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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房地产法研究中心简介 

北京大学法学院房地产法研究中心是北京大学法学院下属的教学科研机构。中心由第一

美国产权保险公司出资赞助，北京大学法学院负责筹备，于 2003年 9月正式成立。  

本中心主任是北京大学法学院的楼建波副教授，副主任为金锦萍副教授与张双根副教

授。本中心还聘请了一批国内外知名的学者、专家和实务界人士担任顾问。  

本中心旨在推动中国房地产法研究，促进相关领域的国际学术交流。中心希望通过与立

法机关、业界和法律实务界的合作，对中国房地产立法和实务产生积极影响。  

中心成立后，举办了一系列学术研讨活动，至今召开过十届的北京大学房地产法春季论

坛已经成为中心的传统项目，为学术界和实务界的交流提供了良好的平台。自成立以来，承

接国家部委及社会团体委托的科研项目 20余项。其中“灾后房屋产权及房地产管理相关问

题报告”、“境外国家和地区住房保障立法比较研究”、“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制度研究”、“土地

登记条例修改”、“不动产统一登记法律制度研究”、“土地规划法研究”和“不动产交易法研

究”等课题都与国家出台的大政方针息息相关，这些课题成果不仅为国家职能部门提供了政

策建议，得到了政府的重视和肯定，也是中心积极参与国家相关政策研究的范例。中心还定

期举办学术讲座，邀请实务界人士针对学生感兴趣的问题答疑解惑，传授实务经验。除此之

外，中心也举办了一系列公益讲座，走出校园，走进社区，就房地产交易和物业管理中贴近

生活的法律问题进行普法宣传，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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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房地产法方向简介 

自 2004年 9月起，房地产法研究中心便参与了法学院法律硕士分专业培养试点工作，

开设了房地产法方向。本方向在教学和学生培养的过程中，把提升法律硕士自身素质与满足

社会需求相结合，鼓励学生将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与自己本科所学专业相结合，发挥复合型的

优势；同时加强学生在中心学习期间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理论学习，通过案例研究、模拟法

庭、实务讲座及实地调研等形式来提高学生运用专业知识及法律人的视角分析实务问题的能

力，发挥专业型优势，从而最终实现复合型和专业性的结合，为党政机关、房地产企业、律

师事务所培养房地产行业相关人才。  

在课堂之外，中心努力为法律硕士学生提供实习机会，帮助学生将所学理论知识联系实

际，学以致用，积累实操经验。目前中心为同学在国土资源部法律实务中心及各大律所提供

实习岗位，与北京市住建委也有长期合作。  

中心还十分关注学生的个人发展，设立多项奖学金、助学金等，鼓励表现突出或经济上

比较困难的同学更快更好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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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房地产法方向师资介绍 

1.校内导师：  

 楼建波：中心主任。曾任英国剑桥大学中国商法讲师，现为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商法方向学科召集人，现任北京市第 14届人大代表；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理事、

北京市房地产法学会常务理事。于 1988年获得北京大学法学学士学位，1991年获得北

京大学法学硕士学位，2001年获得伦敦大学博士学位。  

研究专长：房地产法、商法和金融法。  

讲授的课程：“房地产开发与交易法律制度”，“房地产融资法律制度”、“房地产法专

题”、“金融衍生交易的法律基础”、“商法专题”和“中国民法”（英文讲授）。  

 金锦萍：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房地产法研究中心副主任。在北京大

学先后获得法学、经济法学双学士学位（1995），民商法专业硕士（2001）和民商法专

业博士（2004）学位。2006 年从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博士后流动站出站。曾先后到

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密歇根法学院和 UMKC法学院做访问学者，就英美财产法、信托

法和非营利组织法进行专题研究。  

研究专长：房地产法、信托法和非营利组织法。  

开设课程：“物业管理法律制度”、“信托法”、“非营利组织法”和“社会法”。  

 张双根：中心副主任。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民商法教研室讲师、德国弗莱堡大学 

“德国与外国民诉法研究所”客座讲师，现为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房地产法中心与

商法中心研究人员。于 1992年获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学士学位，1995年获得中国人民大

学法学硕士学位，2003年获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法学博士学位。  

研究专长：物权法、合同法、商法总论、企业法以及德国私法。  

讲授课程：“民法总则”、“债与合同法专题”、“物权法”、“商法总论”、“不动产法律制

度”和“商事法律制度”。  

 陈若英：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美国纽约州注册律师。曾任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

讲师、研究员和访问助理教授，还曾任富而德律师事务所律师。于 1999 年获得北京大



      

 

    

 4  

学法学学士学位，2000年获得牛津大学法学硕士学位，2010年获得芝加哥大学法学博

士学位。  

研究专长：房地产法、商法和法律经济学。  

讲授课程：“房地产法专题”、“商事法律制度”、“商法专题”和“中国合同法”（英文讲

授）。  

 常鹏翱：北京大学法学院院聘教授，兼任中国民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2003年在中国

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得民商法学博士学位。  

研究专长：物权法、房地产法。  

讲授课程：“民法总论”、“物权法”和“债权法”。  

2.校外导师（按姓氏音序排列）：  

蔡卫华：中国土地矿产法律事务中心 处长  

陈文：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 主任 

陈伟：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 处长 

甘藏春：国务院法制办 副主任 

康俊亮: 中国房地产法研究会房地产法规政策委员会  秘书长 

颜雪明：万科集团首席律师，中国房地产业协会法律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 

战宁：北京市时代律师事务所 主任 

赵杭：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朱茂元：中伦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周旭照：广西信德嘉律师事务所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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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学生培养模式简介 

课程的科学设置能够使学生具备基础知识和理论素养，中心同样重视对学生综合素质的 

全面提升和人格塑造，在课题研究、实地调研、学生社团等多方面培养学生各方面的能力。

从而使学生具有良好的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成为能够熟练运用外语书写法律文书，胜任房

地产法各领域工作的高级法律专业人才。  

1.课题研究  

中心自成立以来所有负责的课题项目，均采用老师牵头组织，由中心学生全面参与的模

式。每名同学在中心学习期间，均能实际参加至少两项课题项目，从课题方案设计到实地调

查采访，从相关资料搜索到研究框架的构思，从课题报告的起草到最后的修改定稿，每名同

学都能参与到整个项目运作过程中的各项工作，不仅使自己的优势在课题研究的具体工作中

得到了充分发挥和体现，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补足了自己的劣势，在实践中得到全面的锻炼和

发展。仅以 2015年及 2016年中心承接的重大项目为例，在“《北京市住房租赁条例》调研

起草”、“域外矿业用地规划立法比较研究”、“土地利用规划立法研究”和“不动产交易法研

究”四个项目中，中心在校学生中就有二十余人参与到项目的具体工作中来。 

2.实地调研  

在课堂理论学习和课题研究的同时，中心还根据调研项目以及日常教学安排情况，尽一

切可能为同学们提供实地考察和调研的机会。仅在“土地储备及土地一级开发法律问题研究

课题”和“灾后房屋产权及房地产管理相关问题研究课题”两个项目中，中心研究人员就带

领课题组同学奔赴上海、武汉、重庆、安徽和四川地震灾区等省市实地调研，与各地的土

地、房地产管理部门领导及其他相关人士深入探讨、认真记录、全面梳理总结，取得了课题

研究的第一手资料，为课题成果的实践意义和前沿性突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另外，中心老

师还在每学期带领同学们到房屋建设一线工地或小区实地考察，现场观察和学习房屋建构、

房地产建设工程承包流程和小区物业管理等方面的实践。在 2014年 10月份，13级全体研

究生实地考察了远洋天著、万科如园等在建和建成楼盘，使同学们在实践中加深对理论知识

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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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生社团  

中心为了发挥同学们在学术实践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更好地提升同学的综合素质，于 

2005年成立了中心自己的学生社团——北京大学房地产法协会。  

该协会是在中心的支持下，由田磊、徐海伦等同学发起、经校团委批准，于 2005年 4 

月正式成立的。协会的指导单位是北京大学房地产法研究中心，协会的顾问包括北大法学院

教授钱明星教授、北京大学房地产法研究中心楼建波主任和房地产法研究中心的金锦萍副主

任、张双根副主任。校外的顾问有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甘藏春先生、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合

伙人陈文先生。协会的会员包括对房地产和房地产法有浓厚兴趣的北京大学的博士生、法学

硕士、房地产法方向的法律硕士和对此专业感兴趣的各院系本科生。协会发展至今，已在北

大享有自己的社团编号，在北大未名 BBS上享有“房地产法协会”专版[PKURELA]。在过去

的几年中，房地产法协会在服务同学、配合中心工作和联系中心师生方面收效甚好，尤其是

作为中心每年的盛会“春季论坛”和“北京大学房地产法系列讲座”的协办方，在中心师生

之间发挥了很好的“桥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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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专业高级课程简介 

在日常教学的过程中，中心全体研究人员不仅在知识上为同学们传道解惑，更在治学和

做人方面言传身教，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中心以房地产法及相关民商法基础理论为主要授课

内容，为法律硕士研究生开设的课程包括：  

1.《房地产开发与交易法律制度》  

授课老师：楼建波  

课程设置目的：本课程介绍和研讨房地产开发、交易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使学生在了

解房地产开发交易中的基本法律和理论知识的同时，对我国房地产开发、交易的现状及实践

中突出的问题也有一个概括性的了解。  

主要讲授内容：本课程共分八个专题,讲授房地产与房地产法概述、中国房地产宏观调

控、房地产开发主体、房地产开发用地的直接取得、房地产开发、建设工程合同及相关法律

制度、房地产交易的基本要素、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转让，以及城镇房地产交易。开课基础：

学生在此专题课之前，必须修过民法总则、物权法、债法、合同法、行政法等基础课程，而

且必须选上房地产法中心同时开设的其它高级专业课程。  

授课方式：本专题课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讨论为辅。  

考核方式：论文+平时成绩。  

2.《物业管理法律制度》  

授课老师：金锦萍  

课程设置目的：本课程将课程讲授、实地考察、案例研究和专题研讨相结合，使学生对

物业管理的流程和相关法律问题有清晰的把握。  

主要讲授内容：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理论、物业管理模式选择、物业管理公司、业主自治

机构、物业服务合同及物业管理纠纷等。  

开课基础：要求学生有民商法学的基础知识，尤其是物权法和合同法的相关知识。  

授课方式：本课程的学习，不仅通过老师的课程讲授加强物业管理法律制度的理论认

识，而且结合大量案例的研读、小组报告和实地考察，以便于使学生能够了解到实践中物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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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问题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从而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和领悟课题讲授的基本理论和法律制

度。如由同学们自主选题的“二手房登记制度研究”、“小产权房权属研究”“业主大会实体

化研究”等报告不仅材料详实、分析严谨而且具有现实意义。  

考核方式：以课题 Pre为主，需要提交个案分析报告。  

3.《不动产法律制度》  

授课老师：张双根、常鹏翱  

课程设置目的：本课程主要在于让学生在掌握民法总论和民法分论的基础之上，重点对

不动产上存在的静态的权利体系进行全面和深入的掌握和理解，全面厘清我国目前存在于土

地和房屋之上的各种权利，以及权利相互之间的关系。  

开课基础：要求学生掌握民法、商法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知识。  

教学要求：该课程与传统民法的物权法课程不同，主要着重于对不动产相关法律制度的

阐释，并在教学中，将全部学生分成若干个学习讨论小组（每组约 2-3人），要求每周讨论

一个案例，并且完成案例分析报告。  

考核方式：以年度论文为主。  

 

4.《房地产融资法律制度》  

授课老师：楼建波  

课程设置目的：本课程详细介绍房地产交易过程中产生的融资问题，主要包括金融制度

和保险制度。  

主要讲授内容：房地产投资、房地产金融的特点与作用、住房抵押贷款、住房公积金、

房地产融资的主要形式、房地产保险。  

教学要求：本课程主要采用讲授与讨论相结合的方式，偏重于讨论，并以系列讲座形

式开设课程，将邀请美国学者与中国学者一起主持讲授，同时也将邀请实务部门的专业人

士参与。  

考核方式：以年度论文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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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学生就业去向分析 

房地产法研究中心自 2003 年创立，迄今为止共有 03 级（29 人）、04 级（28 人）、

05 级（28 人）、06 级（34 人）、07 级（16 人）、08 级（32 人）、09（22 人）、10（31 

人）、11 级（16 人）、12 级（16 人）、13 级（24 人）、14 级（8 人）、15 级（19 人）共 

303 名同学，除 14 级、15 级两届在校生外，其中 276 名同学已经顺利完成学业，并且就

业率达到 100%，均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贡献自己的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在毕业和已经落实就业单位的毕业生中，有超过 60%的学生进入到政府

房地产管理相关部门、房地产公司或律师事务所房地产业务部。从上述数字可以看出，中

心对学生的培养目标与社会需求相衔接，中心培养的学生不仅具备进入社会的基本素质，

而且在房地产法领域学有专长，深受用人单位的青睐，广受用人单位的好评。 

下图为房产中心毕业学生就业去向分布图：  

  

 

房地产法研究中心 2006 届—2014 届毕业生毕业去向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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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房地产法方向选拔标准和程序 

根据目前法学院现有的法律硕士研究生人数和我中心的实际承受能力，我中心今年计

划接受不超过 30名房地产法方向法律硕士研究生。  

1. 报名条件 

1) 在第一学年完成并通过法律硕士培养计划要求的必修课程，并且成绩平均在 80分

以上的； 

2) 对房地产法及相关方向有浓厚兴趣，有志于本领域的研究和实务工作的；  

3) 英语已经通过国家六级考试，或者托福成绩为 90分以上，或者雅思成绩为 6 分以

上者；其他语种的同学必须达到该语种的相关要求。  

4) 其他条件。  

2. 报名和考试时间  

按照院法律硕士办公室的统一安排进行。请注意法学院主页通知。  

3. 选拔方法  

1) 提交书面材料  

书面材料包括四个部分：简历；个人陈述（对本中心的了解、选择本方向的原因、对选

择本方向的期待、其他你认为必要的事项，字数要求 1500字以下）；成绩单；英语六级证书

（或相应语言证书）。 

请申请的同学在填写完法律硕士办公室统一要求的表格之后，与个人简历、个人陈述、

成绩单、语言证书一起按规定时间提交到法律硕士办公室。  

2) 书面材料审查 

根据报名条件、材料提交情况进行审查。  

 

联系人：刘伟  

联系电话：177778709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