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词典诚邀二百余位法学学者参与编纂，并承散处京、沪、宁、杭、港、台各地及海外对英美法素有学

养的老学者、专家同仁担负后期审订重任。

◎本词典以自 19 世纪以来的英美法词典、百科全书、判例集、法律汇编、各部门法学专著等作为基础资源，并

旁及加、澳、新等国法律词书及其法律集与法学专著，综合编纂。必将对法律著作的翻译起到促进作用，且对

研究英美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的人士具有特别价值。

◎本词典缩印版荣获中国出版协会国际合作出版委员会等颁发的“2013年度引进版社科类优秀图书奖”。

对法律的初学者，我的头一条建议，
向来是请他们买一部好的词典，并且经常请教它。

全球集萃英美法术语最全备的
中文版词典

460万余字

5万余词条

30幅图表

8件历史文献

天赐粮源，流幻时代的良心述作

哈佛大学法学院前院长  罗斯科 • 庞德

精装版(16开)：
配列拇指索引与赠献题词页 

定价398.00元

缩印版(32开)：
完整保留原版内容，

尺寸缩小便于携带  

定价168.00元



贝卡里亚传世经典
《论犯罪与刑罚》这本小书具有宝贵的精神价值，好似服用少许

就足以缓解病痛的良药一样。当我阅读它时真感到解渴，我由此

相信：这样一部著作必定能清除在众多国家的法学理论中依然残

存的野蛮内容。

—— 伏尔泰

Cesare Beccaria

《论犯罪与刑罚》精装增编本

为纪念《论犯罪与刑罚》问世250周年，特制珍藏版。

译者重新校订、撰写导读，

并增收关于政治犯罪和死刑问题两篇重要文章。

《论犯罪与刑罚》平装本

这是刑法学中百读不厌、万世流芳的经典著作。

——北京大学陈兴良教授推荐

[意] 切萨雷•贝卡里亚 著  黄风 译

[意] 切萨雷•贝卡里亚 著   黄风 译

《贝卡里亚刑事意见书6篇》
[意] 切萨雷•贝卡里亚 著   黄风 译

这6篇作品首次与国内读者见面，对于熟悉《论犯罪与

刑罚》的广大读者来说，本书将成为他们的必选读物。

ISBN 978-7-301-14228-8/D•2128
32开 / 22元 / 2008年10月出版

ISBN 978-7-301-17529-3/D•2640
32开 / 15元 / 2010年8月出版

ISBN 978-7-301-24785-3/D•3669
32开 / 58元 / 2015年2月出版



美国宪制政府

《美国宪制政府》源于1907年威尔逊在哥伦比亚大学进行的一系列
讲座。它是政治科学传统中最佳学术研究著作的代表之一⋯⋯即便威尔
逊在该著作出版四年之后未能膺选总统，他作为对宪法进行自由解释的

杰出人士之一，依然能为美国政府的研究者所牢记。

            —— 小西德尼•A.皮尔森（Sidney A. Pearson，Jr.）,雷德福大学政治
学荣休教授

[美] 伍德罗•威尔逊 / 著

美国“真正近乎伟大的总统之一”伍德罗•威尔逊代表作
论述美国政府的“真正经典的著作”

坐标书系

2016年出版

ISBN 978-7-301-24375-6
32开/25元/2014年7月出版

ISBN 978-7-301-25045-7
32开/38元/2014年12月出版

ISBN 978-7-301-25069-3
32开/32元/2014年12月出版

ISBN 978-7-301-25265-9
32开/28元/2015年1月出版

《隐私权》 《美国革命的宪法观》 《法律的成长》

ISBN 978-7-301-25002-0
32开/32元/2015年2月出版

ISBN 978-7-301-25410-3
32开/35元/2015年3月出版

ISBN 978-7-301-26020-3
32开/38元/2015年7月出版

《谁在守望言论》

《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 《司法审查的起源》 《摩西与一神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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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能为法治做什么？ 

—— 美国著名法官讲演录

[美]戴维•奥布莱恩（David M. O’Brien）编      何帆  姜强  刘媛  林娜  黄琳娜  译

编者简介

戴维•奥布莱恩，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

译者简介

何     帆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办公室法官。

姜     强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

刘     媛  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

林     娜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助理。

黄琳娜  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法官。

作者名单

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 

本杰明•N.卡多佐 

威廉•H.伦奎斯特 

沃伦•E.伯格 

小威廉•J.布伦南 

雨果•L.布莱克 

瑟古德•马歇尔 

罗伯特•H.杰克逊 

理查德•A.波斯纳 

安东宁•斯卡利亚 

戴维•H.苏特 

约翰•保罗•斯蒂文斯 

露丝•巴德•金斯伯格 

斯蒂芬•G.布雷耶 

威廉•韦恩•贾斯蒂斯 

小刘易斯•F.鲍威尔 

约翰•M.哈伦二世 

罗杰•J.迈纳 

杰罗姆•弗兰克 

马文•E.弗兰克尔 

Ｄ.布鲁克•霍恩比 

亚历克斯•科津斯基 

斯蒂芬•莱茵哈特 

威廉•O.道格拉斯 

约瑟夫•斯托里 

何帆领衔的“法官译法官”项目首秀

30位著名法官，美国司法界全明星阵容

全面阐述司法在法治体系中的角色与作用

 

J.克利福德•华莱士 

罗伯特•H.博克 

克拉伦斯•托马斯 

汉斯•A.林德 

杰弗瑞•S.萨顿

大法官与总统的对决 

马伯里诉国务卿麦迪逊案

[美]克利夫•斯隆（Cliff Sloan） [美]戴维•麦基恩（David McKean）著

王之洲  译

ISBN 978-7-301-25102-7
16开/59元/2015年4月出版



大法官与总统的对决 

马伯里诉国务卿麦迪逊案

[美]克利夫•斯隆（Cliff Sloan） [美]戴维•麦基恩（David McKean）著

王之洲  译

正是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的判决，塑造了美利坚合众国的政治与司法史

 ISBN 978-7-301-23556-0

16开/39元/2015年12月出版

1800 年，在美国开国元勋亚当斯与杰斐逊之间展开的总统竞选残酷而激烈。败选的亚当斯不甘心

将合众国的命运交给新当选的由民主共和党人控制的政府。离任前夜，他在联邦法院的人事任命上孤

注一掷，希冀让司法系统成为联邦主义者的政治堡垒，以维护联邦党人的既定国策。新任总统杰弗逊对

此十分愤怒，旋即以扣发委任状的方式直接回击。未能获得法官任命的联邦党人马伯里愤而向最高法

院提起诉讼，要求国务卿麦迪逊送达委任状，由此拉开了这场伟大对决的战幕。这个故事绝不仅仅在讲

述一个案件，通过引人入胜的细节、勾心斗角的党争以及精彩纷呈的人物，本书淋漓尽致地展现了美利

坚合众国建国之初法治创建的艰难岁月。

“马伯里诉麦迪逊案”是美国司法史上最

为关键的案件，被誉为“美国宪政制度的基

石之一”。在美国国家档案馆，该案判决书

原件仅列于《独立宣言》《宪法》和《人权

法案》之后，足证其历史地位。本书讲述的

正是这一经典判例的来龙去脉。



 

电车难题   该不该把胖子推下桥

[美] 托马斯•卡思卡特 著     朱沉之 译

要命的选择   霍尔姆斯杀人案、洞穴奇案和吉姆的困境

[美] 雨果•亚当•贝多 著   常云云 译

全世界大学课堂讨论最热烈的问题之一

哈佛大学超级课程“公正”开堂引题

本书虚拟了一桩符合“电车难题”情境的事件及随之而来的审判，

检控官、法官、被告、受害人家属、陪审团、律师、媒体、大学师生、电

视观众、论坛网友等各路人马纷纷登场，各自表态，一场思维的激烈碰撞

就此展开。作者还结合案情与审判进程中的讨论热点，言简意赅地介绍了

古往今来若干大哲学家的主要思想与贡献，展示诸位先哲对于当今社会的

影响。全书生动有趣，全景式地呈现了诞生数十年来讨论不休且越来越热

烈的“电车难题”，堪称一次为广大公民讲授的伦理通识课。

ISBN 978-7-301-24345-9

32开/28元/2014年6月出版

牛津大学出版社独家授权

哲学大师里程碑式著名讲座

本书源自美国当代著名哲学家雨果·亚当·贝多教授1995年春在

塔夫茨大学开设的一系列讲座。该讲座引发了巨大轰动，后续讨论热

烈绵延。贝多教授在讲座中选取了三个著名的案例——既有真实发生

的“美国诉霍尔姆斯案”，也有经典的虚构案例“洞穴奇案”和“吉

姆的困境”——试图让听众（以及读者）共同思考：当遭遇特殊情形，

无论怎样选择都会导致有人丧生，这个时候，我们该如何做出“要命

的选择”？通过这样的“头脑风暴”和“良心煎熬”，贝多教授展示

了“道德决疑法”这种已有千年历史的伦理分析方法在当代依然旺盛

的生命力。

2016年即将出版



二十世纪美国法律史
[美] 劳伦斯•弗里德曼 著 周大伟 等译

2016年出版

有人说二十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这并不仅仅指

的是中国大陆，还包括超出中国国界以外使用汉语和

拥有中国文化的地域。倘若果真如此，这将不是一个儒

教的中国，而是一个科技发明和进步的中国，贸易发展

和市场开放的中国。这样的中国将别无选择地借鉴美

国法律中的经验。至少在一个关键点上没有悬念：那

就是，它必须是一个法治的社会。

—— 劳伦斯•弗里德曼

如果有人试图了解近现代美国法律的发展轨迹

以及对全球化法律的影响，此书堪称最佳作品

劳伦斯•弗里德曼

本书视野开阔、意图宏大。美国二十世纪法律发展史是如此复杂和宏伟的主题，此书目前无人超越。能够

阅读弗里德曼教授这部引人入胜、研究深刻的著作，实为一件乐事。

—— 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罗伯特•科登

迄今为止，本书是概括性地论述二十世纪美国法律演变史的第一本著作。它涵盖了过去的 100年中美国

法律所触及的各个社会层面。此书对于帮助人们了解美国法律变迁的社会文化脉络，掌握其中真正的立法精

髓，理解美国社会进步的真实动力所在，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 周大伟

本书的学术价值甚高，它是一部颇为有益的法律参考书，同时也适合作为法律社会学、法律史乃至美国

宪法课程的教材。它的行文不仅富有叙述轶事的有趣风格，也很容易为学生们所理解。 

—— 《法律和政治学书评》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并颁布了大量法律文件。一个立足中国

国情和实际、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体现党和人民意志的,以宪法为统帅 ,以宪法相关

法、民法商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的法律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

本书以2008年 2月 28日中国政府首次公布的《中国的法治建设》白皮书附录中所列举的中国现行有效的法

律分类目录为蓝本，结合近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新的法律性文件立、改、废的情

况，进行了及时、科学的编辑整理。 

本书收录了 1949年至 2016年 1月 1日我国公布的所有现行有效的法律文本。

本书是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广大公民学法、用法的可靠法律工具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
法律全书

2016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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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泽鉴民法研究系列
 直接德国民法学术巨擘，甘作两岸法学联通桥梁

推演学说，精研判例，高识深论，大义微言

天龙八部，八卷合一，并以民法教学体系重新编排，独步法林。

《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重排合订本）

《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1-8册）

分册阅读，天龙八部经典版本。

法学界 “天龙八部” ，法律系学生必备民法教材。

获选1978-2014影响中国十大法治图书

王泽鉴民法教科书系列

《民法思维：请求权基础理论体系》

《民法概要》《民法总则》《债法原理》

《不当得利》《侵权行为》《民法物权》

《人格权法：法释义学、比较法、案例研究》

本书系结合学说及判例的研究，分析检讨台湾民法解释适用的重要问题。写作期间长达20年，陆续分册出版，

共有八册，撰写本书之目的在于引进新的法律概念，建立理论体系，检视法律适用的逻辑及价值判断，在个案里

寻找法律原则，从事案例比较研究，发现活的法律。此次重排合订本系将原书8册整合为一部完整著作，依民

法体系编排其内容，希望更能显明问题的关联及发展，提升问题意识及显现法学方法的重要，并便利参考使

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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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BN 978-7-301-25419-6

精装32开/198元/2015年10月出版



王泽鉴民法研究系列

                 苏力法学作品系列
 

《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第三版

改变法学视野的里程碑作品
获选1978-2014影响中国十大法治图书

《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

制度研究》修订版
深入中国乡土的沉潜之作

《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增订版

庖丁解牛般缕析制度背后的原因
长销十余年，12次加印

《走不出的风景：
大学里的致辞，以及修辞》
最“接地气”的学院致辞

ISBN  978-7-301-25005-1/D.3699
16开/38元/2015年1月出版

ISBN  978-7-301-12682-0/D.1853
16开/26元/2007年9月出版

ISBN 978-7-301-18061-7/D.2731
16开/39元/2011年1月出版

ISBN  978-7-301-08927-9/D.2318
16开/29元/2011年4月出版

诗人的感性，法学家的理性

雄辩的文辞，正直的品格



《王名扬全集》
行政法巨擘王名扬，所有法学著述第一次全部集结出版

王老的著作的一个特点是中国化。他曾说过，在他编写“行政法三部曲”时，都曾和这些国家的学者

商谈过，征求过意见，应该怎样安排这些国家的行政法体例，以什么样的方式来阐述、介绍，最后他确定

按中国人的法律思维方式和思想习惯来编排和写作，就是现在大家所看到的这种体例。所以他的著作不是

简单的翻译和单纯的述说，而是在综合研究、融会贯通的基础上，以中国化的思维、语言进行阐释，使我

们易读、易懂、易接受。这才是真正的理论大家。

——应松年

《王名扬全集①：英国行政法、比较行政法》
ISBN  978-7-301-22097-9    16开/66元/2016年1月出版   

《王名扬全集②：法国行政法》
ISBN  978-7-301-22096-2    16开/88元/2016年1月出版   

《王名扬全集③：美国行政法》（上、下）
ISBN  978-7-301-22095-5    16开/110元/2016年1月出版   

《王名扬全集④：论文、词条汇编》
ISBN  978-7-301-25274-1    16开/48元/2016年1月出版   

《王名扬全集⑤：译著、教材汇编》
ISBN  978-7-301-25275-8    16开/78元/2016年1月出版   

全6卷精装版即将推出



社会思想译丛

二十世纪的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社会维度上全面融入了全球化的世界进程。西方理论话语充

斥于大学讲堂、学术会场以及与之相伴的论文、专著、教科书。西书的引介蔚为可观。

编者囿于自身的术业专攻，选择以法学以及相关交叉学科研究著作为丛书的起点，并期待能够将主题逐

步拓展至更为广阔的社会思想领域。冀望以此累积若干有益的思想资源，推动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及其与人

文学科的良性互动，在可能的程度上超越学术分科壁垒；并服务于大学文科教育尤其是青年学子，他们肩负

着提升汉语学术水平和学术声誉的艰巨任务。丛书对法政研究的侧重还有一层现实原因：我们生活在一个政

治上依然年轻的国度。

诚如冯象先生所言：百年学术，今日最愧对先贤。惟愿孜矻绍介之劳作少一点误人子弟的危险，以免那

愧对先贤的族类再愧对子孙。“百年孤独”的民族由此可望与她的文化复兴重逢。

                                                                          ——沈明

Social Thought Library学 术 无 藩 篱   思 想 无 边 界

法官的裁判之道：以社会心理学视角探析

垄断的秘密：沉没成本与市场结构

柏拉图《理想国》剑桥指南

法理学的政治分析：法律哲学批判导论

贸易体制的演进：GATT和WTO体制中的政治学、法

学和经济学

规律与法律

正义背后的意识形态：最高法院与态度模型

不确定状态下的裁判：法律解释的制度理论

文化政治哲学

觉醒的自我：解放的实用主义

正义的沉默

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的裁判之道

美国司法体系中的最高法院

正义之镜：法律危机的文学醒思

布莱克维尔法律与社会指南

反思财产：从古代到革命时代

仇恨犯罪：刑法与身份政治

女性的法律生活：构建一种女性主义法学

重新想象的自由贸易：劳动的世界分工与经济学方法

美国不民主的宪法

社会关系：网络经济学导论

司法至上的政治基础

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

语词的创造：霍布斯论语言、心智与政治

蒙田的政治学：《随笔集》中的权威与治理

以下图书已出版：



2016年出版

《十三天古巴导弹危机》

2016年出版

《铁路劳工》

2016年出版

《狐狸猎手》 《记者之死》

ISBN 978-7-301-26007-4

32开/35元/2015年7月出版

纪实系列
不必编织传说，只需真实记录；

为不寻常的历史，留下有故事的注脚。

《海洋深处》

ISBN 978-7-301-26008-1

32开/39元/2015年7月出版

《俄国纪行》

ISBN 978-7-301-25964-1

32开/38元/2015年7月出版

《法兰西组曲》

ISBN 978-7-301-25411-0

32开/48元/2015年4月出版

《当图书成为武器》

ISBN 978-7-301-25326-7

32开/45元/2015年1月出版



关注中国司法体制改革，呈现扎实的田野调查研究

致力于中国司法制度、刑事诉讼制度和纠纷解决的实证研究作品

中国司法改革实证研究丛书 左卫民 丛书主编

《中国特色案例指导制度》

ISBN 978-7-301-25394-6

16开/59元/2014年12月出版

《上下级法院审判业务关系研究》

ISBN 978-7-301-25298-7

16开/39元/2015年1月出版

《刑事司法鉴定程序的正当性》

ISBN 978-7-301-25216-1

16开/46元/2015年1月出版

《中基层法院法官任用机制》

ISBN 978-7-301-25490-5

16开/48元/2014年1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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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BN 978-7-301-25412-7

16开/56元/2015年1月出版

《司法与政治：
中美法院预算过程比较研究》

ISBN 978-7-301-26579-6

16开/36元/2015年12月出版

《环境纠纷
行政解决机制实证研究》

ISBN 978-7-301-26560-4

16开/30元/2016年1月出版

《公安机关刑事案件
审核制度实证研究》

2016年出版

司法改革的制度研究一直受到学界和实务界的重视。长期以来，左

卫民教授及其带领的学术团队，扎根基层，一直致力于司法制度、刑事

诉讼制度和纠纷解决的实证研究，力图真切地把握中国司法与诉讼制度

的运行现状，深度剖析其利弊得失，抓住切实存在的重要问题，探究其

成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改革建言。



①ISBN 978-7-301-25578-0

16开/49元/2015年4月出版

②16开/49元/2016年4月出版(估)

2

该丛书旨在总结出各地人民法院

公安交通管理行政诉讼裁判中的规律

和准则，指导交通警察执法，架起交

通警察行政执法与法官司法裁判沟通

的桥梁。

该丛书是“交警执法的指导，法官

裁判的参考，公民守法的精要”。

该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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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

其裁判要旨，分析其裁判原理，并从

争议案件中总结出可供交通警察执法

参考的提示。每个案例由裁判要旨、

案情、审判、评析和交警执法提示五

部分构成。

公安部公交管办〔2015〕293号推荐用书



200期台湾《月旦法学》杂志

刑事法、民事法案例集萃

2016年出版 2016年出版

《月旦法学》刑事法判例汇编

《月旦法学》民事法判例汇编

《<月旦法学>刑事法判例汇编》和《<月旦法学>民事法判例汇编》，对台湾元照

出版公司已出版的《月旦法学》杂志200期刊载的台湾著名刑事、民事法学者撰

写的刑事、民事法判例进行了选摘、整理，并汇编成册，对大陆刑事、民事法学

研究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案
例
事
实

裁
判
要
旨

法
理
评
析

结
论
性
观
点



 

最高人民法院法官
归纳、总结的处理同类案件的新思路
抽象、升华的统一裁判规范的新标准

法官裁判智慧丛书

“裁判精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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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和提炼了解决纠纷的裁判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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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以

“ 规则 ”为题，并在“ 规则 ”下设 【规则解读】 【案件审理要览】 【规则适用】 三

个栏目。

“规则”部分集中体现了案例的核心内容，有助于准确把握案例的要义。

【规则解读】 是建立在提炼规则基础上的解读。裁判规则一般是非特定、非个

体的，对法官在同类案件中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具有启发、引导、规范和参考作用。

这些内容不能直接援引，但完全可以在裁判文书的说理中展现，作为法官裁判、当

事人或律师法庭辩论的理由。

【案件审理要览】 通过对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加工整理，将裁判结果更清晰、准

确、权威地展现。

【规则适用】 结合 【规则解读】 进行深入分析，也是对前文“ 裁判精要 ”的

呼应。

ISBN 978-7-301-24845-4

16开/85元/2014年11月出版

    

法
官
的
首
要
职
责
，
就
是
贤
明
地
运
用
法
律
。

〔
英
〕
弗
兰
西
斯
•
培
根

2016年即将出版：
《民间借贷纠纷裁判精要与规则适用》 王林清　杨心忠 / 著

《保险纠纷裁判精要与规则适用》 王林清　杨心忠 / 著

《建设工程纠纷裁判精要与规则适用》 王林清　杨心忠 / 著　　

ISBN 978-7-301-24840-9

16开/98元/2014年11月出版

ISBN 978-7-301-24858-4

16开/84元/2014年10月出版

ISBN 978-7-301-24121-9

16开/78元/2014年6月出版

ISBN 978-7-301-26697-7

16开/89元/2016年2月出版



《判例刑法教程》（总则篇、分则篇）

ISBN 978-7-301-26035-7

16开/42元/2015年10月出版

ISBN 978-7-301-26170-5

16开/59元/2015年10月出版

陈兴良/主编     江溯/副主编

《判例刑法教程》根据刑法的体系，对《刑法》总则和分则的基本问题，以案例的形式呈现给读者。《判例刑

法教程》（总则篇）共12个专题，涉及我国刑法中的重大问题；《判例刑法教程》（分则篇）共20个专题，涉及我

国刑法中的重要罪名。书中的每个案例主要由以下五个部分构成：基本案情、诉讼过程及裁判理由、关联法条、争

议问题、简要评论。收入本书的判例大部分来自陈兴良、张军、胡云腾主编的《人民法院刑事指导案例裁判要旨通

纂》一书，这些案例具有一定的参考性，较为真切地反映了刑法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适用状态。

对于法律实施状态的了解，阅读案例是一

个极好的途径。案例是法律实施的结果，案例

所包含的案情具有较强的可读性，案件的裁判

结论与裁判理由则具有生动的逻辑性。通过案

例，学生可以获取各种关于法律的知识，这是

在法理讲授以外，案例教学所能发挥的作用。

——陈兴良

 学习式分类教学法规丛书

本丛书与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全国高等学校

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相配套，在兼顾法规汇编查询功能的同时，更注

重法条与其他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等的关联性，将相关法条以“法条

群”的形式展现，并结合司法考试的特点阐述了法条或“法条群”背后

的法理，对法律知识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可以有效衔接本科教育和司法

考试。

《宪法》（第三版）21.00元   《民事诉讼法》（第三版）28.00元    《刑法》（第四版）39.00元（估）

《商法》（第三版）29.00元   《刑事诉讼法》（第四版）34.00元    《经济法》（第三版）25.00元

《民法》（第四版）38.00元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五版）2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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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为何存在？ 探索万物之谜的奇妙旅程

作者简介

吉姆•霍尔特，美国学者、作家和评论家。他的著作《世界为何存

在》入选2013年度纽约时报畅销图书。

译者简介

高天羽，专业译者，长期担任《环球科学》杂志翻译。 

内容简介

本书荣获《纽约时报》2012年度十大好书之一。作者从自己的亲身

经历入笔，讲述年轻时读萨特和海德格尔的著作，被“世界为何存在，

而非一片虚无？”的追问所震撼，由此展开了一场探索宇宙起源的旅

程。他遍寻全世界的知识精英，包括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著名量子物

理学家、全灵学院的著名哲学家、隐居北美的神学家、独处澳大利亚的

科学哲学家、牛津大学的著名数学家，甚至包括美国著名文学家约翰•厄

普代克等，尝试从多学科的路径来解答这个终极问题。

唐典研究 钱大群教授唐律与《唐六典研究观点与评论》

编者简介

夏锦文，扬州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导。

李玉生，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内容简介

钱大群先生研究唐典三十年，成果丰硕，且独具特色。本书以钱

大群先生唐典研究各阶段的代表性著述为核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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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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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评论以及附录七个部分。

法律人的明天会怎样？  法律职业的未来

作者简介

理查德•萨斯坎德，牛津大学教授，被授予大英帝国勋章。他是作家

和演说家，并在跨国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及政府机关中任独立顾

问。

译者简介

何广越，清华大学法学学士，牛津大学社会科学硕士，哈佛大学法

学硕士。

内容简介

理查德•萨斯坎德预言了一个法律服务的未来世界，包括虚拟法庭、

基于互联网的全球化律所、执业泛化的法律市场、法律服务大宗商品化

与外包、基于网页的模拟法律执业，以及全新的工作机遇。本书写给那

些有志于未来的法律人，以及所有期待着法律体制现代化的读者，为从

事法律服务的职业人群提供富有远见又脚踏实地的指导。

〔英〕理查德·萨斯坎德 / 著 
 何广越 / 译
ISBN 978-7-301-25935-1

32开/35元/2015年9月出版

曾健 陈晓洁/责任编辑

〔美〕吉姆·霍尔特/ 著

高天羽/ 译  张晓歌/ 插图

钱大群 / 顾问

夏锦文 李玉生 / 主编

ISBN 978-7-301-23555-3

32开/88元/2015年12月出版

王丽环/责任编辑

ISBN 978-7-301-2464602-7

32开/45元/2016年1月出版

曾健 陈晓洁/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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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中国再认识

作者简介

王德福，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博士后。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部真正从乡土中生长出来的书，既是与费孝通先生《乡土

中国》的一种学术对话，也是对华中村治研究的接续。书中展示的内容

完全来自作者及其团队多年的农村调查，而没有简单套用和比附理论教

条。作者以总体性和内部性视角，用“半熟人社会”“自己人”“区域

差异”“半工半耕”“接力式进城”等概念，对农村社会、婚姻家庭、

农村宗教、农民进城、乡村治理等进行了出色的提炼和阐发，揭示了中

国农村在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的巨变。本书包括再识“乡土中国”、

乡土社会再阐释、农民的面子观、接力式进城、乡土新命等内容，描绘

出21世纪初期乡土中国的转型图景。

淡泊从容莅海牙 (增订版)

作者简介

倪徵 ，新中国第一位国际大法官，我国著名的国际法学家、海洋法学

家。倪老可以说是与中国二十世纪法制史同行一生的人，用他自己的话说是：

“我的一生没有离开过一个‘法’字。”

内容简介

作者在92岁高龄撰写了回忆录《淡泊从容莅海牙》一书。全书以翔

实的材料，简练质朴的文笔，叙述了作者早年蓄志学法，留学深造，回

国后当律师，任法官，四十年代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参加对第二次世界

大战的日本主要战犯的审判，及至1984年以78岁的高龄当选为新中国第

一任国际法庭大法官等的不凡经历。

埃德蒙·柏克  现代保守政治教父

作者简介

 杰西•诺曼，英国议会保守党议员（代表赫里福德和南赫里福德郡

选区），英国右翼智库“政策交流”（Policy Exchange）资深成员；

于2012年荣获《观察家》（Spectator）年度议员和《议会杂志》（The 

House Magazine）年度后座议员称号。

内容简介

可借用作者的一番话来概述本书内容：“本书是对柏克生平与思想

的一种个人化解释，侧重于我本身作为一个实践型政治家在哲学与经验

上的自有背景。本书不仅呈现了作为普通人的柏克，并将其生平追溯至

十八世纪社会绚丽丰富的图景之中，而且阐述了作为政治家和思想家的

柏克……本书在结构上分为两部分，分述柏克之生平与思想，以便感兴

趣的读者可以赏读其生平叙事，并在已然掌握柏克生平与社会的更宽广

语境下进入对其思想的理解。”

〔英〕杰西·诺曼 / 著 
 田飞龙 / 译

ISBN 978-7-301-26050-0

32开/58元/2015年8月出版

柯恒/责任编辑

王德福 / 著 
ISBN 978-7-301-26046-3

32开/28元/2015年9月出版

曾健/责任编辑

 倪徵   / 著 
ISBN 978-7-301-26158-3

32开/49元/2015年8月出版

杨玉洁/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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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I.F.斯东 / 著

董乐山/ 译

ISBN 978-7-301-25456-1

32开 / 38元 / 2015年2月出版

柯恒 陈晓洁 / 责任编辑

〔新西兰〕杰里米•沃尔德伦 / 著

季筏哲/ 译

ISBN 978-7-301-25749-4

32开 / 38元 / 2015年6月出版

柯恒 陈晓洁 / 责任编辑

何家弘 / 著  

ISBN 978-7-301-25325-0

32开/38元/2014年12月出版

柯恒 陈晓洁 / 责任编辑

法律 七堂法治通识课

作者简介

 杰里米•沃尔德伦，当代法学与政治哲学领域首屈一指的学者，现

任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  

内容简介

本书是沃尔德伦教授早年的代表作，是对“法治”理念一次深入浅

出的常识性推广。全书以英国的法律实践与制度经验为素材，选取了法

哲学领域的七个主要问题，联系具体实例，血肉丰满地展现了这些理论

问题的现实意义。

苏格拉底的审判
作者简介

I.F.斯东，美国著名报人，从事新闻工作65年，先后为美国八家报

刊工作，担任过记者、编辑，撰写过社论。   

内容简介

本书对在苏格拉底被判死刑原因问题上长期为学界普遍接受的柏拉

图的解释提出了质疑，并且给出了如下解释：苏格拉底和雅典民主政体

发生矛盾的起因，是他在哲学的三个根本问题(人类社会群体的性质、什

么是美德和知识、个人与政治的关系）上与大多数雅典同胞乃至古代希

腊人有着深刻的分歧。

亡者归来 刑事司法的十大误区

作者简介

何家弘，美国西北大学法学博士（SJD）,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

证据学研究所所长；中国行为法学会副会长兼法律语言研究会会长。

内容简介

本书是何家弘教授的最新力作。全书采用法学与文学相结合的形

式，选取了两个曾经在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的冤错案件，用文学的语言和

结构讲述了错判背后的故事，演绎出冤案发生的原因。同时，作者在介

绍相关实证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总结出中国刑事司法中生成冤案的十大

误区，并探讨了推进我国刑事司法制度进化与改良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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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问希特勒 把纳粹逼上法庭的律师

作者简介

本杰明•卡特•黑特，曾是一名律师，现为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历

史学教授，居住在纽约。

译者简介

何远，1979年生，浙江大学民商法硕士，现为执业律师。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位德国传奇律师的人生传记。汉斯•利滕27岁时，纳粹已如

日中天，为了揭穿纳粹的暴力本性，在冲锋队制造的一起刑事案件中，

他申请法庭传唤希特勒作为证人出庭，使希特勒当庭丑态百出。希特勒

上台后，他便成为首批被投入集中营的囚犯之一，并受尽了党卫军的折

磨。利滕在集中营里去世时年仅34岁，如今他已成为德国律师的代名词。

到法学院学什么 美国法入门读本

作者简介

特蕾西•E.乔治，范德堡大学法学院教授，斯坦福大学法学院J.D.。

苏珊娜•雪莉，范德堡大学法学院教授，芝加哥大学法学院J.D.。

译者简介

屠振宇，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何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最高人民法院法官。

内容简介

本书是美国法学院的入门必读书，由何帆与屠振宇合作翻译的，为

法学院的新生讲解入门知识。本书将帮助中国读者了解美国法学院的教

学模式，由此比较中美法学教育的差异，为准备进入美国法学院的学生

提供基本知识，告诉读者在美国法学院会学到什么、需要了解的背景知

识以及成功的方法。同时，本书也能帮助读者对美国的法律体系获得一

个基本的了解，对美国式法律治理的思维方式获得基本了解。

所罗门之结 法律能为战胜贫困做什么？

作者简介

罗伯特•库特，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Herman F. Selvin法学讲座教

授、美国法经济学的先驱之一。

汉斯-伯恩特•谢弗，德国汉堡博瑞思法学院（Bucerius Law 

School）法与经济学教授。

译者简介
张巍，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

许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博士生，兼任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内容简介
本书论证了法律在国家兴衰中的关键作用。消除贫困的最好办法就

是国家经济的持续增长，而持续增长的秘诀在于创新。通过为创新建立

法律的宏观架构和微观架构，创新者与投资者之间得以形成牢不可破的

“所罗门之结”，共同致力于创造财富而非攫取财富。本书对法律、创

新与增长的研究不但解释了中国过往的经济成就，而且为中国未来更可

持续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美〕特蕾西•E.乔治
苏珊娜•雪莉
屠振宇 何帆/译

ISBN 978-7-301-23934-6/D•3529 

32开 / 29元 / 2014年9月出版 

曾健 陈晓洁 / 责任编辑

〔美〕罗伯特•库特
〔德〕汉斯-伯恩特•谢弗/著

张巍 许可/译

ISBN 978-7-301-24456-2/ D•3614

16开 / 49元 / 2014年8月出版

陈蔼婧 / 责任编辑

/著

〔美〕本杰明•卡特•黑特/著

 何远/译

 ISBN 978-7-301-24612-2/D•3648

 32开 / 38元 / 2014年10月出版

 曾健 陈晓洁 /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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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
作者简介

朱伟一，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

究员。

内容简介

本书以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为主线，讲述了美国法学院的许多人与

事，从入学考试LSAT，到法学院的课程考试和美国律师资格考试，有很

多事里事外的述评。作者还以一个法律人特有的视角介绍了美国法律界

的职业现状。本书是难得的介绍美国法学院兼具深度与广度的知识性思

想性为一体的读物。

你的权利从哪里来？

作者简介

艾伦•德肖维茨，美国当代最著名的刑辩律师，著名法学家，哈佛法

学院教授。

内容简介

权力来自哪里？这个问题的答案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权利的来

源决定了权利的地位和内容。德肖维茨在本书中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

理论——权利来自于恶行。人类对于何为正义也许永远无法达成共识，

但绝大多数人都不愿看到诸如犹太人大屠杀、卢旺达种族灭绝、奴隶

制、私刑、宗教裁判所之类恶行再次重演。权利正是来源于人类对过去

经历的暴行磨难的反思，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人类创立和积累起权利体

系来抵抗恶行的侵袭。

咆哮彭城 唐代淮上军民抗争史

作者简介

卢建荣，中古史专家，现任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暨史学研究所专职教

授，目前在台湾提倡新文化史、新社会史研究、叙述史学与历史书写。

内容简介
公元8、9世纪的大唐帝国为处理南诏边患，唐廷调动三千名徐州军

至安南服役三年。但三年后，约期没有兑现，军士归乡之路遥遥无期。

其中八百名戍守桂林的家眷获知消息后，请人代写家书，让前线的丈夫

回家。这引起信件促成了士兵杀掉队长、逃亡返乡的行动。他们回到徐

州后与城内军眷里应外合攻陷徐州并叛乱数年，这是近因。往前追溯，

徐州和唐廷过去百余年来都有深层的不稳定关系，包括政治、社会、经

济、财税四大问题，其中有40年成功夺取地方自治权，另有70年牌不断

抗争中，曾经7次驱逐和杀害朝廷节度史。最后唐帝国动用20多万大军才

平服这次叛乱。本书内篇主要讲不同的治理模式给予准北居民的优劣感

受，是激起抗争的内在动因；外篇着重讲抗争行动背后的经济和社会因

素，以及它们如何产生作用。

〔美〕艾伦•德肖维茨/著

黄煜文/译
ISBN 978-7-301-23536-2/D•3449

32开 / 29.80元 / 2014年1月出版

曾健 / 责任编辑

朱伟一 / 著

ISBN 978-7-301-23713-7/D•3497

32开 / 28元 / 2014年2月出版

田鹤 / 责任编辑

卢建荣/著

ISBN 978-7-301-23425-9/D•3451

32开 / 29元 / 2014年1月出版

柯恒 /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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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控辩审三人谈

作者简介

张军，曾代表最高人民法院参与1996年、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

订和1997年及其后多次《刑法》的修订工作。现在中央纪委工作。

姜伟，多次参与刑事立法修订工作，现在中央政法委工作。

田文昌，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全国律协刑事专业委员会

主任。

内容简介

本书以《刑事诉讼法》的修订为契机，是继2001年出版的《刑事诉

讼：控、辩、审三人谈》之后，张军、姜伟、田文昌的再次对话。三位

作者分别站在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的角度，对新刑事诉讼法背景下的刑

诉理论与实务问题展开激烈讨论。读者可以从中领略他们各自不同的立

场、观点的交锋和思想的碰撞，体会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和理念的演变历

程、经验得失以及对刑事诉讼未来发展的愿景。全书以自然融入的现场

感、辩驳求真的可读性、观点交锋的碰撞力，为控、辩、审三方提供了

一种有益的多维视角，对理论界和实务界均有极大的借鉴价值。

法律的真谛是实践（第三版） 沈四宝演讲录

作者简介

沈四宝，现任上海大学法学院院长、澳门科技大学法学院院长、对

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内容简介

本书记述了沈老师近半个世纪所经历的风云变幻，他见证并亲身经

历了中国法学教育的变革过程。书中充满了沈老师的求学、奋斗的热情

与理想，工作、育人的激情与奉献，对家人的热爱与期盼，对国家富强

的渴望与真诚。

私酒传奇
作者简介

马特•邦杜兰特，在德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任文学和创意写作课

教授。

内容简介

《私酒传奇》是一部混合了兄弟情谊、贪婪和谋杀的禁酒时代小

说，作者以自己的三位祖父为原型创作。邦杜兰特三兄弟是1920—1933

年美国大禁酒时期，在弗吉尼亚州富兰克林县以酿造私酒和暴力而闻名

的黑帮。新闻记者和著名作家舍伍德•安德森无意间听到关于他们的传

闻。在奔走于布满尘土的红土路上时，他慢慢查探出邦杜兰特兄弟与

“富兰克林县最大的私酒集团”之间的微妙联系，同时也打破了富兰克

林县长久以来的集体沉默……

〔美〕马特•邦杜兰特/著

常非/译

ISBN 978-7-301-22815-9/G•3645

32开 / 32元 / 2013年11月出版

陆淑慧 / 责任编辑

张军 姜伟 田文昌  / 著

ISBN 978-7-301-23504-1/D•3465

16开 / 68元 / 2014年1月出版

杨玉洁 / 责任编辑

沈四宝 / 著  

ISBN 978-7-301-23426-6/D•3452

16开 / 38元 / 2013年12月出版

苏燕英 /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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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詹姆斯•萨利斯/著

章忠建/译

ISBN 978-7-301-22618-6/D•3346

32开 / 25元 / 2013年11月出版

曾健 陆淑慧 / 责任编辑

亡命驾驶
作者简介

詹姆斯•萨利斯，美国著名犯罪小说作家、诗人和音乐家。获得2007

年度布契大会终身成就奖。

内容简介

小说的主人公有多重身份，白天他是一名好莱坞特技演员，晚上是

黑帮生意链中“最沉默的司机”。他从来不缺生意，因高超的车技被誉

为“车神”，是电影和黑帮争相雇佣的对象。与女邻居的微妙情愫似乎

是他与这冰冷世界的唯一联系，然而在一次帮助她出狱不久的丈夫送货

时，卷入了一场黑吃黑的争斗，女邻居被黑帮谋杀。他开始了血腥复仇

和亡命驾驶，但无论逃向何方，命运，似乎已被注定。

新乡土中国（修订版）

作者简介

贺雪峰，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长期从事乡村

治理研究和乡村建设实验，在全国二十余省市区农村调查。发表学术论

文一百余篇，出版著作十余部。

内容简介

世纪之交前后，中国农村几乎同时在三个层面发生巨变：一是2006

年国家取消了延续千年的农业税，导致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巨变：二是在

革命运动和市场经济双重冲击下，构成农村内生秩序基础的社会基础结

构快速解体，形成了农村基础结构之变；三是一直构成农民意义世界和

人生价值基础的传宗接代观念开始丧失，导致农民价值之变。这三变几

乎都是千年未有之变，恰好都发生在2000年前后，这就可以在一个更具

体的时空下面理解新的“乡土中国”。

中华文明讲演录
编者简介

俞学明，中国政法大学哲学系教授、人文学院副院长、哲学系主

任、宗教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兼国际儒学院常务副院长。

赵晓华，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研究所教授、所长。

内容简介

本书根据中国政法大学通识课核心课程“中华文明通论”的讲课录

音整理而成,由一批北京知名学府的优秀学者从经邦治世、文化信仰、社

会生活、革故鼎新几个方面，以专题的形式从不同角度解读中华文明的

个性特征与基本精神，以通俗的语言阐述他们对中华文明的理解，在注

重主题横向跨度的同时，又照顾到历史的维度，为读者呈现出立体的中

华文明，使读者对中华文明有全面的了解。

贺雪峰  / 著

ISBN 978-7-301-22721-3/D•3363

32开 / 39元 / 2013年9月出版 

王建君 / 责任编辑

俞学明  赵晓华/主编

ISBN 978-7-301-23117-3/D•3409

16开 / 48元 / 2013年9月出版

陈康 /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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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变革时代的立法者 商鞅的政治人生

作者简介

赵明，1966年12月出生，四川省营山县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

院教授，致力于法理学、法哲学、传统法律文化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主

要作品有：《近代中国的自然权利观》《先秦儒家政治哲学引论》《实

践理性的政治立法》《政治意志与法权意识的契合》《法意3000年》 

《正义的历史映像》等。

内容简介

“变法”与“战争”是战国时代的二重奏。这是一个大变革的时

代，它呼唤伟大的立法者，以担当二重奏的总指挥。商鞅应运而生，他

是演奏这个时代二重奏的顶级高手，在秦国成功地推行了变法，为秦国

统一六国、开创中华帝国文明奠定了坚实基础。商鞅没有诗人的雅兴，

没有文人的浪漫情怀，理智得近乎冷酷，他拒绝一切虚文假义，但不意

味着没有真诚的政治道德意识。商鞅是一个知晓经术而深通世务的政治

家和立法者，他悲剧性的人生结局其实蕴含着政治哲学的人性之谜。

在尘世安顿人生 走进孔子的思想世界

内容简介

作为华夏民族“至圣先师”的孔子，是“大地之子”，他直面“礼

崩乐坏”的春秋乱世，以孤独者的生存勇气、担道者的高蹈情怀、哲人

的慧心睿智，拒绝隐逸避世，不畏流浪羁旅，志道、据德、依仁、游

艺，在尘世中追寻人生的价值安顿，实现了中华文明在“轴心时代”的

精神突破。《论语》中记录的孔子的话语，既是哲人的箴言，又是诗人

的歌声，延续并光大了华夏礼乐文明的精神传统。本书借助《论语》和

《史记》，用平实、感性的笔调带领读者一起品味孔子的思想世界，寻

找生命的感动和人生的慰藉。

文人政治的一曲悲歌 王安石变法启示录

内容简介

北宋开国之初就确立了“文治靖国”的“祖宗之法”，开创了中

华帝国历史上的文人政治时代。本书通过对王安石变法事件的讲述，呈

现了了文人政治开展过程中的迷人的风景。这道风景既为文人士大夫们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时代忧患意识和责任担当精神

所浸润，又为舞文弄墨、个性飞扬的书生意气所渲染，既让人提劲，又

使人泄气。王安石作为文人士大夫政治群体中的佼佼者，以其鲜明的个

性、凭藉凭借其坚韧的意志力登临这道风景的绝顶，担纲神宗皇帝的变

法大臣，最终却落寞地寄居于江宁的半山园，独自回味、品尝一路上的

辛酸辛滋味。曾经是的文坛的知音竟然成了政坛的敌手，因变法而导致

的是非恩怨还能为能为诗人的旷达神韵所所化解吗？这是王安石变法失

败后一个待解的问题。

赵明 / 著

ISBN 978-7-301-23006-0/D•3393 

32开 / 25元 / 2013年9月出版 

曾健 杨玉洁 / 责任编辑

赵明 / 著

ISBN 978-7-301-23005-3/D•3392

32开 / 28元 / 2013年9月出版

曾健 杨玉洁 / 责任编辑

赵明 / 著

ISBN 978-7-301-23007-7/D•3394 

32开 / 29元 / 2013年9月出版 

曾健 杨玉洁 /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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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遗律 尹藏清代法律文书

作者简介

尹伊君，男，1962年生人，现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知名清代法

律文献收藏家。

内容简介

本书收录清代法律文书92件，民国时期法律文书8件。内容涉及传

唤、诉讼、判决、保甲、继承、分家、典当、婚姻、捐纳、和解以及土

地买卖、商业运输、伤情检验等方面。编排体例按照《清律》的先后顺

序。本书图文并茂，每幅文书图录均为首次发表，文字部分既有对该项

文书的总体定义说明，又对每一幅图录分别予以介绍，其中包含了作者

大量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不仅涉及文书收藏、鉴赏以及文书格式、要

素等形式要件，也涉及文书的法律内容、当时的法律制度乃至传统法律

文化等种种意蕴，体现了作者倡导并努力实践的“将收藏与研究融为一

体”的观念。

你好，真相！蒙冤者的告白和他们的故事

编者简介

马克•戈德森，美国辛辛那提大学法学院教授，他发起创立和领导的

俄亥俄州洗冤工程是美国最活跃和最成功的洗冤组织。

内容简介

本书是《冤案何以发生：导致冤假错案的八大司法迷信》一书的姊

妹篇，本书让那些无辜入狱的蒙冤者们一个一个走到台前，在聚光灯下

发出他们自己的声音。全书以纪录片式的冷静直白和蒙冤者的自我讲述

呈现他们的故事，并配以他们创作的艺术作品，展现蒙冤者在入狱前、

监狱中及出狱后的愤怒、挣扎、原谅和救赎。

刑事辩护的中国经验 （增订本）

田文昌、陈瑞华对话录

作者简介

田文昌，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主任。全国律协刑事专业委员会主

任，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律学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

政法大学等多所高校客座教授。

陈瑞华，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在中国政法大

学、国家法官学院、国家检察官学院任兼职教授。

内容简介
本书记录的是一名资深律师与一名法学教授就中国刑事辩护问题所

进行的对话，两位作者谈论的话题直接针对刑辩律师的辩护实践，针砭

刑事辩护的不良环境与制度缺陷，探讨辩护思路的形成，总结刑事辩护

的实务技巧，挖掘刑事辩护的技术空间，探讨刑事辩护的职业风险。增

订本增加了两部分重要内容，一部分是田文昌、陈瑞华就新《刑事诉讼

法》公布后的司法解释进行的一次新对话，另一部分是田文昌律师在中

华全国律师协会刑辩律师培训班上的讲稿“刑事辩护律师执业技能”,这

两部分内容极大地增加了本书的实践价值。 田文昌 陈瑞华/著

ISBN 978-7-301-22412-0/D•3316

16开 / 78元 / 2013年6月出版

陈康 / 责任编辑

〔美〕特蕾莎•马丁内斯-
莫尔韦恩/主编

陈效  苑宁宁/译

ISBN 978-7-301-21995-9/D•3260

16开 / 49元 / 2013年7月出版

曾健 陆淑慧 / 责任编辑

尹伊君/ 著

ISBN 978-7-301-22669-8/D•3357

16开 / 35元 / 2013年8月出版

沈仙卫/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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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旭/ 著

ISBN 978-7-301-21323-0/D•3185

16开 / 46元 / 2013年1月出版

侯春杰 / 责任编辑

周大伟 / 著

ISBN 978-7-301-21812-9/D•3238 

32开 / 33元 / 2013年2月出版 

苏燕英 / 责任编辑

〔美〕布莱恩•拉姆
苏珊•斯温 马克•法卡斯
何帆/译

ISBN 978-7-301-21534-0/D•3205

16开 / 58元 / 2012年12月出版

曾健 陈晓洁 / 责任编辑 

法治的细节

作者简介

周大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研究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

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北京理工大学兼职教授，纪录片独立制片人，投资

公司法律顾问，《中国新闻周刊》《法治周末》专栏作家。

内容简介

娓娓道来的故事，铿锵有力的驳斥，看似平淡的讲述，深刻分析的

法理。时而淡定，时而义愤，时而慷慨，时而平静，我们会随着作者的

思路浮想联翩，随着作者的情绪喜怒哀乐。这就是《法治的细节》，一

本讲述世间法治人情世故的书，一本日积月累的思考记录，从貌似琐碎

的细节出发，寻求制度建设的原理与途径，这是作者的典型论证方式。

本书也启发我们反思一个问题：人类不同的文明，就需要调整的关系和

遭遇到的困难而言，相互之间并无多大分别，但是所形成的制度模式却

差异甚大。这种分歧也许跟民族整体思维方式的不同有深切关联。

契纸千年 中国传统契约的形式与演变

作者简介

王旭，北京大学法学博士，现任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副教授。

内容简介

本书是有关中国传统契约中契纸形式的研究性论文。以到目前为

止在吐鲁番、敦煌、徽州，以及全国其他各地区陆续发现的传统文书为

基础，考察了从南北朝时期至清代止的纸质契约的形制变迁及其成因问

题。从时间跨度看，这个过程经历了一千六百余年，这为传统契约变迁

的充分性与丰富性提供了基础。通过对契纸在这个长时段中的形制考

察，我们见证了中国传统契约形制上的第二次大变迁。

谁来守护公正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访谈录

编者简介

布莱恩•拉姆，C-SPAN电视台创立者、首席执行官和资深出镜主持人。

苏珊•斯温，C-SPAN电视台联席总裁和出镜主持人，在C-SPAN已出版

的6本图书中担任主编。

马克•法卡斯，C-SPAN电视台纪录片资深制片人。

内容简介

法官们用生动、通俗的语言，详细解读了美国最有权力，也最为神

秘的政府机构的内部运作。他们畅谈自己的司法理念、奋斗经历，对最

高法院的决策内幕也不讳言，大量内容都是首度公开。为丰富大家的理

解，书后还附上了对最高法院现任书记官、前法官助理、前首席政府律

师、出庭律师、资深记者和历史学家的访谈，从不同视角，向读者全面

展示了美国最高法院的历史渊源、职能定位和传统文化，方便大家进一

步了解这些“法治与公正的守护神”。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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冤案何以发生 导致冤假错案的八大司法迷信

作者简介

吉姆•佩特罗，美国俄亥俄州前检察总长。

南希•佩特罗，1972年与吉姆•佩特罗结为夫妻，是丈夫政治生涯的

得力助手。

内容简介

这不是一部侦探小说，这是美国俄亥俄州前检察总长吉姆•佩特罗经

历的真实故事。在这一经历中，他发现，即使身为检察总长，要纠正一

起冤案也如此不易。这促使他在任期届满后放弃政途，转而与夫人南希•

佩特罗一起投身于通过DNA技术为无辜者辩冤的“洗冤工程”。

法的门前
编者简介

彼得•德恩里科，美国马萨诸塞大学荣誉退休教授。毕业于耶鲁大学

法学院。

邓子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

学学士、法学硕士，北京大学法学博士。

内容简介

《法律之门》是美国各大学法学院比较通用的一本法律教科书，也

可以看做是一部英美法的微型百科全书。本书《法的门前》是《法律之

门》的精编本，是由《法律之门》的编著者之一彼得•德恩里科教授与

《法律之门》的译者邓子滨教授共同编著而成的。本书以卡夫卡的《审

判》中一篇古奥而悲辛的寓言开始，以当代社会个人信息保护的话题作

结，是结构开放、素材多样、观点纷呈的美国法治图谱。本书运用法律

之外的观点和资料来阐释法律，并且通过提问的方式，拓展思考的空

间，引导更多的答案。

正义的诉求 美国辛普森案与中国杜培武案的比较

作者简介

王达人，专职律师，云南刘胡乐律师事务所第一任主任。      

曾粤兴，昆明理工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内容简介

本书从同一年代分别发生在美国和中国的两个典型案例入手，对中

国刑事诉讼存在的重大问题，特别是非法证据排除问题，从制度与文化

双重角度剖析了问题的成因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措施，既有事实描述，

又有价值判断，既有较深入的理论分析，又有强烈的可读性，适合不同

层次的读者阅读。
王达人 曾粤兴/ 著

ISBN 978-7-301-20388-0/D•3072

32开 / 28元 / 2012年6月出版

王建君 / 责任编辑

〔美〕吉姆•佩特罗 
南希•佩特罗
苑宁宁 陈效/译  顾永忠/审校

ISBN 978-7-301-21384-1/D•3191

32开 / 35元 / 2012年10月出版

曾健 陆淑慧 / 责任编辑

〔美〕彼得·德恩里科
邓子滨                  / 编著

ISBN 978-7-301-20643-0/D•3116

32开 / 35元 / 2012年7月出版

曾健  陈晓洁 / 责任编辑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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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官员的尺度 《纽约时报》诉警察局长沙利文案

作者简介

安东尼•刘易斯，1927年3月生于纽约，毕业于哈佛学院。1955年、

1963年两度获普利策奖。

内容简介

1960年，因为一则批评性广告，警察局长沙利文以诽谤为由，将

《纽约时报》告上法庭，并申请巨额赔偿。两审失利后，几乎被各地政

府官员相继提起的索赔逼至绝境的《纽约时报》，奋起上诉至联邦最高

法院。九位大法官在“《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中力挽狂澜，宣布

“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应当不受抑制、充满活力并广泛公开”，维护了媒

体、公民批评官员的自由。《纽约时报》资深记者、两度普利策奖得主

安东尼•刘易斯，以翔实史料、生动笔触，系统回顾了这起新闻自由史上

的里程碑案件。

盲人奥里翁 龚祥瑞自传

作者简介

龚祥瑞，中国著名宪法与行政法学者，中国政治学会发起人之一、

常务理事。

内容简介

本书向读者展现了龚祥瑞先生在各个时期、各个地方的生活经历与

感悟。龚祥瑞先生以半文半白的语言向读者追述了自己所经历的新旧两

个时代的独特历史，展示了其清末民初教会学校青涩的苦读、青春年少

时在清华以及伦敦政经学院的求学、回国后经历的战乱、在国民政府资

源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中央政法委两个政权中进行的公务员制度研究

和设计、告别旧政权时不去台湾留在北大迎接新政权的诞生的感受，以

及他此后经历的新中国的土改、反右、“大跃进”“文革”、宪政研究

和由此引发的论争等一系列重大事件。

法律稻草人

作者简介

张建伟，毕业于西南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分别获得法学学

士、法学硕士、法学博士学位，现为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内容简介

本书是张建伟教授近年来关于法律学术、法学教育以及司法实践的

一系列短文精品，文章或借题阐发或针砭时弊，但都恪守学术界限，阐

释法律精神，言短意长，点到为止，隽永中饱含深趣，是比较难得的法

律人文读物，尤其适合关注法律的人文阅读爱好者。

本书由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作序。

入选2012年“两岸最美的书”。

龚祥瑞/ 著

ISBN 978-7-301-18644-2/D•2816

16开 / 49元 / 2011年6月出版

曾健  陈晓洁 / 责任编辑

〔美〕安东尼•刘易斯/著

何帆/译

ISBN 978-7-301-18873-6/D•2851

32开 / 32元 / 2011年8月出版

曾健 陈晓洁 / 责任编辑

张建伟  / 著

ISBN 978-7-301-18232-1/D•2771

32开 / 25元 / 2011年1月出版 

王建君 /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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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瑞华 / 著

ISBN 978-7-301-15167-9/D·2288

16开 / 32元 / 2009年5月出版

曾健 / 责任编辑

余定宇/ 著

ISBN 978-7-301-16183-8/D•2477

16开 / 35元 / 2010年1月出版

姜雅楠 / 责任编辑

法律文化三人谈

作者简介

何勤华，华东政法大学校长，法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贺卫方，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田涛，已故著名法律文献学家、拍卖法专家，上海政法学院教授，

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兼职教授。  

内容简介

本书是何勤华、贺卫方、田涛三位教授关于法律文化的“锵锵三人

谈”现场实录。三位教授以漫谈的形式，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下，对法律

文化的方方面面进行了别开生面的讨论。

寻找法律的印迹2中国卷 从独角神兽到“六法全书”

作者简介

余定宇，曾任职新闻记者、《广州商报》执行总编，现为独立撰稿

人。近年来致力于中国公民教育写作。

内容简介

作者花了数年时间，一路实地考察，从出土文物“彩陶上的鱼”说

起，追溯着汾水斜阳、壶口细雨、洛阳旧事、“刑鼎”故地等法律萌芽

之地寻根觅迹，又顺着历史之轨一路探访秦国法典的生成、汉代法律的

定型、隋唐法律的成熟、宋以后法律的流变，直到鸦片战争以后因各国

列强入侵、西法东渐导致的中华法系的解体、国民党“六法全书”的兴

废、中国近代法律体系的形成与演进。通过阅读本书，读者对“中国法

律文化的传统特色”和“今日中国立法改革和司法改革的道路方向”等

现实问题，也会产生出许多更明晰或更深刻的感悟。

论法学研究方法
作者简介

陈瑞华，男，1967年2月生，山东聊城人。现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同时在中国政法大学、国家法官学院、国家检察官学

院任兼职教授。

内容简介

当中国的法制进程在近30年来不断取得突破的同时，中国的法学研

究和法学教育却走入了一个令人尴尬的境地，法制变革的波澜壮阔，映

衬着法学研究的停滞不前和法学教育的人才凋敝。在对“中国法学怎么

了”的不断反问声中，陈瑞华先生提出了他的“第三条道路”和“中国

的问题，世界的眼光”的宏大雄心。只有方法的革新，才能摆脱中国法

学的幼稚境地，只有回归到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中国法学研究和中国

法学教育才能真正建立起自己的一席之地。

何勤华 贺卫方 田涛  / 著

ISBN 978-7-301-16229-3/D•2493

32开 / 19元 / 2010年3月出版 

蒋浩 /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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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与碰撞 16世纪以来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法律

作者简介

田涛，已故著名法律文献学家、拍卖法专家，上海政法学院教授，

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兼职教授。  

李祝环，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内容简介

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新书上架，琳琅满目，作为法律图书的编辑我

们总想推出一些书籍，试图打破法律枯燥的一面，能够让读者在趣味中

学习到更多的知识，将学术性与大众性作一个很好的结合。本书是法律

史学领域的作品，却集法学、史学、文学于一体，通过大量珍贵的史料

为我们展现了历史的真实，真实的法律。

德沃金作品系列

身披法袍的正义

作者简介

罗纳德•德沃金，20世纪后半叶最重要的法理学家，堪称当今世界最

重要的思想家之一。

译者简介

周林刚，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师资博士后、华东师范大学世界政

治研究中心研究员。

翟志勇，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内容简介

我们最常听说的是“依法治国”，整个社会知识阶层对传统知识分

子的“道德”诉求，也常常持否定态度。然而，法官以及立法者的道德

信念，与法律的制定和执行真的毫无关系吗？为当今最伟大的自由主义

旗手和思想家之一，德沃金从法理学、语义学等多个角度展开辩论，他

的结论是：毫无疑问，法律与道德是相互交织的。

民主是可能的吗？新型政治辩论的诸原则

译者简介

鲁楠，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清华大学法学博士。

王淇，国际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中国政法

大学法学博士。

内容简介

真正的民主国家，首先是要尊重每个人生命的基本人权；民主的精

神不仅是选举和投票，它最具生命力的精神内核是参与。这两大原则，

不仅针对当下美国，对我们如何理解当下中国，乃至于未来的中国该往

何处去，都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田涛  李祝环 / 著

ISBN 978-7-301-12338-6/D•1790

16开 / 29元 / 2007年6月出版

蒋浩 / 责任编辑

〔美〕罗纳德·德沃金 / 著

周林刚 翟志勇 / 译

ISBN 978-7-301-24342-8/D•3592

16开 / 49.80元 / 2014年10月出版

冯俊文 / 责任编辑

〔美〕罗纳德·德沃金 / 著

鲁楠 王淇 / 译

ISBN 978-7-301-24341-1/D•3591

16开 / 39.80元 / 2014年8月出版

冯俊文 /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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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纳文集

资本主义民主的危机

作者简介

理查德·波斯纳，曾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助理、联邦政府律

师、斯坦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和讲座教授。

译者简介：

李晟，南开大学法学院讲师，北京大学法学博士，《法律书评》执

行主编。

内容简介

本书是波斯纳关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第二本著作。作为《资本

主义的失败》的后续，《资本主义民主的危机》进一步深入到经济学的理

论语境当中，不仅从现实角度对于奥巴马政府的危机应对政策作出了细致

分析和犀利批评，还从理论角度讨论了金融危机的形成与发展所带来的启

示。在此基础上波斯纳建议通过经济、法律、公共政策等多方面手段加强

政府的金融监管，并展望了后危机时代的前景。

资本主义的失败 〇八危机与经济萧条的降临

译者简介

沈明，北京大学法学博士。现为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Rajawali

研究员。

内容简介

始于2008年的金融与经济危机因其惊人的蔓延速度而成为这代人

一生中最为危急的事件。危机是怎么发生的，尤其在已经吸取了1930年

代经济大萧条的教训之后？为什么人们事先没有预测出来，以采取挽救

措施避免其发生或减轻其危害？可以用什么对策来阻止经济陷入深度萧

条？为什么政府和经济学界到目前为止的应对举措如此乏善可陈？所有

金融灾难事件及迄今所做的捉襟见肘的挽救努力的根源何在？理查德•波

斯纳对这些问题给出了简明的、非技术化的解释。这是一本写给涉猎广

博的智识读者的书，它同时也会令专业人士感兴趣。

论剽窃

内容简介

在本书中，美国最富影响力和争议的法律学者之一理查德•波斯

纳法官对剽窃问题作出了简明、生动、令人耳目一新的考察。到底

什么是剽窃？这个内涵出名地含混的语词的含义，作为跨越时代的

历史与文化变迁的后果，是如何发生演变的？剽窃行为到底是愈演

愈烈了，还是仅仅由于技术进步而变得更容易发现了？现如今的表

达性作品市场如何影响了我们自己对剽窃的理解？真的存在“隐藏

的记忆”吗——一种对他人作品的无意识的、非故意的盗用？剽窃者

的神秘动机和古怪借口是什么？本书对这些纠缠的问题多有讨论。

〔美〕理查德·波斯纳 / 著

李晟/译

ISBN 978-7-301-23967-4/D•3532

16开 / 49元 / 2014年5月出版

陈蔼婧 / 责任编辑

〔美〕理查德·波斯纳 / 著

沈明/ 译

ISBN 978-7-301-15666-7/D•2265

16开 / 29元 / 2009年8月出版

杨剑虹 / 责任编辑

〔美〕理查德·波斯纳/ 著

 沈明/ 译

ISBN 978-7-301-16230-9/D•2494 

32开 / 19元 / 2010年1月出版

姜雅楠 /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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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法律

译者简介

苏力，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著名学者。

内容简介

《超越法律》是波斯纳法官的一部重要法理学著作，是他的法理

学三部曲之一。本书的主题非常明确，就是超越法律，要使目前的法律

更接近科学，甚至最终成为一种政策科学。本书涵盖的主题除了有关法

官、法律职业、法学著述、美国宪法以及规制就业等外，还包括性态、

社会构建论、女权、修辞学、制度经济学、政治理论以及文学中描写的

法律。

波斯纳法官司法反思录

内容简介

美国当代最富盛名的法官理查德•波斯纳，在本书中首度回顾了他31

年的法官生涯，揭示了在此期间美国司法体系经历的改变。在某种意义

上，可以把本书看做波斯纳法官个人自传的预演。他通过对自己法官之

路的回顾，讨论了律师应该如何辩论以及法官如何裁决才能提升审判的

公正性和社会效应。

法官如何思考

内容简介

在本书中，作者主要通过经济学模型分析了美国法院法官，尤其是

联邦上诉法院法官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如何决策以及决策的智慧和技巧，

并运用心理学的分析方法探讨了法官任职的考虑，为读者展示了法官作

为一个职业群体的独特性和吸引力。

〔美〕理查德·波斯纳 / 著

苏力 / 译

ISBN 978-7-301-14753-5/D•2222

16开 / 39元 / 2009年1月出版 

杨剑虹 / 责任编辑

〔美〕理查德·波斯纳 / 著

苏力 / 译

ISBN 978-7-301-24376-3/D•3598

16开 / 59元 / 2014年7月出版

曾健 陈晓洁 / 责任编辑

〔美〕理查德·波斯纳 / 著

苏力 / 译

2016年出版

曾健 陈晓洁 /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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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自杀契约 国家紧急状态时期的宪法

内容简介

美国著名法官、法学家波斯纳在本书论辩说，在严重恐怖威胁和大

规模杀伤性手段急剧扩散的时期，适度压缩公民的宪法性自由因其必要

而是正确的。恐怖主义活动的特殊性决定了国家必须采取针对性措施，

不给恐怖疑犯与普通疑犯同等的宪法性权利；宪法必须保持其流动性和

可变性，回应当前重大事件所产生的压力；在安全紧急时期法院和法律

的回应有重大局限性，必须允许政府以某些未获法律授权的行为来保护

国家安全和个人自由。

冯象作品系列

政法笔记（增订版） 附利未记

作者简介

冯象，北大英美文学硕士，哈佛中古文学博士(Ph.D.)，耶鲁法律博

士(J.D.)。现为清华大学梅汝璈讲座教授。

内容简介

本书是冯象先生对中国法律问题的思考，起源于他在《读书》杂志

开的专栏文章，以英美中古文学博士的笔意，言说国内法治领域的大小

故事，从孔夫子名誉权、鲁迅肖像权、婚前财产公证、取名用生僻字、

性贿赂、人体写真到版权、美国大选……涉及法治领域的方方面面，就

文章而言，都称得上汉语法学随笔的巅峰之作。这些随笔也彻底改变了

我们传统的“普法观念”，通过学者言说本身去影响一种现实的语境，

以期普法之目的。

木腿正义（增订版）

内容简介

《木腿正义》一书共收录作者以前的31篇文章，其中上编16篇谈法

律，属于带有学术性的法律杂文；下编15篇谈文学，学术性较强，也包

括一些访谈文章。作者凭借自身深厚的文学功底，游刃于法律和社会之

间。作者对法律个案层层剥离，既立意深远，又视界宽广；通过对文本

的解读，阐释了法律与文学之间的微妙关系。无论对于专事法律者还是

文学研究者而言，此书都是一个极好的启迪案本。其中《木腿正义——

读一个16世纪冒名顶替案》一文为该书的点题之作。一如作者此前出版

的几本颇有影响的著作，书中同样配有三十多幅西洋名画的插图，增加

了阅读的趣味性。

冯象 / 著

ISBN 978-7-301-11404-9/D•1654

32开 / 26元 / 2007年1月出版

杨剑虹 / 责任编辑

冯象 / 著

ISBN 978-7-301-16673-4/D•2964

32开 / 35元 / 2012年1月出版

曾健  陈晓洁 / 责任编辑

〔美〕理查德·波斯纳 / 著

苏力 / 译

ISBN 978-7-301-16441-9/D·2517

16开 / 25元 / 2010年1月出版

杨剑虹 姜雅楠 /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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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法学术专著

刑法体系与客观归责 中德刑法学者的对话（二）

编者简介

梁根林，北京大学法学博士、教授，《中外法学》主编，中国刑法

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德刑法学者联合会（CDSV）中方召集人。

埃里克•希尔根多夫，德国图宾根大学哲学博士、法学博士，维尔茨

堡大学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法理学、信息法学与法律信息学教授，

北京大学客座教授，中德刑法学者联合会（CDSV）德方召集人。

内容简介

文集以主题报告、书面评论以及会议侧记的形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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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了中德刑法学者的重要共识，客观呈现了彼此之间的立场分

歧，对于中国读者把握德国刑法理论走向、完善与建构中国刑法理论体

系，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贪污贿赂的罪与罚
作者简介

彭新林，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反腐败教育与研究中心秘书长暨刑

事法律科学研究院中国刑法研究所副所长、硕士生导师。

内容简介

本书紧扣全面从严治党的时代主题，立足当前我国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斗争大局，积极适应反腐败新常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程序

与实体的结合上对贪污贿赂的罪与罚进行了全面、深入的专题研究。全

书的论述主要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治理贪污贿赂犯罪的新思想、新

观点、新要求，内容贴近现实，问题导向突出，文风朴实清新，具有较

强的思想性、时代性、实务性和可读性。

知识产权刑事司法保护 
作者简介

贺志军，法学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博士后。

现任湖南商学院廉政法治研究所所长、内聘教授、硕士生导师，湖南商

学院麓山青年学者、湖南省普通高校青年教师教学能手。

内容简介

知识产权刑事司法是我国打击“侵权假冒”工作的重要内容。本

书将法律实证分析方法引入该项议题，从年度司法数据、司法案例、司

法解释规范等方面具体展开；以立法和司法机关与行政和司法机关之间

关系的“外循环”、公检法三机关之间关系的“内循环”为逻辑线索，

对知识产权刑事司法的定量设置与测定、案件“行刑衔接”畅通、侦控

机制优化、“三合一”改革下案件管辖确定及定罪量刑等具有“中国特

色”的代表性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研究。 贺志军 / 著  

ISBN 978-7-301-26671-7

16开 / 49元 / 2015年12月出版

王丽环 / 责任编辑

彭新林 / 著  

ISBN 978-7-301-26680-9

16开 / 38元 / 2015年12月出版

陈康 / 责任编辑

梁根林
〔德〕埃里克·希尔根多夫 

/ 主编

ISBN 978-7-301-26434-8

16开 / 46元 / 2015年12月出版

孟倩 /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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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社会中的刑法 社会转型与刑法理论的变迁

作者简介

劳东燕，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刑法、比较刑

法。

内容简介

本书以风险社会为基本背景，采取动态的视角来探究刑法规范与制

度的演变及其实质。上篇着眼于宏观层面，在梳理风险社会理论与刑法

体系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对刑法体系所经历的重要变动作出勾勒，并就

我国刑法理论该何去何从的问题表达了看法。

刑法伦理
作者简介

曾粤兴，法学博士、博士后。现任昆明理工大学法学院院长及云南省

地方立法研究院院长、教授。

内容简介

本书以新的研究方法，从新的研究视角，全面系统而深入浅出地

阐释了刑罚的伦理属性，指出“伦理是刑罚的血脉和灵魂”，从制刑、

量刑到行刑，应当追求公平、正义、谦抑、人道、宽容、中庸等价值原

则，认为和谐是刑罚追求的终极价值目标，中庸与人道是达至和谐的基

本价值原则，有伦理温情的刑治才能获得社会的公信和敬仰，在此基础

上，对刑治的完善提出了若干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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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简介

王晨，湖北省武汉市市委委员、市政法委员会委员，武汉市中级人

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一级高级法官。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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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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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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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四种不同类型法律文书写作中的司法规律，提升

刑事法律文书写作技能。

劳东燕 / 著  

ISBN 978-7-301-26332-7

16开 / 68元 / 2015年10月出版

孟倩 / 责任编辑

曾粤兴 / 著  

ISBN 978-7-301-26169-9

16开 / 49元 / 2015年9月出版

陈康 / 责任编辑

王 晨 / 主编  

ISBN 978-7-301-25786-9

16开 / 59元 / 2015年7月出版

王建君 / 责任编辑



燕大元照法律图书燕大元照法律图书燕大元照法律图书燕大元照法律图书燕大元照法律图书燕大元照法律图书燕大元照法律图书燕大元照法律图书

022

寻衅滋事的罪与罚
编者简介

赵秉志，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暨法学院院长、教

授、博士生导师。

彭新林，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内容简介

本书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以科学理论为指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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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刑法学界关于寻

衅滋事罪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综述，对寻衅滋事罪的基本法理进行专题

阐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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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寻衅滋事罪的理论研究，并为寻衅滋事罪的相关司法实务提供理

论指导和参考。

立此存照 高尚挪用资金案侧记

作者简介

陈兴良，现任北京大学法学院兴发岩梅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法学院学术委员会主

任、北京大学国家与法治发展研究院刑事法治研究中心主任。

内容简介

本书以时间为维度，记述了发生在安徽省淮北市的一起挪用资金

案，本案可以说是征表我国司法体制弊病的一个难得的标本。为案件获

得公正处理，本案当事人高尚历经一审判决无罪、二审改判有罪，然后

是从中级法院到高级法院，再到最高法院的艰难申诉。

中国案例指导制度研究
编者简介

陈兴良，现任北京大学法学院兴发岩梅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法学院学术委员会主

任、北京大学国家与法治发展研究院刑事法治研究中心主任。

内容简介

全书分为四编共十七章。第一编基础理论，是对案例指导制度基

本原理的一般性探讨。第二编实体制度，是基于各个部门法对案例指导

制度所进行的实体性研究。第三编司法实践，揭示案例指导制度在实际

运作过程中的各种问题。第四编域外借鉴，主要叙述了英国判例法、日

本和德国判例制。我国案例指导制度建立不久，还处于草创阶段。从理

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我国案例指导制度进行深入研究，是我国法学界面

临的一个重大课题，本书对于案例指导制度的研究只是一个拓荒性的工

作，具有抛砖引玉的作用。

赵秉志 / 主编 

彭新林 / 副主编  

ISBN 978-7-301-25267-3

16开 / 39元 / 2015年1月出版

陈康 / 责任编辑

陈兴良/ 编著

ISBN 978-7-301-24917-8

16开 / 38元 / 2014年10月出版

陈蔼婧 / 责任编辑

陈兴良 / 主编  

ISBN 978-7-301-24843-0

16开 / 98元 / 2014年10月出版

王建君 /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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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构成原论（修订版）

作者简介

杨兴培，华东政法大学教授，上海博和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

内容简介

本书作者步着先哲已经开辟的有关犯罪构成研究的理论通道，吮吸

着前贤今人有关犯罪构成研究的理论营养，借助哲学的认识论、方法论

和实践论的基本原理，通过借鉴大陆法系的“三阶层犯罪成立理论”，

对前苏联“四要件犯罪构成”模式和已有的一些犯罪构成理论重新进行

审视、反思和清理，从中寻找出产生各种矛盾、岐义和混乱的原因，通

过进行深刻的分析、批评和批判，建立和形成了只有主客观两要件的新

型犯罪构成理论模式，也算自成一家之言。

实践刑法学讲义 刑法学关键词

作者简介

刘树德，最高人民法院法官。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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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它们

展开了严谨和深入的学术论证：刑事法治、宽严相济、附属刑法、罪刑法

定、罪行平等、罪刑均衡、犯罪概念、出罪“但书”、犯罪论体系。作者

基于自己在最高人民法院任职的便利，收集了大量来自于司法实践的案

例。这些案例经过他的挖掘和加工，以其鲜活的样态呈现在读者面前，进

入理论叙述体系，对于充实刑法理论的实践性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

最高法院如何掌控死刑
主编简介

林维，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学院教授，北大法学院刑法学博士，现

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校长兼法律系主任。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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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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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协同意见和异议意见。正

是这些判决决定了美国死刑制度的走向，塑造了美国死刑制度的历史。

刘树德/著

ISBN 978-7-301-24916-1/D•3686

16开 / 49元 / 2014年10月出版

陈蔼婧 / 责任编辑

杨兴培/著

ISBN 978-7-301-24869-0

16开 / 49元 / 2014年11月出版

陈康 / 责任编辑 

林维 / 著  

ISBN 978-7-301-24411-1/D•3605

16开 / 98元 / 2014年7月出版

曾健 陈晓洁 /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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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罪通论(上下卷)

编者简介

马克昌，武汉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刑法学研究会

名誉会长。

吴振兴，武汉大学刑事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法学博

士、博士生导师。

莫洪宪，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

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内容简介

本书是《犯罪通论》《 刑罚通论》的姊妹篇，是凝结武汉大学刑法

学科集体智慧的又一倾心鸿篇力作。本书以我国现行《刑法》为蓝本，以

《刑法》中规定的百余罪名为解释对象，写作尽量突出重点，并做到触类

旁通，希望给读者通俗、清晰、明了的知识。本书为了达到对罪名的深入

解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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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罪控制工业化
作者简介

尼尔•克里斯蒂，挪威奥斯陆大学法学院犯罪学教授，世界著名

犯罪学学者，欧美多所大学客座教授。

译者简介

胡菀如，英国利兹大学应用翻译学硕士毕业。从事翻译工作多年。

内容简介

本书通过对各国监禁人数的比较，指出西方模式的社会面临

的财富分配和工作机会全面不平均问题，而犯罪控制产业非常适

合处理这两方面的问题，因为该产业不仅提供了盈利和工作机

会，而且也会对可能干扰社会过程的人予以控制。但是，随之而

来的是，犯罪控制产业的发展，必然带来监禁人数的大幅度增

长。这些现象说明了，犯罪控制是一个产业，但其必须要能够保

持平衡。

受审判的监狱
作者简介

托马斯•马蒂森，挪威奥斯陆大学法律社会学教授，挪威刑罚改革协

会（KROM）创始人之一。

内容简介

《受审判的监狱》是批判现代监禁制度的经典著作。通过对不同时

期世界大部分地区监狱人口增长的解析，本书提炼出针对有期徒刑的正

方和反方意见。托马斯•马蒂森教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权威的数据分

析，回答了现代社会监禁人口越来越多的缘由。

马克昌/主编

吴振兴 莫洪宪/执行主编

ISBN 978-7-301-24143-1/D•3560

16开 / 230元 / 2014年6月出版

苏燕英 / 责任编辑

 〔挪威〕尼尔·克里斯蒂/ 著

 胡菀如 / 译  

ISBN 978-7-301-23316-0/D•3430

16开 / 35元 / 2014年6月出版

王建君 / 责任编辑

 〔挪威〕托马斯·马蒂森/ 著

 胡菀如 / 译  

ISBN 978-7-301-23497-6/D•3461

16开 / 35元 / 2014年6月出版

苏燕英 /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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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进步带来的刑法问题思考

作者简介

刘明祥，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曹菲，中国法学会法律信息部助理研究员。

侯艳芳，山东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政治学博士后。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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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一些具有开拓性的见解，无论是对完善我国相关的立法、指

导相关的司法实践，还是从事相关的理论研究，均有重要参考价值。

自由秩序与自由刑法理论
作者简介

何荣功，法学博士。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内容简介

刑法的核心课题是国家对公民诉诸强制力的正当性问题。刑法作

为社会控制的高度专业化手段，必须被限定在绝对必要的限度内。法治

的原点精神在于保障公民自由，“自由刑法”理念应当被提倡。刑法作

为规范体系，针对的对象不仅是犯罪人，也包括国家刑罚权的启动与运

行。刑法的扩张与泛化将不适当地改变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结构，导致

国家司法资源的不合理配置，阻碍经济社会创新，造成社会纠纷解决机

制错位，危及刑法的司法法属性，必须反对！

中德刑法学者的对话 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

编者简介

梁根林，北京大学法学博士、教授，《中外法学》主编，中国刑法

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德刑法学者联合会中方召集人。

埃里克·希尔根多夫，维尔茨堡大学教授，中德刑法学者联合会德

方召集人。

内容简介

《中德刑法学者的对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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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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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会旨在维系和促进中德两国在刑事法学领域的学

术交流。

刘明祥 曹菲 侯艳芳 / 著  

ISBN 978-7-301-23537-9/D•3470

16开 / 49元 / 2014年1月出版

王建君 / 责任编辑

何荣功 / 著  

ISBN 978-7-301-23538-6/D•3471

16开 / 49元 / 2013年10月出版

杨玉洁 / 责任编辑

梁根林
〔德〕埃里克·希尔根多夫 

/ 主编

ISBN 978-7-301-22163-1/D•3280

16开 / 35元 / 2013年6月出版

侯春杰 /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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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续言 高铭暄刑法学文集

作者简介

高铭暄，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暨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兼任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特聘教授、博士生导

师，中国法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国际

刑法学协会名誉副主席暨中国分会名誉主席，北京市法学会名誉会长。

内容简介

本文集收录了高铭暄教授2004年至2012年八年间发表的经认真整理

筛选的67篇刑法论文，系此前问世的《刑法问题研究》《刑法肄言》和

《高铭暄自选集》这三本自选文集的续编。其主题分别涉及刑法基本理

论问题、犯罪总论问题、刑罚总论问题、刑法各论问题和国（区）际刑

法问题。

刑法纵横 王作富刑法学文集

作者简介

王作富，现为中国人民大学荣誉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院院务委员

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顾问、研究员，北京师范大

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特聘教授；兼任中国刑法学研究会顾问、最高人民

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犯罪学研究会咨询委员会委员等。

内容简介

文集所收录的四十一篇论文，大部分系从王作富教授正式发表的

八十余篇学术论文中整理筛选而来，也有部分摘自王作富教授参与撰写

的专题著作。文集分上下两编：上编为“刑法基础理论研究”，共收录

十七篇论文，内容涵括刑法基础理论的诸多方面；下编为“个罪司法实

务研究”，共收录二十四篇论文，对司法实践中常见多发的罪名进行了

深入的研析。

当代刑事法学新思潮
高铭暄教授、王作富教授八十五华诞暨联袂执教六十周年

恭贺文集 

编者简介

赵秉志，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暨法学院院长、教授、

博士生导师。

内容简介

文集分上下两卷，并呈现出如下三个方面的显著特点：一是广泛的

代表性；二是高度的学术性；三是浓厚的情谊性。作为恭贺文集的重要

组成部分，文集还收录了多位高铭暄教授、王作富教授的弟子、晚辈同

仁的回忆文章，饱含深情地记录了其与高铭暄教授、王作富教授的交往

点滴，以细腻的笔触展现了高铭暄教授、王作富教授高尚的师者风范。

高铭暄 / 著  

ISBN 978-7-301-22403-8/D•3317

16开 / 98元 / 2013年5月出版

苏燕英 / 责任编辑

王作富 / 著  

ISBN 978-7-301-22413-7/D•3318

16开 / 88元 / 2013年5月出版

王建君 / 责任编辑

赵秉志 / 主编  

ISBN 978-7-301-22431-1/D•3322

16开 / 288元（上下卷）

2013年5月出版

苏燕英 陈康 /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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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恩 唐哲 高进仁  / 著

ISBN 978-7-301-21797-9/D•3237

16开 / 35元 / 2013年2月出版

苏燕英 / 责任编辑

北京大学法学院刑事法学科群 / 编  

ISBN 978-7-301-21593-7/D•3223

16开 / 98元 / 2013年1月出版

王建君 / 责任编辑

高铭暄 / 著  

ISBN 978-7-301-19952-7/D•3022

16开 / 88元 / 2012年5月出版

王建君 / 责任编辑

当代美国死刑法律之困境与探索
问题与案例

作者简介

柯恩，美国著名的中国及东亚法律专家。

唐哲，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中国法中心北京办公室主任暨高级研究员。

高进仁，美国圣母大学教育学硕士，纽约大学法律博士。

内容简介

这本案例选编向读者呈现了原始资料和学术评论，体现了当代美国

在应对这些共同的问题时所采取的方法。本书尽可能通过法院判决的原

文呈现相关法律。然而，为了帮助读者理解法院的判决意见书和每一个

案件所衍生出的广泛问题，作者们还在文中穿插了相关评论和注解，以

帮助中国读者理解法院的判决意见。

刑法体系与刑事政策
储槐植教授八十华诞贺岁集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部刑法学文集，共收录了三十四篇文章，是为祝贺储槐植

教授八十华诞编著而成。本书秉承了储槐植教授提出的“刑事一体化”

思想，向读者集中展示了我国刑法学者关于刑法教义、刑法结构、刑法

基准、刑法危机、刑事政策、刑法机能等基本问题的最新学术研究成

果，对于研究刑法学相关人员了解我国刑法学相关问题的最新动向具有

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
孕育诞生和发展完善 
荣获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提名奖

编者简介

高铭暄，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暨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兼任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特聘教授、博士生导

师，中国法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国际

刑法学协会名誉副主席暨中国分会名誉主席，北京市法学会名誉会长。

内容简介

全书包括前言、上卷和下卷。上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

育和诞生”，主要围绕1979年刑法典如何诞生来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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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发展和完

善”，主要围绕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典来写，内容包括1979年刑法典颁

布后至1997年刑法典全面修订期间的多个单行刑法、立法稿本，以及

1997年刑法典修订之后的1个单行刑法和8个刑法修正案、9个刑法立法解

释，对刑法典每个条文的来龙去脉进行了梳理，并对条文在立法过程中

的相关争议问题进行了介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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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人论
作者简介

切萨雷•龙勃罗梭，意大利著名的精神病学家、犯罪学家、实证主

义犯罪学派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被国外犯罪学家称为“犯罪学之

父”“近代犯罪学之父”。

译者简介

黄风，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国际刑法研究所所长、教

授、博士生导师。

内容简介

本书共分十八章，条理清晰，结构合理，具有较高的科学性、系统

性、理论性。作者以大量的实证研究为基础，通过对士兵、精神病人、

犯罪人的相貌、骨骼的观察、身体测量、尸体解剖等方法，提出犯罪人

不仅在情感上而且在身体生理特征上也与正常人有很大的区别。他的理

论甫一推出便引起学术界巨大的反响和争议，并对以后的犯罪学研究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本书由著名罗马法专家黄风教授翻译，并根据2006年

版本重新编辑出版。

刑法规律与量刑实践 刑法现象的大样本考察

作者简介

白建军，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奖获奖者。

内容简介

本书为刑法现象的实证研究，样本包括50个国家刑法中一万多罪名

和国内近年来十八万刑事司法判决。书中汇集了作者近期的九篇专论，

五篇曾在《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中国法学》和《北京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发表，另外四篇是首次发表。

量刑程序中的理论问题
作者简介

陈瑞华，男，1967年2月生，山东聊城人。现任北京大学法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在中国政法大学、国家检察官学院任兼职

教授。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部关于量刑程序改革问题的学术著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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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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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结合自己在一些基层法院的“量刑程序民间试验”，对量刑程序改

革的理论进行了深入探讨。

〔意〕切萨雷·龙勃罗梭/ 著

黄风/ 译

ISBN 978-7-301-19628-1/D•2968

16开 / 42元 / 2011年12月出版

曾健  侯春杰 / 责任编辑

白建军 / 著

ISBN 978-7-301-19277-1/ D•2895

16开 / 39元 / 2011年11月出版

侯春杰 / 责任编辑

陈瑞华/ 著
ISBN 978-7-301-17997-0/D•2719

16开 / 32元 / 2010年12月出版

曾健 侯春杰/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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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明祥/主编  李立众/副主编

ISBN 978-7-301-17577-4/`D•2647

16开 / 42元 / 2010年9月出版

侯春杰 / 责任编辑

劳东燕  / 著

ISBN 978-7-301-16187-6/D·2478

16开 / 36元 / 2010年1月出版

侯春杰 / 责任编辑

陈兴良 陈子平 / 著

ISBN 978-7-301-17743-3/D•2676

16开 / 39元 / 2010年9月出版

侯春杰 / 责任编辑

两岸刑法案例比较研究
作者简介

陈兴良，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子平，台湾高雄大学法学院法律学系教授。

内容简介

本书是北京大学法学院与台湾东吴大学法律系共同开设的“两岸

刑法学案例比较”课程的文字再现。由大陆著名刑法学家陈兴良教授和

台湾著名刑法学者陈子平教授共同执教。尤其是课程采用案例式教学，

也是一次尝试。全书体例沿循课程设置的原貌分为四个环节：第一个环

节是学生先就案例进行法理分析；第二个环节是陈子平教授根据台湾刑

法规定与刑法理论进行讲解；第三个环节是陈兴良教授根据大陆刑法规

定、司法解释和刑法理论进行讲解；第四个环节是互动，学生提问、老

师回答。这次课程选择的都是一些疑难复杂的案例，从而为本次案例式

教学课程提供了讨论的空间。讨论的内容集中在盗窃罪、诈骗罪、抢夺

罪、抢劫罪、杀人罪、强奸罪、放火罪等这样一些常见多发的重点罪

名，结合疑难案例进行深入展开，这对于推进刑法分则的理论研究具有

重要意义。

过失犯研究 以交通过失和医疗过失为中心

编者简介

刘明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刑法专业教授，博士生

导师。

内容简介

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数年来一直致力于推动过失

犯的研究。特别是近年来交通过失、医疗过失案件不断增加，有进一步

深化过失犯研究的必要。“海峡两岸暨内地中青年刑法学者高级论坛”

围绕过失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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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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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即为此次论坛的会议文集，是海峡两岸中青年刑法学者共同智

慧的结晶。期望藉此有助于我国刑法学中过失犯理论的研究。

罪刑法定本土化的法治叙事
作者简介

劳东燕，女，1974年出生，浙江绍兴人，北京大学法学博士，清华

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内容简介

本书在论证方面具有相当的深度和很强的逻辑性，全书分七章，内

容逐步深入、环环相扣、叙述缜密。犀利的语言给人酣畅淋漓之感，诙

谐的话语又能发人深省。从论题到论证，从结构到语言，都有相当的水

平，可以说是一部比较深刻的刑事“法理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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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铭暄  赵秉志 / 主编

ISBN 978-7-301-14597-5/D•2201

16开 / 52元 / 2008年12月出版

苏燕英 / 责任编辑

高铭暄  赵秉志 / 主编

ISBN 978-7-301-14594-4/D•2198

16开 / 69元 / 2008年12月出版

恽薇 / 责任编辑

犯罪总论比较研究 
编者简介

高铭暄,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特聘顾问

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荣誉教授、博士生导师。。

赵秉志,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院长暨法学院院长，

教授、博士生导师。

内容简介

《犯罪总论比较研究》是我国著名刑法学家高铭暄和他的弟子，

现为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会长、北师大刑科院暨法学院院长的赵秉

志主编的学科专著，是司法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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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专题设置涵盖了犯罪

理论领域的主要内容，论述反映了近年来犯罪理论研究的新进展和开拓

需要，专题研究深入细致，注意中外比较，理论与立法及司法实践相结

合。本书的出版，是对犯罪基本理论领域的进一步繁荣和深化，可为本

领域的学术探讨提供丰富资料，并对犯罪研究具有指导意义。

刑罚总论比较研究 
内容简介

《刑罚总论比较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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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内容分为

上、中、下三篇，分别对不同法系下的刑罚基础问题、刑罚种类以及刑

罚运用制度进行了比较研究，内容全面翔实，对完善我国的刑罚体系也

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设性意见。本书可供刑法学领域的研究者、学生以

及实务工作者学习和参考。

中国疑难刑事名案
程序与证据问题研究 
编者简介

顾永忠，现任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

导师，并兼任中国法学会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秘书长、常务理事，中华

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内容简介

以程序和证据为研究视角是本书的最大特色，本书收集了十二个典

型案例，均从程序入手，各个案例又因案情不同有不同侧重。增加了部

分相关法律法规链接，都是结合案例选用的相关规定，主要是《刑法》

《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
顾永忠 / 主编

ISBN 978-7-301-14324-7/D•2155

16开 / 49元 / 2008年12月出版

侯春杰 /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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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商法学术专著

数字音乐之道网络时代音乐著作权许可模式研究

作者简介

熊琦，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

中心副教授，国家版局国际版权研究基地研究员。

内容简介

作为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音乐著作权制度的专著，本书以比较法

和法经济分析为视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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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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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根据“著作权人—

集体管理组织”和“使用者—集体管理组织”两类法律关系中商业

模式的差别，选择围绕集中许可构建本土音乐著作权许可机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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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为独立应对

Web 2.0 时代音乐产业面临的新问题提供理论支持。

寻找新民法(增订版)

作者简介

苏永钦，1972年毕业于台大法律系，1981年取得德国慕尼黑大学

法学博士学位，同年开始任教于政大法律系。教学和研究范围及于

宪法、民法、经济法和法社会学。

内容简介

民法到了世纪之交，再度掀起了法典化与去法典化的争辩。荷兰

民法典与俄罗斯民法典，一西一东，代表着资本主义西方社会和后社

会主义东方社会两个新民法典的样板。中国海峡两岸刚好也兴起了重

修/制定民法典的热潮。如果不能从比较宏观的角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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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尝试在此基础上加

入新世纪的一些明显变化，包含越来越居于主导地位的知识产业所凸

显的知识产权的重要性，公法与私法相互工具化的管制革新浪潮，契

约关系在许多方面的实质化，以及资信社会来临对交易成本所起的革

命性变化，等等，将很难掌握修立民法典的方法和取向。

天使抑或魔鬼 民间金融实证研究与立法

作者简介

胡戎恩，上海政法学院副教授、民营经济法治研究院院长。

赵兴洪，西南大学法学院讲师。

内容简介

本书利用实证研究方法，对从知网收集的近三十年来民间金融研究

论文进行了实证分析，即所谓对于研究的研究；再从北大法意案例数据

库中收集所有的民间金融案例，对其进行刑法、民法视角的分析；最后

具体分析了一个典型的集资诈骗罪案例——吴英案。本书试图通过上述

方法，分析当代中国市场经济转型的瓶颈问题——金融体制改革滞后导

致的金融立法滞后，并提出民间金融立法的规律以及立法指导思想的转

型，以使我国尽快完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

熊琦 / 著

ISBN 978-7-301-26468-3

32开 / 28元 / 2015年12月出版

陈康 / 责任编辑

苏永钦 / 著

ISBN 978-7-301-19783-7/D•2991

16开 / 68元 / 2014年9月出版

苏燕英 / 责任编辑

胡戎恩  赵兴洪/著

ISBN 978-7-301-24772-3/D•3664

16开 / 49元 / 2014年9月出版

田鹤 /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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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思维之展开（修订版）

尹田民法学演讲集

作者简介

尹田，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民法研究中心主任，兼

任中国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保险法学研究会会长。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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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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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本书中的观点具有批判精神和冲击

力，有些观点甚至是“逆主流”的，值得民法学界诸多学人深思。同

时，由于本书保留了作者演讲的语言风格，使得书中对严肃的学术问题

的讨论少了几分枯燥而变得生动，读来如亲临演讲现场，这也是本书的

一大特色。

侵犯著作权犯罪典型案例评析
编者简介

张远煌，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暨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左坚卫，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暨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志祥，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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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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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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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理论

探讨与实务研究共存，实体问题与程序问题并重，兼具实用价值与学术

创见，对法律实务工作者和从事刑事法学学习和研究的人员均具参考、

借鉴意义。

美国侵权法（第七版） 实体与程序

作者简介

小詹姆斯·A.亨德森，美国康奈尔大学法学院Frank B. Ingersoll讲席教授。

译者简介

王竹，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四川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民

商法教研室主任

内容简介

本书是美国各大法学院使用最为广泛的侵权法教材之一The Torts 

Process (7th edition)的中文全译本。本书实现了实体与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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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证了几乎所有的重要美国侵权法案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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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说明。

张远煌/主编  

左坚卫  王志祥/副主编

ISBN 978-7-301-24117-2/D•3556

16开 / 49元 / 2014年5月出版

陈蔼婧 / 责任编辑

〔美〕小詹姆斯·A.亨德
森 等/ 著   王竹 等 / 译 

ISBN 978-7-301-23951-3

16开 / 188元 / 2014年4月出版

陆建华 陈晓洁 / 责任编辑

尹田/著
ISBN 978-7-301-24417-3/D•3608

16开 / 59元 / 2014年7月出版

陈康 /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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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新角度 “用益债权原论”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隋彭生，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合同

法研究中心主任。

内容简介

本书是“用益债权原论”课题的阶段性成果。作者除了对“用

益债权”本身进行论述外，还论述了作为“用益债权”理论支撑的

“占有”和“法律关系”。全书由二十一篇独立的论文合成，其中

七篇未发表过，对发表过的论文，有的作了增补。

  

日本侵权行为法
作者简介

田山辉明，早稻田大学法学部教授，现任早稻田大学成人监护法制

研究所所长，日本内阁府中央残疾人政策实施促进委员会委员。

译者简介

顾祝轩，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丁相顺，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内容简介

本书是田山民法学的一个浓缩，通俗而生动地向读者展现了田山侵

权行为法理论的鲜明特色：第一，提出了关于请求权竞合的最新理论；

第二，主张并详细阐述了公平责任说；第三，对“损害”概念重新进行

了诠释，尤其是围绕法人的名誉毁损的损害赔偿的属性，提出了独特的

见解；第四，围绕违法性的判断标准，主张采用类型化标准，并在交易

型侵权行为领域导入了市场竞争秩序原理。

民法基础与超越
作者简介

龙卫球，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院长。

内容简介

本书是对龙卫球教授以往的著述从民法的观念基础、民法的发

展、民法的主体理论、物权法理论和债法理论等角度进行的集中整

理，是作者多年来学术研究的心得和成果的荟萃。作者在民法理论

上的真知灼见，很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

隋彭生 / 著

ISBN 978-7-301-21215-8/D•3179

16开 / 42元 / 2012年10月出版

王建君 / 责任编辑

〔日〕田山辉明 /著 
顾祝轩 丁相顺/译 

ISBN 978-7-301-18856－9/D•2847

16开 / 32元 / 2011年6月出版

陆建华 / 责任编辑

龙卫球/ 著

ISBN 978-7-301-15781－7/D·2403

16开 / 39元 / 2010年1月出版

陆建华/ 责任编辑



燕大元照法律图书燕大元照法律图书燕大元照法律图书燕大元照法律图书燕大元照法律图书燕大元照法律图书燕大元照法律图书燕大元照法律图书

034

民法基本原则解释
诚信原则的历史、实务、法理研究

作者简介

徐国栋，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罗马法研究所所长、民商法博士生

导师、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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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四

个章节研究民法基本原则的立法技术特征和功能，强调其以人的因素补

规则因素之不足的积极作用，以及相应的人治化危险。五个章节专门用

于研究诚信原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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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调主观诚信与客观诚信在社会契约论基础上的统一以及伦理学上的善

恶概念是法律上诚信恶信概念的基础。最后一章是对全书内容的总结。

优士丁尼《法学阶梯》评注

内容简介

优士丁尼《法学阶梯》是人类历史上影响仅次于《圣经》的书，它奠

定了近代以来所有民法教科书和民法典的基本问题域，汇集了较合理的对

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被誉为“西方文化的基础设施”。自538年该书问

世以来，西方世界不断有人为它做评注，哈佛大学图书馆现存73种，作者

们在评注古法的过程中塑造了现代西方法制。本书是中文世界的第一部优

士丁尼《法学阶梯》评注。作者从1988年开始就以优士丁尼《法学阶梯》

作为其罗马私法课程的教材。20多年教这本书的经验，累积成他自己的

《法学阶梯评注》。该书写作中汲取了许多西文的《法学阶梯评注》的成

果。该书也是国内第一部对西方古典著作进行评注的作品。

民法时效制度的理论反思与案例研究
作者简介

杨巍，法学博士。现为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部研究民法时效一般理论和实务案例的专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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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编研究诉讼时效的有关理论和具体规则，对“三目的说”“抗辩权发生

说”等通说进行了反思与重构。第三编研究取得时效的立法设计问题。

罗马法与共同法文库•文丛

徐国栋 / 著  

ISBN 978-7-301-21174-8/D•3174

16开 / 68元 / 2013年1月出版

陈晓洁 / 责任编辑

徐国栋/ 著
ISBN 978-7-301-18321-2/D•2729

16开 / 68元 / 2011年1月出版

曾健 陈晓洁 / 责任编辑

杨巍/ 著
ISBN 978-7-301-26212-2

16开 / 78元 / 2015年8月出版

陈康 /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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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人侵权责任分担机制研究
作者简介

李中原，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教授，湖南大学罗马法系研究中心兼

职研究人员。

内容简介

传统多数人侵权理论对于连带责任的解释包括了各种形式的主观关

联说、客观关联说以及折中学说，但在当代，限缩连带责任的趋向是非

常明显的。多数人侵权责任分担机制的核心理论主要涉及连带责任和按

份责任的正当性基础、法律上的可预见性理论以及多数人责任的多元化

形态理论。在复合因果关系视角下，对国内外共同关注之多数人侵权案

件的类型化分析，充分展示并验证了多元化的责任分担机制的合理性。

信赖原理的私法结构
作者简介

叶金强，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内容简介

本书以信赖原理的建构为主题，以现代私法的转型为背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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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了信赖原理

的正当化途径，并分别从经济学、社会学及法伦理的角度，论证了信赖

原理的正当化基础。

智利共和国民法典 
译者简介

徐涤宇，法学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

博士生导师。

内容简介

智利共和国民法典被认为是拉丁美洲最具原创性和特色的三大民法

典之一（其他二部分别是阿根廷民法典和巴西民法典），它由序题、第

1编“人”（人法和家庭法）、第2编“财产及其所有、占有、使用和收

益”（物法）、第3编“死因继承和生前赠与”（遗产继承法）和第4编

“债的通则和各类合同”（债与合同法）构成，凡2525条。2000年，智

利第19585号法律在婚姻、家庭、继承制度上对其民法典做了大篇幅的

修订，本译本即根据其最新西班牙语版本译出。

徐涤宇 / 译  

ISBN 978-7-301-23498-3/D•3462

16开 / 56元 / 2013年12月出版

侯春杰 / 责任编辑

叶金强/著
ISBN 978-7-301-24263-6/D•3582

16开 / 38元 / 2014年6月出版

陈蔼婧 / 责任编辑

李中原/著
ISBN 978-7-301-24660-3/D•3650

16开 / 45元 / 2014年9月出版

田鹤 /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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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学术专著

林莉红/主编

ISBN 978-7-301-24118-9/D•3557

16开 / 78元 / 2014年5月出版

苏燕英 /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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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简介

林莉红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内容简介

本书是在我国《行政诉讼法》实施二十年之际，对该法实施情况进

行全面、规范实证研究的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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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一万

余份行政诉讼裁判文书的数据采集，在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了规

范的数据分析和严密的逻辑论证，从而全面、客观和准确地展示了我国

《行政诉讼法》的实施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存在的问题，指出了

可能的发展方向。

兰燕卓/著

ISBN 978-7-301-24412-8/D•3606

32开 / 29元 / 2014年7月出版

白茹 / 责任编辑

为了有序的城市 城市规划变更的行政法规制

作者简介

兰燕卓，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师。

内容简介

本书的研究脚踏实地、切中肯綮。作者没有试图搭建一个体系精

巧的概念王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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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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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以此

为基础，进行有针对性的制度构建。

杨海坤 / 主编

ISBN 978-7-301-25986-3

16开 / 68元 / 2015年8月出版

田鹤 / 责任编辑

农民权利的公法保护
编者简介

杨海坤，现任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行政法学研

究会副会长。

内容简介

本书从农民概念的历史性考察着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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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运用公法（主要是宪法与行政

法）保障农民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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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完善公法制度保障方面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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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许可 法与经济学

作者简介

张卿，中国政法大学法与经济学研究中心副教授、科研处副处长。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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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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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法律经济学的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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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讨论了行政许

可制度设计框架的三大核心问题。本书采用了“公共利益理论的分析范

式”和“私利理论的分析范式”两种法律经济学理论的分析范式。

秩序理念下的行政法体系建构
作者简介

施密特•阿斯曼，德国海德堡大学法律学院教授，德国与欧洲行政法

研究所所长。

内容简介

本书共分七章，除有传统行政法总论的内容，即行政法基本体系建构

原则、行政组织、行政程序及行政行为外，尚有欧盟法对行政法总论之影

响。本书完整论述现行德国行政法总论发展的现状，并提出很多开创性的

见解。本书不仅文字典雅严谨，而且其内容业已超越德国传统行政法总论

教科书之水准，所以值得学术界、实务界及学生们之关心及阅读。

诉讼法学术专著

张卿 / 著  

ISBN 978-7-301-23169-2/D•3414

16开 / 39元 / 2013年11月出版

苏燕英 / 责任编辑

〔德〕施密特·阿斯曼 / 著

林明锵 等 /  译
ISBN 978-7-301-19683-0/D•2978

16开 / 55元 / 2012年1月出版

陈康 / 责任编辑

〔美〕拉里·劳丹 / 著

李昌盛 /  译
ISBN 978-7-301-25954-2

16开 / 48元 / 2015年7月出版

陈康 / 责任编辑

错案的哲学 刑事诉讼认识论

作者简介

拉里 • 劳丹，美国当代最负盛名的科学哲学家和认识论学家之一，

美国前哲学学会分会主席。

译者简介

李昌盛，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首批重庆市高等

学校青年骨干教师。

内容简介

刑事诉讼，既然以发现案件事实为目标，那么它就必须要致力于解

决以下三个问题：首先，必须要最大限度地减少错案的发生；其次，当

错误不可避免时，应当以社会认可的价值偏好分配错误；最后，当发现

真实与人权保障等其他价值目标发生冲突时，尽可能以不损害真相发现

的方案化解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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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延友 / 著

ISBN 978-7-301-25122-5

16开 / 39元 / 2015年2月出版

王建君 / 责任编辑

刑事诉讼的理念（最新版）

作者简介

左卫民,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周长军，山东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内容简介

本书以理念为出发点，结合案例，将刑事诉讼的制度和运行机制以

生动的方式加以阐释，同时从比较法角度将域外刑事诉讼制度展现在公

众面前。 全书力图反映刑事诉讼立法的最新动态、司法实践操作以及近

年发生的一些备受关注的案件，尝试用社科法学、实证法律研究的成果

去解读这些变化，深度阐释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现状并前瞻未来走向。

 左卫民 周长军/著

ISBN 978-7-301-23969-8/D•3533

16开 / 48元 / 2014年3月出版

柯恒 / 责任编辑

王禄生 / 著  

ISBN 978-7-301-25094-5/D•3720

16开 / 39元 / 2014年11月出版

陈蔼婧 / 责任编辑

刑事诉讼案件过滤机制
基于中美两国实证材料的考察

作者简介

王禄生，现任教于东南大学法学院。

内容简介

晚近二十余年，《刑事诉讼法》虽几经修改，但我国刑事司法中

的冤假错案和久拖不决等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

探讨了应对上述问题的方法、策略与措施，但却缺乏一个至关重要的视

角——案件过滤（case screening）。本书以案件过滤为视角，选择了

处于极端的两种案件过滤模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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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如何最终深刻地影响一国刑事司法的精度与效率。

沉默的自由（修订版）

作者简介

易延友，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证据法研究中心主任。

内容简介

本书的中心目标是分析和阐释有关沉默权制度的基本历史、基本理

论和基本规则。本书以翔实的资料为基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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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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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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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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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沉默权规则建构的完整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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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与理想 关于中国刑事诉讼的思考

作者简介

左卫民，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

内容简介

以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变革为关注点，在本书中作者不但对拟定立

法条款进行了规范性分析，也对相关立法条款的实践状况展开了实证研

究，从而得以客观评估《刑事诉讼法》修改所带来的真实效应。除了关

注《刑事诉讼法》条文修改本身，作者还关注到条文背后所涉及的社

会、政治因素以及不同利益主体在其中的角力方式，并进行了理论化提

升，从而发展出刑事诉讼制度变迁的实践命题。本书的研究范式及研究

发现，不仅为刑事诉讼理论研究提供了新思维，也为刑事诉讼制度立法

改革提供了新视角、新启发。

争鸣与思辨 刑事诉讼模式经典论文选译

编者简介

虞平，美国华盛顿大学比较法学博士。美国开放社会研究院高级研

究员，美国纽约大学法学院亚美法研究所研究员。

郭志媛，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刑事诉讼法学理论研究所副教

授，硕士生导师，美国纽约大学法学院亚美法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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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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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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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探讨了美

国对抗制的种种问题及背后的价值观。

程序正义的理想与现实
刑事诉讼相关程序实证研究报告

编者简介

林莉红，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从事行政

法与诉讼法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二十余年，著有《行政诉讼法学》《中国

行政救济原理与实务》《社会救助法研究》等。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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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汇编。调查对象

近四千人。调查报告是在正当程序与人权保护理念指导下，以我国《刑

事诉讼法》与有关国际公约规定的刑事司法准则为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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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了监狱服刑人员的羁押经历，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解

决的对策。

左卫民 / 著

ISBN 978-7-301--22737-4/D•3362

16开 / 38元 / 2013年4月出版

王建君 / 责任编辑

〔美〕虞平 郭志媛 / 编译  

ISBN 978-7-301-21016-1/D•3143

16开 / 68元 / 2013年1月出版

侯春杰 / 责任编辑

林莉红 / 主编

ISBN 978-7-301-18760-9/D•2839

16开 / 38元 / 2011年5月出版

苏燕英 /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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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刑诉与中国社会

作者简介

易延友，现任教于清华大学法学院，并兼任北京市延庆县人民检察

院副检察长。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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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了

当下中国刑事诉讼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法学界针对这些问题近年来

展开的深入探讨。本书从古代名剧“窦娥冤”入手，开篇即具亲和力，

将严肃的法律以戏剧分析的轻松形式展示出来，特别是对曾轰动一时的

社会事件，从社会和法学的多重角度进行了分析，以另类方式向读者诠

释法律制度。

澳门与内地新民事诉讼程序比较研究
作者简介

赖建国，澳门大学法学士及法学硕士、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民事

诉讼法方向)。海南仲裁委员会仲裁员、珠海国际仲裁院仲裁员、大学法

律教员。

内容简介

本书在介绍、探讨澳门回归后司法改革最新状况和内地《民事诉

讼法》修改后的司法实践基础上，对两地民事诉讼程序进行了系统的梳

理，并进行了深入比较研究。

民事诉讼法要论
作者简介

杨建华（1927—1998），台湾地区一、二审民、刑庭法官及庭长，

司法行政部参事、主任参事、主任秘书及刑事司司长、行政法院庭长，

“司法院”副秘书长，第四届、第五届大法官。

郑杰夫,台湾地区“最高法院”法官。

内容简介

本书原著杨建华先生系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权威学者，兼通理论与

实务，于各大学法律系讲授民事诉讼法逾二十五载。本书系其将平日授

课内容，撰写成书，作为个人授课之参考书，以精要为主，故称为“要

论”，内容言简意赅，不但为法律系初学者主要参考著作，台湾地区有

关民事诉讼法论著，亦莫不以为重要参考。

杨建华先生于1998年谢世之后，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分别于1999

年、2000年、2003年及2009年多次大幅修正，郑杰夫先生遵杨建华先生

遗愿，为之增补修订。

易延友 / 著

ISBN 978-7-301-17748-8/D•2680

16开 / 32元 / 2010年9月出版 

侯春杰 / 责任编辑

赖建国/ 著 

ISBN 978-7-301-25200-0

16开 / 39元 / 2015年6月出版

陈康 / 责任编辑

杨建华/ 原著  郑杰夫 / 增订  

ISBN 978-7-301-22608-7/D•3348

16开 / 68元 / 2013年7月出版

王建君 /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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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玉谦 / 著

ISBN 978-7-301-23460-0/D•3457

16开 / 88元 / 2013年12月出版

王建君 / 责任编辑

毕玉谦 / 著

ISBN 978-7-301-17757-0/D•2681

16开 / 59元 / 2010年10月出版

王建君 / 责任编辑

张卫平 / 著

ISBN 978-7-301-19285-6/ D•2896

16开 / 48元 / 2011年12月出版

王建君 / 责任编辑

民事诉讼 回归原点的思考

作者简介

张卫平，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法学会民事

诉讼法研究会会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咨询委员。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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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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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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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了作者

具有个性的研究方法、视角和路径。这些研究和探索对于我国民事诉讼法

的发展、完善以及民事诉讼法学理论的提升都有积极的意义。

民事诉讼证明妨碍研究
作者简介

毕玉谦，国家法官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国家法官学

院教学部主任、司法审判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政法大学兼职教授。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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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

妨碍的构成要件、适用证明妨碍的法律效果以及亲子关系纠纷案件中证明

妨碍问题等方面，分为六章加以深入、系统探讨。在本书中，作者广泛借

鉴两大法系有关国家或地区的立法例、司法判例以及理论学说，并且结合

我国审判实务，为我国的立法及司法工作提出了许多有益建议。

证据制度的核心基础理论
作者简介

毕玉谦，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法官学院原教学部

主任、司法审判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等院校兼职教授。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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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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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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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图使其广度

和深度达到一个新的水准。值得强调的是，多年来，对行政诉讼证据制

度的研究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共认的弱项，本书对此有相当的篇幅，

堪有填补空白的力度。从三大诉讼证据制度比较研究的角度而言，本书

至少在国内尚属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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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理论学术专著

法律书评（11）

编者简介

苏力，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著名学者。

内容简介

本书分为专题、深度解读、本土墨香、 异域书品等栏目， 包括：

《旧邦新造：1911—1917》系列书评、《从最高法院走向民主总统—评

阿克曼的新宪政叙事》《法律人类学的启蒙—评林端〈法律人类学简

介〉》《司法如何穿过错综复杂—〈波斯纳法官司法反思录〉译后》

等。本书汇集了国内法律学科各个领域优秀的书评，具有较强的理论深

度和较高的学术价值。

肖建国  包建华 / 著

ISBN 978-7-301-18245-1/D•2773

16开 / 48元 / 2012年1月出版

侯春杰 / 责任编辑

证明责任 事实判断的辅助方法
作者简介

肖建国，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包建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博士。

内容简介

本书以民事裁判法律思维与法律适用中的焦点问题——民事证明责

任为研究对象，对证明责任的界定、适用、转移、分配、倒置、减轻和

免除等备受诉讼理论和审判实践关注的法律问题，尤其是对合同诉讼、

侵权诉讼、房地产诉讼、公司诉讼、知识产权诉讼等不同类型民事诉讼

中的证明责任分配问题，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进行了全方位、立体化

的研究，力求融实体与程序于一体，洞悉法律文本和法律实践，生动地

展示证明责任裁判过程中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发掘法律背后的逻

辑和法律实践过程中的“隐秘”，力争使本书成为民事证据制度研习者

和利用者的良师益友。

经验法则 自由心证的尺度

作者简介

张亚东，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高级法官。

内容简介

本书通过对经验法则基本理论的系统梳理，深入分析了经验法

则在事实认定中的地位、概念、性质、特征、适用主体以及经验法

则与相关制度的关系；从哲学、日常思维和诉讼认识等角度说明了

经验法则的理论基础；运用典型案例深入分析了经验法则在认定事

实、适用法律方面的功能和作用，在经验法则类型化的基础上进而

提出经验法则体系化的建议方案；在深刻剖析我国司法实践中经验

法则误用形态的基础上，提出了运用经验法则需要把握的原则和条

件等多项规制经验法则运用的措施。

张亚东 / 著

ISBN 978-7-301-18091-4/D•2739

16开 / 38元 / 2012年1月出版

王建君 / 责任编辑

苏力/主编

ISBN 978-7-301-25705-0

16开 / 35元 / 2015年6月出版

曾健 陈晓洁/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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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东平 朱腾 / 主编  

ISBN 978-7-301-22767-1/D•3369

16开 / 45元 / 2013年9月出版

陈康 / 责任编辑

张万洪 / 著  

ISBN 978-7-301--22581-3/D•3339

32开 / 35元 / 2013年6月出版

陈康 / 责任编辑

罗伟 / 主编 

ISBN 978-7-301-21659-0/D•3218

32开 / 25元 / 2013年8月出版

苏燕英 / 责任编辑

法律史译评
编者简介

周东平，史学博士，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朱腾，法学博士，厦门大学法学院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博

士后。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部有益于推动国内外法律史学交流的学术成果。当前，法

律史学研究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发展和转折时期。为了推动这门学科持续

繁荣和走向科学，我们在充分肯定学界多年来取得的重要进展的同时，

必须针对法史研究的缺陷和薄弱环节，拓宽研究领域，探讨尚未涉及或

存有疑义的新问题；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认识论，改进研究方法；必须

进一步加强与国内外法学界、历史学界、考古学界特别是法史学界的学

术交流，吸收他们的学术创见，以开阔学术视野，提高学术水平，更加

全面、科学地认识和阐述中国法律发展史。

法律文献引证注释规范（第二版） 

编者简介

罗伟，美国华盛顿大学法学院图书馆馆员，美国法学院协会会员，

美国法律图书馆协会会员。现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图书技术部主任兼讲

师，教授法律检索。

内容简介

本书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法律文献引用注释规范，此部分又分

为以下五种规范：规范一为基本引注要素和格式要求；规范二为中国规

范性文献的引注；规范三为非规范性（二次)文献的引注；规范四为互联

网、电子化或其他非印刷品资源；规范五为外文文献的引注。第二部分

是附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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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读者运用法律缩略词。

法治、政治文明与社会发展
作者简介

张万洪，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武汉大学公益与发展法律研究中

心主任，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理事。

内容简介

本书立足于博大精深的法治理论与波澜壮阔的法治实践，详细论

述了法治理论之源头与起点、法治的基础及其灵魂，考察了中国语境与

传统之下的法治理论与实践，介绍了中外若干重要人物之法治思想与理

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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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论述皆不离法治精神，作者不惜笔墨地分享了自己关于法治传统的

思考，杂糅以“法律与人文”之命题，以世界的眼光来观照中国的现

状，以悲悯的人性关怀来完善理性的法学思辨，最终阐明法治价值的终

极追求乃是人权，是对人类尊严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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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哲学
作者简介

莱因荷德•齐佩利乌斯，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已经退休的法哲学和

公法教授，在德国法学界享有盛誉。

译者简介

金振豹，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

内容简介

法、正义、自由、法共同体等是法学的关键概念。但这些概念到底

何所指，始终是法学，尤其是法哲学上被反复研究和探讨的主题。本书

系统而言简意赅地分析了这些法学上的基本概念，介绍了欧洲和美国哲

学史上关于这些主题的最重要的思想，并提出了作者自成体系的观点。

作为一本简明扼要，而又不乏深度的法哲学入门指南，本书是所有欲对

人类的法律现象和法学有较为深入理解的人士非常适合的参考读物。

舒国滢作品系列

法哲学沉思录

作者简介

舒国滢，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法理学研究所所长。

内容简介

这是一本真正的思想力作！全书篇幅虽然不长，但却严谨、雄辩地

展现了法哲学思想的体系和精华。本书是关于法哲学重大命题的思辨，

行文颇有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的风格，但更适合中国读者的阅读

习惯和旨趣。

法哲学是有诱惑性的，不是因为它的平实朴素，而是因为其所讨

论主题的严肃性与深刻性。本书在思想性、可读性等方面均有较高的价

值，必将给读者带来阅读和思考的乐趣。

法哲学 立场与方法

内容简介

本书与《法哲学沉思录》为姊妹篇，由近十几年来作者所写的七

篇论文结集而成，其主题均有关法哲学。《法哲学沉思录》是作者

多年从事法哲学研究的学术精华，充满了严谨的法学智慧，而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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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通过不同的体例、不同的角度，相辅相成地向读者展示了

法哲学的学问。

“哲学不是给予，它只能唤醒。”本书正是要通过七篇法哲学的

文章，唤醒人们对法哲学的重视，表达作者的主张，阐述其研究的

方法。

〔德〕莱因荷德·齐佩利乌斯/著 

金振豹/译

ISBN 978-7-301-21674-3/D•3219

32开 / 29元 / 2013年1月出版

陈晓洁 / 责任编辑

舒国滢/ 著

ISBN 978-7-301-17247-6/D•2601

32开/ 30元 / 2010年8月出版

孟瑶 陆建华 / 责任编辑

舒国滢/ 著

ISBN 978-7-301-17256-8/D•2604

32开 / 18元 / 2010年8月出版 

陆建华 /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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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英格博格·普珀 / 著

蔡圣伟  / 译

ISBN 978-7-301-19238-2/D•2892

16开 / 26元 / 2011年8月出版

苏燕英 / 责任编辑

〔日〕佐伯仁志 道垣内弘人/ 著

于改之 张小宁/ 译

ISBN 978-7-301-16349-8/D•2504

32开 / 35元 / 2012年1月出版 

曾健  陈晓洁 / 责任编辑

王泽鉴 / 主编

ISBN 978-7-301-19839-1/D.3000

16开 / 39元 / 2012年7月出版

苏燕英 / 责任编辑

英美法导论
编者简介

王泽鉴，德国慕尼黑大学法学博士，台湾大学法律学院名誉教授。 

内容简介

现代法律人，必须兼具英美法与欧陆法的素质，始足以掌握各国法

律发展的进程。                                       

本书邀请学有专精，留学英、美的法学者，针对英美法的各种重要

制度与法律的主要内容，介绍了英美法律制度与英美法的精神。对英美

法律发展史、司法制度、法源、主要法律领域，以及法律与社会科学的

研究等，作了体系性介绍。本书之末，还介绍了美国的法律课程，作为

了解美国法学教育的起始。

本书将成为读者学习英美法的起步与捷径。

刑法与民法的对话
作者简介

佐伯仁志，日本东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道垣内弘人，日本东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译者简介

于改之，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张小宁，日本立命馆大学衣笠综合研究机构博士后研究员。

内容简介

该书是日本东京大学刑法学教授佐伯仁志与民法学教授道垣内弘人

的合著，主要探讨刑民交界领域的法律问题与司法适用。该领域近年来

因为“许霆案”的影响，正成为国内法学界的研究焦点，引入日本学者

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正好为国内相关研究提供一个参照与借鉴。

法学思维小学堂 法律人的6堂思维训练课

作者简介

英格博格•普珀，波恩大学法学院教授，2006年退休，迄今仍继续在

波恩大学法学院担任教学及研究工作。

译者简介

蔡圣伟，现为台湾东吴大学法律学系副教授。

内容简介

本书作者在德国刑法学界享有盛名，这本小书，可说是她集自己

数十年的教学写作经验，为法学初学者撰写的一本思维导引手册。本书

内容不同于传统方法论教科书的叙述方式，而是重在各种方法的实际操

演。相信您加入这个方法论密集班之后，可在短时间内了解各种不同方

法的运用，并有心领神会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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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克米特·L.霍尔/ 主编

        许明月  夏登峻等 / 译

ISBN 978-7-301-14427-5/D•2185

16开(精装) / 298元 / 2009年1月出版

杨剑虹 陆建华 / 责任编辑

牛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指南（第二版）

内容简介

《牛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指南》是一部真正的鸿篇巨著。联邦最

高法院不仅是美国司法的最高权威，实质上更是美国宪政的基石和守护

者。本书以1300多个词条、250多万字的巨大篇幅，完整地展现了与联邦

最高法院有关的一切。它不仅是一部以联邦最高法院为核心的美国司法

制度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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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了那些对联邦最高法院的运作和美国立宪主义的内涵都具有核

心意义的主要概念。

公证证明标准与责任
作者简介

蒋轲，2006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研究生部，获硕士学位，同年开

始从事公证工作。

内容简介

由于公证职能的独立行使常常受到来自程序外力量的干扰，使得公

证过错的构成、公证责任的承担处于较法律规定复杂化的状态。另外，

受公证执业环境中不利因素的影响，公证机构和公证员实际承担的法律

责任超过了法定过错责任，与其他行业的责任相比更加沉重。这种现状

不利于公证事业的健康发展和公证职能的正常发挥，有待改变。

《鹿特丹规则》影响与对策研究
作者简介

胡正良，上海海事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於世成，上海海事大学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

郏丙贵，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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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了国际社会，尤其是主要航运国家或地区与主要贸易

国家或地区、具有影响力的相关政府间和非政府间国际和地区性组织对

《鹿特丹规则》的立场与态度；预测了《鹿特丹规则》的前景；深入分

析了《鹿特丹规则》如果生效，尤其是在我国实施将对我国国际航运、

国际贸易、港口经营、船舶管理、船员管理、国际物流、海上保险、银

行业、海事司法和海事仲裁十个领域产生的具体影响和对我国整体经济

利益的影响。

其他法学学科专著

蒋轲 / 著

ISBN 978-7-301-26009-8

16开 / 98元 / 2015年7月出版

陆建华 / 责任编辑

胡正良 於世成 郏丙贵 / 等著  

ISBN 978-7-301-23592-8/D•3479

16开 / 88元 / 2014年10月出版

王建君 /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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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写学术论文
作者简介

宋楚瑜，政治大学外交系毕业，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政治学硕

士，美国乔治城大学政治学哲学博士，曾任台湾省省长。

内容简介

本书为作者写于20世纪70年代的作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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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于1978年首次在

台湾发行，其后于1980年再版，1983年三版，1992年修订七版，前后计

发行过九版，颇受大学生及研究生的喜爱与欢迎。

法律诊所 理念、组织与方法

译者简介

许身健，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中国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

会副主任。

内容简介

本书主要探讨法律诊所的目标、法律诊所教学的发展：全球视野、

法律诊所的行政管理、诊所法律援助的提供、诊所的法学教育方法论以

及法律诊所基金会等内容，旨在满足师生对法律诊所的管理之需。通过

阅读本书，学生可获知法律诊所的运行规则、诊所理念及历史方面的丰

富知识，法学教师亦可了解关于法律诊所的运作管理、法律诊所中的教

学等方面的实用性知识。

国际法律伦理问题
作者简介

詹姆士•E.莫里特诺，威廉玛丽学院马歇尔威斯法学院塔兹维尔•泰

勒法学教授。

乔治•C.哈瑞斯，美国太平洋大学麦克乔治法学院法学教授。

译者简介

刘晓兵，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法律职业

伦理教研室主任，兼职律师。

内容简介

本书以法律职业国际化和律师国际执业为背景，以美国法律职业伦

理及其规范为主轴，对几个比较典型的东、西方国家作了全面而深入的

比较研究，然后在此基础上对律师的跨国执业问题、各国法律职业伦理

规则的冲突问题以及对包括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以及卢旺达问

题国际刑事法庭的有关法律伦理规则适用问题进行多角度的探讨并得出

一定的结论。

〔美〕詹姆士·E. 莫里特诺

〔美〕乔治·C. 哈瑞斯     / 著

刘晓兵 / 译

ISBN 978-7-301-23607-9/D•3480

16开 / 35元 / 2013年12月出版

陈康 / 责任编辑

宋楚瑜 / 著

ISBN 978-7-301-24123-3

16开 / 35元 / 2014年5月出版

苏燕英 / 责任编辑

波兰法律诊所基金会 / 著

许身健 / 译

ISBN 978-7-301-23603-/D•3481

16开 / 28元 / 2014年1月出版

陈晓洁 /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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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理由与法律推理
作者简介

陈景辉，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法理学研究所副教授。

内容简介

案件的诉讼与裁判，不但是法律与日常生活相互纠缠的通常形式，

也是公共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法官与当事人这些必然纠缠其中的

实际参与者之外，普通民众似乎只是基于“猎奇”之类的原因产生了关

注案件的最初冲动，但他们很快就会发现旁观者和参与者的身份是可以

轻易倒转的，“观察者”的中立姿态无法始终保持，随之也就有了发表

意见和看法的基本理由。这些意见的发布本身之所以具备话题性，不仅

仅是因为每个民众都是潜在参与者这个公共性或者政治性的部分，而是

因为民众在看法上是有所分歧的、甚至在某些情形中存在着严重的姿态

对立。由此一来，实践理由必然成为我们思考法律推理问题的基本出发

点和最终归宿，同时这也迫使我们必须提高法律推理问题的论证强度，

而与具体的案件争议保持一个合理的观察距离。

国际海事货物索赔管辖权的选择
从适格法院到适当法院

作者简介

刘兴莉，中山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内容简介

本书以国际海事货物索赔管辖权的选择——从适格法院到适当法院

为主题展开研究，采取案例研究的方法，通过对中国海事货物索赔管辖

权实施状况的观察和剖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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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合理依据且是正当的。同时，

本书结合新的运输法公约《2008年鹿特丹规则》第14章管辖权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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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实现国际海事货物索赔管辖权的国际统一。

国际私法第二版（上下卷）

内容简介

《国际私法》一书是德国杰出的法学家马丁·沃尔夫的代表作。作

者被誉为“在阐明国际私法复杂问题方面成就最为辉煌的作者之一”。

原著于1945年初版，1950年再版。本书的最大特点和最重要的价值在

于，它是一部由德国著名国际私法学者写就的以英格兰冲突法为主线的

著作。作者因避难移居英国，得以研究英格兰国际私法近十年，因此在

本书的所有问题上均结合了英、德、法、美等多国的法律、判决和学

说，并用比较法进行了分析，使得本书集英美国际私法和大陆国家国际

私法之长，融汇两大法系，可谓国际私法著作之典范。李浩培、汤宗舜

两位先生于1955年即着手翻译本书，根据原著第二版并参酌俄文译本译

出后，几经周折，中译本方于1988年得以首次出版。

陈景辉/ 著

ISBN 978-7-301-16672-7/D•2963

16开 / 39元 / 2012年1月出版

陈晓洁 / 责任编辑

〔德〕马丁·沃尔夫 / 著

       李浩培  汤宗舜 / 译

ISBN 978-7-301-14654-5/D•2209

32开 / 45元 / 2009年1月出版

陆建华/ 责任编辑

刘兴莉 / 著

ISBN 978-7-301-19342-6/D•2904

16开 / 34元 / 2011年10月出版

苏燕英 /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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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学文库

应对全球环境问题的新机制
多边环境协定的缔约方大会模式

作者简介

陈晓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学院讲师。

内容简介

本书对缔约方大会模式进行了全面研究，指出该模式体现了全球

环境治理的技术性、组织性、分散性的特点，揭示其对国际造法与条约

实施这两大国际法核心问题带来的革新，以及它对国际组织法发展的影

响。本书是国内首部全面、深入地研究此类多边环境协定的修订发展和

实施程序的学术成果，资料翔实，无论对国际环境法还是对国际组织法

的研究发展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美国囚犯战争
作者简介

姜文秀，吉林大学刑法学博士，清华大学刑法学博士后，现为中国

青年政治学院法学院讲师。

内容简介

美国监禁人数达到230万人，庞大的监禁数量造成美国监狱拥挤，监

禁条件恶化，这是美国在犯罪战争和毒品战争中过度使用监禁刑造成高

监禁率的结果，也是囚犯战争的标志性产物。为了解决囚犯战争带来的

各种社会问题，美国在长期的法律实践中，不断发展、充实、完善社区

矫正制度以及私营监狱制度。美国社区矫正事业在曲折发展的历程中，

不仅为世界各国留下了不可多得的深刻教训，而且提供了社区行刑的宝

贵经验。

 

宪法权力解读
作者简介

马岭，女，生长于湖南长沙，祖籍河北邢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

律院教授，长期从事宪法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内容简介

全书上篇关注的是有关宪法权力中的某些原理性内容，特别提出

宪法直接规范的主要是立法权。作者对“权力来自权利”的公论提出了

质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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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篇逐一分析了各种宪法权力，如议会权力、政府权力、军事

权力、司法权力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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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就这些章节结合中国的现实进行了学术分析，填

补了一些空白，挑战了一些传统观念。

本书获2015年教育部优秀成果三等奖。

陈晓华/著

田鹤/责任编辑

姜文秀/著
ISBN 978-7-301-26684-7

16开 / 35元 / 2016年1月出版

王建君/责任编辑

马岭 / 著  

ISBN 978-7-301-23116-6/D•3406

16开 / 56元 / 2013年11月出版

苏燕英 / 责任编辑



燕大元照法律图书燕大元照法律图书燕大元照法律图书燕大元照法律图书燕大元照法律图书燕大元照法律图书燕大元照法律图书燕大元照法律图书

050

民法学视野中的情谊行为
作者简介

王雷，法学博士，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讲师，硕士生导师。兼

任中国民法学研究会秘书长助理。

内容简介

本书根据情谊行为事实上所发生的生活领域,结合现有民法理论体

系，将广义的情谊行为类型化为纯粹的情谊行为、情谊合同、情谊无因管

理、情谊侵权行为、身份情谊行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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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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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民法学者在价值判断问题上理性说理的信心。

共犯论研究
编者简介

林维，法学教授，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学院副院长，教育部

创新团队主持人。

内容简介

本书采取主题报告及评论的形式，讨论了共犯论这一刑法理论中

“黑暗而绝望”的一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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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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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呈现了迥异之论证、尖锐之立场，以期逐步厘清所涉之迷

思。相关论文既包含德国、日本法共犯论体系下的论说，也恰当地反

映了内地刑法学界在是否接受大陆法共犯理论这一问题上的尝试与分

歧，并适当介绍了英美法中有关共犯的理论，是迄今为止海峡两岸刑

法学界在共犯论具体问题上一次高水准的精致演绎。

林维 / 主编

ISBN 978-7-301-23550-8/D•3474

16开 / 88元 / 2014年1月出版

王建君 / 责任编辑

王雷 / 著

ISBN 978-7-301-23591-1/D•3478

16开 / 39元 / 2014年1月出版

陈康 /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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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山田 / 著  

ISBN 978-7-301-19649-6/D•2972（上册）

ISBN 978-7-301-19624-3/D•2965（下册）

16开 / 56元（上册）59元（下册）

2012年1月出版   王建君 / 责任编辑

林山田 / 著

ISBN 978-7-301-19625-0/D•2966（上册）

ISBN 978-7-301-19650-2/D•2973（下册）

16开 / 55元（上册）55元（下册）

2012年1月出版    苏燕英 / 责任编辑

林山田刑法学作品

刑法通论（上、下册）

作者简介

林山田，台南市人，德国杜宾根大学法学博士，台湾大学法律学院

教授。

内容简介

刑法总则是刑事制裁法规范的主要法律，是规定刑事实体法的共同

原则，故论述刑法总则的本书称之为刑法通论。本书采最新的刑法论理

学说，引述并评论刑法实务见解，分就故意犯、过失犯与不作为犯等三

大犯罪形态，论述刑法总则编，建立犯罪的法律要件及其法律效果的刑

法理论体系，以作为犯罪判断与定罪科刑的共同原理。

刑法各罪论（上、下册）

内容简介

本书以刑法通论的刑法理论与体系架构为基础，论述刑法分则编

所规定的各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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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分为客观不法构成要件与主观不法构成要件，论述刑法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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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对

于现行条文的检讨，提出了修法建议。

由于本书兼顾理论与实务，除结合刑法总论的理论外，也引述并评

述实务见解，因而为研习刑法或刑法实务不可或缺的专著。



燕大元照法律图书燕大元照法律图书燕大元照法律图书燕大元照法律图书燕大元照法律图书燕大元照法律图书燕大元照法律图书燕大元照法律图书

052

王泽鉴民法研究系列

作者简介

王泽鉴，台湾著名民法学家。1938年出生于台北,毕业于台湾大

学法律系，获德国慕尼黑大学法学博士，被称为海峡两岸当代民法

第一人，其学说备受两岸民法学界推崇。

丛书简介

本系列图书是著名民法学家王泽鉴先生的经典著作，是先生多年

来从事民法教学与研究的成果体现。其中《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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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

其是里面的大量实务案例和真实判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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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难能可贵的是，八卷本写

作长达二十年，却能一以贯之，浑然一体，循循善诱、引人入胜

之感可令读者回味无穷，被学界称为研习民法学必读的“天龙八

部”。

本系列的另外八部书——《民法思维：请求权基础理论体系》

《民法概要》《民法总则》《债法原理》《不当得利》《侵权行

为》《民法物权》和《人格权法：法释义学、比较法、案例研

究》，是作者在教学、研究之余的另一部分学术成果。七部著作从

民法基本内容的几个重要部分展开，仍然沿袭了作者一贯的写作风

格，以理论研究为基础、以案例和判例为线索、以分析解说为指

导、以法释义学为规范模式，亦堪称经典，被许多高校法科教师指

定为教材或参考用书。

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重排合订本）

内容简介

此次重排合订本系将原书8册整合为一部完整著作，依民法体系

编排其内容，希望更能显明问题的关联及发展，提升问题意识及显

现法学方法的重要，并便利参考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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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一册）

内容简介

本书是著名民法学家王泽鉴先生所著“天龙八部”中的第一册，

通过台湾“最高法院”判例及王泽鉴先生自己创设的案例，讲解了

民法学说中的重要法律关系，如买卖、契约、损害赔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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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里面的大量实务案例和真实判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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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作为“天龙八

部”的第一本，作者倾注了他研究民法的极大热情，其精心、认真

在书中处处可见，案例之组织的严谨、周延以及案例分析的精到，

都可令读者受益匪浅。本书此次出版，在台湾各版本基础上结合大

陆版本进行了修订，尤其是对书中的德文作了修改和审定，作者为

调整八本书的布局 ，还将其中的“附条件买卖中买受人之期待权”

转移至第七册，使“天龙八部”各册篇幅更为合理。

王泽鉴 / 著
ISBN 978-7-301-15803-6/D•2413

16开 / 38元 / 2009年12月出版

苏燕英/ 责任编辑

王泽鉴 / 著
ISBN 978-7-301-25419-6

16开 / 198元 / 2015年10月出版

曾健 /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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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二册 ）

内容简介

本书结合台湾民法及大量法院判案实例，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

式，探讨了契约及与之相关的法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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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

其是里面的大量实务案例和真实判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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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循善诱、引人入胜，在学习之余，可

以感受作者的诲人不倦之情。本书是继“天龙八部”第一册后作者的又

一力作，其写作已经很熟练，分析更为全面。我们在出版时，重新核定

了文中的德文、引注信息，并作了精心编辑，非常适合大陆学者研究和

参考，尤其适合法律系学生阅读。

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三册）

内容简介

本书重点探讨产品责任问题、对消费者的保护，以及有关未成年人

保护的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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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共八册）是著名民法学家王泽鉴先生

最负盛名的著作。这套书问世至今数十年，拥有众多拥趸，堪称经典之

作。此次出版，在台湾地区最新版本的基础上，作了一些修订；本书作

为其中的一部分，延续了王泽鉴先生一贯的论述风格，案例丰富、资料

翔实、分析透辟、深入浅出，对于民法研究和教学都具有重要意义。

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四册） 
内容简介

本书主要探讨了几种特殊的民事法律行为，如：无效法律行为、附

条件法律行为、二重买卖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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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对未出生者权益的保护也有深入探讨。

本书是王泽鉴先生的经典著作之一。此次出版，在台湾地区2005年

1月最新版本的基础上，参考原简体中文版本，进行了部分修订；本次出

版得到王泽鉴先生的亲自指导，并对书中的外文引注及资料进行了重新

校订，校正了部分文字性及技术性错误，使本书在体例和内容上均更加

完备。相信本书的出版能够极大地满足民法学习者学习和收藏的需要。

王泽鉴 / 著

ISBN 978-7-301-15801-2/D·2411

16开 / 30元 / 2009年12月出版

姜雅楠/ 责任编辑

王泽鉴 / 著

ISBN 978-7-301-15802-9/D•2412

16开 / 33元 / 2009年12月出版 

苏燕英/ 责任编辑

王泽鉴 / 著

ISBN 978-7-301-15800-5/D•2410

16开 / 30元 / 2009年12月出版

侯春杰/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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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五册）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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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特殊的物权行为可能引起的债法及侵权法上的后果问题。作

者通过专题研究的形式，辅以丰富的判例与学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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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大陆法系尤其是德国法的民法原则予以引介式考量；作者的研究视角既

立足传统——博采众家之长，又不囿于框架——递进式推陈出新，其凝

结于本书的成果，将对我国民法理论体系的构建，以及民事法律的解释

适用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此次出版，在台湾地区2005年1月最新版本的基础上，参考大陆原简

体中文版本，进行了部分修订；并在王泽鉴老师的指导下，重新核改了

书中的德文、引注信息，校改了原简体中文版的一些技术性错误。

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六册）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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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物之瑕疵担保责任、同时履行抗辩、买卖不破租赁，以及通谋

虚伪之第三人利益契约。

本书是王泽鉴先生的经典著作之一。此次出版，在台湾地区2006年

9月最新版本的基础上，参考大陆原简体中文版本，进行了部分修订；并

在王泽鉴老师的指导下，重新核改了文中的德文、引注信息，校改了原

简体中文版的一些技术性错误。具有较强的学习和收藏价值。

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七册）

内容简介

本书主要探讨民法与经济法相关领域的法律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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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其他形式金钱赔偿问

题。

本书是王泽鉴先生的经典著作之一。此次出版，在台湾地区最新

版本的基础上，参考大陆原简体中文版本，进行了部分修订；并在王泽

鉴老师的指导下，重新核改了文中的德文引注信息，校改了原简体中文

版的一些技术性错误；此外，依据王泽鉴老师的意见，将原《民法学说

与判例研究》（第一册）中的“附条件买卖中买受人之期待权”一文放

入本书，充实了本书的内容。经过本次修订，具有较强的学习和收藏价

值。
王泽鉴 / 著

ISBN 978-7-301-15798-5/D•2408

16开 / 30元 / 2009年12月出版

徐云龙 / 责任编辑

王泽鉴 / 著

ISBN 978-7-301-15799-2/D·2409

32开 / 28元 / 2009年12月出版

陈晓洁 / 责任编辑

王泽鉴 / 著

ISBN 978-7-301-15835-7/D•2423

16开 / 30元 / 2009年12月出版

孟瑶/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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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八册）

内容简介

本书论述了民事审判过程中应适用的原则，如衡平原则、类推

适用，并对一些民法新问题中的法院造法问题进行了探讨，最后对

“动产担保交易法”十几年的实施作了回顾。

本书是王泽鉴先生的经典著作之一。此次出版，在台湾地区2006

年2月最新版本的基础上，参考大陆原简体中文版本，进行了部分

修订；并在王泽鉴老师的指导下，重新核改了文中的德文、引注信

息，校改了原简体中文版的一些技术性错误。具有较强的学习和收

藏价值。

人格权法 法释义学、比较法、案例研究

内容简介

人格权法系采法释义学、比较法及案例研究的方法，阐述人格价

值理念，建构人格权法的规范体系，研讨现行法解释适用的基本问

题，以及探寻人格权法的发展方向。在某种意义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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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法思维 请求权基础理论体系

内容简介

本书旨在建构请求权基础的理论体系，期能为民法实务提供可

资遵循的思维及论证方法，以增进法律适用的合理性及客观性。本

书重视方法论上的运用，所设实例主要针对民法领域重要的基本问

题，并多引用判例学说及德国法的理论，有助于读者理解相关法律

的解释适用。

本书是王泽鉴先生的经典著作之一。此次出版，在台湾2009年7

月最新版本的基础上，参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原简体中文版本，

进行了修订；本次出版得到王泽鉴先生的亲自指导，并对书中的外

文引注及资料进行了重新校订，校正了部分文字性及技术性错误，

使本书在体例和内容上均更加完备。相信本书的出版对民法学习者

应大有助益，特别是对大陆和台湾地区现行民法的比较研究提供了

动态的资料支持。

王泽鉴 / 著

ISBN 978-7-301-15912-5/D•2430

16开 / 38元 / 2009年12月出版

侯春杰 / 责任编辑

王泽鉴 / 著

ISBN 978-7-301-15797-8/D•2407

16开 / 28元 / 2009年12月出版

陆建华 / 责任编辑

王泽鉴 / 著

ISBN 978-7-301-20561-7/D•3107

16开 / 59元 / 2013年1月出版

侯春杰 /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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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概要（第二版）

内容简介

《民法概要》（第二版）在2009年第一版的基础上，根据台湾地区

“民法”各编的修正对书中内容进行相应调整。本次修订共涉及物权、

亲属、继承等编的修正。

本书内容着重于阐释民法的价值理念，分析讨论权利体系、法律行

为、债之关系、物权、亲属、继承等重要制度的功能，并提供若干相关

统计资料，使读者能够了解攸关个人权益及社会经济发展之私法秩序的

理论架构和实际运作。另外，本书设计157个例题，阐释民法上的立法政

策、规范模式及解释适用的核心问题。

民法总则（最新版）

内容简介

本书是研习民法者的入门参考书，以私权利贯穿始终，开篇转载

了德国法学家耶林的名著《法律的斗争》，为全书定下了基调：民法是

保障私权利的基本法。接着从权利主体、权利客体、权利变动及权利的

行使等角度进行论述，力图把民法的权利本位、私法的价值理念与原理

原则全方位地展现给读者。本书的另一特色是，用实例引导读者发掘问

题、思考问题，并带着问题去探求私法上的解决途径，以专题类型化的

形式全面探讨了民法在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的诸多重要问题，对于民法

研究和教学都具有重要意义。

本书是王泽鉴教授的一部重要著作，最初成书于二十余年前，经反

复修改补充，始成现在的规模。此次出版，在台湾地区2008年10月最新

版本的基础上，作了较大修订。

债法原理（第二版）

内容简介

本书是王泽鉴先生专题讨论债法问题的专著，以“债法原理”为

题，就债法的重要基本问题，作系列专题性的研究；并对债的发生原因

一一作了专章分析和研究，兼采实例以引导法律上的思考和对理论问题

的理解。

本书是王泽鉴先生的经典著作之一。此次出版，在台湾2005年1月最

新版本的基础上，参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原简体中文版本，进行了部

分修订；本次出版得到王泽鉴先生的亲自指导，并对书中的外文引注及

资料进行了重新校订，校正了部分文字性及技术性错误，使本书在体例

和内容上均更加完备。本书是学习债法的基本参考书，相信本书的出版

可以对初学债法者提供详细的债法理论指导，也可以极大地满足民法学

习者的要求。

王泽鉴 / 著

ISBN 978-7-301-22098-6/D•3272

16开 / 45元 / 2014年10月出版 

陈康 / 责任编辑

王泽鉴 / 著

ISBN 978-7-301-17758-7 /D·2682

16开 / 68元 / 2011年1月出版

陈晓洁 / 责任编辑

王泽鉴 / 著

ISBN 978-7-301-16020-6/D·2445

16开 / 69元 / 2014年8月第7次印刷

白茹 杨玉洁 / 责任编辑



基础法学     2009 CATALOGUE法学学术专著2016 CATALOGUE

057

王泽鉴 / 著

ISBN 978-7-301-26398-3

16开 / 59元 / 2015年11月出版

王建君 / 责任编辑

不当得利（第二版）

内容简介

在当前的民法判例中，与不当得利相关的问题非常繁杂，其涉及面

相当广，产生的法律后果和影响也很大。作者通过精当的分析论证、结

构化的章节体例，以及详实的立法资料，加之对判解的深入研究及对德

国法的比较式考察，全面阐释了不当得利制度的历史演进、体系构建及

未来发展，其对不当得利法则的理论追溯与实例考证，将为我国民法学

及不当得利制度的修改、完善与司法适用提供有益的动态性启示。

第二版修订重点有二：其一系以给付概念结合法律评价，提出处理

三人关系不当得利的思路途径；其二系更深刻地探究侵害权益不当得利

的权益归属内容，整理日益增加的案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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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侵权行为（第二版）

内容简介

本书结合台湾地区民法和具体实例，主要阐释侵权行为的基本理

论；分析讨论一般侵权行为、侵权行为法的基本概念、体系构造与思考

方法；特别讨论了侵权行为法上的公平正义与经济效率的关系；对于特

殊侵权行为也作了专章探讨。

本书作者以侵权行为法为研究对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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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贯穿了比较法学、案例法学的精髓，使读者透过每个法律问

题，体会到侵权行为法的博大精深，既有学术价值，又有实践意义。本

次出版，作者在原有内容的基础上进行了再次修改和补充，使本书的体

系更完善、内容更充实。

民法物权（第二版）

内容简介

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物权编制定于1929年，施行迄今已有八十余

年，为了适应社会经济的变迁，2010年2月3日公布了新修正的“用益物

权”和“占有”部分条文，并于2010年8月3日施行。因此，王泽鉴先生

结合新的修正情况对《民法物权》（2009年12月版）进行了修改（除第

六章外，其他章均有重大修改），及时推出《民法物权》（第二版）。

王泽鉴先生依据“法律”规定、相关判例和学术理论，对物权法进行了

系统的阐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施行不久的背景下，本书对

大陆物权法学者及立法部门极具研究参考价值。

王泽鉴 / 著

ISBN 978-7-301-26598-7

16开 / 20165年出版

王丽环 / 责任编辑

王泽鉴 / 著

ISBN 978-7-301-17915-4/D•2705

16开 / 58元 / 2010年11月出版

陆建华 /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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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兆龙 / 著  陈夏红 / 编

ISBN 978-7-301-15452-6/D·2347

32开 / 22元 / 2009年10月出版

侯春杰 / 责任编辑

韩忠谟 / 著

ISBN 978-7-301-15400-7/D·2337

32开 / 19元 / 2009年10月出版

陆建华 / 责任编辑

民国法学名家精选

法学绪论
作者简介

韩忠谟（1915―1993），著名法学家、法学教育家，江苏省泰县

人。1934年考入国立中央大学法律学系。授课之余，孜孜于法学暨刑法

原理之钻研写作，且以为终身志业。

内容简介

韩忠谟先生是台湾地区著名法学家，执掌台湾大学法学院数十年，

育人无数。《法学绪论》一书即由韩忠谟先生在台湾大学法学院执教时

自编讲稿删正而成，初版于1962年。作者深感中国自清末变法以来，法

律研究偏重于移植外国法制，注释法学之流弊深重，而忽略对法学理论

与思想的探讨，这对于培养法学新人殊为不利，因此本书着重从远大处

把握法律的全貌，以启发初学者的研究兴趣，与其他法律课程既无重复

之处，而且能彼此配合，相得益彰，被誉为台湾法学界的经典之作。

刑法原理
内容简介

本书以刑法基本原理为叙述客体，对刑法原理进行了体系性的展开

与阐述，同时纵论古今刑制之演变，极究刑事思潮之兴衰，揭示了刑制

演变与刑事思潮之间的相关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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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正因为《刑

法原理》一书重视对刑法基本原理的解析，因而虽刑法条文因时变动，

本书的理论价值却未曾削减。

大陆法与英美法的区别
作者简介

杨兆龙（1904—1979），字一飞，江苏金坛人，中国近代著名法学

家。毕业于燕京大学哲学系和东吴大学法学院。后获哈佛大学S.J.D法学

博士学位。被荷兰海牙国际法学院评选为世界范围内50位杰出法学家之

一（我国共两位）。至1949年止，其著述约300万言，译作有《联合国宪

章》。

内容简介

本书所选文章篇篇都是杨兆龙先生治学的精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

一代法学大家的风范，视野开阔，举重若轻，非一般法学匠人可比。即

以大陆法与英美法的区别如此法学常识性的题目，编者读过很多法学家

的解析，但仍以为杨先生这一篇是最为透彻精当的。国政治组织的架构

与运转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尤其详尽考察了魏玛宪法这一德国宪法

史上的丰碑。

韩忠谟 / 著

ISBN 978-7-301-15271-3/D·2309

32开 / 29元 / 2009年10月出版

侯春杰 /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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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政府

作者简介

钱端升（1900-1990），上海市上海县人。著名政治学家、法学家、

教育学家、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奠基人。1919年毕业于清华留美预备学

堂，后赴美国北达科他州立大学和哈佛大学研究院留学。1924年获哈佛

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京中央大学、西南

联合大学教授、政治系主任、法学院院长以及天津《益世报》主笔等职

务。1952年负责筹建北京政法学院并担任第一任院长。1954年任宪法起

草委员会顾问，参与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

内容简介

本书由商务印书馆初版于1934年，是钱先生一个庞大的研究计划的

一部分成果——“著者的计划，想把英、美、法、德、日、俄的政府合

著成一本书”。此计划穷钱先生数年之力，最终未竟全功，多有遗憾。

然此计划仍只是钱先生为研究中国现代政治所做的准备，斯人治学之魄

力与风范，可见一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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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详尽考察了魏玛宪法这一德国宪法史上的丰

碑。

法国的政府
内容简介

本书为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由钱端升先生撰写，当初作者

的写作意图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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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诸多原

因，作者只完成了《法国的政治组织》《法国的政府》《德国的政府》

几本书。因为钱端升等先驱学者的努力，使处于混乱中的中国有了了

解先进国家政治的机会。本次重版《法国的政府》和《法国的政治组

织》，首先是为了缅怀先人，其次是为了记住那段历史，再次是作为资

料，使研究者有可依之据。希望我们出版的这本书，不致再次成为“历

史的尘埃”。

钱端升 / 著

ISBN 978-7-301-15388-8/D·2331

32开 / 20元 / 2009年10月出版

苏燕英 / 责任编辑

钱端升 / 著

ISBN 978-7-301-15401-4/D·2338

32开 / 23元 / 2009年10月出版

杨剑虹 /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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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刑法问题新思考（1-4卷）

作者简介

赵秉志，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院长暨法学

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新中国首届刑法学博士

（1988），美国杜克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1990—1991）。教育部人文

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创始

人。兼任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等职务，

曾获“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称号等荣誉。

第一卷 刑法基本问题

内容简介

《刑法基本问题》是刑法学的基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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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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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冀对深化刑法基本问题的研究有所贡献。

第二卷 罪刑总论问题

内容简介

本书探讨了犯罪总论与刑罚总论领域的若干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

在犯罪总论部分，研究了犯罪构成理论、犯罪停止形态、共同犯罪及刑

事责任阻却事由等争议问题和热点问题；在刑罚总论部分，研究了刑罚

种类和刑罚制度改革问题，尤其是重点研究了中国当前的死刑制度改革

问题，同时还探讨了劳动教养制度改革和社区矫正立法构建等前沿性问

题。

第三卷 罪刑各论问题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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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它

也是刑法总论得以丰富和深化的重要基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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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贪污贿赂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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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翼对相关刑事法治实践和刑法学理论研究有所裨益。

赵秉志 / 著

ISBN 978-7-301-16418-1/D·2510

16开 / 69元 / 2010年1月出版

王建君 / 责任编辑

赵秉志 / 著

ISBN 978-7-301-16419-8/D·2511

16开 / 52元 / 2010年1月出版 

陈晓洁 / 责任编辑

赵秉志/ 著
ISBN 978-7-301-16416-7/D·2508

16开 / 49元 / 2010年1月出版

孟瑶 /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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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秉志 / 编

ISBN 978-7-301-16417-4/D·2509

16开 / 59元 / 2010年1月出版

侯春杰 / 责任编辑

张军 姜伟 郎胜  陈兴良 / 著

ISBN 978-7-301-13311-8/D•1967

16开 / 59元 / 2008年1月出版

侯春杰 / 责任编辑

张军 姜伟 郎胜  陈兴良 / 著

ISBN 978-7-301-13310-1/D•1966

16开 / 49元 / 2008年1月出版

侯春杰 / 责任编辑

第四卷 外向刑法问题
内容简介

本书以外向型刑法问题为视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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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较刑法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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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刑、商标犯罪、财产罪等

问题；在国际刑法部分，重点研究了国际刑事法院的相关问题，同时还

论述了普遍管辖原则以及恐怖犯罪、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贿赂罪等热点

犯罪问题；在区际刑法部分，研究了我国大陆（内地）与我国港澳台地

区间的刑事管辖权冲突和区际刑事司法互助等问题。

刑法纵横谈
总则部分(增订版)

刑法纵横谈
分则部分

作者简介

张军，现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兼任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政法大学、外交学院等院校法学院教授及法律专业硕士研究生导

师，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姜伟，现任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

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兼职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硕

士研究生导师。参与刑事立法的修订和论证工作。

郎胜，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主任，兼任中国

人民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国家检察官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

政法大学硕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刑法研究所研究员。

陈兴良，现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北京大学刑

事法理论研究所所长、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犯罪学研究会

副会长、监狱学研究会副会长、审判理论研究会副会长。

内容简介

 本书是四位作者关于刑法焦点问题的讨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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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国刑法理论、司法实践

及立法三方面突出问题，以刑法典型案例为线索展开讨论，并将以上问

题集结成书。

《总则部分》对刑法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进行讨论。由于参与

讨论的四位作者所处的立场不同，对这些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加以阐述，

乃至于展开争论，以期抵达问题的核心点。

《分则部分》对个罪的讨论分为两个部分：一是问题探讨，二是案

例分析。在问题探讨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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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疑难问题是从司法实践中提出的，如何从法理上对

这些疑难问题作出正确的解答，就成为本书所要完成的一项学术使命。

应该说，一个问题之所以疑难就是因为对此存在争议。而这种争议有时

是可以通过沟通、辩论消除歧见达成一致的；也有些争议则是由各自的

立场、价值取向所决定的，因而难以通过讨论而完全统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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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丛书以“元照法学文库”为名，旨在以兼容并蓄的精神，依托华

人世界，出版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法学专著，为读者提供尽可能丰富的华

文法学学术精品，建构大中华华人法学文库。

2007年

民法总则讲要 谢怀栻/著

刑事一体化论要　储槐植/著

政治视域的刑法思考 刘树德/著

2008年

佟柔中国民法讲稿　佟柔/著 周大伟/编

罗马法提要　周枏/著

罪过形式论　姜伟/著

近代中国的法律与学术　俞江/著

过渡时代的民法问题研究　葛云松/著

诉讼认识论纲：以司法裁判中的事实认定为中心　吴宏耀/著

入世背景下的中国与国际经济法　孔庆江/著

公共执法与私人执法的比较经济研究　李波/著

民事诉讼理论之新开展　黄国昌/著

代理权与经理权之间——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　陈自强/著

诉讼权保障与裁判外纷争处理　沈冠伶/著

企业组织重组法制　王志诚/著

公司证券重要争议问题研究　冯震宇/著

2010年

干预处分与刑事证据  林钰雄/著

证据法的体系与精神——以英美法为特别参照　易延友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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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物上请求权的功能与理论基础　王洪亮/著

2012年

批判民法学的理论建构 薛军/著

侵权违法性与损害赔偿　陈聪富/著

整合中之契约法　陈自强/著

2013年

债权法之现代化　陈自强/著

新民事诉讼法　许士宦/著

制度设计型行政法学 刘宗德/著

契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保护客体 陈忠五/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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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野宏行政法教科书三部曲

行政法总论（第四版）

行政救济法（第四版）

行政组织法（第三版）

作者简介

盐野宏，日本著名行政法学专家，曾任东京大学法学部教授、成蹊

大学法学部教授。现任东亚大学通信制大学院教授。

译者简介

杨建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行政法学专

家。

丛书简介

“盐野宏行政法教科书三部曲”内容丰富、资料翔实，体系全面

而极具系统性。在充分继承传统理论的同时，对应瞬息万变的各种行政

需要，修正、补充了有关理论，以行政过程论为轴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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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了

“盐野宏行政法教科书三部曲”——行政法总论、行政救济法和行政组

织法——的架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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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寄语

行政法是实现宪法价值的技术法。因此，本书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

是，在实现法治国的、民主的宪法所具有的诸价值的过程中，行政法和

民事法、刑事法相比较具有什么特色，以及需要何种特别的法技术的问

题。

本书对行政法诸制度进行理论上的归纳整理。在整理过程中，通过

对行政过程进行更加动态的、综合的考察，注意对以前的行政法学不曾

论及的一系列问题展开论述，即立于行政过程论的方法。这是本书的特

色之一。

译者推荐

无论从体系的完整性和科学性的角度，还是从内容的广泛性和深刻

性的角度，亦或是从学术研究的规范性和扎实性的角度，本套书都堪称

力作。正如我曾经给予本套书的评价——三册在手，融会贯通，行政法

学，行家里手。

编辑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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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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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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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拉长、拓宽、展远了我们的视线和眼域，必将促进我

国行政法治建设和行政法学研究的发展。

〔日〕盐野宏 / 著  杨建顺 / 译

ISBN 978-7-301-14331-5/D•2160

16开 / 39元 / 2008年11月出版

杨剑虹 / 责任编辑

〔日〕盐野宏 / 著  杨建顺 / 译

ISBN 978-7-301-14330-8/D•2159

16开 / 38元 / 2008年11月出版

杨剑虹 / 责任编辑

〔日〕盐野宏 / 著  杨建顺 / 译

ISBN 978-7-301-14332-2/D•2161

16开 / 39元 / 2008年11月出版

杨剑虹 / 责任编辑





燕大元照法律图书

066

葛鹏起 / 著

ISBN 978-7-301-26559-8

16开 / 49元 / 2016年1月出版

陆建华 / 责任编辑

司法部司法鉴定管理局 / 编

ISBN 978-7-301-26435-5

16开 / 128元 / 2015年11月出版

杨玉洁 / 责任编辑

高杉峻 / 编

ISBN 978-7-25531-5

16开 / 59元 / 2015年4月出版

曾健 白茹 /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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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江水 / 著

ISBN 978-7-301-16178-4/D•2475

16开 / 49元 / 2010年1月出版

苏燕英 / 责任编辑

吴江水 / 著

ISBN 978-7-301-16179-1/D•2476

16开 / 45元 / 2010年1月出版

苏燕英 / 责任编辑

朱柏彦 朱鹭 / 著

ISBN 978-7-301-22671-1/D•3356

16开 / 45元 / 2013年7月出版

苏燕英 /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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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阶梯系列

律师民商事业务必修课（第二版）

作者简介

牟驰，黑龙江远东律师集团事务所合伙人、副主任。

内容简介

本书根据作者十多年来的律师执业实践，结合大量案例，从七个方

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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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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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见刑事案件辩护要点
作者简介

娄秋琴，北京市天达律师事务所主管合伙人、律师。

内容简介

本书涵盖了辩护律师代理各类常见刑事案件，进行辩护工作最主要

的切入点；它将刑法规定、司法解释、刑法理论所涉及的辩护要点，分

门别类编排起来，以便辩护工作备检，更像是为辩护工作提供了一个标

准格式。本书具有类书、工具书的性质，是律师、法官、检察官、刑事

警官，以及刑法研习者的必备手册。拿到常见刑事案件，可在书中迅速

查询到该案的辩护切入点，就像是在查“字典”。

即将出版：

《常见暴力案件辩护要点详解》

《常见财产案件辩护要点详解》

《常见贿赂案件辩护要点详解》

企业上市审核标准实证解析（第2版）

作者简介

张兰田，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合伙人，上海律师协会并购重组

委员会副主任。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中国资本市场第一部完全从实证角度对A股IPO（在中国境内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中所有重要实体问题进行解析和总结的法律专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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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密围绕“审核

标准”这一核心主题，对与公司上市相关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第2版

张兰田 / 著

ISBN 978-7-301-21592-0/D•3224

16开 / 68元 / 2013年1月出版

王建君 / 责任编辑

娄秋琴 / 著

ISBN 978-7-301-23810-3/D•3521

16开 / 49元 / 2014年3月出版

杨玉洁 / 责任编辑

牟驰 / 著

ISBN 978-7-301-24450-0/D•3611

16开 / 50元 / 2014年8月出版

陈康 /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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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法律服务操作实务
编者简介

林镥海，浙江沪鑫律师事务所主任，浙江省律师协会建筑与房地产

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民事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房地产

协会法律实务委员会委员等职。

内容简介

本书是建筑业领域法律服务专业律师的特色教材。本书指导建筑企

业如何运用法律为企业防范风险并创造效益，指导律师如何通过提供法

律服务为当事人创造效益。因此，本书不仅是我国民营建筑企业的法律

读本，还不失为我国提供建筑业领域法律服务专业律师的特色教材。

新律师系列

律师非讼业务的专题讲座
作者简介

阮子文，广西思贝律师事务所独资发起人、主任、知名律师。

内容简介

非讼业务的操作需要专业与格局的相得益彰，需要智慧与谋略的运

筹帷幄，还需要法律洞察力与商业直觉力的完美结合。作者在本书中不

遗余力地传递了一种理念，律师的任何一单非讼业务，都要完美演绎与

把控过程的每个细节。全书无论是案例分析，还是实务操作技能，都有

面面俱到的讲解及举一反三的描述，是非讼律师必备手册。本书与《律

师非讼业务的思维与技能》是姊妹书。后者更注重律师非讼业务的思

维，本书更注重律师非讼业务的实务操作。

律师非讼业务的思维与技能
内容简介

对于大多数律师来说，如何在非诉业务的两个极端之间发掘中间

业务，并将其做精、做细才是问题的关键，也是能够做并且做得好

的。只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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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实践的历练。

本书试图从这种“中间业务”出发，提供一种全新的思维进路，

展示笔者多年来总结的非讼业务产品设计、市场发掘、方案策划、

团队执行、后续辅导等系列操作套路。

阮子文 / 著

ISBN 978-7-301-25252-9/D•3739

16开 / 48元 / 2015年1月出版

杨玉洁 / 责任编辑

浙江沪鑫律师事务所 / 编

林镥海 / 主编

ISBN 978-7-301-20079-7/D•3034

16开 / 98元 / 2012年1月出版

陆建华 / 责任编辑

阮子文 / 著

ISBN 978-7-301-21322-3/D•3186

16开 / 39元 / 2013年1月出版

王建君 /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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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子文 / 著

ISBN 978-7-301-17961-1/D•2709

16开 / 26元 / 2010年12月出版

陆建华 / 责任编辑

〔英〕伊丽莎白•克鲁克山克
  潘妮•库伯 / 著 

 

  高忠智 / 译

  ISBN 978-7-301-16664-2/D•2714

  16开 / 25元 / 2011年1月出版

  陈晓洁 / 责任编辑

张冀明 / 著

ISBN 978-7-301-14069-7/D•2094

16开 / 29元 / 2008年8月出版

陆建华 / 责任编辑

在律所 菜鸟律师的生存手册

作者简介

伊丽莎白•克鲁克山克，担任过女律师协会主席，是《LINK》和

《AWS》杂志的创始编辑，2005年因服务于女性事务律师而获得Eva 

Crawley Award奖。

潘妮•库伯，伦敦一家重要的法学院继续专业发展学院的副院长和主任。

译者简介

高忠智，爱立信中国有限责任公司法务部高级法律顾问。

内容简介

本书以如何适应律师事务所的文化为主题，给年轻律师提供详细的

指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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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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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

于年轻律师获得职业成功，实现从菜鸟律师到资深律师的转变。

 
   赢在谈判 商务律师的成功法则

作者简介

阮子文,广西思贝律师事务所独资发起人、主任、知名律师。

内容简介

作者从谈判的理念入手，分析谈判应当进行的准备，结合谈判中

的双向沟通与问题设计，总结出谈判的目标把控与说明技巧，针对性地

提出谈判中的拒绝处理方法，最后勾画出谈判中的促成之关键所在。其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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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法学会民主与法制社刘桂明总编专文推荐

诉讼律师的25大心法
作者简介

张冀明，众达国际法律事务所台北所诉讼部主管律师。

内容简介

诉讼，是每一位律师所应该掌握的必备功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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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着同一名操盘

手——张冀明律师。本书由张冀明律师以其亲身经历为本，讲授其从业

二十余年来对诉讼的领悟，对律师和当事人来说，这些“诉讼心法”都

是打赢官司的不二法门。

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主任田文昌大律师、众达国际法律事务所大中

华业务主席黄日灿大律师专文推荐。



法律实务用书2016 CATALOGUE

071

股权争议的处置与防范 股东法律羊皮书

作者简介

吕俊山,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硕士、合伙人

律师。先后执业于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

所、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

内容简介

本书不是全面介绍股权、股份知识的一般教科书，也不是纯粹实务

经验的总结和介绍，本书旨在为股权争议的处置与防范提供知识、方法

和法律思维的训练。

私募股权投资与
企业改制上市操作实务教程
编者简介

陈菊香，中国企业投资协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私募班教

务主任。

田惠敏，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北京城乡创新发展

博士研究会理事。现供职于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

内容简介

本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私募股权投资”。包括私募股权投资

概述，中国与海外私募股权市场分析，私募股权基金的募集、投资、管

理，私募股权基金的退出、监管等内容。下编为“企业改制上市”。包

括企业改制与发行上市概述，企业改制与发行上市的程序、实质问题，

创业板定位及相关制度，新三板定位及相关制度，律师在企业改制与发

行上市过程中的主要工作，企业改制与发行上市各阶段申报的有关法律

文书等内容。

证券期货违法犯罪案件办理指南
编者简介

打击证券期货违法犯罪专题工作组，于2009年8月根据国务院整治非

法证券活动协调小组的决定，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

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国

务院法制办公室等部门联合成立。

内容简介

本书立足司法实践，在梳理和分析办理证券期货违法犯罪案件过程

中存在的突出法律问题的基础上编写。第一部分司法解释、参考案例及

实务探讨。第二部分规范性指导意见及相关法律问题探讨。第三部分相

关法律、法规及其他法律规范性文件。第四部分附录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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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击证券期货违法犯罪
专题工作组 / 编

ISBN 978-7-301-24798-3/D•3670

16开 / 69元 / 2014年10月出版

陆建华 白茹 / 责任编辑

陈菊香 田惠敏 / 编著

ISBN 978-7-301-24937-6/D•3690

16开 / 128元 / 2014年11月出版

陆建华 白茹 / 责任编辑

吕俊山 / 著

ISBN 978-7-301-25169-0/D•3726

16开 / 56元 / 2015年1月出版

苏燕英/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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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民事赔偿案件

司法裁判文书汇编

作者简介

刘俊海，民商法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

宋一欣，法学硕士。上海新望闻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副主任。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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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间，共有101起案件涉及证券民事赔偿，本书收录其中

57起案件的83份司法裁判文书，对具体案例只编不评，无论胜负皆予

以刊出，以供学术研究、法律或司法解释修改、司法实践参考。

律师公司业务 创新与案例

编者简介

本书作者全部隶属于全国律协公司法专业委员会，均是该委员会的

资深委员。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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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门别类编撰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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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师公司业务前沿问题案例及评析
作者简介

本书作者全部隶属于全国律协公司法专业委员会，均是该委员会的

资深委员。全国律协公司法专业委员会是全国律协理事会批准设立并进

行组织管理和业务活动指导的下属的法律业务专业委员会。

内容简介

本书是从律师长期执业中积累的大量案例中经反复筛选、评价后精

选的具有典型意义、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并对所收集入选的案例进行了

充实和整理，并有针对性地进行了深入解剖和分析，再经过分门别类的

悉心分类编撰而成。分为律师公司非诉讼业务前沿案例及评析和公司诉

讼业务前沿案例及评析两大部分。

刘俊海 宋一欣 / 著

ISBN 978-7-301-23423-5/D•3449

16开 / 49元 / 2013年12月出版

陈康 / 责任编辑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公司法专

业委员会 / 编著

ISBN 978-7-301-25985-6

16开 / 49元 / 2015年7月出版

苏燕英 / 责任编辑

刘宁 张庆 / 等著

ISBN 978-7-301-24173-8/D•3566

16开 / 48元 / 2014年6月出版

王建君 /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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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破产重整法律实务全程解析（第2版）

以兴昌达博公司破产重整案为例

作者简介

刘宁，北京公元博景泓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主任。

张庆，北京市公元博景泓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内容简介

本书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所确立的企业破产程序，

通过一起真实的房地产公司破产重整案—北京兴昌达博公司破产重整案

为背景，全面解析了公司破产重整的法律操作，并根据破产重整的不同

阶段，为读者呈现了承办律师起草的文书、制订的方案及创设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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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版根据新的司法解释和公司破产重整业务的新发展进行了补充和完

善。

企业家犯罪分析与刑事风险防控
（2012—2013卷）

编者简介

张远煌,现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院与刑科院党委

书记。

陈正云,现任最高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厅副厅长、高级检察官。

内容简介

本书以国内首份专业性年度研究报告《2012年中国企业家犯罪分析

报告》和首届“企业家刑事风险防控与经济发展高端论坛”会议论文集

为基础编写而成，旨在全面揭示我国企业家犯罪状况，着力推动企业家

刑事风险防控实践，促进企业稳健前行和经济健康发展。

企业家犯罪分析与

刑事风险防控报告（2014卷）

编者简介

张远煌,现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院与刑科院党委

书记。

陈正云,现任最高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厅副厅长、高级检察官。

张荆,现任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法律系主任、教授。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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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份我国企业家犯罪的综合年度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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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与2013年出版的同名书籍相比，研究目的更为明确，质

量也有很大提高。本书仍着眼于中国国企和民企企业家犯罪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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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在于推动治理犯罪的新理念，助推中国市场法治水平的提升。

刘宁 张庆 等 / 著

ISBN 978-7-301-24173-8/D•3566

16开 / 48元 / 2014年6月出版

王建君 / 责任编辑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企业家犯罪
预防研究中心/编

张远煌 陈正云 张荆/主编

ISBN 978-7-301-25199-7/D•3731

16开 / 49元 / 2014年12月出版

苏燕英 / 责任编辑

张远煌 陈正云  / 主编

ISBN 978-7-301-23751-9/D•3508

16开 / 56元 / 2013年12月出版

苏燕英 /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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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援助管理工作规范性文件汇编
内容简介

本书收录了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建立以来,特别是2003年9月国务院

《法律援助条例》施行以来有关法律援助管理工作的法律、法规、部门

规章和规范性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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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案件等方面，为各

级司法行政机关和法律援助管理部门、法律援助机构及广大法律援助人

员学习和运用规章制度以及便利提供业务指导。

律师管理工作规范性文件汇编
内容简介

本《汇编》全面收录了现行有效的有关律师管理工作的法律、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行业规范，涉及党建、机构管理、人员管

理、业务指导、纪律监督、涉外涉港澳台事务、税收等方方面面。本

《汇编》为律师管理部门、各地律师协会依法行政、依法管理提供指

导，也为律师进一步规范执业行为、依法诚信执业提供指引。

律师职业操守
作者简介

司莉，法学教授，兼职律师，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学质量评价中心

副主任。

刘炳君，山东政法学院法学院院长，法学教授。

蒋信伟，北京市观韬（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主任

魏大忠，法学硕士，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合伙人。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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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结合实践，对律师执业可

能遇到的各种风险和道德困境进行了描述，既有理论分析和个性观点，

又有诸多案例和参考性的解决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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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部法律援助工作司/编

ISBN 978－7－301－24415-9/D•3607

16开 / 49元 / 2014年6月出版

曾健 白茹 / 责任编辑

司法部律师公证

工作指导司 / 编

ISBN 978-7-301-23503-4/D•3464

16开 / 98元 / 2013年12月出版

陈蔼婧 / 责任编辑

司莉 刘炳君

蒋信伟 魏大忠 / 著

ISBN 978-7-301-23494-5/D•3460

16开 / 49元 / 2013年12月出版

陈蔼婧 /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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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前调解实务指南 流程、规则、技能

编者简介

陈葵，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院长。

内容简介

本书旨在指导读者了解审前调解的整个过程及各个阶段需遵守的

规则和运用的技巧。本文前两章写调解前的准备工作，它为顺利调解打

下基础。从如何甄选案件、引导调解开始，这两章主要是针对立案庭的

工作人员，但是对于需要在审判阶段主持调解的法官仍然是有借鉴意义

的。

陈葵/主编

ISBN 978-7-301-22020-7/D•3545

32开 / 38元 / 2014年6月出版

曾健 陈晓洁 / 责任编辑

最高人民检察院
法律政策研究室 

/编
 

陈国庆 / 主编

ISBN 978-7-301-22415-1/D•3320

32开 / 39元 / 2013年5月出版

陆建华 / 责任编辑

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

修改前后对照表

内容简介

此次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的修改涉及证据制

度、辩护制度、侦查措施、强制措施、审判程序、执行程序以及特别程

序等诸多方面，修改幅度大、内容多。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

全面收录了《刑事诉讼法》及《六机关规定》《刑事诉讼法解释》《人

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法律援

助工作规定》六个法律文件的新旧对照表，将新修改或补充的内容加黑

标注，采取了“一对多”的形式，将《刑事诉讼法解释》新法条与旧法

条及其他被吸收的司法解释条文同时进行对照，简明直观。

刑事诉讼法规范总整理（第三版）

编者简介

刘志伟，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

生导师，中国刑法学研究会秘书长。

刘科，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魏昌东，南京审计学院教务处副处长、法学院副教授，江苏省法

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

吴江,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内容简介

本书全面、准确地收录了我国建国以来发布的现行有效的刑事诉

讼法律规范，采用以文本为中心的整体列举和以法条为中心的分散

列举相结合的编写方式，在保持刑事诉讼法典与相关规范性文件的

独立性与完整性的前提下，实现法典具体条文与各规范性文件的具

体规定之间的快速链接，使读者一书在手，即可方便快捷地浏览所

有刑事诉讼法律规范。刘志伟 刘科 魏昌东 吴江 / 编

ISBN 978-7-301-22605-6/D•3347

16开 / 68元 / 2013年7月出版

陆建华 /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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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敏 / 著

ISBN 978-7-301-20078-0/D•3033

16开 / 69元 / 2012年2月出版

陆建华 / 责任编辑

刘敏 / 编著

ISBN 978-7-301-18880-4/D•2852

16开 / 85元 / 2011年6月出版

陆建华 / 责任编辑

刘树德/ 著

ISBN 978-7-301-16849-3/D•2959

16开 / 49元 / 2011年11月出版

侯春杰 / 责任编辑

最高人民法院法官释法丛书

公司解散清算制度（修订版）

作者简介

刘敏，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审判长、高级法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

博士。参与起草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

定》系列司法解释，以及《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

《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确定管理人报酬的规定》等多部司法解释。

内容简介

本书全面系统地介绍和剖析了与公司解散清算相关的基本法律问题，

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的基础上力求解决问题，并就相关问题表达了作者

的独到见解。作者主张树立科学合理的清算法律理念，完善便于操作的清

算程序，加强清算人职业化队伍建设，打通权利人保障的法律救济渠道，

加强对解散清算的监督力度，加快建立解散清算的配套法律制度，统一解

散清算立法，构筑公司终止后的社会责任保障机制。这些最高人民法院法

官的见解，对商事审判实践及学术研究均具有重要的价值。

实践中的商法
司法解释解读·典型案例分析·商事审判专论

内容简介

本书由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法官，结合多年民商事审判工作经验

写作而成，共分三编：第一编为“司法解释解读”，分类解读了最高人

民法院颁布的商事司法解释；第二编为“典型案例分析”，分类分析了

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具有代表性的商事案例；第三编为“商事审判专

论”，分类论述了商事审判实践中争议较大的问题。

“口袋罪”的司法命运 非法经营的罪与罚

作者简介

刘树德，现为最高人民法院法官，从事审判和司法改革工作。

内容简介

本书就非法经营罪的法益、客观要件、主观要件、加重要件、罪数

等予以全面而细致的阐述，并附录三篇论文和42件个案，意在表明如下

的立场和主旨：从刑罚文明史来看，投机倒把罪走进“博物馆”无疑是

一种进步，但非法经营罪的口径紧缩、边界框定与理性适用更为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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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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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法宝法律人高级助手书系

北京大学出版社与北大法宝合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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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法精要与依据指引

刘有东/主编  

ISBN 978-7-301-18230-7  

76元/16开 苏燕英/责任编辑

婚姻家庭继承法精要
与依据指引

王洪/主编  

ISBN 978-7-301-18145-4

49元/16开 苏燕英/责任编辑

民事诉讼法精要
与依据指引

唐力/主编 

ISBN 978-7-301-18229-1

16开/98元  王建君/责任编辑

行政诉讼法精要
与依据指引

刘艺 罗军/主编 

ISBN 978-7-301-18224-6

66元/16开  陈晓洁/责任编辑

证据法精要与依据指引

廖中洪/主编

ISBN 978-7-301-18226-0

79元/16开  苏燕英/责任编辑

劳动法精要与依据指引

范围/编著

ISBN 978-7-301-18228-4

78元/16开  陆建华/责任编辑

担保法精要与依据指引

孙鹏/主编

ISBN 978-7-301-18220-8

68元/16开  侯春杰/责任编辑

公司法精要与依据指引
唐青阳/主编 

ISBN 978-7-301-18146-1

82元/16开  陆建华/责任编辑

房地产法精要与依据指引 

谭启平 赵勇山/主编 

ISBN 978-7-301-18227-7

78元/16开  侯春杰/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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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的专业律师团队通过“私人律师丛书”向普通的读者提供一站式解决法律问题的方案，帮助

不了解法律知识的普通读者有效地解决日常法律问题。

本次丛书改版针对法律、法规新规定和修订的内容，对所有相关内容都作了修改、补充或内容上的更新。针对一

些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规律进行了归纳和整理，并对一些已经不再适用的内容进行了删除。

遗产的处置与继承（第二版）
ISBN 978-7-301-23340-5/D•3435  33元/16开 杨玉洁/责任编辑

如何使您生前的意愿通过财产的处置得以真实地表达，并通过财产处置达到定分止争的效果，是一个看似简单但

内涵丰富的法律问题。本书将告诉您如何对自己所有的财产妥当地加以处置并向您详细阐释遗产继承的操作流程。

如何开办公司（第二版） 
ISBN 978-7-301-23563-8/D•3476 33元/16开 陆建华/责任编辑

本书通过专业律师的实践经验和专业知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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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从实践入手，通俗易懂。

工伤的应急处置与索赔（第二版）
ISBN 978-7-301-23339-9/D•3436 30元/16开 苏燕英/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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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介绍了很多真实工伤事件，有作者亲自

参与解决的成功案例，还有不少因不同原因导致的失败索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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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可读性、易理解、指导性强、用着方便等特点。本书的出版可为工伤当事人双方提供指导与帮助。

医疗纠纷的处理与索赔：写给患方（第二版）
ISBN 978-7-301-23305-4/D•3427 35元/16开 王建君/责任编辑

本书以医疗纠纷为主线，结合案例和相关法律法规，在讲解了与医疗纠纷有关的取证、医疗事故鉴定、赔偿费的

计算、医疗纠纷的协商解决与行政申诉、医疗纠纷的民事诉讼、医疗纠纷可能涉及的刑事犯罪等问题后，对发生

医疗纠纷后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进行了详细论述，实用性强。

交通事故的应急处理与索赔（第二版）
ISBN 978-7-301-23355-9/D•3437 30元/16开 王建君/责任编辑

本书作者对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交通问题，结合相关案例及相关法律讲解了交通事故的类型、交通事故发生后的

应急处理措施、当事人自行处理交通事故的流程及失误救济、交通事故的处理程序、与交通事故相关的鉴定、交通事故

的损害赔偿计算、机动车保险与索赔等内容的基础上，为读者提供了建议。

如何申请专利（第二版）
ISBN 978-7-301-23342-9/D•3434 35元/16开 陈晓洁/责任编辑

本书是一本实用性较强的书，使读者了解和掌握专利申请的实体知识和程序途径，为读者申请专利提供指引。本

书针对专利申请人关心的一系列问题，例如申请专利的基础知识、专利申请前的准备、申请文件的撰写和填写、专利

申请手续、专利审批程序等，一一作了简要的介绍和解释。

私人律师丛书（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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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活动中，合同无处不在，我们必须了解，在“白纸黑字”之间，每个合同条款的设置，到底有何目的？隐含

着哪些风险？法律如何救济？丛书宗旨是：从多角度批释范本条款；解读范本条款的设置目的；提示范本条款隐含的

风险；提供可以参考的相关案例；列出所依据的相关法律规定。本丛书是一套实用性极强的合同起草、签约工具书。

买卖类合同
骆志生/编著  ISBN 978-7-301-22522-6/D•3332  49元/16开  王建君/责任编辑

本书共分为四章，结合作者多年从业经验，分别对一般商品买卖合同、普通商品买卖合同、特殊买卖合同和销售组

织形式协议权威合同范本条款，从条款目的、风险提示、相关案例和法律规定四个角度进行了详细批注。

劳动合同
金忠 翁飞/编著  ISBN 978-7-301-23309-2/D•3428  29元/16开  陈蔼婧/责任编辑

本书在总结多年劳动法律关系实践的基础上，结合最新出台的劳动法律法规和相关司法解释，针对劳动合同基本

的风险点、实践中最经常出现的劳动争议等，逐条对劳动合同示范文本作出了风险提示与批注

文化艺术、演艺、广告、影视类合同
王力博/编著  ISBN 978-7-301-21571-5/D•3209  69元/16开   侯春杰/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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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一整套合同范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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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输、保管、仓储类合同
张念春 邱娟/编著  ISBN 978-7-301-21536-4/D•3204  39元/16开   陈康/责任编辑

本书主要面向中小型企业的一般业务工作人员，选取了权威合同范本，结合业务实际，就合同范本逐条批注详

解，以期阐明合同的概念、订立、效力、履行以及纠纷解决等问题。

租赁、融资租赁类合同
钟安惠  简映  胡治萍/编著  ISBN 978-7-301-21537-1/D•3203  46元/16开 王建君/责任编辑

本书对租赁类合同和融资租赁类合同进行了梳理，并结合作者在实务中的经验，从多角度批注范本条款：解读范本

条款的设置目的；提示范本条款隐含的风险；提供可以参考的相关案例；列出所依据的相关法律规定。

国际货物买卖合同
张淑珍  王燕/编著  ISBN 978-7-301-21718-4/D•3229  42元/16开  陈康/责任编辑

本书旨在帮助企业了解：一个完善的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应当囊括哪些条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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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加工、维修类合同
马玲/编著  ISBN 978-7-301-21615-6/D•3215  46元/16开  侯春杰/责任编辑

本书对企业家在生产、加工、维修环节的合同进行了梳理，从多角度批注范本条款：解读范本条款的设置目的；

提示范本条款隐含的风险；提供可以参考的相关案例；列出所依据的相关法律规定。

的鉴定、交通事故的损害赔偿计算、交通事故的诉讼过程、涉外交通事故的处理及机动车保险与索赔等内容。

企业常用合同范本
律师批注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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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权威法律注释

   为了更好地宣传有关法律法规，使社会各界了解法律规定，保证法律的顺利实施，全国

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编写了本套《法律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对法律逐条

作出说明，并附立法理由和相关规定，便于准确理解和把握立法原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2012修订版）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 / 编  16开  68元  2012年9月出版

2012年新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完善了调解与诉讼相衔接的机制，对充分发挥调解作用，尽量将矛盾

纠纷解决在基层、解决在当地具有现实意义；完善了起诉和受理程序及当事人举 证制度，增加了公益诉

讼制度，对进一步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将发挥重要作用；完善了简易程序，增设了小额诉讼制度，对提

高审判效率、合理利用司法资源具有重要意义；强化了法律监督，增加了监督方式，扩大了监督范围；进

一步完善了审判监督程序和执行程序。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 / 编  16开  56元  2012年3月出版

这次修改刑事诉讼法，按照中央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要求，适应新形势下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

的需要，着力解决当前司法实践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符合我国国情和实际，进一步为司法机关惩治犯罪提供

了法律武器，明确了在诉讼中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同时也为公民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提供了法律保障。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 / 编  16开  25元  2011年3月出版

2011年2月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

《刑法修正案（八）》根据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和打击犯罪的需要，取消了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

刑，完善了对未成年人和老年人从宽处理的法律规定，完善了非监禁刑的执行方式，进一步明确了组织、

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犯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增加规定了新出现的犯罪行为，为从严惩处严重犯罪

提供了有力武器，是对刑法的一次重大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 / 编  16开  48元  2010年1月出版

为了更好地宣传侵权责任法，使社会各界了解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保证侵权责任法的顺利实施，全国

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写了这本《〈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

关规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逐条作了说明，并附上立法理由和相关规定，便于准确理解

和把握立法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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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010年2月出版

本书以民法通则公布以来的文献资料为主线，以侵权责任法立法中的主要研讨会资料和学者论文为重

心，疏理侵权责任法各条文的学说争点。广泛汇集历次审议稿和参照立法例。本书编入《最高人民法院公

报》上所登载的主要侵权法案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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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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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 / 编  16开  98元  2009年5月出版

为了更好地宣传刑法，便于广大司法工作人员和公民全面、深入了解刑法的内容和精神，全国人大常

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写了这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及1997年以来历次刑法修正案的内容逐条作了说明，对立法理由逐条作了介

绍，并附上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 / 编  16开  59元  2008年9月出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逐条作了说明，并附立法理由和相关规定，便于准确把握立法原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经济法室 / 编  16开  36元  2007年9月出版

中国的市场运行将在本法的规范下健康发展，各市场主体为自己本身也为他人的利益，必须一体遵

行，在此情况下，本法既是规范法，也是保护神。本法于2008年8月1日起实施，为了保证它的顺利实施，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室编写了这本书，以方便读者准确理解和把握立法原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 / 编  16开  39元  2007年3月出版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写了这本《〈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条文说明、立法理由

及相关规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逐条作了说明，并附上立法理由和相关规定，便于准确理解

和把握立法原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

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

编辑荐语

为了更好地宣传《刑法修正案（九）》，便于广大司法工作人员和公

民全面、准确、深入地了解《刑法修正案（九）》的内容和精神，全国

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写了这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

正案（九）>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逐条对修正案的内容、

条文含义、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以及具体适用中所要注意的问题作了详

细说明，并附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等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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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国的执业律师从事各项法律业务提供指导与借鉴

分享优秀律师的成功执业经验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律师业务操作指引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 编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律师业务操作指引① 

ISBN 978-7-301-15512-7  88元/16开/2009年8月出版  

本书由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组织，由各律师业务专业委员会负责编

写，旨在为全国的执业律师从事各项法律业务提供指导与借鉴，并分享优

秀律师的成功执业经验。本书的内容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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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投资与股权激励法律业务、

破产管理人业务、农民专业合作社设立及相关治理法律业务、合同审查业

务、土地法律业务、拆迁法律业务、建设工程法律业务、商品房买卖合同

法律服务、二手房买卖业务、物业管理法律业务、基础设施特许经营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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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笔人均

为本领域的优秀律师，并经过各专业委员会组织众多资深律师反复讨论后

确定，对于律师从事各项法律业务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借鉴性，也是新从

业律师最佳的学习范本。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律师业务操作指引② 

ISBN 978-7-301-22531-8  98元/16开/2013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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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辩

护工作、电子数据证据业务、工资集体协商业务、专利侵权业务、环境行

政案件业务、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法律业务、企业法律风险管理业务、继承

法律业务、房屋租赁合同诉讼和仲裁法律服务、房屋租赁合同非诉讼法律

服务、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与相关法人治理业务、保障性住房为主的房地产

投融资非诉讼法律业务、城中村改造法律业务、食品安全法律风险管理业

务、矿业并购业务、石油勘探开发业务共21个业务操作指引。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律师业务操作指引③ 

2016年出版

本书的内容共包括：律师承办企业法律顾问业务，从事税法服务、

证券法律业务尽职调查、代理商标注册申请业务，办理技术合同非诉讼法

律业务，办理高新技术业务领域法律尽职调查业务，承办公司关联交易业

务、新三板挂牌业务，办理反垄断业务、经营者集中申报业务，为政府投

资项目提供法律风险管理法律服务及为政府投资项目立项、规划审批阶段

提供法律服务，为政府投资项目招标投标阶段、投资项目建设阶段、投资

项目建设工程争议评审阶段提供法律服务，律师承办海商海事案件业务、

律师办理商业秘密法律业务、律师办理买卖合同法律事务、律师办理道路

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法律事务等19项业务操作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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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卷要目
“刑事法律人”模式与刑事法律科学研究 / 张文
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关系之梳理：兼论罗克辛目的理性
犯罪论体系之变迁 / 陈尔彦
使用性盗窃的可罚性之否定：兼论法益与构成要件解释
的关系 / 马寅翔
德国银行卡滥用行为的理论与实务 / 徐凌波
构建以二元不法为主的不法评价体系 / 邵栋豪
论间接正犯的从属性及实行着手：基于间接正犯之拟制
性的反思 / 黄继坤
当不能犯未遂理论走向客观之后：以刑法的价值构造为
检阅基础 / 韩其珍
被害人自我答责理论视野下的自杀参与 / 马卫军
存款共同占有说的理论价值与现实命运 / 李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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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卷主题：数人侵权责任

第11卷主题：占有的基本理论

王洪亮 田士勇 朱庆育 
张 谷 张双根

（1-12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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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人文悦读

书号 书名 编著者 定价 出版时间

２４６４６０２
世界为何存在?:探索万物之谜的奇妙旅

程

〔美〕吉姆霍尔特/著

高天羽/译
４５．００ ２０１６．０１

２３５５６
大法官与总统的对决:马伯里诉国务卿

麦迪逊案

〔美〕克利夫斯隆 等/著

王之洲/译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５．１２

２３５５５ 唐典研究
钱大群/顾问

夏锦文　李玉生/主编
８８．００ ２０１５．１２

２６０４６ 乡土中国再认识 王德福 ２８．００ ２０１５．０９

２５９３５ 法律人的明天会怎样?:法律职业的未来
〔美〕理查德萨斯坎德/著

何广越/译
３５．００ ２０１５．０９

２６１５８ 淡泊从容莅海牙(增订版) 倪徵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８

２６０５０ 埃德蒙柏克:现代保守政治教父
〔英〕杰西诺曼/著

田飞龙/译
５８．００ ２０１５．０８

２６００８ 海洋深处:“埃塞克斯号”捕鲸船罹难记
〔美〕那撒尼尔菲尔布

里克/著　刘静/译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７

２６００７ 记者之死
〔美〕尼克休乌/著

王新玲/译
３５．００ ２０１５．０７

２５９６４ 俄国纪行
〔美〕约翰斯坦贝克/著

杜默/译
３８．００ ２０１５．０７

２５７４９ 法律:七堂法治通识课
〔新西兰〕杰里米沃尔

德伦/著　季筏哲/译
３８．００ ２０１５．０６

２５４１１ 法兰西组曲
〔俄〕伊莱娜内米洛夫

斯基/著　蔡孟贞/译
４８．００ ２０１５．０４

２５１０２
法官能为法治做什么?:美国著名法官演

讲录

〔美〕戴维奥布莱恩/编

何帆 等/译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４

２５４５６ 苏格拉底的审判 〔美〕斯东/著　董乐山/译 ３８．００ ２０１５．０２

２５３２５ 亡者归来:刑事司法十大误区 何家弘 ３８．００ ２０１５．０２

２５３２６ 当图书成为武器

〔美〕彼得芬恩

〔荷兰〕彼特拉库维/著

贾令仪、贾文渊/译
４５．００ ２０１５．０２

２５００５ 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第三版) 苏力 ３８．００ ２０１５．０１

８８０



书号 书名 编著者 定价 出版时间

２４９２７ 茶叶江山:我们的味道、家国与生活 周重林 李乐骏 ３９．８０ ２０１４．１２

２４６１２ 质问希特勒:把纳粹逼上法庭的律师
〔美〕本雅明卡特黑特/著

何远/译
３８．００ ２０１４．１０

２４３４２ 身披法袍的正义
〔美〕罗纳德德沃金/著

周林刚　翟志勇/译
４９．８０ ２０１４．１０

２３９３４ 到法学院学什么:美国法入门读本
〔美〕特蕾西E．乔治

苏珊娜雪莉/著
２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９

２４４５６ 所罗门之结:法律能为战胜贫困做什么?
〔美〕罗伯特库特

〔德〕汉斯－伯恩特谢弗/著

张巍　许可/译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８

２４３４１
民主是可能的吗?:新型政治辩论的诸原

则

〔美〕罗纳德德沃金/著

鲁楠　王淇/译
３９．８０ ２０１４．０８

２４３４５ 电车难题:该不该把胖子推下桥
〔美〕托马斯卡思卡特/著

朱沉之/译
２８．００ ２０１４．０６

２３７１３ 法学院 朱伟一 ２８．００ ２０１４．０２

２３５０４ 新控辩审三人谈 张军　姜伟　田文昌 ６８．００ ２０１４．０１

２３５３６ 你的权利从哪里来?
艾伦德肖维茨/著

黄煜文/译
２９．８０ ２０１４．０１

２３４２５ 咆哮彭城:唐朝淮上军民抗争史 卢建荣 ２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１

２３５３９
草木有本心:王作富学术人生自述与侧

记
但未丽/编 ３６．００ ２０１３．１２

２３４２６
法律的真谛是实践:沈四宝演讲录(第三

版)
沈四宝 ３８．００ ２０１３．１１

２２６１８ 亡命驾驶
〔美〕詹姆斯萨

利斯
２５．００ ２０１３．１０

２２８１５ 私酒传奇
〔美〕马特邦杜

兰特
３２．００ ２０１３．１０

２２７２１ 新乡土中国(修订版) 贺雪峰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３．１０

２３１１７ 中华文明讲演录 俞学明　赵晓华 ４８．００ ２０１３．０９

２１９９５
你好,真相!:蒙冤者的告白和他们的故

事

〔美〕特蕾莎马

丁内斯－莫尔韦恩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８

２２６６９ 故纸遗律:尹藏清代法律文书 尹伊君 ３５．００ ２０１３．０８

２２０８２ 思想时代:陈寅恪、胡适及其他 程巢父 ３５．００ ２０１３．０８

９８０



书号 书名 编著者 定价 出版时间

２３００５ 大变革时代的立法者:商鞅的政治人生 赵明 ２８．００ ２０１３．０８

２３００６ 在尘世安顿人生:走进孔子的思想世界 赵明 ２５．００ ２０１３．０８

２３００７
文人政治的一曲悲歌:王安石变法启示

录
赵明 ２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８

２２４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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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８．００ ２０１３．０６

２２１５０
开放与博弈:新媒体语境下的言论界限

与司法规制
展江　吴薇 ２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３

２１８１２ 法治的细节 周大伟 ３５．００ ２０１３．０２

２１５３４
谁来守护公正: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访

谈录

〔美〕布莱恩拉姆

等/编　何帆/译
５８．００ ２０１３．０１

２１３２３ 契纸千年:中国传统契约的形式与演变 王旭 ４６．００ ２０１３．０１

２３３１７ 责任高于热爱:北大信息网文粹 北大法律信息网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１

２１３８４
冤案何以发生:导致冤假错案的八大司

法迷信

〔美〕吉姆佩特罗

〔美〕南希佩特罗
３５．００ ２０１２．１０

２０３８８
正义的诉求:美国辛普森案与中国杜培

武案的比较
王达人　曾粤兴 ２８．００ ２０１２．０６

２０６４３ 法的门前
〔美〕彼得德恩里

科邓子滨
３５．００ ２０１２．０６

１６６７３ 政法笔记(增订版) 冯象 ３５．００ ２０１２．０１

１６１８３
寻找法律的印迹(２):从独角神兽到六法

全书(修订版)
余定宇 ３５．００ ２０１１．１２

１８８７３
批评官员的尺度:«纽约时报»诉警察局

长沙利文案

〔美〕安东尼刘易

斯/著　何帆/译
３２．００ ２０１１．０７

１８６４４ 盲人奥里翁:龚祥瑞自传 龚祥瑞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６

０８９２７ 走不出的风景:大学里的致辞以及修辞 苏力 ３５．００ ２０１１．０４

１８５２７ 西方文明讲演录 丛日云 ５６．００ ２０１１．０３

１８１９６ 小村故事:地志与家园 朱晓阳 ２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３

０９０



书号 书名 编著者 定价 出版时间

１８４１８ 法学知识如何实践 刘星 ２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２

１８０６１
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修订

版)
苏力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１

１８２３２ 法律稻草人 张建伟 ２５．００ ２０１１．０１

１７９９８ 政法往事:你可能不知道的人与事 陈夏红 ２５．００ ２０１１．０１

１７７１８
法律与文化:法律人类学研究与中国经

验
赵旭东 ３８．００ ２０１０．１２

１６２２７ 法治的东方经验:中国法律文化导论 〔德〕何意志 ５６．００ ２０１０．０９

１６２２９ 法律文化三人谈
何勤华　贺卫方

田涛
１９．００ ２０１０．０４

１６１８８ 黑暗之旅:西方法律前史 王立杰 ２９．００ ２０１０．０１

１５１６７ 论法学研究方法 陈瑞华 ３２．００ ２００９．０５

１２７４１ 有产阶级的法律 刘星 ２５．００ ２００７．１０

１２６８２ 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增订版) 苏力 ２６．００ ２００７．０９

１２３３８
接触与碰撞:１６世纪以来西方人眼中的

中国法律
田涛　李祝环 ２９．００ ２００７．０６

１１４０４ 木腿正义(增订版) 冯象 ３５．００ ２００７．０１

坐标书系

美国宪制政府 〔美〕伍德罗威尔逊 待定 待定

２６０２０ 摩西与一神教 〔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３８．００ ２０１５．０７

２５４１０ 司法审查的起源 〔美〕爱德华S．考文 ３５．００ ２０１５．０２

２５００２ 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 〔美〕爱德华S．考文 ３２．００ ２０１５．０２

２５２６５ 谁在守望言论 〔美〕欧文M．费斯 ２８．００ ２０１５．０１

２５０４５ 美国革命的宪法观 〔美〕查尔斯麦基文 ３８．００ ２０１４．１２

１９０



书号 书名 编著者 定价 出版时间

２５０６９ 法律的成长 〔美〕本杰明卡多佐 ３２．００ ２０１４．１２

２４３７５ 隐私权 〔美〕路易斯D．布兰代斯 等 ２５．００ ２０１４．０７

理查德波斯纳文丛

超越法律 苏力/译 待定 待定

２４３７６ 波斯纳法官司法反思录 苏力/译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７

２３９６７ 资本主义民主的危机 李晟/译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５

１６４４１
并非自杀契约:国家紧急状态时期的宪

法
苏力/译 ２５．００ ２０１０．０１

１６２３０ 论剽窃 沈明/译 １９．００ ２０１０．０１

１５６６６ 资本主义的失败 沈明/译 ２９．００ ２００９．０９

１４７５３ 法官如何思考 苏力/译 ３９．００ ２００９．０１

切萨雷贝卡利亚经典著作

２４７８５ 论犯罪与刑罚(增编本) 黄风/译 ５８．００ ２０１５．０２

１７５２９ 贝卡里亚刑事意见书６篇 黄风/译 １５．００ ２０１０．０８

１４２２８ 论犯罪与刑罚 黄风/译 ２２．００ ２００８．１０

社会思想译丛

１６８００
法官的裁判之道:以社会心理学视角探

析

〔美〕劳伦斯鲍勃/
著　李国庆/译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５

２４２３５ 垄断的秘密:沉没成本与市场结构
〔英〕约翰萨顿/著

艾佳慧　贾绅/译
６８．００ ２０１３．０９

２２５９１ 柏拉图«理想国»剑桥指南 〔美〕G．R．F．费拉里 ６８．００ ２０１３．０８

２１６７３
法理学的政治分析:法律哲学的批判性

导论

〔英〕罗杰科特瑞尔/著

张笑宇/译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６

２１７００
贸易体制的演进:GATT 与 WTO 体制

中的政治学、法学和经济学

〔美〕巴顿等/著　廖诗评/
译

３８．００ ２０１３．０５

２９０



书号 书名 编著者 定价 出版时间

１９９５４ 规范与法律
〔美〕约翰卓贝克/著　
杨晓楠/译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２

１６３５０
正义背后的意识形态:最高法院与态度

模型

〔美〕杰弗瑞A．西格尔

哈罗德J．斯皮斯/著

刘哲玮/译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１

１９６７８
不确定状态下的裁判:法律解释的制度

理论

〔美〕阿德里安沃缪勒/
著　梁迎修　孟庆友/译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１．１２

１９５１０ 文化政治哲学
〔美〕理查德罗蒂/著　
张国清/译

３５．００ ２０１１．１２

１６７３８ 觉醒的自我:解放的实用主义
〔巴西〕罗伯托昂格尔/
著　谌洪果/译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１．１２

１８９７７ 正义的沉默
〔美〕玛丽安  康 斯 特 布

尔/著　曲广娣/译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８

１８９３８ 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的裁判之道
〔美〕弗兰克克罗斯/著

　曹斐/译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７

１６３４４ 美国司法体系中的最高法院

〔美〕杰弗瑞A．〔美〕西

格尔 哈 罗 德 J．斯 皮 斯

〔美〕莎拉C．蓓娜莎/著

　刘哲玮　杨微波/译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５

１８２４２ 正义之镜:法律危机的文学醒思
〔美〕西奥多  齐 奥 科 斯

基/著　李晟/译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１

１６２３２ 布莱克维尔法律与社会指南 〔美〕奥斯汀萨拉特 ８８．００ ２０１１．０１

１７９１６ 反思财产:从古代到革命时代
〔英〕彼得甘西/著

陈高华/译
３６．００ ２０１１．０１

１７６４５ 仇恨犯罪:刑法与身份政治

〔美〕詹姆斯 B．雅各布

〔美〕吉姆伯利波特/著

　王秀梅/译
２９．００ ２０１０．１０

１６２３１ 女性的法律生活:构建一种女性主义
〔美〕朱迪斯贝尔/著　
熊湘怡/译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０．０３

１６１９７
重新想象的自由贸易:劳动的世界分工

与经济学方法

〔美〕罗伯托曼戈贝拉
昂格尔/著　高健/译

２５．００ ２０１０．０２

１６１９８ 美国不民主的宪法
〔美〕桑福德列文森/著

时飞/译
２９．００ ２０１０．０１

３９０



书号 书名 编著者 定价 出版时间

１６４２４ 社会关系:网络经济学导论
〔美〕桑吉夫戈伊尔/著

　吴谦立/译
３８．００ ２０１０．０１

１５７１９ 司法至上的政治基础
〔美〕基斯威廷顿/著　
牛悦/译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０．０１

１５４２８ 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
〔美〕玛莎努斯鲍姆/著

　丁晓东/译
２５．００ ２００９．１２

１５７０６ 语词的创造:霍布斯论语言、心智与政治
〔美〕菲利普佩迪特/著

于明/译
２９．００ ２００９．１２

１５７８２
蒙田的政治学:«随笔集»中的权威与治

理

〔瑞士〕边凯玛里亚冯塔

纳/著　陈咏熙　陈莉/译
２９．００ ２００９．１２

■法学学术专著

书号 书名 编著者 定价 出版时间

«月旦法学»刑事判例汇编 赵秉志/主编 待定 待定

２６６２５ «月旦法学»民事法判例汇编 赵万一　郑佳宁/主编 待定 待定

２６６８４ 美国囚犯战争 姜文秀 ３５．００ ２０１６．０１

２６６８０ 贪污贿赂的罪与罚 彭新林 ３８．００ ２０１５．１２

２６６７１ 知识产权刑事司法保护 贺志军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５．１２

２６４３４
刑法体系与客观归责:中德刑法学者对

话(二)

梁根林

〔德〕埃里克希尔

根多夫/主编
４６．００ ２０１５．１２

２６４６８
数字音乐之道:网络时代音乐著作权许

可模式研究
熊琦 ２８．００ ２０１５．１２

２６３３２
风险社会中的刑法:社会转型与刑法理

论的变迁
劳东燕 ６８．００ ２０１５．１０

２６０３５ 判例刑法教程(总则篇)
陈兴良/主编

江溯/副主编
４２．００ ２０１５．１０

２６１６８ 判例刑法教程(分则篇)
陈兴良/主编

江溯/副主编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５．１０

４９０



书号 书名 编著者 定价 出版时间

２６２６２
信念超越热爱———北大法律信息网文粹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北大法律信息网/组编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９

２６１６９ 刑罚伦理 曾粤兴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９

２６２１２ 民法时效制度的理论反思与案例研究 杨巍 ７８．００ ２０１５．０８

２５９８６ 农民权利的公法保护 杨海坤 ６８．００ ２０１５．０８

２６００９ 公证证明标准与责任 蒋轲 ９８．００ ２０１５．０７

２５９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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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７

２５９５４ 错案的哲学:刑事诉讼认识论
〔美〕拉里劳丹/著

李昌盛/译
４８．００ ２０１５．０７

２５７０５ 法律书评(１１) 苏力/主编 ３５．００ ２０１５．０６

２５２００ 澳门与内地新民事诉讼程序比较研究 赖建国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６

２５１２２ 沉默的自由(修订版) 易延友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２

２５２６７ 寻衅滋事的罪与罚
赵秉志/主编

彭新林/副主编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１

２５０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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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４．１１

２４８６９ 犯罪构成原论(修订版) 杨兴培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４．１１

２４４５８ 元照英美法词典(精装版)
薛波/主编

潘汉典/总审订
３９８．００ ２０１４．１１

２４９１７ 立此存照:高尚挪用资金案侧记 陈兴良/编著 ３８．００ ２０１４．１０

２４９１６ 实践刑法学讲义:刑法学关键词 刘树德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４．１０

２４８４３ 中国案例指导制度研究 陈兴良/主编 ９８．００ ２０１４．１０

５９０



书号 书名 编著者 定价 出版时间

２３５９２ «鹿特丹规则»影响与对策研究
胡正良　於世成

郏丙贵 等/著
８８．００ ２０１４．１０

２４７７２
天使抑或魔鬼:民间金融实证研究与立

法
胡戎恩　赵兴洪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９

２４６６０ 多数人侵权责任分担机制研究 李中原 ４５．００ ２０１４．０９

２４４１１ 最高法院如何掌控死刑 林维/主编 ９８．００ ２０１４．０７

２４４１７
民法思维之展开:尹田民法学演讲集(修
订版)

尹田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７

２４４１２
为了有序的城市:城市规划变更的行政

法规制
兰燕卓 ２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７

２４２６３ 信赖原理的私法结构 叶金强 ３８．００ ２０１４．０６

２４１８３ 特拉伊宁的犯罪论体系 米铁男 ３５．００ ２０１４．０６

２３３１６ 犯罪控制工业化
〔挪威〕尼尔克里斯蒂/著

胡菀如/译
３５．００ ２０１４．０６

２３４９７ 受审判的监狱
〔挪威〕托马斯马蒂森/著

胡菀如/译
３５．００ ２０１４．０６

２４１４３ 百罪通论(上下卷)
马克昌/主编

吴振兴　莫洪宪/执行主编
２３０．００ ２０１４．０６

２４１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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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５

２４１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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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８．００ ２０１４．０５

２４１２３ 如何写学术论文 宋楚瑜 ３５．００ ２０１４．０５

２３９５１ 美国侵权法:实体与程序(第七版)

〔美〕小詹姆斯A．亨德森

〔美〕理查德N．皮尔森

〔美〕道格拉斯A．凯萨

〔美〕约翰A．西里西艾诺

１８８．００ ２０１４．０４

２３９６９ 刑事诉讼的理念(最新版) 左卫民、周长军 ４８．００ ２０１４．０４

６９０



书号 书名 编著者 定价 出版时间

２３６０３ 法律诊所:理念、组织与方法
〔波兰〕波兰法律诊所

基金会/编　许身健/译
２８．００ ２０１４．０２

２３５９１ 民法学视野中的情谊行为 王雷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１

２３５５０ 共犯论研究 林维/编 ８８．００ ２０１４．０１

２３５３７ 医学进步带来的刑法问题思考
刘明祥　曹菲

侯艳芳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１

２３６０７ 国际法律伦理问题

〔美〕詹姆士E．莫里特诺,
〔美〕乔治C．哈瑞斯/著

刘晓兵/译
３５．００ ２０１３．１２

２２８４５ 元照英美法词典(缩印版)
薛波/主编

潘汉典/总审订
１６８．００ ２０１３．１２

２３４９８ 智利共和国民法典 徐涤宇 ５６．００ ２０１３．１２

２３４２６
法律的真谛是实践:沈四宝演讲录(第三

版)
沈四宝 ３８．００ ２０１３．１１

２３４６０ 证据制度的核心基础理论 毕玉谦 ８８．００ ２０１３．１１

２３１１６ 宪法权力解读 马岭 ５６．００ ２０１３．１１

２３５３８ 自由秩序与自由刑法理论 何荣功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３．１０

２２７６７ 法律史译评 周东平 朱腾 ４５．００ ２０１３．０９

２１６５９ 法律文献引证注释规范(建议稿)第二版 罗伟 ２５．００ ２０１３．０８

２２８４３ 反思与批评:中国刑法的理论与实践 杨兴培 ４８．００ ２０１３．０８

２２６０８ 民事诉讼法要论 杨建华 ６８．００ ２０１３．０７

２２５８１ 法治、政治文明与社会发展 张万洪 ３５．００ ２０１３．０６

２２１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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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５．００ ２０１３．０６

７９０



书号 书名 编著者 定价 出版时间

２２４０３ 刑法续言:高铭暄刑法学文集 高铭暄 ９８．００ ２０１３．０５

２２４１３ 刑法纵横:王作富刑法学文集 王作富 ８８．００ ２０１３．０５

２２４３１ 当代刑事法学新思潮 赵秉志/主编 ２８８．００ ２０１３．０５

２２７３７ 现实与理想:关于中国刑事诉讼的思考 左卫民 ３８．００ ２０１３．０４

２１７９７
当代美国死刑法律之困境与探索:问题

与案例
柯恩　唐哲　高进仁 ３５．００ ２０１３．０２

２１８０５
公证 乡村 发展:中法关于土地经营与流

转的对话
马宏俊 ４２．００ ２０１３．０２

２１７５６ 保险公司风险处置及市场退出制度研究 薄燕娜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２

２１６７４ 法哲学
〔德〕齐佩利乌斯/著

　金振豹/译
２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１

２１７９７
当代美国死刑法律之困境与探索:问题

与案例

〔美〕孔杰荣等/著

　刘超等/译
３５．００ ２０１３．０１

２１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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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８．００ ２０１３．０１

２１５９３
刑法体系与刑事政策:储槐植教授八十

华诞贺岁文集

北京大学法学院

刑事法学科群/编
９８．００ ２０１３．０１

２１１７４
民法基本原则解释:诚信原则的历史、实
务、法理研究

徐国栋 ６８．００ ２０１２．１２

２１０１７ 传播与阅读:明清法律知识史 徐忠明　杜金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８

２０６６７ 中国资本市场法治前沿 刘俊海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８

２０６３７ 刑事辩护:国际标准与中国实践 顾永忠 ２８．００ ２０１２．０７

１９８３９ 英美法导论 王泽鉴/主编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７

１９７８３ 寻找新民法 苏永钦 ５８．００ ２０１２．０７

２０４００ 海事法(修订本) 胡正良/主编 ８８．００ ２０１２．０５

８９０



书号 书名 编著者 定价 出版时间

１９９５２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诞生与发

展完善
高铭暄 ８８．００ ２０１２．０５

２０１０８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立

法建议稿及论证
黄风 ３０．００ ２０１２．０３

１９９１０ 犯罪论的核心问题 王俊 ４５．００ ２０１２．０１

１８２４５ 证明责任:事实判断的辅助方法 肖建国　包建华 ４８．００ ２０１２．０１

１９６８３ 秩序理念下的行政法体系建构 林明锵 等/译 ５５．００ ２０１２．０１

１８０９１ 经验法则:自由心证的尺度 张亚东 ３８．００ ２０１２．０１

１９６２８ 犯罪人论
〔意〕切萨雷龙勃

罗梭/著　黄风/译
４２．００ ２０１２．０１

１９９９８ 批判民法学的理论建构 薛军 ４６．００ ２０１２．０１

１６３４９ 刑法与民法的对话
〔日〕佐伯仁志　道桓内弘人/
著　于改之　张小宁/译

３５．００ ２０１１．１２

１６６７２ 实践理由与法律推理 陈景辉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１．１２

１９６２９ 反腐败国际刑事合作机制研究 李翔 ２５．００ ２０１１．１２

１９３４２
国际海事货物索赔管辖权的选择:从适

格法律到适当法院
刘兴莉 ３４．００ ２０１１．１１

１９２７７ 刑法规律与量刑实践 白建军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１．１１

１６０６９ 地方立法质量跟踪评估制度研究 任尔昕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１．１０

１９３５９ 中国商事仲裁法律与实务 孙巍/编著 ４８．００ ２０１１．０９

１９２３８
法学思维小学堂:法律人的６堂思维训

练课
蔡圣伟/译 ２６．００ ２０１１．０８

１９２０５
中国经验:以刑事司法改革试点项目为

蓝本的考察
郭志媛 ４８．００ ２０１１．０７

１８８５６ 日本侵权行为法 田山辉明 ２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６

９９０



书号 书名 编著者 定价 出版时间

１８７９９ 刑事法治视域下社会信用问题研究 李翔/主编 ４８．００ ２０１１．０６

１８５４５
冲突与共赢:技术标准中的私权保护:信
息产业技术标准的知识产权政策分析

张平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５

１８７６０ 程序正义的理想与现实 林莉红 ３８．００ ２０１１．０５

１７９９７ 量刑程序中的理论问题 陈瑞华 ２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１

１８３２１ 优士丁尼«法学阶梯»评注 徐国栋 ６８．００ ２０１１．０１

１７７４８ 中国刑诉与中国社会 易延友 ３２．００ ２０１０．０９

１７５７７
过失犯研究:以交通过失和医疗过失为

中心
刘明祥 ４２．００ ２０１０．０９

１７２５５ 刑事一体化视野中的犯罪研究 严励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０．０８

１７２４７ 法哲学沉思录 舒国滢 ３０．００ ２０１０．０８

１５１６７ 法哲学:立场与方法 舒国滢 １８．００ ２０１０．０８

１６１８７ 罪行法定本土化的法治叙事 劳东燕 ３６．００ ２０１０．０１

１６０３６ 国际视域下的重新犯罪防治政策 翟中东 ５２．００ ２０１０．０１

１６００７ 中国检察制度 姜伟 ３９．００ ２００９．１１

１５０９７
法院执行为什么难:转型国家中的政府、
市场与法院

唐应茂 ２９．００ ２００９．１１

１４６５４ 国际私法(第二版)(上下册)
马丁沃尔夫/著

李浩培　汤宗舜/译
４５．００ ２００８．１２

１４３２４ 中国疑难刑事名案程序与证据问题研究 顾永忠/主编 ４９．００ ２００８．１２

１４４２７ 牛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指南(第二版)
克米特L．霍尔/

主编　许明月等/译
２９８．００ ２００８．１２

００１



书号 书名 编著者 定价 出版时间

１３３１１ 刑法纵横谈(总则部分)增订本
张军　姜伟　郎胜

陈兴良
５９．００ ２００８．０１

１３３１０ 刑法纵横谈(分则部分)
张军　姜伟　郎胜

陈兴良
４９．００ ２００８．０１

１２４７０ 刑法问题对谈录
赵秉志　肖中华　

左坚卫
３６．００ ２００７．０７

中国司法实证研究与改革丛书

公安机关行使案件审核制度实证研究 唐雪莲 待定 待定

２６５６０ 环境纠纷行政解决机制实证研究 冯露 ３０．００ ２０１６．０１

２６５７９
司法与政治:中美法院预算过程比较研

究
张洪松 ３６．００ ２０１５．１２

２５４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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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６．００ ２０１５．０１

２５２１６ 刑事司法鉴定程序的正当性 陈邦达 ４６．００ ２０１５．０１

２５２９８ 上下级法院审判业务关系研究 杜豫苏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１

２５３９４ 中国特色案例指导制度 左卫民　陈明国/主编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４．１２

２５４９０ 中基层法官任用机制
左卫民　全亮　黄翀

王禄生　张洪松
４８．００ ２０１４．１２

元照法学文库

２２５７１ 契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保护客体 陈忠五 ３８．００ ２０１３．０６

２１９５２ 制度设计型行政法学 刘宗德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５

２１９４１ 新民事诉讼法 许士宦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５

２１９４３ 债权法之现代化 陈自强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４

２０９５５ 整合中之契约法 陈自强 ３８．００ ２０１２．１１

１９９０９ 侵权违法性与损害赔偿 陈聪富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７

０９０００ 物上请求权的功能与理论基础 王洪亮 ３０．００ ２０１１．１０

１０１



书号 书名 编著者 定价 出版时间

１７２６５
证据法的体系与精神:以英美法为特别

参照
易延友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０．０６

１６１８９ 干预处分与刑事证据 林钰雄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０．０１

１４３２９ 罗马法提要 周枏 ２５．００ ２００８．１２

１３３５３ 入世背景下的中国与国际经济法 孔庆江 ３６．００ ２００８．１１

１３９１９ 罪过形式论 姜伟 ４５．００ ２００８．０７

１３３７１ 过渡时代的民法问题研究 葛云松 ３８．００ ２００８．０４

１３５４４ 佟柔中国民法讲稿
佟柔/著

周大伟/编
３６．００ ２００８．０４

１２８５８ 公司证券重要争议问题研究 冯震宇 ３９．００ ２００８．０４

１３３７９
诉讼认识论纲:以司法裁判中的事实认

定为中心
吴宏耀 ３５．００ ２００８．０４

１２８３７ 企业组织重组法制 王志诚 ３６．００ ２００８．０１

１２８５９ 民事诉讼理论之新开展 黄国昌 ４９．００ ２００８．０１

１２８５７ 诉讼权保障与裁判外纷争处理 沈冠伶 ３９．００ ２００８．０１

１２８３４
代理权与经理权之间:民商合一与民商

分立
陈自强 ２９．００ ２００８．０１

１３１４１ 近代中国的法律与学术 俞江 ３９．００ ２００８．０１

１３２４６ 公共执法与私人执法的比较经济研究 李波 ２５．００ ２００８．０１

１２７５２ 刑事一体化论要 储槐植 ３２．００ ２００７．１０

１０４０７ 政治视域的刑法思考 刘树德 ３４．００ ２００７．１０

王名扬全集

２２０９７ 王名扬全集①:英国行政法、比较行政法 王名扬 ６６．００ ２０１６．０１

２２０９６ 王名扬全集②:法国行政法 王名扬 ８８．００ ２０１６．０１

２０１



书号 书名 编著者 定价 出版时间

２２０９５ 王名扬全集③:美国行政法 (上、下) 王名扬 １１０．００ ２０１６．０１

２５２７４ 王名扬全集④:论文、词条汇编 王名扬 ４８．００ ２０１６．０１

２５２７５ 王名扬全集⑤:译著、教材汇编 王名扬 译/著 ７８．００ ２０１６．０１

王泽鉴民法研究系列

２５４１９ 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重排合订本) 王泽鉴 １９８．００ ２０１５．１０

２６５９８ 侵权行为(第二版) 王泽鉴 待定 待定

２６３９８ 不当得利(第二版) 王泽鉴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５．１１

２２０９８ 债法原理(第二版) 王泽鉴 ４５．００ ２０１４．１０

１６０２０ 民法总则(最新版) 王泽鉴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８

２０５６１ 人格权法:法释义学、比较法、案例研究 王泽鉴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１

１７７５８ 民法概要(第二版) 王泽鉴 ６８．００ ２０１１．０１

１７９１５ 民法物权(第二版) 王泽鉴 ５８．００ ２０１０．１１

１５９１２ 民法思维:请求权基础理论体系 王泽鉴 ３８．００ ２００９．１２

１５８０３ 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一) 王泽鉴 ３８．００ ２０１０．０１

１５８０２ 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二) 王泽鉴 ３３．００ ２０１０．０１

１５８０１ 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三) 王泽鉴 ３０．００ ２０１０．０１

１５８００ 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四) 王泽鉴 ３０．００ ２０１０．０１

１５８３５ 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五) 王泽鉴 ３０．００ ２０１０．０１

３０１



书号 书名 编著者 定价 出版时间

１５７９９ 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六) 王泽鉴 ２８．００ ２０１０．０１

１５７９８ 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七) 王泽鉴 ３０．００ ２０１０．０１

１５７９７ 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八) 王泽鉴 ２８．００ ２０１０．０１

林山田刑法作品

１９６４９ 刑法通论(上) 林山田 ５６．００ ２０１２．０１

１９６２４ 刑法通论(下) 林山田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１

１９６２５ 刑法各罪论(上) 林山田 ５５．００ ２０１２．０１

１９６５０ 刑法各罪论(下) 林山田 ５５．００ ２０１２．０１

民国法学家经典系列

１５４００ 法学绪论 韩忠谟 １９．００ ２００９．１０

１５４５２ 大陆法与英美法的区别 杨兆龙 ２２．００ ２００９．１０

１５４０１ 德国的政府 钱端升 ２３．００ ２００９．１０

１５３８８ 法国的政府 钱端升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９．１０

１５２７１ 刑法原理 韩忠谟 ２９．００ ２００９．１０

赵秉志刑法学系列

１８３６３ 中国疑难刑事名案法理研究(第五卷) 赵秉志/主编 ５６．００ ２０１１．０１

１８３６６ 中国疑难刑事名案法理研究(第六卷) 赵秉志/主编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１

１６４１６ 刑法基本问题 赵秉志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０．０１

１６４１９ 罪刑总论问题 赵秉志 ５２．００ ２０１０．０１

４０１



书号 书名 编著者 定价 出版时间

１６４１８ 罪刑各论问题 赵秉志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０．０１

１６４１７ 外向刑法问题 赵秉志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０．０１

１４６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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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６．００ ２００８．１２

１４５９７ 犯罪总论比较研究
高铭暄

赵秉志/主编
５２．００ ２００８．１２

１４５９４ 刑罚总论比较研究
高铭暄

赵秉志/主编
６９．００ ２００８．１２

１２５５４ 刑法解释研究 赵秉志/主编 ３８．００ ２００７．０８

法学专论系列

２１２１５
民法新角度:“用益债权原论”阶段性成

果
隋彭生 ４２．００ ２０１２．１０

１９２８５ 民事诉讼:回归原点的思考 张卫平 ４８．００ ２０１１．１２

１７７５７ 民事诉讼证明妨碍研究 毕玉谦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０．１１

１７７４３ 两岸刑法案例比较研究 陈兴良　陈子平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０．０９

１５７８１ 民法基础与超越 龙卫球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０．０１

美国法精解书系

１４６８７ 美国保险法精解(第四版)

〔美〕小罗伯特H．
杰瑞　〔美〕道格拉

斯R．里士满/著

李之彦/译

４９．００ ２００９．０１

１４６９６ 美国货物买卖与租赁精解

〔美〕威廉H．
劳伦斯　〔美〕威
廉H．亨宁/著

周晓松/译

３９．００ ２００９．０１

５０１



书号 书名 编著者 定价 出版时间

１４６９７ 美国死刑法精解(第二版)

〔美〕琳达E．卡
特　〔美〕埃伦S．
克赖斯伯格　〔美〕斯
科特W．豪尔/著

４９．００ ２００９．０１

１４６９８ 美国合同法精解(第四版)

〔美〕杰弗里费

里尔　〔美〕迈克

尔纳文/著

陈彦明/译

７９．００ ２００９．０１

１４６９９ 美国财产法精解(第二版)
〔美〕约翰G．斯

普兰克林/著

钟书峰/译
８９．００ ２００９．０１

１４７００ 美国刑法精解(第四版)
〔美〕约书亚德

雷斯勒/著

王秀梅/译
６９．００ ２００９．０１

１４７０１
美国刑事诉讼法精解(第四版)(第一卷

刑事侦查)

〔美〕约书亚德

雷斯勒　〔美〕艾伦
C．迈克尔斯/著

吴宏耀/译

７９．００ ２００９．０１

１４８０４
美国刑事诉讼法精解(第四版)(第二卷

刑事审判)

〔美〕约书亚德

雷斯勒　〔美〕艾伦
C．迈克尔斯/著

魏晓娜/译

４９．００ ２００９．０１

１４７０９ 律师职业道德的底线(第三版)

〔美〕蒙罗H．弗
里德曼　〔美〕阿
贝史密斯/著

王卫东/译

４９．００ ２００９．０１

司法法学丛书

１３６２９ 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规则与实践 黄风 ３５．００ ２００８．０７

１３８６８ 公正底线:刑事司法公正性实证研究 白建军 ４８．００ ２００８．０６

１３８４６ 刑事审判前沿问题思考
刘树德

于同志
４９．００ ２００８．０６

公法与政府管制丛书

２１４２８ 医患关系:责任政府下的法律规制研究 胡汝为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２．１１

２１４２７ 行政执法与政府管制 刘恒 ４６．００ ２０１２．１１

６０１



书号 书名 编著者 定价 出版时间

１５３９８ 中国股票公开发行监管的合同选择 柯湘 ２６．００ ２００９．０６

１５２０４ 农村环境管制与农民环境权保护 李挚萍 ３９．００ ２００９．０６

１５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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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９．００ ２００９．０５

１５１７８ 政府管制的行政法解读 刘莘 ４９．００ ２００９．０５

■法律实务用书

书号 书名 编著者 定价 出版时间

２６５５９ 检察官的七项核心技能 葛鹏起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６．０１

２６４３５ 司法鉴定管理工作手册 司法部司法鉴定管理局/编 １２８．００ ２０１５．１１

２５９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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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７

２５５３１ 民商法实务精要 高杉峻/编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４

２５５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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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４

２５１６９
股权争议的处置与防范:股东法律羊皮

书
吕俊山 ５６．００ ２０１４．１２

２４７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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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４．１０

２４４１５ 法律援助管理工作规范性文件汇编 司法部法律援助工作司/编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６

２２０２０ 审前调解实务指南:流程、规则、技能 陈葵/主编 ３８．００ ２０１４．０６

２４１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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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版)
刘宁 张庆/等著 ４８．００ ２０１４．０６

２４１１７ 侵犯著作权犯罪典型案例评析 张远煌/主编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５

２３４２８ 人民法院公司法指导案例裁判要旨通纂 宋晓明 刘俊海/编 ９８．００ ２０１４．０１

７０１



书号 书名 编著者 定价 出版时间

２３５０３ 律师管理工作规范性文件汇编
司法部律师公证工作

指导司/编
９８．００ ２０１３．１２

２３７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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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６．００ ２０１３．１２

２３４２３
中国证券民事赔偿案件司法裁判文书汇

编
刘俊海　宋一欣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３．１２

２３４９４ 律师职业操守
司莉　刘炳君

蒋信伟　魏大忠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３．１１

２２６７１ 合同风险１１９:合同审查与风险控制法则 朱柏彦　朱鹭 ４５．００ ２０１３．０７

２２６０５ 刑事诉讼法规范总整理(第三版) 刘志伟 ６８．００ ２０１３．０７

２２７２３ 刑事诉讼法及配套规定分解集成 刘玫 ２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７

２２５１９
房地产项目开发:法律风险防控实务解

析

彭彤　欧阳宇翔　
曾令佳　文钰

３５．００ ２０１３．０６

２２４１５
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修改前后对

照表

最高人民检察院

法律政策研究室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５

２１５９２ 企业上市审核标准实证解析(第二版) 张兰田 ６８．００ ２０１３．０１

２１８１５ 控制公司:基业长青的大商之道 吕良彪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１

２１７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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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著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１

２１５７２ 企业投资融资:筹划与运作
国浩律师事务

所/编著
５８．００ ２０１３．０１

２１０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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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９８．００ ２０１３．０１

２１５０３ 人民法院刑事指导案例裁判要旨集成 陈兴良/编 ３５．００ ２０１３．０１

２０６３８ 全国百优法律援助精品案例(２０１１)
司法部法律援助

工作司/编
４１．００ ２０１２．０７

１９１３２
行政诉讼法理论与实务(上下卷第二

版)
江必新　梁凤云 １８０．００ ２０１１．０７

８０１



书号 书名 编著者 定价 出版时间

２００７８ 公司解散清算制度(修订版) 刘敏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２

１６８４９
“口袋罪”的司法命运:非法经营的罪与

罚(最高法院法官释法)
刘树德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１．１２

１９１６０
公司的博弈与平衡:２２类公司纠纷法律

实务精解
王进东　林晓东 ４５．００ ２０１１．０９

１８８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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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５．００ ２０１１．０６

１８３２０ 工程法律实务研析 古嘉谆　等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２

１６８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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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９．００ ２０１０．１２

１６３４３
离婚自助手册:婚姻律师教你如何自己

完成离婚
贾明军 ３６．００ ２０１０．０６

１６１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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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５．００ ２０１０．０１

１６１７８
完美的合同:合同的基本原理及审查与

修改(增订版)
吴江水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０．０１

１４９７０ 用人单位员工管理指南 林嘉　范围 ３２．００ ２００９．０３

人民法院案例裁判要旨通纂丛书

人民法院行政法案例裁判要旨通纂(上、
下卷)

江必新/主编 待定 ２０１６．０９(估)

中国海事案例裁判要旨通纂(目录卷)
司玉琢　王彦君

关正义/主编
待定 ２０１６．０３(估)

２６１７２ 中国海事案例裁判要旨通纂(综合卷)
司玉琢　王彦君

关正义/主编
待定 ２０１６．０３(估)

２６３６６
中国海事案例裁判要旨通纂(海上货物

运输卷)
司玉琢　王彦君

关正义/主编
待定 ２０１６．０３(估)

２６２９２
中国海事案例裁判要旨通纂(海上保险

卷)
司玉琢　王彦君

关正义/主编
待定 ２０１６．０３(估)

２６１６７
中国海事案例裁判要旨通纂(船舶船员

卷)
司玉琢　王彦君

关正义/主编
待定 ２０１６．０３(估)

９０１



书号 书名 编著者 定价 出版时间

２３５５７ 中国海事案例裁判要旨通纂(海事卷)
司玉琢　王彦君

关正义/主编
待定 ２０１６．０３(估)

２６１７１
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案例裁判要旨通纂

(上、下卷)
吴汉东　宋晓明/主编 待定 ２０１６．０３(估)

２３４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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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８．００ ２０１４．０１

２１０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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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９８．００ ２０１３．０１

法官裁判智慧丛书

２６６９７ 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裁判精要与规则适用 王林清　杨心忠 ８９．００ ２０１６．０２

２４８４０ 公司纠纷裁判精要与规则适用 王林清　杨心忠 ９８．００ ２０１４．１１

２４８４５ 劳动合同纠纷裁判精要与规则适用 王林清　杨心忠 ８５．００ ２０１４．１０

２４８５８ 婚姻家庭纠纷裁判精要与规则适用 王林清　杨心忠　赵蕾 ８４．００ ２０１４．１０

２４１２１ 侵权纠纷裁判标准与规范 王林清　杨心忠 ７８．００ ２０１４．０６

北京律师业务指导丛书

２０４９５ 民事诉讼典型案例选编
北京市律师

协会/编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４

２０５２１ 医疗纠纷典型案例选编
北京市律师

协会/编
３６．００ ２０１２．０４

２０４９４ 民事法律实务疑难问题
北京市律师

协会/编
４８．００ ２０１２．０４

２０４９３ 涉农法律疑难问题与对策分析
北京市律师

协会/编
２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４

２０４９２ 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法律实务精解
北京市律师

协会/编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４

２０４９９ 影视合同范本与风险防范
北京市律师

协会/编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４

０１１



书号 书名 编著者 定价 出版时间

２０４９８ 影视法律事务与操作指南
北京市律师

协会/编
２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４

２０５１９ 军事犯罪案件律师辩护指引
北京市律师

协会/编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４

２０４８９ 婚姻与家庭法律疑难问题与典型案例
北京市律师

协会/编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４

２０４９０ 刑事辩护疑难问题与典型案例
北京市律师

协会/编
３５．００ ２０１２．０４

２０４８８ 著作权、专利权疑难问题探析
北京市律师

协会/编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４

２０４９７ 劳动法疑难问题与典型案例
北京市律师

协会/编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４

企业常用合同范本(律师批注版)

２３３０９ 劳动合同 金忠　翁飞/编著 ２９．００ ２０１３．１０

２２５２２ 买卖类合同 骆志生/编著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６

２１６１５ 生产、加工、维修类合同 马玲/编著 ４６．００ ２０１３．０１

２１５３７ 租赁、融资租赁类合同
钟安惠　简映　
胡治萍/编著

４６．００ ２０１３．０１

２１５７１ 文化艺术、演艺、广告、影视类合同 王力博/编著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１

２１７１８ 国际货物买卖合同
张淑珍　王燕

/编著
４２．００ ２０１３．０１

２１５３６ 运输、保管、仓储类合同
张念春　邱娟

/编著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１

企业并购反垄断审查译丛

２１１７３ 合并与收购:理解反垄断问题
美国律师协会

反垄断分会
６８．００ ２０１２．０９

１９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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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８．００ ２０１１．１０

１９００１
企业合并前的协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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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２．００ ２０１１．１０

１１１



书号 书名 编著者 定价 出版时间

１９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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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６．００ ２０１１．１０

１９００５ 并购前申报实务手册(第四版)
美国律师协会

反垄断分会
４６．００ ２０１１．１０

北大法宝法律人高级助手书系

１８２２６ 证据法精要与依据指引 廖中洪 ７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１

１８２３０ 合同法精要与依据指引 刘有东 ７６．００ ２０１１．０１

１８２２９ 民事诉讼法精要与依据指引 唐力 ９８．００ ２０１１．０１

１８１４６ 公司法精要与依据指引 唐青阳 ８２．００ ２０１１．０１

１８２２７ 房地产法精要与依据指引 谭启平　赵勇山 ７８．００ ２０１１．０１

１８２２０ 担保法精要与依据指引 孙鹏 ６８．００ ２０１１．０１

１８２２８ 劳动法精要与依据指引 范围 ７８．００ ２０１１．０１

全国律师执业基础培训指定教材

１２０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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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６．００ ２０１３．０４

１５４８７ 律师执业基本素养(第三版)
中华全国律师

协会/编
２６．００ ２０１３．０４

１５４８６ 律师执业基本技能(上)(第三版)
中华全国律师

协会/编
６８．００ ２０１３．０４

１５４８８ 律师执业基本技能(下)(第三版)
中华全国律师

协会/编
７８．００ ２０１３．０４

全国律协业务指导系列

２６６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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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定 待定

２３３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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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８．００ ２０１３．１１

２２５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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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８．００ ２０１３．０６

２１１



书号 书名 编著者 定价 出版时间

１９７３８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行业规则汇编(２０１１
年版)

中华全国律师

协会/编
２５．００ ２０１１．１２

１７８９１ 刑事辩护律师审查、运用证据指南 顾永忠/主编 ３８．００ ２０１０．１１

１５５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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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８．００ ２００９．０８

新律师系列

２５２５２ 律师非讼业务的专题讲座 阮子文 ４８．００ ２０１５．０１

２１３２２ 律师非讼业务的思维与技能 阮子文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１

２０７１７
草根律师的搜主义:如何借助搜索引擎

从网络获取业务
王俊凯 ３０．００ ２０１２．０６

１６６６４ 在律所:菜鸟律师的生存手册

〔英〕伊丽莎白克鲁

克山克　〔英〕潘妮库

伯/著　高忠智/译
２５．００ ２０１１．０１

１７９６１ 赢在谈判:商务律师的成功法则 阮子文 ２６．００ ２０１０．１１

１７４００
在路上:从律师助理到成功执业(３):公
司法务有前途

谢长宇 ２９．００ ２０１０．０７

１４０７６
在路上:从律师助理到成功执业(２):你
的客户在哪里

谢长宇 ２９．００ ２００８．０８

１４０６９ 诉讼律师的２５大心法 张冀明 ２９．００ ２００８．０８

律师阶梯系列

２４４５０ 律师民商事业务必修课(第二版) 牟驰 ５０．００ ２０１４．０８

２３８１０ 常见刑事案件辩护要点 娄秋琴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３

私人律师系列

２３３３９ 工伤事故的应急处置与索赔(第二版)
北京岳成律师

事务所
３０．００ ２０１４．０１

２３３５５ 交通事故的应急处理与索赔(第二版)
北京岳成律师

事务所
３０．００ ２０１４．０１

２３５６３ 如何开办公司(第二版)
北京岳成律师

事务所
３３．００ ２０１４．０１

３１１



书号 书名 编著者 定价 出版时间

２３５４２ 如何申请专利(第二版)
北京岳成律师

事务所
３５．００ ２０１４．０１

２３３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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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５．００ ２０１４．０１

２３３４０ 遗产的处置与继承(第二版)
北京岳成律师

事务所
３３．００ ２０１４．０１

１７２６４ 房屋拆迁以案说法实用指南 杨在明　黄艳 ２９．００ ２０１０．０６

１６１９４ 您的“五险一金”
北京岳成律师

事务所
２５．００ ２０１０．０１

１６５０７ 如何买卖二手房
北京岳成律师

事务所
２５．００ ２０１０．０１

学习式分类法规

２５６９２ 民事诉讼法(第三版)
元照法律研究

室/编
２８．００ ２０１５．０１

２４５１３ 宪法(第三版)
元照法律研究

室/编
２１．００ ２０１４．０９

２６０７５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五版)
元照法律研究

室/编
２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８

２４７８０ 刑事诉讼法(第四版)
元照法律研究

室/编
３４．００ ２０１４．１０

２５１０７ 经济法(第三版)
元照法律研究

室/编
２５．００ ２０１５．０１

２４９２９ 商法(第三版)
元照法律研究

室/编
２９．００ ２０１４．１１

刑法(第四版)
元照法律研究

室/编
３９．００(估) ２０１６．０３(估)

２５０８９ 民法(第四版)
元照法律研究

室/编
３８．００ ２０１５．０１

１７５９６ 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
元照法律研究

室/编
２９．００ ２０１０．０８

全国人大法工委权威法律注释

２６５３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条文

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刑法室/编
待定 待定

４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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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９９６０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条文说

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２０１２修订版)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

工委民法室/编
６８．００ ２０１２．０９

０９７０５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的决定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

工委刑法室/编
５６．００ ２０１２．０３

１０５０９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条文

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

工委刑法室/编
２５．００ ２０１１．０３

１６５４２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说

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

工委民法室/编
４８．００ ２０１０．０１

１６５４３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立法争

点、立法例及经典判例
高圣平/主编 ８８．００ ２０１０．０３

１５０５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条文说明、立法

理由及相关规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

工委刑法室/编
９８．００ ２００９．０６

１４１８４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条文说

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

工委刑法室/编
５９．００ ２００８．０９

１２７１８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条文说明、
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

工委经济法室/编
３６．００ ２００７．０９

■法学集刊

书号 书名 编著者 定价 出版时间

中德私法研究(２０１５年总第１２卷)
王洪亮　田士永　朱庆育

张谷　张双根/主编
待定 待定

２６１６８ 中德私法研究(２０１５年总第１１卷)
王洪亮　田士永　朱庆育

张谷　张双根/主编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６

２５２４１ 中德私法研究(２０１４年总第１０卷)
张谷　张双根　田士永

朱庆育　王洪亮/主编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４．１２

２３６５９ 中德私法研究(２０１３年总第９卷)
张谷　张双根　田士永

朱庆育　王洪亮/主编
３５．００ ２０１３．１２

２１７７２ 中德私法研究(２０１２年总第８卷)
王洪亮　张双根　田士

永　朱庆育/主编
２９．００ ２０１２．１２

１９７６８ 中德私法研究(２０１１年总第７卷)
朱庆育　王洪亮　
张双根　田士永

/主编
２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１

２６６１１ 刑事法评论(第３６卷) 陈兴良/主编 ９８．００ ２０１５．１２

５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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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７０６ 刑事法评论(第３５卷) 陈兴良/主编 ８８．００ ２０１５．０５

２４７７３ 刑事法评论(第３４卷) 陈兴良/主编 ８８．００ ２０１４．０８

２３７１６ 刑事法评论(第３３卷) 陈兴良/主编 ８８．００ ２０１３．１２

２３７１７ 刑事法评论(第３２卷) 陈兴良/主编 ８８．００ ２０１３．０６

２１６１６ 刑事法评论(第３１卷) 陈兴良/主编 ６８．００ ２０１２．１２

２０８３７ 刑事法评论(第３０卷) 陈兴良/主编 ６８．００ ２０１２．０６

１９７６９ 刑事法评论(第２９卷) 陈兴良/主编 ６８．００ ２０１１．１２

１９１６２ 刑事法评论(第２８卷) 陈兴良/主编 ６８．００ ２０１１．０７

１７８８６ 刑事法评论(第２７卷) 陈兴良/主编 ６８．００ ２０１０．１１

１７１１９ 刑事法评论(第２６卷) 陈兴良/主编 ６８．００ ２０１０．０５

１６４２０ 刑事法评论(第２５卷) 陈兴良/主编 ６８．００ ２００９．１２

１５３９６ 刑事法评论(第２４卷) 陈兴良/主编 ６８．００ ２００９．０６

１４０４８ 刑事法评论(第２３卷) 陈兴良/主编 ６８．００ ２００８．１２

１４６１２ 刑事法评论(第２２卷) 陈兴良/主编 ６８．００ ２００８．０７

１３２４４ 刑事法评论(第２１卷) 陈兴良/主编 ６８．００ ２００８．０１

１２５９３ 刑事法评论(第２０卷) 陈兴良/主编 ６８．００ ２００７．０８

１７８６９ 政治与法律评论(２０１０年卷) 強世功/主编 ３８．００ ２０１０．１０

６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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