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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学学术专著

刑法公开课 （第 １ 卷）

周光权　 著

３２ 开 ５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３００７７￣０

本书旨在运用现代刑法学思维与方法ꎬ 对我国司法机关实际处理的大

量案件进行反思和评价ꎬ 熔前沿刑法理论与司法实务于一炉ꎬ 深入分

析将刑法理论运用到司法实务的可行性及其路径ꎬ 竭力缩小理论和实

务之间的差距ꎬ 推动刑法学说和司法实务的互动ꎮ 全书十八讲ꎬ 各讲

均开门见山地列出研讨案例ꎬ 然后结合刑法学说与思考方法进行深度

研习ꎬ 尽可能展示解释和说理过程ꎮ

刑法知识的更新与增长: 西原春

夫教授 ９０ 华诞祝贺文集

于改之 主编

１６ 开 １６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９５５０￣２

１９８８ 年ꎬ 日本著名刑法学家、 早稻田大学前校长西原春夫先生首开中

日刑事法交流先河ꎮ ３０ 年来ꎬ 双方通过会议研讨、 人才培养等方式加

深了交流ꎬ 结下了深厚情谊ꎮ 适逢西原先生九十华诞ꎬ 受惠于其的中

方学者围绕刑法学的一些基础和前沿问题进行研究ꎬ 辑成本文集ꎮ 文

集分 “刑法立法论与解释论” “刑法总论” “刑法分论” 三部分ꎬ 收

录 ２５ 篇文章ꎬ 汇集了我国著名刑法学者在相关领域研究成果ꎮ

走向哲学的刑法学
陈兴良 著

１６ 开 ７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９１１５￣３

陈兴良教授 ３０ 年刑法学研究黄金时代研究成果荟萃ꎮ 走向哲学的刑法

学ꎬ 是指在刑法学研究中ꎬ 引入哲学方法ꎬ 从而命名刑法学成为一种

更具哲理性的理论体系ꎮ 本书是作者从 １９８８ 年开始到 １９９８ 年为止在

刑法哲学研究上学术努力的一个总结ꎬ 作者力主将哲学方法引入刑法

学ꎬ 由此提升刑法学的理论层次ꎬ 具有不容忽视的学术价值ꎮ

走向规范的刑法学
陈兴良 著

１６ 开 ８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９０２７￣９

走向规范的刑法学中的 “规范” 一词ꎬ 具有双重涵义ꎬ 一是在规范刑

法学意义上使用 “规范” 一词ꎬ 是指刑法规范ꎮ 二是在学术规范意义

上使用的 “规范” 一词ꎬ 以此反映作者对刑法知识规范化的渴望ꎮ 以

１９９７ 年刑法修订为契机ꎬ 作者开始从刑法哲学回归规范刑法学ꎬ 本书

收录了作者此阶段学才研究成果的精髓ꎬ 具有重要学术价值ꎮ

走向教义的刑法学
陈兴良 著

１６ 开 ７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９００４￣０

刑法的教义学研究才真正使刑法学成为一门规范科学ꎮ 从 «走向规范

的刑法学» 到 «走向教义的刑法学»ꎬ 是作者的第二次学术转型ꎬ 也

可以说是一次学术提升ꎮ 收录在本书中的对刑法相关理论问题进行分

析的论文ꎬ 是近年来作者在刑法教义学研究领域的学术成果ꎬ 也是作

者近年来的学术目标和学术标签ꎬ 对于形成我国本土的刑法教义学具

有重要价值ꎮ

犯罪的二次性违法理论与实践:
兼以刑民交叉类案例为实践对象

杨兴培 编著

１６ 开 ４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９１８４￣９

法治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在于培固刑法前置性法的根基ꎬ 树立作为刑

法前置性法的权威性ꎬ 首先由刑法的前置性法对社会进行有效的分兵

管控ꎮ 本书为了从司法实践中获得理论的原料和营养而展开对一些刑

法基础理论和刑民交叉案例的思考和讨论ꎬ 可供司法工作人员在进行

刑民交叉案例分析时作参考ꎬ 从中找到可以吸收和借鉴的成分ꎬ 或者

从证伪的角度避免重蹈覆辙ꎮ

８３



国际刑法与欧洲刑法
〔德〕 赫尔穆特查致格 著

王士帆 译

１６ 开 ８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７８２８￣４

本书四编分别为绪论、 刑法适用法、 欧洲刑法及国际刑法ꎮ “刑法适

用法” 探讨德国刑法效力ꎻ “欧洲刑法” 分成欧盟刑事法与 «欧洲人

权公约»ꎬ 前者结合 «里斯本条约»ꎬ 讲述欧盟法现况ꎻ 后者说明公约

与欧洲人权法院裁判影响内国刑事法之部分ꎻ “国际刑法” 以 «国际

刑事法院罗马规约» 为基础ꎬ 介绍了国际法进展ꎬ 另检讨德国法之

因应ꎮ

经济刑法论衡: 顾肖荣教授学术文集

顾肖荣 著

１６ 开 １６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８６０９￣８

本书系顾肖荣研究员在 «中国法学» «法学研究» «法学» «政治与法

律» 等法学核心期刊和报纸发表过的论文及文章合集ꎬ 包括经济刑法

与经济犯罪基本理论研究、 金融刑法和金融犯罪研究、 重点经济犯罪

研究、 刑法与犯罪论基本问题研究、 法人犯罪理论研究、 国外相关立

法和司法改革研究以及法哲学、 法理学等方面的研究论文或文章ꎮ

车浩的刑法题: 北京大学法学院

“刑法分论” 考题解析

车浩 著

３２ 开 ３５ ００ 元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７５０４￣７

«车浩的刑法题: 北京大学法学院 “刑法分论” 考题解析» 一书主要

收录了四套题目及十多万字的考题解析ꎮ 这四套大型案例题目被网友

封为 “神考题” 四大名作ꎬ 分别被定位为 “最巧合” “最悲情” “最

宫斗” 和 “最史诗”ꎬ 四套题目设计不仅情节曲折ꎬ 涵盖大量的知识

点ꎬ 而且充满了对人性的关照以及对法学教育的思考ꎮ

德国判例刑法 (分则)
王钢 著

１６ 开 ４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７５６０￣３

«德国判例刑法» (分则) 选取了司法实务中最常见、 德国法学院的教

学中最核心ꎬ 同时也可能是对我国最具有借鉴意义的近四十个罪名ꎬ
综合整理了德国各级法院近两千则判例ꎬ 并且结合德国学者的论述ꎬ
较为系统地解析了德国刑法中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重点罪

名ꎬ 并对其中的部分重要判决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评述ꎮ

故意与错误论研究
刘明祥、 张天虹 主编

１６ 开 ８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６６２４￣３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ꎬ 在陈兴良教授和陈子平教授的倡导下ꎬ 国内几十位刑法

学者出席了在山西太原举办的 “中青年刑法学者高级论坛” 活动ꎬ 本

书是该次会议成果的结集ꎮ 收入本书中的论文主要围绕刑法犯罪论中

的故意在犯罪论体系中的地位、 事实的错误、 违法性的错误等几个主

题展开ꎮ

贪污贿赂的罪与罚
彭新林 著

１６ 开 ３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６６８０￣９

本书契合当前我国反腐倡廉建设大局ꎬ 坚持以问题为导向ꎬ 对贪污贿

赂的罪与罚进行了较为深入的专题研究ꎮ 要从源头上有效防治腐败ꎬ
惩治贪污贿赂罪要取得根本的成效ꎬ 其中重要的一环ꎬ 就是应当健全

完善贪污贿赂罪的刑事追诉程序ꎬ 加强对典型案例的剖析ꎬ 从中找出

规律性的东西ꎬ 最大限度减少体制障碍和制度漏洞ꎮ

知识产权刑事司法: 中国特色实证

研究

贺志军 著

１６ 开 ４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６６７１￣７

知识产权刑事司法是我国打击 “侵权假冒” 工作的重要内容ꎮ 本书将

法律实证分析方法引入该项议题ꎬ 从年度司法数据、 司法案例等方面

具体展开ꎻ 以立法—司法机关、 行政—司法机关之间关系的 “外循

环” 和公检法三机关之间关系的 “内循环” 为逻辑线索ꎬ 对知识产权

刑事司法中具有 “中国特色” 的代表性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研究ꎮ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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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例刑法教程 (总则篇)
陈兴良 主编 江溯 副主编

１６ 开 ４２ ００ 元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６０３５￣７

本书针对 «刑法» 总则中的罪刑法定原则ꎬ 因果关系与客观归责ꎬ 故

意和过失ꎬ 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ꎬ 刑事责任年龄与责任能力ꎬ 预备、
未遂与中止ꎬ 不作为犯等十二个重要问题选择有代表性的判例ꎬ 每一

个判例除包含基本案情、 诉讼过程及裁判理由、 关联法条外ꎬ 还从中

提炼出核心的争议问题ꎬ 并对该争议问题进行了精练的评论ꎮ

判例刑法教程 (分则篇)
陈兴良 主编 江溯 副主编

１６ 开 ５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６１７０￣５

本书针对 «刑法» 分则中故意杀人罪ꎬ 过失致人死亡罪ꎬ 故意伤害

罪ꎬ 强奸罪ꎬ 绑架罪ꎬ 拐卖妇女、 儿童罪ꎬ 盗窃罪ꎬ 抢劫罪ꎬ 毒品犯

罪ꎬ 诈骗罪ꎬ 侵占罪等二十个常见罪名选择有代表性的判例ꎬ 每一个

判例除包含基本案情、 诉讼过程及裁判理由、 关联法条外ꎬ 还从中提

炼出核心的争议问题ꎬ 并对该争议问题进行了精练的评论ꎮ

风险社会中的刑法: 社会转型与刑

法理论的变迁

劳东燕 著

１６ 开 ６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６３３２￣７

本书以风险社会为基本背景ꎬ 采取动态的视角来探究刑法规范与制度

的演变及其实质ꎮ 本书试图在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两种研究范式之间

保持某种平衡ꎮ 相对而言ꎬ 上篇社科法学的色彩较浓ꎬ 下篇则以法教

义学的范式为导向ꎬ 期待能既兼顾刑法理论的宏大构建ꎬ 又注重探析

刑法中的具体制度ꎮ

刑罚伦理
曾粤兴 著

１６ 开 ４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６１６９￣９

本书以新的研究方法ꎬ 全面系统而深入浅出地阐释了刑罚的伦理属

性ꎬ 指出 “伦理是刑罚的血脉和灵魂”ꎬ 从制刑、 量刑到行刑ꎬ 应当

追求公平、 正义、 谦抑、 人道等价值原则ꎬ 认为和谐是刑罚追求的终

极价值目标ꎬ 中庸与人道是达至和谐的基本价值原则ꎬ 有伦理温情的

刑治才能获得社会的公信和敬仰ꎬ 并对刑治的完善提出了若干建议ꎮ

寻衅滋事的罪与罚
赵秉志 主编 彭新林 副主编

１６ 开 ３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５２６７￣３

本书坚持以问题为导向ꎬ 以科学理论为指导ꎬ 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

对寻衅滋事的罪与罚进行全面、 深入的专题研究ꎮ 对刑法学界关于寻

衅滋事罪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综述ꎬ 对寻衅滋事罪的基本法理进行专

题阐述ꎬ 以期读者对我国寻衅滋事罪的理论研究状况有总体性的认识

和了解ꎬ 深化寻衅滋事罪的理论研究ꎬ 并为寻衅滋事罪的相关司法实

务提供理论指导和参考ꎮ

实践刑法学讲义: 刑法关键词

刘树德 著

１６ 开 ４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４９１６￣１

本书作者从刑法总则相关的理论和实践中挑选了 ８ 个关键词ꎬ 对它们

展开了严谨和深入的学术论证ꎮ 作者基于自己在最高人民法院任职的

便利ꎬ 收集了大量来自于司法实践的案例ꎮ 这些案例大多是一手的案

例ꎬ 以其鲜活的样态呈现在读者面前ꎬ 经过他的挖掘和加工ꎬ 进入理

论叙述体系ꎬ 对于充实刑法理论的实践性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ꎮ

中国案例指导制度研究
陈兴良 主编

１６ 开 ９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４８４３￣０

全书分为四编共十七章ꎮ 第一编基础理论ꎬ 是对案例指导制度基本原

理的一般性探讨ꎮ 第二编实体制度ꎬ 是基于各个部门法对案例指导制

度所进行的实体性研究ꎮ 第三编司法实践ꎬ 揭示案例指导制度在实际

运作过程中的各种问题ꎮ 第四编域外借鉴ꎬ 主要叙述了英国判例法、
日本和德国判例制度ꎮ

０４



立此存照: 高尚挪用资金案侧记

陈兴良 编著

１６ 开 ３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４９１７￣８

本书以司法文书为中心线索ꎬ 勾勒了高尚挪用资金案诉讼和申诉过

程ꎬ 以及本案公诉人孟宪君在退休以后ꎬ 向最高检察院检举自己办

错案而进入媒体视野的戏剧性变化ꎮ 本书以翔实的司法资料和生动

的媒体报道为素材ꎬ 还原了高尚挪用资金案的法律面目和公众形象ꎬ
并引述专家意见书等材料对高尚挪用资金案从法理上进行了深刻的

分析ꎮ

最高法院如何掌控死刑: 美国联

邦最高法院死刑判例经典选编

林维 主编

１６ 开 ９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４４１１￣１

本书从 “最高法院如何掌控死刑” 这一视角为死刑问题的探讨带来了

借鉴、 比较的一手资料ꎬ 甄选和翻译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历史以来涉

及死刑问题的 １８ 个经典判例的判决意见ꎬ 包括协同意见和异议意见ꎮ
由于死刑案件往往是社会关注司法正义的焦点ꎬ 本书对我国刑法研究

和司法实践都具有重要的阅读和参考价值ꎮ

特拉伊宁的犯罪论体系
米铁男 著

３２ 开 ３５ ００ 元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４１８３￣７

本书在国内第一次以特拉伊宁为中心ꎬ 全面梳理了沙俄时期、 苏联时

期的犯罪构成理论ꎬ 详细揭示了特拉伊宁学说的形成过程和逻辑结

构ꎬ 并对贝林和特拉伊宁的学说进行了比较研究ꎬ 论述了德国构成要

件理论和苏联的犯罪构成理论的渊源关系ꎮ 从而为中国刑法学界正确

认识特拉伊宁犯罪论体系、 促进刑法学的革新提供了反思路径ꎮ

受审判的监狱
〔挪威〕 托马斯马蒂森 著 胡菀如 译

１６ 开 ３５ ００ 元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３４９７￣６

«受审判的监狱» 是批判现代监禁制度的经典著作ꎬ 被称为 “每个人

的书架上都应该有一本” 的书ꎮ 通过对不同时期世界大部分地区监狱

人口增长的统计分析ꎬ 本书提炼出针对有期徒刑的正方和反方意见ꎮ
托马斯马蒂森教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权威的数据分析ꎬ 回答了现

代社会监禁人口越来越多的缘由ꎮ

犯罪控制工业化
〔挪威〕 尼尔克里斯蒂 著 胡菀如 译

１６ 开 ３５ ００ 元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３３１６￣０

本书通过对各国监禁人数的统计比较ꎬ 提出西方社会模式面临的财富

分配和工作机会全面不平等问题ꎬ 而犯罪控制产业非常适合处理这两

方面的问题ꎬ 因为该产业不仅提供了盈利和工作机会ꎬ 而且也对可能

干扰社会的人予以控制ꎻ 但随之而来的是ꎬ 犯罪控制产业的发展ꎬ 必

然带来监禁人数的大幅增长ꎮ

百罪通论 (上下卷)
马克昌 主编 吴振兴、 莫洪宪 执行主编

１６ 开 ２３０ ００ 元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４１４３￣１

本书以我国现行 «刑法» 为蓝本ꎬ 以 «刑法» 中规定的百余罪名为解

释对象ꎬ 写作尽量突出重点ꎬ 并做到触类旁通ꎬ 希望给读者通俗、 清

晰、 明了的知识ꎮ 本书为了达到对罪名的深入解释ꎬ 对个罪给予了中

外立法比较、 理论争点归纳以及实务疑难问题的提炼ꎮ 通俗易懂ꎬ 不

仅可供读者学习刑法学知识ꎬ 亦可给读者以理论学习和借鉴ꎮ

医学进步带来的刑法问题思考
刘明祥、 曹菲、 侯艳芳 著

１６ 开 ４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３５３７￣９

随着医学的进步ꎬ 器官移植、 脑死亡、 安乐死、 克隆人等成为社会公

众所关注的热点问题ꎮ 本书作者通过对医学进步带来的刑法问题进行

系统深入的研究与思考ꎬ 提出了一些具有开拓性的见解ꎬ 无论是对完

善我国相关的立法、 指导相关的司法实践ꎬ 还是从事相关的理论研

究ꎬ 均有重要参考价值ꎮ

１４

法学学术专著



自由秩序与自由刑法理论
何荣功 著

１６ 开 ４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３５３８￣６

本书是一部集中探讨刑法范围的专著ꎮ 提出法治的 “原点精神” 是对

公民个人自治和权利的保护ꎮ 立足于现代民主社会秉持的基本理念

———个人自治和社会福利ꎬ 自由刑法理论应被提倡ꎮ 本书立足于自由

主义和自由刑法理论的基本立场ꎬ 探讨犯罪化与刑罚处罚应当坚持的

原则ꎮ

刑事法律援助的中国实践与国

际视野: 刑事法律援助国际研讨会论

文集

顾永忠 主编

１６ 开 ７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２７２０￣６

由顾永忠主编的 «刑事法律援助的中国实践与国际视野» 从学术角度

就各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进行交流ꎬ 探讨各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面临

的问题与挑战ꎬ 从国际视角总结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规律及趋

势ꎬ 向国外宣传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重大进步ꎬ 推动我国刑事法

律援助事业不断发展和完善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诞

生和发展完善
高铭暄 著

１６ 开 ８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９９５２￣７

全书包括前言、 上卷和下卷ꎮ 上卷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和

诞生”ꎬ 主要围绕 １９７９ 年刑法典如何诞生来写ꎬ 对 １９４９ 年新中国成立

至 １９７９ 年刑法典诞生期间的多个立法稿本以及立法过程中的争议问题

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归纳分析ꎮ 下卷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发展和

完善”ꎬ 主要围绕 １９９７ 年修订后的刑法典来写ꎮ

犯罪论的核心问题
王俊 著

１６ 开 ４５ ００ 元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９９１０￣７

作者选择了构成要件理论、 不法理论、 客观归责理论、 故意论、 过失

犯论、 不能犯论等六个核心问题ꎬ 围绕着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 行为

无价值与结果无价值、 危险接受、 因果关系的认识错误、 注意义务违

反等焦点展开有关法理研究ꎬ 希望能为犯罪论体系的合理建构提供一

种方向ꎮ

刑法通论 (上)
林山田 著

１６ 开 ５６ ００ 元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９６４９￣６

刑法总则是刑事制裁法规范的主要法律ꎬ 是规定刑事实体法的共同原

则ꎬ 故论述刑法总则的本书称之为刑法通论ꎮ 本书采纳最新的刑法论

理学说ꎬ 引述并评论刑法实务见解ꎬ 分就故意犯、 过失犯与不作为犯

等三大犯罪形态ꎬ 论述刑法总则编ꎬ 建立犯罪的法律要件及其法律效

果的刑法理论体系ꎬ 以作为犯罪判断与定罪科刑的共同原理ꎮ

刑法通论 (下)
林山田 著

１６ 开 ５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９６２４￣３

刑法总则是刑事制裁法规范的主要法律ꎬ 是规定刑事实体法的共同原

则ꎬ 故论述刑法总则的本书称之为刑法通论ꎮ 本书采纳最新的刑法论

理学说ꎬ 引述并评论刑法实务见解ꎬ 分就故意犯、 过失犯与不作为犯

等三大犯罪形态ꎬ 论述刑法总则编ꎬ 建立犯罪的法律要件及其法律效

果的刑法理论体系ꎬ 以作为犯罪判断与定罪科刑的共同原理ꎮ

刑法各罪论 (上)
林山田 著

１６ 开 ５５ ００ 元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９６２５￣０

本书以刑法通论的刑法理论与体系架构为基础ꎬ 论述刑法分则编所规

定的各罪ꎬ 与论述刑法总论编的刑法通论构成一部完整的刑法学论

著ꎮ 本书分为客观不法构成要件与主观不法构成要件ꎬ 论述刑法各

罪ꎬ 间或论及违法性、 未遂犯、 结果加重犯以及各罪中的竞合问题ꎮ
同时对于现行条文的检讨ꎬ 提出了修法建议ꎮ

２４



刑法各罪论 (下)
林山田 著

１６ 开 ５５ ００ 元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９６５０￣２

本书以刑法通论的刑法理论与体系架构为基础ꎬ 论述刑法分则编所规

定的各罪ꎬ 与论述刑法总论编的刑法通论构成一部完整的刑法学论

著ꎮ 本书分为客观不法构成要件与主观不法构成要件ꎬ 论述刑法各

罪ꎬ 间或论及违法性、 未遂犯、 结果加重犯以及各罪中的竞合问题ꎮ
同时对于现行条文的检讨ꎬ 提出了修法建议ꎮ

反腐败国际刑事合作机制研究
李翔 著

３２ 开 ２５ ００ 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９６２９￣８

腐败问题现已成为当今社会生活中的毒瘤ꎬ 全球腐败犯罪呈现出行为

跨国化、 主体多元化、 手段多样化等特征ꎬ 各主权国家仅凭其本国力

量已不足以遏制腐败犯罪的滋生和蔓延ꎮ 本书以反腐败国际合作为视

角ꎬ 将主要国际组织、 区域公约作为研究基础ꎬ 对国际反腐败刑事合

作的各项原则和诸项具体机制进行研究ꎮ

犯罪人论
〔意〕 切萨雷龙勃罗梭 著 黄风 译

１６ 开 ４２ ００ 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９６２８￣１

近代犯罪学史基本上就是犯罪原因学说史ꎮ 龙勃罗梭是刑事人类学派

的代表人物ꎮ 天生犯罪人理论在实证主义哲学和进化论理论的影响下

产生了ꎬ 在理论的前后两个时期ꎬ 龙勃罗梭对人之所以会犯罪经历了

从基因决定到综合因素决定的变迁ꎮ 尽管天生犯罪人论受到批判ꎬ 但

是他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犯罪原因的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ꎮ

“口袋罪” 的司法命运: 非法经

营的罪与罚

刘树德 著

１６ 开 ４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６８４９￣３

非法经营罪ꎬ 其司法的命运ꎬ 反衬着罪刑法定立法化的不足ꎬ 表征着

罪刑法定司法化的样态ꎮ 本书就非法经营罪的法益、 罪数等ꎬ 从刑罚

文明史来看ꎬ 投机倒把罪走进 “博物馆” 无疑是一种进步ꎬ 但非法经

营罪的口径紧缩、 边界框定与理性适用更为关键ꎬ 更能展示国家刑罚

公权与市民自治私权博弈之间的人性关怀与平衡艺术ꎮ

刑法规律与量刑实践: 刑法现象的

大样本考察

白建军 著

１６ 开 ３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９２７７￣１

本书为刑法现象的实证研究ꎬ 分为三章: “法律与规律” 一章主要

讨论中外刑法典中隐含在法条背后的逻辑以及外部因素对刑事立

法的影响ꎻ “司法的实践理性” 一章主要关注经验世界中的司法人

员是怎样选用法律规则的ꎻ “量刑规律” 一章的焦点是几个很具体

的问题ꎬ 如量刑的平均水平、 盗窃罪的量刑参数以及量刑情节的

适用幅度ꎮ

中国经验: 以刑事司法改革试点项目

为蓝本的考察

郭志媛 著

１６ 开 ４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９２０５￣４

试点是一种重要的实证研究方法ꎮ 本书以试点方法在刑事司法改革领

域的应用为重点ꎬ 通过实例分析ꎬ 力图展示以试点推进刑事司法改革

的步骤与方法、 经验与教训、 成就与不足ꎮ 本书用中英双语写作ꎬ 既

可用作一本实用性的试点方法指南和范例汇编ꎬ 也可作为了解我国刑

事司法领域实证研究状况的窗口ꎮ

过失犯研究: 以交通过失和医疗过失

为中心

刘明祥 主编 李立众 副主编

１６ 开 ４２ ００ 元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７５７７￣４

“海峡两岸暨内地中青年刑法学者高级论坛” 围绕过失犯ꎬ 细分为过

失犯的基本构造、 交通过失与医疗过失三个子议题ꎬ 对过失犯的概

念、 构成要件及交通过失和医疗过失进行了深入探讨ꎮ 本书即为此次

论坛的会议文集ꎬ 是海峡两岸中青年刑法学者共同智慧的结晶ꎮ 期望

籍此有助于我国刑法学中过失犯理论的研究ꎮ

３４

法学学术专著



刑事法热点问题的国际视野
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 编

１６ 开 ３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７４６１￣６

本书是 ２００９ 年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举办的两次学术会

议ꎬ 即 “中日刑事法学术研讨会” 和 “中韩刑事法热点问题研讨会”
的论文集ꎮ 本书收录了两次会议论文共 ２８ 篇ꎬ 其中中日会议论文 ８
篇ꎬ 中韩会议论文 ２０ 篇ꎮ 本书内容丰富翔实ꎬ 论述精辟ꎬ 具有很高的

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ꎮ

刑事一体化视野中的犯罪研究
严励 著

１６ 开 ４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７２５５￣１

以刑事一体化为视角对刑法进行研究是继李斯特 “整体刑法学”、 甘

雨沛 “全体刑法学” 之后ꎬ 储槐植教授提出的一种刑法研究方法论ꎮ
借用储槐植教授的方法论ꎬ 作者从事实、 价值、 规范三个层面ꎬ 即从

犯罪学、 刑事政策学、 刑法学等三个学科交叉的视角下ꎬ 对当代犯罪

问题进行了探讨和反思ꎮ

当代刑事科学探索 (上、 下卷)
赵秉志 主编

１６ 开 １４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７６０４￣７

本书分上、 下两卷ꎬ 共四编ꎬ 收录了北师大刑科院全体专职研究人员

和部分特聘教授、 兼职教授以及博士、 博士后研究人员的代表性研究

成果ꎬ 是北师大刑科院学人五年来学术研究的荟萃ꎻ 收录的文章涵盖

了中国刑法、 比较刑法、 外国刑法、 犯罪学、 刑事政策学、 中国刑事

诉讼法等刑事法学的各个研究领域ꎬ 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ꎮ

罪刑总论问题
赵秉志 著

１６ 开 ５２ ００ 元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６４１９￣８

本书探讨了犯罪总论和刑罚总论领域的若干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ꎮ 在

犯罪总论部分ꎬ 研究了犯罪构成理论、 犯罪停止形态、 共同犯罪等重

大基础课题和争议问题ꎻ 在刑罚总论部分ꎬ 以刑罚种类和刑罚制度改

革问题为视角ꎬ 尤其重点研究了中国当前的死刑制度改革问题ꎬ 同时

还探讨了劳动教养制度改革和社区矫正立法建构等前沿性课题ꎮ

罪刑各论问题
赵秉志 著

１６ 开 ６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６４１８￣１

罪刑各论领域所研究的具体犯罪的罪与刑问题实践性突出ꎬ 同时它也

是刑法总论得以丰富和深化的重要依托ꎮ 本书分别论述了经济犯罪、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 侵犯财产罪、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等方面的多

种较新类型、 常见多发、 情况复杂、 问题疑难的具体犯罪的罪刑问

题ꎬ 希冀对相关刑事法治实践和刑法学理论研究有所裨益ꎮ

外向刑法问题
赵秉志 著

１６ 开 ５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６４１７￣４

本书以外向型刑法问题为视野ꎬ 在内容上涵盖了比较刑法、 国际刑

法和中国区际刑法三个领域ꎮ 在比较刑法部分ꎬ 研究了大陆法系刑

法理论的演进以及法人犯罪、 正当防卫、 死刑等问题ꎻ 在国际刑法

部分ꎬ 重点研究了国际刑事法院的相关问题ꎻ 在区际刑法部分ꎬ 研

究了我国大陆与港澳台地区间的刑事管辖权冲突和区际刑事司法互

助等问题ꎮ

刑法基本问题
赵秉志 著

１６ 开 ４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６４１６￣７

«刑法基本问题» 是刑法学的基础ꎮ 刑法基本问题研究的繁荣和创新

关系到刑法学科的总体发展和刑法实践的进步ꎮ 本书论述了刑事法

治、 刑事政策、 刑法机能、 刑法哲学、 刑法解释以及国际刑法规范的

国内立法贯彻等刑法基础理论领域的若干具有前瞻性、 现实性的重要

课题ꎬ 希翼对开拓和深化刑法基本问题的研究有所贡献ꎮ

４４



罪行法定本土化的法治叙事
劳东燕 著

１６ 开 ３６ ００ 元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６１８７￣６

本书以对现代性的反思作为论述基点ꎬ 在法治的视野下对罪刑法定本

上化的意义进行追问ꎮ 通过考察罪刑法定的现代背景及其在中国社会

的历史与现实语境ꎬ 并由此展开其在本土化过程中所遭遇的问题ꎬ 本

书揭示ꎬ 罪刑法定自由保障功能在我国的实现ꎬ 面临着语境层面、 观

念层面与规范层面的多重障碍ꎮ

法政界面的刑法思考
刘树德 著

１６ 开 ３４ ００ 元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５１６６￣２

本书是以 “刑事政治” 为主题来研究的ꎬ “刑事政治” 就是研究国家

社会如何运用各类资源ꎬ 当然主要是刑事法律ꎬ 来治理犯罪现象的学

问ꎮ 从方法论上如何将刑法学与政治学、 宪政学的研究结合起来ꎬ 如

何从政治的高度、 宪政的视角来看待刑法的一系列问题ꎬ 是本书着力

的一个方向ꎮ

明德刑法学名家讲演录 (第一卷)
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 编

１６ 开 ４５ ００ 元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４９１８￣８

本书是从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

究中心组织的 ３４ 次 “刑法名家讲座”、 ６ 次 “明德刑事法论坛” 活动

中ꎬ 精心挑选的部分国内外刑事法专家、 学者在中国人民大学明德法

学楼讲演的文稿或录音整理稿ꎬ 按时间先后顺序汇集而成ꎮ 将这本演

讲录呈现给读者ꎬ 是中心履行其设立宗旨和承诺的一项活动ꎮ

犯罪与行政违法行为的界限及

惩罚机制的协调
戴玉忠、 刘明祥 主编

１６ 开 ４９ ００ 元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４７８６￣３

«犯罪与行政违法行为的界限及惩罚机制的协调» 为 ２００８ 年中国人民

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召开的、 以 “犯罪与行政违法行为的界限

及惩罚机制的协调” 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ꎬ 共收录了来自四

十余所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与会专家、 学者提交的 ４４ 篇论文ꎮ

犯罪总论比较研究
高铭暄、 赵秉志 主编

１６ 开 ５２ ００ 元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４５９７￣５

本书系司法部 “法治建设与法学理论研究” 部级科研项目 “刑法基础

理论比较研究” 的最终成果之一ꎬ 其包含三篇二十章ꎬ 对犯罪暨犯罪

构成问题等基本理论领域的一系列专题进行了研究ꎮ 这些专题设置涵

盖了犯罪基本理论领域的主要内容ꎬ 并注意反映近年来理论研究的新

进展和开拓需要ꎬ 专题研究深入细致ꎬ 注意中外比较ꎮ

刑罚总论比较研究
高铭暄、 赵秉志 主编

１６ 开 ６９ ００ 元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４５９４￣４

本书系司法部 “法治建设与法学理论研究” 部级科研项目 “刑法基础

理论比较研究” 的最终成果之一ꎬ 共分为三篇十七章ꎬ 对刑罚基础问

题、 刑罚种类和刑罚运用制度等刑罚基本理论领域的诸多专题进行了

较为深入和新颖的探讨ꎮ 探讨的专题基本上反映了本领域的前沿性学

术成就ꎬ 大体涵盖了刑罚基本理论领域的主要内容ꎮ

行刑理论的多维探究
陈志海 著

１６ 开 ２９ ００ 元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４３５３￣７

到目前为止ꎬ 比较系统地研究行刑基本理论问题的专著在我国非常

少ꎮ 本书的作者曾作为司法部重大项目 “监狱体制改革研究” 和

“改革和完善中国社区矫正制度研究” 课题组的主要成员ꎬ 见证了

我国监狱体制和社区矫正的改革历程ꎬ 并为改革提供了重要理论支

撑ꎮ 此书正是作者对长期专门从事的刑罚执行理论和实践研究成果

的一个总结ꎮ

５４

法学学术专著



刑法纵横谈 (总则部分) (增订版)
张军、 姜伟、 郎胜、 陈兴良 著

１６ 开 ５９ ００ 元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３３１１￣８

本书是四位作者关于刑法焦点问题的讨论ꎮ 我们邀请四位在刑法理论

及司法实务界很有影响力的专家、 学者ꎬ 就我国刑法理论、 司法实践

及立法三方面突出问题ꎬ 以刑法典型案例为线索展开讨论ꎬ 并将以上

问题集结成书ꎮ «总则部分» 对刑法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进行

讨论ꎮ

刑法纵横谈 (分则部分)
张军、 姜伟、 郎胜、 陈兴良 著

１６ 开 ４９ ００ 元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３３１０￣１

«分则部分» 对个罪的讨论分为两个部分: 一是问题探讨ꎬ 二是案例

分析ꎮ 在问题探讨中ꎬ 主要是针对这些罪名的司法适用中涉及的疑难

问题进行讨论ꎬ 这些疑难问题是从司法实践中提出的ꎬ 如何从法理上对

这些疑难问题作出正确的解答ꎬ 就成为本书所要完成的一项学术使命ꎮ

论犯罪的价值
于志刚 著

１６ 开 ５９ ００ 元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３２２５￣８

只有在刑法的规范研究与超规范研究这两个领域都有所建树ꎬ 才是一

个全面的刑法学人ꎮ 但是ꎬ 因为两者的思维方法有所不同ꎬ 又具有一

定的排斥性ꎮ 因此ꎬ 如何打通这种隔阂ꎬ 对于刑法学人来说始终是一

个难题ꎮ 于志刚的博士后出站报告ꎬ 完成了从规范研究到超规范研究

的转型ꎬ 从而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学术境界ꎮ

刑法解释研究
赵秉志 主编

１６ 开 ３８ ００ 元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２５５４￣０

本书以刑法解释为研究内容ꎬ 共分为四部分ꎮ 绪论部分时宽严相济的

刑事政策与刑法解释的关系、 刑法解释方法的分类等基本问题作了探

讨ꎬ 随后分为上、 中、 下三篇分别对刑法立法解释、 刑法司法解释、
刑法学理解释的基本理论和实务问题进行了系统、 深入的分析与研究ꎮ

中国监狱行刑事实践研究 (上)
郭建安、 鲁兰 主编

１６ 开 ２８ ００ 元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２０３５￣４

探索新时期监狱理论和实务工作ꎬ 应当围绕解决 “科学地认识罪犯”
和 “科学地改造罪犯” 两个核心人手ꎮ 科学地认识罪犯是科学地改造

罪犯的前提和基础ꎬ 科学地改造罪犯则是科学地认识罪犯的目的和宗

旨ꎬ 两者相辅相成ꎮ 前者具体要解决的是罪犯分类处遇制度中存在的

弊端与不足ꎻ 后者则涉及对现行罪犯教育改造制度的反思ꎮ

刑法学学术专著中德刑法学者的对话

中德刑法学者的对话: 罪刑法定与

刑法解释

梁根林、 〔德〕 埃里克希尔根多夫 主编

１６ 开 ３５ ００ 元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２１６３￣１

本书收录了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５ 日至 ９ 月 １９ 日在德国维尔茨堡召开的 “中

德刑法解释语境下的罪刑法定原则” 会议的主题发言以及评议报告ꎮ
该会议同时标志着由北京大学梁根林教授和德国埃里克希尔根多夫

教授共同发起、 众多知名刑法学者参与的 “中德刑法学者联合会” 正

式成立ꎮ

中德刑法学者的对话 (二)：
刑法体系与客观归责

梁根林、 〔德〕 埃里克希尔根多夫 主编

１６ 开 ４６ ００ 元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６４３４￣８

本书是中德刑法学者联合会第二届学术研讨会的会议文集ꎬ 也是第一

届学术研讨会 «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 的续集ꎮ 文集以主题报告、 书

面评论以及会议侧记的形式ꎬ 集中展示了中德刑法学者对刑法理论体

系建构特别是犯罪论体系建构、 因果关系与客观归责理论以及缺陷产

品的过失责任分配与界定等重大理论问题的对话成果ꎮ

６４



刑法学学术专著当代刑法思潮论坛

当代刑法思潮论坛 (第一卷)：
刑法体系与犯罪构造

梁根林 主编 车浩、 江溯 副主编

３２ 开 ５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７２９２￣３

本卷聚焦于刑法体系建构、 犯罪论体系改造等与中国刑法知识转型相

关的主题ꎬ 展现了中国刑法学者推动中国犯罪论体系从四要件犯罪构

成理论向阶层犯罪论体系转型的学术努力ꎬ 展示了论坛参与者对于犯

罪的实体内涵、 犯罪构造的逻辑等问题的独特理解ꎬ 在相当程度上揭

示了我国刑法体系特别是犯罪论体系转型的轨迹与脉络ꎮ

当代刑法思潮论坛 (第二卷)：
刑法教义与价值判断

梁根林 主编 车浩、 江溯 副主编

３２ 开 ４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７５５８￣０

本卷聚焦于刑法教义学的理论构建、 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的关系、
形式刑法观与实质刑法观等以刑法教义学为中心的主题ꎬ 展现了中国

刑法学者引入和构建刑法教义学理论的学术努力ꎬ 展示了论坛参与者

对于刑法教义学的立场与方法等基本问题的独特理解ꎬ 在相当程度上

揭示了我国刑法教义学理论发展的轨迹与脉络ꎮ

当代刑法思潮论坛 (第三卷)：
刑事政策与刑法变迁

梁根林 主编 车浩、 江溯 副主编

３２ 开 ３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７５５９￣７

本卷聚焦于刑事一体化、 量刑观念、 死刑制度、 刑法变迁等以刑事政

策为中心的主题ꎬ 展现了中国刑法学者在刑事立法和刑事政策领域的

学术努力ꎬ 展示了论坛参与者对于刑事一体化、 量刑观念等刑事政策

与刑法变迁的基本问题的独特理解ꎬ 在相当程度上揭示我国刑事政策

的发展脉络与刑法变迁的轨迹ꎮ

刑法学学术专著企业家犯罪分析与刑事风险防控报告

企业家犯罪分析与刑事风险防

控报告 （２０１７ 卷）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企业家犯罪预防研究中

心 编 张远煌 主编

１６ 开 ６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９９７０￣８

本书是北师大中国企业家犯罪预防研究中心组织编写的我国企业家犯

罪的综合年度报告ꎬ 由 ２０１７ 年中国企业家犯罪分析报告与第五届

“企业家刑事风险防控与经济发展高端论坛” 的会议文集组成ꎮ 作为

国内首部连续出版的以推动企业和企业家犯罪预防实践、 服务企业和

企业家健康成长为主旨的专业性研究报告ꎬ 本书将努力成为企业家、
司法工作者、 刑事法学者以及律师的益友ꎬ 并为国家相关政策的制定

和立法完善提供实证数据支持与理论分析参考ꎮ

企业家犯罪分析与刑事风险防

控报告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卷)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企业家犯罪预防研究中

心 编 张远煌、 向泽选 主编

１６ 开 ８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７８２９￣１

本书是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企业家犯罪预防研究中心组织编写的第三、
四部我国企业家犯罪风险防控综合年度报告合订本ꎬ 基本内容由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年中国企业家犯罪分析报告与第三、 四届 “企业家刑事风

险防控与经济发展高端论坛” 的会议文集组成ꎬ 是国内首部连续出版

的以推动企业和企业家犯罪预防实践为主旨的专业性研究报告ꎮ

企业家犯罪分析与刑事风险防

控报告 (２０１４ 卷)
张远煌、 陈正云、 张荆 主编

１６ 开 ４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５１９９￣７

本书基本内容由 ２０１３ 年中国企业家犯罪分析报告与第二届 “企业家

刑事风险防控与经济发展高端论坛” 的会议文集组成ꎮ 本书与 ２０１３
年出版的同名书籍相比ꎬ 研究目的更为明确ꎮ 本书阐述了将民营企业

的反腐败纳入国家整体反腐败体系的必要性与紧迫性ꎮ 目的在于推动

治理犯罪的新理念ꎬ 助推中国市场法治水平的提升ꎮ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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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犯罪分析与刑事风险防

控报告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卷)
张远煌、 陈正云 主编

１６ 开 ５６ ００ 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３７５１￣９

主要内容为企业家犯罪的 ２０１３—２０１３ 年度分析报告、 企业家犯罪成因

透视等内容ꎮ 企业家犯罪时近年来的突发现象ꎬ 也是犯罪学领域及刑

事司法领域内的热点问题ꎮ 其中的预防犯罪的对策、 罪与非罪的界

限ꎬ 时企业家关注的热点问题ꎬ 本书由北师大刑科院中国企业家协会

预防犯罪中心编辑ꎮ

刑法学学术专著案例评析系列

中国疑难刑事名案法理研究

(第一卷)
赵秉志 主编

１６ 开 ４９ ００ 元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３１９５￣４

本书精选了近几年发生在中国的典型、 重大、 知名的刑事疑难案件ꎮ
围绕我国对这些案件司法审判的全过程ꎬ 对案件隐含的法理问题进行

了深入的学术探究ꎮ 倡导青年学者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ꎬ 关注现实法

治问题ꎮ

中国疑难刑事名案法理研究

(第二卷)
赵秉志 主编

１６ 开 ５６ ００ 元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３１９４￣７

本书是 «中国疑难刑事名案法理研究» 第二卷ꎬ 涉及刑法分则中的侵

犯财产犯罪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犯罪两个类罪名ꎬ 共选入九个案例ꎬ
这些案例都是耳熟能详或曾经轰动一时或有一定社会影响的名案例ꎮ
这种在材料的基础上进行全面、 深入研究的方法ꎬ 不仅给刑法专业的

学习者提供了丰富的资料ꎬ 也创造了很好的学习模式和思维模式ꎮ

中国疑难刑事名案法理研究

(第三卷)
赵秉志 主编

１６ 开 ４９ ００ 元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３１９３￣０

本书以贪污犯罪的典型案例为核心ꎬ 在精选的七个案例基础上ꎬ 从案情

出发归纳和发掘问题ꎬ 但在问题研究上又不完全拘泥于案情和案件问

题ꎬ 而是旁征博引ꎬ 生发开去ꎬ 深入解析了贪污犯罪的特征ꎬ 并与容易

混淆的他罪进行对比分析ꎮ 并且在案例研究之后ꎬ 尽可能地附有案件的

判决书ꎬ 裁定书等司法文书ꎬ 以备读者查阅和进一步探索有关问题之用ꎮ

中国疑难刑事名案法理研究

(第四卷): 许霆案件的法理争鸣

赵秉志 主编

１６ 开 ５６ ００ 元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４６８６￣６

本书围绕 “许霆案” 的法理问题ꎬ 收录了四十余篇较有分量的研究论

文ꎮ 本书不仅关注许霆行为的定罪量刑问题ꎬ 注重对许霆案件的延伸

思考ꎬ 而且注重从多个视角研究许霆案引发的刑事法治问题ꎮ 本书有

助于更全面、 深入地了解许霆案所涉及的实体与程序、 立法与司法等

问题ꎬ 也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许霆案件的深远意义ꎮ

中国疑难刑事名案法理研究

(第五卷)
赵秉志 主编

１６ 开 ５６ ００ 元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８３６３￣２

本书对我国刑法分则规定的危害公共安全罪、 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罪、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的立法原理、 犯罪构成、 量刑标准等方面ꎬ 通过

１１ 个典型疑难案例ꎬ 给出了详尽的专业分析和法理解析ꎬ 因而对司法

实践运用、 社会问题研究、 学生学习、 理解法理、 司法考试复习等都

具有重要价值和借鉴意义ꎮ

中国疑难刑事名案法理研究

(第六卷)
赵秉志 主编

１６ 开 ４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８３６６￣３

本书通过 ９ 个典型疑难案例ꎬ 对我国刑法分则规定的侵犯财产罪妨害

社会管理秩序罪、 贪污贿赂罪的具体表现等法理作了详尽、 具体并非

常专业的分析ꎬ 为我们打开了形形色色不同案件的发生、 发展、 结局

的过程ꎬ 告诫人们警惕、 谨慎、 洁身自好ꎬ 同时不忘打击犯罪ꎮ 本书

对司法实践部门借鉴、 学生学习、 学理参考等具有重要价值ꎮ

８４



刑法学学术专著中欧遏制酷刑项目丛书

中欧遏制酷刑比较研究
陈卫东 主编

３２ 开 ２８ ００ 元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４５９５￣１

本书为中欧双方专家联合开展的中欧反酷刑比较研究的最终成果ꎬ 梳

理了酷刑在国际法以及国内法上的不同概念、 内涵、 性质ꎬ 介绍了中

外酷刑及抗制酷刑的历史ꎬ 分析了酷刑产生的各种根源性要素ꎮ 而后

从职业群体区分的视角ꎬ 解析了中国不同的职业群体在各自所处的诉

讼阶段面临的酷刑状况及抗制酷刑的努力和完善方向ꎮ

抗制酷刑: 法官及检察官手册

〔英〕 科纳弗利 著 梁欣、 魏晓娜、
许身健、 程雷 译

３２ 开 １８ ００ 元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４５９３￣７

本手册以 «联合国反酷刑公约» 为轴ꎮ 简要总结、 列举了法官、 检察

官在查处酷刑方面的责任与义务ꎮ 本书通过简明、 准确的文字列举了

国际法中禁止酷刑的各项规定以及目前国际社会已有的酷刑监控机

制、 各种酷刑防范机制ꎬ 同时还详细介绍了法官、 检察官在反酷刑中

的应有作用以及各项机制ꎮ

民商法学学术专著

民法研究指引: 专业论文撰写必携

〔日〕 大村敦志、 道垣内弘人、 森田宏树、
山本敬三 著 徐浩、 朱晔、 其木提、 周

江洪、 解亘 译 渠涛 审校

３２ 开 ４９ ００ 元 (估)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出版

本书以 “魂” “型” “体” “技” “响” 五条主线ꎬ 揭示了撰写民法乃

至法学学术论文需注意的各方面问题ꎮ 这是日本法学界年富力强的成

功学者对多年指导学术论文写作和自己撰写学术论文过程中领悟到

的、 有共通性的经验的总结ꎬ 其全面性和权威性不容置疑ꎮ 如能掌握

本书要义ꎬ 则硕士论文通过应不成问题ꎻ 而要进入法学研究ꎬ 更应将

其作为 “必携” 之 “手册”ꎬ 方可少走弯路ꎮ

诉讼证明过程分析：民事诉讼真实

与事实发现

肖建华 主编

１６ 开 ６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９８２２￣０

本书以民事诉讼最新司法解释为中心ꎬ 分析和比较不同诉讼真实观之

异同ꎬ 对中国学者关于诉讼真实的不同论述及司法实践的立场和判例

进行了分析评价ꎻ 对诉讼真实与诉讼结构的关系ꎬ 进行了深度分析ꎻ
对诉讼证明过程的必要手段———证据调查、 自由心证的运用进行比较

法的归纳ꎬ 认为不同制度下的证据运用具有共通规律ꎮ

东亚侵权法示范法法理阐释
杨立新 主编

３２ 开 ５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９７９０￣２

一部具有国际视野的学术作品ꎬ 上卷对 «东亚侵权法示范法» 全部

１２２ 个条文从侵权法的比较法法理出发进行全面阐释ꎬ 着重说明该示

范法条文的法理含义、 示范意义和实用价值ꎻ 下卷收录了中英日韩葡

文对照的东亚侵权法示范法文本ꎮ 本书在东亚不同法域的立法和法理

比较研究的基础上ꎬ 力求为各法域的侵权法立法和司法提供借鉴ꎮ

文艺作品侵权判定的司法标准:
以琼瑶诉于正案的审理思路为例

宋鱼水、 冯刚、 张玲玲 著

３２ 开 ３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９２８４￣６

本书以轰动一时的 “琼瑶诉于正案” 为例ꎬ 由主审法官通过对审理该

案的思路的整理ꎬ 上升、 提炼出可供司法实践普遍适用、 参考的文化

艺术作品侵权的司法标准ꎮ 包括案情回顾及焦点问题梳理、 原告主张

被改编和摄制的内容能否受著作权法保护、 小说 «梅花烙» 与剧本

«梅花烙» 的关系、 改编权侵权判定的司法标准等内容ꎮ

我动议: 孙宪忠民法典和民法总则议

案、 建议文集

孙宪忠 著

１６ 开 ５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９３７８￣２

本书收集了作者在担任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期间领衔提出的关于民法

典和民法总则的议案ꎬ 以及一些以代表的名义提出的关于民法典和民法

总则的立法建议、 研究报告共 １６ 篇ꎬ 以及 « ‹立法法修正案 (草案)›
修改建议» 等其他议案或建议 ７ 篇ꎮ 其中关于民法典和民法总则的议

案、 建议等对民法典的编纂和民事法律的研究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ꎮ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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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 “占有与本权章” 建

议稿: 条文说明、 案例模型和理论阐释

隋彭生 著

１６ 开 ５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８８９８￣６

本书是 “民法占有研究” 课题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的阶段

性成果ꎮ 对占有和本权ꎬ 作者设计了 １９ 个条文ꎬ 计 ６７ 款ꎮ 对建议的

条文ꎬ 作了简要说明ꎬ 还借助 ２６３ 个 “压缩饼干” 式的案例模型深入

展现它们的内涵ꎬ 每个条文都有理论阐释作为支持ꎮ 本书既是对立法

的建议ꎬ 也是一部法学专业理论研究著作ꎮ

民法总则的诞生: 民法总则重要草

稿及立法过程背景介绍

杜涛 主编

１６ 开 １２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８５４０￣４

本书以 «民法总则» 立法过程中的几个重要立法草稿以及它们之间的

条文变化为载体ꎬ 客观呈现了每一阶段的完整条文ꎬ 以及在审议过程

中的来自学界、 人大代表和社会公众等各方的意见ꎬ 还特别收入了以

前次修改稿为底稿的花脸稿ꎬ 将删除以及新增之处呈现在了前次修改

稿上ꎬ 法律条文立法变迁一目了然ꎮ

德国民法典
台湾大 学 法 律 学 院 台 大 法 学 基 金 会

编译

３２ 开 ２８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８０１１￣９

«德国民法典»ꎬ １８８１ 年开始编撰ꎬ １８９６ 年公布ꎬ １９００ 年 １ 月 １ 日生

效施行ꎬ 源远流长ꎬ 世界各国及我国台湾地区 “民法” 深受其影响ꎮ
１９６５ 年ꎬ 台湾大学法律研究所集结当时民法学界精英ꎬ 翻译整部 «德

国民法典»ꎬ 内容完整、 质量优良ꎮ ２０１５ 年ꎬ 台湾大学法律学院集结

台湾地区诸位民法学者ꎬ 赓续绝学ꎬ 一展德国民法五十年来不同之

风貌ꎮ

日本民法典修正案Ⅰ 第一编

总则
民法改正研究会、 〔日〕 加藤雅信 著

朱晔、 张挺 译

３２ 开 ８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８０２３￣２

以加藤雅信教授为代表的民法改正研究会ꎬ 集思广益ꎬ 涉猎诸多研究

成果ꎬ 并以 «日本民法典» 为基础草拟了修正案ꎬ 随附详尽之理由ꎮ
全书共分为 “日本民法典修正条文案一览” “日本民法典修正条文案

对照表” “日本民法典修正案制定的基本方针” “日本民法典修正条文

案修正理由” 四部分ꎬ 对修正案条文逐条从制定背景、 过程等方面作

了详述ꎮ

新中国民法典草案总览 （增订

本） （上中下卷）

何勤华、 李秀清、 陈颐 编

３２ 开 ３８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８０５２￣２

本书是增订再版 １５ 年前的 «新中国民法典草案总览»ꎬ 以纪念为新中

国民法典编纂事业呕心沥血的几代法律人ꎮ 本书在原版基础上ꎬ 增加

了很多内容ꎬ 尽可能完整地收录了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以来的立法草案、
修正案草案以及相关立法文献ꎬ 并分别列入第三部分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

代末至 ９０ 年代中期”、 第四部分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以来”ꎮ

民法思维与司法对策 （上下）

杨立新 著

３２ 开 ４９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７９５６￣４

本书为著名民法学者杨立新教授的学术文集ꎮ 杨立新教授先后参与制

定了我国 «合同法» «物权法» 和 «侵权责任法»ꎮ 本书中采纳的文

章ꎬ 是从杨立新教授从事民法学研究近 ３０ 年来发表过的近 ５００ 篇论文

中精选出来的学术专论ꎮ 内容涉及民法学理论和实践的研究ꎬ 几乎囊

括了民法领域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全部内容ꎮ

海事法 (第三版)
胡正良 主编 韩立新 副主编

１６ 开 １２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７３０８￣１

本书从海事法的基本理论出发ꎬ 以我国 «海商法» «海事诉讼特别程

序法» 的有关规定和相关国际海事条约、 民间规则ꎬ 以及最高人民法

院司法解释为主线ꎬ 全面、 系统地论述了各项海事法律制度ꎮ 作者充

分考虑到海事法的特点ꎬ 引用了大量中外典型海事案例ꎬ 对重要条文

作了透彻分析ꎬ 并结合法律制度的历史沿革进行了论述ꎮ

０５



数字音乐之道: 网络时代音乐著作权

许可模式研究

熊琦 著

３２ 开 ２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６４６８￣３

作为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音乐著作权制度的专著ꎬ 本书以比较法和法

经济分析为分析视角ꎬ 在系统梳理发达国家音乐著作权与音乐著作权

许可制度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ꎬ 比较了集中许可、 法定许可和公共

许可在音乐著作权许可领域适用的利弊得失ꎬ 最后选择围绕集中许可

构建本土音乐著作权许可机制ꎬ 使我国音乐著作权立法从单纯规则移

植进入价值借鉴阶段ꎮ

《鹿特丹规则》 影响与对策研究
胡正良、 於世成、 郏丙贵 等著

１６ 开 ８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３５９２￣８

本书全面介绍和分析了 «鹿特丹规则» 制定的背景、 特点、 主要制度

及其创新ꎻ 预测了其前景ꎻ 深入分析了 «鹿特丹规则» 如果生效对我

国的影响ꎮ 从我国实际情况和整体经济利益出发ꎬ 提出了我国政府对

«鹿特丹规则» 应持的基本立场与态度ꎬ 提出了借鉴其中先进可行的

制度和规定、 修改完善我国 «海商法» 的建议ꎮ

天使抑或魔鬼: 民间金融实证研究与

立法

胡戎恩、 赵兴洪 著

１６ 开 ４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４７７２￣３

本书对从知网收集的近 ３０ 年来民间金融研究论文进行了实证分析ꎻ 再

从北大法意案例数据库中收集所有的民间金融案例ꎬ 对其进行刑法、
民法视角的分析ꎻ 最后具体分析了一个典型的集资诈骗罪案例ꎮ 本书

希望达到: 一、 如何让民间金融更健康地发展壮大ꎮ 二、 如何防范、 规

范有破坏性的民间金融ꎮ 三、 民间金融的相关法律以及立法的理想形态ꎮ

民法思维之展开: 尹田民法学演讲

集 (修订版)
尹田 著

１６ 开 ５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４４１７￣３

本书收集了作者自 ２００４ 年到 ２０１３ 年有关民法理论和立法的演讲录音

记录稿和文字稿 １９ 篇ꎬ 展示了作者从对民法制度研究到对民法思维方

式及其运用的研究的思想结晶ꎬ 其中包括作者对民法思维模式的特

征、 人格以及人格权的本质、 国家财产的权利属性及其在物权法上的

地位等问题所提出的重要观点的直接表达ꎮ

美国侵权法: 实体与程序 (第七版)
〔美〕 小詹姆斯Ａ 亨德森 等著 王竹

等译

１６ 开 １８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３９５１￣３

本书是美国各大法学院最为广泛的侵权法教材之一 Ｔｈｅ Ｔｏｒｔ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
(７ｔ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 的中文全译本ꎮ 本书原著实现了实体与程序、 判例与学

说、 立法与重述、 实例与文书、 政策与伦理十大要素的完美结合ꎬ 对

«侵权法重述第二次» «侵权法重述第三次» 已经正式出版和正在

起草的部分都有详细说明ꎮ

保险公司风险处置及市场退出

制度研究
薄燕娜 主编

１６ 开 ４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１７５６￣６

本书是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所委托同名课题的研究成果ꎬ 主要由

基本理论问题、 附录等六部分构成ꎬ 涵盖了保险公司市场退出等保险

监管的内容ꎬ 通过全面地介绍、 评述美国、 日本保险公司风险处置及

市场退出的法律制度和实践做法ꎬ 剖析中国现行法相关制度实然法层

面的不足之处ꎬ 探索可行于中国的、 应然的保险监管法律制度ꎮ

民法基本原则解释: 诚信原则的历史、

实务、 法理研究 (再造版)
徐国栋 著

１６ 开 ６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１１７４￣８

本书是一部研究民法基本原则一般理论和诚信原则的专著ꎮ 其第一、
七、 八、 九章研究民法基本原则的立法技术特征和功能ꎮ 其第二、
三、 四、 五、 六章专门用于研究诚信原则ꎬ 说明了这一原则的罗马法

起源、 它在大陆法系的历史发展、 向英美法的扩张、 运用这一原则的

中国立法和司法实务等问题ꎮ 第十章是对全书内容的总结ꎮ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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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法导论
王泽鉴 主编

１６ 开 ３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９８３９￣１

本书邀请学有专精ꎬ 留学英、 美的法学者ꎬ 针对英美法的各种重要制

度与法律的主要内容ꎬ 以浅显易懂、 深入浅出的方式ꎬ 介绍了英美法

律制度与英美法的精神ꎮ 对英美法律发展史、 司法制度、 法源ꎬ 以及

法律与社会科学的研究等ꎬ 作了体系性介绍ꎬ 旨在使读者读完本书之

后ꎬ 对于英美法的主要制度内涵能有所了解与体会ꎮ

寻找新民法 (增订版)
苏永钦 著

１６ 开 ６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９７８３￣７

民法到了世纪之交ꎬ 再度掀起了法典化与去法典化的争辩ꎮ 中国海峡

两岸刚好也兴起了重修 / 制定民法典的热潮ꎮ 如果不能从比较宏观的

角度ꎬ 回顾整理以德国五编制民法典为典范的 ２１ 世纪民法发展经验ꎬ
并尝试在此基础上加入新世纪的一些明显变化ꎬ 将很难掌握修立民法

典的方法和取向ꎮ

国际海事货物索赔管辖权的选

择: 从适格法院到适当法院

刘兴莉 著

１６ 开 ３４ ００ 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９３４２￣６

本书以国际海事货物索赔管辖权的选择为主题展开研究ꎬ 采取案例研

究的方法ꎬ 通过对中国海事货物索赔管辖权实施状况的观察和剖析ꎬ
探讨中国海事法院作为受诉法院在什么情形下对海事货物索赔争议行

使管辖权ꎮ 本书指出协调国际海事货物索赔管辖权的冲突以及消除择

地诉讼的最佳选择ꎬ 是实现国际海事货物索赔管辖权的国际统一ꎮ

日本侵权行为法
〔日 〕 田 山 辉 明 著 顾 祝 轩、 丁 相

顺 译

１６ 开 ３２ ００ 元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８８５６￣９

本书是田山民法学的一个浓缩ꎬ 通俗而生动地向读者展现了田山侵权

行为法理论的特色: 第一ꎬ 提出了关于请求权竞合的最新理论ꎻ 第

二ꎬ 主张并详细阐述了公平责任说ꎻ 第三ꎬ 对 “损害” 概念重新进行

了诠释ꎻ 第四ꎬ 围绕违法性的判断标准ꎬ 主张采用类型化标准ꎬ 并在

交易型侵权行为领域导入了市场竞争秩序原理ꎮ

冲突与共赢: 技术标准中的私权保护

张平 主编 赵启杉 执行主编

１６ 开 ４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８５４５￣２

本书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信息产业中技术标准与知识产权系列问题

的专著ꎮ 凝聚了北京大学科技法研究中心所有研究人员近年来的研究

成果ꎬ 并得到国家科技部的资助ꎮ 本书从信息产业的特点出发ꎬ 探讨

了该领域标准化进程中出现知识产权问题的原因ꎬ 并就标准化中专利

许可模式进行了研究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

法》 立法争点、 立法例及经

典案例
高圣平 主编

１６ 开 ８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６５４３￣０

本书对侵权责任法的四次审议稿做了分条整理ꎬ 对我国侵权责任法立

法过程中曾经参照过的各国立法例做了汇集ꎮ 重点收集具有指导意义

的经典案例ꎮ 本书编入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上所登载的主要侵权法

案例ꎬ 归集司法实践中对于现行侵权规则的解释适用以及对新类型疑

难案件的审判经验ꎮ

民法基础与超越
龙卫球 著

１６ 开 ３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５７８１￣７

本书是由作者自己从曾经发表过的基础型论文中ꎬ 挑选其中具有关联

者汇集而成ꎮ 全书由主体和附录构成ꎬ 其中主体部分ꎬ 包括民法的观

念基础、 民法发展、 主体理论、 物权法理论、 债法理论 ５ 个主题ꎬ 具

体由 １６ 个研究论题构成ꎮ 附录部分ꎬ 则收录了与基础研究旨趣有关联

的一篇法理学论文ꎬ 涉及法律实在性或曰客观性问题的讨论ꎮ

２５



中国侵权责任法学者建议稿及

其立法理由
〔德〕 布吕格迈耶尔、 朱岩 著

１６ 开 ４５ ００ 元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５１７３￣０

本学者建议稿与立法理由ꎬ 由中德两位著名学者共同撰写ꎬ 在中国民

法学研究领域还是首次ꎮ 反映了国际范围内关于侵权责任法的富有成

果的讨论ꎮ 由学者提出立法的专家建议稿ꎬ 不仅仅是一项立法活动ꎬ 而

且更重要的是一项学术研究活动ꎮ 侵权行为法在影响上在物权法之上ꎬ
应该有一定的市场反映ꎬ 但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民法学界的影响ꎮ

债法各论
易军 著

１６ 开 ２９ ００ 元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４９７１￣３

本书以我国合同法分则为研究对象ꎬ 阐述了买卖、 赠与、 租赁、 承

揽、 建设工程、 保管、 仓储、 委托、 行纪、 居间等理论上与实践中重

要的合同类型ꎮ 本书未采取一般教科书惯常的写作方式ꎬ 而是采取实

例题带动的方式ꎻ 不期冀面面俱到ꎬ 而是追求重点突出ꎬ 以轻松活泼

的面貌阐述合同法的原理与制度ꎮ

捍卫信息社会中的财产: 信息财

产法原理

齐爱民 著

１６ 开 ２９ ００ 元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４５９６￣８

本书第一次从法学的立场出发ꎬ 厘清了物、 知识财产和信息财产三种

财产之间的关系ꎬ 对物权、 知识产权和信息财产权予以为明确区分ꎬ
提出了大陆法系财产权的体系及完整的思路ꎮ 此外ꎬ 本书还提出了信

息财产和信息财产行为的基本理论ꎮ 本书为信息管理、 知识产权和法

学专业人士了解和掌握信息财产法律规则和原理的专业书籍ꎮ

拯救信息社会中的人格: 个人信

息保护法总论

齐爱民 著

１６ 开 ２９ ００ 元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４３６８￣１

本书从个人信息与人格权关系的民法角度出发ꎬ 分析比较了世界发达

国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典型人格立法及有重大影响的理论ꎬ 意在为我

国构建科学合理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奠定理论基础ꎮ 本书的出版填补了

我国在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基础理论研究的空白ꎬ 并可为法学院教学提

供参考ꎮ

证券执法体系比较研究
曹里加 著

１６ 开 ３６ ００ 元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４１０９￣０

本书围绕证券稽查和执法体系这一证券监管的总枢ꎬ 构筑了一个比较

新颖而全面的研究证券监管的理论框架和系统ꎬ 并结合制度、 文化、
历史、 社会和政策等多种因素ꎬ 对我国转轨时期证券稽查和执法的现

状进行了分析ꎬ 从立法改进和执法改进两个方面提出了完善我国证券

稽查和执法体系的政策建议ꎮ

民法总论
易军、 李淑明 著

１６ 开 ２５ ００ 元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３２４５￣６

本书是由海峡两岸的学者携手共同完成ꎮ 在借鉴李淑明所著的 «民法

总则» 的基础上ꎬ 作者依据我国现行的民法通则、 合同法、 物权法等

为加以增删改写而成ꎮ 本书未采取民法总则教科书惯常的写作方式ꎬ
而是采用实例带动的方式ꎮ 这种写作方式具有体系清晰、 重点突出的

优点ꎬ 期冀以轻松活泼的面貌阐述民法的原理与制度ꎮ

债法总论
方志平、 李淑明 著

１６ 开 ２８ ００ 元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２７４２￣１

本书是海峡两岸民法学交流的成果ꎬ 它以介绍我国大陆债法为主线ꎬ
将我国台湾地区债的规则———切入ꎬ 科学、 有效地衔接了我国大陆地

区债法现有的相关法律规范与我国台湾地区债法研究的理论成果ꎬ 并

对两者作了比较分析ꎮ 方志平和李淑明二位作者协力合作之本书ꎬ 将

使读者在收获知识的同时得到更多的学习乐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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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物权法
杨立新 著

１６ 开 １９ ００ 元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１７１７￣０

物权法规定了一系列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重大问题ꎬ 政治性、 政

策性、 专业性都很强ꎮ 我们的生活和生产中ꎬ 到处都有物权存在ꎮ 但

是ꎬ 中国没有物权法的传统ꎬ 国人也不习惯用物权的观念来检视事实

上属于物权范畴的生活和生产活动ꎮ 既然如此ꎬ 伴随 «物权法» 的颁

布实施ꎬ 无疑还有一个更为宏大的工程ꎬ 那就是学习它、 掌握它ꎮ

民商法学学术专著王泽鉴民法研究系列

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 (重排合

订本)　
王泽鉴 著

３２ 开 １９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５４１９￣６

此次重排合订本系将原书八册整合为一部完整著作ꎬ 依民法体系编排

其内容ꎬ 希望更能显明问题的关联及发展ꎬ 提升问题意识及显现法学

方法的重要ꎬ 并便利参考使用ꎮ 深切期望本书的更新能够更有益于促

进两岸法律交流、 法治发展与中华法学的繁荣发达ꎮ

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 (第一册)
王泽鉴 著

１６ 开 ３８ ００ 元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５８０３￣６

本书是王泽鉴先生所著 “天龙八部” 中的第一册ꎬ 通过台湾 “最高法

院” 判例及王泽鉴先生自己创设的案例ꎬ 讲解了民法学说中的重要法

律关系ꎬ 如买卖、 契约、 损害赔偿等ꎮ 本书论述了现行台湾民法自制

定以来的民法实务与理论的演变ꎬ 尤其是里面的大量实务案例和真实判

例ꎬ 无不在引导读者了解、 学习、 研究民法的基本体系和具体内容ꎮ

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 (第二册)
王泽鉴 著

１６ 开 ３３ ００ 元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５８０２￣９

本书结合台湾民法及大量法院判案实例ꎬ 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

式ꎬ 探讨了契约及与之相关的法律问题ꎮ 本书论述了现行台湾民法自

制定以来的民法实务与理论的演变ꎬ 尤其是里面的大量实务案例和真

实判例ꎬ 无不在引导读者了解、 学习、 研究民法的基本体系和具体

内容ꎮ

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 (第三册)
王泽鉴 著

１６ 开 ３０ ００ 元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５８０１￣２

本书重点探讨产品责任问题、 对消费者的保护ꎬ 以及有关未成年人保

护的问题ꎮ 本书以专题类型化的形式在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对上述问

题作了论证和总结ꎮ 此次出版ꎬ 在台湾最新版本的基础上ꎬ 作了一些

修订ꎻ 延续了王泽鉴先生一贯的论述风格ꎬ 案例丰富、 资料翔实、 分

析透辟、 深入浅出ꎬ 对于民法研究和教学都具有重要意义ꎮ

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 (第四册)
王泽鉴 著

１６ 开 ３０ ００ 元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５８００￣５

本书主要探讨了几种特殊的民事法律行为ꎬ 如: 无效法律行为、 附条

件法律行为、 二重买卖等ꎬ 还对债权发生原因中的无因管理和不当得

利做了专题性探讨ꎬ 同时对未出生者权益的保护也有深入探讨ꎮ 本书

是王泽鉴先生的经典著作之一ꎮ 此次出版ꎬ 在台湾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最新版

本的基础上ꎬ 参考原简体中文版本ꎬ 进行了部分修订ꎮ

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 (第五册)
王泽鉴 著

１６ 开 ３０ ００ 元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５８３５￣７

本书针对法律行为的规定及与物权行为适用的关系问题作了深入探讨ꎮ
作者通过专题研究的形式ꎬ 辅以丰富的判例与学说ꎬ 分门别类对民法学

的基本概念、 理论体系及实务上疑义迭生的焦点问题进行全景式阐释ꎬ
对大陆法系尤其是德国法的民法原则予以引介式考量ꎮ 将对我国民法理

论体系的构建ꎬ 以及民事法律的解释适用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ꎮ

４５



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 (第六册)
王泽鉴 著

１６ 开 ２８ ００ 元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５７９９￣２

本书运用法释义学、 案例研究及比较法侧重阐述债法上的一些重要原

则ꎬ 如物之瑕疵担保责任、 同时履行抗辩、 买卖不破租赁ꎬ 以及通谋

虚伪之第三人利益契约ꎮ 本书是王泽鉴先生的经典著作之一ꎮ 此次出

版ꎬ 在台湾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最新版本的基础上ꎬ 参考大陆原简体中文版

本ꎬ 进行了部分修订ꎮ

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 (第七册)
王泽鉴 著

１６ 开 ３０ ００ 元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５７９８￣５

本书主要探讨民法与经济法相关领域的法律问题ꎬ 如定型化旅行契约

的司法控制、 土地征收补偿金交付请求权ꎬ 以及其他形式金钱赔偿问

题ꎮ 本书是王泽鉴先生的经典著作之一ꎮ 此次出版ꎬ 在台湾最新版本

的基础上ꎬ 参考大陆原简体中文版本ꎬ 进行了部分修订ꎬ 将原第一册

中的 “附条件买卖中买受人之期待权” 一文放入本书ꎬ 充实了本书的

内容ꎮ

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 (第八册)
王泽鉴 著

１６ 开 ２８ ００ 元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５７９７￣８

本书论述了民事审判过程中应适用的原则ꎬ 如衡平原则、 类推适用ꎬ
并对一些民法新问题中的法院造法问题进行了探讨ꎬ 最后对 “动产担

保交易法” 十几年的实施作了回顾ꎮ 本书是王泽鉴先生的经典著作之

一ꎮ 此次出版ꎬ 在台湾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最新版本的基础上ꎬ 参考大陆原简

体中文版本ꎬ 进行了部分修订ꎮ

民法思维: 请求权基础理论体系

王泽鉴 著

１６ 开 ３８ ００ 元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５９１２￣５

本书旨在建构请求权基础的理论体系ꎬ 期能为民法实务提供可资遵循的

思维及论证方法ꎬ 以增进法律适用的合理性及客观性ꎮ 本书重视方法论

上的运用ꎬ 所设实例主要针对民法领域重要的基本问题ꎬ 并多引用判例

学说及德国法的理论ꎬ 有助于读者理解相关法律的解释适用ꎬ 对民法的

学习应有助益ꎬ 本书对于大陆和台湾地区民法的比较研究也应有所助益ꎮ

民法概要 (第二版)
王泽鉴 著

１６ 开 ６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７７５８￣７

本书内容着重阐释民法的价值理念ꎬ 分析讨论权利体系、 法律行为、 债

之关系 (尤其是契约及侵权行为)、 物权、 亲属、 继承等重要制度的功

能ꎬ 并提供若干相关统计资料ꎬ 使读者能较宏观地了解攸关个人权益及

社会经济发展之私法秩序的理论架构与实际运作ꎮ 另外ꎬ 本书设计 １５７
个例题ꎬ 阐释民法上的立法政策、 规范模式及解释适用的核心问题ꎮ

民法总则
王泽鉴 著

１６ 开 ６９ ００ 元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６０２０￣６

本书是研习民法者的入门参考书ꎬ 全书以私权利贯穿始终ꎮ 开篇就转

载了德国法学家耶林的著名演讲稿 “法律的斗争”ꎬ 为全书定下了基

调: 即民法是保障私权利的基本法ꎮ «民法总则» 的另一特色是用实

例引导读者发掘问题、 思考问题ꎬ 并带着问题去探求私法上的解决

途径ꎮ

债法原理 (第二版)
王泽鉴 著

１６ 开 ４５ ００ 元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２０９８￣６

本书是王泽鉴先生专题讨论债法问题的专著ꎬ 以 “债法原理” 为题ꎬ
就债法的重要基本问题ꎬ 作系列专题性的研究ꎻ 并对债的发生原因一

一作了专章分析和研究ꎬ 兼采实例以引导法律上的思考和对理论问题

的理解ꎮ 本书是学习债法的基本参考书ꎬ 相信本书可以对于初学债法

者提供详细的债法理论指导ꎬ 也可以极大地满足民法学习者的要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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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当得利 (第二版)
王泽鉴 著

１６ 开 ５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６３９８￣３

不当得利作为民法领域一个重要理论问题ꎬ 被单列为一本专著ꎬ 足见

其重要性ꎮ 第二版修订重点有二: 其一系以给付概念结合法律评价ꎬ
提出处理三人关系不当得利的思路途径ꎻ 其二系更深刻地探究侵害权

益不当得利的权益归属内容ꎬ 整理日益增加的案例ꎬ 尤其是无权使用

他人姓名、 肖像作商业广告得否成立不当得利的问题ꎮ

侵权行为 (第三版)
王泽鉴 著

１６ 开 ８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６５９８￣７

本书作者以侵权行为法为研究对象ꎬ 分别就侵权行为法的基本理论

体系、 一般侵权行为、 特殊侵权行为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分析、 比

较、 论述ꎬ 并贯穿了比较法学、 案例法学的精髓ꎬ 使读者透过每个

法律问题ꎬ 体会到侵权行为法的博大精深ꎬ 既有学术价值ꎬ 又有实

践意义ꎮ

民法物权 (第二版)
王泽鉴 著

１６ 开 ５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７９１５￣４

«民法物权 (第二版)» 内容包括: 物权法的意义和性质、 物权法体

系、 物权法的基本原则、 物权法的发展、 物权通论、 物权的意义、 物

权的种类、 物权的客体、 物权的效力、 物权的保护、 物权变动、 基本

理论、 物权行为、 不动产物权变动、 动产物权的变动、 体系构成及综

合实例等ꎮ

人格权法: 法释义学、 比较法、 案

例研究

王泽鉴 著

１６ 开 ５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０５６１￣７

人格权法是王泽鉴老师的第十六本著作ꎬ 本书系采法释义学、 比较法

及案例研究的方法ꎬ 阐述人格价值理念ꎬ 建构人格权法的规范体系ꎬ
研讨现行法解释适用的基本问题ꎬ 以及探寻人格权法的发展方向ꎮ 在

某种意义上ꎬ 本书也可说是借着人格权法来检视反省法学方法的理论

与应用ꎮ

损害赔偿
王泽鉴 著

１６ 开 ６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８９６３￣１

本书旨在综合整理分析判例与学说ꎬ 参照比较法上的发展ꎬ 阐述损害

赔偿法的构造原则与解释适用的基本问题ꎮ 且资料翔实ꎬ 由浅入深ꎬ
注重实例分析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ꎻ 王老一如既往地采取了平实叙

述、 循循善诱的写作方法ꎬ 使本书通俗易懂ꎬ 生动简洁ꎬ 对于培养法

科学生的法学思维能力ꎬ 全面提升读者的法学素养尤其有益ꎮ

民商法学学术专著罗马法与共同法文库文丛

拉美国家民法典编纂: 历史与经验

徐涤宇 主编

１６ 开 ５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３００４２￣８

本书是拉美部分国家民法典编纂的历史与经验的总结ꎬ 汇集了国内外

众多民法学者的相关论文ꎬ 主要介绍拉美国家这些伟大的立法者是如

何成就其独特的法典样式的: 是怎样的法学家品质使他们成为法典样

式的缔造者? 他们在何种进路上开展工作? 他们如何对待本国的和外

国的立法资源? 同为发展中国家ꎬ 本书对中国正在编纂的民法典具有

重要借鉴作用ꎮ

秘鲁共和国新民法典
徐涤宇 译

１６ 开 ５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７８９５￣６

秘鲁民法史上的三次法典编纂活动ꎬ 分别催生了 １８５２ 年、 １９３６ 年和

１９８４ 年的民法典ꎮ 新民法典享有世界声誉ꎬ 被认为是拉美国家新的范

式法典之一ꎮ 该法典由序题、 “人法” “法律行为” “家庭法” “继承

法” “物权” “债” “债的发生依据” “时效与除斥期间” “公共登记”
“国际私法”、 尾题构成ꎬ 代表着一种全新的法典体系结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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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权法领域公私法接轨问题

研究
徐涤宇、 胡东海、 熊剑波、 张晓勇 著

１６ 开 ３５ ００ 元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７３２４￣１

本书依据公私法关系的一般原理ꎬ 对有关物权的公私法规范ꎬ 以及物

权制度在不同层次上的法律构造及其意义进行了深入研究ꎮ 希望为公

私法的体系化、 合理化在物权法领域的实现提供有说服力的论据ꎬ 并

针对我国 «物权法» 以及其他被公法工具化的物权制度ꎬ 提供有效的

界定和转化机制ꎬ 为司法实践及相关立法提供指导ꎮ

合同法与侵权法中间领域调整

模式研究: 以制度互动的实证分析为

中心

张家勇 著

１６ 开 ８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７３０５￣０

合同法与侵权法是传统债法的两个核心领域ꎮ 一般认为ꎬ 合同保护期

待利益ꎬ 而侵权保护固有利益ꎮ 但是ꎬ 在合同实践中ꎬ 几乎所有类型

的合同都可能发生期待利益与固有利益的双重保护问题ꎬ 从而引发合

同与侵权的关联ꎮ 所谓合同法与侵权法边界模糊的 “灰色地带”ꎬ 本

文称其为 “中间领域”ꎮ 本文内容就该领域的法律调整模式进行了系

统研究ꎮ

民法时效制度的理论反思与案

例研究
杨巍 著

１６ 开 ７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６２１２￣２

本书是一部研究民法时效一般理论和实务案例的专著ꎮ 第一编研究时

效制度的历史发展、 立法例以及时效与其他部门法时限的比较ꎮ 第二

编研究诉讼时效的有关理论和具体规则ꎮ 第三编研究取得时效的立法

设计问题ꎬ 在分析比较取得时效境外立法的起因、 内容和适用效果的

基础上ꎬ 对我国立法提出建议ꎮ

多数人侵权责任分担机制研究
李中原 著

１６ 开 ４５ ００ 元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４６６０￣３

本书先全面考察了侵权责任分担制度在理论和实践中的发展状况ꎬ 主

要针对多数人侵权责任的外部分担机制的核心理论分别展开深入研

究ꎬ 运用这些理论对该领域中引起国内外共同关注的案件进行类型化

探讨ꎬ 在此之外还结合国内外比较考察的经验ꎬ 对侵权责任的内部分

担机制中的疑难问题以及兼涉外部和内部分担机制的某些特殊问题展

开专门的研讨ꎮ

信赖原理的私法结构
叶金强 著

１６ 开 ３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４２６３￣６

私法图景系于私法原理的角力之中立体化地展开ꎬ 而信赖原理是现代

私法的核心原理之一ꎮ 本书以信赖原理的建构为主题ꎬ 以现代私法的

转型为背景ꎬ 勾勒出信赖原理在私法价值体系中的位置及进入生活的

路径ꎬ 探讨了信赖原理的正当化途径ꎬ 并分别从经济分析、 社会学及

法伦理的角度ꎬ 论证了信赖原理的正当化基础ꎮ

智利共和国民法典 （２０００ 年修订

本）

徐涤宇 译

１６ 开 ５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３４９８￣３

本书被认为是拉丁美洲最具原创性和特色的三大民法典之一ꎬ 它由序

题、 第一编 “人” (人法和家庭法)、 第二编 “财产及其所有、 占有、
使用和收益” (物法)、 第三编 “死因继承和生前赠与” (遗产继承

法)、 第四编 “债的通则和各类合同” (债与合同法) 和尾题构成ꎬ
凡 ２５２５ 条ꎮ

宪法、 行政法学学术专著

行政法时代精神之解构: 后现代

行政法理论的条文化表达 （增订本）

关保英 著

１６ 开 ８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８７０２￣６

行政法学的研究不论从思想方法的层面上讲ꎬ 还是从多学科体系的层

面上讲ꎬ 都已经进入了后现代阶段ꎮ 以行政法的后现代特性ꎬ 给当代

行政法学体系贴标签ꎬ 更能够反映行政法学和行政法治的定位ꎮ 作者

关保英整合多年研究成果与学术观点ꎬ 以法律文本的形式ꎬ 对基本观

点进行了条文化的表达ꎮ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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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职权的界定与配置
卢建军 著

１６ 开 ３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８４８５￣８

随着法治建设的深入ꎬ 必须明确警察权的权限范围、 明晰警察权的具

体内容ꎬ 从而促进警察权的规范有序行使ꎮ 对于公安机关警察职权的

合理化配置ꎬ 在当前主要应当通过警察职权的社会化改造、 结构性和

功能性警察职权的优化配置、 构成警察职权体系的要素之间关系的合

理配置以及警察职权配置手段的法治化等几种途径来实现ꎮ

中国公证十年文萃: 公证法的理论

与实践

马宏俊 主编

１６ 开 ３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７２１７￣６

本书分为四个板块———专家之声、 改革之思、 新举之探、 实务之析ꎮ
邀请行业内的知名专家学者和有思想、 有见地的行业新星ꎬ 从理论研

究和实务创新等多方面ꎬ 介绍经验、 反思现状、 探索出路、 展望未

来ꎮ 希望此书能够让更多的公证人正视现状ꎬ 放开视野ꎬ 拓宽思路ꎬ
也希望公证行业能够在属于自己的征途上不断远行!

宪法解释的基本问题
〔美〕 索蒂里奥斯巴伯、 〔美〕 詹姆

斯弗莱明 著 徐爽、 宦盛奎 译

３２ 开 ４５ ００ 元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７１２６￣１

在美国ꎬ 有宪法即有宪法解释ꎬ 有宪法解释即有关于宪法解释方法的

思考ꎮ 在宪法解释的司法实践与理论研讨中ꎬ 不断涌现出众多解释方

法及理论ꎮ 本书全面、 客观、 平实、 简洁地介绍了当代宪法解释方法

中的首要问题以及主要流派ꎬ 并逐一加以比较、 评价ꎬ 使读者能够对

美国宪法解释方法的理论及实践问题有一个总体性认识及把握ꎮ

农民权利的公法保护
杨海坤 著

１６ 开 ６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５９８６￣３

本书从农民概念的历史性考察着手ꎬ 站在宪法学与行政法学角度研究

我国农民的应然地位和实然地位ꎬ 主张运用公法 (主要是宪法与行政

法) 保障农民权利ꎬ 在着重分析当今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权、 自治

权、 结社自由权、 迁徙自由权、 土地权利、 社会保障权、 受教育权保

护现状的基础上ꎬ 提出了完善农民权利公法制度保障方面的意见ꎮ

公证证明标准与责任
蒋轲 著

１６ 开 ９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６００９￣８

公证证明的标准是什么ꎬ 高度如何确定? 公证机构和公证员需承担的

法律责任是什么ꎬ 有多大? 作者根据其公证一线工作感受提出了观

点ꎮ 由于公证制度本身存在的一些问题ꎬ 导致公证办理过程中存在一

些不利于公证书严谨办理的消极因素ꎬ 因此ꎬ 公证书正确率的维护需

要法律规定明确的、 强制性的证明标准给予制度上的支持ꎮ

为了有序的城市: 城市规划变更的

行政法规制

兰燕卓 著

３２ 开 ２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４４１２￣８

本书的研究脚踏实地、 切中肯綮ꎮ 作者没有试图搭建一个体系精巧的

概念王国ꎬ 而是通过梳理我国现阶段与城市规划违法变更相关的案

例ꎬ 提炼出城市规划变更的法定事由、 城市规划中的信赖保护、 城市

规划变更中的公众参与以及城市规划变更的司法审查等核心问题ꎬ 并

以此为基础ꎬ 进行有针对性的制度构建ꎮ

行政法治的理想与现实：
《行政诉讼法》 实施状况实证研究报告

林莉红 主编

１６ 开 ７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４１１８￣９

本书是在我国行政诉讼法实施二十年之际ꎬ 对该法实施情况进行全

面、 规范实证研究的成果ꎮ 通过对法官、 律师、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和

行政诉讼原告等八千余名调查对象的问卷调查和访谈调查ꎬ 以及一万

余份行政诉讼裁判文书的数据采集ꎬ 全面、 客观和准确地展示了我国

«行政诉讼法» 的实施状况ꎮ

行政许可: 法和经济学

张卿 著

１６ 开 ３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３１６９￣２

本书是一本用经济学理论分析行政许可法律制度的学术专著ꎮ 本书填

补了用经济学的方法具体分析如何制定行政许可的标准和给予行政许

可的法律程序的学术研究的空白ꎬ 采用法律经济学的方法ꎬ 深入分析

了具有更广泛适用性的行政许可制度的总体设计框架ꎮ 重点讨论了行

政许可制度设计框架的三大核心问题ꎮ

８５



地方立法质量跟踪评估制度

研究
任尔昕 主编

１６ 开 ３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６０６９￣５

本书致力于建构一种关于地方立法质量跟踪评估问题的学理体系ꎬ 旨

在总结一种关于 “立法保质” 的中国经验ꎮ 本书著者清醒地意识到中

国立法 “立、 改、 废” 并举时代已到来ꎬ 明智地将地方立法质量跟踪

评估定位为一个系统工程ꎬ 认为是对地方性法规、 规章进行立、 改、
废的 “检验阀”ꎬ 因此ꎬ 主张将其提升到地方立法工作的重心位置ꎮ

德国公法权利救济制度
刘飞 著

１６ 开 ２９ ００ 元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６２３７￣８

本书主要在规范分析和制度构建层面阐释德国公法权利救济制度ꎬ 并

在规范解释的意义上阐释相关理论与规范之间的关系、 规范适用范围

以及在实体法律制度构建中的意义ꎮ 在公法权利救济制度体系中ꎬ 行

政诉讼制度无疑为核心制度ꎬ 行政复议制度亦具有独立的制度功能ꎬ
而宪法诉讼制度和国家责任制度则起到了重要的弥补漏洞的作用ꎮ

中央与地方立法关系法治化研究
封丽霞 著

１６ 开 ４９ ００ 元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４０７１￣０

本书以关于中央与地方立法系的理论分析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ꎬ 以对西

方国家中央与地方立法关系的比较研究作为重要依托ꎬ 以对中国问题的

实证研究作为落脚点ꎬ 力图将中央与地万立法关系问题的共性研究与个

性研究有机结合起来ꎮ 本书提出当代中国中央与地方立法关系所具有的

特定的历史内涵、 所面临的突出问题以及产生这些问题的症结所在ꎮ

德国公法导论
〔德〕 伯阳 著

１６ 开 ２５ ００ 元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３３０９￣５

本书专为中国法学院系学生而写ꎮ 本书内容可以帮助学生较好地理解

德国法学术语ꎮ 本书共五章ꎬ 分为公法概述、 国家组织法、 基本权

利、 一般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ꎬ 简练而又系统地介绍了德国公法的基

本体系ꎬ 是了解大陆法系国家公法体系的必读书籍ꎮ 本书言简意赅、
流畅准确ꎬ 是一本值得阅读的好书ꎮ

宪法、 行政法学学术专著王名扬全集

王名扬全集: 英国行政法、 比较行

政法

王名扬 著

１６ 开 ６６ ００ 元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２０９７￣９

«英国行政法» 是王名扬教授著名的 “行政法三部曲” 之一ꎬ 也是王

名扬教授一生最重要的著作之一ꎮ 王名扬教授在阅读、 研究了大量第

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撰写成此书ꎬ 从初版距今近四十年ꎬ 但其在行政法

学界的地位和作用却不曾衰减ꎮ «比较行政法» 是王老著名 “三部曲”
的升华ꎬ 也是王老晚期学术生涯的收官之作ꎮ

王名扬全集: 法国行政法

王名扬 著

１６ 开 ８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２０９６￣２

行政法学起源于法国ꎬ 作者早年在法国留学ꎬ 对法国行政法制度了解

颇为透彻ꎬ 书中所用资料均为第一手资料ꎮ 作者从行政、 行政法、 行

政法学等基本概念入手ꎬ 对行政职能以及控制行政权力且具有代表性

的领域展开深入细致的论述ꎬ 展现了以行政的功能和作用为主线而展

开的法国行政法学的完整体系ꎮ

王名扬全集: 美国行政法 (上下)
王名扬 著

１６ 开 １１０ ００ 元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２０９５￣５

本书是王名扬先生在学术生涯中的巅峰之作ꎮ 该著作在内容的中国现

实针对性、 语言的朴实无华、 专业术语的精到简练、 篇章结构设计的

逻辑严密性等方面延续了 «英国行政法» 与 «法国行政法» 的优点ꎬ
但在资料的翔实丰富、 体系的完备全面、 内容的精细准确等方面均迈

向了一个崭新的学术高度ꎮ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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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名扬全集: 论文、 词条汇编

王名扬 著

１６ 开 ４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５２７４￣１

本书收录了当代著名行政法学家王名扬教授的硕士论文、 博士论文、
１１ 篇期刊论文及 １７ 个词条ꎮ 本书体现出作者除在法国行政法、 美国

行政法、 英国行政法等方面的重大贡献外ꎬ 对中国古代的法律精神和

法律传统也有着非常独到的见解ꎬ 代表了他对中国法律精神的理解及

在中国行政法方面的贡献ꎮ

王名扬全集: 译作、 教材汇编

王名扬 译 / 著
１６ 开 ７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５２７５￣８

本书汇集了王名扬先生公开发表的译著、 译文、 教材ꎮ 他的著述的鲜

明特点是准确、 精到ꎻ 他的译作不是简单的翻译和单纯的述说ꎬ 而是

在综合研究、 融合贯通的基础上ꎬ 以中国化的思维、 语言进行阐释ꎬ
使我们易懂、 易读、 易接受ꎬ 同时对行政立法和行政审判实践具有重

要的参照及借鉴价值ꎮ

宪法、 行政法学学术专著盐野宏行政法教科书三部曲

行政法总论 (第四版)
〔日〕 盐野宏 著 杨建顺 译

１６ 开 ３８ ００ 元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４３３０￣８

“盐野宏行政法教科书三部曲” 在充分继承传统理论的同时ꎬ 对应瞬

息万变的各种行政需要ꎬ 修正、 补充了有关理论ꎬ 以行政过程论为轴

心ꎬ 通过对行政法的基础、 行政过程论、 行政救济论和行政手段论四

大部分的论述ꎬ 完成了 “盐野宏行政法教科书三部曲”ꎬ 体现了清晰

的体系架构发展的轨迹和架构完整体系的恢弘气质ꎮ

行政救济法 (第四版)
〔日〕 盐野宏 著 杨建顺 译

１６ 开 ３９ ００ 元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４３３１￣５

“盐野宏行政法教科书三部曲” 能为我们的理论研究坐标建立一个参

照系ꎬ 使我们能更清晰地观照日本以及我们自己的法治及行政法学研

究状况ꎬ 其对日本行政法实践和有关理论研究的细致入微、 系统全面

的考察和论述ꎬ 无疑拉长、 拓宽、 展远了我们的视线和眼域ꎬ 必将促

进我国行政法治建设和行政法学研究的发展ꎮ

行政组织法 (第三版)
〔日〕 盐野宏 著 杨建顺 译

１６ 开 ３９ ００ 元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４３３２￣２

行政法是实现宪法价值的技术法ꎮ 因此ꎬ 本书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ꎬ
在实现法治国的、 民主的宪法所具有的诸价值的过程中ꎬ 行政法和民事

法、 刑事法相比较具有什么特色ꎬ 以及需要何种特别的法技术的问题ꎮ
本书对行政法诸制度进行理论上的归纳整理ꎮ 在整理过程中ꎬ 对以前的

行政法学不曾论及的一系列问题展开论述ꎬ 这是本书的特色之一ꎮ

诉讼法学学术专著

错案的哲学: 刑事诉讼认识论

〔美〕 拉里劳丹 著 李昌盛 译

１６ 开 ４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５９５４￣２

刑事诉讼ꎬ 既然以发现案件事实为目标ꎬ 那么它就必须要致力于解决

以下三个问题: 首先ꎬ 必须要最大限度地减少错案的发生ꎻ 其次ꎬ 当

错误不可避免时ꎬ 应当以社会认可的价值偏好分配错误ꎻ 最后ꎬ 当发

现真实与人权保障等其他价值目标发生冲突时ꎬ 尽可能以不损害真相

发现的方案化解冲突ꎮ

沉默的自由 (修订版)
易延友 著

１６ 开 ３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５１２２￣５

本书以翔实的资料为基础ꎬ 具体而生动地叙述了沉默权在英国、 美国

发生和发展的历程ꎬ 深入地剖析了该制度赖以成长的思想基础及其所

具有的制度功能ꎻ 同时也对该制度的具体规则进行了比较法上的归纳

和概括ꎬ 对我国建立沉默权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给予了论理上的分析和

论证ꎬ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沉默权规则建构的完整思路ꎮ

０６



刑事诉讼的案件过滤机制：
基于中美两国实证材料的考察

王禄生 著

１６ 开 ３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５０９４￣５

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应对冤假错案等问题的方法、 策略与措

施ꎬ 但却缺乏一个至关重要的视角———案件过滤ꎮ 本书以案件过滤

为视角ꎬ 选择了处于极端的两种案件过滤模式ꎬ 分析主体要素的开

放性、 目的要素的多元性以及运作要素的独断性在何种程度上影响

了案件过滤机制的实践面向ꎬ 并如何最终深刻地影响一国刑事司法

的精度与效率ꎮ

现实与理想: 关于中国刑事诉讼的

思考

左卫民 著

１６ 开 ３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２７３７￣４

作者立足本土ꎬ 正视现实ꎬ 始终试图保持中立、 客观的研究立场ꎬ 运

用法解释学、 交叉学科等多种范式ꎬ 审视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立法变

迁及实践逻辑ꎮ 在书中ꎬ 作者不但对拟定的立法条款进行了规范性分

析ꎬ 也对相关立法条款实践状况展开实证研究ꎬ 从而得以客观评估刑

事诉讼法修改所带来的真实效应ꎮ

争鸣与思辨: 刑事诉讼模式经典论文

选译

〔美〕 虞平、 郭志媛 编译

１６ 开 ６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１０１６￣１

本书收入了过去五十多年里发表在美国及欧洲主要学术刊物上对刑事

诉讼模式及制度研究的经典文章二十篇ꎮ 它集中反映了美国及欧洲学

者半个多世纪来对美国对抗制下的刑事诉讼制度优劣的论争及交锋ꎮ
这些文章沿着刑事诉讼价值模式和制度模式两条理论线索ꎬ 全面探讨

了美国对抗制的种种问题及背后的价值观ꎮ

程序正义的理想与现实: 刑事诉

讼相关程序实证研究报告

林莉红 主编

１６ 开 ３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８７６０￣９

本书是 “刑讯逼供社会认知状况调查” 与 “监狱服刑人员羁押经历调

查” 两个项目所形成的五篇调查报告和原始材料汇编ꎮ 调查报告全面

展示了警察、 普通公众和监狱服刑人员对刑讯逼供现象及其解决路径

的社会认知ꎬ 反映了监狱服刑人员的羁押经历ꎬ 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并

提出了解决的对策ꎮ

中国刑诉与中国社会
易延友 著

１６ 开 ３２ ００ 元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７７４８￣８

本书通过八个典型社会事件反映出来的刑诉程序问题入手ꎬ 揭示了当下

中国刑事诉讼制度中存在的问题ꎬ 以及法学界针对这些问题近年来展开

的深入探讨ꎮ 本书从古代名剧 “窦娥冤” 入手ꎬ 将严肃的法律以戏剧分

析的轻松形式展示出来ꎬ 特别是对曾轰动一时的社会事件ꎬ 从社会和法

学的多重角度进行了分析ꎬ 以另类方式向读者诠释法律制度ꎮ

香港刑事诉讼法专论
郭天武、 何邦武 著

３２ 开 ３４ ００ 元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５４３７￣３

本书是一部研究香港刑事诉讼制度的专著ꎮ 描绘了当事人主义诉讼模

式在香港刑事诉讼中的具体运用ꎬ 阐释了当前内地当事人主义化的刑

事诉讼及庭审模式改革之所以弊端百结的缘由ꎮ 香港刑事法治的成长

路径及港人成熟理性的法治理念ꎬ 对内地正在推进的法治建设和刑事

司法改革所具有的借鉴意义ꎬ 将是不言自明的ꎮ

刑事诉讼法修改: 问题与前瞻

(２００７ 年卷)
卞建林、 王肃元 主编

１６ 开 ８９ ００ 元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３４３０￣６

中国法学会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 ２００７ 年年会于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２１ 日—２３
日在甘肃省兰州市召开ꎬ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 “构建和谐社会与刑事

诉讼法修改”ꎮ 本次会议中 １４６ 篇被选入本书ꎬ 各位作者从不同角度

或者同一角度的不同侧面对刑事诉讼理论与实践中的若干问题进行了

探讨并提出了宝贵意见和建议ꎮ

１６

法学学术专著



澳门与内地新民事诉讼程序比

较研究
赖建国 著

１６ 开 ３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５２００￣０

本书有以下特点: 第一ꎬ 从比较研究的角度ꎬ 全面、 系统剖析了两地民

事诉讼立法之不同ꎮ 第二ꎬ 该书在进行详尽实证研究与缜密分析论证的

基础上ꎬ 对两地民事诉讼立法存在的问题作了重点分析ꎮ 第三ꎬ 该书在

介绍、 探讨澳门回归后司法改革ꎮ 第四ꎬ 状况和内地 «民事诉讼法» 修

改后的司法实践基础上ꎬ 对两地民事诉讼程序进行了系统的梳理ꎮ

民事诉讼法要论
杨建华 原著 郑杰夫 增订

１６ 开 ６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２６０８￣７

本书原著杨建华先生系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权威学者ꎬ 兼通理论与实

务ꎬ 于各大学法律系讲授民事诉讼法逾二十五载ꎮ 本书系其将平日授

课内容ꎬ 撰写成书ꎬ 作为个人授课之参考书ꎬ 以精要为主ꎬ 故称为

“要论”ꎬ 内容言简意赅ꎬ 不但为法律系初学者主要参考著作ꎬ 台湾地

区有关民事诉讼法论著ꎬ 亦莫不以为重要参考ꎮ

民事诉讼: 回归原点的思考

张卫平 著

１６ 开 ４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９２８５￣６

本书收集了民事诉讼法学界著名学者张卫平教授近几年来在杂志上公

开发表的二十篇论文ꎮ 论文涉及民事诉讼法修改、 民事诉讼体制、 民

事诉讼基础理论、 民事诉讼制度和民事执行制度运行理论与实务等方

面ꎬ 是作者对民事诉讼和民事执行问题的深层思考和探索的成果结

晶ꎬ 反映了作者具有个性的研究方法、 视角和路径ꎮ

民事诉讼证明妨碍研究
毕玉谦 著

１６ 开 ５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７７５７￣０

证明妨碍制度的创建属于一项系统工程ꎬ 我国无论在立法、 司法还是学

理方面基本上属于空白状态ꎮ 基此ꎬ 本书对证明妨碍制度的基本法意、
当事人证明协力义务的设置等方面加以深入、 系统探讨ꎮ 同时作者广泛

借鉴两大法系有关国家或地区的立法例、 司法判例及理论学说ꎬ 并且结

合我国审判实务ꎬ 为我国的立法及司法工作提出了许多有益建议ꎮ

证据制度的核心基础理论
毕玉谦 著

１６ 开 ８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３４６０￣０

本书开拓性地对三大诉讼证据制度的核心基础理论进行了全方位、 多

角度、 纵深性的比较研究ꎬ 梳理、 整合了有关三大诉讼证据制度自近

代以来的许多学术流派及观点并加以评析ꎬ 并在相对广阔的领域和空

间对三大诉讼证据制度中的核心基础理论问题进行了建构ꎬ 力图使其

广度和深度达到一个新的水准ꎮ

量刑程序中的理论问题
陈瑞华 著

１６ 开 ３２ ００ 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７９９７￣０

本书是一部关于量刑程序改革问题的学术著作ꎮ 记录了作者近年来在

量刑程序改革问题的理论研究和探讨ꎮ 书中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 日颁行

的 «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行)» 这一司法解释为基

点ꎬ 作者结合自己在一些基层法院的 “量刑程序民间试验”ꎬ 对量刑

程序改革的理论进行了深入探讨ꎮ

法院执行为什么难: 转型国家中的

政府、 市场与法院

唐应茂 著

１６ 开 ２９ ００ 元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５０９７￣９

本书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ꎬ 通过对中国部分法院执行数据的分析ꎬ 说

明进入法院执行程序的质量如何影响执行的效果ꎬ 以及法院在改善执

行效果方面存在的局限ꎮ 中国法院执行效果不好ꎬ 原因在于转型社会

中国家的作用 “过了头” 或者不到位ꎮ 不管是哪一种情况ꎬ 进入执行

程序的案件质量都不好ꎬ 由此造成执行效果不好ꎮ

２６



法学理论学术专著

地方论研究: 从西塞罗到当代

徐国栋 著

１６ 开 ６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７５３３￣７

本书分为四大部分ꎮ 作者首先全文移译了西塞罗的 «地方论» 文本ꎬ 随

后对 «地方论» 进行了详尽阐释ꎬ 接着分析了西塞罗之后至中世纪的地

方论研究ꎬ 最后谈及近现代的地方论研究ꎮ 纵观全书ꎬ 作者对长达 ２０００
多年的地方论思想史进行了梳理ꎬ 揭示了古典时代修辞学教育性质的法

学教育的积极价值ꎬ 批判了把地方论虚化的论者对后世的不利影响ꎮ

法学教育的宗旨
王晨光 著

１６ 开 ３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７３３０￣２

本书收录了作者在过去二十多年撰写发表的一些文章ꎬ 从法学教育理

论、 实践和国际比较的角度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和解答ꎬ 较为系统地

提出了其法学教育的观点和方案ꎬ 有助于在新一轮法学教育改革浪潮

来临之际静心深入思考ꎬ 从全面推进法治和应对全球化及信息化时代

挑战的高度ꎬ 做好我国法学教育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扎实推进的规划ꎮ

二十世纪美国法律史
〔美〕 劳伦斯弗里德曼 著 周大伟

等译

３２ 开 ９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７２５１￣０

本书是美国法律史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 斯坦福大学教授劳伦斯弗

里德曼的代表作ꎮ 全书概括性地论述了 ２０ 世纪美国法律演变的历程ꎮ
涵盖了过去 １００ 年美国法律所触及的各个社会层面ꎬ 行文富有叙述轶

事的有趣风格ꎬ 易于为广大普通读者理解ꎮ 本书有助于读者了解美国

法律变迁的社会文化脉络ꎬ 看清美国社会进步的真实动力ꎮ

唐典研究: 钱大群教授唐律与 《唐六

典》 研究观点与评论

钱大群 顾问 夏锦文、 李玉生 主编

３２ 开 ８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３５５５￣３

本书以钱大群先生唐典研究各阶段的代表性著述为核心ꎬ 以对 «唐律

疏义» «唐六典» 以及唐代之律、 令、 格、 式的全面系统研究为主要

内容ꎬ 共分为关于唐代 “刑书” 与 «法例» 的讨论、 唐律性质与唐代

法律体系研究综述、 «唐律疏义新注» 评论、 «唐律与唐代法制考辨»
评议、 «唐六典» 及唐代行政法律研究评论、 专题评论等七部分ꎮ

法律史译评
周东平、 朱腾 主编

１６ 开 ４５ ００ 元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２７６７￣１

本书是一部有益于推动国内外法律史学交流的学术成果ꎮ 当前ꎬ 法律史

学研究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发展和转折时期ꎮ 为了推动这门学科持续繁荣

和走向科学ꎬ 我们在充分肯定学界多年来取得的重要进展的同时ꎬ 必须

针对法史研究的缺陷和薄弱环节ꎬ 拓宽研究领域ꎬ 探讨尚未涉及或存有

疑义的新问题ꎬ 提高学术水平ꎬ 更加科学地认识中国法律发展史ꎮ

法律文献引证注释规范 (第二版)
罗伟 主编

３２ 开 ２５ ００ 元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１６５９￣０

本书分两个部分ꎬ 第一部分为法律文献引用注释规范: 基本引注要素

和格式要求ꎻ 中国规范性文献的引注ꎻ 非规范性文献的引注ꎻ 互联

网、 电子化或其他非印刷品资源ꎻ 外文文献的引注ꎮ 第二部分附录ꎬ
列有 «法律缩略词语表»、 美国法律引注常用的 «蓝皮书» 中有关中

国司法、 政府机关、 公报等常用的法律名词的英文缩略词语对照表ꎮ

法治、 政治文明与社会发展
张万洪 著

１６ 开 ３５ ００ 元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２５８１￣３

本书立足于博大精深的法治理论与波澜壮阔的法治实践ꎬ 详细论述了

法治理论之源头与起点、 法治的基础及其灵魂ꎬ 考察了中国语境与传

统之下的法治理论与实践ꎬ 介绍了中外若干重要人物之法治思想与理

念ꎬ 揭示了法治与政治文明和社会发展之间的联系及存在的种种

问题ꎮ

３６

法学学术专著



实践理由与法律推理
陈景辉 著

１６ 开 ３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６６７２￣７

本书主要探讨法律理由与道德理由如何影响到法律推理上的基本看

法ꎮ 法律推理不但表现为依据实践理由进行的公共判断ꎬ 而且还是落

实特定实践理由的具体化过程ꎮ 本书由导言、 方法与问题、 理由与法

律推理、 规则的正当化、 解释理论、 类比推理的理性化、 文献这几大

部分组成ꎬ 对实践理由与法律推理进行深入的探讨ꎮ

法学思维小学堂: 法律人的 ６ 堂思

维训练课

〔德〕 普珀 著 蔡圣伟 译

１６ 开 ２６ ００ 元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９２３８￣２

学会思维说理的方法ꎬ 才能独立得出自己的法学论证ꎻ 在面对从未思

考过的法律问题时ꎬ 才不至于完全没有头绪ꎮ 本书内容不同于传统方

法论教科书的叙述方式ꎬ 而是重在各种方法的实际操演ꎮ 相信您加入

这个方法论密集班之后ꎬ 可在短时间内了解各种不同方法的运用ꎬ 并

有心领神会的喜悦ꎮ

罗马政制史 (第一卷)
〔意〕 马尔蒂诺 著 薛军 译

１６ 开 ４５ ００ 元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６００６￣０

本书作者结合大量的历史文献和现代的考古资料、 碑铭、 纸莎草文献

及前人的研究著作等ꎬ 对罗马早期的氏族时期、 王政时期和共和国早

期的政制基本结构和发展演变的脉络进行了系统的论述ꎬ 本书对中国

法学界和历史学界增加对罗马公法的知识、 重新认识西方古典时代的

政制传统ꎬ 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ꎮ

法律与人类学： 中国读本

朱晓阳、 侯猛 编

１６ 开 ４９ ００ 元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４１６６￣３

中国三十年来法律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跨学科研究的兴起ꎬ 包括在

法律社会学、 法律人类学等跨学科研究中ꎬ 涌现出不少好的作品ꎮ 对

这些作品进行归纳整理ꎬ 为后学者包括法学院和社会学系的学生提供

中国经验读本ꎬ 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ꎮ

法学理论学术专著舒国滢法学作品系列

法哲学沉思录
舒国滢 著

３２ 开 ２６ ００ 元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７２４７￣６

本书是关于法哲学重大命题的思辨ꎬ 行文颇有维特根斯坦 «逻辑哲学

论» 的风格ꎬ 但更适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旨趣ꎮ 法哲学是有诱惑

性的ꎬ 不是因为它的平实朴素ꎬ 而是因为其所讨论主题的严肃性与深

刻性ꎮ 本书在思想性、 可读性等方面均有较高的价值ꎬ 必将给读者带

来阅读和思考的乐趣ꎮ

法哲学： 立场与方法

舒国滢 著

３２ 开 １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７２５６￣８

本书与作者的 «法哲学沉思录» 为姊妹篇ꎮ 本书收录的文章正是作者

在追寻法哲学之路上的阶段性成果、 感悟和方法ꎮ 二者通过不同的体

例、 不同的角度ꎬ 相辅相成地向读者展示了法哲学的学问ꎮ “哲学不

是给予ꎬ 它只能唤醒ꎮ” 本书正是要通过七篇法哲学的文章ꎬ 唤醒人

们对法哲学的重视ꎬ 表达作者的主张ꎬ 阐述其研究的方法ꎮ

其他法学学科专著

制裁论
〔日〕 佐伯仁志 著 丁胜明 译

３２ 开 ３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９０７７￣４

佐伯仁志教授持续 ２０ 年研究制裁理论的真诚之作ꎬ 日本法学界唯一一

部横跨刑、 民、 行三大领域探索制裁制度系统理论的集大成之作ꎮ 本

书从制裁制度的基础理论出发ꎬ 结合日美制裁制度的比较研究ꎬ 对制

裁制度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研究ꎬ 倡导推动制裁方式的多样化ꎬ 寻求

各种制裁方式之间的科学分工ꎬ 从而构建合理且有效的制裁体系ꎮ 这

些探索对于完善我国的制裁理论和制裁制度具有重要参考价值ꎮ

４６



法律书评（１２）
苏力 主编

１６ 开 ３５ ００ 元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３８３５９￣２

本书分为本土墨香、 异域书品、 超越法律、 法学悦读、 跨学科视野等

栏目ꎬ 包括: «中法西绎» 系列书评、 «法律东方主义» 系列书评、
« “达沃斯人” 的黄昏» «英国法治的 “偶像破坏者”» «什么是他的贡

献» 等ꎮ 本书汇集了国内法律学科各个领域优秀的书评ꎬ 具有较强的

理论深度和较高的学术价值ꎮ

水权改革与水利法治之思
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 组织编写

陈金木、 吴强 主编

１６ 开 ５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８２３８￣０

在国力兴盛期ꎬ 水利迎来了史无前例的发展ꎮ 本书共分四个部分: 第

一部分 “水权改革”ꎬ 是对水权改革中的一些重要问题的研究ꎮ 第二

部分 “水利法治” 的研究是在 “当前我国水利发展总体上尚处于 ‘重

建轻管’ 阶段” 的背景下开展的ꎮ 第三部分 “水利改革” 是对其他一

些水利改革问题所作的研究ꎮ 第四部分 “案例评析” 侧重于水利

执法ꎮ

棕树下的正义: 丹宁勋爵衡平司法解

读 （１９４７—１９５７ 年）

薛张敏敏 著

３２ 开 ３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８２７４￣８

中国法律读者对衡平法既熟悉又不熟悉: 熟悉的是历史中的衡平法ꎬ
是它作为普通法的补充而存在的一种法律状态ꎻ 不熟悉的是衡平法的

具体思维方式与在具体判例中的轨躅ꎬ 以及衡平法在何种程度上改变

了或是一直在改变着普通法的发展ꎮ 本书通过丹宁勋爵的衡平司法ꎬ
意图解明法官施展衡平管辖权时的一招一式ꎬ 为研究衡平法提供一个

微观的角度ꎮ

经验与心得： 法学论文指导与写作

«中外法学» 编辑部 编

３２ 开 ３５ ００ 元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７￣３０１￣２７７５５￣３

本文集收录的十一篇文章由两部分组成ꎮ 第一部分来源于 «中外法

学» 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 “法学研究方法与论文写作” 专题刊载的五篇笔

谈ꎬ 作者分别是朱苏力、 陈兴良、 白建军、 陈瑞华、 凌斌五位教授ꎮ
本文集的第二部分源于 «中外法学» 编辑部自 １９９０ 年第 ６ 期至 １９９１
年第 ２ 期 “论文写作指导” 专栏刊载的六篇笔谈ꎬ 作者分别是北京大

学六位泰斗级前辈金瑞林、 魏振瀛、 沈宗灵、 饶鑫贤、 肖蔚云、 储槐

植教授ꎮ

如何写学术论文
宋楚瑜 著

１６ 开 ３５ ００ 元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４１２３￣３

本书为作者写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的作品ꎬ 是宋楚瑜先生获得博士学位

之后、 从政之初撰写的一部学术研究方法的专著ꎮ 作品于 １９７８ 年首次

在台湾发行ꎬ 前后计发行过九版ꎬ 颇受大学生及研究生的喜爱与欢

迎ꎮ «如何写学术论文» 有助于学生完成了学术论文ꎮ 出版中文简体

字版这本书ꎬ 意义亦在于此ꎮ

国际法律伦理问题
〔美〕 莫里特诺、 哈瑞斯 著 刘晓兵 译

１６ 开 ３５ ００ 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３６０７￣９

本书主要论述了全球化背景下的法律职业伦理问题ꎬ 认为律师的执业

领域、 律师执业的当事人以及法律业务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仅限于所在

地域或所在国家ꎬ 律师在执业时需要考虑的法律职业伦理问题也不再

限于某个区域或国家ꎬ 这不仅给律师本身提出了挑战ꎬ 也对法学院的

教育提出了挑战ꎮ

比较法文化论集
李求轶 著

３２ 开 ２６ ００ 元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３００８￣４

本书是笔者编著的第一本比较法制史论文集ꎬ 比较法既是一门基础理论

的科学ꎬ 又是一门实践应用的科学ꎮ “普遍” 与 “差异” 是比较法学中

的对立统一的目标与方法ꎮ 因此ꎬ 比较法学从英国梅因爵士开始ꎬ 就走

向纵横不同的两条路线: 一是以 “普遍” 为目的的地域的、 普遍的比较

法学ꎻ 二是以 “差异” 为目标的民族的、 历史的比较法学ꎮ

５６

法学学术专著



流动的土地: 贵州铜仁地区土地流转

调查

胡戎恩、 田涛 主编

１６ 开 ２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６４９２￣１

本书用法学和社会学的方法ꎬ 对我国当前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的实际情

况进行了专门调查ꎮ 调查的结果不但涉及到土地的流转问题ꎬ 也涉及

到随之而来的农业社会结构和身份变化ꎬ 及土地流转过程中遇到的土

地资源分配所产生的冲突和可能诱发的社会矛盾ꎬ 并且提出了相应的

救济方式与应对措施ꎬ 是研究当前我国土地流转问题的重要作品ꎮ

国际私法 (第二版) (上下卷)
〔德〕 马丁沃尔夫 著 李浩培、 汤宗

舜 译

３２ 开 ４５ ００ 元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４６５４￣５

本书覆盖整个冲突法领域ꎬ 但重心是英国冲突法规则ꎮ 全书分七编ꎮ
第一编是绪论ꎬ 作者探讨了国际私法的范围ꎮ 第二编专门论述英格兰

法院的管辖权ꎮ 第三编论述关于法律冲突的一般规则ꎮ 第四编是人法

和亲属法ꎻ 第五编是债ꎻ 第六编是财产法ꎻ 第七编是继承ꎮ 本书的详

细目录和编、 章、 节简约而醒目的标题ꎬ 使全书内容一目了然地浓缩

在读者面前ꎮ

法律人进阶译丛

法律研习的方法: 作业、 考试和论

文写作 （第 ９ 版）

〔德〕 托马斯Ｍ Ｊ 默勒斯 著

申柳华、 杜志浩、 马强伟 译

３２ 开 ４９ ００ 元 (估)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出版

法律人进阶译丛之一ꎮ 本书是当今德国法学院最流行、 供学生提高专

业学习效率的参考书ꎬ 较为全面地介绍了在德国学习法律中常见的技

能、 方法ꎬ 涵盖了法学院学生的整个学业过程ꎬ 包括学业初始高效学

习、 考试的方法ꎬ 法律学习不同阶段的论文写作: 家庭作业、 研讨课

论文、 本科论文、 硕士论文以及博士论文等ꎬ 文献检索及学术引用规

范技ꎬ 提高学术报告及口试能力的方法ꎬ 等等ꎮ

如何解答法律题: 解题三段论、 正

确的表达和格式 (第 １１ 版增补本)
〔德〕 罗兰德史梅尔 著 胡苗苗 译

Ａ５ 开 ５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９９３６￣４

法律人进阶译丛之一ꎮ 在德国法学教育中ꎬ 绝大部分笔试或者家庭作

业都以案例分析的形式出现ꎬ 因此学会以法言法语正确表达法律观点

尤为重要ꎮ 本书立足于初学者的水平ꎬ 旨在解决学生如何用有效的语

言解答法律试题这一问题ꎮ 通过详细阐述笔试和家庭作业中应当采用

的正确表述方式ꎬ 以及由于表述不清而可能产生的错误ꎬ 作者以令人

印象深刻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笔试和家庭作业中的技巧ꎮ

民法学入门: 民法总则讲义·序论

（第 ２ 版增补本）

〔日〕 河上正二 著 王冷然、 郭延辉 译

３２ 开 ４９ ００ 元 (估)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３０１５４￣８

法律人进阶译丛之一ꎮ 本书不单是学习民法的入门读物ꎬ 更是理解民

法体系的导航灯ꎮ 最大特色是采取案例分析方式分析民法上的若干重

要问题ꎬ 如民事责任的认定ꎬ 权利滥用、 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的实际

应用ꎬ 民法典的形成ꎬ 民法解释论ꎬ 民法与宪法的关系等ꎮ 全书对这

些极其抽象理论化的问题娓娓道来ꎬ 不仅会让没有学过民法的人建立

起民法的基本理念ꎬ 还能让学过民法的人重新领会到民法学的奥妙ꎮ

奥地利民法概论: 与德国法相比较

〔奥〕 伽布里菈库奇奥、 海尔穆特库

奇奥 著 张玉东 译

３２ 开 ２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９４７８￣９

法律人进阶译丛之一ꎮ 全书对奥地利民法中最为重要的制度进行了集

中阐述ꎬ 包括民事主体制度、 合同法、 不当得利制度、 无因管理制

度、 侵权法、 物权法、 家庭法、 继承法及诉讼时效制度等ꎮ 作者着重

指出了奥地利法与德国法上相关规定的不同之处ꎬ 以展现两国法律对

同样问题解决上的不同路径及奥地利民法自身所具有的特色ꎮ

６６



«月旦法学» 判例研究汇编

《月旦法学》 刑事法判例研

究汇编
赵秉志 主编

１６ 开 １３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５３４２￣７

本书对元照出版公司已出版的 «月旦法学» 杂志 ２００ 期中刊载的诸多

刑事法判例进行了选摘、 整理ꎬ 并汇编成册ꎮ 这些判例研究成果虽然

在形式上表现为对一个个具体案件的研究ꎬ 但每项研究成果均结合案

情ꎬ 对一个或者若干个刑法理论上的疑难问题展开了深入分析和探

讨ꎬ 研究领域涉及犯罪构成、 犯罪形态等问题ꎮ

《月旦法学》 民事法判例研

究汇编
赵万一、 郑佳宁 主编

１６ 开 １２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６６２５￣０

本书对台湾元照出版公司已出版的 «月旦法学» 杂志 ２００ 期中刊载的

台湾著名民商事法学者撰写的民商事法判例进行了选摘、 整理ꎬ 并汇

编成册ꎬ 包括物权、 债权、 知识产权、 婚姻家庭继承等七部分ꎮ 本书

所选论文普遍采取了法教义学与比较法相结合的研究方法ꎬ 论述充

分ꎬ 是判例研究的精品佳作ꎬ 值得大陆民商法学界品读借鉴ꎮ

中国司法改革实证研究丛书

精神病人刑事司法处遇机制

研究
贺小军 著

１６ 开 ３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４９８２￣６

本书围绕精神病人的司法处遇和强制医疗ꎬ 以及如何在社会安全和保

障人权之间找寻平衡点等问题ꎬ 运用比较、 实证与交叉学科的方法ꎬ
借助宪法学、 刑法学、 刑事诉讼法学、 精神病学等基本理论ꎬ 对精神

病人的刑事司法处遇制度与实践予以探索与评析ꎬ 旨在最终提出如何

完善我国精神病人刑事司法处遇机制的改革设想ꎮ

公安机关刑事案件审核制度实

证研究: 以侦查权力的控制为视角

唐雪莲 著

１６ 开 ３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６７７７￣６

本书主要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ꎬ 借助其他社会科学的相关理论ꎬ 从规

范与经验两个层面对公安机关刑事案件审核制度的实践运作、 发展状

况进行考察分析ꎬ 在此基础上ꎬ 以案件审核制度为重点ꎬ 探讨侦查权

的内部控制机制的改革与完善ꎬ 并提出了具体的完善路径ꎮ

环境纠纷行政解决机制实证

研究
冯露 著

１６ 开 ３０ ００ 元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６５６０￣４

针对实践中的环境纠纷现状及日益突出的环境问题ꎬ 本书作者运用定

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实证方法ꎬ 综合采用访谈及问卷调查的方式ꎬ 对实

践中环保部门受理的环境纠纷状况和解决纠纷的运作进行了考察ꎬ 确

定了纠纷解决效果的评价标准ꎬ 并对该效果进行了评估ꎬ 指出现行行

政解决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完善对策ꎮ

司法与政治: 中美法院预算过程比较

研究

张洪松 著

１６ 开 ３６ ００ 元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６５７９￣６

本书作者运用比较实证的研究方法ꎬ 以美国法院的预算构成作为参照

物ꎬ 通过对中国和美国法院预算制度多方面的比较ꎬ 试图清晰地阐明

中国法院的预算体制的形成渊源、 现状以及改革的实质ꎮ 本书结尾ꎬ
作者给出了比较的结论: 一个好的法院预算制度ꎬ 应当是权变的、 独

立的、 可问责的以及理性的ꎮ

７６

法学学术专著



司法运作与国家治理的嬗变: 基

于对四川省级地方法院的考察

赖波军 著

１６ 开 ５６ ００ 元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５４１２￣７

本书通过对四川省级地方法院的实地考察ꎬ 较为系统地研究了省

级地方法院的历史变迁、 权力配置、 审判运行、 支持系统、 对辖

区的社会控制以及外部关系ꎬ 提出并阐述目前省级地方法院结构

运行中的几个重要概念———司法权质的稀释、 等级链、 专 业 化、
权力控制、 服从大局等ꎬ 期望有助于理性认识和积极推动新时代

背景下的司法体制改革ꎮ

上下级法院审判业务关系研究
杜豫苏 著

１６ 开 ３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５２９８￣７

本书围绕上下级法院审判业务关系这一改革关注点ꎬ 细腻梳理了

现实存在的九个方面审判业务关系ꎬ 并运用基础分类法和多视角

分类法对中国上下级法院审判业务关系进行了多层面、 多视角划

分ꎬ 有助于对错综复杂的上下级法院审判业务关系网有一全景式

概览ꎮ 同时对上下级法院审判业务关系的实际运行效果进行了多

维度实证评价ꎮ

刑事司法鉴定程序的正当性
陈邦达 著

１６ 开 ４６ ００ 元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５２１６￣１

本书围绕如何提高刑事司法鉴定程序的正当性这一核心命题ꎬ 运

用实证和比较研究方法ꎬ 借助诉讼法学、 司法鉴定学等基本理论

展开研究ꎮ 描述归纳了我国刑事司法鉴 定 运 作 状 况 及 存 在 的 问

题ꎬ 借鉴法治国家或地区的相关经验ꎬ 为我国刑事鉴定制度的完

善建言ꎮ 本书系统阐释了如何提升刑事鉴定启动程序的正当性等

问题ꎮ

中基层法院法官任用机制研究
左卫 民、 金 亮、 黄 翀、 王 禄 生、 张 洪

松 著

１６ 开 ４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５４９０￣５

随着中央大力推进新一轮司法改革ꎬ 尤其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 “推动

省以下地方法院、 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ꎬ 对中基层法官任用制度

的实证研究就显得尤为紧迫、 重要ꎮ 本书关于中、 基层法院法官任用

机制的实证研究ꎬ 能够为当前正在推进的司法改革尤其是法院的人财

物省级统管改革提供重要参考ꎮ

中国特色案例指导制度研究
左卫民、 陈明国 编

１６ 开 ５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５３９４￣６

本书是 “中国特色案例指导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课题组的调研成果ꎮ
课题组综合运用比较研究、 历史研究、 实证研究等方法ꎬ 同时ꎬ 结合

理论研究与实证调研起草 « ‹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 的实施细则

(建议稿)»ꎬ 着力构建一种以法院为主导、 社会广泛参与ꎬ 以 “用”
为依归回应 “选” 与 “编” 的中国特色案例指导制度ꎮ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学文库

核能规制与行政法体系的变革
伏创宇 著

１６ 开 ５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８１４２￣０

核能规制具有不同于一般政府规制的特点ꎬ 其对传统行政法的理论革

新ꎬ 特别对国家权力的配置模式转换提出了要求ꎮ 核能损害赔偿的归

责原则、 主体、 因果关系判断、 赔偿数额确定ꎬ 应结合核能规制的特

点ꎬ 在营运者与国家之间进行分配ꎮ 本书对核能规制模式的探讨ꎬ 对

我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ꎮ

８６



行政法与现代国家之构成：
两大法系行政法结构性特质形成之探析

杨利敏 著

１６ 开 ３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７４３５￣４

运用有关现代国家的政治哲学和政治社会学理论ꎬ 深入到英法两国民

族———国家的历史过程中去探析两大法学结构性差异形成的原因ꎬ 并

对此提出了具有较强说服力的解释ꎮ

美国囚犯战争
姜文秀 著

１６ 开 ３５ ００ 元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６６８４￣７

美国监禁人数达到 ２３０ 万人ꎬ 庞大的监禁数量造成美国监狱拥挤ꎬ 监

禁条件恶化ꎮ 为了解决囚犯战争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ꎬ 美国在长期的

法律实践中ꎬ 不断发展、 充实、 完善社区矫正制度以及私营监狱制

度ꎮ 美国社区矫正事业在曲折发展的历程中ꎬ 不仅为世界各国留下了

不可多得的深刻教训ꎬ 而且提供了社区行刑的宝贵经验ꎮ

民法学视野中的情谊行为
王雷 著

１６ 开 ３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３５９１￣１

本书根据情谊行为事实上所发生的生活领域ꎬ 结合现有民法理论体

系ꎬ 将广义的情谊行为类型化为纯粹的情谊行为、 情谊合同等ꎬ 在对

情谊行为理论的核心争议———情谊行为和民事法律行为的区分———的

研究过程中首创并细化利益动态衡量方法ꎬ 并通过该方法得出情谊行

为和民事法律行为区分问题上的两个实体性论证规则ꎮ

共犯论研究
林维 主编

１６ 开 ８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３５５０￣８

本书采取主题报告及评论的形式ꎬ 讨论了共犯论这一刑法理论中 “黑

暗而绝望” 的一章ꎮ 内容涉及共犯关系的脱离、 共犯与身份、 教唆犯

的独立性和附属性、 帮助犯的因果关系以及加重犯之共同正犯等问

题ꎬ 并忠实记录了海峡两岸中青年刑法学家之间的观点碰撞、 批评质

疑ꎬ 客观呈现了迥异之论证、 尖锐之立场ꎬ 以期逐步厘清所涉之迷思ꎮ

宪法权利解读
马岭 著

１６ 开 ５６ ００ 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３１１６￣６

全书上篇关注的是有关宪法权力中的某些原理性内容ꎮ 作者对 “权力

来自权利” 的公论提出了质疑ꎬ 对权力与权利之间的构建、 转让等复

杂关系作了严密的逻辑推理和论证ꎮ 下篇逐一分析了各种宪法权力ꎬ
如议会权力、 政府权力、 军事权力、 司法权力等ꎬ 对这些我国宪法学

界研究不多的领域进行了较为系统、 深入的挖掘ꎮ

元照法学文库

制度设计型行政法学
刘宗德 著

１６ 开 ５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１９５２￣２

行政法学系以民事法学为典范ꎬ 并试图脱离其法理束缚而自立ꎮ 其结

果ꎬ 虽成功地将国家权力导入法律形式予以规范ꎬ 但亦不免须对公权

力活动予以特別处理ꎮ 甚且ꎬ 采取私法形式或非型化之行政活动不断

增加ꎬ 欲掌握行政活动之全貌ꎬ 诚非易事ꎮ 本书亦系基于对传统行政

法学之批判意识ꎬ 针对行政法学之制度设计ꎬ 希冀建立作者自身之行

政法学方法论ꎮ

契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保护

客体
陈忠五 著

１６ 开 ３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２５７１￣４

本书从民事责任法保护客体的角度切入ꎬ 论证契约责任与侵权责任在

权利或利益的保护问题上ꎬ 是否具有区别的正当性ꎮ 在研究方法上ꎬ
本书先探讨契约责任法如何看待权利与利益的区别问题ꎬ 再从权利与

利益在契约责任法上的定位所获得的启发ꎬ 重新思考侵权责任法应如

何看待权利与利益的区别问题ꎮ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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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事诉讼法
许士宦 著

１６ 开 ５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１９４１￣６

本书叙述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继受自德、 日等国之 “民事诉讼法” 施行台

湾地区以后ꎬ 历经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 ２０ 年之论争、 批判ꎬ 终于 ２０００
年左右被大幅度修正ꎬ 借以落实宪法理念而保护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

之实体利益及程序利益ꎮ 而在审理模式上ꎬ 改采集中审理主义ꎬ 充实

审理及促进诉讼ꎮ

债权法之现代化
陈自强 著

１６ 开 ３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１９４３￣０

近年来ꎬ 世界契约法之整合加速ꎮ 面对全球化之契约法变局ꎬ 日本

２００６ 年启动债权法修正ꎬ 试图对其契约法进行大刀阔斧之改革ꎮ 本书

前四章就中国台湾 １９９９ 年之债编及成年监护制度之修正ꎬ 提供一愚之

得ꎮ 后四章介绍日本债权法修正之初步成果ꎮ 第九章乃简要说明此影

响之轨迹及消长ꎮ 第十章则为笔作者对民法学习之感想ꎮ

整合中之契约法
陈自强 著

１６ 开 ３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０９５５￣４

世界契约法正处于整合阶段ꎬ 其规模可分为全球性的与区域性的ꎮ 本

书前三章一方面介绍德国消费借贷及代办商之发展并检讨台湾地区之

现行规定ꎬ 另一方面彰显该发展乃区域性整合之一部分ꎮ 后三章则为

全球性契约法整合之说明ꎬ 主要从法律适用之角度ꎬ 观察各国或地区

制定之契约法原则或其他形态之 Ｓｏｆｔ Ｌａｗ 究竟有何作用ꎮ

侵权违法性与损害赔偿
陈聪富 著

１６ 开 ３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９９０９￣１

本书主要内容包含二部分: 第一部分关于侵权行为法的违法性概念ꎬ
第二部分为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责任ꎮ 在侵权行为的违法性方面ꎬ 本

书主要探讨违法性概念的内涵ꎬ 及违法性与过失概念的区辨ꎮ 除整理

法国、 德国、 日本及英美等国关于违法性的意涵外ꎬ 并发现我国台湾

地区法院实务关于侵权责任成立ꎬ 逐渐由权利侵害发展为违法侵害ꎮ

批判民法学的理论建构
薛军 著

１６ 开 ４６ ００ 元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９９９８￣５

本书围绕社会变迁与民法理论的转型、 法律行为基础理论的批判性反

思、 人格权基础理论以及民法典编纂等问题ꎬ 针对市场经济的民法观

念、 私法立宪主义、 民法与宪法的关系、 法律行为的合法性问题、 法

律行为与立法模式的选择问题、 人格权的立法模式、 一般人格权问题

以及中国民法典编纂的价值基础问题ꎬ 展开了深入论述ꎮ

物上请求权的功能与理论基础
王洪亮 著

１６ 开 ３０ ００ 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０９０００￣８

本书旨在论证物上请求权的制度功能及其边界ꎬ 并寻找其统一的理论

基础ꎮ 在分析物上请求权的具体类型ꎬ 即原物返还请求权、 排除妨害

请求权以及妨害防止请求权的构成、 功能、 效力的基础上ꎬ 明确了物

上请求权独立的制度价值ꎬ 并尝试构建统一的物上请求权制度ꎬ 以否

认责任为理论基础ꎬ 形成跨越物权与债权的更抽象的否认请求权制度ꎮ

证据法的体系与精神: 以英美法为

特别参照

易延友 著

１６ 开 ４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７２６５￣０

本书首先着力确定证据法学的研究对象ꎬ 以此为基点探求适合于证据

法学研究的研究方法ꎬ 制作该学科的基本概念ꎬ 提出该学科的基本命

题ꎬ 以求最终整合为该学科的完整的理论体系ꎮ 本书以英美证据规则

为切入点ꎬ 以美国 «联邦证据规则» 为基本线索ꎬ 以求得对证据法学

研究对象、 研究方法和基本概念等方面完整精确的答案ꎮ

干预处分与刑事证据
林钰雄 著

１６ 开 ３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６１８９￣０

本书的写作源于作者在德国留学时导师的一堂生动讲座ꎬ 导师讲的一

则案例令作者十分不解: 德国嫌犯怎么会笨到就医后还留下真实姓

名? 德国医生护士怎么胆敢拒绝警方的要求? 及至 １９９８ 年作者执教之

际ꎬ 诸如 “因采职权主义故对证据种类、 能力不设限制” 等诸多根深

蒂固的误解ꎬ 使作者为了正本清源而集十年之功完成本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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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世背景下的中国与国际经

济法
孔庆江 著

１６ 开 ３６ ００ 元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３３５３￣８

本书由作者已经发表的七篇文章组成ꎬ 这些文章均发表于国际知名

的经济法律学术刊物ꎮ 书中各篇文章看似独立ꎬ 实则相互关联ꎬ 它们

从不同角度考察了中国加入 ＷＴＯ 之前的历史背景和历程以及加入

之后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ꎮ 虽然中国已经加入 ＷＴＯ 并在各方面有了

很大进展ꎬ 但本书的内容并未因此而显得 “过时”ꎬ 仍有着重要的作

用和价值ꎮ

罗马法提要
周枏 著

１６ 开 ２５ ００ 元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４３２９￣２

本书系由作者 １９８１ 年以来在西南政法学院、 安徽大学法律系和华东政

法学院等院校讲授罗马法时所用的讲义而成ꎬ 初版之后一直未再版ꎮ
此次重装再版ꎬ 一方面是由于罗马法作为万法之源的基础地位和重要

意义ꎬ 为当前罗马法或民法的研习者ꎬ 提供简明扼要但又不失完整的

理论指导和介绍ꎮ 另一方面是由于作者在罗马法研究方面取得的伟大

成就使然ꎮ

罪过形式论
姜伟 著

１６ 开 ４５ ００ 元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３９１９￣６

罪过形式ꎬ 说其简单ꎬ 是因为罪过问题似乎一目了然ꎬ 极其浅显ꎻ 说

其复杂ꎬ 是因为罪过问题涉及学科较广ꎬ 人们常常难以自圆其说ꎻ 说

其混乱ꎬ 是因为罪过问题聚讼纷如ꎬ 令人困惑且望而却步ꎮ 于是ꎬ 罪

过理论成为刑法体系中易而最易与难而更难的 “司芬克斯之谜”ꎮ 围

绕这些问题ꎬ 作者借助一只妙笔向人们展示罪过理论的奇异领域ꎮ

公司证券重要争议问题研究
冯震宇 著

１６ 开 ３９ ００ 元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２８５８￣９

本书是公司证券法学者冯震宇教授的著作ꎮ 冯教授的这本著作内容丰

富、 见解精辟ꎬ 不但包括与公司治理有关的问题ꎬ 还特别针对通讯投

票、 结算交割、 股务作业、 券商与网络交易等证券市场的重要问题进

行探讨ꎬ 对企业并购与技术入股所涉及的租税问题与公司法问题也有

所讨论ꎬ 凸显出作者在公司证券法律领域的研究深度与广度ꎮ

佟柔中国民法讲稿
佟柔 著 周大伟 编

１６ 开 ３６ ００ 元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３５４４￣０

本书是我国已故著名民法学家佟柔教授生前在民法总则的教学和研究中

相关论述的集合ꎮ 书中所编辑的文字多为佟柔先生生前颇有影响的演讲

记录、 教材、 论文著述ꎬ 以及编辑者个人的课堂笔记ꎮ 经过佟柔先生的

学生周大伟先生按照我国民法总则的体系加以编排后ꎬ 我们相信ꎬ 这一

作品基本上可以展现佟柔先生在民法总则教学和研究中的成果和心得ꎮ

诉讼认识论纲: 以司法裁判中的事实

认定为中心

吴宏耀 著

１６ 开 ３５ ００ 元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３３７９￣８

本书针对传统证据法学的 “客观真实理论”ꎬ 以客观真实能否作为

(刑事) 裁判的证明标准为着眼点ꎬ 指出了传统论证思路中的逻辑悖

谬ꎮ 在案件事实双重视角和裁判者双重认识客体这两个理论前提之

上ꎬ 全文依次详细研究了有关事实认定活动的四个问题ꎮ 最后结合英

美经验主义哲学对 “优势证据” 和 “排除合理怀疑” 作了新的思考ꎮ

过渡时代的民法问题研究
葛云松 著

１６ 开 ３８ ００ 元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３３７１￣２

本书是作者在 １９９８—２００７ 年间发表的多数学术论文的汇编ꎮ 这些论文

广泛涉及了民法上的法人制度、 法律行为、 物权、 债权、 人格权等领

域ꎬ 并兼及行政法的若干具体问题ꎮ 其中既有对一些重要的基本概念

的深入梳理ꎬ 也有对聚讼纷纭的热点问题的深入剖析ꎬ 许多观点都是

国内第一次提出ꎬ 所使用的方法在国内学者中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和

创新性ꎮ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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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执法与私人执法的比较经

济研究
李波 著

１６ 开 ２５ ００ 元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３２４６￣３

人们通常认为政府执法机构的存在是理所当然的ꎮ 然而ꎬ 并不是所有

的法律都必须由政府 (公共) 部门来执行ꎮ 私人执法模式与我们所熟

悉的政府 (公共) 执法模式在经济学上有什么区别? 应该如何评价不

同执法模式的成本和效果? 本书试图从经济学的角度对上述问题作出

进一步的探索ꎬ 以期引起对此类问题更多的关注和研究ꎮ

近代中国的法律与学术
俞江 著

１６ 开 ３９ ００ 元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３１４１￣１

本书的主要内容ꎬ 选自作者近十年来公开发表过的有关近代中国法律

史的论文ꎬ 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近代法律史中的法学发展与法

学人物ꎬ 第二部分是近代法律修订ꎬ 第三部分是近代司法ꎮ 这些论文

是在不同时期完成的ꎬ 反映了作者关心的不同主题ꎮ 通过具体的事例

或个案ꎬ 展现近代中国的立法和司法状况ꎮ

诉讼权保障与裁判外纷争处理
沈冠伶 著

１６ 开 ３９ ００ 元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２８５７￣２

«诉讼权保障与裁判外纷争处理» 一书探讨了民事诉讼的基础理论

与重要制度性问题ꎬ 并重点分析了裁判外纠纷处理制度ꎮ 本书所讨

论的示范诉讼契约、 仲裁鉴定及律师和解等重要制度ꎬ 均属学界尚

未重视的问题ꎬ 有一定的开创性ꎮ 华东政法大学陈刚教授为本书

作序ꎮ

企业组织重组法制
王志诚 著

１６ 开 ３６ ００ 元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２８３７￣４

本书是专门探讨公司重组问题的专著ꎬ 对于大陆公司法实践有着重要

的现实意义ꎮ 本书首先探讨了建立公司并购法制的标准ꎬ 接下来探讨

了公司合并、 分立、 股份转换、 以及金融机构并购及变更组织的法制

等ꎬ 试图从理论上提出公司组织方面的改革之道ꎮ 书中所述问题也是

大陆面临的现实问题和难题ꎬ 书中的一些建议当能为大陆公司实践提

供借鉴和参考ꎮ

代理权与经理权之间: 民商合一与

民商分立

陈自强 著

１６ 开 ２９ ００ 元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２８３４￣３

本书以代理权的范围为主线展开论述ꎬ 并藉由对民事代理与商事代理

分合关系的讨论ꎬ 回顾了民法与商法在私法历史发展史上的分合关

系ꎬ 并对未来二者的关系作了展望和预测ꎮ 作者深厚的理论功底以及

对大陆法系民商法理论的熟稔程度在该书中一览无余ꎻ 其对民商合一

或分立问题的不同解读当能引起大陆学者重视和思考ꎮ

刑事一体化论要
储槐植 著

１６ 开 ３２ ００ 元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２７５２￣０

本书作者储槐植先生是我国老一辈著名刑法学家、 北京大学法学院资

深教授ꎮ 在几十年的学术研究生涯中ꎬ 作者对包括刑法学、 犯罪学和

监狱学在內的刑事法诸领域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透

视ꎬ 逐渐形成了以刑事一体化理论为核心的极具学术标签意义的学术

思想ꎬ 本书是作者刑事一体化学术思想的浓缩与精华ꎮ

政治视域的刑法思考
刘树德 著

１６ 开 ３４ ００ 元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０４０７￣１

从本书的内容来说ꎬ 基本上涉及刑事立法权与刑事司法权这两个部

分ꎮ 对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进行某种政治学的分析ꎬ 其中包含的一个

主题就是民主: 立法民主与司法民主ꎮ 本书虽然是以政治为视域ꎬ 但

分析的都还是刑法问题本身ꎮ 作为一种超规范的思考ꎬ 它可以使我们

对刑法问题的思考更加深入、 更加开阔ꎬ 从而达到一种更高的学术

境界ꎮ

２７



民法总则讲要
谢怀栻 著

１６ 开 ２８ ００ 元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１４９３￣３

本书是我国已故著名民法学家谢怀栻生前关于民法总则的相关论述及

立法建议ꎬ 书中所收论文多为谢老生前颇有影响的著述ꎬ 经张谷老师

按照我国民法总则的体系加以编排ꎬ 集中展现了作者在民法总则方面

的心得ꎮ 其中有些观点甚至当今看来都具前瞻性的ꎬ 对当前的民法学

研究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ꎮ

民国法学名家精选

德国的政府
钱端升 著

３２ 开 ２３ ００ 元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５４０１￣４

本书由商务印书馆初版于 １９３４ 年ꎬ 是钱先生一个庞大的研究计划的一

部分成果——— “著者的计划ꎬ 想把英、 美、 法、 德、 日、 俄的政府合

著成一本书”ꎮ 此计划穷钱先生数年之力ꎬ 最终未竟全功ꎬ 多有遗憾ꎮ
本书对德国宪政史和德国政治组织的架构与运转进行了深入的阐述ꎬ
尤其详尽考察了魏玛宪法这一德国宪法史上的丰碑ꎮ

法国的政府
钱端升 著

３２ 开 ２０ ００ 元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５３８８￣８

本书为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末、 ３０ 年代初由钱端升先生撰写ꎬ 当初作者的

写作意图是ꎬ 希望将英、 美、 德、 法、 日、 俄等先进国家的政治制度

和政府组织介绍给当时政局很不稳定的中国政坛和研究者ꎮ 本次重版

«法国的政府»ꎬ 首先是为了缅怀先人ꎬ 其次是为了记住那段历史ꎬ 再

次是作为资料ꎬ 使研究者有可依之据ꎮ

法学绪论
韩忠谟 著

３２ 开 １９ ００ 元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５４００￣７

作者深感中国自清末变法以来ꎬ 法律研究偏重于移植外国法制ꎬ 注释

法学之流弊深重ꎬ 而忽略对法学理论与思想的探讨ꎬ 这对于培养法学

新人殊为不利ꎬ 因此本书着重从远大处把握法律的全貌ꎬ 以启发初学

者的研究兴趣ꎬ 与其他法律课程既无重复之处ꎬ 而且能彼此配合ꎬ 相

得益彰ꎬ 被誉为台湾法学界的经典之作ꎮ

刑法原理
韩忠谟 著

３２ 开 ２９ ００ 元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５２７１￣３

本书以刑法基本原理为叙述客体ꎬ 对刑法原理进行了体系性的展开与

阐述ꎬ 揭示了刑制演变与刑事思潮之间的相关性ꎬ 并对中国固有的中

华法系传统的律学文化与外来的大陆法系刑事法制的关系ꎬ 进行了深

入的剖析ꎮ 正因为本书重视对刑法基本原理的解析ꎬ 因而虽刑法条文

因时变动ꎬ 本书的理论价值却未曾削减ꎮ

大陆法与英美法的区别
杨兆龙 著 陈夏红 编

３２ 开 ２２ ００ 元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５４５２￣６

本书所选文章篇篇都是杨兆龙先生治学的精华ꎬ 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一

代法学大家的风范ꎬ 视野开阔ꎬ 举重若轻ꎬ 非一般法学匠人可比ꎮ 即

以大陆法与英美法的区别如此法学常识性的题目ꎬ 编者读过很多法学

家的解析ꎬ 但仍以为杨先生这一篇是最为透彻精当的ꎬ 尤其详尽考察

了魏玛宪法这一德国宪法史上的丰碑ꎮ

公法与政府管制丛书

医患关系: 责任政府下的法律规制

研究

胡汝为 著

１６ 开 ３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１４２８￣２

本书试图从宏观层面ꎬ 运用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ꎬ 描述政府对以医患

关系为核心的医疗服务市场的法律规制在宪法选择、 集体选择与操作

选择三层次规则的发生和遵守过程ꎬ 而在每一层次的微观层面ꎬ 把案

例分析法以及托梅恩和夏皮罗的规制分析法嵌套于医疗行业的政府规

制个案中ꎮ

３７

法学学术专著



行政执法与政府管制
刘恒 主编

１６ 开 ４６ ００ 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１４２７￣５

本书通过对行政执法与政府管制一般理论的分析ꎬ 深入探索在政府管

制革新背景下的环境、 卫生、 农业、 文化、 交通以及城市管理等领域

的行政执法改革ꎬ 在提出符合我国行政生态并具有可行性改革方案的

基础上ꎬ 总结出我国未来行政执法理念、 执法体制、 执法程序和执法

手段的一般发展趋势ꎬ 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ꎮ

中国股票公开发行监管的合同

选择
柯湘 著

１６ 开 ２６ ００ 元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５３９８￣７

本书根据中国股票市场的具体情况ꎬ 以交易的顺利与否为标准将交易

费用划分为原生交易费用和次生交易费用两种ꎮ 在此分类基础上ꎬ 本

书以我国政府为解决投资者进入全国性股票市场时面临的原生交易费

用和次生交易费用而选择的监管合同为主线ꎬ 展现了交易费用在中国

股票公开发行审核制度变迁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ꎮ

农村环境管制与农民环境权保护
李挚萍、 陈春生 等著

１６ 开 ３９ ００ 元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５２０４￣１

本书在大量的社会调查和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完成ꎮ
作者对农民环境权益受侵害的状况、 农民的环境权利意识、 环境维权

能力进行了大量的实证调查ꎬ 对农民环境权益保护的路径和制度选择

进行了深入的探讨ꎬ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中国农村环境保护立法和环

境管理进行了总体评价和分析ꎬ 提出了完善建议ꎮ

政府管制的行政法解读
刘莘 著

１６ 开 ４９ ００ 元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５１７８￣５

«政府管制的行政法解读» 一书是作者刘莘最近七八年来对中国行

政法深入观察和思考的最新成果汇编ꎬ 内容包括行政法基础理论研

究、 变迁时代的中国行政法和政府管制与行政法三篇ꎮ 本书对想要

了解中国行政法的发展历程和前沿问题研究状况的读者来说ꎬ 颇有

益处ꎮ

司法判决的生产方式: 当代中国法

官的制度激励与行为逻辑

翁子明 著

１６ 开 ２９ ００ 元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５１３２￣７

本书以制度分析为框架ꎬ 以法官的制度激励和行为逻辑为切入点ꎬ 对

当代中国司法制度分别从政治的、 管理的、 法理的和技术的四个方面

展开论述ꎮ 笔者认为ꎬ 当代中国的司法制度ꎬ 是以法院内部严格的层

级化组织结构和行政化管理方式ꎬ 将审判活动控制在适用法律解决纠

纷的范围内ꎬ 在解决纠纷之中积极响应政治的要求ꎮ

行政许可与政府管制
刘恒 主编

１６ 开 ３９ ００ 元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１５３９￣８

政府管制是否为公法学研究提供了替代性范式ꎬ 是一个富有争议

性的问题ꎬ 而无论争议是否有结果以及争议的结果如何ꎬ 政府管

制作为一种研究范式为公法学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ꎬ 提供了新

的概念、 术语、 研究方法和技巧ꎬ 这是难以否定的ꎮ 本书收录了

公法学领域诸多知名学者的论文ꎬ 对政府管制、 行政许可的理论

和实践进行了深刻探讨ꎮ

典型行业政府规制研究
刘恒 主编

３２ 开 ２６ ００ 元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１４９５￣７

本书以极具政府规制色彩的证券、 房地产、 邮政、 食品卫生、 水利和

煤炭等六个典型行业为研究对象ꎬ 在掌握大量实证材料的基础上ꎬ 分

析了我国政府规制的现状和问题ꎬ 探寻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路径ꎬ 力图

在理论探索方面有所突破ꎮ 本书兼备理论分析与实务应用ꎬ 具有相当

参考价值ꎮ

４７



美国法精解书系

美国刑事诉讼法精解 (第一卷·刑

事侦查) (第四版)
〔美〕 德雷斯勒、 迈克尔斯 著

吴宏耀 译

１６ 开 ７９ ００ 元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４７０１￣６

作为 Ｌｅｘｉｓ 出版公司 “美国法精解书系” 之一ꎬ 本书简明扼要地论述

了美国刑事诉讼法几乎所有的重要规则ꎬ 清晰地描述了刑事诉讼法规

则ꎬ 厘清了宪法性规则的发展脉络ꎬ 避免了繁琐的材料堆积ꎬ 摆脱了

传统教材中依附司法论理过程的弊端ꎬ 对我国刑事诉讼法领域的读者

来说也是一本很好的参考读物ꎮ

美国刑事诉讼法精解 (第二卷·刑

事审判) (第四版)
〔美〕 德雷斯勒、 迈克尔斯 著

魏晓娜 译

１６ 开 ４９ ００ 元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４８０４￣４

本书全面简明扼要地论述了美国刑事诉讼法几乎所有重要规则ꎮ 本书

的写法非常适合非英美法国家的学生: 清晰地描述刑事诉讼法规则ꎬ
滤清了宪法原则的发展脉络ꎬ 避免了繁文缛节的材料堆积ꎬ 并摆脱了

美国法教材中依附司法论理过程的弊端ꎮ 本书主要适用于试图了解美

国刑事诉讼程序的法学院学生ꎮ

律师职业道德的底线 (第三版)
〔美〕 弗里德曼、 史密斯 著

王卫东 译

１６ 开 ４９ ００ 元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４７０９￣２

本书向读者描绘了一幅关于美国律师职业道德的全景图ꎮ 在这里ꎬ 职

业道德绝非空洞的口号和枯燥的说教ꎬ 因为它在司法实践中早已发展

为有血有肉的具体制度与规则ꎮ 通过阅读本书ꎬ 不仅可以熟悉美国执

业律师应遵守的职业道德规则ꎬ 同时也能对美国的整体司法理念和制

度有一定了解ꎬ 达到 “窥一斑而知全豹” 的目的ꎮ

美国财产法精解 (第二版)
〔美〕 斯普兰克林 著 钟书峰 译

１６ 开 ８９ ００ 元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４６９９￣６

本书共四十章ꎬ 大致可以分为三大部分ꎬ 结构合理ꎬ 内容丰富ꎬ 富有

时代气息ꎬ 吸收了美国联邦、 各州法院的最新判例以及美国法学界的

最新研究成果ꎬ 介绍了美国财产法的基本概念和法理基础ꎮ 本书广受

美国法学学生的欢迎ꎬ 比较适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ꎮ 阅读本书可以

了解美国财产法的全貌和精髓ꎬ 也有助于思考如何完善中国物权法律

制度ꎮ

美国死刑法精解 (第二版)
〔美〕 卡特、 克赖斯伯格、 豪尔 著

王秀梅 等译

１６ 开 ４９ ００ 元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４６９７￣２

本书共分 ２４ 章ꎬ 以美国的社会、 文化、 种族和宗教为背景ꎬ 从规范美

国死刑程序的宪法性审查角度、 从分析美国宪法第八修正案法律结构

的角度、 从死刑存废之争等多角度对美国死刑这一错综复杂的问题进

行了全面的阐释ꎻ 同时ꎬ 结合典型案例及法官的司法意见ꎬ 对死刑案

件的定罪、 量刑程序问题等制度问题ꎬ 以及未来死刑适用等问题进行

了详尽的分析ꎮ

美国货物买卖和租赁精解
〔美〕 劳伦斯、 亨宁 著 周晓松 译

１６ 开 ３９ ００ 元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４６９６￣５

本书以美国 «统一商法典» 第 ２ 篇货物买卖、 第 ２Ａ 篇货物租赁为基

础ꎬ 系统地介绍、 讲解了美国货物买卖和租赁的基本制度ꎮ 针对货物

买卖这一具体对象ꎬ 论述了买卖合同的缔结、 合同条款、 履行、 违约

等基本问题ꎮ 每一具体部分的论述都涵盖了丰富的知识点、 富有逻辑

的论述以及大量的案例ꎮ

５７

法学学术专著



美国保险法精解 (第四版)
〔美〕 杰瑞、 里士满 著 李之彦 译

１６ 开 ４９ ００ 元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４６８７￣３

全书以保险合同的订立过程为主线ꎬ 将纷繁复杂的保险合同法规则全

面而系统地组织起来ꎬ 让读者可以一目了然ꎬ 读起来清晰流畅ꎬ 便于

理解和记忆ꎮ 而且ꎬ 在分析保险合同法的一般规则时ꎬ 作者还对保险

中介以及保险监管等内容有所涉猎ꎬ 并且辟出不少篇幅对财产险等主

要险种的特别规则进行阐述ꎬ 使读者可以更全面地认识美国保险法ꎮ

中山大学港澳研究文丛

香港对外贸易发展研究
毛艳华 著

１６ 开 ２９ ００ 元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５３９７￣０

本书在对香港实地考察调研和综合文献分析的基础上ꎬ 运用国际贸易

理论以及构建 ＶＡＲ、 ＶＥＣ 模型等实证分析工具ꎬ 较深入地研究了香港

对外贸易发展阶段、 对外贸易结构特点、 对外贸易发展动力机制等问

题ꎬ 探讨了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香港对外贸易发

展和转型的趋势与策略ꎮ

香港、 澳门、 内地社会援助

比较研究
谭兵 著

１６ 开 ３６ ００ 元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５３５５￣０

本书从比较研究的角度ꎬ 对香港、 澳门、 内地的社会援助体系进行了

对比性的分析与探讨ꎬ 同时从经济援助、 住房援助、 教育援助等六大

领域ꎬ 并涵盖非政府机构在这些领域的相关社会援助性服务等共七个

方面ꎬ 对香港、 澳门、 内地社会援助体系的各自发展阶段、 发展状

况、 所开展的主要项目及其运作等进行分析ꎬ 在此基础上就彼此的短

长再作进一步思考ꎮ

港澳与内地刑事法律比较及刑

事司法协助研究
聂立泽 著

３２ 开 ２９ ００ 元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５２６２￣１

本书分两大部分分别对港、 澳与大陆刑事实体法及程序法中的差异及

特有制度进行深入的比较分析ꎬ 提出三地刑事立法中可资相互取长补

短的立法建议ꎬ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三地实行刑事司法协助中在

制度上应当克服的客观因素是什么ꎬ 并结合三地在多年来已有的刑事

司法合作与协助中取得的宝贵经验及存在的不足和教训ꎮ

香港社会的弱势群体及其社会

支持
刘祖云 主编

１６ 开 ３６ ００ 元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５２０５￣８

本书以实地调查为基础ꎬ 从社会分层角度ꎬ 对香港社会不同类型弱势

群体的规模与结构ꎬ 以及这些群体获得社会支持的内容与方式进行了

探讨ꎮ 本书共分为五个部分ꎬ 前两个部分探讨了贫困、 失业及移民群

体等社会性弱势群体及其社会支持ꎻ 后三个部分探讨了女性、 残障等

生理性弱势群体及社会支持ꎮ

香港回归后的经济转型和发展

研究
陈广汉 主编

１６ 开 ４５ ００ 元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５１４５￣７

香港是国际性的金融、 贸易和行业中心ꎬ 回归祖围后其经济发展进入

了一个新阶段ꎮ 本书以香港回归后的经济转型和发展为研究的主题ꎬ
运用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ꎬ 从四个方面展开探讨和研

究ꎮ 本书可作为对香港经济发展有兴趣和学习需要的高等院校的研究

生、 本科生用书ꎮ

香港股票市场的微观结构研究
周开国 著

１６ 开 ２５ ００ 元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５１８０￣８

香港股票市场是国际上重要的股票市场之一ꎬ 也是亚洲最大的股票市

场之一ꎮ 本书集成了有关香港股票市场微观结构的多方面研究成果ꎬ
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ꎬ 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ꎮ 许多问题的研

究结论能够为投资者提供一些有益的建议ꎬ 或者为公司及监管机构的

发展策略和政策措施提出一些有借鉴作用的意见ꎮ

６７



梦想与现实: 香港的社会分层与社会

流动

黎熙元 著

１６ 开 ２５ ００ 元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４３０４￣９

本书指出ꎬ ２０ 世纪下半期香港经济的持续增长导致的社会富裕并未消

除由贫富差距产生的社会不平等ꎬ 贫富差距变得越来越严重ꎮ 香港社

会流动的总体状况是短距离、 小跨度的垂直社会流动显著频繁地、 普

遍地发生ꎬ 而大跨度、 长距离的垂直社会流动并未显著发生ꎮ

香港与内地老年社会福利模式

比较
田北海 著

１６ 开 ２８ ００ 元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４２６８￣４

本书以对香港和内地二十多家福利机构和五十多位老人的个案访谈资

料为基础ꎬ 结合两地相关部门的统计资料ꎬ 运用结构分析法和比较分

析法ꎬ 分别对两地的养老保险模式、 老年社会救助模式和老年福利服

务模式进行了系统的实证比较ꎬ 并借鉴制度主义理论的分析方法ꎬ 对

两地老年社会福利模式的经济、 政治和文化背景的异同进行了全方位

的理论阐释ꎮ

内地与香港刑事司法合作研究
王仲兴、 郭天武 主编

１６ 开 ２９ ００ 元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４５９８￣２

本书是一部关于刑事司法合作研究的专著ꎬ 较为全面地总结了香港回

归后内地与香港跨境犯罪的特点及发展趋势ꎬ 分析国内地与香港刑事

实体法及刑事程序法的不同之处ꎬ 阐释了内地与香港刑事法律体系冲

突的原因及解决问题的路径ꎬ 在此基础上ꎬ 提出了内地与香港刑事司

法合作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合作的原则ꎮ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研究
周天芸 著

１６ 开 ４１ ００ 元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４３５０￣６

本书基于香港的经济基础ꎬ 探讨金融的需求特征ꎻ 基于金融集聚理

论ꎬ 探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金融机构特征ꎻ 基于 ＣＥＰＡ 框架的

“中国因素”ꎬ 探讨中国内地和香港金融市场的联动特征ꎻ 基于国际

金融中心的外部环境要求ꎬ 探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制度保证与基

础设施情况ꎮ 本书按照上述框架ꎬ 分析和探讨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

的相关问题ꎮ

香港政府行为研究
袁持平 主编

１６ 开 ３９ ００ 元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４３４９￣０

香港经济一直以 “最自南的经济体制” 与 “积极不干预政策”ꎬ 被西

方经济学家称为 “亚当 斯密的最后堡垒”ꎮ 然而ꎬ 香港政府在对经济

的有限十预中ꎬ 却取得了举世公认的高政府效率与经济增长奇迹ꎮ 有

鉴于此ꎬ 本书希望通过研究香港政府行为ꎬ 能够为改善我国政府行为

提供有益的理论支撑与实证借鉴ꎮ

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法问题

研究
慕亚平 著

１６ 开 ４３ ００ 元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４３０３￣２

本书将部分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法领域出现的新的亟待解决的问题ꎬ
置于全球交往与区域合作两个不同层面进行解析ꎮ 在 “国际公法领

域” 部分ꎬ 涉猎了诸如全球化、 国家主权、 国际反恐等诸多方面的问

题ꎻ 在 “国际经济法领域” 中ꎬ 涉及经济全球化对国家经济主权的影

响、 对中国发展的影响等议题ꎮ 还着重探讨了区域经济合作的理论依

据与实务问题ꎮ

中国区域贸易一体化法律制度

研究: 以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东亚自由

代中现 著

１６ 开 ４６ ００ 元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４２４０￣０

本文以 ＷＴＯ 为背景ꎬ 以全面实施 ＣＥＰＡ 协议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为契机ꎬ 研究了北美自由贸易区、 东亚自由贸易区、 东盟和 ＣＥＰＡ
协议存在的法律问题ꎬ 提出了粤港澳特殊合作区制度构想和中国区

域贸易一体化的概念ꎬ 综合运用了历史考察、 实证研究和案例分析

等论证方法对中国区域贸易一体化所涉及的若干法律问题进行了细

致的研究ꎮ

７７

法学学术专著



税收筹划: 以中国内地与港澳税法为

中心

杨小强 著

１６ 开 ３３ ００ 元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３９２０￣２

税收深刻地影响着公司治理、 组织形式选择、 缔约模式乃至个人的生

活方式ꎮ 中国内地、 香港与澳门之间贯彻 “一个国家ꎬ 三种税制”ꎬ
彼此有税收竞争ꎬ 也有税务合作ꎬ 机警之人也总能从三地的税法差

异中找到筹划的空间ꎮ 税收筹划考验专业功力ꎬ 张扬个性智慧ꎬ 纠

问法律良心ꎬ 也凸显性格气质ꎮ 本书选择了常见的几个筹划问题进行

了探讨ꎮ

司法法学丛书

公正底线: 刑事司法公正性实证研究

白建军 著

１６ 开 ４８ ００ 元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３８６８￣７

本书主要研究刑法适用的公正性问题ꎮ 作者的基本思想是: 司法公正

的最低要求应该是实现被害之间、 被告之间、 原被告双方之间刑法权

利的平等保护———平等是公正的底线ꎮ 然而ꎬ 司法实践中真的存在这

种平等吗? 基于最高法院三千多个示范性案例的实证研究、 定量分析

和不典型观察ꎬ 该书报告了这一公正假设的检验过程及其结果ꎮ

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规则与

实践
黄风 著

１６ 开 ３５ ００ 元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３６２９￣４

本书是一都全面研究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理论与实务的专著ꎮ 作者将国

际刑事司法合作划分为四个主要的形态ꎻ 在广泛搜集和深入分析国际

法文献和各国相关立法资料的基础上ꎬ 结合我国近二十年来对外缔约

和国内立法的情况ꎬ 对上述四种国际合作形态的基本规则进行了系统

的梳理和诠释ꎮ

刑事审判前沿问题思考
刘树德、 于同志 著

１６ 开 ４９ ００ 元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３８４６￣５

本书主要涉及刑事审判中遇到的系列有关刑法总则和分则的问题ꎮ 这

些问题均来自下级法院的请示ꎬ 或者办理案件中遇到的难题ꎬ 是刑事

法学界和刑事司法者关注的热点和前沿问题ꎮ 这是本书的特色之一ꎮ
本书围绕这些热点、 疑点ꎬ 以相关案例为背景ꎬ 从理论上展开分析和

思考ꎮ

公共管理评估丛书

事业单位治理结构与绩效评估
邓国胜 等著

１６ 开 ４５ ００ 元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３５８８￣４

事业单位改革是中国下一步改革的重点与难点ꎮ 作者提出ꎬ 科教文卫

等社会事业的改革方向之一应当是不断增强事业单位的自主性和公共

性ꎮ 本书详细介绍了发达国家和地区公立学校、 公立医院等公共服务

机构的治理结构与绩效评估状况ꎬ 阐述了治理结构的原理与操作实

务ꎬ 构建了事业单位董事会的标准ꎮ

第三部门评估与责信
官有坦、 陈锦棠、 陆宛平 主编

１６ 开 ４５ ００ 元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３５２９￣７

本书以非营利组织的评估与责信为议题ꎬ 探讨非营利组织提供政府委

托公共服务的成效评估ꎬ 以及第三部门受托方 (非营利组织) 对委托

方 (利益关系人) 实践责信关系的彰显与目标达成ꎮ 并通过评估确立

非营利组织的责信关系ꎮ 为读者展现了一本理论学习和实务借鉴的参

考用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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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执行与评估
李允杰、 丘昌泰 著

１６ 开 ３９ ００ 元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３３０２￣６

当代公共政策理论发展当中ꎬ 政策执行与政策评估是非常重要的次领

域ꎬ 本书深入浅出地介绍相关概念与核心思想ꎮ 书中提供了三代政策

执行模式的动态观点ꎬ 以及政策评估的理论、 类型、 策略、 研究设

计ꎬ 并强调理论结合实践的应用意义ꎮ 对于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的学

习者及政府管理部门的政策制定者有重要的参考价值ꎮ

民间组织评估体系: 理论、 方法

与指标体系

邓国胜 等著

１６ 开 ３５ ００ 元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２４８１￣９

本书详细阐述了近十年来我国民间组织发展的最新动态、 介绍了其他

国家和地区民间组织评估的理论与实践ꎬ 也针对我国民间组织的国情

构建了社会团体、 民办非企业单位与基金会的评估体系ꎮ 本书同时也

适合子各类公共管理学院、 社会工作学系、 社会学系、 教育系等的广

大师生作为教学参考资料ꎮ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丛书

英文视窗版 ＳＰＳＳ 与行为科学

研究 (第三版)
王保进 著

１６ 开 ５８ ００ 元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２４８０￣２

本书是以 ＳＰＳＳ 软件 １３ ０ 版本进行撰写ꎬ 结合统计方法与软件包ꎬ 介

绍各章有关统计方法原理ꎬ 并详细说明有关该统计方法的 ＳＰＳＳ 软件

操作原理ꎬ 使读者能熟知并正确运用该方法的 ＳＰＳＳ 软件操作程序ꎮ
书中引用了众多有关使用该统计方法的研究为实例ꎬ 详细地解释计算

机报表输出及使用的注意事项ꎮ

多变量分析: 统计软件与数据分析

王保进 著

１６ 开 ４８ ００ 元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２４７３￣４

本书是一本结合多变量分析统计理论、 软件包与资料分析的研究方法

论书籍ꎮ 内容涵盖多变量变异系数分析、 主成分分析、 因素分析、 区

别分析等社会科学常见的多变量分析方法ꎮ 作者运用 ＳＰＳＳ 与 ＳＡＳ 两

种普遍使用的软件包ꎬ 完整地介绍其于各统计方法的应用外ꎬ 并辅以

实例进行数据分析与报表结果解释ꎬ 理论与实用面向兼具ꎮ

９７

法学学术专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