责任的，可在法律责任部分最后单设一条，表述为：
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no 1pX¶�&,9R3ÞÉÊ7Rj&ËÆEI6Jz1./s0&�§5
-(4 
no 2pX¶�&,9R3ÞÉÊ7Rj&ËÆEI6Jz1()*+,u�s
ª&��51(4 

 
,"#$-./0)*+
 
6. CDEFD,
6.1. “作出”多与决定、解释等词语搭配使用。 

no 1p��÷?@A12d_/�JKL;ãä�kPQ:9RFMN<=O
P@Q�RäI^RÓSTvðz1��÷?@A�VDE½F12&�K5§
(4 
no 2p§U^�&V%§U^�áW�PQ7XYZ[%áWyPH9:ãM
&'7F\Rãä¥TU³Ô]G5Ô�ðxq^�c*$/L�d_/L^z
1��&�G5$(4 

6.2. “做出”多与成绩等名词词语搭配使用。 



no 1p�¤./w�¶ZHSQ_`Þa7bc^R�dªbc^X&ïe%
V bc^I]%�bc^f�PQ_`Þa7uv�0^R~|^�;B�£
�/0â�*g�{hz1bc^s6&�5G(4 
no 2pq���í³?@~|^�;BãäQb�³isª7Ij��yPR
kbT�7³isªlmRÓ�¤³isªF�£�ÃÄÅÆyPHSQ_`Þ
a7uv�0^�F{hz1³isª&�1(4 

 
7. GHEIHEGJ,
7.1. “公布”用于公布法律、行政法规、结果、标准等。 

no 1p�&¥TU³Ô]ù:z1��d_/»¼&�-5$(4 
no 2pû3½¾·!7Za2�ãä�½¾·!7n\A%Å:A%ÃÄA�
:Z¾R�WX&9(Z7RPQ�Fab7OP:9RÓTUÖ��WX&9
(Z7RPQ��ab7OP:9RÓSTvðz1û3&�5G(4 
no 3pNO�xqr�bðq��_é:;/0�689%TURq���b
o:;/0I�qr�b÷pz1NO�x&�K5$(4z 

7.2. “发布”用于公开发出新闻、信息、命令、指示等。 
no 1pq:û$rà56<=»¼ÕstVIZ7^�;BRãä ö£�,
9û$%bô%�kVU£�tVIZIêV �ãuÕsyP7ÙÚz1tV
IZã�&��5G(4 
no 2ptVIZVé?7�¢uvãäf`^�;BVU7:9%v¿RwX
^�;B=l7ãuÕs&ùRS¾�uv7ãu%xyPRÓyz»¼^_ç
QË¤?7ãu%x�ÕsyPz1tVIZã�&��5è(�KD4 

7.3. “公告”用于向公众发出告知事项。 
no 1p�£${|}A��%$-¦ùy�×~R�\=l©8��7&ùR
<=PQèT}7������ò!£�7:9RãäIë�./TWz1��
���x&�G5§(4 
no 2pþ��Zd_/�IWþ�ï`�7;]ãä�kZ¾�PQ:9RÓ
�R;]^�þ�ï^zIWþ�ï`�7:9Rðq��þ�:;/0ßÞ�
TWz1þ�&�-5è(4 

 
8. K1EL1,
8.1. “违法”一般用于违反法律强制性规范的行为。 

no 1p�á¾uv<=0^ì�ÚÀX&:�RÝÞî#Î÷ø±7Rð�Î
:;wu/0abRÅF¾�%¢�øùX&:�7y9�ùy2�%ZL�z
1Î÷s'&�G5-(4 
no 2p��d_/��kTUãäTU7I·<=TU7I·��ø7R��
£ï�m%��m%�7^�;B<={|^�;B��£�wu/0¶�R£
�^�;B<=wu/0ãä�6½¾cøR6¿j&TUÖ�¾^ô£X&:
�7R£�^_ãäj&@�6Jz1��d_/»¼&�G5$(4 

8.2. “非法”通常情况下也是违法，但主要强调缺乏法律依据的行为。 



no 1pJ�»¼�0^�Ã��%�M�����R�Ã�Ä�Y&æl<
=T�Mz1����&�-5§(4 
no 2pY&�£UC,0²ÝÞ¢^¹º7RðY&�£^@��ï6JzË
£^%uv^�õ^T�¬À¢^Y&�£��UCdl��7RèY&�£^
@���6Jz1�ï6J&�15�(4 

 
9. M.EMN,
“设定”和“设立”都可以用于权利、义务、条件等的设置。“设立”还可以用于成

立或者开办组织、机构、项目等。 
no 1p:;2��&'%&,�ï79£uvTØI�5õ7»¼�ÃÿM:
;ï�RFZ9�ÀAz�\]%ÁZ�b<=�j&VUÙÚ�@QR��<
=©8G?�V=çQ�?7Ð�¡���z1¶��&�G5-(4 
no 2p��P²ï7Z[%��%K��Ç Rãäjö&',9ßÞz�P
²ï7Z[�K�Rãäjö&',9�¡z1²ï&�è(4 
no 3pq��Z[NO�xd_/R�yP56ðq��,9z1NO�x&
�-(4 
no 4pq���{|F}?@^�;Bhiø¢�\RZ[þ·z�R£'�
�?�%��?�øù����z1����&�-51(4 

 
10. OPQRESPQR,
10.1. “执业人员”用于表述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依法取得相应执业证书，并从事为

社会公众提供服务的人员。 
no 1p�&Ë¤'¥Rw¦j&lÃ'¥\]^OR!}d§<=¦9R�ä
I^I�&'f�7\]^_z1'¥&�K(4 
no 2pd¨/3¥wj&lÃd¨/3¥^OÓ!}d§`IZ3�/3©
ª%/3f�]�7\]^_z1d¨/3¥&�K(4 

10.2. “从业人员”用于表述在一般性行业就业的人员。 
no 1p`«y70:y¬�%�¤M^uvçQ7�®s07YxÔ8`]
^_F��¢¯�°]^_ÅFçQ7�®s0Rð0^«¬7�®s0
z1./s0&�5(�KD4 
no 2p`]^_£j&!}5]±q�²³��7ï����z1��&�-
5(�$D4 

 
11. TUEVU,
11.1. “批准”用于有权机关依据法定权限和法定条件，对当事人提出的申请、呈报的

事项等进行审查，并决定是否予以准许。 
no 1p�:ÄêùyP]Rùyuvãä�u�Ë¤?{|^�;Bwuu�
sªyP7/0IQL;p«« 
{|^�;Bwuu�sªyP7/0!�L;¦Rãä»¼ùyuvèu�y
]ý¬ô9ùyP]@^RÓH´�x¬ªýµÖý¬�Þ7Rwuu�sªy



P7/0ãä»¼�:�xÁZRPQw¶abP]7:9z1()*+,u�
sª&�G5�(4 
no 2p`I·¸V¹7uvR�ºÃÄÅÆ�:·¸V¹RãäIQV¹3
úRðq��)²:;/0abÖ�xq#e)²sªuv7·¸V¹3úRã
ä�q��)²:;/0Zc¦ðq��abz1)²sª&�K5M(4 

11.2. “核准”用于有权机关依据法定权限和法定条件进行审核，对符合法定条件的予
以准许。 
no 1pT»V:^éRn¼WX&'%:;&,,97(ZRÓj&ð�q�
�^é��uv23<=q���ï7/0cbÖ��j&cbRJ�uv�0
^�ÃT»V:^éz1^é&�5(4 
no 2pT^237�6^ãä¤£G�F}\]�½7T^_H¾¿PéRð
Ë¤?7H&:;/0cbRðñ%¥�%òÌó^�;BH&:;/0L
^z1T^&�5(4 

 
12. WXEYXEZX,
12.1. “注销”用于因一些法定事实出现而导致的取消登记在册的事项或者已经批准的

行政许可等。 
no 1p¶ZM?îMïÇ 7RQ�^ãä�k4vdeßÞz1²ï&�$
;�5(4 
no 2p£Äê×ë³$7R:;2�ãäj&4v£�:;ÆÅ7deÀ³p 
1$4:;ÆÅ£�tÁÂ�Ã³7Ö 
1K4Ä�T�µ9zÈ7:;ÆÅRÅT�ÆÇ<=È±:�õ�7Ö 
1G4&^<=�¢»¼j&ÉÀ7Ö 
1-4:;ÆÅj&�ge%gJR<=:;ÆÅ^Zj&�fe7Ö 
1�4Ê�ÅË�àÌ:;ÆÅI·`&øù7Ö 
1è4&'%&,,97ãäde:;ÆÅ7�¢×ëz1:;ÆÅ&�15
(4 

12.2. “吊销”作为一种行政处罚，用于有权机关针对违法行为，通过注销证件或者公
开废止证件效力的方式，取消违法者先前已经取得的许可证件。 
no 1pÍ;y]%ÎÏy]�¶[<=�\:æZÐÀ8CR<=X¶&'%
:;&,F�q���q��£�/0�YÑÀÒ=<=©8Ò=²O7,9æ
ÒÍZ%ÎZ7R�Í;y]ò!�67wu^_��¢ò!6J^_â�Õ
²Ö�ÎÏy]RÍ;uv/0ÅF6¿Ú]ÓÔò¥fe�ÎÏ]��VÆÅ
^z1Í;&�15�(4 
no 2plm,ú÷8uvlÃz�^O¦R�ÕWX'ã7z�(Z7Rð�
V^2�6¿©täåÖÖt�äå7R×¨z��|<=fez�^Oz1l
m,ú&�è5G(4 

12.3. “撤销”用于有权机关取消依法不应颁发的行政许可或者发出的文件、设立的组
织机构，也可以用于取消资质、资格等。 



no 1plm,úwu/0X¶�&,9PQ:;ÆÅ7R}|^�;Blm,
úwu/0£ï6¿�ge<=ò!geÅ:;ÆÅz1lm,ú&��51
(4 
no 2pX¶�&,9RNOáÐ23%NOáÐ^_Q9Í¼áÐðW7Rð
���z�7wu/0<=23geÅáÐ237áÐzÈÖj&�áÐ23ò
!�67wu^_�NOáÐ^_â�g5<=»õ7Õ²z1NO�x&�§
5G(�$D4 

 
13. [\E]\,
13.1. 引用宪法、法律作为立法依据时，用“根据”。 

no 1p�ºQbq¬¶ZRØÙq¬�_8CRs6q¬�ÚyP7Û��
:Rdªqr7wï%û$%r÷ØÓ��xRhiÜ&R89�&z1q¬�
_&�$(4 
no 2pñ%¥�%òÌó7^�c*$/L�d_/hi�&RJX�:;
��7ø¢×~R89øù4&z1��d_/»¼&�-5(4 

13.2. 适用其他法律或者本法的其他条款时，用“依据”。 
no 1pI�7û3zÝ�õÂÞ�\kRq¬�_d_/4I23ÅFji
ßH×^�Ø�qû3&à�qr£�,9»¼» q¬�_á�þ·û3½
¾z1q¬�_&�5§(4 
no 2p�¶��\&23ji�&�K5M(%�K5§(PQ7:9�f
7RÅFâj&L;:;�µÖ�:;�µ:9�f7RÅFj&I]:;ã
äz1¶��&��5G(4 

 
14. ^_E`_,
“谋取”是中性词，可以谋取合法利益，也可以谋取非法利益。“牟取”是贬义词，

表示通过违法行为追求利益。 
no 1pÄ�F�Äé¾e<=�'¾e¬O%f��@Qkl�e7Rð{|
;B��:;/0â��ðaÁÖ£X&ËÃ7RÂæX&ËÃÖ�ò!�67
wu^_��¢ò!6J^_j&â�Õ²z1����&��5è(�KD4 
no 2p=åcv23�ÃF�=å^:4<==l�¢�åäÀæklY&�
ez1;B=å&�K5�(�GD4 
no 3p^�½F_¤½FyPH£Äê:�³$7Rð�Ë¤7^�½Fd_
/â�aÁ��%6¿äåR×Eî#7Rð¾¿<=çJuv�Fèé<=F
çp««1G43l%æ}ê²<=ml�¢�åä�e7Ö««1^�½F&
�5�(4 
no 4pq��^é��uv23yP^_ãäëY5�Rj&4IRTåì
íR!}��R�Ã�M5�ml6�z1^é¡z7�&�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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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N1de2f#g/&#h&i)jklm,

《立法技术规范（试行）（一）》印发后，各方面又提出一些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的

立法技术规范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 2010 年立法工作计划提出抓紧《立法技术规范（试
行）（二）》的研究工作。为此，法工委组织专门力量，进一步就立法技术规范有关问题

开展研究。2010 年初，就一些表述规范和法律常用词语的规范用法问题，专门召开专家
座谈会，征求专家意见和建议。4 月中旬，在南京召开由十省（区、市）人大常委会法工
委负责同志参加的座谈会，对拟列入《立法技术规范（试行）（二）》的条目逐条进行讨

论。期间，先后三次将《立法技术规范（试行）（二）》草稿分发法工委各室征求意见，

形成《立法技术规范（试行）（二）》（征求意见稿）。7 月初，征求了现任法工委领导
和曾在法工委工作过的一些领导同志意见。12月中下旬，法工委召开了 3次委务会，对该
稿逐条讨论、研究，提出了修改意见。2011 年 1 月，又专门征求部分常委会特邀专家意
见。在此基础上，形成《立法技术规范（试行）（二）》。 

hbcN1de2f#g/&#h&ijknop)qrst,

《立法技术规范（试行）（二）》包括两部分内容：法律条文表述规范和法律常用词

语规范。在总结《立法技术规范（试行）（一）》施行中取得的经验基础上，选取立法工

作中遇到的一些需要统一规范，并且在立法实践中具备较为成熟做法的条文表述、语言文

字等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在研究过程中，重点分析现行法律中涉及立法技术方面的条文和

语词，总结梳理语言文字专家在审校法律草案过程中提出的有关语言文字方面的立法技术

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具有一定实用性和操作性的规范要求，并通过示范举例加以说明。 

ubcN1de2f#g/&#h&i)qrvw,

《立法技术规范（试行）（二）》共对 14项立法技术问题进行规范。 

1$4&'()*+,-"

《立法技术规范（试行）（二）》对立法中经常使用的一些法律条文表述方式进行了

规范。包括：部门（机构）职责的表述；制定行政法规或者部门规章的表述；制定地方性

法规或者地方政府规章的表述；罚款规定的表述；刑法以外的法律中刑事责任规定的表述

等。 

1K4&'LMNO,-"

《立法技术规范（试行）（二）》对立法实践中一些存在混用或者使用不一致的法律

常用词语进行了规范。包括：作出，做出；公布，发布，公告；违法，非法；设定，设立；

执业人员，从业人员；批准，核准；注销，吊销，撤销；根据，依据；谋取，牟取等。 



对其他一些立法技术方面的问题，由于各方面认识还不尽一致，在《立法技术规范

（试行）（二）》中未列入，我们将继续深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