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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司法厅
2019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公告

根据《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

实施办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公

告》（第5号），现将内蒙古自治区2019年

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有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报名
（一）报名条件

1.符合以下条件的人员，可以报名参

加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享

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3）具有良好的政治、业务素质和道

德品行；

（4）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5）具备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法学

类本科学历并获得学士及以上学位，全

日制普通高等学校非法学类本科及以上

学历并获得法律硕士、法学硕士及以上

学位，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非法学类本

科及以上学历并获得相应学位且从事法

律工作满三年。

《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实施

办法》实施前已取得学籍（考籍）或者已

取得相应学历的高等学校法学类专业本

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或者高等学校非

法学类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并具

有法律专业知识的，可以报名参加国家

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

内蒙古自治区武川县、土默特左旗、

托克托县、和林格尔县、清水河县、土默

特右旗、固阳县、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

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鄂伦春自治

旗、阿荣旗、鄂温克族自治旗、陈巴尔虎

旗、新巴尔虎左旗、新巴尔虎右旗、阿尔

山市、科尔沁右翼前旗、科尔沁右翼中

旗、扎赉特旗、突泉县、科尔沁左翼中旗、

科尔沁左翼后旗、库伦旗、奈曼旗、开鲁

县、扎鲁特旗、阿鲁科尔沁旗、巴林左旗、

巴林右旗、林西县、翁牛特旗、喀喇沁旗、

宁城县、敖汉旗、克什克腾旗、苏尼特右

旗、太仆寺旗、正镶白旗、阿巴嘎旗、苏尼

特左旗、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

镶黄旗、正蓝旗、多伦县、卓资县、化德

县、商都县、兴和县、察哈尔右翼前旗、察

哈尔右翼中旗、察哈尔右翼后旗、四子王

旗、凉城县、达拉特旗、准格尔旗、鄂托克

前旗、鄂托克旗、杭锦旗、乌审旗、伊金霍

洛旗、五原县、磴口县、乌拉特前旗、乌拉

特中旗、乌拉特后旗、杭锦后旗、阿拉善

左旗、阿拉善右旗、额济纳旗等 70个旗

县（市），可以将报名学历条件放宽为高

等学校本科学历。

普通高等学校、军队院校2020年全

日制应届本科毕业生（包括专升本，下

同）和以同等学力报考的应届硕士毕业

生，可以报名参加2019年国家统一法律

职业资格考试。

“普通高等学校”是指：依法设立并

经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批准，举办全日

制本科层次普通高等学历教育的高等学

校，包括全日制普通本科院校和独立学

院。（《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

2.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报名参加

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

（1）因故意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

（2）曾被开除公职或者曾被吊销律

师执业证书、公证员执业证书的；

（3）被吊销法律职业资格证书的；

（4）被给予二年内不得报名参加国

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国家司法考

试）处理期限未满或者被给予终身不得

报名参加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

（国家司法考试）处理的；

（5）因严重失信行为被国家有关单

位确定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并纳入国家

信用信息共享平台的；

（6）因其他情形被给予终身禁止从

事法律职业处理的。

有前款规定情形之一的人员，已经

办理报名手续的，报名无效；已经参加考

试的，考试成绩无效。

已经取得 A 类法律职业资格证书

的，不得报名参加2019年法律职业资格

考试。

3.参加2018年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客

观题考试成绩达到全国统一合格分数线

或者放宽合格分数线的，合格成绩在

2019 年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中有效。其

中，达到全国统一合格分数线的，可在主

观题考试报名时确认参加 2019 年主观

题考试,符合放宽政策的可同时申请享

受放宽政策；达到放宽合格分数线的，可

报名参加 2019 年客观题考试和主观题

考试,或者直接确认参加2019年主观题

考试。

4.报名人员可选择使用汉文或者蒙

古文试卷在我区参加考试。应试人员应

当使用同一语言文字试卷参加客观题考

试和主观题考试。

（二）报名条件认定

1.除普通高等学校、军队院校 2020

年全日制应届本科毕业生和以同等学力

报考的应届硕士毕业生以外，报名专业

学历以报名人员报名时具有的学历学位

证书为准。

已经完成学业但尚未取得学历学位

证书的普通高等学校 2019 年应届毕业

生和继续教育（包括网络教育、成人教

育、开放大学等）的 2019 年应届本科毕

业生，以及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单科

成绩已全部合格且本年度内取得毕业证

书人员，可以报名。考试结束，成绩合格

人员应当按照网上报名填报确认和承诺

的信息，在规定的资格申请期限内提交

毕业证书及其他材料，不能在规定期限

提交且无正当理由的，视为不符合规定

的报名条件，考试成绩无效。

2.2019年报名参加国家统一法律职

业资格考试的有效毕业证书为：

（1）经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具

有举办学历教育资格的成人高等学校、

普通高等学校（含培养研究生的科研单

位）颁发的毕业证书；

（2）通过高等教育自学考试、高等教

育学历文凭考试，由全国高等教育自学

考试委员会授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

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颁发的毕业证

书；

（3）经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批准，纳

入国家招生计划并参加全国统一考试录

取，在党校、军队院校中就读的学生取得

的毕业证书；

（4）经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实

施网络教育试点的普通高等学校颁发的

远程（网络）教育毕业证书；

（5）符合教育部、原解放军总参谋

部、原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中国人民解

放军院校学历证书管理暂行规定》所颁

发的毕业证书。

3.放宽报名学历条件的适用以报名

人员报名时户籍为准，即报名时户籍在

放宽地方的，可以按照放宽政策确定的

学历条件报考。

4.对于报名人员的毕业证书是否属

于国民教育序列或者国务院教育行政

部门认可的学历，以教育部全国高等学

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网站

查询结果为准，查询不到的，需要报名

人员承诺如考试成绩合格，须在规定的

资格申请期限内，提交由教育部全国高

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

出 具 的“ 中 国 高 等 教 育 学 历 认 证 报

告”。持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或者国外

高等学校学历学位证书报名的，其学历

学位证书须经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

证，符合报考学历学位条件的，可以报

名参加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

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的具体要求，可

以 查 阅 教 育 部 留 学 服 务 中 心 网 站

（www.cscse.edu.cn）。

二、客观题考试
（一）报名方式与时间

2019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

客观题考试实行网上报名，报名时间为6

月5日0时至6月20日24时。报名人员

应当在规定期限内登录司法部网站

（www.moj.gov.cn），按照网上报名要

求、流程及步骤填报个人信息。逾期不

予补报。

（二）报名流程

1. 阅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公

告》，并做出相应承诺。

2.选择报名地

在我区报名参考的人员，网上报名

时可根据拟参考地区选择报名地，报名

地即参考地。

3.阅读报名地公告

报名人员进入报名网站后，应仔细

阅读报名地公告，掌握报名条件、报名流

程，熟悉报名政策和具体要求。

4.上传电子证件照片

报名人员应当提供符合规定格式

（宽413像素×高626像素）要求的本人

近三个月内彩色（红、蓝、白底色均可）正

面免冠电子证件照片。照片必须清晰完

整；需显示双肩、双耳，露双眉，不得上传

全身照、风景照、生活照、背带（吊带）衫

照、艺术照、侧面照、不规则手机照等；不

得佩戴饰品，不得佩戴粗框眼镜（遮挡面

部特征会影响考试期间身份核验）；照片

不得进行拉伸、美化等 PS操作（照片比

例与本人真实情况不符、照片美化操作

会影响考试期间身份核验）。

此照片将作为本人准考证、考试成

绩通知单、法律职业资格授予申请表、法

律职业资格证书唯一使用照片。

申请享受放宽政策人员，须具有放

宽报名学历条件地方户籍。网上报名

时，应上传户口簿首页及本人页电子照

片。

5.填报信息，确认承诺

报名人员应当如实、准确填报个人

信息，对报名信息作出真实有效承诺，并

对其填报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普通高等学校、军队院校2020年全日制

应届本科毕业生和以同等学力报考的应

届硕士毕业生网上报名时，应当签署《应

届毕业生承诺书》。参加高等教育自学

考试单科成绩已全部合格人员网上报名

时，应当签署《单科成绩已全部合格承诺

书》。

报名人员填报虚假信息或以其它方

式骗取报名的，司法行政机关将按照《国

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违纪行为处理

办法》等规定进行处理。

6.照片审查确认

司法行政机关对报名人员上传的电

子照片进行审查确认。报名人员在电子

照片上传后及时登录司法部网站查询照

片审查情况，同时，司法行政机关通过向

报名人员发送手机短信息的方式，通知

照片审查确认结果。未通过审查确认

的，必须重新上传照片直至审查确认通

过；拒不重新上传照片或反复上传同一

张照片的，将不能进行网上交费，无法完

成报名。

7.网上交纳考试费

我区 2019 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

格考试客观题考试收费标准为 142元。

网上交费截止时间为6月24日24时。

报名人员交纳考试费后，不能更改

报名地。因报名人员不符合报名条件或

个人原因致使报名无效的，不退还考试

费。

报名人员网上支付成功后，报名系

统会给予提示信息，报名人员必须牢记

自己登录密码，以便进行报名信息查询、

下载打印准考证和考试成绩通知书等。

8.打印准考证

客观题考试报名人员经司法行政机

关审核，符合报考条件的，准予核发准考

证。报名人员可于8月21日至8月30日

登录司法部网站自行下载打印准考证。

（三）考区设置

我区 2019 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

格考试客观题考试12个盟市均单独设立

考区,即呼和浩特考区、包头考区、呼伦

贝尔考区、兴安考区、通辽考区、赤峰考

区、锡林郭勒考区、乌兰察布考区、鄂尔

多斯考区、巴彦淖尔考区、乌海考区、阿

拉善考区。

（四）考试时间与方式

2019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

客观题考试实行分批次考试方式。报名

地司法行政机关按各考区机位数量和报

考人数确定应试人员考试批次，分为8月

31日、9月 1日共两个批次，应试人员参

加其中的一个批次考试。具体为：

第1批次考试时间：

试卷一：8月 31日 8：30—11：30，考

试时间180分钟。

试卷二：8 月 31 日 14：00—17：00，

考试时间180分钟。

第2批次考试时间：

试卷一：9 月 1 日 8：30—11：30，考

试时间180分钟。

试卷二：9月1日 14：00—17：00，考

试时间180分钟。

客观题考试实行闭卷、计算机化考

试方式，试题、答题要求和答题界面均在

计算机显示屏上显示，应试人员应当使

用计算机鼠标或键盘在计算机答题界面

上直接作答。

（五）考试内容与科目

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实行全

国统一命题。司法部制定并公布的

《2019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大

纲》作为命题依据。

2019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

客观题考试共两卷。分为试卷一、试卷

二，每张试卷100道试题、分值为150分，

其中单项选择题50题、每题1分，多项选

择题和不定项选择题共50题、每题2分，

两张试卷总分为300分。具体考查科目

为：

试卷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

论、法理学、宪法、中国法律史、国际法、

司法制度和法律职业道德、刑法、刑事诉

讼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试卷二：民法、知识产权法、商法、经

济法、环境资源法、劳动与社会保障法、

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民事诉讼法（含

仲裁制度）

（六）合格分数线

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客观题

考试实行全国统一计算机评卷。

根据《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

实施办法》，2019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

格考试客观题考试合格分数线由司法部

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有

关部门确定。9月7日，司法部公布客观

题考试成绩及合格分数线，应试人员可

在司法部网站自行打印考试成绩通知

单。

客观题考试合格成绩在本年度和下

一个考试年度内有效。

三、主观题考试
（一）报名与交费

参加 2018 年、2019 年国家统一法

律职业资格考试客观题考试成绩合格

人员，可以报名参加主观题考试。主观

题考试的报名和交费时间为 9月 7日 0

时至 9 月 11 日 24 时，应试人员应当在

客观题考试成绩公布之日起登录司法

部网站确认参加主观题考试并交纳考

试费 80 元。逾期未确认并交费的，不

予补报。

2018年客观题考试成绩合格人员，

确认报名参加2019年主观题考试的（不

含参加 2019 年客观题考试的），可以选

择在工作、生活地所在省（区、市）司法行

政机关设置的考区参加主观题考试。

2019年客观题考试成绩合格人员，

应当在客观题考试报名地进行主观题考

试报名。

（二）考区考点设置

主观题考试的考区考点综合我区参

加主观题考试的人数、交通情况、组织实

施能力等因素进行集中设置。

（三）打印准考证

参加主观题考试人员，可于 10月 8

日至 10月 12日登录司法部网站自行下

载打印准考证。

（四）考试时间与方式

2019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

主观题考试时间为10月13日。

主观题试卷：8：30—12：30，考试时

间240分钟。

2019 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

试主观题考试实行计算机化考试。试

题、答题要求和答题界面均在计算机显

示屏上显示，应试人员应当使用计算机

鼠标或键盘在计算机答题界面上直接

作答。

应试人员使用计算机考试确有困难

的，可在确认报名参加主观题考试时申

请使用纸笔考试方式。我区将根据参加

纸笔考试人员数量等情况集中设置纸笔

考试考区考点考场，参加纸笔考试方式

的，应试人员应当在答题纸上作答。选

择使用蒙古文文字试卷的，实行纸笔考

试方式。

主观题考试由司法行政机关为应试

人员统一配发法律法规。

（五）考试内容与科目

主观题考试为一卷，包括案例分析

题、法律文书题、论述题等题型，分值为

180分。具体考查科目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法理

学、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商法、

民事诉讼法（含仲裁制度）、行政法与行

政诉讼法、司法制度和法律职业道德。

主观题考试设置选作题的，应试人

员可选择其一作答。

（六）合格分数线

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主观题

考试实行全国统一评卷。

根据《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

实施办法》，主观题考试合格分数线由司

法部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等有关部门确定。司法部于 2019年 11

月30日公布主观题考试成绩及合格分数

线，应试人员可在司法部网站自行打印

考试成绩通知单。

四、其他事项
（一）符合条件的报名人员，因不具

备网络通讯条件或无法自行操作等原因

不能完成网上报名或自行打印准考证

的，可在规定期限内到报名地司法行政

机关办理。

（二）应试人员须同时携带准考证和

有效居民身份证参加考试。应试人员应

当诚信参考，自觉遵守考试纪律，自觉维

护考场秩序。

（三）客观题考试和主观题考试考点

均设置了安检通道，扫描应试人员有效

居民身份证，现场拍照进行人脸识别比

对，应试人员应于每场考试前,自觉配合

工作人员的操作，顺序入场。为避免安

检拥堵，确保应试人员按时进入考场，建

议应试人员提前到达考点。

（四）内蒙古自治区司法行政机关不

举办也不委托任何单位进行国家统一法

律职业资格考试考前培训辅导。

（五）咨询服务电话：

呼和浩特市：0471—6649591

0471—6649688

包头市：0472—5165167

呼伦贝尔市：0470—8217972

0470—8217980

兴安盟：0482—8269017

通辽市：0475—8835221

赤峰市：0476—8332052

锡林郭勒盟：0479—8267177

乌兰察布市：0474—8985078

鄂尔多斯市：0477—8588587

巴彦淖尔市：0478—7988838

乌海市：0473—3998776

阿拉善盟：0483—8331643

自治区司法厅：0471—5301461

0471—5301268

内蒙古自治区司法厅
2019年5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