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第三方立法评估制度研究 重点 张德淼 教授 博士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著作

2 陕甘宁边区民法史新研究 重点 杨永华 教授 硕士 西北政法大学 研究报告

3 宪法实施监督机构研究 重点 刘志刚 教授 博士 复旦大学 专著

4
新行政诉讼法实施对行政法制发展的挑战及其
回应

重点 章志远 教授 博士 华东政法大学 系列论文

5 历次刑法修正案评估 重点 刘仁文 研究员 博士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
学研究所

论文

6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研究 重点 兰跃军 教授 博士 上海大学 专著

7
我国民法总则制定中商法总则条款加入的立法
研究

重点 周林彬 教授 博士 中山大学 研究报告

8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建设法律问题研究 重点 刘少军 教授 博士 中国政法大学 专著

9
“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的涉外民商事司法合
作研究

重点 李建中 教授 博士 浙江理工学院 论文

10
马克思主义群众观视域下的全民法治观念培养
机制研究

一般 魏胜强 教授 博士 郑州大学 著作

11 新媒体时代法治宣传创新研究 一般 魏志荣 讲师 博士 济南大学 研究报告

12 网络反腐的式微及其法制化重构研究 一般 钱大军 副教授 博士 吉林大学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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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儒学中的实用主义对重塑司法公信力的可能影
响研究

一般 吴丙新 教授 博士 山东大学（威海） 论文

14 安全导向下的网络信息权利规制 一般 张洪波 副教授 博士 江苏警官学院 论文

15 环境法律保护的古罗马经验及其借鉴研究 一般 李飞 讲师 博士 华侨大学 论文

16 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研究 一般 冯玉军 教授 博士 中国人民大学 论文

17 刑法制定与适用中的宪法原理研究 一般 田芳 副教授 博士 南京大学 论文

18 转基因食品风险防控法律规制研究 一般 杨建顺 教授 博士 中国人民大学 专著

19
严密法治监督视野下不当行政行为救济制度研
究

一般 张峰振 副教授 博士 江苏师范大学 专著

20 网络空间与法治秩序研究 一般 邓小兵 副教授 博士 兰州大学 论文

21 行政抗辩权保障的行政主体义务研究 一般 龚向田 副教授 博士 怀化学院 著作

22 完善治安管理处罚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研究 一般 高文英 教授 博士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研究报告

23 境外追逃追赃与刑事司法合作的法治化研究 一般 王文华 教授 博士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专著

24 量刑规范化视野下的刑事个案公正研究 一般 周少华 教授 博士 东南大学 专著

25 量刑双轨制研究 一般 彭文华 教授 博士 苏州大学 专著

26 中国社区矫正制度本土化研究 一般 苏明月 副教授 博士 北京师范大学 研究报告

27 刑罚改革背景下的累犯制度变革研究 一般 张淼 副教授 博士 南京大学 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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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刑事速裁程序构建研究 一般 叶肖华 副教授 博士 浙江工商大学 论文

29 法医精神病鉴定质量控制对策研究 一般 蔡伟雄 研究员 博士
司法部司法鉴定科
学技术研究所

研究报告

30 电子签名证据的认定路径与证据体系 一般 刘满达 教授 硕士 宁波大学 论文

31 法治与德治并重下刑事诉讼的诚信机制研究 一般 孙记 副教授 博士 黑龙江大学 论文

32 实现担保物权非讼执行程序研究 一般 任重 讲师 博士 清华大学 专著

33
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对境外追逃追赃国际合作影
响研究

一般 周明 讲师 博士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论文

34 破产重整制度研究 一般 徐阳光 教授 博士 中国人民大学 专著

35 人身损害赔偿新型疑难问题研究 一般 徐银波 讲师 博士 西南政法大学 论文

36 保险免责条款法律规制研究 一般 樊启荣 教授 博士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专著

37 移动电子商务领域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研究 一般 刘斌 副教授 博士 中国计量学院 专著

38 公共利益原则的法律适用 一般 梁上上 教授 博士 清华大学 论文

39
“三权分置”视阈下土地承包经营权益融资担
保法律问题研究

一般 袁震 副教授 博士 西北政法大学 专著

40 基因正义论：人类基因研究风险的法律控制 一般 王康 副教授 博士 上海政法学院 专著

41 自然资源权利配置法律机制研究 一般 单平基 副教授 博士 东南大学 著作

42 营商自由与商事主体制度研究 一般 赵万一 教授 硕士 西南政法大学 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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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金融业综合经营监管法律问题研究 一般 李建胜 助研 博士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
研究所

著作

44 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法律规制研究 一般 阳建勋 副教授 博士 厦门大学 专著

45 城镇化背景下农地征收中的公共利益问题研究 一般 李长健 教授 博士 华中农业大学 论文

46 网络化消费品质量法律问题研究 一般 杨攀 讲师 博士 西南大学 论文

47
我国劳动者带薪年休假权利保障法律制度完善
研究

一般 曹燕 教授 博士 西北政法大学 研究报告

48 中国儿童福利立法问题研究 一般 吴鹏飞 教授 博士 江西财经大学 专著

49 失独家庭的权利保障与救济问题研究 一般 王天玉 助研 博士 清华大学 论文

50 政府补贴的法律规制研究 一般 华国庆 教授 硕士 安徽大学 论文

51
国际海底区域法律制度与国际海底资源开发的
互塑性研究

一般 李志文 教授 博士 大连海事大学 研究报告

52 境外追逃追赃的国际司法合作研究--异地追诉 一般 林燕萍 教授 博士 华东政法大学 研究报告

53 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冲突的协调和调整研究 一般 梁雯雯 讲师 博士 武汉大学 论文

54
“一带一路”战略与中国资本市场国际化的法
律问题——《证券法》修订视角下的政策考量
和制度设计

一般 刘轶 研究员 博士 北京外国语大学 系列论文

55 核能利用安全保障法律制度研究 一般 李奇伟 讲师 博士 湖南师范大学 专著

4



56 环境风险预防制度构建研究 一般 李萱 副研究员 博士 环境保护部 专著

57 流域协作治理的法律机制研究 一般 肖爱 副教授 博士 湖南师范大学 系列论文

58 人权司法保障的制度供给与行为选择 中青年 孟庆涛 副教授 博士 西南政法大学 论文

59
中国法制实践中的国家能力问题：历史与现实
的双重视角

中青年 尤陈俊 副教授 博士 中国人民大学 论文

60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乡-村关系法治化研究 中青年 尚海涛 讲师 博士 天津师范大学 专著

61 足球改革背景下的足球行业自治研究 中青年 赵毅 副教授 博士 苏州大学 专著

62 自媒体时代的律师庭外言论规则研究 中青年 朱兵强 讲师 博士 湖南师范大学 论文

63 近代中国司法职官年表 中青年 陈颐 副教授 博士 华东政法大学 编著

64
史料中的习惯与规则：湖湘地区旧志中的民商
事习惯史料整理注释与研究

中青年 于熠 讲师 博士 湖南师范大学 专著

65 地方政府跨域合作的法治化治理 中青年 张彪 讲师 博士 武汉大学 论文

66
地方性法规与地方政府规章的立法事权划分研
究

中青年 赵真 讲师 博士 中央财经大学 论文

67 国家保护义务视角下环境权保障研究 中青年 韩敬 副教授 博士 郑州大学 论文

68 行政民事交织争议的解决 中青年 韩思阳 副教授 博士 上海师范大学 论文

69 大数据视野下政府信息公开诉讼现状研究 中青年 董妍 讲师 博士 天津科技大学 专著

70 暴恐音视频网络传播防控研究 中青年 赵丽莉 副教授 博士 新疆财经大学 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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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道路交通警察权力配置的法治路径 中青年 刘启川 讲师 博士 东南大学 论文

72 共同犯罪人的认定标准 中青年 陈可倩 中级 博士 上海交通大学 论文

73 我国受贿罪量刑差异问题实证研究 中青年 王剑波 副教授 博士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论文

74
从对立到对话：医疗纠纷刑法解决与预防机制
实证研究

中青年 梁云宝 讲师 博士 东南大学 专著

75
生命权与自我决定权的法律保障研究——安乐
死刑法问题解决之道

中青年 刘建利 副教授 博士 东南大学 专著

76 网络共同犯罪的司法认定疑难问题研究 中青年 杨学文
助理研究

员
博士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
学研究所

专著

77 证据分析的认知机制与偏差控制研究 中青年 蔡艺生 副教授 博士 西南政法大学 论文

78 大数据背景下电子取证问题研究 中青年 蒋洁 副教授 博士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论文

79 未决羁押的撤销、变更机制研究 中青年 罗海敏 副教授 博士 中国政法大学 专著

80 对民事违法审判行为的检察监督 中青年 胡思博 讲师 博士 中国政法大学 报告

81 法院人员分类管理体制与机制转型研究 中青年 王禄生 副教授 博士 东南大学 专题报告

82 股东权利延展性的法理研究 中青年 李诗鸿 讲师 博士 华东政法大学 译著

83
数字网络时代版权权利限制与例外制度建构研
究

中青年 华劼 助理教授 博士 同济大学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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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一带一路”国家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实证研
究

中青年 佘力焓 无 博士 同济大学 专著

85
“家庭伴侣结合”位阶概念体系厘定与规范研
究

中青年 刘蓓 副教授 博士 长春工业大学 专著

86 人类体外早期胚胎民法问题研究 中青年 汪丽青 副教授 博士 滨州医学院 专著

87 民法典中行政权运行规范研究 中青年 申惠文 副教授 博士 郑州大学 研究报告

88 我国民法典中团体类型及团体治理的实现 中青年 王雷 讲师 博士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论文

89 “三轮”延包中承包经营权利配置问题研究 中青年 陆剑 讲师 博士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专著

90 劳动规章争议条款的司法审查研究 中青年 朱军 讲师 博士 上海交通大学 论文

91
进城落户农民有偿退出宅基地的地方实践与制
度规范

中青年 杨青贵 讲师 博士 西南政法大学 专著

92
上海自贸区税收征管法律制度创新与立法完善
研究

中青年 李慈强 讲师 博士 华东政法大学 专著

93 标准必要专利反垄断诉讼的裁判规则研究 中青年 马乐 讲师 博士 华东政法大学 论文

94 金融治理中的信息工具及其法律配置研究 中青年 李安安 讲师 博士 武汉大学 论文

95 我国铁路运输业市场定价机制法律问题研究 中青年 陈兵 副教授 博士 吉林大学 研究报告

96 国际法视角下的南海岛礁建设研究 中青年 叶权 讲师 博士 中南大学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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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中印跨界水争端管控机制研究 中青年 杨珍华 讲师 博士 武汉大学 著作

98 常设仲裁法院及其争端解决实践研究 中青年 王超 讲师 博士 浙江大学 论文

99
“一带一路”战略下我国境外劳动者权益保护
问题研究

中青年 李文沛 副教授 博士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专著

100
欧盟共同投资政策的新发展及其对中欧投资法
律框架的影响

中青年 张皎 讲师 博士 华东政法大学 论文

101 政府环境审计的环境治理机理与制度改进 中青年 胡耘通 副教授 博士 西南政法大学 论文

102 环境多元治理的规范体系与法治路径 中青年 马可 副教授 博士 重庆理工大学 专著

103 信息化支撑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研究 委托 綦成元 司长 学士
国家发展改革委高
技术产业司

研究报告

104 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研究 委托 罗厚如 所长 博士 司法部司法研究所 研究报告

105
以律师为主体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构建模式研
究

委托 何勇 秘书长 硕士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 专著

106 人民监督员立法问题研究 委托 郭华 教授 博士 中央财经大学 专著

107 互联网金融监管法律问题研究 委托 袁达松 教授 博士 北京师范大学 研究报告

108 刑事政策视野下的刑法修正研究 委托 吴贵森 副教授 硕士 集美大学 论文

109 立法公众参与的集体行动困境及其解决机制 专项 代水平 副教授 博士 西北大学 论文

110
环境.健康.安全：纳米技术风险的法律规制研
究

专项 朱体正 讲师 博士 上海海事大学 论文

8



111 对法制廉情进行评估之研究 专项 邓联繁 教授 博士
湖南湘西自治州委
党校

研究报告

112 立法第三方元评估规范研究 专项 吴春岐 教授 博士 北京城市学院 研究报告

113 法治中国视野下司法人权保障路径研究 专项 刘恒志 教授 硕士 中央司法警官学院 专著

114 基于微信平台的法治宣传创新研究 专项 步德胜 讲师 博士 青岛科技大学 论文

115 法律史视角下的宋代家训研究 专项 马泓波 副教授 博士 西北大学 专著

116
由动员到参与：陕甘宁边区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研究

专项 马成 副教授 博士 西北政法大厦 论文

117 区域史视野下的法律秩序研究 专项 吴欣 教授 博士 聊城大学 论文

118 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权研究 专项 伍华军 讲师 博士 武汉大学 专著

119
国家法制统一背景下的设区市立法权研究——
《立法法》第72、73条相关内容实施

专项 秦奥蕾 副教授 博士 中国政法大学 论文

120
依法治国视域下司法与行政互动的法律规制研
究

专项 马立群 副教授 博士 西南政法大学 研究报告

121 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研究 专项 刘玫 教授 博士 中国政法大学 论文

122 刑法解释的边界研究与实证分析 专项 赵运峰 副教授 博士 上海政法学院 论文

123
我国有组织犯罪的产业化趋势及其刑事规制研
究

专项 龚义年 副教授 博士 河南科技大学 论文

124 基于大数据分析的经济犯罪鉴别预警模型研究 专项 寿莉 副教授 硕士 中央司法警官学院 研究报告

9



125 未成年犯审前人格调查制度研究 专项 梅锦 讲师 博士 江南大学 论文

126
轻刑化背景下非法集资犯罪防控机制研究-以侦
查为视角

专项 田光伟 讲师 博士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研究报告

127 我国海上刑事管辖权问题研究 专项 张丽施 副教授 硕士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
部队学院

系列论文

128
我国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法理基础研究-
-以关怀伦理观为视角

专项 褚宁 副教授 博士 济南大学 专著

129
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评估工具设计与矫正措施
创新

专项 张凯 副教授 硕士 中央司法警官学院 论文

130
社区矫正本土化适应与探索之实证研究——以
珠三角为样本

专项 杨帆 教授 博士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论文

131 脑电心理生理证据科学性研究 专项 刘洪广 教授 博士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论文

132
阻碍辩护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程序性救济机
制建构研究

专项 杨杰辉 副教授 博士 浙江工业大学 论文

133 公益诉讼法律问题研究 专项 谭英 教授 硕士 渤海大学 论文

134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权保护机制研究 专项 陈星 讲师 博士 广西民族大学 论文

135 返思与借鉴：沙石类资源开发法律规制研究 专项 曹宇 讲师 博士 内蒙古大学 论文

136
“一带一路”建设中电子商务市场准入及退出
法律制度研究

专项 吐火加 讲师 博士 新疆师范大学 论文

137 民法典法人制度的基础重构与类型设计 专项 李政辉 教授 博士 浙江财经大学 论文

138
国有企业的竞争中立制度比较研究及中国应对
策略

专项 应品广 讲师 博士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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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以房融资式养老法律问题研究 专项 鲁晓明 教授 博士 广东财经大学 专著

140
“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我国欠发达地区仲裁
发展问题研究

专项 王兰 副教授 博士 西北师范大学 论文

141 融资租赁登记问题研究 专项 王叶刚 讲师 博士 中央民族大学 专著

142 保险合同中免责条款的法律规制研究 专项 王建敏 教授 学士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论文

143 专利劫持行为的法律规制研究 专项 郑伦幸 助研 博士 南京理工大学 论文

144
公司自治界限思维视域下公司规章制度的司法
介入研究

专项 张敏 副教授 硕士 西北工业大学 专著

145 我国离婚制度改革研究 专项 罗冠男 讲师 博士 北京交通大学 论文

146 失独家庭养老服务法律保障问题研究 专项 武萍 研究员 博士 辽宁大学 研究报告

147 我国社会救助立法实施问题实证研究 专项 张凌竹 讲师 博士 长春理工大学 编著

148
中国参与上海合作组织能源合作法律协调与制
度规制研究

专项 贾少学 讲师 博士 上海政法学院 专著

149 集体经营性资产折股量化法律问题研究 专项 綦磊 讲师 博士 青岛科技大学 专著

150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法律
服务研究

专项 姜思源 讲师 博士 上海政法学院 论文

151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法治化问题研究——以关中
—天水经济区为例

专项 张建军 副教授 博士 西北大学 论文

152
“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海外权益法律保护研
究

专项 郭锦鹏 副教授 博士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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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我国海洋法律法规体
系的完善研究

专项 白佳玉 副教授 博士 中国海洋大学 论文

154 环境风险预防与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制度研究 专项 姜文秀 讲师 博士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论文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