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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德明法，格物致公： 厚

德，一方面是指中国政法大学

的所有学生都应该具有崇高的

道德修养，要具有人文关怀、

培养人文情操，学会做人。

明法，一方面是指无论法科还

是非法科学生都要通晓法律，

具备法学的知识结构体系；另

一方面更表明中国政法大学的

学生应成为昌明法治的主力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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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著作 

序号 作者 成果名称 出版单位 出版时间 著作类别

1 张中

中国司法文明指数调

查数据挖掘报告

2016

中国政法大学

出版社
2018年12月 专著

2 吴洪淇 证据法的理论面孔 法律出版社 2018年11月 专著

3
刘鑫、张宝

珠

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

条例理解与适用

中国法制出版

社
2018年10月 专著

4
张保生、王

旭等

中国证据法治发展报

告2015-2016
中国政法大学

出版社
2018年7月 专著

5
张保生、张

中、吴洪淇

等

中国司法文明指数报

告2017
中国政法大学

出版社
2018年6月 专著

6 李训虎
排除合理怀疑的中国

叙事
法律出版社 2018年5月 专著

7 刘鑫
最新医疗侵权诉讼规

则理解与案例实操

中国法制出版

社
2018年3月 专著

8 刘鑫
医疗质量安全核心制

度理论与实践

中华医学电子

音像出版社
2018年3月 专著

9 杨天潼译 人骨手册
北京科学技术

出版社
2018年9月 译著

10
汪诸豪、黄

燕妮译
证据法要义

中国政法大学

出版社
2018年8月 译著

学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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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施鹏鹏译 比较刑事诉讼案例教

科书

中国政法大学

出版社

2018年1月 译著

12 张保生 证据法学（第三版）
中国政法大学

出版社
2018年7月 教材

13 房保国

“法大法考”2018年

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考

试通用教材刑事诉讼

法（第五册）

中国政法大学

出版社
2018年2月 其他著作

14
张保生、童

世骏

事实与证据首届国际

研讨会论文集

中国政法大学

出版社
2018年7月 论文集

15
刘鑫、刘俊

荣

医药法律与伦理评论

（第二卷）

知识产权出版

社
2018年5月 论文集

16 张保生
法庭科学文化论丛

第3辑

中国政法大学

出版社
2018年1月 论文集

2017年度著作

 

序号 著作封面 作者 成果名称 出版单位 出版时间
著作类

别

1
张保生、张

中、吴洪淇等

中国司法文明指数报告

2016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7年2月 专著

2 吴洪淇 法律职业的危机与改革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7年4月 专著

3 王进喜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1998年法律职业法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7年6月 译著

4 王进喜
苏格兰诉辩律师协会诉辩律

师职业行为指引和惩戒规则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7年6月 译著

5 袁丽 法医DNA证据研究 法律出版社 2017年6月 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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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王进喜 律师事务所的有效知识管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年7月 译著

7 王进喜 现代律师事务所管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年8月 译著

8 吴洪淇 对抗制下的法律职业伦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年8月 译著

9 张中
中国司法文明指数调查数据

挖掘报告2015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7年10月 专著

10 房保国

2017年国家司法考试法途

讲堂——民事诉讼法之强化

篇

开明出版社 2017年3月 著作

11 汪诸豪

Judicial Civiliz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Reviews of Evidence

Law and Forensic

Science（当代中国司法文

明：证据法学与法庭科学评

论）

澳大利亚大卫•R A•卡

鲁索出版社
2017年9月 论文集

12

Daviud

Caruso、汪

诸豪

Proof in Modern

Litigation: Evidence

Law & Forensic Science

Perspectives 

（现代诉讼中的证明：证据

法学与法庭科学视角）

澳大利亚BARR

SMITH出版社
2017年9月 论文集

 

 

2016年度著作

序号 著作封面 作者 成果名称 出版单位 出版时间
著作类

别

1
张保生、张

中、吴洪淇等

中国司法文明指数报告

2015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6年1月 专著

2 王进喜
司法鉴定职业行为规则建

议稿与释义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6年3月 专著

3 常林 法医法学（第3版）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6年3月 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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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张保生、常林
中国证据法治发展报告

2014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6年5月 专著

5 张保生、常林
中国证据法治发展的轨迹

1978-2014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6年5月 专著

6 王进喜等
科学证据与法律的平等保

护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6年7月 译著

7 于天水 法医病理学综述（第5卷）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6年7月 译著

8 张保生等 马萨诸塞州司法行为准则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6年10月 译著

9 王进喜 面向新世纪的律师规制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6年10月 译著

10 王进喜
加拿大律师协会联合会职

业行为示范守则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6年12月 译著

11 刘鑫
医药法律与伦理评论（第

一卷）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6年7月

论文集

刊

 

 

2015年度著作

序号 著作封面 作者 成果名称 出版单位 出版时间
著作类

别

1 吴洪淇
证据法学反思：跨学科视角

的转型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5年1月 译著

2 刘鑫 医事法学（第二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年2月 教材

3
吴洪淇、杜国

栋
证据理论：边沁与威格摩尔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年3月 译著

4 张保生、张 中国司法文明指数报告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5年3月 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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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吴洪淇等 2014

5 吴洪淇 反思证据：开拓性论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年4月 译著

6 张中
中国司法文明指数调查数据

挖掘报告2014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年5月 专著

7 王进喜 律师事务所管理导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年5月 译著

8 张保生、常林
中国证据法治发展报告

2013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5年7月 专著

9

法大鉴定编译

组王晶、赵

东、杨天潼编

外国法庭科学规范文件汇编

（第三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5年7月 著作

10 百茹峰
科学证据与法医病理学新技

术
法律出版社 2015年7月 专著

11 张中
实践证据法：法官运用证据

经验规则实证研究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5年8月 专著

12 王进喜
践行正义：一种关于律师职

业道德的理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年10月 译著

13 王元凤
证据解释——庭审过程中科

学证据的评价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5年11月 译著

14 王进喜
证据科学读本：美

国"Daubert"三部曲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5年11月 译著

15 常林
法庭科学文化论丛（第二

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5年5月 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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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度著作

序号 著作封面 作者 成果名称 出版单位 出版时间 署名次序

1 常林 法庭科学文化论丛（第1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
2014年2月 主编

2 刘鑫 医疗损害技术鉴定研究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
2014年8月 独著

3 王进喜 法律职业行为法（第二版）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
2014年10月 教材

4 吴丹红
用证据说话——案件中的事实与

法理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14年3月 独著

5
张保生、常

林
中国证据法治发展报告2012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
2014年3月 主编

6 张保生 证据法学（第二版）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
2014年9月 教材

7

张保生、王

进喜、汪诸

豪等

艾伦教授论证据法（上）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2014年9月 译著

8 常林、张中
证据理论与科学——第四届国际

研讨会论文集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
2014年12月 主编

 

2013年度著作

序号 著作封面 作者 成果名称 出版单位 出版时间 署名次序

1 张保生等 证据法学（研究生教材）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年3月 第一

2
张保生、常

林
中国证据法治发展报告2011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
2013年6月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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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法大鉴定编

译组

外国法庭科学规范文件汇编（第

一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

2013年5月 编译

4

法大鉴定编

译组-杨天

潼编

外国法庭科学规范文件汇编（第

二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
2013年11月 编译

5 王进喜 刑事证据法的新发展 法律出版社 2013年8月 主编

6 王进喜 澳大利亚联邦证据法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3年8月 独译

7 王进喜 推定和临时性认知实践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3年6月 独译

8 王进喜
法证科学职业道德：刑事技术职

业标准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3年6月 独译

9 王进喜 律师的职业责任与规制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2013年11月 译著

10 王进喜 律师流动法律问题与对策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3年1月 主编

11 王进喜
律师公正制度（第二版）（统编

教材）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2013年1月 主编

12 王旭 人身伤害赔偿中的伤残标准研究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出版社
2013年5月 独著

13 房保国
证据法学研修案例（证据法学论

丛）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
2013年9月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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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zjkxyjy.cupl.edu.cn/__local/F/87/6C/C84CDB419E2D86DFA22203A1FC2_E343E82B_348FD.jpg?e=.jpg
http://zjkxyjy.cupl.edu.cn/__local/E/C5/9D/70A2515DC343DA0F6B1C878FF2D_7D2BE101_58FDD.jpg?e=.jpg
http://zjkxyjy.cupl.edu.cn/__local/9/38/A2/F85DE6F4DA47F21AA63D0D88383_F35869D0_20AAD.jpg?e=.jpg
http://zjkxyjy.cupl.edu.cn/__local/8/B1/AF/32D2B00EA09E51AAE9761D513E3_44C6CA8E_5BB5C.jpg?e=.jpg
http://zjkxyjy.cupl.edu.cn/__local/4/E6/3E/0DFAF88A96D15F8D19B9DCB35FA_E56788D3_2706.jpg?e=.jpg
http://zjkxyjy.cupl.edu.cn/__local/4/1F/20/1B4B3E05FEA2165E6E23C343798_EF039265_7D1F.jpg?e=.jpg
http://zjkxyjy.cupl.edu.cn/__local/C/3A/0B/D1CF5A8AC856DCA46DF888778C1_82898285_164E6.jpg?e=.jpg
http://zjkxyjy.cupl.edu.cn/__local/D/E6/0A/237CB08F862F003505E78B48615_B8094E72_4264E.jpg?e=.jpg


2019/7/23 学术著作-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

http://zjkxyjy.cupl.edu.cn/kxyj/xszz.htm 8/14

14 郝红霞 法医毒物学检验手册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3年9月 独译

15 郝红霞
刑事技术学业的原则与实践——

法庭专业知识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3年9月 独译

16 杨天潼 法庭伦理学与专家证人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3年8月 独译

17 王元凤 源自地球的证据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2013年7月 译著

 

2012年度著作

序号 著作封面 作者 成果名称 出版单位 出版时间
署名次

序

1
张保生

常林
中国证据法治发展报告2010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
2012年5月 主编

2 张保生 社会交际心理学——人际行为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2012年5月

第一译

者

3 张保生
证据分析（第二版）（证据科学译

丛）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2012年6月

第一译

者

4 王进喜
美国《联邦证据规则》（2011年重

塑版）条解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2年3月 独著

5 王进喜 法律职业行为法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2012年9月 独著

6 王进喜 英国证据法实务指南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2年8月 译著

http://zjkxyjy.cupl.edu.cn/__local/6/DA/EE/CD9ADCF9686ABA699358315F3B2_EDE1E19E_22F0B.jpg?e=.jpg
http://zjkxyjy.cupl.edu.cn/zh/node/1111
http://zjkxyjy.cupl.edu.cn/__local/6/8E/70/AA881F7654D5D597594B23FA048_4955A581_15CE9.jpg?e=.jpg
http://zjkxyjy.cupl.edu.cn/__local/B/4C/E6/1F78F9B3C389098C0C5D5EF95D9_4833271F_621C2.jpg?e=.jpg
http://zjkxyjy.cupl.edu.cn/__local/C/9E/EB/CC37E4BA8CC2292088FAC1A0E5A_057DB21B_7DA0.jpg?e=.jpg
http://zjkxyjy.cupl.edu.cn/__local/C/8D/01/0EF050301E499816E9CF080AD3E_FA24DA38_15146.jpg?e=.jpg
http://zjkxyjy.cupl.edu.cn/__local/A/F2/5D/8A89179641438D24A0E92221A4E_ABE80D74_80A7B.jpg?e=.jpg
http://zjkxyjy.cupl.edu.cn/__local/B/10/C5/FB1AE966A8A1EC39F5843CBA14F_1BEBC763_45BDB.jpg?e=.jpg
http://zjkxyjy.cupl.edu.cn/zh/node/1099
http://zjkxyjy.cupl.edu.cn/__local/D/92/E2/ABB9032819AE4B76A1415A39D3C_B9DD3F58_45A1C.jpg?e=.jpg
http://zjkxyjy.cupl.edu.cn/zh/node/1100
http://zjkxyjy.cupl.edu.cn/__local/2/9C/16/6828857BCBE62D212244D0DC830_2B3DA8B2_1FB86.jpg?e=.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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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王进喜
美国法庭科学的加强之路（证据科学

译丛）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2012年12月

第一译

者

8 常林 司法鉴定专家辅助人制度研究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
2012年4月 独著

9 常林
证据理论与科学——第三届国际研讨

会论文集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
2012年5月

第一主

编

10 刘鑫 医疗损害赔偿诉讼实务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2年1月
第一主

编

11 刘鑫 医疗利益纠纷——现状、案例与对策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出版社
2012年2月 独著

12 褚福民
刑事推定的基本理论——以中国问题

为中心的理论阐释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2012年5月 独著

13 鲁涤 法医DNA证据相关问题研究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
2012年7月 独著

14 石美森 生物学证据研究与应用 法律出版社 2012年7月 独著

15 吴丹红 让证据说话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
2012年1月 独译

16 张中 品性证据：一种设证法理论（证据科

学译丛）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2012年8月 独译

http://zjkxyjy.cupl.edu.cn/__local/C/D4/64/8003A349B8AF7FA63DCC4712A9F_013434C4_B25E.jpg?e=.jpg
http://zjkxyjy.cupl.edu.cn/__local/8/3E/AE/06A068386CF9FDDDA81500EE867_DFBF2E67_5286E.jpg?e=.jpg
http://zjkxyjy.cupl.edu.cn/__local/B/C1/1C/A33FD3E60E7BF15F45FAFEABE2A_B354DF81_1BC7F.jpg?e=.jpg
http://zjkxyjy.cupl.edu.cn/zh/node/1101
http://zjkxyjy.cupl.edu.cn/__local/7/F9/C6/2A6BFC466C26286008D972E21B5_253E300F_228E9.jpg?e=.jpg
http://zjkxyjy.cupl.edu.cn/__local/8/32/26/081802103A55D6E492DF5A87C7A_174DD842_5FB70.jpg?e=.jpg
http://zjkxyjy.cupl.edu.cn/__local/3/A7/1B/C1CBFDD3682EF8D42EDE5E4C341_A6B3E5ED_17387.jpg?e=.jpg
http://zjkxyjy.cupl.edu.cn/__local/2/05/BC/31B185EB49D9F449E0035FFF38F_E1AFF65E_36C79.jpg?e=.jpg
http://zjkxyjy.cupl.edu.cn/zh/node/1102
http://zjkxyjy.cupl.edu.cn/__local/9/67/15/D8AF4AEA33F749707E3E7B797CA_8705E078_1AB52.jpg?e=.jpg
http://zjkxyjy.cupl.edu.cn/zh/node/1103
http://zjkxyjy.cupl.edu.cn/__local/4/34/9D/E5E524C7BA5CF739FFB2C68B386_FB8FE25C_18134.jpg?e=.jpg
http://zjkxyjy.cupl.edu.cn/zh/node/1104
http://zjkxyjy.cupl.edu.cn/__local/7/D2/97/C6B96D4F1AE3834E3DA084CCC8F_3FDEB280_32B55.jpg?e=.jpg
http://zjkxyjy.cupl.edu.cn/__local/8/4F/A2/4842EF46FEA933F817B7719C7A9_D8A1D76C_4B651.jpg?e=.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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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房保国 言词证据研究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2年1月 主编

18 房保国 科学证据研究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
2012年6月 主编

19 房保国 鉴定意见研究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
2012年12月

第一主

编

20
郭兆明、常

林
优秀司法鉴定文书汇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
2012年6月 主编

21
邱爱民

郭兆明
医疗纠纷立法与处理专题整理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出版社
2012年6月 编著

 

2011年度著作

序号 著作封面 作者 成果名称 出版单位 出版时间
署名次

序

1
张保生、

常林

中国证据法治发展报告1978-

2008（蓝皮书）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1年3月 主编

2
张保生、

常林

中国证据法治发展报告2009（蓝

皮书）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1年5月 主编

3 房保国 刑事证据潜规则研究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1年6月 主编

 

2010年

序号 著作封面 作者 成果名称 出版单位 出版时间
署名次

序

1 张保生 北京高校社会科学研究改革开放三十

年回顾与展望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

2010年5月 主编

http://zjkxyjy.cupl.edu.cn/__local/6/28/92/719F400049263D4779D9D0738BB_A1E8A0CF_5E77.jpg?e=.jpg
http://zjkxyjy.cupl.edu.cn/__local/F/D4/AD/ABC6BA4F37CA52C8EF0006B2704_34EB2326_7B4E2.jpg?e=.jpg
http://zjkxyjy.cupl.edu.cn/zh/node/1105
http://zjkxyjy.cupl.edu.cn/__local/4/E5/2B/E83969DB6AD64F3779ABF48C594_A51F9E2D_45A84.jpg?e=.jpg
http://zjkxyjy.cupl.edu.cn/__local/5/17/05/E82034AA0F5D9CD6B3DEE2D10D7_D361B1BD_66F9.jpg?e=.jpg
http://zjkxyjy.cupl.edu.cn/zh/node/1106
http://zjkxyjy.cupl.edu.cn/__local/2/14/75/8DCCAAE51CF4A8F12F3EF94F488_51920603_4B125.jpg?e=.jpg
http://zjkxyjy.cupl.edu.cn/zh/node/1107
http://zjkxyjy.cupl.edu.cn/__local/1/1E/1E/9002E72A6BB77159362FA554243_C0C67D6D_3EA50.jpg?e=.jpg
http://zjkxyjy.cupl.edu.cn/__local/C/4F/22/3109D299A5F96AB8A8E746D0D4E_76734CBF_140A7.jpg?e=.jpg
http://zjkxyjy.cupl.edu.cn/__local/D/9C/6F/E27FA5E1D8C5D116E61A94E274D_966E6E75_325B.jpg?e=.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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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房保国 刑事证据规则实证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2010年3月 独著

3 刘鑫
侵权责任法“医疗损害责任条文深度

解读与案例剖析
人民军医出版社 2010年4月 主编

4 刘鑫 医疗侵权纠纷处理机制重建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出版社
2010年6月 独著

5 李训虎
割裂下的融合--中国宪法与刑事诉讼

法关系变迁考察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
2010年5月 独著

 

2009年

序号 著作封面 作者 成果名称 出版单位 出版时间
署名次

序

1 张保生
证据法学（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

规划项目）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
2009年9月 主编

2
丛斌、常

林

《法医法学》（第2版）（普通高等

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卫生

部“十一五”规划教材，全国高等医药

教材建设研究会规划教材）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9年6月 主编

3 刘鑫
医事法学(21世纪中国高校法学系列

教材)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2009年5月 第一

4 王旭 医疗过失技术鉴定研究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出版社
2009年10月 独著

5 吴丹红 法律的侧面（论文集）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出版社

2009年6月 独著

http://zjkxyjy.cupl.edu.cn/__local/1/7D/16/1E2AABEBE82D43F86BFA22884B4_C3CACE02_15DA5.jpg?e=.jpg
http://zjkxyjy.cupl.edu.cn/__local/B/92/C0/2CC3F0AC9DC68C82C28091EA370_F815EAF2_20E46.jpg?e=.jpg
http://zjkxyjy.cupl.edu.cn/zh/node/1096
http://zjkxyjy.cupl.edu.cn/__local/4/49/9A/F60186D460E335C8618A22DF1F0_66C2A8E5_57835.jpg?e=.jpg
http://zjkxyjy.cupl.edu.cn/zh/node/1097
http://zjkxyjy.cupl.edu.cn/__local/3/30/01/E59D235767C7048A52497AA0E1D_CDE8E3C4_497BA.jpg?e=.jpg
http://zjkxyjy.cupl.edu.cn/zh/node/1098
http://zjkxyjy.cupl.edu.cn/__local/3/3E/D5/754361D553E609FD4F59808ADA0_28CBD4BF_1FD2.jpg?e=.jpg
http://zjkxyjy.cupl.edu.cn/__local/5/9E/E1/6F381387B55A8367E576BEC776A_9779C1BA_F98D.jpg?e=.jpg
http://zjkxyjy.cupl.edu.cn/zh/node/1093
http://zjkxyjy.cupl.edu.cn/__local/0/BE/78/11768DCE4E6E83F9DEF589DDFBD_4D6A48D2_2DF72.jpg?e=.jpg
http://zjkxyjy.cupl.edu.cn/zh/node/1094
http://zjkxyjy.cupl.edu.cn/__local/0/BA/9D/2AFDEE3979F0A29E3B3F28917CB_4547CA2B_BFF6.jpg?e=.jpg
http://zjkxyjy.cupl.edu.cn/__local/8/1B/EB/979EC8937163A63061931B1B05F_07D9859C_3A8F5.jpg?e=.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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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王进喜、

常林

证据理论与科学--首届国际研讨会论

文集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
2009年4月 主编

7 王进喜
律师公正制度（21世纪中国高校法

学系列教材）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2009年11月 主编

8 刘良

《法医毒理学》（第4版）（普通高

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卫

生部“十一五”规划教材，全国高等医

药教材建设研究会规划教材）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9年6月 主编

 

2008年

序号 著作封面 作者 成果名称 出版单位 出版时间
署名次

序

1 张保生
《人民法院统一证据规定》司法解释

建议稿及论证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
2008年5月 主编

2 王进喜 法律职业伦理的50堂课 台湾五南出版公司 2008年9月 独著

3 常林
法医学(21世纪中国高校法学系列教

材)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2008年5月 主编

4 张中
弱势群体的法律救助&shy;——法律

援助服务及其问题研究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出版社
2008年1月 独著

5 吴丹红 特免权制度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年11月 独著

6 刘鑫 护理执业风险防范指南 人民军医出版社 2008年7月 主编

http://zjkxyjy.cupl.edu.cn/__local/B/6A/26/D47C70B13E19F06D48F8379E76A_B3B9AE9C_186CF.jpg?e=.jpg
http://zjkxyjy.cupl.edu.cn/__local/3/B9/A9/E6BBB40F3440BE4341BB9272283_60EAED06_1771D.jpg?e=.jpg
http://zjkxyjy.cupl.edu.cn/__local/A/32/9B/603384E8E9CDD9AAA7B58EE5FD4_BC06E305_48B49.jpg?e=.jpg
http://zjkxyjy.cupl.edu.cn/__local/4/17/96/DE2796D9F70A20DE9D9B108751F_22EE2D29_1737E.jpg?e=.jpg
http://zjkxyjy.cupl.edu.cn/zh/node/1095
http://zjkxyjy.cupl.edu.cn/__local/B/46/10/CC76877EF0F368B48CDE178B33B_9CFEE4A4_1E7A5.jpg?e=.jpg
http://zjkxyjy.cupl.edu.cn/__local/0/EF/7D/92DD3C2FCD8CF89BDC8EF188433_1B4B533B_2473E.jpg?e=.jpg
http://zjkxyjy.cupl.edu.cn/__local/1/1D/E8/0E0A788FE5D6947B9B5A3FC7484_6A265769_7D70.jpg?e=.jpg
http://zjkxyjy.cupl.edu.cn/__local/7/0D/6C/10CE1EB5064DA517FD2A8196FE5_DFC60C4C_5FB1.jpg?e=.jpg
http://zjkxyjy.cupl.edu.cn/__local/7/8E/DC/2EFEE67D34BFF92383365B0DBF6_9A6F4452_4AF7.jpg?e=.jpg
http://zjkxyjy.cupl.edu.cn/zh/node/1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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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邢学毅 医疗纠纷处理现状分析报告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出版社
2008年8月 编著

8 常林 司法鉴定案例研究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出版社
2008年12月 主编

 

2007年度及以前

序号 著作封面 作者 成果名称 出版单位 出版时间
署名次

序

1 常林
道路交通事故伤残评定操作指南与实

务研究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出版社
2004年6月 主编

2
张保生、王

进喜
证据法（第三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年7月 译著

3 房保国 被害人的刑事程序保护 法律出版社 2007年5月 独著

4 王进喜 政府律师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4月 主编

5 吴丹红 娃娃屋谋杀案：犯罪侦查的六个现场
台湾五南图书出版

公司
2007年10月 译著

6 罗大华 犯罪心理学(第二版)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
2007年 教材

7 罗大华 犯罪心理学(修订第四版)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

2007年2月 教材

http://zjkxyjy.cupl.edu.cn/__local/D/17/DB/93FC6464C0AAA77EB21AD14C87F_8648E697_9952.jpg?e=.jpg
http://zjkxyjy.cupl.edu.cn/__local/5/12/AF/1FE02C274DB33818EBD55BA14B8_EE443A82_8A97.jpg?e=.jpg
http://zjkxyjy.cupl.edu.cn/__local/A/56/B5/A76D694C7F2F06625BBA24E7582_D88A8233_1AF56.jpg?e=.jpg
http://zjkxyjy.cupl.edu.cn/__local/B/32/35/AB27A550BE158226E4FFA7F3D8E_BC34796E_A682.jpg?e=.jpg
http://zjkxyjy.cupl.edu.cn/__local/0/E3/7B/D410409E90519E2341487DC8D09_CA25ECD3_12FCB.jpg?e=.jpg
http://zjkxyjy.cupl.edu.cn/__local/9/F3/68/3DE2E0D6BC99E30408BFB440BD4_C94E641E_95F4.jpg?e=.jpg
http://zjkxyjy.cupl.edu.cn/__local/1/5C/A9/E1605BBD98990645831C9874F1F_4FA0AC3D_5DD8.jpg?e=.jpg
http://zjkxyjy.cupl.edu.cn/__local/E/07/31/DA1F9FFF25154E42242AE303408_289FBB5E_24DC6.jpg?e=.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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