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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项目概况

I-1 项目人才培养方向

方向名称 服务特需情况简介

西北地区

反恐怖主

义法律问

题研究

本方向以刑事法学科为主体，强化与民族学、宗教学、国际政治学、公安学的交叉

融合，依托全国首创的反恐怖主义法学院和国家“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理事单位反

恐怖主义研究院（中国法学会法治研究基地）等平台，针对西北地区“三股势力”活动

猖獗、区域治理和执法环境特殊的现状，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围绕反恐及反恐法

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积极探索学校与反恐一线政法机关的联合培养新模式，力求应用

型法学博士的人才培养特色和学术研究的针对性、实效性，形成了贯通本硕博各层次的

反恐法律人才培养体系。出版《西北地区稳定发展与国家安全研究系列丛书（反恐怖主

义法律问题研究论丛）》（出版 4 部专著）；在权威和核心期刊上发表《恐怖主义的概

念分析》《论终身监禁的必要性和体系性建构——以恐怖主义、极端主义防治为视角》

等论文 20 多篇；编辑《反恐维安研究要报》26 期，文章 172 篇，其中 1 篇被中央领导

批示，6 篇被中央政法委领导批示并采纳、3 篇被陕西省委政法委批示并采纳；博士生发

表《恐怖活动组织与人员认定标准研究》等 10 多篇高水平学术论文。5 名毕业的博士分

别任职于中央政法委、公安部、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成为反

恐实务和理论研究战线的中坚力量。

西北地区

民族、宗

教法律问

题研究

本方向以法学理论、法律史学科为主体，融合民族学、宗教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

依托国家“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理事单位民族宗教研究院、教育部区域与国别研究中

心（南亚研究中心）和“中华法系与法治文明研究院”等机构，针对西北地区民族宗教关

系、少数民族文化保护、边疆治理等重大现实问题开展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

开设了“中国历代边疆政策与法律制度”“民族宗教法律问题研究”等方向课程。出版

《西北地区稳定发展与国家安全研究系列丛书（西北地区民族宗教与法律问题论丛）》

（出版 4部专著）和《中国边疆法律治理的历史经验》（上下册）等著作，在权威和核心

期刊发表《穆斯林社会中对于少数群体的权利保护问题探析》等论文20多篇。向中央政法

委、国家安全部等国家机关提供政策要报并被批示和采纳。博士生在《光明日报》等报刊

发表《努力构建中国积极健康的宗教关系》等多篇高水平学术论文。1名毕业的博士任职

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安厅，从事民族宗教和社会治理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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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地区

环境、资

源与经济

社会发展

法律问题

研究

本方向以宪法学与行政法学、民商法学、经济法学、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等学科为

主体，依托陕西省 2011 协同创新中心“法治陕西建设协同创新中心”、省级哲学社会科

学重点研究基地“社会政策与社会舆情评价协同创新研究中心”等平台，针对西北地区

生态安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法治推进、兵团法治建设与社会治理等法律问题开展

有针对性的教学与研究。出版《西北地区稳定发展与国家安全研究系列丛书（西北地区

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资源保护论丛）》（出版 4 部专著），在《法学研究》《中国法

学》等权威和核心期刊发表《论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管理权能》等论文 40 多篇。与中

央和地方政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等实务部门开展合作研究，通过对西北地区经济金

融、水资源保护、生态建设与补偿、兵团与新疆社会发展、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等

领域政策和法律问题的调查研究，撰写调研报告，为相关政府部门提供决策依据与理论

支撑。博士生发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青海生态建设实践》等高水平学术论文。毕

业的 1 名博士任职于中央纪检监察部门，成为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建设领域的骨干。

西北地区

对外开放

法律问题

研究

本方向以国际法学科为主体，依托省级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国际法学研究

中心”“中国——亚欧法律研究中心暨丝绸之路区域合作与发展法律研究院”等机构，

针对“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政策和法律问题开展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出版

《“一带一路”实践创新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法律与实践》《中国航空法文库》等

专著，在权威和核心期刊发表《创新学术，提升品质，为“一带一路”实践创新作出新

贡献》等论文。为解决“一带一路”建设中国际经贸合作、对外开放口岸和国际港务区

建设的政策和法律问题提供决策依据与理论支撑。博士生的成果《“一带一路”倡议下

边疆治理的法治新常态》《吉尔吉斯斯坦贸易投资法律风险调研报告》获得陕西省研究

生创新成果奖。

文化安全

研究

本方向以法学、哲学、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为主体，依托省级哲学社会科

学重点研究基地“社会政策与社会舆情评价协同创新研究中心”“文化与价值研究院”

等平台，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针对意识形态安全、语言文字安全、风俗习惯安

全、生活方式安全，开展文化安全领域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旨在强化社

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加强意识形态安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出版国

家出版基金项目《传道与塑魂——政治理论教育与培育民族精神》（民族精神与文化主

题书系）和《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等专著，在权威和核心期刊发表《核心价值观与现

代国家构建的正当性逻辑》等论文。博士生在《人民日报（理论版）》发表《培育社会

土壤，厚植思想根基，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等高水平学术论文。

http://kns.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49&CurRec=1&DbCode=CJFQ&dbname=CJFDLAST2016&filename=QHDZ201603009&urlid=&yx=
http://kns.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49&CurRec=1&DbCode=CJFQ&dbname=CJFDLAST2016&filename=QHDZ201603009&urlid=&y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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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师资队伍

II-1指导教师基本情况

序

号
姓名 年龄 职称

最高

学位

兼职导师
学术专长 主要学术成果（限 50 字）

指导已获学位学生

情况

是/否 单位名称 人数 姓名

1 贾 宇 55 教授 博士 否 西北政法大学

刑法学

国家安全法

反恐及反恐怖主义法

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出版专著 20

部，发表 CSSCI 来源期刊学术论文 50 余篇，主

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等国家级、省部级项

目 15 项。

5

许尔锋

王 江

王 亮

黄 彬

尚 进

2 王政勋 51 教授 博士 否 西北政法大学

刑法解释与刑法方法

犯罪论体系

恐怖犯罪研究

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出

版专著 5 部、合著 21 部，发表《恐怖主义的概

念分析》等学术论文 90 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

金项目 2 项。

王 亮

（合作指导）

3 冯卫国 49 教授 博士 否 西北政法大学
刑事执行法学

反恐刑事政策

出版专著5部，合著10余部，在《法制与社

会发展》等刊物发表论文 70余篇，13篇论文被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高校文科学术文摘》转

载或转摘，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

尚 进

（合作指导）

4 王 麟 51 教授 博士 否 西北政法大学

行政法学

政府法治与边疆治理

反恐怖主义法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等各级别科研项目

7 项，在 CSSCI 来源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13 篇，

获陕西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特等奖等奖励。

5 朴宗根 54 教授 博士 否 西北政法大学

比较刑事法学

比较民事法学和东亚地

区反恐立法

韩国韩中法学会副会长；出版专著 5 部，

在国内外核心法学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60 余

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等科研项目多项。

黄 彬

（合作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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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张金平 51 教授 博士 否 西北政法大学

全球恐怖活动与反恐怖

策略

中国反恐怖主义法及反

恐政策

出版《中东恐怖主义的历史演进》等专著 2

部，公开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多篇被《人大复

印报刊资料》转载，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

7 舒洪水 46 教授 博士 否 西北政法大学

刑法学

国家安全法

反恐及反恐怖主义法

出版专著 12 部，在 CSSCI 来源期刊发表学

术论文 36 篇，撰写反恐方面的对策性文章 40

多篇，多篇受到中央有关领导批示并被采纳，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2 项。

8 汪世荣 53 教授 博士 否 西北政法大学

中国传统法

司法研究与法律诊所

西北边疆治理法律问题

中国法律史学会执行会长；出版专著 5

部，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等权威和核

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13 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

重大项目等科研项目 10 余项。

1 王 喆

9 杨宗科 55 教授 博士 否 西北政法大学

法理学

立法学

国家安全法治理论

中国法学会立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出版专

著 3 部，在《中国法学》《中外法学》《法律

科学》等报刊发表《法治公安呼唤公安法学》

等论文 80 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获得国家级、省部级奖励 10 余项。

10 王 健 53 教授 博士 否 西北政法大学

法律史学

法律教育与法律文化

西北边疆治理法律问题

全国法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委员、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提名；主持各

级别科研项目 7 项，出版《中国近代的法律教

育》专著等 6 部，发表学术论文 30 余篇。

11 闫晓君 53 教授 博士 否 西北政法大学

法律史学

法律文献与传统律学

西北边疆治理法律问题

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出

版专著 4 部，在 CSSCI 来源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50 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陕派律学研

究》等科研项目 6 项。

12 穆兴天 58 教授 硕士 否 西北政法大学
民族学

民族法学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出版专著 11

部，发表《藏区习惯法“回潮”问题研究》等

学术论文 70 余篇，获国家及省部级奖 12 项，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等项目 10 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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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李其瑞 57 教授 学士 否 西北政法大学

法学理论

法治文化理论

民族宗教法律基本理论

在 CSSCI 来源期刊发表论文 25 篇，多篇被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转载，主持国家社科

基金重大项目等科研项目 5 项。

14 杨建军 49 教授 博士 否 西北政法大学

法理学

司法理论与法律方法

国家安全法治理论

出版专著 6 部，在《法制与社会发展》

《法商研究》《环球法律评论》等法学 CSSCI

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38 篇；主持国家社科基

金项目 2 项，参与国家重大、重点项目 2 项。

15 常 安 40 教授 博士 否 西北政法大学
宪法与国家建构

民族宗教法律基本理论

出版专著 1 部，在《中国法学》《民族研

究》《马克思主义研究》等权威、核心刊物发

表论文 30 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等项目 3

项，获省部级科研奖励 4 项。

16 强 力 57 教授 学士 否 西北政法大学

经济法学

金融安全

西北地区现代化经济体

系建设法治推进

中国银行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出版专著、

教材 20 余部，公开发表《国际化背景下的人民

币结算制度的改革与完善》等学术论文 50 余

篇，承担各级别科研项目 10 项。

17 王周户 58 教授 博士 否 西北政法大学

行政法学与行政诉讼法学

监察法学

法治政府建设与西北地

区经济社会发展法治问题

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出版

专著 5 部，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55 篇，主持国家

社科基金项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与新疆

社会稳定法律问题研究》等项目 26 项。

18 韩 松 56 研究员 博士 否 西北政法大学

物权法

土地法律制度研究

西北地区市场主体权益保护

享受国务院特殊

津贴；出版专著 3 部，在《法学研究》《中国

法学》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50 余篇，获省部级

优秀科研成果奖励 12 项，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

目 2 项。

19 李永宁 55 教授 博士 否 西北政法大学

环境资源法学

生态法与生态补偿

西北地区环境资源保护

法律问题

出版专著 10 部，在 CSSCI 来源期刊发表

《论生态补偿的法学涵义及其法律制度完善》

等学术论文 18 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2

项，其他纵向课题 11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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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李少伟 57 教授 博士 否 西北政法大学
民法学

西北地区市场主体权益保护

出版专著 6 部，在 CSSCI 来源期刊发表学

术论文 13 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等项目 7 项，

获得省级科研成果和教学成果奖 3 项。

21 郭富青 56 教授 博士 否 西北政法大学

公司企业法

西北地区现代化经济体

系建设法治推进

出版专著 11 部，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80 余

篇，其中 10 篇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

载、1 篇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载，

主持科研项目 4 项。

22 孙昊亮 45 教授 博士 否 西北政法大学

知识产权法

文化产业法

西北地区现代化经济体

系建设法治推进

出版专著 2 部，在《法学研究》等核心期

刊发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公共属性》等学术

论文 40 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2 项，获

得省部级奖励 6 项。

23 姬亚平 50 教授 博士 否 西北政法大学

宪法与行政法

法治政府建设与西北地区经

济社会发展法治问题

出版专著 2 部，在 CSSCI 来源期刊发表

《依法治国背景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法治化

研究》等学术论文 17 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等

项目 5 项。

24 张 翔 49 教授 博士 否 西北政法大学

人格权法

物权法

西北地区市场主体权益保护

出版专著 3 部，在《法学研究》《法律科

学》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20 余篇，主持并完成

国家博士后基金项目与司法部项目各 1 项。

25 郭 捷 63 教授 硕士 否 西北政法大学

社会法学

法学教育

西北地区现代化经济体

系建设法治推进

中国社会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教育部法学

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出版专著 2 部，主编教

材 5 部，在 CSSCI 来源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20 余

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等项目 9 项。

1 杨正辉

26 罗新远 56 教授 博士 否 西北政法大学

社会问题经济学

廉洁政治建设与发展经济学

西北地区现代化经济与

社会建设法治推进

出版专著《西部区域经济理论探析与实

证》等 4 部、在《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等期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18 篇。



7

27 王 瀚 56 教授 博士 否 西北政法大学

国际法学

国际航空法

国际运输与物流经济法

律问题

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副会长；独著 4 部，主

编、参编学术著作 20 余部，在《中国法学》等

刊物发表学术论文 70 余篇，获省部级奖多项，

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等科研项目 12 项。

28 刘亚军 48 教授 博士 否 西北政法大学

国际商事争端解决

“一带一路”投资贸易

便利化

在《法律科学》等期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多篇，主持中国法学会重点委托项目《“一带

一路”建设中的贸易投资便利化问题研究》等

各级别科研项目数项。

29 王秀梅 49 教授 博士 否 西北政法大学

国际公法

“一带一路”国际商事

争端解决

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出

版专著 1 部，在《现代法学》《法律科学》等

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60 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

等项目 4 项。

30 赵馥洁 78 教授 学士 否 西北政法大学
价值哲学

传统文化与文化安全研究

陕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名誉主席；出版

《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等专著 6 部，在

CSSCI 来源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72 篇，主持国家

社科基金等项目 3 项。

31 刘进田 59 教授 学士 否 西北政法大学
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

意识形态与文化安全

中国价值哲学学会副会长；出版专著 8

部，在核心期刊发表《核心价值观与现代国家

构建的正当性逻辑》等学术论文 50 余篇，主持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2 项。

32 张师伟 45 教授 博士 否 西北政法大学

中国政治思想史

政治学理论

意识形态与文化安全

独著1部，在《政治学研究》等CSSCI来源期

刊发表学术论文29篇，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

全文转载7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

33 李 明 48 教授 博士 否 西北政法大学
价值哲学

传统文化与文化安全

出版专著 2 部，在《中国哲学史》等期刊

发表学术论文 30 余篇，主持国家级（含子课

题）、省级科研项目 4 项，获厅级以上科研成

果奖 4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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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漆 思 46 教授 博士 否 西北政法大学 传统文化与文化安全

出版著作多部，在《哲学研究》《政治学

研究》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60 余篇，主持国家

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教育部重点基地重大

项目等多项，获国家级、省部级奖多项。

35 张爱军 56 教授 博士 否 西北政法大学
网络政治传播

意识形态与安全研究

出版专著 16 部，在 CSSCI 来源期刊发表学

术论文 120 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2

项，教育部子课题 4 项，省部级课题 12 项。

36 张 军 62

首席

大检

察官

博士 是 最高人民检察院 刑法学

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首席

大检察官；出版专著 2 部，合著 5 部，译著 1

部，在《中国法学》等期刊发表《中国审判制

度的发展》等学术论文多篇。

37 姜 伟 61
二级

大法官
博士 是 最高人民法院 刑法学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最高人

民法院第四巡回法庭庭长，二级大法官；出版

专著 1 部，在《中国法学》等期刊发表学术论

文 100 余篇。

38 江必新 62
二级

大法官
博士 是 最高人民法院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全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最高人民法

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第三巡回法庭庭长；

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法学》等期刊发表

学术论文 100 余篇。

39 朱孝清 68

二级

大检

察官

硕士 是 最高人民检察院

检察制度

诉讼法学

职务犯罪侦查学

原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

二级大检察官；在《中国法学》《法学研究》

等期刊发表论文近百篇，出版专著《我国职务

犯罪侦查体制改革研究》等 12 部。

40 熊选国 54
二级

大法官
博士 是 司法部 刑法学

司法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出版《刑法刑

事诉讼法实施中的疑难问题》等专著 10 余部，

在《法学研究》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70 余篇。

41 安 东 64 博士 是
陕西省人大

常委会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原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

任；在《法学评论》《法学杂志》等期刊发表

《论法律的安全价值》等多篇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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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本表填写在本项目指导过或正在指导研究生培养的本校教师。

2.“学术专长”须明确指导教师具体的研究方向。

3.“主要学术成果”简要介绍体现指导教师学术水平的代表性成果。

42 黄太云 63 博士 是 中央政法委

刑法学

刑事诉讼法学

中国刑事立法学

原中共中央司法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

出版专著 4 部，在《中国法学》等期刊发表

《刑事诉讼制度的重大改革——刑事诉讼法修

改的几个重大问题述要》等学术论文 60 多篇。

43 黄惠康 63 博士 是 外交部 国际法学

原外交部条约法规司司长，联合国国际法

委员会委员，国际空间法学会会员，中国国际

法学会常务副会长。在《人民日报》《光明日

报》等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44 孙茂利 54 博士 是 公安部 刑事诉讼法学

公安部法制局局长，兼公安部执法规范化

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国法学会刑事诉

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45 杨克勤 61

二级

大检

察官

硕士 是
吉林省人民

检察院
法学

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二

级大检察官；出版《法治热点问题解读》等多

部专著，在《法制与社会发展》等期刊发表

《法治供给侧改革下的检察改革》等学术论文

多篇。

46 董开军 56

二级

大法

官

博士 是
安徽省高级

人民法院
法学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在

《中国法学》《法学研究》等期刊发表《法官

思维：个性与共性及其认识误区》等学术论文

40 余篇。

47 郭永辉 61 学士 是
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
法学

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常委、宣传部长；出

版专著《守边人的思考》等多部，在《新疆师

范大学学报》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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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2 主要授课教师基本情况

序

号
姓名

年

龄
职称

最高

学位

兼职教师
是否

导师

授课情况

是/否 单位名称 课程类型 课程名称 课时 授课年度

1 贾 宇 55 教授 博士 否 西北政法大学 是 专业必修课 法学前沿（刑法学前沿） 60 2013-2017 年度

2 王政勋 51 教授 博士 否 西北政法大学 是 专业必修课

法学前沿（刑法学研究前沿）

国家安全与反恐怖主义法律专题

反恐与国际刑事司法合作专题

8

8

16

2017-2018 年度

2017-2018 年度

2017-2018 年度

3 冯卫国 49 教授 博士 否 西北政法大学 是 专业必修课

法学前沿（诉讼法学专题）

国家安全与反恐怖主义法律专题

反恐与国际刑事司法合作专题

12

12

4

2015-2018 年度

2017-2018 年度

2017-2018 年度

4 王 麟 51 教授 博士 否 西北政法大学 是 专业必修课

法学前沿（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研究前沿）

国家安全与反恐怖主义法律专题

反恐与国际刑事司法合作专题

4

8

16

2017-2018 年度

2017-2018 年度

2017-2018 年度

5 朴宗根 54 教授 博士 否 西北政法大学 是 专业必修课 反恐与国际刑事司法合作专题 8 2017-2018 年度

6 张金平 51 教授 博士 否 西北政法大学 是 专业必修课 反恐与国际刑事司法合作专题 24 2017-2018 年度

7 舒洪水 46 教授 博士 否 西北政法大学 是 专业必修课 国家安全与反恐怖主义法律专题 24 2017-2018 年度

8 汪世荣 53 教授 博士 否 西北政法大学 是 专业必修课

法学前沿（枫桥经验）

法学前沿（法律史前沿研究）

中国历代边疆政策与法律制度

4

4

16

2013-2014 年度

2017-2018 年度

2017-2018 年度

9 杨宗科 55 教授 博士 否 西北政法大学 是

专业必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选修课

法学前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前沿研究）

法学前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前沿研究）

国家安全法治

4

4

12

2013-2014 年度

2017-2018 年度

2017-2018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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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王 健 53 教授 博士 否 西北政法大学 是 专业必修课
法学前沿（中央历代政府治理新疆的政策与法）

法学前沿（法学研究方法及学术规范）

12

8

2013-2016 年度

2016-2017 年度

11 穆兴天 58 教授 硕士 否 西北政法大学 是

专业必修课

专业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法学前沿（藏族与藏区）

西北地区区情专题

民族、宗教政策与法律问题研究

4

16

8

2013-2014 年度

2017-2018 年度

2017-2018 年度

12 闫晓君 53 教授 博士 否 西北政法大学 是 专业必修课
法学前沿（秦汉律前沿）

中国历代边疆政策与法律制度

4

16

2013-2014 年度

2017-2018 年度

13 李其瑞 57 教授 学士 否 西北政法大学 是 专业必修课
法学前沿（法学理论前沿专题）

民族、宗教政策与法律问题研究

16

16

2015-2017 年度

2017-2018 年度

14 杨建军 49 教授 博士 否 西北政法大学 是 专业必修课
法学前沿（法学理论研究前沿）

民族、宗教政策与法律问题研究

8

8

2017-2018 年度

2017-2018 年度

15 常 安 40 教授 博士 否 西北政法大学 是 专业必修课
法学前沿（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民族、宗教政策与法律问题研究

12

8

2016-2018 年度

2017-2018 年度

16 强 力 57 教授 学士 否 西北政法大学 是 专业必修课

法学前沿（经济法学研究前沿）

法学前沿（经济法学研究前沿）

西部社会经济发展法律问题专题

8

8

8

2013-2018 年度

2017-2018 年度

2017-2018 年度

17 王周户 58 教授 博士 否 西北政法大学 是 专业必修课
法学前沿（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西部社会经济发展法律问题专题

20

8

2013-2017 年度

2017-2018 年度

18 韩 松 56 研究员 博士 否 西北政法大学 是 专业必修课

法学前沿（集体建设用地的法律问题）

法学前沿（民商法学研究前沿）

法学前沿（法学研究方法及学术规范）

西部社会经济发展法律问题专题

4

4

16

12

2013-2014 年度

2017-2018 年度

2015-2017 年度

2017-2018 年度

19 李永宁 55 教授 博士 否 西北政法大学 是 专业必修课
法学前沿（西北地区环境保护法前沿）

西北环境资源与生态保护法律问题研究

4

18

2013-2014 年度

2017-2018 年度

20 李少伟 57 教授 博士 否 西北政法大学 是 专业必修课
法学前沿（民商法学专题）

西部社会经济发展法律问题专题

16

8

2015-2017 年度

2017-2018 年度

21 郭富青 56 教授 博士 否 西北政法大学 是 专业必修课
法学前沿（商法学研究前沿）

西北环境资源与生态保护法律问题研究

4

8

2017-2018 年度

2017-2018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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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孙昊亮 45 教授 博士 否 西北政法大学 是 专业必修课 西部社会经济发展法律问题专题 8 2017-2018 年度

23 张 翔 49 教授 博士 否 西北政法大学 是 专业必修课 西部社会经济发展法律问题专题 4 2017-2018 年度

24 王 瀚 56 教授 博士 否 西北政法大学 是 专业必修课
法学前沿（国际法学专题）

西北地区对外开放法律问题专题

20

44

2013-2018 年度

2017-2018 年度

25 刘亚军 48 教授 博士 否 西北政法大学 是 专业必修课
西北地区对外开放法律问题专题

中亚国际关系与国际法问题研究

8

32

2017-2018 年度

2017-2018 年度

26 王秀梅 49 教授 博士 否 西北政法大学 是 专业必修课

法学前沿（国际法学专题）

中亚国际关系与国际法问题研究

西北地区对外开放法律问题专题

8

32

12

2016-2018 年度

2017-2018 年度

2017-2018 年度

27 赵馥洁 78 教授 学士 否 西北政法大学 是

专业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必修课

人文社会科学前沿（中国传统文化）

文化安全导论与西北地区文化安全问题对策

中华文化特质与核心价值体系

12

56

68

2017-2018 年度

2017-2018 年度

2017-2018 年度

28 刘进田 59 教授 学士 否 西北政法大学 是 专业必修课
中华文化特质与核心价值体系

文化安全导论与西北地区文化安全问题对策

60

44

2017-2018 年度

2017-2018 年度

29 张师伟 45 教授 博士 否 西北政法大学 是 专业选修课 人文社会科学前沿（政治学） 12 2017-2018 年度

30 李 明 48 教授 博士 否 西北政法大学 是 专业选修课 人文社会科学前沿（哲学） 16 2017-2018 年度

31 孙茂利 54 博士 是 公安部 是 专业必修课 法学前沿（中国反恐怖法的立法构想） 4 2014-2015 年度

32 张 军 62
首席大

检察官
博士 是 最高人民检察院 是 专业必修课 法学前沿（自由裁量权的几个问题） 4 2014-2015 年度

33 朱孝清 68
二级大

检察官
硕士 是 最高人民检察院 是 专业必修课 法学前沿（冤假错案的原因和对策） 4 2014-2015 年度

34 黄太云 63 博士 是 中央政法委 是 专业必修课
法学前沿（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对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提出的新任务）
4 2014-2015 年度

35 姜 伟 61
二级

大法官
博士 是 最高人民法院 是 专业必修课

法学前沿（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维护社会公平

正义）
4 2014-2015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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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江必新 62
二级

大法官
博士 是 最高人民法院 是 专业必修课

法学前沿（《行政诉讼法》修改过程中有争

议的问题）
4 2014-2015 年度

37 安 东 64 博士 是
陕西省人大

常委会
是 专业必修课 法学前沿（立法问题略议：我国的立法现状） 3 2017-2018 年度

38 黄惠康 63 博士 是 外交部 是 专业必修课
中亚国际关系与国际法问题研究

西北地区对外开放法律问题专题

3

3

2017-2018 年度

2017-2018 年度

39 郭永辉 61 学士 是
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
是 专业必修课 西北地区区情专题(新疆的历史与现状) 32 2013-2018 年度

40 周伟洲 78 教授 硕士 是

陕西师范大学

中国西部边疆

研究院

否 专业选修课 西北地区区情专题（历史与现状） 76 2013-2018 年度

41 厉 声 69 教授 博士 是 中国社会科学院 否 专业选修课 西北地区区情专题(新疆的历史与现状) 70 2013-2018 年度

42 金炳镐 68 教授 博士 是 中央民族大学 否 专业必修课 民族宗教与法律问题研究 42 2015-2018 年度

43 班班多杰 66 教授 博士 是 中央民族大学 否 专业必修课 宗教中国化与民族化问题研究 44 2015-2018 年度

44 孙 昂 57 硕士 是 外交部 否 专业必修课
法学前沿（当前国际反恐事件的法律问题）

中亚国际关系与国际法问题研究

4

4

2014-2015 年度

2014-2015 年度

45 张文显 67 教授 博士 是 中国法学会 否 专业必修课
法学前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理论）

法学前沿（法学理论研究前沿）

4

4

2014-2015 年度

2015-2016 年度

46 於兴中 61 教授 博士 是 美国康奈尔大学 否 专业必修课 法学前沿(美国网络安全法等) 24 2015-2017 年度

47 张学安 64 教授 博士 否 西北政法大学 否 专业必修课 法学前沿（WTO 法律问题） 2 2013-2014 年度

48 赵旭东 61 教授 博士 否 西北政法大学 否 专业必修课 法学前沿（民事诉讼法学专题） 12 2015-2018 年度

49 李万强 47 教授 博士 否 西北政法大学 否 专业必修课 法学前沿（国际投资法） 2 2013-2014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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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何 叶 33 讲师 博士 否 西北政法大学 否 专业选修课 人文社会科学前沿（宗教学） 8 2017-2018 年度

51 张荣刚 45 教授 博士 否 西北政法大学 否 专业选修课 人文社会科学前沿（经济学) 8 2017-2018 年度

52 郑 文 39 副教授 博士 否 西北政法大学 否 专业选修课 人文社会科学前沿（民族学） 8 2017-2018 年度

53 马雪莲 40 副教授 博士 否 西北政法大学 否 专业选修课 人文社会科学前沿（社会学） 12 2017-2018 年度

54 王永宝 47 副教授 博士 否 西北政法大学 否 专业选修课 人文社科前沿（伊斯兰教法专题） 40 2015-2017 年度

55 杨永康 42 副教授 博士 否 西北政法大学 否 专业选修课 国家安全法治 10 2017-2018 年度

56 褚宸舸 41 教授 博士 否 西北政法大学 否 专业选修课 国家安全法治 10 2017-2018 年度

57 王 林 38 讲师 博士 否 西北政法大学 否 专业选修课 国家安全法治 12 2017-2018 年度

58 陈京春 45 教授 博士 否 西北政法大学 否
专业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国家安全法治

反恐与国际刑事司法合作专题

8

8

2017-2018 年度

2017-2018 年度

59 彭瑞花 38 副教授 博士 否 西北政法大学 否 专业必修课 民族、宗教政策与法律问题研究 12 2017-2018 年度

60 谢德成 56 教授 硕士 否 西北政法大学 否 专业必修课 西部社会经济发展法律问题专题 8 2017-2018 年度

61 王继恒 52 副教授 博士 否 西北政法大学 否 专业必修课 西北环境资源与生态保护法律问题研究 8 2017-2018 年度

62 程淑娟 46 教授 博士 否 西北政法大学 否 专业必修课 西部社会经济发展法律问题专题 8 2017-2018 年度

63 安子明 43 副教授 硕士 否 西北政法大学 否 专业必修课 西北环境资源与生态保护法律问题研究 8 2017-2018 年度

64 薛 亮 38 副教授 博士 否 西北政法大学 否 专业必修课 西北环境资源与生态保护法律问题研究 8 2017-2018 年度

注：1.本表不统计公共基础课。

2.“课程类型”填写“专业选修课”或“专业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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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人才培养

III-1招生授予学位情况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招生人数
授予学位
人数

招生人数
授予学位
人数

招生人数
授予学位
人数

招生人数
授予学位
人数

招生人数
授予学位
人数

招生人数
授予学位
人数

5 0 6 0 9 0 13 4 19 1 22 2

III-2 毕业生信息汇总表

学号 姓名 性别 入学时间 获学位时间 学位论文题目 就业单位名称 联系电话

2013231001 许尔锋 男 2013 年 2016 年 12 月 29 日
公安机关伊斯兰教事务管理法治化研究

——以宁夏回族自治区为例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安厅
13910731155

2013231002 王 亮 男 2013 年 2017 年 6 月 27 日 中国反恐法律机制中的国际合作问题研究 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 15911136996

2013231003 王 喆 男 2013 年 2016 年 12 月 29 日 民国政府藏传佛教事务管理法律制度研究 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安厅 17395052345

2013231004 杨正辉 男 2013 年 2016 年 12 月 29 日 西北地区廉政建设法治化研究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国家监察委员会
18901116277

2014231001 王 江 男 2014 年 2016 年 12 月 29 日 涉疆恐怖主义与国际恐怖主义互动关系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18601136837

2014231002 尚 进 男 2014 年 2018 年 6 月 26 日 系统反恐论——中国特色系统反恐道路研究 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 13301158666

2015231002 黄 彬 女 2015 年 2018 年 6 月 26 日 反恐法中的安置教育制度研究 福建警察学院 18801253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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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3 试点期间在校研究生代表性成果（限填 10 项）

序

号
成果名称

发表

时间

学生姓

名

入学

时间

获学位

时间

成果

形式
成果简介（限 100 字）

1

《“一带一路”倡议下边

疆治理的法治新常态》，

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CSSCI 来源期刊）

2018.01

那斯尔

江·依

布拉音

2014.09

高水平学术论文

陕西省第四届研

究生创新成果展

二等奖

独立完成。本文首次提出“一带一路”建设下边疆治理新

常态包括的三种形态：法治化是 “一带一路”建设中边疆治

理的必然趋势；新常态是法治化趋势下边疆治理的应然状态；

治理评估是边疆治理法治新常态基础上的实然效果面向。

2

《恐怖活动对“一带一

路”倡议实施的威胁评估

与对策研究》，载《宁夏

社会科学》（CSSCI 来源

期刊）

2017.01 李 恒 2016.09

高水平学术论文

陕西省第三届研

究生创新成果展

一等奖

与本人导师合作完成。本文认为反恐怖主义战略应以全

球治理为着力点、反恐怖合作为切入点。明确反恐怖战略安

全目标，完善区域间的情报信息搜集与共享，强化边境口岸

重点人员管控，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反恐怖协作、

推动司法合作。

3

《西北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中

情理法的冲突与调适》，载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 （CSSCI

来源期刊）

2018.05 杨 军 2017.09

高水平学术论文

陕西省第四届研

究生创新成果展

一等奖

独立完成。本文分析了西北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中地理环

境、民族治理环境、民族价值观的特殊性，提出该区域传统

社会治理中“情理法”的逻辑顺序和国家社会治理“法理

情”的逻辑顺序存在冲突，提出该地区社会治理情理法要合

理调适。

4

《培育社会土壤，厚植思

想根基，扎实推进社会主

义法治文化建设》，载

《人民日报（理论版）》

（2018 年 8 月 9日）

2018.08 吕江鸿 2017.09 高水平学术论文

独立完成。本文指出法律信仰蕴含着人类追求的崇高价

值目标，实现人人自觉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是一项长期而艰

巨的历史任务。从历史中汲取营养，挖掘和传承中华优秀法

治文化，使之焕发时代价值，与人的精神结构、文明基因、

历史传统对接，厚植思想根基。

5

刑侦模拟画像计算机辅助

系统关键技术研究，专利

号：201610285924X。

2016.09 鲁世宗 2015.09 国家发明专利

第三发明人。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刑侦画像计算机辅助系

统及方法，用于解决现有人工刑侦画像方法准确度差的技术

问题。技术方案是系统包括视频/图像处理模块、二维人脸

画像模块、三维人脸画像模块、电子绘图板、画像输入输出

装置和传统画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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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公共安全信息适度共享

探析》，载《中国行政管

理》（CSSCI 来源期刊）

2017.10 尚 进 2014.09 2018.06 高水平学术论文

独立完成。本文分析反恐工作过度保密带来的弊端，提

出建立公共安全信息通报制度、相对开放的“反恐公共安全

信息数据库”、公共安全信息查询服务机制、相关科研成果

安全审查机制等涉恐公共安全信息服务机制的对策建议。

7

《恐怖活动罪犯与极端主

义罪犯的社会危险性评

估——基于再犯预防的视

野》，载《华侨大学学

报》（CSSCI 来源期刊）

2018.04 黄 彬 2015.09 2018.06 高水平学术论文

独立完成。本文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

社会危险性评估的规定是应对反恐怖主义再犯预防与控制的

新举措，分析了社会危险性评估的必要性，提出完善恐怖活

动罪犯与极端主义罪犯社会危险性评估的对象、主体、内容

的建议。

8

《中哈反极端化专门立法

比较研究及启示》，载

《新疆社会科学》（CSSCI

来源期刊）

2018.03 彭红军 2014.09 高水平学术论文

独立完成。本文通过比较研究我国与哈萨克斯坦有关反

恐极端化立法在立法目的、基本原则、法律概念以及内容等

方面的异同，为进一步完善我国去极端化地方立法提供借

鉴，也为制定全国性的去极端化法律提供必要的立法参考。

9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

青海生态建设实践》，载

《青海社会科学》（CSSCI

来源期刊）

2016.09 苏海红 2016.09 高水平学术论文

独立完成。本文分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基本内容，

梳理总结了青海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的思路

及要求,着力建设全国生态文明先行区,建设具有青海特点的生

态环境的思想基础、经济基础、内生动力和有效保障。

10

《加强“一带一路”建设

法治保障的基本路径初

探》，载《河南社会科

学》（CSSCI 来源期刊）

2018.05 丁同民 2017.09 高水平学术论文

独立完成。本文提出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

应从立法协调、执法安全合作、司法适用标准，司法协助等

方面，健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争议的多元化解决机制，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示范样本。

注：1.“成果形式”填写竞赛获奖、科研奖励、高水平学术论文、专利、创业创新成果或者其他荣誉称号等。

2.“成果简介”填写学生在成果中的具体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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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培养环境与条件

IV-1 试点期间在研项目情况（限填 15 项）

序
号 名称（下达编号） 来源 起讫时间 负责人

本单位

到账经

费（万

元）

类别

1

法治文化的传统资源及

其创造性转化研究

（14ZDC02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201502-

201802
汪世荣 54 重大项目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

法治文化建设研究

（17VHJ00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201710-

202012
李其瑞 76 重大项目

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发展的立法对策研究

（18VHJ009）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201808-

202107
杨宗科 57 重大项目

4

建设高素质法治工作队

伍研究

（14AZD15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201502-

201802
贾 宇 27 重点项目

5

个人极端暴力犯罪的防

控与治理研究

（14BFX15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201406-

201712
冯卫国 18 一般项目

6

以现代政治秩序建构为

中心的西藏民主改革法

理解读研究

（14BMZ00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201406-

201706
常 安 18 一般项目

7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

与新疆社会稳定法律问

题研究

（14BFX037）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201406-

201712
王周户 18 一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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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阈下

反恐刑法的理念抉择与

规范构造研究

（18BFX094）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201806-

202106
王政勋 19 一般项目

9

刑事法与反恐法视阈下

社会危险性研究

（18BFX09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201806-

202106
舒洪水 19 一般项目

10
陕派律学研究

（18BFX024）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201806-

202106
闫晓君 19 一般项目

11

网络政治意识形态传播

规律研究

(18BZZ017)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201806-

202106
张爱军 19 一般项目

12

遏制宗教极端主义法律

机制研究

（16BFX014）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201606-

201912
宋海彬 19 一般项目

13

新疆散居少数民族权利

保护问题研究

（16BMZ006）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201608-

201912

古丽那

尔·

乌斯曼江

19 一般项目

14

“反恐”背景下网络民

族宗教极端信息治理研

究（17BMZ008）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201706-

201912
王 英 19 一般项目

15

“一带一路”背景下跨

境电子商务平台法律保

障机制研究

（18BFX21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201806-

202106
刘学文 19 一般项目

注：仅统计试点高校作为“项目主持单位”或“科研主管部门直接管理的课题主持单位”的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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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2 试点期间获得的学术成果（合计限填 20 项）

IV-2-1 科研教学奖励

序

号
奖励类别

获奖

等级
获奖项目名称 获奖人 获奖年度

1
中国法学会第四届

中国法学优秀成果

奖（部级奖）

一等奖 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权能 韩 松 2017

2

陕西省第十一次哲

学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奖著作类成果

一等奖 国际航空运输责任法研究 王 瀚 2013

3

陕西省第十二次哲

学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奖论文类成果

一等奖 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权能 韩 松 2015

4

陕西省第十三次哲

学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奖论文类成果

一等奖 全媒体时代新闻的著作权问题 孙昊亮 2017

5

陕西省第十二次哲

学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奖论文类成果

二等奖

西藏民主改革：现代政治秩序

构建及法理解释（同时获得第

三届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优

秀成果奖）

常 安 2015

6

陕西省第十三次哲

学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奖著作类成果

二等奖 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宪制变迁 常 安 2017

7
陕西省高等教育教

学成果奖
特等奖

法学本科人才创新实践能力

“1431”培养模式改革

王 麟 杨宗科

闫亚林 王周户

王政勋 宋志军

李瑰华 董 玮

张天栋

2018

8
陕西省高等教育教

学成果奖
一等奖

构建诊所式教育“西北模式”

培养学生法律专业能力和素质

汪世荣 杨宗科

郭升选 罗长征

薛少峰 谢德成

张西安

2013

9
陕西省高等教育教

学成果奖
一等奖

法学本科人才开放式培养机制

创新

王周户 王 贤

姬亚平 李瑰华

安子明 崔小宜

2013

10
陕西省高等教育教

学成果奖
二等奖

融贯知识、能力和职业伦理的

法科研究生实践教学改革

汪世荣 王 健

孙昊亮 郭升选

褚宸舸

2018



21

IV-2-2 代表性论文、教材、专著、专利

序

号
名称 作者 时间

发表刊物出版

社专利类型
备注

1

《西北地区稳

定发展与国家

安全研究系列

丛书（反恐怖

主义法律问题

研究论丛）》

王政勋等 201807
中国政法大学

出版社

该丛书包括《反恐怖主义法律问

题研究》《国际恐怖主义犯罪问题研

究》《反恐怖与去极端化前沿问题研

究》《当代恐怖主义与反恐怖策略研

究》4 部专著，共计 116 万字，就中国

反恐怖主义法律问题、国际恐怖主义

犯罪问题、反恐怖与去极端化前沿等

问题进行专题研究。

2

《西北地区稳

定发展与国家

安全研究系列

丛书（西北地

区民族宗教与

法 律 问 题 论

丛）》

穆兴天等

201505

-

201705

中国民主法制

出版社、陕西

人民出版社

该丛书选题 29 部。目前已经出版

《藏区稳定发展问题研究——以青海藏

区为主要视角》《西北民族问题与民族

法论丛》《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宪制变

迁》《近代内蒙古社会变迁与法制改

革》4部专著，共计120万字，就藏区稳

定与发展、西北地区民族问题与民族

法、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宪制变迁、蒙古

族法律传统与近代转型等问题进行专题

研究。

3

《西北地区稳

定发展与国家

安全研究系列

丛书（西北地

区经济社会发

展与环境资源

保护论丛）》

李永宁等 201807
中国政法大学

出版社

该丛书包括《环境资源法前沿热

点问题研究》《西部地区资源环境法

律问题研究》《生态保护与利益补偿

法律机制问题研究》《公私合作

（PPP）背景下城市污水再生利用法律

问题研究》4 部专著，共计 84 万字，

就城市污水再生利用、西部地区资源

环境等法律问题进行专题研究。

4

《“一带一

路”实践创新

与人类命运共

同体建构的法

律与实践》

王 瀚等 201804
知识产权

出版社

本书是“一带一路”合作与发展

法律论坛与“一带一路”法律研究协

同创新中心的法学研究成果，包括了

“一带一路”建设与法治创新等 8 个

与“一带一路”相关的重大法学专

题。

5

《中国边疆法

律治理的历史

经验》（上下

册）

汪世荣 201408 法律出版社

中国历史上的边疆问题，具有不

同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特殊性，本书

对中国边疆法律治理的历史经验进行

了多维度、全方位的解读和研究，认

真总结历史经验，为我国当代边疆法

律治理提供启示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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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传道与塑

魂——政治理

论教育与培育

民族精神》

（国家出版基

金项目，“民

族精神与文化

主题书系”）

刘进田 201403
黑龙江教育

出版社

本书基于民族精神概念、内涵、

实质和作用，以及如何培育弘扬民族

精神等几方面问题做了详细具体的研

究和阐释，结合社会转型、经济转轨

的大背景等因素，用例证结合的方式

论述了当下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的主

题和最佳路径是紧紧围绕毛泽东思想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展

教育、宣传、创新和实践。

7

《农民集体土

地所有权的权

能》

韩 松 201606 《法学研究》

该论文获得“陕西省第十二次哲

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论文类成果一

等奖”和“中国法学会第四届中国法

学优秀成果论文一等奖”。论文系统

阐述了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权能，

提出应当在公私兼顾的基础上,从民法

上的财产私权性与社会法上的土地社

会保障属性以及土地管理法上对社会

公共利益的兼顾等多维度完善农民集

体土地所有权权能。

8
《恐怖主义的

概念分析》
王政勋 201609 《法律科学》

根据我国《反恐怖主义法》,恐怖

主义的主体包括个人和组织，必要时

也可以包括国家，但个人极端暴力犯

罪不属于恐怖主义。即使其目的具有

一定正当性,但根据比例原则,由于其

以激烈的手段追求危害社会的直接目

的且不采取措施防止损失扩大,因而恐

怖主义是一种重大的恶。

9
《法治公安呼

唤公安法学》
杨宗科 201707 《法律科学》

全面深化公安改革以问题为导

向，着力建设法治公安。如何科学准

确理解法治公安的建设目标、建设路

线、建设措施,缺乏学科理论的支撑。

加强以法治公安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

的公安法学建设迫在眉睫。

10
《中国反恐怖

主义法教程》
贾 宇 201709

中国政法大学

出版社

该教材是国内出版的有关反恐怖

主义法律最早的教材之一。提出应构

建“以宪法为依据，以反恐怖法为主

导，诸法配合”的反恐立法新格局，

确立法治和人权、标本兼治、合作与

中国特色相结合等反恐基本原则，厘

清恐怖主义基本概念。

注：本表限填署名为本单位，且作者是第一作者（含通讯作者）的论文、教材、专著、专利。“备注”可对相关

成果的水平、影响力等进行简要补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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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3项目试点期间艺术创作与展演

IV-3-1 艺术创作设计获奖

序
号

获奖作品/
节目名称

所获奖项与等级
获奖
时间

相关说明
（限 100字）

1

2

3

4

5

IV-3-2 策划、举办或参加重要展演活动

序号
展演作品/
节目名称

展演名称
展演时间与

地点

相关说明

（限 100字）

1

2

3

4

5

IV-3-3 其他方面（反映本项目创作、设计与展演水平，限 300 字）

注：1本表仅限艺术类项目填写。

2“相关说明”填写本单位主要获奖人及其贡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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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4可用于本项目研究生培养的教学科研支撑平台

序

号
类别 名称 批准部门

批准

时间
总体情况简介（限 100 字）

1
“2011 计划”

协同创新中心

司法文明协

同创新中心

西北基地

教育部

财政部
2013

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西北基地按照

“国家急需、世界一流、制度先进、贡献重

大”的要求，依据科学研究、学科建设、资

政育人“三位一体”的方针，打造中国乃至

世界司法研究的重镇、中国司法学科建设的

平台、卓越司法人才培养的基地、司法文明

和法治中国建设的核心智库。

2

国家“一带一

路”智库合作

联盟理事会理

事单位
反恐怖主义

研究院

中共中央

外联部
2015 目前取得反恐领域课题等各类研究成

果数十项。研究院主办的《反恐维安研究

要报》引起有关部门高度重视，习近平总

书记曾对此做出重要批示。研究院 2015

年创办的“反恐怖主义信息网”，是国内

唯一一个致力于研究反恐活动及数据信息

的专业平台。

3
中国法学会法

治研究基地
中国法学会 2016

4

中国智库索引

（CTTI）首批

来源智库

南京大学

光明日报
2016

5

国家“一带一

路”智库合作

联盟理事会理

事单位
民族宗教研

究院

中共中央

外联部
2015

民族宗教研究院是以 2008 年开始筹

建民族、宗教、民族法学等研究学科为基

础，成立于 2014 年。目前研究院各领域

研究人员二十余人，长期关注民族、宗教

等各领域前沿议题，取得相关领域各级别

课题项目等研究成果数十项。6

中国智库索引

（CTTI）首批

来源智库

南京大学

光明日报
2016

7

教育部区域与

国别研究中心

南亚研究中心

反恐怖主义

法学院
教育部 2017

中心旨在对我国安全形势和经济社会

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巴基斯坦、阿富汗

(特别是瓦罕走廊)等国家和区域，作为多

学科交叉的重点研究对象，对我国外交、

国家安全、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与新疆稳

定发展相关的前瞻性问题进行研究，推出

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对策咨政成果。

8
卓越法律人才

教育培养基地

卓越法律人

才教育培养

基地

教育部

中央政法委
2012

2012 年获准全国首批“卓越法律人

才教育培养计划”三类项目的试点高校，

以实施“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为契

机，紧密结合西北政法大学办学定位办学

特色，着重培养“西部基层法律人才”

“应用型复合型法律人才”“涉外法律人

才”。

9

陕西省哲学社

会科学重点研

究基地

刑事法律科

学研究中心
陕西省教育厅 2007

2005 年 1 月批准立项建设，2007 年

9 月正式挂牌成立。研究方向涵盖刑法

学、刑事诉讼法学、证据学、刑事侦查

学、司法鉴定学、犯罪心理学等学科。中

心主办《刑事司法评论》，由人民法院出

版社出版。中心的“西北刑事法律网”已

经成为国内具有影响力的刑事法律网站。



25

10

陕西省哲学社

会科学重点研

究基地

国际法研究

中心
陕西省教育厅 2009

2009 年立项建设，2012 年 6 月通过

省教育厅立项建设验收。中心下设航空航

天法研究所等九个研究机构，在国际航空

航天法、国际贸易投资法、国际金融法等

研究方面居于全国前列，并创办《西北国

际法评论》《中国航空法评论》两个刊物

和国际法学术网。

11
陕西省 2011

协同创新中心

法治陕西建

设协同创新

中心

陕西省教育厅 2015

2015 年陕西省教育厅正式授予。中

心由西北政法大学牵头，陕西省人民政府

法制办、省司法厅、省法学会等为协同单

位，打造集学科建设、科学研究、人才联

合培养、队伍建设、人才互聘、科研成果

转化、服务地方于一体的法治陕西协同创

新平台。

12

陕西省哲学社

会科学重点研

究基地

社会政策与

社会舆情评

价协同创新

研究中心

中共陕西省委

宣传部
2017

研究中心以陕西省社会政策研判与制

定、舆情监测与评价、民意调查与分析为

立足点，为陕西各级党政机关制定政策提

供智力支持，服务陕西经济社会发展。目

前，研究中心已出版《社会舆情与社会治

理决策参考》10 余期，获得了有关部门

的高度重视。

13
国家级实验教

学示范中心

法学实验实

训中心
教育部 2008

首批法学类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建设单位，2013 年 1 月正式挂牌国家级

法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中心下辖法律实

务实训中心、物证技术实验中心和司法鉴

定中心三个子中心，建筑面积 6600 余平

米，仪器设备 1500 余台件，总值 2300 余

万元。

14

中国——亚欧

高端法律人才

培养基地

中国——亚

欧法律研究

中心暨丝绸

之路区域合

作与发展法

律研究院

中国法学会 2015

研究院是中国法学会批准的综合型高

校智库平台。研究人员承担国家社科基金

项目等课题 70 余项，出版专著 25 部，在

《中国社会科学》《中国法学》等期刊发

表论文 200 余篇，20 余篇被《人大复印

报刊资料》《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全文

转载，获得省部级奖项 25 项。

15
陕西省虚拟仿真

实验教学中心

刑事案件侦

查虚拟仿真

实验中心

陕西省教育厅 2016

刑事案件侦查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贯彻

从教学实际需要出发，以虚拟现实技术将

现实中无法实现的大型、综合、高危高毒

高耗实验项目得以实现。使学生身临其境

地参加模拟办案全过程，极大程度提高了

对专业知识的融合与把握。

注：本表填写的平台是指实验室、中心、智库、基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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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高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意见：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开展服务国家特殊需求人才培养项目验收评估工作的通知》（学位

﹝2017﹞16 号）和陕西省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做好接受服务国家特殊需求人才培养项目验收评估

工作的通知》（陕学位办﹝2017﹞26 号）文件要求,西北政法大学第十一届学位评定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对服务国家特殊需求人才培养项目验收评估的上报材料进行了严格审议，经投票表决，同意上报西北

政法大学服务国家特殊需求人才培养项目验收评估《总结报告》和《简况表》。

主席： （学位评定委员会章）

年 月 日

学位授予单位承诺：

本项目验收评估简况表中提供的材料和数据准确无误、真实可靠，不涉及国家秘密并可公

开，同意上报。本单位愿意承担由此材料真实性所带来的一切后果和法律责任。

特此承诺。

法人代表：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省级学位委员会审核情况：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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