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4

工作研究

编者按：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

(2021-2025年)》、《北京市全面依法治市规划(2021-2025年)》、《北京市法治政府建设实施意见

(2021-2025年)》部署要求，在新发展阶段持续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全面建设法治政府，北京政府

法制研究会、北京市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充分发挥首都法学资源优势，成立专家讲师团，整理了

《专家讲师团依法行政精品课程目录》向社会发布并动态调整，供各单位依法行政培训参考，为首

都法治政府建设提供理论支撑。

类 别 题 目 授课人 职称、职务

法治理论

《习近平法治思想》

金国坤 北京市委党校法学部主任、教授

杨伟东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二级教授

刘泽军 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院长、教授

吴长军 北京物资学院法学院副院长、教授

曹    鎏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

周睿志 北方工业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林学达 通州区委党校副教授

杨晓锋 中国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 杨伟东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二级教授

《法治中国建设的困难与进路》 李巍涛 北京交通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

《全面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重点与难点》
曹    鎏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

张    童 北京市法学会行政法研究会副秘书长

《法治政府建设的目标与任务》 熊文钊
天津大学法学院讲席教授、国家制度与国家治理研究院

副院长

《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 王    旭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

《新时代法治政府建设的新理念新布局新突破》张效羽 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教授

《法治政府建设的理论和实践》 刘泽军 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院长、教授

北京政府法制研究会、北京市

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专家

讲师团依法行政精品课程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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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解读

《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

余凌云 清华大学法学院公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吴长军 北京物资学院法学院副院长、教授

刘泽军 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院长、教授

杨伟东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二级教授

《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 刘泽军 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院长、教授

《北京市法治政府建设实施意见

（2021—2025）》

吴苗林 北京市司法局法治调研处二级调研员（主持工作）

周睿志 北方工业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法律解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金国坤 北京市委党校法学部主任、教授

周悦丽 北京市委党校法学部副主任、教授

《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
郑雅方 对外经贸大学涉外法治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任佳慧 北京鹏凯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周睿志 北方工业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史全增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中国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余凌云 清华大学法学院公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金国坤 北京市委党校法学部主任、教授

曾文远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食品药品与环境犯罪研究中心中心副主任

刘泽军 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院长、教授

黄    薇 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

张效羽 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教授

王    理 北京警察学院法律系讲师

朱金元 北京观道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

杨伟东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二级教授

《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周睿志 北方工业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史全增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刘罡明 北京桂润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

《中国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张效羽 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教授

《中国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张效羽 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教授

《中国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 刘泽军 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院长、教授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任佳慧 北京鹏凯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 贾秋美 北京市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处副处长

《北京市街道办事处条例》 周睿志 北方工业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北京市接诉即办工作条例》

金国坤 北京市委党校法学部主任、教授

刘泽军 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院长、教授

任佳慧 北京鹏凯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

吴长军 北京物资学院法学院副院长、教授

王庆翔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办法规三处处长

周睿志 北方工业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 王    旭 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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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

《民法典物权编》 葛   磊 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

《民法典颁布实施对社会的影响及启发》 葛    磊 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

《民法典的特色与亮点》 李超峰 朝阳区政协常委、北京汇祥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

《民法典通解通读》 王兴尧 北京乾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

《民法典对行政执法的影响》 王兴尧 北京乾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

《民法典中的社会治理问题研究》 韩琦燕 北京东元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

 

法治实施

《涉外行政法理论解读》 郑雅方 对外经贸大学涉外法治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交通领域依法行政问题》 郑    翔 北京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

《全面推进法治反腐新时代》 曹    鎏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

《老龄工作依法行政的对策》 郑    翔 北京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

《合同签订及履行的相关风险》
张晓黎 北京兰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

黄    薇 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

《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与完善国家机构组织立法》熊文钊 天津大学法学院讲席教授、国家制度与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

《新时代文化法治体系建设意义、挑战与使命》熊文钊 天津大学法学院讲席教授、国家制度与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

《关于政府间财政关系立法》 熊文钊 天津大学法学院讲席教授、国家制度与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

《北京市法治财政建设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陈以勇 北京市财政局法制处处长

《询问笔录制作、治安调解》 段    钢 北京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总队二级高级警长

《数字时代（互联网时代）的法治政府建设》张效羽 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教授

《机关人员处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及应诉技巧》黄    薇 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

《法律大数据在法治政府建设中的应用和发展》郭    璐 北大法宝产品中心总监 

《司法审查助力法治政府建设》 黄凤兰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依法治校与依法治教》 黄凤兰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北京奥运会与冬奥运的法律实践》 刘    岩 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原司长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 尚    珂 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物资学院法学院院长

营商环境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法治保障》 郑雅方 对外经贸大学涉外法治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政府招商引资和投融资法律实务》 薛克鹏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

《法治政府视域下的新型政商关系》 熊文钊 天津大学法学院讲席教授、国家制度与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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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纷化解

《做好新形势下行政应诉工作》 尹宏伟 北京市司法局行政应诉处处长

《行政复议法修订与行政复议实务》
庞    雷 北京市司法局行政复议应诉综合处处长

王科峰 北京知行法律实务研究中心主任   

《信访实务工作中的法律风险防范》 任佳慧 北京鹏凯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

《信访的法治化对策路径》 史全增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主渠道目标实现与行政复议制度发展完善》 曹    鎏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

《行政应诉实务及格式法律文书应用》 王科峰 北京知行法律实务研究中心主任

行政执法

《行政执法中的电子证据问题》 张昌利 联合信任时间戳服务中心主任

《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及相关政策解读》 郭    璐 北大法宝产品中心总监 

《行政执法典型案例剖析》 张效羽 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教授

《行政许可实务解析》 黄    薇 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

《行政执法新理念与执法方式的创新》 熊文钊 天津大学法学院讲席教授、国家制度与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

《行政裁量权优化行使和裁量基准科学

制定》
郑雅方 对外经贸大学涉外法治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行政处罚程序规范化建设》 吴长军 北京物资学院法学院副院长、教授

《行政强制的法治理论与实践》 史全增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公安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的主要内容》 曾文远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食品药品与环境犯罪研究中心中心副主任

《行政执法责任制的法理解析》 史全增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市场监管法律实务》 薛克鹏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 曾文远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食品药品与环境犯罪研究中心中心副主任

《重心下移与依法行政》 安    沛 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法制处副处长

《行政执法三项制度与法治政府创建》 杨伟东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二级教授

《行政执法实践相关问题及风险防控》 王明东 北京市司法局执法协调监督处一级调研员

《行政处罚法对行政执法工作的影响》 王明东 北京市司法局执法协调监督处一级调研员

《行政处罚注意事项及案卷制作规范》 王明东 北京市司法局执法协调监督处一级调研员

《食品（药品）稽查的重点和难点》 曾文远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食品药品与环境犯罪研究中心中心副主任

《“征、拆、整”过程中的“法、理、情”问题》梁    强 北京中策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

《行政执法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金国坤 北京市委党校法学部主任、教授

《属地行政执法实务问题精讲》 张    童 北京市法学会行政法研究会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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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素养

《基层公职人员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张琴琴 北京市政协委员，通州区司法局局长

《领导干部法治思维与依法行政》

周悦丽 北京市委党校法学部副主任、教授

张效羽 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教授

张    童 北京市法学会行政法研究会副秘书长

《提高依法行政水平、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周悦丽 北京市委党校法学部副主任、教授

杨伟东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二级教授

《劳动保障监察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 吴长军 北京物资学院法学院副院长、教授

《运用法治思维防范化解重大执法风险》 史全增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推进基层法治与德治建设》 周悦丽 北京市委党校法学部副主任、教授

《基层社会矛盾的法治化治理》 史全增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基层社会治理的法治思维》 林学达 通州区委党校副教授

《北京社会治理法治创新》 刘泽军 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院长、教授

《树立法治思维、提升街乡平安建设能力》 周悦丽 北京市委党校法学部副主任、教授

《社区治理和物业管理实务工作》 张    童 北京市法学会行政法研究会副秘书长

法治宣传
《法治新闻写作》 万学忠 法治网总裁

《法治舆情现状特征与案例解析》 付    萌 法治网总编辑助理兼舆情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