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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付法令資料 3： 
 

中国民法典（目次） 
2020 年 5 月 28 日国家主席令第 45 号により公布 2021 年 1 月 1 日施行 

 
 
第一编  总则 
 第一章  基本规定（第 1 条至第 12 条） 
 第二章  自然人（第 13 条至第 56 条） 
  第一节  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 
  第二节  监护 
  第三节  宣告失踪和宣告死亡 
  第四节  个体工商户和农村承包经营户 
 第三章  法人（第 57 条至第 101 条）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二节  营利法人 
  第三节  非营利法人 
  第四节  特别法人 
 第四章  非法人组织（第 102 条至第 108 条） 
 第五章  民事权利（第 109 条至第 132 条） 
 第六章  民事法律行为（第 133 条至第 160 条）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二节  意思表示 
  第三节  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 
  第四节  民事法律行为的附条件和附期限 
 第七章  代理（第 161 条至第 175 条）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二节  委托代理 
  第三节  代理终止 
 第八章  民事责任（第 176 条至第 187 条） 
 第九章  诉讼时效（第 188 条至第 199 条） 
 第十章  期间计算（第 200 条至第 204 条） 
第二编  物权 
第一分编  通则 
 第一章  一般规定（第 205 条至第 208 条） 
 第二章  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第 209 条至第 232 条） 
  第一节  不动产登记 
  第二节  动产交付 
  第三节  其他规定 
 第三章  物权的保护（第 233 条至第 239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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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分编  所有权 
 第四章  一般规定（第 240 条至第 245 条） 
 第五章  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私人所有权（第 246 条至第 270 条） 
 第六章  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第 271 条至第 287 条） 
 第七章  相邻关系（第 288 条至第 296 条） 
 第八章  共有（第 297 条至第 310 条） 
 第九章  所有权取得的特别规定（第 311 条至第 322 条） 
第三分编  用益物权 
 第十章  一般规定（第 323 条至第 329 条） 
 第十一章  土地承包经营权（第 330 条至第 343 条） 
 第十二章  建设用地使用权（第 344 条至第 361 条） 
 第十三章  宅基地使用权（第 362 条至第 365 条） 
 第十四章  居住权（第 366 条至第 371 条） 
 第十五章  地役权（第 372 条至第 385 条） 
第四分编  担保物权 
 第十六章  一般规定（第 386 条至第 393 条） 
 第十七章  抵押权（第 394 条至第 424 条） 
  第一节  一般抵押权 
  第二节  最高额抵押权 
 第十八章  质权（第 425 条至第 446 条） 
  第一节  动产质权 
  第二节  权利质权 
 第十九章  留置权（第 447 条至第 457 条） 
第五分编  占有 
 第二十章  占有（第 458 条至第 462 条） 
第三编  合同 
第一分编  通则 
 第一章  一般规定（第 463 条至第 468 条） 
 第二章  合同的订立（第 469 条至第 501 条） 
 第三章  合同的效力（第 502 条至第 508 条） 
 第四章  合同的履行（第 509 条至第 534 条） 
 第五章  合同的保全（第 535 条至第 542 条） 
 第六章  合同的变更和转让（第 543 条至第 556 条） 
 第七章  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第 557 条至第 576 条） 
 第八章  违约责任（第 577 条至第 594 条） 
第二分编  典型合同 
 第九章  买卖合同（第 595 条至第 647 条） 
 第十章  供用电、水、气、热力合同（第 648 条至第 656 条） 
 第十一章  赠与合同（第 657 条至第 666 条） 
 第十二章  借款合同（第 667 条至第 680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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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章  保证合同（第 681 条至第 702 条）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二节  保证责任 
 第十四章  租赁合同（第 703 条至第 734 条） 
 第十五章  融资租赁合同（第 735 条至第 760 条） 
 第十六章  保理合同（第 761 条至第 769 条） 
 第十七章  承揽合同（第 770 条至第 787 条） 
 第十八章  建设工程合同（第 788 条至第 808 条） 
 第十九章  运输合同（第 809 条至第 842 条）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二节  客运合同 
  第三节  货运合同 
  第四节  多式联运合同 
 第二十章  技术合同（第 843 条至第 887 条）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二节  技术开发合同 
  第三节  技术转让合同和技术许可合同 
  第四节  技术咨询合同和技术服务合同 
 第二十一章  保管合同（第 888 条至第 903 条） 
 第二十二章  仓储合同（第 904 条至第 918 条） 
 第二十三章  委托合同（第 919 条至第 936 条） 
 第二十四章  物业服务合同（第 937 条至第 950 条） 
 第二十五章  行纪合同（第 951 条至第 960 条） 
 第二十六章  中介合同（第 961 条至第 966 条） 
 第二十七章  合伙合同（第 967 条至第 978 条） 
第三分编  准合同 
 第二十八章  无因管理（第 979 条至第 984 条） 
 第二十九章  不当得利（第 985 条至第 988 条） 
第四编  人格权 
 第一章  一般规定（第 989 条至第 1001 条） 
 第二章  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第 1002 条至第 1011 条） 
 第三章  姓名权和名称权（第 1012 条至第 1017 条） 
 第四章  肖像权（第 1018 条至第 1023 条） 
 第五章  名誉权和荣誉权（第 1024 条至第 1031 条） 
 第六章  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第 1032 条至第 1039 条） 
第五编  婚姻家庭 
 第一章  一般规定（第 1040 条至第 1045 条） 
 第二章  结婚（第 1046 条至第 1054 条） 
 第三章  家庭关系（第 1055 条至第 1075 条） 
  第一节  夫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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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父母子女关系和其他近亲属关系 
 第四章  离婚（第 1076 条至第 1092 条） 
 第五章  收养（第 1093 条至第 1118 条） 
  第一节  收养关系的成立 
  第二节  收养的效力 
  第三节  收养关系的解除 
第六编  继承 
 第一章  一般规定（第 1119 条至第 1125 条） 
 第二章  法定继承（第 1126 条至第 1132 条） 
 第三章  遗嘱继承和遗赠（第 1133 条至第 1144 条） 
 第四章  遗产的处理（第 1145 条至第 1163 条） 
第七编  侵权责任 
 第一章  一般规定（第 1164 条至第 1178 条） 
 第二章  损害赔偿（第 1179 条至第 1187 条） 
 第三章  责任主体的特殊规定（第 1188 条至第 1201 条） 
 第四章  产品责任（第 1202 条至第 1207 条） 
 第五章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第 1208 条至第 1217 条） 
 第六章  医疗损害责任（第 1218 条至第 1228 条） 
 第七章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第 1229 条至第 1235 条） 
 第八章  高度危险责任（第 1236 条至第 1244 条） 
 第九章  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第 1245 条至第 1251 条） 
 第十章  建筑物和物件损害责任（第 1252 条至第 1258 条） 
附则  （第 1259 条及第 1260 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