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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领导

历任领导

研究机构

师资队伍

科研链接

师资队伍

《法治现代化研究》期刊

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

区域法治网

法学品牌专业网

中美合作刑事司法学硕士项目

江苏法治发展研究院

现代司法研究中心

法制现代化研究中心

教学案例库

南京师范大学司法鉴定中心

法律援助中心接询

法学实验教学系统

科研链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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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法学博士后

法学院经济法教研室主任

教育经历

1998.09-2002.07 安徽师范大学经济法政学院学习，获法学学士学位

2004.09-2006.07 华侨大学法学院经济法专业学习，获法学硕士学位

2006.09-2009.06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理论专业学习，获法学博士学位

2015.07-2016.07 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

2019.04-今 华东政法大学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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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领域

法理学、经济法

主要成果

1.《地方先行法治化的基本路径及其法理限度》，《法学研究》2013年第5期；（CSSCI）

2.《地方法治概念证成——基于治权自主的法理阐释》，《法学家》2017年第4期；（CSSCI）

3.《国家级新区先行先试权及其法治化改进》，《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CSSCI）

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法治的理论命题与逻辑转向》，《内蒙古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CSSCI）

5.《Ориентация и инновации: Теория верховенства закона при социализме с китайской
спецификой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права》（《定位与创新：世界法治视角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理论》），《Власть》（《政权》）2016年第10期；（俄罗斯政治学权威期刊）

6.《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初探》，《金陵法律评论》2015年秋季卷；

7.《产权制度与法治》（译文），《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7年第5期；（CSSCI）

8.《公共利益法律化——基于思想流变的中西方考察》，《江海学刊》2017年第2期；（CSSCI）

9.《公共利益作为不确定法律概念的法律化思考》，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
期；（CSSCI）

10.《公共利益的法律类型化研究——规范目的标准的提出与展开》，《法商研究》2010年第3期；（CSSCI）

11.《公共利益法律化：理论、路径与制度完善》，《法律科学》2009年第6期；（CSSCI）

12.《论公共利益的现代法律转向》，《政治与法律》2009年第9期；（CSSCI）

13.《马克思主义国家消亡学说中两大基本命题的逻辑论证——兼对凯尔森观点的批驳》，《社会主义研究》
2012年第4期；（CSSCI）

14.《论独立监管机构的经济法主体地位——以马克思主义社会权力机构理论为视角》，《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CSSCI）

15.《经济法社会本位的生成——基于公私法域法律本位的历史演进》，《金陵法律评论》2013年秋季卷。

16.《风险社会中的宏观调控及其法律规制》，《江海学刊》2011年第2期；（CSSCI）

17.《宏观调控风险：概念、成因与法律防范》，《生产力研究》2011年第9期；（CSSCI）

18.《“红罐案”中知名商品特有包装装潢权益的归属认定》，《法律适用》2017年第12期；（CSSCI）

19.《我国网络交易中消费者权益立法保护的不足与完善》，《河北法学》2011年第9期；（CSSCI）

20.《对外贸易壁垒调查制度立法理念比较》，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21.《家庭功能重塑视域下我国社会救助立法的完善》，《中州学刊》2018年第3期；（CSSCI）

22.《司法权的本义》（译文），《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7年第5期；（CSSCI）

23.《法律形式理性化的历史逻辑与经验启示》，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C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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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北京大学法学院 武汉大学法学院 清华大学法学院

吉林大学法学院 南京大学法学院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 山东大学法学院

厦门大学法学院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 华东政法大学法学院

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 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 英国牛津大学法学院 德国慕尼黑大学法学院

英国剑桥大学法学院 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院 （纽约州）哥伦比亚大... 德国海德堡大学法学院

院校资源
学院资源：

后台管理 新浪微博

24.《案例指导制度构建中的几个法律方法论问题》，载《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
期。（CSSCI）

25.On the Justification of Local Rule of Law:Based on the Jurisprudential Interpretation of Governing
Autonomy, Renmin Chinese Law Review:Selected Papers of the Jurist Volume 7,2019.

26.《公共利益法律化研究》（专著），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27.《德国劳动法与劳资关系》（译著），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28.执行主编2013—2017年系列《江苏法治发展报告》（江苏法治蓝皮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2018
年版。

主要项目

1.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地方法治化差异格局与法治中国实现路径研究（2014），14BFX005，课题负责
人；

2.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地方先行法治化研究——以江苏建设全国法治先导区为例”
（项目批准号：2013SJB820014），课题负责人；

3.江苏省法学会一般课题：“自贸区金融创新的法律对策研究”（课题编号：SFH2014B14），课题负责人。

荣誉奖励

1.2014年获江苏省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省级）；

2.2014年获中国法学会第二届“董必武青年法学成果奖”二等奖；

3.2015年入选南京师范大学“百名青年领军人才”计划；

4.2016年入选江苏省“青蓝工程”优秀青年骨干教师计划；

5.2019年入选南京师范大学“中青年领军人才”青年拔尖人才计划；

6.2019年第五届江苏省法学会优秀青年法学家。

社会兼职

1.江苏省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秘书长；

2.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区域法治发展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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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法学院 俄罗斯莫斯科大学法学院

中国民商法律网 中国宪政网 中国法学期刊网 中国法学教育网

中国法理网 中国刑事法律网

网站资源：

领导邮箱：lawnjnu@163.com  电话：025-85891036

版权所有：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 All Rights Reserved. 建议您使用IE10.0以上版本或是Chrome浏览器浏览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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