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方工业大学法学硕士一级学科是在1985年经国家教委
批准的全国第一个理工科院校法学本科专业的基础上逐渐发
展起来的。是我校“十一五”、“十二五”重点建设的七个
学科之一，也是我校唯一的人文社科重点学科。1989年在全
国理工科院校中率先获得经济法学硕士授予权，该硕士点现
为北京市重点学科。之后又连续获得法学理论、民商法学硕
士授予权。2007年在北京市属高校中率先获得法律硕士
（J.M）授予权，2010年获得法学硕士一级学科授予权。经
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北方工业大学法学一级学科逐渐形成了
以法学理论、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刑法学、民商法学、经济
法学、国际法学为主的学科群以及专业特色。田晓云教授现
任法学一级学科责任教授。 

 

 

 

 

法学一级学科特色团队 



          法学理论 
          学科带头人刘夕海。教学和研究团队成员：郭红、刘叶深副教授、章燕博士、邵辉博士后等。

经过多年的教学科研积累，形成了法学基础理论、部门法基础理论和法治建设以及法制史专业特色
方向。 
 
         学科带头人基本情况： 
 
 
 
 
 
 
          

 
     刘夕海, 男，1966年生，江苏人。中国人民大学本科硕士毕业，法学副教授，法学硕士研究生
导师。主要教授研究生课程有：法律现代化；人权法；主要教授本科生课程有：法理学专题。 
主要研究领域和方向：法制现代化；中国近现代法律史；人权法学。近年来主要科研项目：主持和
参与省部级科研课题3项；出版教材2部；编著著作4部；发表论文10余篇。 
 
 
 

 

 

 

 

 

法学一级学科特色团队 



教学和研究团队成员基本情况介绍： 
 
    郭红，女，汉族，1961年生，1984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法律专业，毕业后，在北方工业大学
文法学院法律系任教至今。1987年就读于西北政法学院“司法部助教进修班”，修完法理学硕士研
究生课程。一直从事法理学教学和研究。主要研究领域和方向为：法理学。主要科研项目、学术成
果、在研主要项目有：《经济法》、《国家安全法教程》、《金融诈骗识别与防范百答》、《防范
保险业违法违规行为问答》、《防范证券业违法违规行为问答》、《防范银行业违法违规行为问
答》、《新刑法金融犯罪百问》。 
 
     刘叶深,男，1979年生，2002年本科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2005年硕士毕业于中国政法     
大学法学院，2008年博士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主要教授课程为：法理学专题、法律社会学、
比较法总论。主要研究领域和方向：法理学、当代西方法律理论。近年来主要科研项目：全国人大
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课题《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解释基本法的原则与方法研究》（课题报告执
笔人之一）。近五年的荣誉和成果：法律规则与法律原则：质的差别？，《法学家》，2009年第5期；
论法律概念分析的性质，《法律科学》，2011年第1期；法律原则研究的几种类型，《浙江社会科
学》，2012年第3期。 
 
    章燕，女，吉林大学法学硕士、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西法律文化 。主要教授课程为：中国
法制史 。学术成果：发表论文《吐鲁番回鹘文借贷契约研究》、《清代自理案件中法官的思维特
点》、《清代法官与百姓名誉》等，发表著作：《清代法官的司法观念》（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

获奖情况：博士毕业论文被评为吉林大学院优秀博士毕业论文、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优秀博士毕
业论文 

 
    邵晖,男 ，1982年生。2004年黑龙江大学法学院获法学学士学位。2009年黑龙江大学法学院法
学理论专业获法学硕士学位。2012年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师从张志铭教授，攻读法学理论专业。
2014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师从信春鹰研究员，从事法学理论研究。2014年7月—至今，
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法学理论专业讲师。科研成果：独著有《检察一体原理研究》（法律出版社
2013年版）及《“检察”一词的前世今生：词源和历史的交融》，载《北方法学》；《检察理论研
究工作情况》；《“检察一体”与中国上下级检察院组织关系构建》，合作发表，载《中国刑事法
杂志》等多篇期刊论文。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学科带头人刘泽军。教学和研究团队成员：王爱民副教授、尹好鹏副教授、何裕副研究员等。
经过多年的教学和科研积累，形成了政府法治、教育行政法和宪政研究等专业特色方向。 
 
         学科带头人基本情况： 

                           刘泽军，男，法学教授。北京大学法律学系宪法与行政法专业研究生 
                       毕业，获法学硕士学位,在读博士。现任文法学院法律硕士学位点学科带        
                       头人，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硕士学位点责任教授，北方工业大学宪法与 
                       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行政法研究会理事、北京市教育法治研究会副 
                       会长、国务院法制办“公众参与行政立法”中方专家组成员、北京农村法 
                       治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循环经济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 
                       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委员、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专家组成员、美国国 
                       务院“国际访问者领导项目”访问学者（2010）等。 主要教授课程为：
行政法专题；行政诉讼法专题；部门行政法专题；法社会学。主要研究领域和方向：行政法与行政
诉讼法；宪政；政府法制。近年来主要科研项目：法学核心期刊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出版
学术著作5部。主要科研项目包括： 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行政法视野下的政府管理与高校
自治》09BFX015；主持司法部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经费资助项目《社会转型与农村纠纷解决机
制研究 ---行政法的视角》SFB2018；主持北京市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重点课题《行政法视野下
政府职能转变与首都高等教育法治状况的实证研究》ADA08027；主持民政部委托理论研究项目《社
会组织培育监管政策研究》 ；主持民政部、北京市民政局委托立法研究项目《北京市综合防灾减灾
社区标准》 ；主持北京市法学会专项课题《以人民调解为基础的大调解工作体系的构建》 ；主持
国务院法制办与美国亚洲基金会合作项目《公众参与行政立法程序指南》子课题；2010年赴美参加
美国国务院邀请并资助的“国际访问者项目”《美国联邦、州及地方政府》。 
 
 

 
 

法学一级学科特色团队 



教学和研究团队成员基本情况介绍： 
 
     王爱民，男，副教授，1987年于江苏徐州师范大学本科毕业，1990年于南开大学研究生毕业，
获硕士学位，2000年于北京大学毕业，获法理学博士学位。主要教授课程为：行政法，立法学，比
较法学，法律英语 。主要研究领域和方向：立法学，比较法。近年来主要科研项目：译著：《恐惧
的规则》，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 ；《美国风险立法的理论与实践》，《法学杂志》，2009
年第8期 ；《美国放松管制运动之历史回顾》，《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论立法
抵触》；《北方大业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部门保护主义对立法的负面影响及法律对策》，
《当代法学》，2001年第4期 ；《中央对地方立法的监督》，《河北法学》，2001年第5期 ；《美
德立法监督制度比较》，《北方工业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地方经济法规述评》，《当代
法学》，2001年第3期。在研主要项目：北京市委组织部优秀人才基金项目，北京市地方立法研究，
2000年；北京市委组织部优秀人才基金项目，管制改革与立法，2006年。                         
 
 
   尹好鹏, 男，副教授，北京大学学士、硕士、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为对中国
宪法规范的实证分析，代表性论文为《宪法学的实证研究方法初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发展、宪法与基本权利保障》（中国宪法学会2009年会参会论文）。
主要教授课程为：宪政专题、法律方法 。主要研究领域和方向：中国宪政理论与实践。在研主要项
目：中国法学会2010年重点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理论研究” 
 
     
 
 
         何裕，男，副研究员，北方工业大学法学学士，北京大学法学硕士。有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引领新型高校班级组织》、 《青少年网络犯罪的预防及法制观》、 《香港与内地高校学生事务
管理模式比较研究》等多篇文章发表。 

 
 
 
 
 
 



    刑法学 
    北方工业大学刑法学硕士点于2011年设立，已形成以经济刑法为主导、

实体和程序并重的刑事一体化研究特色，该领域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本学
科团队成员6人，教授1人，副教授2人，讲师3人，其中具有博士学位5人，博
士后讲师2人。学科带头人吴邲光教授现为法学一级学科带头人，兼任中国刑

法学研究会理事等多项职务，其他成员均在国家一级学会担任重要兼职；科
研、教学成果丰富，近五年发表论文80余篇，其中核心索引期刊20余篇，出
版教材著作20余部，主持国家级项目2项、省部级项目6项，作为主要成员参
与各级项目22项。本学科点是北京市为数不多具有刑法学硕士学位授予权的

单位，填补了市属高校不能培养刑事司法人才的空白，巩固了我校法学在北
京市的领先地位，特色方向为经济刑法学、中国刑法学和刑事诉讼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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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科带头人基本情况： 
                          吴邲光,1957年出生，汉族，中共党员，现任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 
                      法律系主任，刑法学硕士点责任教授，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刑法学、 
                      中国银行法学研究会理事，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石景山区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委员，执业律师，大型上市公司和高科技公 
                      司独立董事。1984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法律专业；1994年—1996年 北京 
                      大学刑法学硕士研究生课程 ；1984年7月—1989年5月 任教于郑州大学法 
                      学院；1989年5月至今任教于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法律系。主要研究领域 
                      和方向：经济犯罪（公司犯罪、金融犯罪、网络犯罪、知识产权犯罪、计 
                      算机信息犯罪） 近年来主要科研项目。主要学术成果：主编：《国家安全 
                      法教程》、《中小企业经济犯罪原因、认定及其对策 》 ；合著：《刑法
总论》、《共同犯罪理论及其运用》、《故意犯罪过程中的犯罪形态论》 ；发表论文：《论刑事诉
讼中青少年保护的延伸》、《税收刑事立法比较与我国税收刑事立法的完善》、《为亲友非法牟利
罪客观方面的认定》、《论著作权的刑法保护》、《商业秘密的刑法保护》、《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上市法律规制的探讨》。 近五年的荣誉和成果，1997年获“北京市优秀教师”称号 。在研主要项
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行政法视野下政府职能转变与首都高等教育法治状况的实证研究》；
北方工业大学重点研究项目：《金融法与金融监管》。 
 
 

 
 
 
 
 
 



教学和研究团队成员基本情况介绍： 
 
    韩红兴,男，副教授。1993年于河南师范大学政教系学习，获文学学士学位； 2003年于中国人
民大学法学院学习，获法学硕士学位； 2006年于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学习，获法学博士学位。兼
任石景山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第一、二届非常任委员；石景山区人民法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
员等。主要研究领域和方向：诉讼法学、司法制度、证据制度等。 近年来主要科研项目：在《光明
日报》（理论版）、《法学家》、《法学杂志》、《当代法学》、《人民司法》等刊物发表学术论
文30余篇；独著或参著著作8部，主编或参编教材7部。 近五年的荣誉和成果：先后获第二届全国法
学理论与法学教材优秀成果二等奖、最高人民法院《人民司法》优秀论文一等奖；北京市中青年骨
干教师、北方工业大学先进工作者、北方工业大学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 在研主要项目：主持、
参加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司法部、北京市教委项目等多项。  
 
     刘志洪,男，副教授。西北政法学院硕士。主要研究领域和方向：中国刑法 近年来主要科研项
目：《法学杂志》、《中国刑事法杂志》等专业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主编《贪污贿赂罪司法
认定实务》，合著《刑法总论》、《刑法分则实务研究》等本专业教材、学术著作十余部。 在研主
要项目：主持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一般课题《正当程序与死刑控制》及参与多项省部级、
校级科研项目。  
 
     尚华，男，1977年生，博士，北京市教育法研究会理事；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兼职研
究员。1999本科毕业于合肥经济技术学院；2002硕士毕业于安徽大学；2002至今，任职于北方工业
大学法律系；2011就读于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2012年起最高人民法院研究所工作站博士后研
究人员。主要研究领域和方向：诉讼法学、证据法学、司法制度。近年来主要科研项目：主持2012
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职务犯罪特殊侦查措施研究”；主持2010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控辩审互动中的质证原理和方法研究”，主持2009年北京市优秀人才项目“腐败犯罪案件证据规
则研究”。先后出版专著《民事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2010年8月版；译著《证据分析》，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6月版；编著发表《中国证据法治发展报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EvidentiaryProvisionsofthePeople’sCourtsandTransitionoftheJudges’Roles”,Supremecou
rtLawReview.(2010),49S.C.L.R.(2d)；职务犯罪案件特殊侦查手段研究，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
09年第7期；鉴定意见的审查判断，载《人民司法》2011年第17期；《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32条对
我国的启示，载《河北法学》2012年第7期；《民事证据规定》视野下的法官角色，载《法律适用》
2010年第1期等多篇论文。 
 



教学和研究团队成员基本情况介绍： 
 
     王海桥，男，1981年1月出生，安徽金寨人。2007年获中国人民大学刑法学硕士学位，2010

年获中国人民大学刑法学博士学位，201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博士后（刑法学方向）出站，
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讲师、刑法学硕士点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刑法基础理论（刑法解释学）、
经济刑法。先后主持、参与国家及省部级项目10余项，独著《刑法解释的基本原理——理念、方法
及其运作规则》（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合著《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学科发展史》（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2010年版）和《刑法学的新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编著人大21世纪法
学系列教材配套用书《刑法教学法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先后在《刑法论丛》、
《法学杂志》、《法学论坛》、《中国刑事法杂志》、《江淮论坛》、《福建论坛》等核心期刊及
《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获第53批中国博士后一等基金资助（2013），入选“北
方工业大学青年拔尖人才计划（2013—2015）”和“北京高等学校青年英才计划（2014-2016）”
项目资助，《检察机关审查逮捕权司法化改革探究》一文获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政法研究所“第二
届执法公信力论坛”主题征文全国二等奖（2013年），《新媒体时代新闻传播与刑事司法的良性互
动》一文获中国法学会“第八届青年法学论坛”主题征文全国优秀奖（2013年）。 
 
     
 
 
    李坤,男，汉族，1982年2月出生，中共党员。讲师。2004年毕业于河南财经政法大学获法学学
士学位， 2007年毕业于中南大学获法学硕士学位， 2010年毕业于武汉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 主要
研究领域 ：中国刑法学、犯罪学、外国刑法学 。主要学术成果： 《死刑的全球考察》，（译著）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合著：《中国死刑态度调研报告》，台湾元照出版公司2010年
版 发表《论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美国注射死刑之争及对我国的启示》等论文十余篇 。在研
主要项目：参与社科基金项目，欧盟资助项目，中国犯罪学会项目等，主持“经济犯罪死刑废除研
究”等课题 。 
 
 
 
 
 
 



民商法学 
          学科带头人王素娟。教学研究团队成员：王瑞副教授 、相庆梅副教授以及胡平、欧阳苏芳博士

等。经过多年的教学和科研积累，形成了民商法基础理论、比较商法、网络、文化创意知识产权保
护等专业特色方向。 
     学科带头人基本情况： 
                                                                   王素娟,女，汉族。 教授。中国高校知识产权学会常务理事、中国 
                                                           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理事、北京西部知识产权培训基地领导小组成员、     
                                                           北京市石景山区民事调解委员会委员、北京市石景山区法院专家咨询 
                                                            委员会委员。校报编委、民商法硕士点学科带头人。主要研究领域和 
                                                           方向：民法、知识产权法 。近年来主要科研项目：部委级科研课题                                                                    
                                                           《有色大中型企业专利实施状况分析及其法律对策》；北京市教委科 
                                                            研项目《网络经济发展中的法律问题及法律调整》；司法部科研课题

《网络虚拟财产的法律性质及法律保护》；北京市教委科研项目《网络游戏的法律保护》；北京市
法学会《网络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中国法学会《“流氓软件”的认定及其法律调整》；北京市社

科重点科研课题《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的法律问题及法律调整》。近年主编出版学术著作：
《合同常见失误、风险与法律救济》、《知识产权热点问题的法律剖析》《民商热点法律问题分析》
《虚拟与现实社会最新民商法律问题分析》等。围绕知识产权的理论与实践发表论文多篇，其中
《对我国已出现的网络著作权侵权案件的法律分析》、《由人类基因图谱的公布引发的对隐私权问
题的思考》、《论“黑客行为的法律性质和法律调整》、《网络环境下个人信息认定》、《网上拍
卖法律问题初探》、《虚拟财产交易法律问题研究》等论文发表于《法律适用》、《法商研究》、
《法学杂志》、《河北法学》等法学类核心期刊，其中《论人类遗传资源国际合作研究中所涉及的
法律问题》2004年获中国法学会知识产权研究会“优秀知识产权成果奖”、《商标被他人抢注的成

因及其法律对策》获中国高校知识产权研究会学术年会优秀论文奖。《专利权人垄断利益与社会公
共利益的冲突及解决机制》2006年获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全国知识产权征文优秀
论文鼓励奖等。  
 

法学一级学科特色团队 



教学和研究团队成员基本情况介绍： 
 
    王瑞 ，副教授，博士，民商法硕士生导师，中国商法研究会理事，北京市道融律师事务所兼职
律师。河北大学法学学士，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硕士，清华大学法学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民商法 
学术成果：专著《中国内地、台港澳商事法比较与统一》，主编教材《商法总论》，参编民商法教
材5部，译著2部（合译），发表论文20余篇。 
 
   
    相庆梅，女，副教授，苏州大学法学学士、西南政法大学民事诉讼法学硕士、中国政法大学民
事诉讼法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和方向：民事诉讼法学、司法制度。科研成果：主持北京市委组织
部优秀人才项目1项，北京市教委项目1项，北方工业大学青年重点研究项目1项，主持横向项目1项，
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项。 出版专著《从逻辑到经验--民事诉权的一种分析框架》一部，合
著5部，参与编写《民事诉讼法原理》、《民事诉讼法学》等教材4部。参加编写的《民事诉讼法学
原理》获第二届司法部教学科研成果一等奖（2006年）；学术论文《民事庭审程序中的若干问题研
究》获得中国法学会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第一届中青年优秀科研成果论文类三等奖（2007年）。 
 
     胡平,女，讲师。1992年，本科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院经济法专业；1995年硕士毕业于吉林大
学研究生院经济法专业；2006年博士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民商法专业。主要研究领域和方向：
物权法，合同法，侵权责任法。科研成果：《吉林老年人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七五”计划重
点项目） 《外资外贸法律》，吉林大学出版社1993年9月版。 《经济法原理》，吉林大学出版社19
94年11月版。 《行政法》，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1月版。 《中外财政制度比较研究》，法律
出版社2006年6月版。《企业经济法实务》，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年8月。在研主要项目：北京市
教委面上项目《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法律问题研究》  
 
    欧阳苏芳，女。2004年本科毕业于西北政法大学 ； 2006年硕士毕业于德国帕绍大学 ；2008年
博士毕业于德国帕绍大学  ；2009年至今任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法律系教师。主要研究领域和方
向：民法学基础理论、物权法、合同法、侵权责任法；科研成果：主持北方工业大学青年教师科研
项目：《侵权责任法》规定的民事责任制度研究 ；作为小组成员参与北京市重点科研项目：文化创
意产业法律问题研究。《德国民法典中的共同土地抵押权和共同土地债务》，Verlag. Dr. Kovac，
汉堡2009. 
 
  
 



         经济法学（北京市重点学科） 
         学科带头人董慧凝。教学科研团队成员：张士元、荣国权、王斐民、李丹宁、陈兴华、何然博

士等。经过多年的教学和科研积累，形成了经济法基础理论、企业与公司法、金融法、会计与审计
法、能源法等专业特色方向。 

    学科带头人基本情况： 
                                                      董慧凝,女，1977年生，汉族，辽宁省彰武县人，中共党员，文法学院副 
                                             院长，法学博士，教授，经济法专业硕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 
                                             会理事，北京市法学会经济法学会理事，建设部干部学院兼职教授，中国注 
                                             册资产评估协会咨询委员会委员。2008年12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经济 
                                             法学博士后，金融法方向 ，2006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法 
                                             学博士学位，商法方向； 2003年4月，东北财经大学法学院，国际经济法学 
                                             士学位，经济法硕士学位；2008年6月至今，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法律系， 
                                             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和方向：民商法、经济法 。科研成果：主持“信托财
产法律问题研究”，主持，12万，北京市中青年骨干人才项目，北京市委组织部，2011年。 “2010
年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题库建设”，主持，5.52万，住房与城乡建设部，2010年。 “公司公益捐赠
法律问题研究”，主持，7万，教育部，2010年。 “政府管制与公司自治法律问题研究”，主持，1
0万，司法部课题，2009-2011（在研）。 “公司章程对公司法规范的分类适用”，主持，3万，中
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42批二等资助，2008（结题）。 “建筑施工合同法律风险防范措施”，主持，
5万，中建一局横向课题，2007-2008（结题）。 “金融监管法律问题研究”，参加，5万，司法部
课题，2003－2006（结题）。 “证券监管法律问题研究”，主持，1万，北方工业大学校级课题，2
006－2007（结题）； “保险保障基金参与保险公司整顿、接管、破产清算国际比较”，参加，5万，
中国保监会，2008年4月-12月（结题）。 “金融危机背景下的金融监管法”，参加，30万，北方工
业大学重点课题，2009-2010（在研）。 专著：《信托财产法律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11年8月版；
《公司章程自由及其法律限制》，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12月版。 主编：《税法》，法律出版社2010
年版。 副主编：《经济法》，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法学一级学科特色团队 



      教学和研究团队成员基本情况介绍： 
 
 
 
 
 
 
 
 
 
 
 
 
 
    张士元，男，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学系，现任北方工业大学法律系教授，系教育部第一
届法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经济法博士研究生导师。1993
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曾任北方工业大学经济法研究所所长、中国经济法研究会顾问、北
京市经济法研究会副会长。在法学核心期刊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出版学术著作20余部。主
持承担各类科研项目20余项，并先后有14项科研成果获奖。主要研究领域和方向:经济法、金融法、
企业法 .科研成果：主编《企业法》（法律出版社）一书，系普通高等教育国家级规划教材，“十
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司法部科研成果奖三等奖，北京市精品教材。著有《经济法》、《经济法
研究现状与期待》、《经济法通论》、《公司法概论》、《股份制企业.公司.公司法》、《企业法》
等代表性论文：《论经济法体系》、《论经济法主体》、《论经济法学的范畴》、《论公司的责任
形式》、《现代企业制度与企业立法》、《论公司的社会责任》等. 
 
 
 
   
     
 
 
 
 



教学和研究团队成员基本情况介绍： 
 
 
 
 
          荣国权 ,副教授，经济法硕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会员，北京中咨律师事务所任兼职律师。 。
郑州大学法学硕士 。研究方向：经济法、企业法 。学术成果：在《中国检察官》、《国家检察官学

院学报》等期刊发表《刑事诉讼实践中被害人权利保护的思考》、《契约精神与国有企业改革》等
论文10余篇，参编专著4部，教材1部，参与省部级课题1项，北京市教委课题1项，校级课题2项。 
 
 
 
 
 
 
 
          王斐民， 副教授，现任北方工业大学经济法教研室主任，北京市法学会经济法研究会理事、北

京市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理事，北京市石景山区工商行政管理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市石景山
区人民法院特约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研究方向：金融机构破产机制、公司治理法律问题、产业政
策与反垄断法的冲突与协调 。科研成果：出版《竞争法案例·学理精解》（合著）、《商法》（独

著），主编《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条例释义》、《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释义》，作为副主编
编写《经济法》、《金融法教程》、《破产法学》、《经济法学》等教材，参与编写《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企业破产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主持省部级课题2项，参加国家级课题1项，参加省部级
课题4项，在《政治与法律》、《中国法学》、《法学杂志》等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 获奖情况：
《论农户小额信贷的问题与出路》于2006年12月获得首届环渤海法治论坛论文三等奖 ； 《破产法
学》，国家级精品课程主讲教师，教育部高等教育司，获得时间2010年6月，授予部门教育部高等教
育司。   

 
 
 
   
     
 



教学和研究团队成员基本情况介绍： 
 
    陈兴华，女，1996年-2000年，华北工学院经济管理系贸易经济专业攻读本科； 2000年-2003年，
郑州大学法学院经济法专业攻读硕士； 2003年-2006年，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环境资源法方向攻读
博士。 2010-2011年人民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 2006年7月至今，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法律系从
事教学科研工作。 2006年3月至2008年7月，借调至（原）国家能源办《能源法》起草组秘书处从事
立法工作。 主要研究领域和方向：能源法；环境资源法；经济法。 近年来主要科研项目：独立主
持北京市组织部优秀人才资助项目“中国能源市场法律制度研究”，项目编号20061B0500200122，2
006年12月立项，2010年4月结项。独立主持国家能源办委托的能源立法课题项目“能源法律与能源
政策关系研究”，2007年3月立项，2008年1月结项。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法学青年项目《流域管
理法研究——以生态系统管理为中心的法理创新与制度构建》（河南财经政法大学陈晓景副教授为
课题主持人），项目编号09CFX040，2009年立项，至今在研。参与司法部一般项目《突发事件中的
能源应急机制法律问题研究》（中国能源法研究会叶荣泗会长为课题主持人），项目编号FB2019，2
008年12月立项，独立完成撰写研究报告两篇：《石油储备制度》、《天然气储备与应急制度》。 
《能源法》起草工作表现突出奖励，2008年3月，国家能源领导小组办公室颁发；2010年，作为课题
组成员之一的《能源法立法前期重大问题研究》获得国家能源局2008—2009年度软科学研究优秀成
果一等奖。 
 
 
 
 
   
    何然，女，讲师。2005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2007年毕业于香港城市
大学，获得法律硕士学位 ；201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 ；2010年到北方工业
大学任讲师。主要研究领域和方向：经济法、竞争法。科研成果：《经营者集中审查中的买方力量
问题研究》、《法制国家建设中的司法判例》 。 
 
  
 

 
 
 
 



         国际法学 

    学科带头人田晓云教授。教学科研团队成员：陈兰兰副研究员、乔慧娟副教授、吴莉婧博士。
经过多年的教学和科研积累，形成了以国际私法、国际投资法、国际金融法等专业特色方向。 
 
    学科带头人基本情况： 
 
                            田晓云, 女，1963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法学博士，教授，硕士 
                        研究生导师。本科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中国政法大 
                        学国际私法专业研究生毕业，获法学硕士学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 
                        法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获法学博士学位。中国国际私法学会理事、 
                        国际经济贸易法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国际法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市中 
                        青年骨干教师。主要研究领域和方向：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国际商 
                        法。主要科研成果：主持北京市教委学术创新团队项目《金融创新背景
下金融投资人保护法律制度研究》；北京市人文社科基金项目《我国区际司法协助中法院判决的承
认与执行问题研究》，主持《中国有色集团海外投资法律风险防范实证研究》、《国家豁免立法与
我国民事诉讼制度的衔接》等省部级科研项目。《我国涉外民商事审判中实体私法条约的适用》获
北方工业大学教师学术论文优秀奖（2006年）；北方工业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优秀奖”（2010
年）；北方工业大学“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2009年）。主编 《国际私法教程》（对外经
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0年）、《海商法教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7年；《国际商法》人民
法院出版社2005年8月 ；《国际经济法》（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8月 ）。主编《国际私法》（北
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获得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在《河北法学》《西南政法大学学报》《甘肃
政法学院学报》《国际法学论丛》等刊物发表《意思自治原则与国际商事惯例的适用》 《中国企业

海外矿业投资法律风险防范研究》等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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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和研究团队成员基本情况介绍： 
 
    陈兰兰, 女，1999年毕业于南京大学法学院，获法学硕士学位。2003 年毕业于对外经济贸易
大学法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2003年至2005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
2008 年 9 月起在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法律系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 主要研究领域和方向：国
际金融法 。科研成果：近年来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清算机构场外金融衍生产品集中清算风险监管
制度研究”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信用违约互换集中清算机制研究”、中国法学会部级法
学研究课题“场外金融衍生交易法律规制研究”、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两岸统一后的国家
政治体制研究”、北京市优秀人才培养资助项目“金融衍生产品法律监管研究”等课题；参与北
京市属高校学术创新团队项目“金融创新背景下金融投资人保护法律制度研究”、教育部人文社
会科学研究项目“内幕交易监管的困境及其对策研究” 等多项国家级、省部级课题。参与撰写
《股票期权实证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等专著3部；在《国际经济法学刊》、
《财贸研究》、《财会月刊》等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10余篇。 
  
        乔慧娟 ，北方工业大学法学学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硕士、博士生 。主要研究方向：国
际法学 。学术成果：著有 《私人与国家间投资争端仲裁的法律适用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14
版）。 期刊有《论国际投资条约仲裁中的法律适用问题》《论台湾地区承认和执行大陆民商事判

决中的既判力问题》《论我国外派劳务人员工伤损害赔偿的法律困境及解决》《论中资矿业企业
非洲投资法律风险的防范》。主持课题、项目：中国法学会项目“我国外派劳务人员合法权益的
保护”；北京市教委社会科学重点课题“北京市对外承包工程企业外派劳务法律问题研究”；北
方工业大学青年重点课题“后金融危机时代央企海外投资法律风险防范研究”等。 
 

 
    吴莉婧,女，讲师。1999年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法学学士；2002年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法学硕
士；2007年清华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 。2007.7至今 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法律系 。主要研究领
域和方向：国际经济法、海商法、国际私法。科研成果：2004年参加国家海洋局项目：“国外及
港澳台地区海岛立法的比较研究”；2008年主持北方工业大学校级科研项目：“海商法基本原则
研究”；2010年，参加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完善辽宁船舶融资租赁法律制度的
思考”。专著《海岛法律制度比较研究》(合著，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副主编《国际
私法教程》(田晓云主编，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 参编教材多本。 
 
 



     法律硕士 
    北方工业大学是北京市属市管院校中首家获得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授予权的高等学校。从2007年
起，开始招收在职攻读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从2009年起，开始招收全日制法律硕士专业学位
研究生。 
    学位点紧密依托学校文法学院和法律系的办学力量，着力培养适应立法、司法、行政执法、法
律服务与法律监督以及经济管理、行政管理和社会管理工作的具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德才兼备、
高层次的复合型、实务型法律专门人才。在人才培养规格上，强调掌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
原理，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公民素质，深刻把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法律
职业伦理原则，恪守法律职业道德规范；掌握法学基本原理，具备从事法律职业所要求的法律知识、
法律术语、思维习惯、法律方法和职业技术；能综合运用法律和有关经济、管理、外语、科技、计
算机等方面的专业知识，有独立从事法律实务工作的能力；能熟练运用行政法、刑法、诉讼法、国
际法等法律专业知识，解决社会生活中相关法律问题；能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能阅读专业外语资
料；身心健康。 
    学位点在研究生培养方向上，在遵循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关于设置司法法务、
政务法务、商务法务三个方向指导意见的基础上，紧密结合法律实践的人才需求状况，细化并设置
了宪法与行政法、刑法、民商法、经济法、诉讼法以及国际法等六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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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带头人及导师队伍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点导师队伍分为校内导师与校外导师两个部分。校内导师共计有40名专任教
师，其中教授10人，副教授17人。校外导师共计33人，均为司法实践部门的高水平专家及法学界知
名学者。校外导师全程参与学位点研究生的教育与培养工作。 
        学术带头人为刘泽军教授（刘泽军：法律硕士学位点责任教授，学校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

任，硕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法律学系宪法与行政法专业研究生毕业，研究方向为行政法、行政诉讼
法、部门行政法。主讲课程包括行政法、行政诉讼法、法社会学等。曾在《中国高等教育》、《法
学杂志》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近50篇，出版学术著作2部，主编或参编教材3部。主持承担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项目1项、省部级项目6项。社会兼职包括中国行政法研究会理事、国务院法制办“公众参

与行政立法”中方专家组成员、北京农村法治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循环经济研究会常务理事、深
圳市人民政府民政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委员、北京市石
景山区人民法院专家组成员等。） 
       科研条件、学术交流及最新学术成果 
        学位点导师近期主持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主持承担国务院法制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法学会、司法部等省部级科研项目立项27项。近年来出版了学术专著29部，编写了一批有影响
力的教材，并在法学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数百篇，共计15项科研成果分别获得国家级、省部级奖项。

学位点一向注重对外交流，与中国法学会、北京市法学会及全国各法学院、系、专业学位点保持着
密切联系与良好协作，并与美国、澳大利亚等多所大学建立了合作关系。 

 
 
 
 
 
 
 
 



 

 

 

 

 

 

 

 

 

 

 

 

 

 

 

 

 

 

 

 

 

法学一级学科研究基础 

研究平台及条件： 

《香港与内地高校学生事务管理模式比较研究》 



 

 

 

 

 

 

 

 

 

 

 

 

 

 

 

 

 

 

 

 

 

法学一级学科研究基础 

研究平台及条件： 

《香港与内地高校学生事务管理模式比较研究》 



 

 

 

 

 

 

 

 

 

 

 

 

 

 

 

 

 

 

 

 

 

 

法学一级学科研究基础 

成果实践应用： 



 

 

 

 

 

 

 

 

 

 

 

 

 

 

 

 

 

 

 

 

 

 

法学一级学科培养计划 

法理学 
    学科带头人刘夕海副教授。教学和研究团队成员：郭红副教授、刘叶深副研究员、章燕博士、
邵晖博士后等。经过多年的教学和科研积累，形成了法学基础理论、部门法基础理论和法治建设
以及法制史专业特色方向。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学科带头人刘泽军教授。教学和研究团队成员：王爱民副教授、尹好鹏副教授、何裕副研究
员等。经过多年的教学和科研积累，形成了政府法治、教育行政法和宪政研究等专业特色方向。 
刑法学 
    学科带头人吴邲光教授。教学研究团队成员：韩红兴副教授、刘志洪副教授和尚华博士、王
海桥博士后、李坤博士等。经过多年的教学和科研积累，形成了经济刑法基础理论、知识产权犯
罪、金融犯罪、计算机信息犯罪等专业特色方向。 
民商法学 
    学科带头人王素娟教授。教学研究团队成员：王瑞副教授、相庆梅副教授以及胡平博士、欧
阳苏芳博士等。经过多年的教学和科研积累，形成了民商法基础理论、比较商法、网络文化创意
知识产权保护等专业特色方向。 
经济法学（北京市重点学科） 
    学科带头人董慧凝教授。教学科研团队成员：张士元教授、荣国权副教授、王斐民副教授、
李丹宁副教授和陈兴华、何然博士等。经过多年的教学和科研积累，形成了经济法基础理论、企
业与公司法、金融法、能源法等专业特色方向。 
国际法学 
    学科带头人田晓云教授。教学科研团队成员：陈兰兰副研究员、乔慧娟副教授、吴莉婧博士
等。经过多年的教学和科研积累，形成了国际私法、国际投资法、国际金融法和国际商事仲裁等
专业特色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