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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职业伦理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 编 许身健 主编

１６ 开 ４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出版

本书通过对律师职业伦理的释明ꎬ 指导 «律师法» «律师执业行为规

范» 等相关法律法规、 部门规章、 行业规范的适用ꎻ 通过案例分析ꎬ
阐释律师职业伦理原则ꎬ 立足律师执业实践ꎬ 明确揭示律师执业过程

中不得触犯的红线ꎬ 同时弘扬正气ꎬ 引导读者成为优秀律师ꎮ 力求准

确反映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对律师职业伦理建设的要求ꎮ

新民事诉讼文书样式实例评注
（上下卷）

杨凯 主编

１６ 开 ３８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８７２７￣９

本书将民事诉讼文书样式通过实例评注的方式与司法审判实践紧密结

合ꎬ 通过文书样式实例评注的形式重点研究最高人民法院新颁布的

«民事诉讼文书样式» 的功能与作用ꎬ 探寻文书样式对司法行为、 诉

讼程序、 实体处理的规范性指引作用ꎬ 拓宽民事诉讼文书写作的思路

和方法ꎬ 探寻法律评注研究范式的本土化路径与方法ꎮ

控制公司： 基业长青的大商之道

（第二版）

吕良彪 著

１６ 开 ６９ ００ 元估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９００７￣１

本书归纳总结了作者介入的 “达娃之争” “李嘉诚公司案” 以及 “国

美内战” “支付宝股权之争” “复星与 ＳＯＨＯ 中国外滩地王之争” “雷

士照明控制权之争” 等经典商战ꎬ 分析整理了华远、 苏宁环球、 北京

住总、 金融街控股等知名企业成功取得上市公司控制权并实现借壳上

市的成功案例ꎬ 提炼出可供企业家控制公司及其他律师办案借鉴的有

效经验ꎮ

规则与启示： 特许经营 ＰＰＰ 裁判规

则解读与适用

北大法律信息网 组织编写 孙钢宏 顾问

黄华珍 著

１６ 开 ５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８５５０￣３

目前我国 ＰＰＰ 立法和法院有关特许经营 ＰＰＰ 合同的裁判规则都处于形

成和演进的关键时期ꎮ 本书深入剖析了我国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最

高人民法院和各高级人民法院公用事业特许经营 ＰＰＰ 项目的司法判

例ꎬ 提炼了争议焦点以及法院的裁判规则ꎬ 并就类似项目实践操作提

出了建议ꎬ 对于我国当前 ＰＰＰ 实践操作的规范有序具有较好的指导

意义ꎮ

完善法律援助制度资料汇编
司法部法律援助工作司 编

１６ 开

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９００１￣９

本书由司法部法律援助工作司整理ꎬ 收录了与法律援助工作相关的中

共中央、 国务院文件、 司法部文件、 省 (区、 市) 文件、 全国法律援

助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交流材料、 完善法律援助制度推进会交流材料及

完善法律援助制度调研报告等方面的内容ꎬ 能够为各地司法行政机关

和法律援助机构及广大法律援助人员完善法律援助制度体系提供

参考ꎮ

法律文书探索与创新
马宏俊 主编 许身健 副主编

１６ 开 １４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８７３０￣９

本书系中国法学会法律文书学研究会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关于法律文书

学相关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学术成果汇编ꎬ 是该研究会在法律文书学相

关领域的探索与创新ꎬ 是法律文书学理论研究及实践经验的总结ꎬ 其

中一些优秀成果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影响力ꎬ 对司法实践具有引导作

用ꎮ 本书可供关注法律文书学理论及实践问题的人士阅读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编纂对照表与条文释义
王竹 主编

１６ 开 ６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８３５７￣８

基于 «民法通则» 将与 «民法总则» 并行实施到 ２０２０ 年这一法律背

景ꎬ 本书针对不同的读者群做了不同的侧重设计ꎮ 第一部分为 «民法

总则» 与 «民法通则» 等编纂对象法规体系对照表ꎻ 第二部分为 «民

法总则» 条文释义、 关联条文和对应案由ꎻ 第三部分为 «民法通则»
等编纂对象反查 «民法总则» 条文对照表ꎮ

６７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法律

环境国别报告 （中英文对照） 第

一卷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 编

１６ 开 ３９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８３０４￣２

本书旨在介绍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基本法律制度和法律环境ꎮ 本

卷含 “一带一路” 沿线 ２２ 个国家的投资法律环境报告ꎮ 报告内容涉

及投资、 贸易、 劳动、 环境保护、 知识产权、 争议解决等领域ꎮ 具体

包括相关国家的法律制度及基本法律环境概述ꎬ 相关国家市场准入、
外汇管理、 融资、 土地政策、 公司设立与解散、 争议解决方式等具体

法律制度ꎮ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法律

环境国别报告 （中英文对照） 第

二卷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 编

１６ 开 ３９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８３０３￣５

本书旨在介绍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基本法律制度和法律环境ꎮ 本

卷含 “一带一路” 沿线 ２１ 个国家的投资法律环境报告ꎮ 报告内容涉

及投资、 贸易、 劳动、 环境保护、 知识产权、 争议解决等领域ꎮ 具体

包括相关国家的法律制度及基本法律环境概述ꎬ 相关国家市场准入、
外汇管理、 融资、 土地政策、 公司设立与解散、 争议解决方式等具体

法律制度ꎮ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律师办理

商业秘密法律业务操作指引》

释解
张黎 著

３２ 开 ４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７５８６￣３

商业秘密在 «反不正当竞争法» 中只有一条ꎬ 却包含了国家保护商业

秘密法旨和规制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全部信息ꎮ 笔者为 «中华全国律

师协会律师办理商业秘密法律业务操作指引» 起草人之一ꎬ 力求在本

书中能够解释和分析一些概念的基本含义、 法条的实施运用和对具体

案件的考量ꎬ 以期在处理商业秘密事务时对人们有所助益ꎮ

裁判文书如何说理： 以判决说理

促司法公开、 公正和公信

孙华璞、 王利明、 马来客 主编

１６ 开 ３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７７３７￣９

本书作为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３ 年度司法调研重大课题研究报告ꎬ 以裁判

文书说理为视角ꎬ 论证了提高裁判文书说理性对推进司法公开、 公信

的重要意义ꎬ 对法律解释方法与裁判文书说理的关系、 裁判文书说理

的结构和内容、 法官判决说理能力的形成和培养机制、 法官判决说理

的激励机制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ꎬ 并对裁判文书说理的评价标准这

一学术界鲜有人研究的问题ꎬ 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索ꎮ

法官助理和书记员职业技能教

育培训指南
杨凯 著

１６ 开 ６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７２４４￣２

本书立足全国各地各级人民法院实行法官员额制和司法责任制改革对法

官助理和书记员等审判辅助人员职业技能实务培训教学的现实需要ꎬ 全

面论述司法体制改革后法官助理和书记员全新的工作职责规范要求ꎬ 以

及全新的职业技能培训内容ꎬ 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ꎬ 填补了司法

改革后法官助理和书记员新的职业技能培训教材的市场空白ꎮ

互联网 ＋法律实务的思考：
北大法律信息网文粹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北大法律信息网 组编

１６ 开 ５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７３７４￣６

北大法律信息网顺应社会进步潮流ꎬ 把握时代发展脉搏ꎬ 汇集了众多

法律学人不同时期的法律文章ꎮ 本书将北大法律信息网的网络原创精

品文章集结成册正式出版ꎬ 实现了网络文章的纸质化ꎮ 无论您是法律

理论研究人员ꎬ 还是法官、 检察官、 律师或者其他法律从业人员ꎬ 抑

或是法学爱好者ꎬ 您都可以在我们这里找到属于您的一片天地ꎮ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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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律师业务报告 (２０１５)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 编

１６ 开 ９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７２５６￣５

本书由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组织编写ꎬ 汇集了九个专业委员会的分报

告ꎬ 以律师业务的创新与发展为主线ꎬ 分别对本领域法律服务状况、
业务前景、 立法动态、 社会热点问题和典型案例ꎬ 从律师业务的角度

进行了分析评价ꎮ 本书对律师及其他法律人士从事相关业务具有很高

的参考价值ꎮ

公安交通管理行政诉讼判例评

析与执法提示②
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 编

１６ 开 ４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７１５６￣８

本书选取人民法院作出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典型行政判例ꎬ 概括其裁

判要旨ꎬ 分析其裁判原理ꎬ 并从争议案件中总结出可供交通警察执法参

考的提示ꎮ 不仅对进一步规范交通警察执法活动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ꎬ
对各级人民法院统一裁判尺度具有参考价值ꎬ 还对普通民众准确理解和

遵守 «道路交通安全法» 等相关法律、 法规具有帮助和引导作用ꎮ

完美的章程： 公司章程的快速起草

与完美设计

李建立 著

１６ 开 ８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７０３３￣２

公司章程ꎬ 是公司必备的规定公司组织及活动基本规则的书面文件ꎻ
公司章程ꎬ 既是公司成立的基础ꎬ 也是公司赖以生存的灵魂ꎮ 本书有

利于公司章程的快速起草与完美设计: (１) 条款详备ꎮ 以示范章程为

主线ꎬ 主文示范条款三百六十余条ꎮ (２) 内容务实ꎮ 结合业务实务整

理ꎮ (３) 详细的条款解读ꎮ (４) 可靠的法律依据ꎮ (５) 相关案例及解读ꎮ

工程合同： 法律、 规则与实践

林立 著

１６ 开 １２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７０６５￣３

本书以工程法律为基础ꎬ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及各地方法院的

司法指导意见ꎬ 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和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的高级人

民法院、 中级人民法院公布的案例ꎬ 深度剖析了工程领域的相关法律

问题ꎮ 同时ꎬ 还融合了工程管理等内容ꎬ 结合工程实践并对现实环境

中理解和运用中国现行的工程合同需要注意的法律和管理问题进行了

分析和提示ꎮ

夫妻财产分割模式
王俊凯 著

１６ 开 ４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６９８６￣２

在大部分离婚案件中夫妻财产分割都是当事人反复争夺的焦点ꎮ 本书

尽可能涵盖现实生活中各种热门的传统财产及新型财产类型ꎬ 在纷繁

复杂的法律规定中独创性地提炼出 １４ 种财产分割模式ꎬ 并将多个部门

法结合ꎬ 注重实体法ꎬ 兼顾程序法ꎬ 帮助读者融会贯通ꎮ 对于普通读

者而言ꎬ 它是保护婚姻财产权益的 “圣经”ꎻ 对于法律专业人士而言ꎬ
它是查阅婚姻法律实务知识的便捷工具ꎮ

检察官的 ７ 项核心技能
葛鹏起 著

１６ 开 ４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６５５９￣８

国家检察官学院第 １０ 期全国青年检察官专题研修班指定教材ꎮ 这是在

县检察院、 纪委工作 ８ 年ꎬ 承办案件 ２００ 余件ꎬ 所领导部门连续两年

在全省纪委查办案件考核中名列前茅的办案人员的工作技能总结ꎻ 从

法学院进入检察院、 法院等司法机关的年轻法律人ꎬ 在面对法律理想

与现实的区别、 法律知识与实务的脱节时ꎬ 如何在当前的法治环境中

坚持法律人应有的法治理想ꎬ 是本书的主要内容ꎮ

刑事法律文书写作交互指引：
以法官审判与律师辩护为视角

王晨 主编

１６ 开 ５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５７８６￣９

本书从法官与律师关系的视角探索刑事法律文书的写作技巧与写作方

法ꎮ 本书是 ２０１４ 年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理论重大课题 “法官与律师

关系研究” 的实证研究子课题之一ꎬ 着重从法院的刑事裁判文书、 律

师辩护词以及公安、 检察机关相关法律文书对法官、 律师写作指引

等方面开展实证与实例研究ꎬ 探寻四种不同类型法律文书写作中的司

法规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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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商法实务精要
高杉峻 编

１６ 开 ５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５５３１￣５

自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９ 日第一篇文章 “民商法实务书单” 推送以来ꎬ 微

信公号” 高杉 ＬＥＧＡＬ” 已连续发表近 ３００ 篇民商法实务文章ꎬ 收获

２００ 多万次阅读ꎮ 此次出版的 « 民商法实务精要» 一书从上述近

３００ 篇文章中精选了 ２８ 篇ꎬ 包括基础技能、 实务经验、 前沿业务三

大部分ꎮ

公安交通管理行政诉讼判例评

析与执法提示①
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 编

１６ 开 ４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５５７８￣０

本书选取人民法院作出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典型行政判例ꎬ 概括其裁

判要旨ꎬ 分析其裁判原理ꎬ 并从争议案件中总结出可供交通警察执法参

考的提示ꎮ 不仅对进一步规范交通警察执法活动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ꎬ
对各级人民法院统一裁判尺度具有参考价值ꎬ 还对普通民众准确理解和

遵守 «道路交通安全法» 等相关法律、 法规具有帮助和引导作用ꎮ

股权争议的处置与防范： 股东

法律羊皮书

吕俊山 著

１６ 开 ５６ ００ 元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５１６９￣０

本书内容按照难度和重要性分为如下几个级别: 标记为一星的内容ꎬ
是最重要的知识ꎬ 也是最基本的内容ꎮ 标记为二星的内容ꎬ 大都属于

拓展性知识ꎮ 全部理解这类知识ꎬ 就能比较顺畅地吸收本书的精华ꎮ
标记为三星的内容ꎬ 属于难度较大的知识或者实践经验ꎮ 掌握这些内

容ꎬ 需要深刻而系统的知识和经验支撑ꎮ 标记为四星的内容ꎬ 多数属

于探索和研究的领域ꎮ

私募股权投资与企业改制上市

操作实务教程
陈菊香、 田惠敏 编著

１６ 开 １２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４９３７￣６

本书分为上下两编: 上编为 “私募股权投资”ꎮ 包括私募股权投资概

述ꎬ 中国与海外私募股权市场分析ꎬ 私募股权基金的募集、 投资、 管

理ꎬ 私募股权基金的退出、 监管等内容ꎮ 下编为 “企业改制上市”ꎮ
包括企业改制与发行上市概述ꎬ 企业改制与发行上市的程序、 实质问

题ꎬ 企业改制与发行上市各阶段申报的有关法律文书等内容ꎮ

证券期货违法犯罪案件办理

指南
打击证券期货违法犯罪专题工作组 编

１６ 开 ６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４７９８￣３

本书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司法解释、 参考案例及实务探讨ꎮ 第二

部分规范性指导意见及相关法律问题探讨ꎮ 第三部分相关法律、 法规

及其他法律规范性文件ꎬ 免得为寻找资料而耗费大量时间ꎮ 第四部分

附录材料ꎬ 展示整治非法证券活动协调小组在打击内幕交易等犯罪方

面的调研成果和相关规范性文件发布情况ꎮ

全国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考

试专题讲座
郑佳宁、 李成杰 主编

１６ 开 ５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４２５１￣３

本书将 «全国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考试复习指南» 各个分册的考查

内容重新梳理ꎬ 打破大纲的章节顺序ꎮ 根据成年人学习的特点ꎬ 精心

绘制大量的图表ꎬ 助考生构建完整的知识体系ꎬ 厘清考点之间内在联

系ꎬ 点明复习备考学习方向ꎮ 在撰写各专题时ꎬ 根据学科特点对历年

常考内容进行了归纳ꎬ 梳理学习线索ꎬ 揭示命题思路与考查要点ꎮ

公司破产重整法律实务全程解

析： 以兴昌达博公司破产重整案为例

(第二版)
刘宁、 张庆 等著

１６ 开 ４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４１７３￣８

本书围绕一起真实的房地产公司破产重整案为背景ꎬ 以破产程序的走

向为脉络ꎬ 从破产方案的选择、 申请破产、 债权的申报和审核、 债权

人会议、 重整程序的启动、 重整计划草案的制订和表决批准到重整计

划草案的执行等全面解析了公司破产重整的法律操作ꎬ 对于从事和进

行公司破产重整法律业务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指导价值ꎮ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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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犯著作权犯罪典型案例评析
张远煌 主编 左坚卫、 王志祥 副主编

１６ 开 ４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４１１７￣２

本书以几十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侵犯著作权犯罪案件为研究对象ꎬ 对侵

犯著作权犯罪认定中的疑难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ꎮ 同时ꎬ 本书

还对我国近年来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基本态势与主要特征进行了梳理ꎮ
全书理论探讨与实务研究共存ꎬ 实体问题与程序问题并重ꎬ 兼具实用

价值与学术创见ꎮ

全国百优法律援助精品案例
(２０１２)
司法部法律援助工作司 编

１６ 开 ４０ ００ 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３７８１￣６

本书由司法部法律援助司主编ꎬ 收集 ２０１２ 年度全国司法系统法律援助

机构办理的法律援助精品案例ꎬ 并请专家做出法律和实务点评ꎬ 内容

涉及刑事案件、 劳动争议、 工伤事故、 交通事故、 医疗纠纷、 产品质

量事故、 人身损害赔偿、 行政案件等ꎬ 成书后发送全国各地法律援助

机构和法律援助志愿者作为业务指导案例ꎮ

中国证券民事赔偿案件司法裁

判文书汇编
刘俊海、 宋一欣 主编

１６ 开 ４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３４２３￣５

本书是从 １９９６ 年刘中民诉渤海股份案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底 １７ 年间的证券

市场虚假陈述、 内幕交易、 操纵股价民事赔偿案件的司法裁判文书汇

编ꎮ 这些年间ꎬ 共有 １０１ 起案件涉及证券民事赔偿ꎬ 本书收录其中 ５７
起案件的 ８３ 份司法裁判文书ꎬ 对具体案例只编不评ꎬ 无论胜负皆予以

刊出ꎬ 以供学术研究、 法律或司法解释修改、 司法实践参考ꎮ

律师职业操守
司莉、 刘炳君、 蒋信伟、 魏大忠 著

１６ 开 ４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３４９４￣５

本书按照 “律师职业属性决定了律师职业行为规范的主要内容” 这一

观点建构了关于律师职业操守主要内容ꎬ 并结合实践ꎬ 对律师执业可

能遇到的各种风险和道德困境进行了描述ꎬ 既有理论分析和个性观

点ꎬ 又有诸多案例和参考性的解决方案ꎬ 希望能为广大律师尤其是初

入行的年轻律师提供有价值的执业参考ꎮ

合同风险 １１９： 合同审查与风险控

制法则

朱柏彦、 朱鹭 著

１６ 开 ４５ ００ 元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２６７１￣１

运用法律制裁合同违约行为是有效的方法ꎬ 但时间过长ꎬ 成本过高ꎬ
甚至有些官司打赢了也执行不了ꎮ 与其在发生纠纷后打官司ꎬ 何不防

患于未然ꎬ 把合同风险排除在萌芽之中? 本书力图对合同风险的源头

与分布、 合同风险的表现与规律有所阐述ꎬ 但重点在于告诫企业如何

预防和控制合同法律风险ꎮ

刑事辩护的中国经验： 田文昌、

陈瑞华对话录 (增订本)
田文昌、 陈瑞华 著

１６ 开 ７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２４１２￣０

本书主要是讨论刑事辩护的理论和实践问题ꎬ 沿着刑事辩护制度的发

展脉络ꎬ 在对刑事辩护的一些基本概念、 原则以及相应的理论问题

进行探讨的基础上ꎬ 同时结合刑事辩护实践中遇到的实际问题ꎬ 详

细谈论了刑事辩护的类型、 各种类型的刑事辩护的思路和技巧ꎬ 以

及在刑事诉讼各阶段的辩护技巧ꎬ 对中国刑事辩护制度的改革是非常

有益的ꎮ

苹果的 ＩＰａｄ 之痛： ＩＰＡＤ 商标权

纠纷案主办律师评析

李昊霖、 马东晓 著

１６ 开 ３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１７６４￣１

本书从办案律师的角度重现了美国苹果公司诉唯冠科技 (深圳) 有限

公司 ＩＰＡＤ 商标权纠纷案及围绕其展开的其他诉讼和行动ꎬ 并尽量从

中立的角度对双方的观点、 论据作出法律分析ꎮ 本案案情曲折ꎬ 作为

知识产权领域有重大影响的案件ꎬ 也可以为法学爱好者提供一个生

动、 精彩的案例ꎬ 于学术研究亦大有裨益ꎮ

０８



企业上市审核标准实证解析
(第二版)
张兰田 著

１６ 开 ６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１５９２￣０

本书以最近几年四百多个成功、 失败的上市项目为事实基础ꎬ 紧密围

绕 “审核标准” 这一核心主题ꎬ 融会贯通了法律、 投资银行、 会计和

税务知识ꎬ 将企业上市审核分为审核标准、 未过会原因等十大类问

题ꎬ 逐一解构论述ꎬ 逻辑严密、 条理分明ꎬ 从实践中来ꎬ 到实践中

去ꎬ 对企业发行上市实务工作具有极强的指导和参考意义ꎮ

建设工程法律服务操作实务： 建

筑企业的风险防范与效益创造

林镥海 主编

１６ 开 ９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００７９￣７

民营建筑企业的重要法律读本ꎬ 建筑业领域法律服务专业律师的特色

教材ꎮ 本书从建筑企业实践中各环节的风险防范及效益创造着手ꎬ 用

最简单的文字表述和最基本的法学理论将建筑领域最复杂、 最奥妙的

法律实务问题一一破解ꎮ

中国商事仲裁法律与实务
孙巍 编著

１６ 开 ４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９３５９￣４

本书从律师执业实践的视角出发ꎬ 结合国际商事仲裁的发展新动向ꎬ
客观分析了中国商事仲裁的现状、 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ꎬ 并辅之

以翔实的案例ꎬ 对相关法令、 司法解释、 司法实践及疑难问题作了细

致的探讨ꎬ 对仲裁员和广大律师ꎬ 尤其是从事仲裁业务的同行具有重

要的参考价值ꎮ

实践中的商法： 司法解释解读·典

型案例分析·商事审判专论

刘敏 编著

１６ 开 ８５ ００ 元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８８８０￣４

分类解读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商事司法解释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若干问题的规定 (二) 的理解与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施行时尚未审结

的企业破产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理解与适用» 等ꎮ

工程法律实务研析
古嘉谆、 陈希佳、 吴诗敏 主编

１６ 开 ３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８３２０￣５

本书由台湾寰瀛法律事务所律师在总结承办各种工程争议案件经验的

基础上编写而成ꎬ 作者结合台湾地区各级法院有关工程争议的判决以

及相关法律条文ꎬ 对各种工程争议如工程承揽之瑕疵担保等问题进行

了详细论述ꎮ 本书汇集了台湾地区工程法律领域重要的实务见解ꎬ 实

用性强ꎬ 对大陆的工程法律研究及实务界具有重要借鉴意义ꎮ

跳出深井： 专业人士的商业意识

〔英〕 克里斯托弗斯托克斯 著 贾慧

娟 译

１６ 开 ２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６８２２￣６

本书将讨论企业如何运转ꎬ 包括企业战略、 融资以及影响所有企业的

重要问题ꎮ 本书将把客户当作个体的人来看待ꎬ 讨论如何建立与他们

的关系ꎬ 如何与他们沟通ꎬ 如何从他们手中赢得生意ꎮ 读完本书后ꎬ
读者将掌握有关商业意识的根本要旨: 一旦你掌握了商业意识ꎬ 你就

会赢得客户的青睐ꎬ 你的业务也将飞腾八达ꎮ

完美的防范： 法律风险管理中的识

别、 评估与解决方案

吴江水 著

１６ 开 ４５ ００ 元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６１７９￣１

本书首次系统地就法律风险、 法律风险管理ꎬ 以及企业在法律风险管

理方面的具体操作提出了系统性实例方法ꎮ 从基本理念及实务操作两

个方面对法律风险的识别等环节进行了详细介绍ꎬ 使以事前控制为基

本原则的法律风险应对操作成为可能ꎮ 通过将部分法律事务管理转换

为企业管理中的常态内容ꎬ 可使企业的管理水平和管理效能产生质的

变化ꎮ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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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的合同： 合同的基本原理及审

查与修改 (增订版)
吴江水 著

１６ 开 ５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６１７８￣４

本书由浅入深地介绍了合同工作的入门指引、 合同基本原理解析、 合

同的理解与审查、 合同的修改与调整、 合同的设计与起草等内容ꎬ 并

设定了内容详细的总目录ꎮ 前五章详细讨论合同的审查、 修改、 起草

及提交工作成果等具体方法ꎮ 后两章则介绍了合同管理以及如何将合

同原理扩展运用到制订合同体系、 建立规章制度、 立法等方面ꎮ

用人单位员工管理指南
林嘉、 范围 著

１６ 开 ３２ ００ 元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４９７０￣６

作为员工关系管理实务用书ꎬ 本书强调管理理念ꎬ 阐明理论基础ꎬ 并

突出实践性ꎮ 适合单位员工、 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人员、 劳动和社会保

障研究人员等读者在解决招聘中的法律风险及其预防ꎬ 工作岗位与工

作地点、 工作时间等ꎬ 培训协议与服务期ꎬ 商业秘密和竞业限制ꎬ 劳

动合同的终止和解除ꎬ 规章制度与劳动纪律等问题时参考ꎮ

牛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指南
(第二版)
〔美〕 克米特Ｌ 霍尔 主编 许明月、
夏登峻等 译

１６ 开 ２９８ ００ 元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４４２７￣５

«牛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指南» 是一部真正的鸿篇巨著ꎮ 它不仅是一

部以联邦最高法院为核心的美国司法制度史ꎬ 更是一部内容涉及美国

政治、 社会生活各方面及数百年历史变迁的宏伟史诗! 本书对联邦最

高法院的历史和运作提供了全面综合的介绍ꎻ 还提供了广泛的阐释性

词条并解释了美国司法中重要的词汇和短语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综合问答
本书编写组 编

３２ 开 １２ ００ 元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４３０９￣４

为什么制定 «劳动合同法»? 为什么制定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
«劳动合同法» 和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 是什么关系? 哪些主体适

用 «劳动合同法»? 哪些劳动合同事项适用 «劳动合同法»? 订立劳动

合同应当遵循哪些原则? 用人单位具有哪些法定义务? 本书适合

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 阅读ꎮ

高效签约指南： ６６ 条劳动合同简

明范本及使用说明

德衡律师事务所 编著

１６ 开 ２８ ００ 元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３７５９￣８

本书依据 «劳动合同法» 和最新公布的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 以

及相关法律法规编写而成ꎮ 资深的专业律师根据多年的实务经验ꎬ
专门针对企业劳动合同的特点ꎬ 精心设计成一个安全简明的 ６６ 条劳

动合同文本ꎮ 读者可先通读合同全文ꎬ 然后针对每一条款阅读本书

正文ꎬ 作者对每一条款的制定目的、 使用方法和签约者的风险做了

细致的说明ꎮ

中国企业并购反垄断审查相关

法律制度研究
商务部条法司 编

１６ 开 ３８ ００ 元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３６３０￣０

«反垄断法» 的法律规定比较原则ꎬ 为了确保该法的有效实施ꎬ 不仅

需要制定释义性的配套法规ꎬ 且需要深刻理解和把握相关法律制度ꎮ
商务部在多年企业并购反垄断审查实践的基础上ꎬ 就企业并购反垄断

审查中需要重点掌握的相关市场界定、 不竞争条款及国家经济安全等

重要法律概念和制度ꎬ 组织相关领域的专家分别进行了探索性研究ꎮ

银行参与证券业务热点透析
蔡奕 著

１６ 开 ４８ ００ 元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７￣３０１￣１１３８７￣０

本书运用实证分析、 比较研究、 案例分析等方法对银行参与证券业务

的诸多理论与实务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ꎬ 以银行参与证券业务为研究

核心ꎬ 在总结世界各国银行参与证券业的主要模式和监管方法之后ꎬ
提出了我国银证混业经营的模式和监管策略ꎮ 通过比较与借鉴ꎬ 并对

新型金融集团的监管体制和监管策略改革提出了若干有益的建议ꎮ

２８



法律英文写作的第一本书
〔美〕 德沃斯基 著 江崇源、 林懿萱 译

１６ 开 ２５ ００ 元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７￣３０１￣１１１１９￣２

本书特色: 写作层面一一兼顾ꎬ 视野全面化ꎮ 内容包含: 修辞、 拼

法、 判决摘要、 争点讨论等 １３ 项写作必备知识ꎮ 内容具有教学基础ꎬ
实用又实在ꎮ 全书教学重点以短段落呈现ꎬ 阅读容易吸收快ꎬ 轻松进

入法律英文写作的领域ꎮ 例证说明丰富实在ꎬ 理解效率高ꎮ 全书法律

专业术语为法律英文老师针对学习需求所补充ꎬ 学习有加值ꎮ

元照英美法词典系列

元照英美法词典 (精装版)
薛波 主编 潘汉典 总审订

１６ 开 ３９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４４５８￣６

尺幅万里ꎬ 这里系千岩万谷、 年久日课的普通法世界ꎮ «元照英美法

词典» 共计 ４６０ 万余字ꎬ 收入及注释 ５ 万余词条ꎬ 包含词、 词组的一

般法律用法ꎬ 并附图表 ３０ 幅、 历史文献 ８ 件ꎮ 词典的旨义: “本词典

的编撰旨在为中国提供一部以英美法律词书为集萃的新编中文版ꎬ 其

收词自古洎今ꎬ 尤注意英美法的发展与词典的现代化ꎮ”

元照英美法词典 (精装重排版)
薛波 主编 潘汉典 总审订

１６ 开 ２９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７５５５￣９

配列拇指索引与赠献题词页ꎮ
在精装版的基础上缩小了尺寸ꎮ

元照英美法词典 (缩印版)
薛波 主编 潘汉典 总审订

３２ 开 １６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２８４５￣６

内容完整ꎬ 查览、 携带皆有便巧ꎮ
获 “２０１３ 年度引进版社科优秀图书奖”ꎮ

新律师系列

律师非讼业务的专题讲座
阮子文 著

１６ 开 ４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５２５２￣９

律师非讼业务的操作ꎬ 需要专业与格局的相得益彰ꎬ 需要智慧与谋略

的运筹帷幄ꎬ 还需要法律洞察力与商业直觉力的完美结合只有对业务

过程的每个阶段与环节ꎬ 每个节点与障碍ꎬ 每个困难与可能作出准确

的专业识别ꎬ 辅之可行的操作方案ꎬ 配备高效的执行ꎬ 才有可能对结

果胸有成竹ꎬ 水到渠成ꎮ

律师非讼业务的思维与技能
阮子文 著

１６ 开 ３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１３２２￣３

说到律师非讼业务ꎬ 易产生两种相对极端的思维模式: 或给企业

当法律顾问ꎬ 草拟部分商务合同ꎬ 陪顾问公司总裁参加一些商务

应酬ꎻ 或海外并购、 融资上市等ꎮ 这种长袖善舞的逻辑思维和业

务操作模式需要理论的支撑ꎬ 需要实践的历练ꎮ 本书试图提供一

种全新的思维进路ꎬ 展示笔者多年来总结的非讼业务产品设计等

系列操作套路ꎮ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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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律所： 菜鸟律师的生存手册

〔英〕 伊丽莎白克鲁克山克、 潘妮库

伯 著 高忠智 译

１６ 开 ２５ ００ 元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６６６４￣２

本书以如何适应律师事务所的文化为主题ꎬ 给年轻律师提供详细的指

导ꎮ 本书涉及轻松处理交给你的法律工作、 和所里所有可以帮助你的

人建立出色的关系、 有效地准备面试和评估、 应对压力和长时间的工

作等内容ꎬ 向年轻律师传授关于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如何工作的经验与

教训ꎬ 有助于年轻律师获得成功ꎬ 实现从菜鸟律师到资深律师的

转变ꎮ

赢在谈判： 商务律师的成功法则

阮子文 著

１６ 开 ２６ ００ 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７９６１￣１

作者从谈判的理念入手ꎬ 分析谈判应当进行的准备ꎬ 结合谈判中的

双向沟通与问题设计ꎬ 总结出谈判的目标把控与说明技巧ꎬ 针对性

地提出谈判中的拒绝处理方法ꎬ 最后勾画出谈判中的促成之关键所

在ꎮ 其中ꎬ 对谈判的成功与失败也做了客观的分析并提出了应对

之策ꎮ

诉讼律师的 ２５ 大心法
张冀明 著

１６ 开 ２９ ００ 元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４０６９￣７

在台湾地区家喻户晓的马特拉案、 威盛案和医师杀妻未遂案胜诉的背

后ꎬ 都有着同一名操盘手张冀明律师ꎮ 本书由张律师以其亲身经历为

本ꎬ 讲授其从业 ２０ 余年来对诉讼的领悟ꎬ 讲述律师面对法律诉讼时ꎬ
应该抱持的态度ꎬ 必须熟悉的规则以及可以灵活操作的技巧与空间ꎬ
以至于如何与法官、 检察官、 当事人和媒体沟通与应对ꎮ

律师阶梯系列

律师必备的七项职业素养
张嘉良 著

１６ 开 ４９ ００ 元估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８８４４￣３

作者倾多年律师执业经验ꎬ 结合律师团队的组建、 领导心路历程ꎬ 结

合鲜活的律师成功、 失败案例ꎬ 从成功律师所需的上述七项基本素养

方面条分缕析ꎬ 生动而深刻地为律师业的新人讲述执业第一课ꎬ 为事

业处于上升期的年轻律师分享执业成功经验ꎬ 为有志于反思中国律师

发展的资深律师提供可供讨论的对话范本ꎮ

医事非诉法律实务
北京市律师协会医药卫生法律专业委员会

组织编写

１６ 开 ５９ ００ 元估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出版

本书的出版是医药委的律师们智慧的凝聚、 经验的总结ꎬ 可以为关注

医药领域法律实务的人员提供最直接的引导和帮助ꎮ 具体包括: 医疗

机构设立中的法律问题ꎬ 公立医疗机构改制ꎬ 医药卫生领域 ＰＰＰꎬ 医

药产业的投资、 并购、 重组ꎬ 民营医院上市问题研究ꎬ 医疗机构的风

险防控和医疗与新兴产业的合作等内容ꎮ

常见刑事案件辩护要点 (第三版)
娄秋琴 著

１６ 开 ７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９０１３￣２

本书涵盖了辩护律师代理各类常见刑事案件ꎬ 进行辩护工作最主要的

切入点ꎻ 将刑法规定、 司法解释、 刑法理论所涉及的辩护要点ꎬ 分门

别类编排起来ꎬ 更像是为辩护工作提供了一个标准格式ꎮ 本书具有类

书、 工具书的性质ꎬ 是律师、 法官、 检察官、 刑事警官ꎬ 以及刑法研

习者的必备手册ꎮ

律师民商事业务必修课 (第三版)
牟驰 著

１６ 开 ５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６１０２￣９

本书根据作者多年来的律师执业实践ꎬ 结合大量案例ꎬ 从八个方面ꎬ
对律师执业过程中需要学习和掌握的基本执业技能进行了详细介绍ꎬ
对刚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并有志于从事律师职业的读者可以起到教科书

的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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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律师业务操作指引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律师业务操

作指引①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 编

１６ 开 ８８ ００ 元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５５１２￣７

本书的内容包括: 律师办理国有企业改制与相关公司治理业务、 有限

责任公司收购业务、 破产管理人业务、 婚姻家庭业务、 海商海事案件

业务等 １６ 项业务操作指引ꎬ 执笔人均为本领域的优秀律师ꎬ 并经各专

业委员会组织众多资深律师反复讨论后确定ꎬ 对于律师从事各项法律

业务具有很强的指导性、 借鉴性ꎬ 也是新从业律师最佳的学习范本ꎮ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律师业务操

作指引②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 编

１６ 开 ９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２５３１￣８

本书内容包括律师从事劳动法律服务业务、 商业秘密法律业务、 公司

治理业务、 公司诉讼业务、 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工作等 ２１ 个业务操作指

引ꎮ 执笔人均为本领域的优秀律师ꎬ 并经过各专业委员会组织众多资

深律师反复讨论后确定ꎬ 对于律师从事各项法律业务具有很强的指导

性、 借鉴性ꎬ 也是新从业律师最佳的学习范本ꎮ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律师业务操

作指引③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 编

１６ 开 １２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６６４８￣９

本书内容包括: 律师承办企业法律顾问业务ꎬ 从事税法服务、 证券法

律业务尽职调查ꎬ 代理商标注册申请业务ꎬ 商业秘密法律业务等 １９ 项

业务操作指引ꎬ 执笔人均为本领域的优秀律师ꎬ 并经过各专业委员会

组织众多资深律师反复讨论后确定ꎬ 对律师从事各项法律业务具有很

强的指导性、 借鉴性ꎬ 也是新从业律师最佳的学习范本ꎮ

全国律师执业基础培训指定教材

律师执业基本素养 (修订版)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 编

１６ 开 ２６ ００ 元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５４８７￣８

本书介绍了一个成功律师应该具备的基本素养ꎬ 重在介绍律师在客户开

拓、 律师访谈、 律师谈判、 法律调研乃至资料的收集与文件管理等方面

需要具备的方法和技巧ꎮ 本书不仅仅是宏观的概述ꎬ 对于一些细节方面

的技巧亦多有兼顾ꎬ 并辅以实例和大量的文书范本加以说明ꎬ 更加直

观、 易于掌握ꎬ 可以为律师日后执业的顺利开展打下坚实的基础ꎮ

律师职业道德与执业基本规范
(第三版)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 编

１６ 开 ２６ ００ 元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２０５６￣９

本书立足于我国律师职业道德的基本规范、 基本原则和基本要求ꎬ 并

结合国内外的律师执业实践和规范ꎬ 重点阐述了律师与委托人的关系

规范ꎬ 包括诚信规范等ꎬ 以及如何培养运用这些规范处理实际问题的

操作能力ꎮ 书中还对律师与律师事务所、 行业管理部门的关系规范等

进行了介绍ꎬ 便于律师在执业中掌握并遵守基本的行为规范ꎮ

律师执业基本技能 (上) (第三版)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 编

１６ 开 ６８ ００ 元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５４８６￣１

本册内容侧重于律师在诉讼业务领域应该掌握的基本技能和技巧ꎬ 并

精选了许多实例和法律文书范本ꎬ 以求读者更易理解书中的相关内

容ꎬ 颇具实用性、 可操作性ꎬ 其中一些编、 章还分别设有概说和提

示ꎬ 便于读者理解和掌握其中的要点ꎬ 为今后律师执业中更加熟练运

用这些技能打下扎实的基础ꎮ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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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执业基本技能 (下) (第三版)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 编

１６ 开 ７８ ００ 元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５４８８￣５

本册内容共包括法律咨询及顾问、 合同、 知识产权、 公司、 房地产、
劳动法业务基本技能六个部分ꎬ 对重点相关领域的基本技能作了总

结、 归纳ꎬ 并精选了许多实例和法律文书范本ꎬ 颇具实用性ꎮ 书中一

些编、 章还分别设有概说和提示ꎬ 便于读者掌握要点ꎮ 本书中所介绍

的基本技能ꎬ 可为律师熟练地从事相关业务打下良好的基础ꎮ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公司法专业委员会系列图书

律师公司法业务前沿问题与案

例评析①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公司法专业委员会 编著

１６ 开 ８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７５４０￣５

本书作为中华律师协会 ２０１５ 年年会的论文集ꎬ 共汇集了 ８８ 篇论文ꎮ
这些论文涉及新三板业务ꎬ 众筹业务ꎬ ＰＰＰ 及其他新型投融资业务ꎬ
股权转让纠纷ꎬ 股东资格、 股东责任、 股东权利纠纷ꎬ 以及律师公司

诉讼、 非诉讼业务中的热点问题ꎮ

律师公司业务： 创新与案例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公司法专业委员会 编著

１６ 开 ４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５９８５￣６

本书由全国律协公司法专业委员会从委员及其他经验丰富的律师的公

司业务经验、 总结文章和案例中反复筛选ꎬ 分门别类编撰而成ꎮ 本书

分为律师公司业务新形势下的机会与挑战、 «公司法» 修正的建议与

争鸣、 律师公司非诉业务的实务与创新、 律师公司诉讼业务的实务与

创新和律师公司业务安利的分析与启示五大部分ꎮ

律师公司法业务前沿问题案例

及评析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公司法专业委员会 编著

１６ 开 ４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３３１５￣３

本书为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公司法专业委员会组织编写的案例汇编ꎮ 本

书从律师办理商事案例的角度ꎬ 选取诉讼及非诉业务两个专题ꎬ 分别

向读者展现了国内著名商事律师办理商事案件的办案思路、 法律难点

及经验总结ꎮ 本书所展现的经典案例是全国律协从全国范围征集评选

出来的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典型案例ꎮ

人民法院案例裁判要旨通纂丛书

中国海事案例裁判要旨通纂
（卷一至卷五）

司玉琢、 王彦君、 关正义 主编

１６ 开 １９８０ ００ 元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７５１４￣６

本书精选 ５９８ 个典型海事案例、 提炼 １０３０ 条法官裁判要旨ꎬ 分为海事

卷、 船舶船员卷、 海上保险卷、 海上货物运输卷 (上下册) 和综合卷

五卷ꎬ 另附赠目录卷ꎮ 其旨在将我国从 １９８４ 年海事法院成立以来所有

海事海商案件系统地、 分门别类地收集整理ꎬ 精心筛选具有典型、 代

表意义的案件ꎬ 并对其争议焦点和裁判要旨予以归纳总结ꎮ

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例裁判要

旨通纂 (上下卷)
吴汉东、 宋晓明 主编

１６ 开 ３２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６１７１￣２

本书共分为著作权、 商标权、 专利权和反不正当竞争四编ꎬ 遴选了

３２４ 个知识产权案例ꎬ 提炼出 ４８５ 条对审判具有指导意义的裁判要旨ꎬ
并对裁判要旨结合案情进行必要的论证与阐述ꎮ 本书在提炼裁判要旨

时ꎬ 注重对应于案情及裁判理由ꎬ 同时又具有一定程度的抽象ꎬ 从而

做到 “源于案例ꎬ 高于案例”ꎮ

６８



人民法院公司法指导案例裁判

要旨通纂
宋晓明、 刘俊海 主编

１６ 开 ９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３４２８￣０

本书案例的选择和编写顺序主要参照了 ２０１１ 年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

案件案由规定» 第 ２１ 项规定的内容 “与公司有关的纠纷”ꎬ 共 ２５ 项ꎮ
每个案例均相对独立ꎬ 由基本案情和司法规则两部分构成ꎮ 其中ꎬ 基

本案情部分侧重在精准概括法律事实的基础上ꎬ 提炼出法律关系中的

争点问题ꎬ 并关注法院判决中的 “本院认为” 部分中的裁判理由ꎮ

人民法院刑事指导案例裁判要

旨通纂 (上下卷)
陈兴良、 张军、 胡云腾 主编

１６ 开 ２９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１０６３￣５

本书在对既有的刑事指导案例进行遴选的基础上ꎬ 提炼出对于刑事审

判具有指导意义的裁判要旨ꎮ 因而ꎬ 本书不同于以往的指导案例汇

编性著作ꎬ 它更突出了从指导案例中提炼出来的裁判要旨ꎮ 可以说ꎬ
裁判要旨是本书的关键词ꎮ 本书在提炼裁判要旨时ꎬ 注重对应于案情

及裁判理由ꎬ 同时又具有一定程度的抽象ꎬ 从而做到 “源于案例ꎬ 高

于案例”ꎮ

人民法院刑事指导案例裁判要

旨集成
陈兴良 编

３２ 开 ３５ ００ 元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１５０３￣６

本书为 «人民法院刑事指导案例裁判要旨通纂» (上下卷) (以下简

称 «通纂») 配套用书ꎬ 本书以 «通纂» 指导案例的裁判要旨作为全

书的主要内容ꎬ 并且与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条文及其相关规定编

纂在一起ꎬ 从而提供了另一种罪名、 法规、 刑事案例裁判要旨配合查

询、 使用的刑法典编纂范式ꎬ 使指导案例中的裁判要旨以一种集约化

的样式呈现ꎮ

法律大数据案由法条关联丛书

合同、无因管理、不当得利

纠纷
侯国跃 主编

３２ 开 １０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８９２５￣９

本书是 “法律大数据案由法条关联丛书” 的第四本ꎬ 本丛书对 ３０００
万份裁判文书进行大数据分析ꎬ 是国内 “法律大数据分析” 实务法条

类图书的开山之作ꎮ 当读者遇到一个案件ꎬ 可通过本书检索到法院以

往判决该类案件时主要依据的法条ꎬ 当读者知道一个核心法条ꎬ 可以

通过本书查询到该法条可能适用的不同案由ꎬ 同时可扫码检索并获取

相关增值内容和服务ꎮ

物权纠纷
刘召成 主编

３２ 开 ７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８５３１￣２

本书是 “法律大数据案由法条关联丛书” 的第三本ꎬ 本丛书对 ３０００
万份裁判文书进行大数据分析ꎬ 是国内 “法律大数据分析” 实务法条

类图书的开山之作ꎮ 当读者遇到一个案件ꎬ 可通过本书检索到法院以

往判决该类案件时主要依据的法条ꎬ 当读者知道一个核心法条ꎬ 可以

通过本书查询到该法条可能适用的不同案由ꎬ 同时可扫码检索并获取

相关增值内容和服务ꎮ

婚姻家庭继承纠纷
张晓远 主编

３２ 开 ４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８５０４￣６

本书是 “法律大数据案由法条关联丛书” 的第二本ꎬ 本丛书对 ３０００
万份裁判文书进行大数据分析ꎬ 是国内 “法律大数据分析” 实务法条

类图书的开山之作ꎮ 当读者遇到一个案件ꎬ 可通过本书检索到法院以

往判决该类案件时主要依据的法条ꎬ 当读者知道一个核心法条ꎬ 可以

通过本书查询到该法条可能适用的不同案由ꎬ 同时可扫码检索并获取

相关增值内容和服务ꎮ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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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权责任纠纷与人格权纠纷
王竹 主编

３２ 开 ５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７７３９￣３

本书是 “法律大数据案由法条关联丛书” 的第一本ꎬ 本丛书对 ３０００
万份裁判文书进行大数据分析ꎬ 是国内 “法律大数据分析” 实务法条

类图书的开山之作ꎮ 当读者遇到一个案件ꎬ 可通过本书检索到法院以

往判决该类案件时主要依据的法条ꎬ 当读者知道一个核心法条ꎬ 可以

通过本书查询到该法条可能适用的不同案由ꎬ 同时可扫码检索并获取

相关增值内容和服务ꎮ

法官裁判智慧丛书

民间借贷纠纷裁判精要与规则

适用
王林清、 杨心忠 著

１６ 开 ９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７７４０￣９

本书由民间借贷司法解释执笔人根据 ２０１５ 年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撰写ꎮ 全书由

“裁判精要” 和 “规则适用” 构成基本框架ꎬ “裁判精要” 部分以问

题的形式归纳总结保险法领域的重要疑难问题ꎮ “规则适用” 是对各

级法院典型案例中提炼的裁判规则的理解与适用ꎮ

保险合同纠纷裁判精要与规则

适用
王林清、 杨心忠 著

１６ 开 ９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７７３８￣６

本书根据 «保险法» 和最新保险法相关司法解释撰写ꎬ 以专题形式分

类阐述了保险合同司法实务裁判领域的裁判思路和规则ꎬ 通过对司法

实践中疑难案件的归纳演绎ꎬ 提炼与分析了其中的裁判精要和裁判规

则ꎮ “裁判精要” 部分以问题的形式归纳总结保险法领域的重要疑难

问题ꎮ “规则适用” 是对各级法院典型案例中提炼的裁判规则的理解

与适用ꎮ

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裁判精要与

规则适用
王林清、 杨心忠 著

１６ 开 ８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７８￣７￣３０１￣２６６９７￣７

本书对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裁判精要与裁判规则进行了合理、 务实、 得

当的分析ꎮ “裁判精要”ꎬ 通过对诉讼中大量疑难问题的收集、 研究成

果的归纳和解决方法的分析ꎬ 总结和提炼了解决纠纷的裁判思路ꎮ
“规则适用”ꎬ 是对各级法院典型案例中提炼的裁判规则的理解与适

用ꎬ 其以 “规则” 为题ꎬ 并在 “规则” 下设三个栏目ꎮ

公司纠纷裁判精要与规则适用
王林清、 杨心忠 著

１６ 开 ９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４８４０￣９

本书对公司纠纷裁判精要与裁判规则进行了合理、 务实、 得当的分

析ꎮ “裁判精要”ꎬ 通过对诉讼中大量疑难问题的收集、 研究成果的归

纳和解决方法的分析ꎬ 总结和提炼了解决纠纷的裁判思路ꎮ “规则适

用”ꎬ 是对各级法院典型案例中提炼的裁判规则的理解与适用ꎬ 其以

“规则” 为题ꎬ 并在 “规则” 下设三个栏目ꎮ

婚姻家庭纠纷裁判精要与规则

适用
王林清、 杨心忠、 赵蕾 著

１６ 开 ８４ ００ 元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７８￣７￣３０１￣２４８５８￣４

本书对婚姻家庭纠纷裁判精要与裁判规则进行了合理、 务实、 得当的

分析ꎮ “裁判精要”ꎬ 通过对诉讼中大量疑难问题的收集、 研究成果的

归纳和解决方法的分析ꎬ 总结和提炼了解决纠纷的裁判思路ꎮ “规则

适用”ꎬ 是对各级法院典型案例中提炼的裁判规则的理解与适用ꎬ 其

以 “规则” 为题ꎬ 并在 “规则” 下设三个栏目ꎮ

８８



劳动合同纠纷裁判精要与规则

适用
王林清、 杨心忠 著

１６ 开 ８５ ００ 元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４８４５￣４

本书对劳动合同纠纷裁判精要与裁判规则进行了合理、 务实、 得当的

分析ꎮ “裁判精要”ꎬ 通过对诉讼中大量疑难问题的收集、 研究成果的

归纳和解决方法的分析ꎬ 总结和提炼了解决纠纷的裁判思路ꎮ “规则

适用”ꎬ 是对各级法院典型案例中提炼的裁判规则的理解与适用ꎬ 其

以 “规则” 为题ꎬ 并在 “规则” 下设 【规则解读】 【案件审理要览】
【规则适用】 三个栏目ꎮ

侵权纠纷裁判标准与规范
王林清、 杨心忠 著

１６ 开 ７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４１２１￣９

本书以最高人民法院 «民事案件案由规定» 规定的侵权纠纷类型为

轴ꎬ 囊括了侵权纠纷的所有类型ꎮ 全书由 “裁判精要” 和 “规则适

用” 构成基本框架ꎬ “裁判精要” 部分以问题的形式归纳总结保险法

领域的重要疑难问题ꎮ “规则适用” 是对各级法院典型案例中提炼的

裁判规则的理解与适用ꎮ

私人律师丛书

如何开办公司 (第二版)
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 著

１６ 开 ３３ ００ 元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３５６３￣８

本书通过专业律师的实践经验和专业知识ꎬ 告诉普通创业者该如何认

识和了解公司的法律性质、 公司设立的有关手续、 需要准备的文件和

需要缴纳的费用、 公司组织管理的有关原则和法律规制、 股东权利和

公司章程等一系列开办公司应当掌握的知识和信息ꎮ 文稿从实践入

手ꎬ 通俗易懂ꎮ

如何申请专利 (第二版)
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 著

１６ 开 ３５ ００ 元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３３４２￣９

本册主题是专利注册申请ꎬ 内容涉及专利的基本知识、 专利申请的条

件、 专利申请的程序、 专利审查、 专利检索、 专利申请文件的撰写、
专利国际申请等ꎬ 在通俗详尽的讲解法律知识的基础上ꎬ 还为普通大

众处理这类问题提供了必要的处理建议ꎮ

交通事故的应急处理与索赔
(第二版)
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 著

１６ 开 ３０ ００ 元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３３５５￣９

本册主题是对于交通事故的处置与索赔ꎬ 内容涉及交通事故的性质界

定、 交通事故的应急处理、 律师在交通事故中的作用、 交通事故的责

任与赔偿、 交通事故的处理程序、 交通事故引起的诉讼以及机动车保

险与索赔等ꎬ 在通俗详尽地讲解法律知识的基础上ꎬ 还为普通大众处

理这类问题提供了必要的处理建议ꎮ

遗产的处置与继承 (第二版)
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 著

１６ 开 ３３ ００ 元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３３４０￣５

本册主题是关于遗产的处置与继承ꎬ 包括遗产处置的方式与利弊、 遗

产处置的办理程序、 继承权的确认、 遗产范围的确定、 遗产的分配、
继承财产的转移、 继承纠纷的处理等ꎬ 在通俗详尽的讲解法律知识的

基础上ꎬ 还为普通大众处理这类问题提供了必要的处理建议ꎮ

医疗纠纷的处理与索赔： 写给

患方 (第二版)
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 著

１６ 开 ３５ ００ 元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３３０５￣４

本册主题是对于医疗纠纷的处置与索赔ꎬ 内容涉及医疗纠纷的类型与

性质、 医疗纠纷的责任认定、 医疗纠纷的证据取得、 医疗纠纷的赔

偿、 医疗纠纷的处理方式、 医疗纠纷的诉讼等ꎬ 在通俗详尽地讲解法

律知识的基础上ꎬ 还为普通大众处理这类问题提供了必要的处理

建议ꎮ

９８

法律实务用书



房屋拆迁以案说法实用指南
杨在明、 黄艳 编著

１６ 开 ２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７２６４￣３

本书以房屋拆迁中的典型案例为核心ꎬ 从拆迁主体、 客体及拆迁行政

管理与补偿安置等多角度对房屋拆迁中的常见法律问题进行系统梳

理ꎮ 笔者以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为基点ꎬ 紧扣各类拆迁纠纷中的法律症

结ꎬ 在案情的铺陈与解析中ꎬ 为读者进行分门别类式的答疑解惑ꎬ 并

提高其对拆迁法律程序的全面认知ꎮ 就此而言ꎬ 本书不失为探究我国

拆迁法律实务之佳作ꎮ

如何买卖二手房
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 著

１６ 开 ２５ ００ 元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６５０７￣２

近年ꎬ 随着房地产市场的蓬勃发展ꎬ 二手房买卖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

繁荣ꎬ 二手房交易中出现的问题越来越被提到法律的日程中来ꎮ 本书

第一篇从二手房交易的概念入手ꎬ 着重对二手房交易流程做了基本的

梳理ꎬ 为读者展现了一个宏观的交易过程ꎮ 无论您是潜在的卖方还是

买方ꎬ 阅读本篇内容ꎬ 都会对二手房买卖有个初步的了解ꎮ

工伤的应急处置与索赔 (第二版)
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 著

１６ 开 ３０ ００ 元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３３３９￣９

本书是律师为当事人双方提供工伤纠纷与赔偿解决方法的操作指引ꎮ
本书介绍了很多真实工伤事件ꎬ 有作者亲自参与解决的成功案例ꎬ
还有不少因不同原因导致的失败索赔ꎻ 书中还介绍了大量我国关

于工伤鉴定、 处理、 赔偿的法律法规ꎬ 具有可读性、 易理解、 指导

性强、 用着方便等特点ꎮ 本书的出版可为工伤当事人双方提供指导

与帮助ꎮ

企业并购反垄断审查译丛

合并与收购： 理解反垄断问题 (第
三版)
美国律师协会反龚断分会 编 黄晋 译

１６ 开 ６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１１７３￣１

本书是一部全面讨论美国合并与收购反垄断实体法的著作ꎬ 内容翔实

和具体ꎬ 具有很强的权威性ꎬ 为美国律师协会反垄断分会隆重推荐ꎬ
书中对合营企业、 纵向合并、 混合合并、 潜在竞争理论、 司法救济和

救济措等重要问题进行了评述ꎮ 此外ꎬ 本书还谈到美国联邦执法机构

的合并审查过程与程序ꎬ 并简要讨论了州一级的合并执法活动ꎮ

并购前申报实务手册 (第四版)
美国律师协会反垄断分会 编 张华 译

１６ 开 ４６ ００ 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９００５￣０

本书是遵守美国有关机构并购申报规则最全面的指南ꎮ 本书汇总和讨

论了联邦贸易委员会并购前申报处所给与的非正式解释ꎬ 及反垄断机

构根据 «１９７６ 年哈特—斯科特—罗迪诺反托拉斯改进法» 和联邦贸易

委员会实施规则所进行的执法行为ꎬ 同时加入了联邦贸易委员会并购

前申报处在各种相关问题上的最新立场ꎬ 以及对一些解释的总结ꎮ

美国并购审查程序暨实务指南
(第三版)
美国律师协会反垄断分会 编 李之彦、
王涛 译

１６ 开 ７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９００４￣３

这是一本关于美国并购交易反垄断审查的实用手册ꎮ 本书正文对美国

反垄断执法机构的经营者集中审查过程作了详尽的介绍: 起始一章介

绍了相关法律渊源、 执法机构设置、 审查过程概述和保密机制等背景

信息ꎬ 随后以专章形式对申报前商谈机制、 以非诉程序解决审查争议

等重要问题作了细致的讲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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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合并购前的协同： 关于抢先

合并与信息交换的新规则

美国 律 师 协 会 反 垄 断 分 会 编 郝 倩

等译

１６ 开 ４２ ００ 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９００１￣２

美国律师协会反垄断分会编著的本书着重分析了抢先合并和信息交换

这两个问题ꎮ 本书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介绍了美国现行法律对于企

业并购前行为的规定ꎬ 美国执法机构如何在实践中运用和解释这些法

规ꎬ 以及美国之外多个司法管辖区的相关规定和实践ꎻ 第二部分分析

了在并购交易过程中涉及企业并购前的协同行为的各种实际问题ꎮ

企业合营： 竞争者之间合作行为的

反垄断分析

美国律师协会反垄断分会 编 孟雁北、
李然 译

１６ 开 ２６ ００ 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９０００￣５

美国律师协会反垄断分会在美困联邦贸易委员会与美国司法部共同发

布的 «竞争者间合作行为之反垄断指南» 的基础上ꎬ 详尽论述了企业

合营的定义、 种类、 具体表现以及对竞争的影响ꎬ 进而通过研究典型

案例来探析美国反垄断法规制企业合营的立法、 原则、 审查标准、 合

理性分析等问题ꎮ

北大法宝法律人高级助手书系

合同法精要与依据指引 (增订版)
刘有东 主编

１６ 开 ７６ ００ 元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８２３０￣７

本书对合同的订立、 效力、 履行、 变更和转让ꎬ 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

的权利和义务、 违法责任ꎬ 以及 «合同法» 规定的具体有名合同进行

了全面解说ꎬ 并将与合同法有关的法律、 法规作了全面整合ꎮ 本书还

加入了 “案例链接” 和 “学者观点” 两个检索条目ꎬ 通过这两个条

目ꎬ 读者可以下载阅读与合同法有关的案例和学术观点ꎮ

劳动法精要与依据指引 (增订版)
范围 编著

１６ 开 ７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８２２８￣４

本书从劳动就业ꎬ 劳动关系ꎬ 集体合同ꎬ 工资ꎬ 福利ꎬ 劳动保护ꎬ 女

职工、 未成年工特殊劳动保护ꎬ 职业培训ꎬ 社会保险ꎬ 养老保险ꎬ 失

业保险ꎬ 医疗保险ꎬ 工伤保险ꎬ 生育保险ꎬ 劳动争议ꎬ 劳动保障行政

执法与监督ꎬ 违反劳动法的法律责任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精讲和

指引ꎮ

证据法精要与依据指引 (增订版)
廖中洪 主编

１６ 开 ７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８２２６￣０

本书分为三编ꎬ 在每个解说后面ꎬ 紧跟着的是法律、 法规依据ꎬ 使读

者可以一目了然地学习、 理解证据法的概念及适用的依据ꎮ 本书还加

入了 “案例链接” 和 “学者观点”ꎬ 可以给读者以极大的阅读空间ꎬ
使读者在阅读本书的时候ꎬ 不仅可以了解词条概念及依据的法律、 法

规ꎬ 还可以同时下载并阅读与证据法有关的具体案例以及学者的

观点ꎮ

房地产法精要与依据指引 (增订

版)
赵勇山、 谭启平 主编

１６ 开 ７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８２２７￣７

本书从房地产管理基本制度、 土地所有权、 土地使用权、 住房制度改

革、 房地产开发经营、 城市房屋拆迁、 房屋工程建设、 房屋所有权、
房屋买卖、 商品房买卖、 房屋租赁、 房地产典当、 房地产抵押、 房屋

瑕疵及意外风险责任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精讲和指引ꎬ 对房地产实

务工作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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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法精要与依据指引 (增订版)
孙鹏 主编

１６ 开 ６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８２２０￣８

本书从担保的一般规定、 保证、 抵押、 质押、 留置权、 定金和其他问

题的规定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精讲和指引ꎮ 因为物权法出台的

关系ꎬ相关部分的内容显得更加具有参考价值ꎮ 本套书可以有效克服

传统纸本书编辑因法律文献立、 改、 废频繁所造成的困扰ꎬ 通过引证

码将一个个法律问题所需要检索、 更新的文献引导到成熟的网上数据

库产品ꎮ

公司法精要与依据指引 (增订版)
唐青阳 主编

１６ 开 ８２ ００ 元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８１４６￣１

本书从公司法的一般规定ꎬ 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和组织机构ꎬ 有限责

任公司的股权转让ꎬ 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和组织机构ꎬ 股份有限公司

的股份发行和转让ꎬ 公司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和义务ꎬ
外国公司的分支机构ꎬ 法律责任的承担等方面对公司法律知识和业务

进行了全方位的精讲和指引ꎮ

婚姻家庭继承法精要与依据指

引 (增订版)
王洪 主编

１６ 开 ４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８１４５￣４

本书分为婚姻法、 收养法和继承法三编ꎬ 从这三个大的方面对婚姻家

庭和继承的法律问题进行了精讲和指引ꎮ 本次编辑加入了 “案例链

接” 和 “学者观点” 两个元素ꎬ 读者足不出户ꎬ 通过查询检索ꎬ 即可

了解全国各地的相关案例和各类学者观点ꎬ 因此ꎬ 本书可作为教参ꎬ
也可作为普及读物ꎬ 还可作为资料指引ꎮ

民事诉讼法精要与依据指引
(增订版)
唐力 主编

１６ 开 ９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８２２９￣１

本书通过法律、 法规及司法解释对民事诉讼的基本制度、 管辖、 当事

人、 诉讼代理人、 证据、 期间、 送达、 法院调解、 财产保全与先予执

行、 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 诉讼费用、 诉讼程序等问题进行了

全方位的讲解ꎬ 同时通过与网上数据库———北大法宝链接ꎬ 为读者提

供了相关的案例和论文ꎬ 对具体问题更加便于理解和掌握ꎮ

行政诉讼法精要与依据指引
(增订版)
刘艺、 罗军 主编

１６ 开 ６６ ００ 元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８２２４￣６

本书以提出法律问题的 “词条” 为主线、 每个词条下辅之以法条指

引、 案例链接和学者观点ꎬ 为解决法律问题提供全方位的参考ꎮ 本书

从行政诉讼的一般一般规定ꎬ 审判程序ꎬ 事实审查和法律审查ꎬ 法律

适用ꎬ 判决、 裁定和决定ꎬ 强制措施ꎬ 执行ꎬ 行政赔偿ꎬ 涉外行政诉

讼和诉讼费用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精讲和指引ꎮ

企业常用合同范本律师批注版

国际货物买卖合同
张淑珍、 王燕 编著

１６ 开 ４２ ００ 元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１７１８￣４

本书并不是要给贸易企业一个万能的合同范本ꎬ 而是希望结合我们团

队二十年来处理过的或者行业里比较典型的案例ꎬ 帮助国内贸易企业

了解ꎬ 一个完善的国际货物买卖合同ꎬ 应当囊括哪些条款? 应当如何

规定对买方或卖方有利? 这些条款所涉及的议题可能存在哪些风险?
以及作为买方或卖方应当如何防范和降低该等风险ꎮ

生产、 加工、 维修类合同
马玲 编著

１６ 开 ４６ ００ 元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１６１５￣６

本书对企业家在生产、 加工、 维修环节的合同进行了梳理ꎬ 按照丛书

的宗旨ꎬ 给出了范本ꎬ 并结合在实务中的经验ꎬ 从多角度注释范本条

款: 解读范本条款的设置目的ꎬ 提示范本条款隐含的风险ꎮ 从而帮助

企业家提升合同磋商谈判、 合同条款设计、 合同审查修改、 合同陷阱

识别、 合同风险防范ꎬ 保障企业交易安全和利益最大化的能力ꎮ

２９



运输、 保管、 仓储类合同
张念春、 邱娟 编著

１６ 开 ３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１５３６￣４

本书主要面向中小型企业的一般业务工作人员ꎬ 选取了权威合同范

本ꎬ 结合业务实际ꎬ 就合同范本逐条批注详解ꎬ 以期阐明合同的概

念、 订立、 效力、 履行以及纠纷解决等问题ꎬ 旨在让业务人员熟知合

同条款对应的法律意义ꎬ 在合同签署阶段即最大程度降低法律风险ꎮ
同时ꎬ 本书针对性地选取了大量实例ꎬ 便于读者理解掌握ꎮ

劳动合同
金忠、 翁飞 编著

１６ 开 ２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３３０９￣２

劳动合同是维系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劳动关系的重要纽带ꎬ 了解

劳动合同的风险所在ꎬ 尽量避免订立对己方不利的劳动合同ꎬ 避免

或减少劳动争议尤为重要ꎮ 全书依照合同条款顺序ꎬ 总结了出现频

繁的劳动争议和其基本风险点ꎬ 援引大量实务中的案例ꎬ 以案说法ꎬ
可以为用人单位规避用工风险ꎬ 为劳动者捍卫合法权利ꎬ 提供有益

的借鉴和参考ꎮ

买卖类合同
骆志生 编著

１６ 开 ４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２５２２￣６

买卖类合同是经济生活中应用最广泛、 最常见的一类合同ꎮ 一份详细

完备、 合法合理的买卖合同可以有效地维护买卖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

益ꎮ “条款目的” 批注了当前条款设置的意图ꎻ “风险提示” 批注了当

前条款可能存在的法律风险ꎻ “相关案例” 批注了当前条款下曾经出

现过的案例ꎻ “法律规定” 批注了当前条款所涉及的法律依据ꎮ

文化艺术、 演艺、 广告、

影视类合同
王力博 编著

１６ 开 ６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１５７１￣５

本书根据文化艺术、 演艺、 广告、 影视领域涉及法律法规和这些业务

领域需要ꎬ 提供了一整套合同范本ꎬ 并对其中重要条款和涉及的重要

问题进行了批注和案例式说明ꎬ 以企帮助相关企业、 人员识别纠纷隐

患、 规避法律风险ꎮ

租赁、 融资租赁类合同
钟安惠、 简映、 胡治萍 编著

１６ 开 ４６ ００ 元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１５３７￣１

本书对租赁类合同 (商业房屋租赁合同、 居住房屋租赁合同、 机械设

备租赁合同、 车位租赁合同) 和融资租赁类合同 (回租式融资租赁合

同、 订购式融资租赁合同) 进行了梳理ꎬ 并结合在实务中的经验ꎬ 从

多角度注释范本条款: 解读范本条款的设置目的ꎻ 提示范本条款隐含

的风险ꎻ 提供可以参考的相关案例ꎻ 列出所依据的相关法律规定ꎮ

３９

法律实务用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