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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商事争议解决方向选报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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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北京大学纠纷解决研究中心简介 

一、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纠纷解决研究中心成立于 2017 年。中心依托于北京大学诉讼法学

科组与民商法学科组的多方面优势，充分整合校内外、国内外的民法、商法、民

诉、仲裁、司法制度等多领域研究资源，并与律师界、仲裁界、司法界、公证界及

工商行业解纷组织等相关实务界密切联合。其中心宗旨在于：打破程序法与实体法的

学科壁垒，充分利用北京大学法学院的科研教学综合实力；打通法学理论与法律实务

之间的沟通关节，与各界法律精英共同研究民商事纠纷解决的理论与实务问题，并为

实务界培养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人才提供智识供给和交流平台； 打造国内与国际之

间的合作桥梁，探索以中国问题为指向、以国际经验为参照、以基本原理为支撑

的中国民商事纠纷解决理论体系，并促进制度和实务层面的国际合作。 

民商事纠纷解决是一个实践向度很强的研究领域，其触角从商务谈判、专业

调解、各类公证，到商事仲裁、劳动仲裁、司法裁判、强制执行，从微观的民生权

利到宏观的体制改革，从国内到国际，其范围之广泛、发展之迅猛与对智识充实

之饥渴、就整合需求之迫切形成鲜明对照。一方面，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民商

事交易的迅猛拓展和与之相应的社会纠纷井喷式增长对于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

殷切希冀和现实需求，法治发展对于程序法的客观依赖和主观认识的明显变化，

显著加剧了对于相关理论研究和人才快速成长的紧迫压力；另一方面，由于程序

法制和程序法学的发展起步比实体法更晚，导致国内程序法方面人才的整体匮乏，

而传统程序法学研究对于商事调解和仲裁等诉外纠纷解决也长期缺乏应有的观照，

加之过于细致和缺乏科学性的学科划分更导致研究视野的狭窄和研究资源的壁垒。 

北京大学纠纷解决研究中心所依托的诉讼法学科和民商法学科各自拥有明

显的人才优势，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强强联合。就个体实力而言，学科教师无论在学

术科研还是教学方面，均普遍享有良好声誉和广泛影响力。就课程结构而言， 两

个学科强调学术理论课程与实务面向课程并重，两类课程在教学目标和教学方法

上也一直有清晰的差异性思路，比如诉讼法学专题侧重于学术性和国际性；证据法

和强制执行法课程兼具理论性与实践性；仲裁法、公证法、谈判与调解、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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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侦查、案例研习课程侧重于实务性。就合作品质和资源整合能力而言，不仅诉讼

法学科内部各位教师之间长期合作开设课程和共同进行学术研究，而且也与民法、商

法、经济法、行政法、法理学等其他相关领域的同事一道，在教学、科研、人才培养、

公共政策参与等方面均有过种种友好业务交叉和精诚合作，与校外、国外同行及

相关各界也拥有长期的、良好好的合作基础和经验，这将成为中心得以在前述宗

旨和目标下良好运作的巨大无形资源。 

二、设立目标 

1. 推进程序法学、证据法学、商事仲裁、专业调解、在线争议解决、公证、

民事执行、司法制度等领域的学术研究和国际合作，拓宽国际视野，并通过研究项

目、学术研讨会、系列丛书出版等形式，提升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努力达到国际一

流水平。 

2. 充实司法、仲裁、公证、调解、执行等领域的人才培养和智识储备。充分利

用我院多个相关学科在教学方面的经验和在法律实务界的影响力，为仲裁界、司法

界、商事调解与纠纷解决谈判、公证业务等提供高端人才培训，使中心成为具有扎

实基础、国际视野、实务阅历的复合型法律人才教育基地。 

3. 建设在司法、仲裁、公证、调解、执行等领域具有政策影响力的智库。

通过参与和研究相关立法和司法解释、法律政策形成、司法和仲裁案例，聚合国

内外一流学者和职业法律人，为我国在上述相关领域的法治建设和国际关系提供

知识、信息和智力支持。 

三、组织结构 

团队成员（以学科相关性为序） 

潘剑锋 傅郁林 刘哲玮 曹志勋 刘凯湘 葛云松 薛军 常鹏翱 贺 剑 张双

根 许德峰 陈若英 邓 峰 杨 明 高 薇 

专家委员会 

（中国大陆）张守文 陈瑞华 沈 岿 张卫平 王亚新 肖建国 沈四宝 刘晓春

陶景洲 宋连斌 陈福勇 费 宁 刘 京 蒋惠岭 何 帆 

（海外）（美）Kevin Clermont, Margaret Woo; （英）Neil Andrews; （德） 

Peter Gottwald, Burkhard Hess; （法）Loïc Cadiet ; （荷）Remco van Rhee; （俄） 

Dmitry Maleshin; （东欧） Alan Uzelac; （日）Koichi Miki（三木浩一）; （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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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汉琦; （新）葛黄斌;（台）沈冠伶、陈希佳；（港）傅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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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民商事争议解决方向基本情况 

一、方向介绍 

从 2017-18 学年度开始，依托争议解决研究中心，在法律硕士（法学）研究

生（以下简称“法本法硕”）招生序列中设立“民商事争议解决”方向，重点培

养兼具民商事实体法和民事诉讼法知识，有志于从事民商事诉讼和仲裁业务的研

究生。 

二、培养目标 

主要培养志在从事民商事争议解决（民事诉讼、商事仲裁）的专业硕士研究

生，从民商事争议解决的角度，帮助学生理解民商法学和民事诉讼法学的制度规则

和体系原理，打通实体法、程序法和证据法的关节。通过两年的学习，学生应熟

练掌握民商法和民事诉讼法的主要制度和基本原理，掌握基本的研究方法，能够

独立思考，并运用实体法和程序法的知识精准地分析实务问题。 

三、培养模式 

1. 遵循统一规则。遵循教育部和北京大学有关法律硕士培养的统一规定，比

如，在培养目标、学制、总学分、实习、学位论文等方面的统一要求，本方向均遵

照执行。 

2. 强调交叉研究。作为全国首创的打通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的硕士培养项目，

民商事争议解决方向在课程设置上同时兼顾民事实体法与民事程序法的教学与研究，

力求打通实体法和程序法之间的桥梁，并且推动理论研究与实务的深度结合。不仅有

民法总则专题、债权法专题、民法案例研习等民事实体法相关课程， 也开设民事诉

讼法专题、证据法专题、民事诉讼案例研习等侧重程序法的课程， 更有纠纷解

决、仲裁实务研习等贴近本方向培养目标的课程。 

3. 双导师制。为贯彻本方向贯通实体与程序的培养目标，防止只侧重于单一

部门法的学习与研究，民商事争议解决方向为每位同学同时配备实体法-程序法的

两位导师，使得同学们拥有跨部门法的交叉研究体验。在毕业论文的指导上， 

来自实体法和程序法的两位导师也会进行交叉指导，使得同学在实体法的研究中

能充分注意其在纠纷解决程序中的如何“落地”，在程序法的研究中也能考虑其作

用于实现实体权利的方式方法，更好地服务于本方向的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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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民商事争议解决”互评报告会。民商事争议解决方向是较新的法本法硕

研究生招生方向，方向导师组希望能够丰富培养方案，结合法本法硕培养的特点

和比较优势，使同学们能够在有限的学习时间中获得更充分和全面的锻炼与发

展。作为民商事争议解决方向的固定活动，一个月一次的报告会是本方向同学彼此

了解、提高智识的重要场合。报告会主要采用主报告人报告+多名指定评议人评

议+自由发言提问+老师补充评议的模式，增强对本方向热门实践问题的理论分

析和说理能力，并且在讨论和准备讨论中增强两级在校生的凝聚力和学习热情。

同时，报告会也安排了本专业热点新闻、立法、案例、论文的收集和整理环节，跟

进立法动态，推动理论和实践的深入融合。通过整理人对业界和学界新闻的总结归

纳，一方面丰富信息面，另一方面在形成惯例之后，为后续的论文选题提供更广

泛的选择基础。 

目前，报告会已经形成专题论文、案例评析等相关成果，并被刊出在部分期刊

和著作中。相关成果列举如下： 

尹航（北京大学 2018 级民商事争议解决方向法律硕士（法学）学生）：《ofo 

破产情况下用户取回押金的路径》，载《人民法治》2019 年第 5（下）期。 

郑怡硕（北京大学 2018 级民商事争议解决方向法律硕士（法学）学生）： 

《仲裁解决小额群体纠纷的申请人成本控制》，载《人民法治》2019 年第 5（下） 

期。 

许文韬（北京大学 2018 级民商事争议解决方向法律硕士（法学）学生）： 

《网络用户服务格式协议中仲裁条款的效力》，载《人民法治》2019 年第 5（下） 

期。 

刘晓春主编：《不可抗力与情势变更典型仲裁案例选编:从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出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0 年 8 月版（北京大学 2019 级民商事争议解决方

向法律硕士（法学）学生王宇、赵晴宇、田炼、林浩阳、谢翔、王淑馨、周指剑、

赵萌、张帅龙、张弛、苏睿、袁梦迪、王越、庄玥、朱禹臣参编）。 

刘晓春主编：《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典型仲裁案例选编》，北京大学

出版社 2021 年 1 月版（北京大学 2019 级民商事争议解决方向法律硕士（法学） 

学生王宇、田炼、林浩阳、周指剑、张帅龙、张弛、袁梦迪、朱禹臣参编）。 

部分同学参与报告会的感悟： 

尹航同学：参加了 3 期的争议解决研讨会，也经历了多次身份的转变：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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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信息收集，也做过评议，还进行了报告。不同的身份，带来了不一样的感触： 

信息收集使我们直观面对了行业的一手消息，发现了很多热点话题与最新成果； 

评议别人的文章使我第一次带着批判的眼光去阅读一篇文章，去分析它的论述是

否充分，逻辑是否清晰；自己进行报告是最为特别的，第一次听到了别人对自己文

章的看法，可以从全新的视角看待自己的不足，每一个身份都是不同的体验， 让我

获益匪浅。 

孙敏同学：作为 2018 级民商事争议解决方向的一名学生，参加研讨会已经

一个学期。虽说时间不长，可是收获良多，从老师和同学们身上学到的，除了及时、

可靠的专业知识，还有求学治学严谨的态度，发现问题的方法以及如何从读者的角

度建构自己的文章。这段宝贵的经历也将时刻提醒我，今后的学习道路上， 必要虚心

勤奋，时刻思考，积极交流，方能仰望星空，脚踏实地。 

史珂同学：研讨会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对论文的评议；二是对近一个月以来的

资讯的搜集。在论文评议的部分，最大的收获，正如刘老师所说，我们之前写论

文都是站在作者的角度，而往往忽略了读者的感受。尤其是在学术写作中，自说

自话是没有意义的。一方面，自己的研究要建立在了解现阶段他人的研究成果的基

础上，另一方面，自己写出来的东西也要能够被他人所理解和接受。在资讯搜集的

部分，最重要的还是培养一个习惯，对于近期发生的新闻事件、案件和发表的文章

的关注。同时，资讯的搜集不仅是一个简单的整理，也可以从中发现值得研究的

问题，以及了解不同的人对同一件事的不同观点。总而言之，研讨会对于我们来

说是一个很难得的交流机会，我从中受益匪浅。 

郑怡硕同学：研讨会的两个模块，论文研讨和资讯分享，对我个人都是蛮有意

义的。论文研讨促使人用批判的眼光阅读文本，通过老师和同学的交流得到了不少

论文写作的技巧、知道了应规避的问题。资讯分享则成为获取当月信息的池子，

从中得知新的动向和新的知识。 

唐丽同学：作为争议解决方向的学生，应密切关注民商事实践，研讨会便为我

们提供了如上平台。通过轮流整理立法、司法、论文等资讯，大家都亲身参与到

活动中来，高效地完成了实时消息的共享。 

四、基本要求 

科研能力水平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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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加导师组织的课题研究，完成相关科研工作； 

2. 独立完成收集资料、综述文献、检索法条等基础研究工作； 

3. 具备较好的外语听说读写译能力。 

 

 
学位论文基本要求： 

学位论文应由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并满足以下条件： 

1. 选题具有现实意义，能够回应甚至解决我国民商事争议解决中的实际问

题； 

2. 对所研究的题目有深入的观察和理解，全面收集既有研究文献； 

3. 形式上可以是一篇提出独立命题的学术论文，也可以是综合系统全面的案

例分析或调查报告； 

4. 研究方法上以规范研究为主，但也鼓励实证分析等多元化研究方法的运

用； 

5. 符合学术规范，一般不应少于 3 万字。 

 

 
新生能力水平基本要求： 

1. 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2. 具有法学本科学历，熟悉基础部门法学知识，具有良好的口语表达和书面

写作能力； 

3. 对民商法学和民事诉讼法学有学习兴趣，关注我国民商事事诉讼中的热点

案件和重大争议，有志于从事争议解决或相关法律工作。 

五、毕业去向 

民商事争议解决方向自 2017 年开始招生，虽然是一个年轻的专业，贯穿实

体法与程序法的培养机制使得毕业生们在就业市场上竞争力较强，颇受律所、法

院、仲裁委、国企、国家部委等就业单位的好评。目前已毕业同学的就业情况包括：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英国富而德律师事务所北京代表

处、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中国航油集团法律部、中国建设银行法律事务部、上海

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山东省纪委监委、河北省高级

人民法院、北京大学法学博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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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民商事争议解决方向师资力量 

民商事争议解决方向依托于北京大学纠纷解决与程序法研究中心。该中心旨

在依托并充分利用北京大学诉讼法学科组的多方面优势，充分整合校内外乃至国内

外的民法、商法、仲裁、司法等领域的研究资源，并与司法界、仲裁界、律师界、公

证界及工商行业解纷组织等相关实务界密切联合。研究中心也将为民商事争议解决

方向法本法硕的教学提供雄厚的师资力量和丰富的课程资源，也将为民商事争议解决

方向的法律硕士（法学）研究生提供理论基础雄厚，面向法律实务， 并兼具国际化

视野的信息平台和交流平台。 

目前中心能够为民商事争议解决方向提供研究生指导工作的师资力量包括： 

潘剑锋教授、傅郁林教授、刘凯湘教授、葛云松教授、常鹏翱教授、许德峰教授、张

双根副教授、纪海龙副教授、刘哲玮副教授、贺剑副教授、曹志勋助理教授。毫不夸

张地说， 本中心科研实力雄厚，人才储备充足，兼具民法、商法、民事诉讼法、

仲裁法、国际私法等多学科的专家学者，其厚度不仅在本院跻身一流，在全国范

围内也堪称名列前茅，足以保证教学任务的正常有序地完成。此外，本中心还将聘

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仲裁委员会、金杜律

师事务所等机构的专业人士担任校外导师，强化争议解决的实务课程。 

潘剑锋教授 

北京大学法学学士、法学硕士。现任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

师。研究领域为民事诉讼法学、证据学、司法制度、仲裁制度。 

 
傅郁林教授 

北京大学法学硕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研究领域为民事诉讼法学、比较民事诉讼法、司法制度、仲裁法学、纠纷

解决、裁判方法。 

 
刘凯湘教授 

北京大学法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

为民商法，包括物权法、合同法、公司法、合伙法、信托法等，兼及经济法、国际

经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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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云松教授 

北京大学法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

为民法总则、物权法、债权法、票据法、非营利组织法。 

 
常鹏翱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

域为民法总论、物权法、债法。 

 
许德峰教授 

北京大学法学博士，慕尼黑大学法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研究领域为公司法、破产法、合同法、物权法。 

 
张双根副教授 

柏林洪堡大学法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

域为民法，商法，德国私法。 

 
纪海龙副教授 

哥廷根大学法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民商法（民

法总论、债法、物权法、商法基础理论）、法学方法 。 

 
刘哲玮副教授 

北京大学法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

域为民事诉讼法，司法制度，程序法与实体法交叉研究。 

 

贺剑副教授 

北京大学法学博士，曼海姆大学法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为婚姻法、合同法、担保法、医事法、民法与民诉法交叉研究。 

 
曹志勋助理教授 

北京大学法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民事诉讼

法学，证据法，强制执行法学，民法与民诉法交叉研究，比较法学和司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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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民商事争议解决方向课程介绍 

一、重点课程 

1. 民法专题研讨 

该课程是民法学的理论深化课程。将在学生已经修读完毕民法基础课程的基础

上，选择民法领域的若干专题，组织学生搜集文献、撰写研究报告并进行课堂讨论。

目的是让学生通过对若干专题的深入研究，不仅对于相关领域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更重要的是，通过课程的学习，全面、深入地掌握民法学的研究方法， 具备发现问

题和系统运用各种研究方法解决民法问题的能力。 

2. 民法案例研习 

该课程希望通过完整、系统的案例教学模式，训练学生身为法律人需要具有

的民法思维和技能，提升学生分析实务案例的能力。该课程的教学重点是请求权

基础方法以及法律解释方法的训练，课程旨在提高学生援引、解释和适用法律条

文的能力，训练学生在案例分析过程中学会利用判例、学说和比较法，并学会对不

同的利益进行权衡，对不同法律理由、法律观点进行权衡和评价。 

3. 侵权法 

侵权法是民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系庞杂，理论复杂，实用性强，适用

面广，也包括了民事特别法（如公司法、证券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所涉及的侵权

责任问题的一般原理。该课程以《侵权责任法》、《民法通则》等现行法律为依据，

紧密结合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尤其是以大量法院判决为基础，吸收国内外

最新研究成果，理论联系实际，系统阐述了侵权法的基本原理和规则。本课程的目

标是，让学生具备扎实的侵权法基础，对于侵权法的体系和基本理论框架、我国现行

法上的基本规定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提高针对具体案件寻找法律、解释与适用法律的

能力，以及进行政策分析的能力。 

4. 民事诉讼法案例研习 

该课程采用案例教学模式，在请求权基础检索方法的基础上，结合从民事诉

讼的视角可能遇到的问题，对教学案例的具体内容进行分析和讲述。本课程不仅

要求学生熟练掌握民法请求权基础检索方法和法律适用和解释方法，也结合具体

案例，对诉讼标的、诉讼要件、诉讼参加人等民事诉讼法理论知识进行更为深入的

讲解。和民法案例研习课程一样，本课程采用作业、讨论、讲授相结合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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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要求学生在每次课前完成一次案例分析作业，助教和教师在阅读作业后， 

有针对性地组织课堂讨论并进行讲授。 

5. 证据法专题 

该课程旨在使学生全面、准确、系统地掌握证据法的基本范畴与理论；掌握

诉讼以及有关司解释中规定的有关证据的基本原则、基本制度和证据规则；正确

运用诉讼法以及有关司解释的规定解决实践中的问题，并具有综合解决诉讼实务

和相关法律事务中证据问题的实际能力。该课程主要介绍证据的概念与属性，证

据的种类与分类、证明对象、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推定、自认和司法认知、以

及证据法学的基本理论和我国证据立法最新发展等。 

6. 纠纷解决 

该课程旨在使学生了解民事纠纷解决学的理论体系和相关法律；正确理解了

解纠纷解决学与诉讼法学、证据法学、执行法学、法律诊所等学科和课程之间的关

系，以及本学科独立的方法论要求；把握我国纠纷解决的现实状况。本课程主要包

括总论和分论两部分。总论部分将介绍纠纷解决的基础理论，主要包括纠纷解决的价

值论；纠纷解决的模式论；纠纷解决的规范论；纠纷解决的制度论等， 使学生形成

关于本学科的基本概念，掌握本学科的分析工具。分论部分将重点介绍公证制度、

调解制度和仲裁制度，以公证法、人民调解法、仲裁法等相关法律规范为线索，梳

理制度问题，并比较其与民事诉讼的异同，探讨司法审查与纠纷解决机制之间的关联。 

7. 民事执行法理论与实务 

该课程旨在使学生系统掌握民事执行法学的理论体系、规范体系、中国实践

中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可能方案；正确理解民事执行法学的基本概念，明确相

近概念之间的区别和相互联系；深入理解民事执行法学的基本原理；正确把握民

事执行法的基本原则、各种程序和制度之间的相互关系；熟悉民事诉讼法和有关

司法解释中有关民事执行的重要规定，并能正确运用法律的规定分析和解决实践

中的具体问题。本课程分总论和分论两部分，总论主要阐释民事强制执行的基本概

念、原则和理论。分论主要以现有的强制执行法律规范以及中国实践中民事执行方

面存在的问题为研讨和评判的对象。同时，本课程还吸收强制执行理论研究的最

新成果，并借鉴国外，特别是德国、日本等法治发达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经

验，对我国强制执行法的完善提出立法建议。具体而言，本课程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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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括民事强制执行的基本概念、基本原则、民事执行机构、执行依据、执行

当事人、执行标的、执行管辖、执行的申请与受理、执行的进行、执行竞合、参与

分配、委托执行和协助执行、对妨害执行的处罚措施、执行救济、金钱请求权的执

行、物的交付请求权的执行、对行为请求权的执行，等等。 

8. 国际商事争端解决：实务与训练 

该课程旨在系统、重点训练法学院学生解决国际商事争端的能力与技巧，将为

法学院学生提供深入接触和学习国际商事争端解决实务的宝贵机会。通过授课，

学生将重新思考和理解国际商事争端解决的机制，提升法律职业素养和法律实践能

力。该课程的内容将涵盖国际商事领域的各种法律问题和实务技巧。学生将掌握

《纽约公约》、联合国贸法会示范法、国外重要立法、国际规则、惯例， 还包括国

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规则，重要的投资保护协定、双边投资协定等。教师将指

导学生研读相当数量的文章及案例，培养学生掌握进行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所必备

的专业知识。课程偏重实务训练，可与目前已有的国际商法、国际经济法方向课程

形成良好衔接和互补。 

 
二、教学计划 

 

课程性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计划开课学期  备注  

 

 
全校公共必修课     

（5 学分，港澳

台、留学生4学

分）  

 一外英语  2  第 1、2 学期均开  学校统开 

61410004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与实践 

2 

学校统开，每学期

均开设 

必修 

61410006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

学方法论 

1 

二选一 

61410007 自然辩证法概论 1 

 
61410008  

 
中国概况  

 
 

 
 

 

 
 

 
 

 

 
 

 

 
 

 
 

 

2 

 

 

 
 

第一学期（秋季） 

留学生、港

澳台学生，

请修“中国

概况” 

 

 

 
 

专业必修课  

（15 学分）  

02910740  民法总则专题  3  第一学期（秋季） 
 

 

三选一  02916902  物权法专题  3  第二学期（春季） 

02910940  债权法专题  3  第二学期（春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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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916191  

 
民法案例研习  

 
3  

 
第一学期（秋季） 

二选一； 如

本科期间两门

课程均已修， 

可以凭本 科

成绩单 申请

从专 业限选

或 专业任选 

课中补选 

3 分。 

 

02911962 民事诉讼案例研习 3 第二学期（春季） 

 
 

02980018 民事诉讼法专题 3 第一学期（秋季） 
 

 
 

02911030 商法前沿 3 第一学期（秋季） 

二选一  

02911011 商事组织法 3 第一学期（秋季） 

 

02911453 法律写作与检索 3 第二学期（春季） 

二选一  

02910081 法学论文与方法 3 第二学期（春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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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限选课  

（9 学分）  

02910740  民法总则专题  3  第一学期（秋季）     

02916902  物权法专题  3  第二学期（春季）     

02910940  债权法专题  3  第二学期（春季）     

02912670  企业与公司法专题  3  第一学期（秋季）     

02911460  
民事执行法理论与实 

务专题  
3  第一学期（秋季）     

02911960  纠纷解决  3  第一学期（秋季）     

02911480  合同法实务  3  第二学期（春季）     

02916642  侵权法专题  2  第二学期（春季）     

02911011  商事组织法  3  第一学期（秋季）     

02911030  商法前沿  3  第一学期（秋季）     

02911032  破产法  2  第一学期（秋季）     

02910095  
国际商事争端解决：实 

务与训练  
3  第二学期（春季） 

 

    

02911963  仲裁实务研习  3  第一学期（秋季） 
 

    

02910170  证据法专题  3  第二学期（春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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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选课  

（4 学分）  

学生可从法学院研究生课程库中或其他院系的研究生课程中选修自己感

兴趣的课程，作为任选课学分。  

 
 

毕业实习  

（3 学分）  

毕业实习即专业实习，要求学生在法律实务部门完成为期 4-6 个月的实习

任务，实习时间安排在一年级下学期期末之后。实习期间需认真填写实习

鉴定表，做好实习鉴定和实习总结。实习结束后，需及时提交实习鉴定表

和实习总结。具体要求请见“法学院关于法律硕士研究生毕业实习的规 

定”。  

 
毕业论文  

法律硕士学生的毕业论文，可以是学术性论文，也可以在课堂学习和专业
实习的基础上，以实习报告的形式撰写。实习报告可以是：调研报告、研
究报告、案例分析。关于毕业论文写作的具体要求请见“北京大学法学院硕
士研究生毕业论文写作和提交要求” 。 

 
备注  

须修满至少合计36学分（港澳台、留学生35学分），其中包括：全校公共

必修课5学分（港澳台、留学生4学分），专业必修课 15 学分，专业限选课 

9 学分，任选课 4 学分，毕业实习3学分。除此之外，还须完成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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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民商事争议解决方向负责人及联系方式 

民商事争议解决方向法律硕士（法学）项目

负责人：刘哲玮老师 

联系人：朱禹臣

联系方式： 

刘哲玮老师：010-6276-6157；liuzhewei@law.pku.edu.cn 

朱禹臣：18867531165；zhuyuchen@pk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