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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部分法律的决定

（2009年6月27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2009年6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16号公布）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决定，

废止下列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 

一、公安派出所组织条例（1954年12月31日第一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二、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1954年12月31日第一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三、华侨申请使用国有的荒山荒地条例（1955年8月6日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 

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国务院关于华侨

捐资兴办学校办法的决议及华侨捐资兴办学校办法（1957年8

月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十八次会议

批准） 

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国务院改

革工商税制发布有关税收条例草案试行的决定（1984年9

月18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 

通过） 

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偷税、抗税犯

罪的补充规定（1992年9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对法律实施

情况检查监督的若干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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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组织、运送他

人偷越国（边）境犯罪的补充规定（1994年3月5日第八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

（2009年8月27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2009年8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18号公布）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决

定： 

一、对下列法律中明显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

发展要求的规定作出修改 

1.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条修改为：“民事

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扰乱社会经

济秩序。” 

删去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六项。 

2.删去《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第二条

第四款、第二十三条、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第五十五条。 

3.删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第四十七条。 

4.删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五十七条第三款、第

五十九条。 

5.删去《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五十二条。 

二、对下列法律和法律解释中关于“征用”的规定作出修

改 

（一）将下列法律和法律解释中的“征用”修改为“征收、

征用” 

6.《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八条 

7.《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第十二条 

8.《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第四十八条 

9.《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第十三条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第

五十九条 

11.《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

第六十三条 

12.《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一条、第四百一十

条 

13.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 

1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第二百二十八条、第三百四十二条、第四百一十条的解

释 

（二）将下列法律中的“征用”修改为“征收” 

15.《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十四条 

16.《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第三十六条 

17.《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九条 

18.《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第十六条 

19.《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第二十条 

20.《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 

21.《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第七十一条 

三、对下列法律中关于刑事责任的规定作出修改 

（一）将下列法律中的“依照刑法第×条的规定”、“比照

刑法第×条的规定”修改为“依照刑法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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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二十九条 

23.《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

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八条 

2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第二十二条 

25.《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第六十二

条、第六十三条 

26.《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三十二条、第

三十七条 

27.《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第二十九条 

28.《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第三十三条、第

三十四条 

29.《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第六十条、第六十四条、第

六十五条 

30.《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第四十二条、

第四十三条 

31.《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法》第三十九条 

32.《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

条 

3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

条、第三十二条 

34.《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三十六条 

35.《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第十五条 

36.《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九十二条 

37.《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第三十六条 

38.《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第一百九十四条、第

一百九十六条、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九条 

39.《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二条、

第七十四条 

40.《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一条 

41.《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第四十条、第四十二条、

第四十三条 

42.《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 

（二）将下列法律中引用已纳入刑法并被废止的关于惩治

犯罪的决定的规定修改为“依照刑法有关规定” 

43.《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三十一条 

44.《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第三十五条 

45.《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第六十九条 

46.《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第四十条、第四十二条 

47.《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第一百九十一条 

（三）删去下列法律中关于“投机倒把”、“投机倒把罪”的

规定，并作出修改 

48.将《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二十八条修改为：“制

造、销售、使用以欺骗消费者为目的的计量器具的，没收计量

器具和违法所得，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对个人或者单位

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49.将《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三十五条第

二款修改为：“违反本法规定，出售、收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或者其产品，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

追究刑事责任。” 

50.将《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第七十条修改为：“铁路

职工利用职务之便走私的，或者与其他人员勾结走私的，依照

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51.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

修改为：“倒卖烟草专卖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情节轻微，不构成犯罪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倒卖的烟

草专卖品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 

（四）对下列法律中关于追究刑事责任的具体规定作出修

改 

52.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第十六条

修改为：“执行本法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索取、收受贿

赂，或者有其他违法失职行为，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53.将《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第六十一条修改为：“故

意损毁、移动铁路行车信号装置或者在铁路线路上放置足以

使列车倾覆的障碍物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二条修改为：“盗窃铁路线路上行车设施的零件、

部件或者铁路线路上的器材，危及行车安全的，依照刑法有关

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三条修改为：“聚众拦截列车、冲击铁路行车调度

机构不听制止的，对首要分子和骨干分子依照刑法有关规定

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六条修改为：“倒卖旅客车票，构成犯罪的，依照

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铁路职工倒卖旅客车票或者与

其他人员勾结倒卖旅客车票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

责任。” 

54.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第三十九条修改为：

“伪造、变造、买卖本法规定的烟草专卖生产企业许可证、烟

草专卖经营许可证等许可证件和准运证的，依照刑法有关规

定追究刑事责任。 

“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和烟草公司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

的便利犯前款罪的，依法从重处罚。” 

55.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七十一条

第二款修改为：“房产管理部门、土地管理部门工作人员利用

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

人谋取利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构成犯罪的，

给予行政处分。” 

56.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第一百九十二条修

改为：“对飞行中的民用航空器上的人员使用暴力，危及飞行

安全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修改为：“违反本法规定，隐匿携

带炸药、雷管或者其他危险品乘坐民用航空器，或者以非危险

品品名托运危险品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款修改为：“隐匿携带枪支子弹、管制刀具乘坐民用

航空器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第一百九十五条修改为：“故意在使用中的民用航空器上

放置危险品或者唆使他人放置危险品，足以毁坏该民用航空

器，危及飞行安全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第一百九十七条修改为：“盗窃或者故意损毁、移动使用

中的航行设施，危及飞行安全，足以使民用航空器发生坠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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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坏危险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57.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第三十九条修改为：

“违反本法规定，未经许可制造、买卖或者运输枪支的，依照

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单位有前款行为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

责任。” 

第四十一条修改为：“违反本法规定，非法持有、私藏枪

支的，非法运输、携带枪支入境、出境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

追究刑事责任。” 

58.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修改

为：“现役军人以逃避服兵役为目的，拒绝履行职责或者逃离

部队的，按照中央军事委员会的规定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对下列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中关于治安管理

处罚的规定作出修改 

（一）将下列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中引用的“治安

管理处罚条例”修改为“治安管理处罚法” 

59.《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第六十四条 

60.《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四十一条、第四十八

条 

61.《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三十九条 

62.《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第二十八条、第

三十二条 

63.《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第六十七条 

6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三十七条 

65.《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第四十一条 

66.《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第五十一条 

67.《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六十九条 

68.《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二条 

69.《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第五十一条至第五十三条 

70.《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第二百条 

71.《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第七十条 

7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 

73.《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第七十六条 

74.《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四十六条、第

四十八条 

75.《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五十条 

76.《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

第六十四条 

77.《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四十条 

78.《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四条 

79.《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七十二条 

80.《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走私、制作、

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的犯罪分子的决定》第二条、第三条 

8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拐卖、绑架

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第四条 

82.《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

的决定》第六条 

（二）对下列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中关于治安管理

处罚的具体规定作出修改 

83.删去《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第

六十四条第一款； 

第二款修改为：“扰乱企业的秩序，致使生产、营业、工

作不能正常进行，尚未造成严重损失的，由企业所在地公安机

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处罚。” 

84.将《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三十三条第

二款修改为：“违反本法规定，未取得持枪证持枪猎捕野生动

物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处

罚。” 

85.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第三十二条、第

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中的“比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十九条

的规定处罚”修改为“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二十三条的处罚规定”。 

86.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第十九条修改为：“在公

共场合故意以焚烧、毁损、涂划、玷污、践踏等方式侮辱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旗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情节较轻的，由公安

机关处以十五日以下拘留。” 

87.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法》第十三条修改为：“在公

共场合故意以焚烧、毁损、涂划、玷污、践踏等方式侮辱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徽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情节较轻的，由公安

机关处以十五日以下拘留。” 

88.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第三十九条第三款中的“依照治安管理处

罚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处罚”修改为“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的处罚规定”。 

89.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第十五条第二款

中的“比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处罚”修改为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的处罚规

定”。 

90.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八十三条修改为：“阻

碍公路建设或者公路抢修，致使公路建设或者抢修不能正常

进行，尚未造成严重损失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

处罚法》的规定处罚。” 

“损毁公路或者擅自移动公路标志，可能影响交通安全，

尚不够刑事处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九十九条的处罚规定。” 

“拒绝、阻碍公路监督检查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未使用暴

力、威胁方法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

规定处罚。” 

91.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

的决定》第三条、第四条中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三十

条的规定处罚”修改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

法》的规定处罚”。 

五、对下列法律中引用其他法律名称或者条文不对应的

规定作出修改 

92.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第二十七条中的“中国人

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役军官

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备役军官法》”。 

93.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第三十五条第二款中的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财经法规选编  593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城

乡规划法》”。 

94.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警衔条例》第二条修改

为“人民警察实行警衔制度。” 

95.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六十三条中的“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七条第二款”修改为“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一十三条第二款”；第七十条、第七十一条中的“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修改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八

条第一款”。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9年8月27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次会议《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修正 
2009年8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18号公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行政处罚的设定和实施，保障和监督

行政机关有效实施行政管理，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护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  行政处罚的设定和实施，适用本法。 

第三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

行为，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依照本法由法律、法规或者规章

规定，并由行政机关依照本法规定的程序实施。 

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 

第四条  行政处罚遵循公正、公开的原则。 

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

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 

对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的规定必须公布；未经公布的，

不得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 

第五条  实施行政处罚，纠正违法行为，应当坚持处罚与

教育相结合，教育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觉守法。 

第六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所给予的

行政处罚，享有陈述权、申辩权；对行政处罚不服的，有权依

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行政机关违法给予行政处罚

受到损害的，有权依法提出赔偿要求。 

第七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违法受到行政处罚，

其违法行为对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违法行为构成犯罪，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得以行政

处罚代替刑事处罚。 

第二章 行政处罚的种类和设定 

第八条  行政处罚的种类： 

（一）警告； 

（二）罚款； 

（三）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 

（四）责令停产停业； 

（五）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 

（六）行政拘留； 

（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 

第九条  法律可以设定各种行政处罚。 

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 

第十条  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

处罚。 

法律对违法行为已经作出行政处罚规定，行政法规需要

作出具体规定的，必须在法律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

类和幅度的范围内规定。 

第十一条  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吊销

企业营业执照以外的行政处罚。 

法律、行政法规对违法行为已经作出行政处罚规定，地方

性法规需要作出具体规定的，必须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给

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规定。 

第十二条  国务院部、委员会制定的规章可以在法律、行

政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作

出具体规定。 

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的，前款规定的国务院部、委员

会制定的规章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可以设定警告或

者一定数量罚款的行政处罚。罚款的限额由国务院规定。 

国务院可以授权具有行政处罚权的直属机构依照本条第

一款、第二款的规定，规定行政处罚。 

第十三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省、自治区人

民政府所在地的市人民政府以及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人

民政府制定的规章可以在法律、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

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作出具体规定。 

尚未制定法律、法规的，前款规定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

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可以设定警告或者一定数量罚

款的行政处罚。罚款的限额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规定。 

第十四条  除本法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

以及第十三条的规定外，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行政处罚。 

第三章 行政处罚的实施机关 

第十五条  行政处罚由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在法

定职权范围内实施。 

第十六条  国务院或者经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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