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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大学法学院 2017 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 

一、法学院本科教育基本情况 

（一）人才培养定位和目标 

兰州大学法学院的人才培养目标是：以法律职业需求为导向，立足西部，面

向全国，培养信念执著、品德优良、知识丰富、本领过硬、具有厚实的法学理论

基础、良好的法律职业素养、较强的法律实践能力同时兼具国际法务专长和西部

法治特色的应用型、复合型和创新型高级法律职业人才。 

法学专业培养德法兼修，具有坚定的法治理念、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合理

的知识结构、熟练的法律职业技能、熟悉国家法律和政策，能在国家机关、企事

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特别是能在立法机关、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仲

裁机构和法律服务机构从事相关法律工作的复合型、应用型、创新型高级法治专

门人才。 

知识产权专业旨在培养德才兼备，兼具文理科知识背景，具有扎实的专业理

论基础、熟练的知识产权实务技能，能够从事知识产权研究、经营和管理、知识

产权代理、知识产权司法审判等相关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高素质知识

产权专门人才。 

（二）专业设置情况 

法学院现有两个本科专业，分别为法学专业和知识产权专业。 

专业名称 学生数 所占比例 

法学专业 230 67.45% 

知识产权专业 111 32.55% 

1、法学专业 

法学（又称法律学或法律科学）是研究法、法的现象以及与法相关问题的专

门学问，是关于法律问题的知识和理论体系，是社会科学中的一门重要学科。 

2017 年 5 月 2 日，甘肃省教育厅增补我院法学学科为省级重点建设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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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2 月 28 日，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中我院法学评为 B-等级，在全国

居于中上水平。 

法学专业旨在培养学生良好的法学思维，通过系统学习法学基本理论和法律

专业知识，全面掌握我国法律、法规及有关政策，了解国外的法律和法学动态，

能够运用所学的理论和实务技能，独立分析和解决实际法律问题，具有较强的文

字和口头表达能力，熟悉司法实务、律师实务、司法鉴定和法医等专业技能。 

本专业的主干课程有：法理学、宪法学、民法学、经济法学、刑法学、行政

法与行政诉讼法学、民事诉讼法学、刑事诉讼法学、中国法制史、知识产权法学、

国际法学、环境资源法学、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学等。 

本专业开设的实践课程有：法律诊所、模拟法庭实战演习、刑事侦查学、司

法鉴定学等。 

2、知识产权专业 

知识产权专业通过系统地讲授知识产权各分支学科、法学相关学科以及一定

的管理学、理工科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着重对学生进行法学系统理论、

法学思维、法律实务和知识产权创造、管理、实施、保护等专业技能的训练和培

养，使学生具有全面、系统、扎实的法学理论功底和严谨的法学思维，具有系统

的知识产权法学知识和较强的知识产权法律实务技能。 

本专业开设的课程主要有：法理学、宪法、刑法、经济法、民法、刑事诉讼

法、民事诉讼法等法学核心课程的基础上，进而开设知识产权法原理、企业知识

产权、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专利文献检索、专利代理实务、知识产权模拟法庭实

战演习、机械制图基础、大学化学、现代生物技术等知识产权专业课程。 

本专业开设的具有鲜明特色的实践课程有：知识产权模拟法庭实战演习、专

利文献检索与分析、专利代理实务、知识产权案例研讨、知识产权评估等。 

（三）在校学生情况 

学院现有两个本科专业（法学专业和知识产权专业），有宪法与行政法学、

经济法学、民商法学、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刑法学、国际法学六个法学硕士学

位授权点和一个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J.M）。学院每年招收本科生 90 人左

右，现在校本科生为 341 人；年招收法学、法律硕士研究生 300 人左右，现在校

研究生 75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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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学院师资与教学条件 

（一）学院师资队伍情况 

学院历经 30 多年的发展，现已基本形成了知识结构合理、年龄结构优化、

人员相对稳定、教风学风优良、有较强教学科研及教学管理能力的教职工队伍。

学院现有教职工 55 人，其中，专业教师 43 人，教授 11 人，占 26.1%，平均年

龄 52 岁；副教授 20 人，占 46.5%，平均年龄 42 岁；讲师 12 人，占 27.9%，平

均年龄 32 岁。博导 3 人，硕导 35 人，具有博士学位者 30 人（占全院教师的 69%），

在读博士 4 人，具有赴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荷兰、韩国、

以色列、约旦、日本等海外高校学习、访问和赴港澳台高校交流等经历者 19 人。 

（二）师资队伍建设及培养 

2016-2017 学年度，学院积极引进和选聘优秀人才，以进一步增强学科建设

力量，不断为师资队伍注入活力，从法国引进张莉老师。 

2016-2017 学年度，法学院国家公派出国录取教师人数 1 人。 

2016-2017 学年度，学院聘请了近 20 位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来校举办讲

座或做学术报告，共举办讲座 20 余场次，营造了较为浓厚的学术氛围。 

（三）本科生课程主讲教师情况 

2016-2017 学年，主讲本科生课程的教师共 41 人。其中，2016 年秋季学期

有 5 名教授承担本科教学课程主讲任务，占教授总人数的 45.5%；由教授担任主

讲教师的课程有 5 门，共 6 门次，占本学期开课总门次的 17.14%。2017 春季

学期有 5 名教授承担本科教学任务，占教授总人数 45.5%；由教授担任主讲教师

的课程有 5 门，共 7 门次，占本学期开课总门次 18.91%；2016-2017 全学年有 

9 名教授承担本科教学任务，占教授总人数 81.82%，教授主讲门次共 13 门次，

占学年总门次 18.06% 

（四）教学经费情况 

2016-2017 学年，下达我院本科教学业务费 333688.64 元，生均 978.55 元，

日常运行支出 218488.64 元，生均 640.73 元，本科生参加专业大赛等活动支持

经费 46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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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教学基本条件 

1、实验室和办公条件基本情况 

法学院设有供学生进行专业实践使用的法医教学实验室、刑侦教学实验室，

这些专业的教学实践场所均具有完善的实践教学方案、管理制度和先进的仪器设

备，能够充分满足实践教学的需求，每个专业的教学实践场所均配备专职实践课

教师。 

法学院法医教学实验室和刑侦教学实验室创建于 1986 年。多年以来，在学

校及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学院的实验室建设工作有了很大发展。实验室面积

由原来不足 100 平方米增加到目前的 250 平方米。学院实验室仪器设备已实现信

息化专人管理，仪器设备使用率和完好率均达到 90﹪以上。在实验室环境与安

全方面，学院严格按照学校有关部门的要求，实验室宽敞明亮，卫生整洁，仪器

设备摆放整齐；水、电、气等设施布局合理、规范，实验台、凳、架符合要求；

防火、防盗、防爆等基本设施完善。 

学院于 2014 年 6 月由医学校区明道楼搬迁至盘旋路校区齐云楼 16、17 楼，

办公和教学科研场所得到了一定改善，现有办公面积 789 平方，根据学院学科发

展的需要，设置了多间学术活动室、法律诊所教室，建立了电子阅览室、图书室、

期刊室；并扩大了各研究所的使用空间，使研究所实现了教学、科研的多功能化；

同时还设置了教授工作室、副教授工作室，使老师们在愉悦的环境下开展教学科

研工作。在研究生培养方面，结合学院研究生规模较大的实际，增设了研究生办

公室，专门负责有关研究生招生、复试、毕业论文答辩以及研究生日常教学和管

理事务。 

为落实“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建设和法学专业试点改革的要求，增

强学院实践教学的功效，在学校统一招标的前提下，为学院的模拟法庭购置了专

用设备。 

2、实习实训基地建设 

自 2013 年以来，学院共建设法学教育研究实训基地近 30 家。2017 在此处

上，积极拓展并建议增加建设多处实习实训基地。2017 年 3 月 26 日，与江苏省

通州监狱签订法治教育实训基地共建协议书；5 月 26 日，与最高人民法院第六

巡回法庭签订合作协议；6 月 21 日，与兰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签订法学教育实

践基地共建协议；12 月 5 日，与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共建法学教育实践基地。

与此同时，我们紧紧围绕应用型、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的卓越法律人才培养目标

和要求，采取有力措施进一步保障、强化并做实了与法律实训基地的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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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表现在：在原有校地共建法学教学研究实训基地协议的基础上，学院根据本

科生兰州市榆中校区、兰州市本部校区两地多校区教学的实际情况，分别与四个

实训基地——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

院、兰州市榆中县人民法院就开展学生庭审观摩达成了专项协议。主要针对基本

的民商事案件、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审判，根据本科学生的知识结构和能力水平，

在每一学年中，法学院组织在上述每个实训基地开展四次庭审观摩，每次参加人

数为 25 人左右，共计 400 人次，即每位本科生至少有两次参与机会。法学院二

年级本科生主要在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和兰州市榆中县人民法院进行庭审观

摩，三年级本科生主要在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和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庭审观

摩。 

3、图书资料建设 

近年来学院出资 25 余万元购买了商务印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

大学出版社、法律出版社等多家优秀出版社出版的法学类期刊和图书补充到期刊

室和图书室，并对全院教师和学生开放，以满足师生对专业书籍的阅读需求。 

三、教学建设与改革 

（一） 课程建设 

在课程建设方面，为贯彻十九大精神，迟方旭、康建胜老师开设了十九大特

色示范课堂，课堂名称分别为“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

论概论——十九大精神专题研究之习近平法治思想”，“法律职业伦理教学中十九

大精神专题研究——以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为中心”。刘光华教授的“人生四季

与法治轮替”通识课已成功获批。此外，学院积极推行包括法学专业实践教学与

知识产权实践教学在内的实践教学项目。目前连续成功开设的实践教学课程有： 

《法律诊所教育》：力图促使师生由课堂走向社会、将教室搬进社区，结合

真实案例讨论解决方案，提供法律援助等公益服务。 

《模拟法庭实战演习》：以锻炼学生在实践中运用法律的能力为目标，在模

拟法庭活动的基础上改革创新，创设模拟法庭实战演习课程，将模拟法庭作为一

门必修课程，实现模拟法庭的常态化。 

《专利文献检索与解析》：专利文献检索与解析课程采用团队授课的方式，

通过我院授课老师与知识产权事务中心专家的联合指导，并利用事务中心的设备

设施条件，使学生迅速掌握专利文献的检索方法。 

《法学案例研讨课》：模拟真实案例的环境特点，通过训练学生收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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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信息、分析信息和表达等方面的能力，提升学生以法律思维提出问题、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另外，经过近几年的实践，知识产权专业在教学方面逐步探索了校内外资源

的互通共享，典型者如与知识产权相关专业如化学、药学等学院和专业，围绕复

合型、应用型知识产权卓越法律人才的培养目标，开展了深度、有效和制度化的

合作。 

（二） 教材建设 

为保证高质量教材进入课堂，法学院 2016 年开始按相关要求优先选用 “马

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材”，辅以“面向 21 世纪课程教材”、教育部推

荐教材和国家重点规划教材。在确立优先选用国家级、省部级获奖教材和近三年

出版的新教材的原则的同时，从学生实际出发，也允许选用法学院教师编写的具

有本校优势和地方特色的高水平、高质量的教材。特别是在没有前述教材的情况

下，学院允许在符合国家政策要求和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选用和直接引进先进的

能反映学科前沿的翻译出版的教材。 

近年来，学院教师主编或参编的教材 15 部，其中，国家级出版社出版教材

3 部，省级出版社出版教材 12 部。  

近年来，学院的教材建设和管理制度不断完善，学院的教材选用征订程序严

格规范，教材选用质量不断提高，取得了良好的管理效果，为教学质量的提高提

供了保障。 

（三） 科研项目与成果 

2016-2017 年度，学院继续积极支持社科类科研项目和教学研究项目申报，

学院教师先后获得立项的科研项目共 73 项，其中包括：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2 项，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 3 项，其他省部级社科基金项目 3 项，中央高校基本科

研业务项目 11 项（6 项为优秀研究生创新项目），受企事业单位委托协作研究的

横向课题项目 14 项；科研经费总入账 127.9 万元；学院教师发表各类学术论文

71 篇，其中在 CSSCI 期刊发表论文 24 篇。 

我院王渊老师的“兰州大学‘知识产权战略’课程与学生核心能力培养研究”、

韩雪梅老师的“‘法学论文写作’课程与学生核心能力培养研究”、王雅霖老师的

“兰州大学‘国际私法’课程教学模式研究——基于涉外卓越法律人才培养的视

角”教学研究项目也已获批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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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1、修改培养方案，以适应“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需要 

基于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要求，根据兰州大学教务处 2016 年 3 月

10 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和完善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的通知》，适应推进卓越法律人

才教育培养基地建设的实际需要，学院于 2016 年上半年重新修订了《兰州大学

法学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兰州大学知识产权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

案》，并统一完善和规范了《兰州大学法学（本科）专业课程教学大纲》和《兰

州大学知识产权（本科）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新修订的培养方案从两个专业的 2016 级本科学生开始实施，已经覆盖了

2016 级和 2017 级两个年级的 160 多名本科学生。对 2016 级本科生已按新方案

开设课程一年半，对于 2017 级本科生已按新方案开设课程一个学期，对两个专

业两个年级累计按新方案开设专业课程 27 门。从实施情况看，新方案专业课程

设置结构和学期分布更加合理，学分分配和课程时间安排更加优化，实施效果良

好，更加适应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建设和法律职业人才培养的实际需要。 

2、全面推进本科生导师制 

为加强教师对本科生在校期间的全程指导和个性化指导，学院从 2016 年开

始实施本科生导师制，每个教师每个年级辅导至少 2 名学生，每学期至少面对面

辅导 8 次。从实施情况看，效果非常好。 

3、全面加强应用型教学环节 

学院继续推行并完善校内课堂教学与校内法律诊所教学课程和模拟法庭教

学课程，配备实践教学所需的各类设备、仪器及其他设施，逐步增加实践课程在

教学计划中的比重。 

（五）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2017 年，经过学院团委的大力宣传和精心组织，我院共计申报立项创新创

业行动计划 10 项，立项 3 项。随后，对立项的项目进行了中期检查和结项评审，

3 项顺利结项，结项率为 100%。学院十分重视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2017 年，

学院拨付配套经费 1 万元用做创新创业行动计划的专项经费。同时，学院还组建

了创新创业专家小组，针对项目负责人开展了专项指导活动，王渊老师荣获兰州

大学创新创业教育先进个人称号。 

2017 年兰州大学创新创业行动计划（法学院）项目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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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题名称 项目类型 负责人 指导教师 

1 
电信诈骗中受害人信息的来

源调查和制度预防 
创新训练 周启帆 邓小兵 

2 
兰州牛肉拉面品牌保护的法

律问题分析 
创新训练 张欣欣 宋鹏 

3 
我者与他者——如何建构多

元一体民族国家的宪制 
创新训练 张译之 

杨彦虎/申

伟 

4 书行兰大—图书共享工作室 创业训练 王健 王渊 

5 

创新转化路径：医药专利连

接制度运行状况调研及出路

—以甘肃药企为例 

创新训练 路博宁 刘斌斌 

6 
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的

制度完善研究 
创新训练 罗景文 拜荣静 

7 
共享单车的公共空间管理

法律规范研究 
创新训练 杨万帆 李志强 

 

（六）加强国内国际交流与合作 

1、学生境外交流学习 

2016-2017 学年，我院共计 13 名学生赴境外学习交流，其中本科生 11 人，

硕士研究生 2 人。经过境外交流学习，开阔了学习视野。提高了学生的专业学习

能力和在外生活技能。 

2、学术交流 

学院根据学科发展的实际需求，制定了“请进来、走出去”的学术交流措施，

鼓励教师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近两年来学院教师多次参加了国内学术会议，10

余人次在各类学术会议上作大会主题发言。学院也积极推动同国内外高校的校际

和院际交流与合作，并与韩国东亚大学、法国马赛第三大学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

每年选派优秀本科生和研究生前往两校交流学习，同时计划与台湾中正大学法学

院在科学研究和学生交流等方面建立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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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近两年学院接受国内外学者访问交流情况： 

国外学者到我院访问情况： 

访问学者姓名及其单位 起始时间 研究内容 

德国奥格斯堡大学法学院教授 Thomas M. 

J. Möllers 2017年 9月 29日 学术讲座 

德国明斯特大学法学院教授 Reiner 

Schulze 2017年 9月 29日 学术讲座 

国内学者访问情况： 

访问学者姓名及其单位 起始时间 研究内容 

台湾高等法院检察署一级检察官张熙怀 2017年 4月 21日 学术讲座 

中国台北大学终身荣誉特聘教授陈荣传 2017年 6月 15日 学术讲座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何勤华 2017年 9月 11日 学术讲座 

四、教学质量保障体系 

（一）重视本科教学经费的供给与保障 

近年来，法学院筹资 25 万元购置了图书资料，并投入 50 余万元建起了电子

阅览室，更新了实验室设备。利用各种财力配备电脑等现代化办公设备，并给教

职员工配备了手提电脑、打印机等教学科研设备。为学生开展庭审观摩、社会实

践和课外公益性活动提供经费支持或保障。 

（二）强调本科教学质量的制度与队伍建设 

在学院研究生教学工作日益繁巨的情况下，坚持高职人员给本科生授课制

度，并将高职教师给本科生举办前沿学术讲座制度化、定期化。另外，学院本年

度还邀请了 20 余位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给本科生做讲座。同时，举办法律实务

讲座通过校外法律实务专家的言传身教，为学生走入社会、面对具体案例纠纷，

储备足够的法律实务知识和纠纷处理经验。为此，学院在本年度分别邀请校外法

律实务专家，在榆中校区和本部校区举办了多场专题讲座。其中包括榆中县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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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立案庭庭长陈旭红；榆中县人民法院审监庭副庭长安旭晨；榆中县人民法院

审判委员会专委宋立军等。 

实务法律知识与经验技能的讲座开展情况 

讲座主题 主讲人 时间 地点 

台湾非法证据排除框架与

实践 

台湾高等法院检察署

一级检察官张熙怀 
4月 21日 

榆中校区天山堂

C203 

版权贸易的法律分析——

出版法律实务谈 

商务印书馆编审王兰

萍 
9月 13日 

本部逸夫科学馆

报告厅 

监察委员会试点与反腐体

制完善 

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

周伟 
9月 22日 

榆中校区天山堂

C203 

家事审判改革探索和实践

—基于榆中县人民法院家

事审判工作改革实践的分

析 

榆中县人民法院立案

庭庭长 陈旭红 
11月 10日 

榆中校区天山堂

C302 

女性毒品违法犯罪问题刍

议 

中国政法大学赖修桂

教授 
11月 30日 

医学校区杏林楼

A4 教 

秉承法治梦想，全面深化司

法改革 

榆中县人民法院审判

委员会专委 宋立军 
12月 8日 

榆中校区天山堂

C302 

 

讲座类型主要分为以下三类： 

（1）庭审观摩后的总结评析：聘请庭审观摩中的主审法官对所审案件的基

本案情、争议焦点、法律适用和庭审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总结和评析，帮助参与庭

审观摩的学生进一步领会和掌握实践技能。 

（2）典型案例评析：聘请律师、法官和检察官对实际办理的典型案例从实

践操作层面进行全面评析，提高学生的案例分析能力。 

（3）法律实务前沿问题讲座：聘请法律实务专家对实务界关注的前沿问题

进行介绍和讲解，开拓学生对法律实务工作的视野。 

同时，法学院成立了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制定《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章

程》、《兰州大学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工作条例》，促进学院教学工作的规范化；

制定听课制度，给青年教师出点子、指路子，提高青年教师教学水平。 



兰州大学法学院 2017 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 

11 

 

五、学生成长与发展 

（一） 2017 届本科生基本情况 

我院 2017 届本科毕业生共有 106 人，本科生毕业率 100%；获得学士学位

人数 104 人，占应届毕业生人数的 98.11%，其中 35 人考取研究生，出国（境）

留学 6人，深造比例为 33.02%；直接就业42人，占本科毕业生总人数的 39.62 %。

至 2017 年底就业率为 72.64%。 

（二） 本科生获奖情况 

我院积极参加校团委组织的新生文艺汇演、12.9 长跑、我与国旗合影、“三

走”等各项校园文化活动，并获得了包括兰州大学 2017 新生文艺汇演特等奖，

“阳光杯”排球赛获校第四名，2014 级张译之同学获得校风学风建设“先进个

人”，“国学经典诵读” 学院获校优秀奖，四院联合春季运动会女子铅球第一名、

男子 1500 米第二名、法学院 2015 级获得道德风尚奖，兰州大学第三届啦啦操大

赛学院获校优秀组织奖，校排球联赛学院获校第三名等在内的多项荣誉，同时积

极组织学生参加省级或省级以上各类文体赛事，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在参加校内外科技文化活动等方面，法学院学生先后有王小米、于晓航等同

学在不同刊物发表论文 2 篇论文，全院有 30 余篇文章获得社会实践优秀论文，

并有 60 余人获得社会实践先进个人称号。 

在日常学习生活过程中，学院学生共获得省级、校级集体奖励 74 项。先后

有 17 人次获得国家级体育、英语竞赛奖项、108 人次获得不同级别的奖助学金。 

（三） 法学院校园文化建设 

1、学术讲座情况 

2017 年，我院邀请专家学者、法官律师为学生开设了二十余场讲座。 

法学院 2017年学术报告开展情况 

报告题目 主讲人 时间 地点 

台湾刑事司法改革再造

的三支箭 

台湾高等法院检察署一级

检察官张熙怀 
4月 20日 

医学校区杏林楼 A10

室 

传承兰大好校风好学风 法学院副院长吴双全 5月 17日 
榆中校区天山堂

C30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法学院副教授迟方旭 6月 2日 榆中校区天山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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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专题学习辅导报告 C302 

民法总则的变革与观察 
中国台北大学终身荣誉特

聘教授陈荣传 
6月 15日 

医学校区杏林楼 A11

教 

德法兼修·做有中国情怀

的法律人 

兰州大学法学院院长俞树

毅 
6月 30日 

榆中校区天山堂

C302 

大陆法系的变迁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何勤华 9月 11日 
本部逸夫科学馆报告

厅 

民法典分则物权编立法

问题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陈小

君教授 
9月 25日 

医学校区杏林楼 301

教 

欧洲数字化进程中的法

律前沿问题 

德国明斯特大学法学院教

授 Reiner Schulze 
9月 29日 

医学校区杏林楼 A11

教 

以中国《民法总则》为例

看法律教义学和法学方

法论间的关系——德国

视角 

德国奥格斯堡大学法学院

教授 Thomas M. J. Möllers 
9月 29日 

榆中校区天山堂

C302 

税眼观澜：漫谈税法与国

家治理现代化 

兰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陈

国文 
11月 6日 

本部逸夫科学馆报告

厅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治思想 

兰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迟

方旭 
11月 7日 

南通基地 2号楼 102

教室 

宪法权威与合宪性审查 法学院副教授邓小兵 11月 10日 
医学校区杏林楼 A12

教 

法律的另一面——我所

认识的法律 

榆中县人民法院审监庭副

庭长安旭晨 
11月 14日 

榆中校区天山堂

A401 

特色法治：中国方案与人

类智慧 

兰州大学法学院教授 刘光

华 
11月 17日 

榆中校区天山堂

C302 

女性毒品违法犯罪问题

刍议 
中国政法大学赖修桂教授 11月 30日 

医学校区杏林楼 A4

教 

从十九大报告看新时代

中国法治建设理念和前

景 

兰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康

建胜 
12月 1日 

榆中校区昆仑堂报告

厅 

新时代市场经济法治思

想——内涵、制度和路径 

武汉大学法学院孙晋

教授 
12月 7日 

医学校区杏林楼 A9

教 

秉承法治梦想，全面深化

司法改革 

榆中县人民法院审判委员

会专委 宋立军 
12月 8日 

榆中校区天山堂

C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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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业大赛情况 

我院依托 2017 年度兰州大学本科生专业大赛支持与奖励项目——“理律杯”

全国高校模拟法庭辩论赛培育项目的支持，经过法学院项目负责人和项目团队的

精心筹划，经过项目参赛队员长达三个多月的认真准备，在 2017 年“理律杯”

全国高校模拟法庭辩论赛中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2017 年 11 月中旬至 12 月初，由兰州大学法学院主办，兰州市高校法学类

社团论坛（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兰州理工大学、西北民族大学、甘肃政法

学院、兰州文理学院等高校的法学类社团），法学院团委、学生会、研究生会联

合承办的首届兰州市高校“明理杯”法律及中华法文化知识竞赛。 

通过这些专业大赛，不仅有参赛同学个人获得了组委会的表彰奖励；而且，

整个兰州大学参赛台前幕后全过程参与的整个兰州大学法学与知识产权专业团

队成员，都在知识与能力上得到了很大的锻炼和提高。  

3、社会实践情况 

走出校园走进社会，调查研究了解国情，在实践中增长才干。2017 年，学

院继续加强与甘肃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等实践基地和 29 家教学实训基地的联

合与合作，并在筹建“肃南县石窝会议纪念馆”和“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

两个实践基地。 2017 年暑期实践活动中，经过前期的宣传动员和专项指导，共

组建暑期社会实践团队 11 支，学院投入 3000 元用于支持社会实践团队。同时

2017 年有近 200 名本科生参加了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参与率近 60%，论文上交

率超过了 100%（个别同学提交了两篇报告）。实践结束后，对团队实践和个人实

践均进行了考核总结，将 8 支实践团队的实践情况在学生处、校团委和学院网站

进行了新闻报道，并在校团委的统一安排下制作了暑期社会实践主题宣传栏，10

月底进行了团队实践经验交流会，11 月初举办了实践成果图片展。 

法学院 2017年暑期专业实习情况登记 

序

号 
姓名 年级 实习单位 论文/报告题目 

1 罗景文 2015 
科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 
专业实习实践心得 

2 于容莹 2015 江西问章律师事务所 
信仰之路--记关于实习

的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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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刘思聪 2015 四川和睿律师事务所 
在实务见习中体会法律

职业的酸甜苦辣 

4 欧阳亭 2015 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 
赴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

院实习报告 

5 付玺琳 2015 河南省南阳市社旗县 暑期社会实践法院实习 

6 赵慧敏 2015 安徽明泉律师事务所 个人实习报告 

7 高圣智 2015 吉林省 
赴吉林冠林律师事务所

实习 

8 余紫琪 2015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实习有感 

9 曹幸 2015 山西潞安工程有限公司 

煤炭企业转型期间所面

临的主要问题--以山西

潞安工程有限公司矿建

分公司为例 

 

10 于晓航 2015 张家口市桥东区人民法院 
2015 暑期本科生专业实

习报告 

11 曹航航 2015 湖北省大冶市人民法院 

法学实习报告--记在湖

北省大冶市人民法院的

一次实习 

12 杨万凡 2015 
云南省大关县翠华镇中心

完小 
暑期支教社会实践 

13 李蓉 2015 山西潞安工程有限公司 

从环境法角度看煤炭企

业所面临的环境问题以

及解决办法--以山西潞

安集团为例 

14 王奂成 2015 沐阳县人民法院 暑期专业实习报告 

15 刘婉昀 2015 宁夏清之清律师事务所 
律师事务所专业实习心

得体会 

16 王艺伟 2015 平凉市崆峒区人民法院 基层人民法院实习报告 

17 梁嘉轲 2015 大理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 走进法院  贴近法官 

18 刘玉琪 2015 广西省防城港市防城区司 专业实习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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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局 

19 任佳炜 2015 承德县人民法院 法院实习心得 

20 陈东毅 2016 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让公平正义体现在每一

个案件中 

21 蒋玲 2016 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检察院 《论公诉案件中证据》 

22 朱宏伟 2016 
重庆市南川区基层人民法

院 
基于未综庭案件的分析 

23 钟月婷 2016 
福建省宁德市福安市安吉

大厦三层 

浅论中国律师事务所发

展现状及其前景 

24 靳云 2016 
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

院 

法院暑期实践―浅析法

学专业实习的问题及对

策 

25 关盛容 2016 
城步苗族自治县儒林镇人

民北路 

赴城步苗族自治县人民

法院开展专业实习 

26 杨翻 2016 内蒙古准格尔旗人民法院 基层法院工作与实际 

27 王雅喆 2016 广西金狮律师事务所 
赴家乡律所进行专业实

习并考察 

28 孟夕雅 2016 
长春市衡丰律师事务所 

吉林铸诚律师事务所 

浅述律师事务所实习经

历及思考 

29 刘晓阳 2016 河北省平乡县人民法院 专业实习 

30 白凡 2016 
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人民

法院 
专业实习报告 

31 包群华 2016 江西省修水县检察院 暑期专业实习 

32 郭忠谕 2016 云南省永平县博南律师所 暑期专业实习 

33 何奕萱 2016 明兴设备工业 专业实习报告 

34 茹珮峻 2016 新疆新额律师事务所 
法学专业实习之律所实

习感想 

35 张嘉鑫 2016 大连市中山区法院民九庭 法院实习 

36 李仪 2016 四川均鼎律师事务所 
《律师事务所现状及基

层法务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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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朱晓彤 2016 东山县人民法院 
关于基层法院使用方言

的问题的思考 

38 易曌 2016 河南省正阳县人民法院 法院审监庭实习报告 

 

2017年暑期社会实践项目统计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类别 地点 时间 参与学生 

1 

兰州大学法学社赴兰

州市社区进行普法宣

传暑期社会实践团 

社会服

务 

甘肃省兰

州市 

7月 17

日-7

月 30

日 

贾梦珂 刘珅 刘思聪 张睿 

何静 李飘 余凯 岳晓榕 

郑雨欣 许璐璐 甄建榜 康

小龙 许晓骞 许春歌 杨钰

雯 

2 

兰州大学法学院赴山

东省垦利区“寻觅自然

之美，调研黄河口生态

自然保护区管理与保

护”暑期社会实践团 

课题调

研 

山东省东

营市东营

区垦利县

西宋乡 

7月 20

日-8

月 16

日 

康鑫帅 李春燕 于振飞 陈

丹阳 董静寒 陈怡林 马杨

平 宋珺威 

3 

兰大绿队赴甘肃省张

掖市民乐县南丰乡炒

面庄祁连山北麓植被

保护调研暑期社会实

践团 

社会服

务      

实践调

研 

甘肃省张

掖市民乐

县南丰乡

炒面庄 

7月 17

日-8

月 23

日 

卢俊 杨得武 丁克传 刘慧

敏 冯斓 穆星斌 黄俊霖 

赵春莲 黄文发 寇亮亮 赵

媛庆 王璐洁 岳王嘉琳 郭

玥玮 和福群 蓝耘 赵建权 

4 

兰州大学赴陕西省关

中地区“关中印象”特

色地域文化考察暑期

实践团队 

课题调

研 

陕西省西

安市雁塔

区和陕西

省咸阳市

礼泉县袁

家村 

7月 17

日-8

月 13

日 

茹珮峻 王元诚 冯钰清 杨

潇 石烘坤 庞可 颜格 赵

万 罗全亮 夏晖鸿 侯凯华 

刘萍 高文慧 

5 

兰州大学法学院青年

志愿者协会 Sunflower

公益团队赴青海省曲

麻莱县巴干乡寄宿制

小学支教暑期社会实

践团 

知行计

划 

青海省玉

树藏族自

治州曲麻

莱县巴干

乡 

7月 17

日-8

月 13

日 

王铭智 李涵 满都海 李志

强 崔昱阳 王维妮 陈小春 

王雅真 刘文飞 王世英 何

佳雯 吕志杰 何丽慧 杨世

杰 

6 

兰州大学赴广东省梅

州市调研客家乡规民

约及普法宣传暑期社

会实践团 

一带一

路 

广东省梅

州市 

7月 16

日-8

月 12

日 

徐云蕴 王为 杨贵文 杨超

群 李泽嵘 韩尚杰 林婉芬 

马立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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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兰州大学法学院本科

生党员赴山东省德州

市法律下乡暑期社会

实践团 

社会服

务 

山东省德

州市陵城

区 

7月 29

日-8

月 29 

于晓航 高一帆 王惟俊 王

奂成 周志忠 巩斐凡 吴心

怡 王艺伟 朱心怡 杨琼洁 

8 

兰州大学赴天津市探

究调研相声文化产业

发展暑期社会实践团 

课题调

研 
天津市 

7月 20

日-8

月 18

日 

赵健含 刘新宇 李宇凡 任

昱霖 沈博寅 司楚琦 孙豪

毅 宋亭亭 王雨昕 吴博 

杨姝 赵伟萌 

9 

兰州大学赴临夏回族

自治州“一带一路”民

间法律适用问题调研

及普法暑期社会实践

团 

一带一

路 

甘肃省临

夏回族自

治州 

8月 1

日-8

月 15

日 

周瑞霞 张景怡 牟文杰 王

卓群 苏瑞 王东鑫 杨雨轩 

刘舒扬 刘欣雨 王紫萱 

10 

兰州大学赴兰州市“思

路燃情·青春筑梦”旅

游资源保护与开发研

究暑期社会实践团 

一带一

路 

甘肃省兰

州市 

7月 17

日-8

月 16

日 

朱玮玮 白志红 秦悦 于婷 

邱德志 戴文彪 念附顺 杨

皓 孔维杨 王伟林 张靖 

李雪梅 

4、学院特色活动 

2017 年，学院依托各级团学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体活动。

如四院联合春季运动会、六院联合迎新晚会、院内“法苑杯”球类联赛、新生辩

论赛等。同时，不断凝练提升打造具有学院特色的品牌校园文化活动。如今，

“3.15”“12.4”系列普法活动因其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覆盖面广、特色明显而

成为了法学院具有影响力、显示度很高的校园文化活动。 

法学院 2017年专业品牌学生活动开展情况 

活动时间 活动地点 活动内容 参与单位（人员） 

3月 15日 榆中县城 3.15普法宣传：法律咨询 
学生会、法学社、榆中县司

法局 

3月 19日 
榆中校区视野广

场 

3.15普法宣传： 

放映央视 3.15晚会 
学生会、法学社 

6月 4日 榆中县二中 模拟法庭展演 学生会常委 

6月 5-7日 
西北政法大学长

安校区 
全国大学生模拟法庭竞赛 学生代表 

6月 20日 齐云楼 1734 
全国大学生模拟法庭竞赛赛

后座谈会 
参赛师生 

11月 26日 
南通基地 105教

室 
知识竞赛 

兰州大学南通基地 

法学院 

11月 26日 盘旋路校区 校园宪法宣传活动 研究生会 



兰州大学法学院 2017 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 

18 

 

11月 27日 
榆中县马坡乡羊

寨小学 
送法进课堂 学生会青协 

11月 27日

-12月 2日 
清华大学 

第十三届“理律杯”模拟法

庭大赛 
学生代表 

12月 1日

-10 日 
线上活动 网上法律知识竞赛 学生会、萃英在线 

12月 1日

_11日 
线上活动 法制书画大赛 团委 学生会 

12月 4日 
本部大学生活动

中心报告厅 
法制电影展播《辩护人》 研究生会 

12月 4日 
兰州市区、榆中县

城 
普法宣传 知识竞赛 

兰州大学学生会、法学院学

生会、法学社、兰州市司法

局、兰州市城关区司法局、

榆中县司法局 

12月 4日 天山堂 C302 “至公杯”法律辩论赛决赛 学生会、相关学院代表队 

12月 4日 天山堂 C302 模拟法庭展演 
兰州大学学生会、法学院学

生会 

12月 5日 
兰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建设法学教育实践基地 学生会、相关学院代表队 

12月 8日 

盘旋路校区大学

生活动中心报告

厅 

12.4”普法宣传活动月之模

拟法庭展演活动 
团委 学生会 

12月 18日 

兰州大学附中中

学格致楼六楼礼

堂 

送法进中学反校园暴力模拟

法庭展演活动 
团委 学生会 

 

六、特色发展 

我院立足学院专业特点，加强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法律实践相结合，积极

开展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以丰富多样的实践活动巩固理论课程学习。 

（一）积极开展法学学术前沿讲座和法律事务讲座，加强我院青

年法学理论学习，为法律实践提高理论指导。 

为积极落实兰州大学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和法学专业综合改革试点

工作的要求，在积极组织开展学生参加法律实践、专业实习的同时，陆续邀请多

位院内外著名学者、专家等法学理论研究者及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法律实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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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我院学生开展了一系列的法学学术前沿讲座和法律实务讲座。 

（二）配合“模拟法庭实战演习”、“地方立法诊所”、“法律诊所”

课程的开设，创新开展法学院精品“模拟法庭”活动。  

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推进全面依法治国，落实“七·五”普法规划要求，

12 月 8 日晚，由兰州大学党委宣传部、学工部、研工部、共青团兰州大学委员

会和法学院联合举办的兰州大学 2017 年“12.4”普法宣传活动月之模拟法庭展演

活动在盘旋路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报告厅举行。法学院副院长吴双全教授、副教

授周桂党、讲师柴裕红和甘肃中立源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张翼担任点评嘉宾，法学

院党委副书记赵文瑞，团委副书记张雅宁，研工部曾玉娟和王宝强老师，以及法

学院在校研究生观看了展演，甘肃广电网络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前来录制节目。展

演结束后，现场的观众情绪激昂，纷纷表示整个展演进行的非常顺利和成功，使

人受到了教育和感染。各位嘉宾老师分别从参演同学们的精神风貌、案例的选取、

VCR 的展示、庭审环节的推进、举证质证、法庭辩论和法庭宣判等方面进行了认

真点评，并对本次模拟法庭展演活动给予充分肯定，同时希望今后的模拟法庭展

演活动能够继续办下去，并且越办越好，成为增强师生法律素养、营造法治校园

的重要载体。 

为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同时积极响应近年来反校园暴

力活动的号召，还莘莘学子一个和谐的校园，12 月 18 日下午四点半到六点，由

兰州大学法学院联合兰州大学附属中学于兰州大学附中中学格致楼六楼礼堂共

同举办了 12.4 普法宣传月之送法进中学反校园暴力模拟法庭展演活动。兰州大

学附属中学学生处主任孙永恒、中立源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怡萱担任点评嘉宾、兰

州大学附属中学学生观看展演。 

在专业课程中开设的“地方法律诊所”、“法律诊所”、“模拟法庭”等选修课

丰富了同学们学习的视野，拓宽了学生们认识法律实务的渠道。到法院进行案件

旁听、参观戒毒所，不仅使学生能够理论联系实际，分析实际法律问题，而且丰

富了学生的课余生活。暑期我院团委组织开展的社会实践活动，鼓励学生到法律

相关实务部门参加实习工作，这是增强学生创新实践能力的重要举措，也是使学

生提早认识社会的重要途径。                                                                                                                                                                                                                                                                                                                                                                                                                                                                                                                                                                                                                                                                                                                                                                                                                                                                                                                                                                                                                                                                                                                                                                                                                                                                                                                                                                                                                                                                                                                                                                                                                                                                                                                                                                                                                                                                                                                                                                                                                                                                                                                                                                                                                                                                                                                                                                                                                                                                                                                                                                                                                                                                                                                                                                                                                                                                                                                                                                                                                                                                                                                                                                                                                                                                                                                                                                                                                                                                                                                                                                                                                                                                                                                                                                                                                                                                                                                                                                                                                                                                                                                                                                                                                                                                                                                                                                                                                                                                                                                                                                                                                                                                                                                                                                                                                                                                                                                                                                                                                                                                                                                                                                                                                                                                                                                                                                                                                                                                                                                                                                                                                                                                                                                                                                                                                                                                                                                                                                           

（三）立足法学专业毕业实习，鼓励并组织学生到相关法律实务

部门参与具体实践活动。 

学院已经启动“兰州大学校地协作培养高层次法律人才”机制，该机制的启

动，为学院实习基地的建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并提供了丰厚的资源，甘肃省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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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甘肃省人民检察院、甘肃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甘肃省司法

厅、甘肃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甘肃省法学会以及兰州中级人民法院、兰州市

公安局、兰州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兰州市仲裁委员

会、甘肃正天合律师事务所等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以及律师事务所都

是学院实习基地的重要资源。 

为了与实训基地更好的衔接，学院建立法律援助工作站、模拟法庭、法律诊

所三位一体的院内专业实践基地，充分发挥团委、研究生会、学生会的引领、协

调和组织职能，积极开展众人参与的理论与实践充分结合的活动，形成了内外兼

修、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良好局面。 

七、任务目标和 2018 本科教学工作要点 

（一）严格教学秩序，确保教学计划有序、有效实施。2017 年上课“调、

停、代”数据处于中等稍高的情况，属于应调整的范围，2018 年加强对本科教

学运行中教师调、停、代课的管理，落实和保障教育教学按计划有序实施。 

（二）进一步明确和推进总结应用型、复合型卓越法律人才培养目标、培养

模式、培养特色和经验总结，修正传统的以教师为主体的“填鸭式”课堂理论教

学的弊端，发现并调动学生的能动性，探索建立与学生社团相捆绑的实体化、制

度化、固定化的实践教学理念和模式，提升学生将书本知识运用于实践的能力，

以及学以致用的行动能力，在以下三方面加强实践性、应用型能力的培养： 

1、借助实践教学建设和改革的契机，加强实践教学的硬件和软件建设，进

一步改善实验设施和优化实验室环境。 

2、进一步完善实践教学体系和教学内容。改变目前学院实验教学只是以刑

事侦查、法医、司法鉴定学等方面的专业知识为主的局面，邀请一些校外的实务

专家加入到实验课程授课团队中来。进一步改进法学实验教学方法和手段，加强

对实验教师的培训，增强对新的仪器、新设备的应用能力。 

3、积极应对并改进实践教学环节的薄弱点，尽量让每个学生都实际参与到

模拟法庭庭审观摩和法律诊所的教学当中去，充分发挥实习基地的作用，切实提

高实践教学效果。 

（三）依据教育部法学学科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新近发布的法学教育教学指

导文件精神和主干课程调整情况，修订开课计划，严格主干课程培养规划，充实

知识结构体系课程，优化专业基础课、专业课、实践教学、限选课、通识课等课

程结构配置，提升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促进人才培养高质量多样化。 

（四）加强教学研究项目申报工作，加强教学成果评奖申报工作。学院每年

均组织申报教学研究、改革等各类项目，每年均有教学项目和专项项目获批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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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团队项目、特色专业项目，共享课项目申报数量少，成果积累不足，第二层面

是教学名师各类各层级奖项、教学成果各类各层级奖项的评奖申报工作有待加

强，充分积累教育教学中取得的成绩，为发展积蓄内在力量。 

（五）完善数据建设，量化并优化教育教学各环节数据指标，以量化和优化

的数据指标构建体系完备的评价体系，完成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平台数据库数据填

报。在此基础上，对各种数据进行横向、纵向、环比等方面的比较，分析数据，

找出不足，增强规划，使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落到实处。 

（六）根据学校部署制定法学本科专业教学质量标准，构建质量保障规范和

监控机制体系，需要从培养目标、培养规格、课程体系、教学规范、教师队伍、

教学条件、教学效果等指标着手，进行中长期统筹考量和顶层设计。学院以教学

指导委员会为核心，安排经验丰富的教师，吸纳部分教学人员组成工作组，分析

现有的各个指标和条件，比对其他法学专业院校综合情况，借鉴经验，这项工作

正在有序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