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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北京大学金融法中心介绍  

北京大学金融法研究中心成立于 1993 年 9 月，是一个以金融法律为主要研

究方向的学术机构。中心主要从事国内外的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货币市场

监管和金融机构监管等法律问题的研究，同时为国内外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提

供金融法律培训和咨询。此外，中心还接受国际经济组织和国内政府部门、金融

机构的委托开展课题项目研究。迄今为止，已承担多项司法部、教育部和国家社



科基金、国土资源部等国家级和部委课题，并承担了世界银行、上海证券交易

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国注册

会计师协会等机构和组织委托的多项科研项目。  

中心经常与国内外金融机构、学术机构、法律实务界共同举办金融法律学术

研讨会。例如，1998 年 4 月顺利举办“海峡两岸银行实务与法律研讨会”；

1999 年 11 月与日本森综合律师事务所合作举办“中日证券法律研讨会”；

2001 年 5 月成功主办首届“北京大学金融法春季论坛”，2002 年 3 月与日本

名古屋大学合作主办“北京大学金融法春季论坛及亚洲公司治理与资本市场监管

国际研讨会”；2005 年 5 月举办“2005 年春季论坛公开讲座暨诺顿教授北京

大学客座教授授予仪式”，等等。  

除了项目研究和研讨会以外，自 1998 年起，中心与法律出版社、北京大学

出版社、中国金融出版社等出版机构合作，定期出版《金融法苑》和其他学术专

著。目前已出版了《香港商业银行与法律》、《中央银行法制》、《商业银行法

务》、《金融法的“四色原理”》、《金融全球化与中国金融法》、《犯罪学原理》、



《金融欺诈及预防》、《证券欺诈及对策》、《金融贪污、投机犯罪及对策》、《会计

法》、《公司治理与资本市场监管》、《资产证券化的法律解释》、 

《资产证券化法律问题研究》、《会计师民事责任研究——公众利益与职业利益的

平衡》、《美国证券私募发行法律问题研究》、《中国证券法学》、《房地产金融》、

《中国银行业创新与发展的法律思考》、《消费金融的法律结构分析》、 

《法律实证研究方法》、《关系犯罪学》、《闻道与问道》等学术专著。  

中心主任由吴志攀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党委常务副校长)担任，白建

军教授、彭冰副教授担任副主任。主要研究人员有刘燕教授、彭冰副教授、郑顺

炎副研究员、郭雳副教授、洪艳蓉博士、唐应茂博士等。中心现有在读博士生

10 多人，硕士生 20 多人。中心还聘请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国内外金融

机构及相关政府部门的高级管理人员兼任研究人员。2001 年起，中心定期招收

法学、经济学博士从事法律经济学博士后研究。  

  



第二部分：金融法专业方向介绍  

任何社会的发展都需要有效配置资金，金融是用来调整资金融通的相关制

度，是支持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机制。但是金融制度的发展面临复杂的交易

关系，涉及重大的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因此，法律的规范和支持是金融制

度发展的重要基础。金融法就是用来调整金融法律关系的法律规范。  

传统对金融法的划分主要将其区分为直接融资的法律制度和间接融资的法 

律制度。就中国目前来看，金融法学的研究对象主要包括：证券法、中央银行

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投资基金法、信托法等内容。同时，由于金融业

务的广泛性，合同法、侵权法、物权法（主要是担保法）、公司法、破产法等内

容，也都有所涉及。  

法律硕士金融法专业培养方向是法学院第一批开设的方向。  

本专业方向的培养目标为：培养良好职业素养和创新意识，系统掌握经济金

融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熟练运用本专业各项技能，适应市场需要，经过专业训

练的金融业务操作人员和中高级管理人才。本专业的学习比较重视实务领域的最

新发展，需要密切关注实务，毕业学生也主要从事金融实务工作，如金融监管部



门，中、外资银行机构，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保险公

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及其他相关单

位。  

  

第三部分：师资介绍  

（一）本校教师  

1、吴志攀：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  

（1） 研究领域：金融法  

（2） 主要著作及论文：  

《金融法概论》（第四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  

《国际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国际金融法》法律出版社（1999 

年）  

《商业银行法论》中国人事出版社（1994 年）  

《香港商业银行与法律》中国法制出版社（1994 年）  

《金融全球化与中国金融法》广州出版社（2000 年）  



《商业银行法教程》和《中国人民银行法教程》金融出版社（1995 年）  

《金融法典型案例分析》金融出版社（2000 年）  

《资本市场与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年）  

《上市公司法律问题》中国石油出版社（2000 年）负责组织《金融法苑》杂志

编辑出版工作（1998 年至今）负责组织《金融法制》丛书编辑出版工作（2001 

年至今）。  

（3） 科研成果及获奖情况：  

1995 年获得全国优秀青年法学家提名奖，1999 年获北京市“五•一”劳动奖章  

（4） 其它：  

  人民法院专家咨询员，北京市检察院监督咨询员，中国人民银行条法司《银行

法》起草小组顾问，中国教育部法学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海淀区人民

法院咨询员和陪审员，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员，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中

国民法及经济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副会长，南开大学兼职教授

等。  

2、白建军：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 研究领域：犯罪学基础理论 犯罪调查统计 金融犯罪  

（2） 学术及工作经历：  

1987 法学硕士 北京大学法律学系  

1991 年 9 月—1992 年 6 月美国纽约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  

（3） 主要著作及论文  

证券欺诈及对策 中国法制出版社  金融贪污投资犯罪及对策 

中国企业文化研究院银行安全学概论 中国企业文化研究院 

1996  

金融欺诈及预防 中国法制出版社  

犯罪学原理 现代出版社 1992  

3、刘  燕：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 研究领域：会计法、财税法、金融法  

（2） 学术及工作经历：  

1984.9－1988.7 北京大学法律学系经济法专业本科；  

1988.9-1991.7 北京大学法律学系经济法专业硕士研究生；  

1997.9－2003.7 北京大学法律学系在职博士。  



1991.7－1993.6 北京大学法律学系助教；  

1993.7－1999.7，北京大学法律学系讲师；  

1996.3－1996.7，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堪萨斯分校访问学者，并在该校法学院讲 

授《外商在中国投资的法律环境》课程；  

1998.11－1999.2 荷兰莱顿大学访问学者；  

1999.2－2000.1 伦敦大学高等法律研究所访问学者；  

1997.9 任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至今  

（3） 主要著作及论文：《会计法》  

（4） 科研成果及获奖情况：  

在《民商法论丛》、《中外法学》、《法学家》、《金融法苑》、《会计研究》、《涉外税

务》等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出版个人专著《会计法》，与人合著、合译 

5 部。参与《会计法》、《企业所得税法》等多项法律的起草或修改工作。（5）其

它  

北京大学财经法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金融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北京市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非执业会员 

北京市注册会计师协会惩戒委员会委员 

北京市经济法学会会员  

4、彭  冰：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1） 研究领域：银行法、证券法、经济法、公司法和国际金融法  

（2） 学术及工作情况：华东政法学院法学学士，北京大学法学学士，北京大

学法学博士。  

（3） 主要著作及论文：  

《证券市场与法律》（2000 年，参加编写）；  

《法律多元》（1997 年，参与编译）；  

《上市公司法律与实务》（2000 年，任副主编）；  

此外，还有多篇学术论文与评论。  

5、郑顺炎：北京大学 副研究员 博士  

（1） 研究领域：金融法和公司企业法  



（2） 学术及工作情况：郑顺炎博士于 1991 年获得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学士学

位，1999 年和 2001 年分别获得北京大学法学硕士、法学博士学位。2001 

－2003 年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自 2001 年 11 月至今 

一直主持“法意实证案例法规全互动数据库”的设计研发工作。2003 年 7 月 

开始主持北京大学数字图书馆“制度生态学”数据库项目的设计研发工作。  

（3） 主要著作及论文：  

《证券市场不当行为的实证研究》  

《证券内幕交易规制的本土化研究》  

参加或主持过世界银行、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自 

然科学基金的课题研究工作。  

6、郭  雳：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1） 研究领域：金融法、国际经济法、商法  

（2） 学术及工作经历：  

1997    北京大学法学学士（国际经济法/经济法）  

2000    美国南美以美大学法学硕士（国际法/比较法）  

2003 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国际法）  

2004 美国哈佛大学法学硕士（国际金融）  

http://baike.baidu.com/view/3216.htm


2003－2005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博士后  

7、洪艳蓉：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1） 研究领域: 国际经济法、金融法、保险法  

（2） 学术及工作经历：  

1993 年 9 月——1997 年 7 月：厦门大学法学院经济法学士  

1997 年 9 月——1999 年 7 月：厦门大学法学院民商法硕士  

1999 年 7 月——2002 年 7 月：厦门大学法学院国际法博士  

2002 年 10 月——2004 年 9 月：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后  

8、唐应茂：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1） 研究领域：国际经济法，国际金融法，国际投资法，司法制度  

（2） 学术及工作经历：  

1992 年 9 月至 1997 年 7 月 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学学士  

1997 年 9 月至 1999 年 7 月 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  

1999 年 8 月至 2000 年 6 月 耶鲁法学院法学硕士  

2001 年 9 月至 2004 年 10 月 耶鲁法学院法律科学博士  

2000 年 9 月至 2001 年 8 月 谢尔曼斯特灵美国律师事务所国际律师  



2004 年 1 月至 2005 年 6 月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法律部律师  

2005 年 7 月至 2009 年 9 月 苏利文克伦威尔美国律师事务所律师  

2009 年 9 月至今 北京大学法学院讲师  

（二）外聘导师  

黄  毅：中国建设银行 副行长  

牛克乾：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 审判长  

白晓红：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研究发展部 主任 

王立华：北京天元律师事务所 主任  

彭雪峰：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主任  

于绪刚：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吴胜春：中国建设银行法律合规部 总经理助理  

  

第四部分：专业高级课程简介  

（1）公司财务与法律    48 课时 3 学分  

授课教师：刘燕  



本课程目的及要求：公司是资本运作的组织形式，公司治理结构的语言是会

计，因此公司财务/融资与公司治理结构是公司法不可或缺的两翼。本课程着重

从公司财务侧面研讨公司法问题。要求学生掌握公司财务会计基本原理与重要规

则，并尝试对公司资本运作以及资本市场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从法律与会计/经济

的双重视角进行分析。  

主要参考文献  

刘燕著： 《会计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刘燕著：《会计师民事责任研究：在公众利益与职业利益间寻求平衡》，北京

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冯果著，《公司资本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1 年版。威廉·H·比弗著，薛

云奎主译，《财务呈报：会计革命》，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1999 年 11 月第

1 版。  

    Glautier，M W E & Underdown, B 著，杨庆英、韩洪文等译，《会计理论 

与实践》，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6 年 12 月第 1 版；  

汤云为、钱逢胜著, 《会计理论》,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第 1 版；  



刘姝威，《财务报表分析技术》，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Bromwich, Michael & Hopwood, Anthony (ed.), Accounting and Law, 

London:Prentice Hall in association with ICAEW, 1989;  

Freedman,J. & Power,M., “Law and Accounting: Trans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Vol. 54 The Modern Law Review, 1991,No.6；  

Mitchell,L. E., Cunningham,L. A., & Solomon , L.D. ,Corporate finance 

and governance : cases, materials, and problems for an advanced course 

in corporations ，Durham,N.C.:Carolina Academic Press, 1996.  

教学方式：课堂讲授与学生讨论相结合。部分专题由学生准备资料并进行主题讨

论。  

考试方式：问题研究型的论文写作  

  

（2）金融实务与法律       64 课时 4 学分  



授课教师： 彭冰，洪艳蓉  本课程的主要目的是介绍金融业务中的法律问题。为

了和法律硕士现有的课程配合，本课程主要涉及的内容以银行和信托等业务为

主。  

3）金融犯罪    32 课时 2 学分  

授课教师：白建军  

本课程是刑法、犯罪学、金融法之间的边缘交叉学科，主要面对研究生或从

业于银行、证券、期货、保险等行业的法律工作者、金融律师、从事金融犯罪案

件的起诉、审判、研究等工作的人员，讲授金融犯罪的表现、规律、控制、被害

预防、法律界限、定罪量刑等问题。内容包括银行资产业务领域中的贷款犯罪、

负债业务中的储蓄犯罪、票据犯罪、国际结算中的洗钱犯罪、信用证犯罪、金融

监管领域中的集资犯罪以及股票、债券、期货等领域中的相关犯罪。  

教学方法将以案例教学为主，部分内容配有多媒体课件。  

参考书（作者、书名、出版社及出版年）：  

白建军：《金融犯罪研究》，法律出版社  

白建军：《证券欺诈及对策》，中国法制出版社  



顾肖荣等：《证券期货犯罪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  

基蒂·卡拉维塔：《白领犯罪：金融业巨额诈骗及权术》，光明日报出版社  

陈兴良：《规范刑法学》，政法大学出版社  

吴志攀：《金融法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第五部分：选拔标准和程序  

根据目前法学院现有的法律硕士人数和我中心的实际承受能力，我中心计划 

每年接受 20 名金融法方向法律硕士。  

（一） 法律硕士报名条件：  

第一学年完成并通过法律硕士培养计划要求必修课程的所有在校法律硕士 

都有资格申请本方向，但具有下列条件的优先考虑：  

1、第一年必修课成绩在全年级排名靠前的；  

2．对金融法有浓厚兴趣，有相关研究成果发表的；  

3．有金融业从业经验的；  

4．本科专业为财务、经济、英语类的；  

5．英语已经通过国家六级考试，或者有较高托福、GRE 和雅思成绩的；  

6．其他优先考虑因素。  



（二） 需要提交的材料  

申请者应在法学院规定的时间内提交报名申请材料及有关的证明文件。报

名需要递交的申请材料包括：（1）本科学习经历和参加社会活动的描述；（2）

本科学习成绩单（如有）；（3）在北大法学院第一学年成绩单；（4）工作经历

（如有）；（5）金融法相关研究成果（如有）；（7）外语或者财务等相关等级证

明文件（如有）；（7）对金融法的简单认识。  

（三） 选拔方法  

材料审核+面试。 主要采取材料审核的方式选拔。 

每年视报名情况，决定是否增加面试环节。面试为口头考试，主要内容为金

融、法律的基础知识和英语。根据面试成绩招收前 20 名。  

如果通过的同学被其他方向同时录取，其本人也选择其他方向的，则排名在

后的同学自动递进。  

  

第六部分：金融法专业方向教学培养计划（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