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度“上海市教育法学人才培养计划”项目评审结果公布

全市共10所高校17人入选
□见习记者 朱非

本报讯 近日， 上海市教委公

布了 2022 年度“上海市教育法学

人才培养计划” 项目评审结果， 全

市共 10所高校 17人入选。

根据评审结果， 入选研究项目

分别为“校外培训机构的行政法规

制” （华东政法大学 安娜） 、

“当前上海高校法治工作机构的设

施与运行现状与问题研究” （华东

政法大学 张阳）、 “中小学幼儿

园贯彻落实 《未成年人保护法》 路

径研究” （华东政法大学 陈波）、

“《学位法》 立法问题的研究” （华

东政法大学 关博豪）、 “发展中

小学线上教育的法律风险及规制研

究” （华东政法大学 徐骁枫）；

“我国教育法法典化的阻滞因素及

其破解” （上海政法学院 梁玥）；

“混合所有制形式下高校科技成果

转化交易模式规范要义———基于

‘先行’ 文件、 ‘先试’ 案例的实

证视角” （上海交通大学 王展）；

“校园欺凌治理法律规制体系研究”

（复旦大学 孟烨）； “行业高校治

理体系问题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

卞月妍）、 “教育申诉制度的法治

实践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 郑

晨）、 “高校法治秩序建构的国际

经验与中国探索” （华东师范大学

姚荣）； “非营利性民办教育‘关联

交易’ 的规制与自治研究” （上海财

经大学 王宇欢）； “法治视野下高

校教师师德失范的主要表现形态与治

理对策研究” （华东理工大学 秦

涛）； “新时代高校章程建设的问题

和建议”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戴

彬）； “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法律风

险防控研究” （上海师范大学 吴

玄）、 “高校标识的法律保护策略探

究” （上海师范大学 王宏）； “高

校教师职称评审中同行评议的程序规

制研究”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查自

力）。

□见习记者 朱非

本报讯 近日， 华东师范大学

长三角一体化法治研究院发布了

“长三角城市法治指数”， 旨在通过

长三角地区城市之间的相互比较，

清楚各城市法治建设的水平和等

级， 明确城市所处的方位， 为确立

下一步法治建设的目标和任务提供

准确的信息依据和参考方向。

华东师范大学长三角一体化法

治研究院院长刘平教授介绍，“长三

角城市法治指数”主要由“长江三角

洲城市法治指数测评说明报告”

“长江三角洲城市法治指数测评

（2020 年度） 总报告” “长江三角

洲城市法治指数测评 （2020 年度）

各城市分报告” 三部分构成。

城市法治指数设定了 9 个一级

指标， 包括依法治市、 科学立法、

严格执法、 公正司法、 全民普法守

法、 阳光政府、 社会治理、 营商环

境、 法律服务。 在此基础上， 分别

为 9项一级指标设定了 112 个二级

指标， 二级指标分为基础分项 （50

分）、 项目分项 （30 分）、 加分项

（20 分） 和减分项 （20 分） 四类。

其中“加分项” 是此次指数的

创新点， 为全国首创， 包括“完成

法规、 规章年度立法计划外项目”

“举行立法听证会或者有人大全会

审议的立法项目” “立法过程中有

征求公众意见的反馈机制” “公正司

法有制度创新” “有规范性文件或者

政策解读” 等 27项内容。

指数测评结果分为四等十级， 最

高是 A+ 级、 最低是 D 级。 第一次

测评对象包括 27 个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中心区城市， 27 个城市法治指数

测评总分平均值为 75.11 分， 显示出

法治水平总体良好。 测评总分等级获

得优秀 （A） 和良好 （B） 的城市共

有 20个， 优良率达到 74.07%。

等级为优秀的， 分别为上海、 宁

波、 嘉兴、 杭州、 常州、 南通、 无

锡、 泰州、 南京、 温州等 10个城市。

其中， 上海和宁波评级为 A 级， 其

余城市评级均为 A-。

学报集萃

民法典第三人清偿代位制度的解释论

刊载于《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21 年第 3 期

作者： 陆家豪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观点： 在方法论层面， 应认为 《民法典》 第 524 条存在

“开放型漏洞”， 应采取个别类推之方式进行填补， 该条除了适用

于法定清偿代位之外， 亦适用于意定清偿代位制度， 但意定清偿

代位制度在适用上必须要受到相应的限制。

对于 “合法利益” 的理解， 基于我国求偿权等相应配套制度

的完善， 应当采取狭义解释而非广义解释， 但须对未来司法实践

可能产生的新案型保持一定程度的开放性。

第三人清偿代位产生法定债权移转的效果，应基于《民法典》

之体系效应，将《民法典》第 700 条但书所规定的保证场合下的“债

权人不利地位之禁止” 条款类推适用于第三人清偿代位制度。

肖像权的特质与规则表达

刊载于《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 第 4 期

作者： 温世扬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士

生导师）； 刘昶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主要观点： 肖像权的客体具有复合性， 兼具精神利益与物质

利益。 《民法典》 遵从大陆法系传统理念， 秉持 “一元化” 的保

护立场。

防御权能为人格权的消极权能， 当肖像权受到他人侵害造成

损失时， 权利人可以请求损害赔偿。 其中， 得利剥夺作为一种

损害赔偿方式， 兼具预防与惩罚功能。 肖像使用者于合理使用

情形下利用的并非他人肖像中的经济利益， 因而不需要支付报

酬。

使用权能为肖像权的

积极权能， 《民法典》 针

对肖像权许可使用合同的

解释与解除制定了特别规

范， 对第 1021 条应当作目

的性限缩， 即仅存在两种

以上解释可能时才适用有

利于解释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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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名单公布

12种法学教材荣登高教类榜单
□见习记者 朱非

近日， 国家教材委员会发布了

《关于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奖励的

决定》 （以下简称 《决定》）。 全国

优秀教材 （高等教育类） 奖励名单

中， 12 种法学类教材榜上有名。

其中， 由 《法理学》 编写组编写的

《法理学 （第二版）》 和中国人民大

学王利明主编的 《民法学》 荣获

“全国优秀教材 （高等教育类） 一

等奖”。

12种法学类教材荣登榜单

根据 《决定》， 此次全国教材

建设奖授予 10 种教材“全国优秀

教材特等奖”， 授予 200 种教材

“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 授予 789

种教材“全国优秀教材二等奖”，

授予 99 个集体“全国教材建设先

进集体” 称号， 授予 200 名同志

“全国教材建设先进个人” 称号。

据了解， 全国教材建设奖是教

材领域的最高奖， 是检阅、 展示教

材建设服务党和国家人才培养成

果， 增强教材工作者荣誉感、 责任

感， 推动构建中国特色、 世界水平

教材体系的一项重大制度。

记者查阅榜单后发现， 有两种

法学类教材荣获“全国优秀教材（高

等教育类）一等奖”，分别是 《法理

学 （第二版 ）》 （本书编写组 ）；

《民法学》 （中国人民大学王利明

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王卫国和广东

外语外贸大学陈小君副主编）。

十种法学类教材荣获“全国优

秀教材 （高等教育类 ） 二等奖”，

分别是适用于本科教学的 《中国法

制史 （第二版）》 （中国政法大学

朱勇主编、 华东政法大学王立民和

中国人民大学赵晓耕副主编 ） ；

《宪法 （第五版）》 （武汉大学周叶

中主编）；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学 （第二版）》 （中国政法大学应

松年主编、 北京大学姜明安和中国

政法大学马怀德副主编）； 《国际

公法学 （第二版）》 （武汉大学曾

令良主编、 外交学院江国青和中国

政法大学周忠海副主编）； 《知识

产权法 （第五版）》 （中南财经政

法大学吴汉东主编 ）； 《物权法

（第四版）》 （清华大学崔建远 ）；

《经济法学 （第二版）》 （北京大学

张守文主编）； 《刑法 （第四版）》

（武汉大学马克昌主编、 莫洪宪执

行主编）； 《刑事诉讼法学 （第三

版 ）》 （中国人民大学陈卫东主

编 ）； 以及适用于研究生教学的

《法理学高阶 （第二版）》 （西南政

法大学付子堂主编 、 周尚君副主

编）。

此外，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

应松年、 郑州大学法学院教授吕明

瑜、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术委员会

主任吴汉东教授还入选了全国教材

建设先进个人奖励名单。

健全教材建设激励制度

国家教材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

就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评选的有关

问题答记者问时介绍了全国教材建

设奖的设立背景。

2016 年， 中办、 国办印发文件，

明确提出完善教材建设表彰激励机

制， 实施教材建设国家奖励制度。

2019 年 12 月， 经批准， 正式设立全

国教材建设奖， 由国家教材委员会主

办、 教育部承办。

全国教材建设奖面向大中小学教

材建设各领域各环节实施， 分设“全

国优秀教材 （分为基础教育、 职业教

育与继续教育、 高等教育三个大类）”

“全国教材建设先进集体” “全国教

材建设先进个人” 三个奖项， 每 4 年

评选一次。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

国首次设立全面覆盖大中小学教材建

设的专门常设性奖励项目， 是我国教

材工作领域的最高奖项， 是健全完善

教材建设激励保障的重要制度设计，

是树立教材建设标杆和典型的重要机

制性措施。 全国教材建设奖为优秀教

材和教材建设先进典型提供了重要展

示平台， 是社会各界了解教材工作的

重要窗口。

下一步， 国家教材委员会还将积

极宣传推广优秀教材， 加强先进集体

和个人典型事迹报道， 充分发挥全国

教材建设奖示范引领作用， 推动更多

教材建设精品力作不断涌现。 同时，

将加强对教材建设优秀成果的研究，

探索完善总结提炼机制， 深入挖掘教

材建设规律， 全面总结教材建设经验

做法， 系统整理、 提炼、 推广教材建

设各领域体制机制创新， 促进教材建

设高质量发展。 也将广泛听取各方面

意见， 进一步优化评选办法、 完善评

选方案， 为做好下一届评选工作奠定

更加扎实的基础。

华师大长三角一体化法治研究院发布“长三角城市法治指数”

为确立法治建设目标提供信息依据

全国优秀教材 （高等教育类） 法学教材奖励名单整理

注 销 公 告
上海兰汀岸企业管理咨询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统一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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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人决议，即日起注销，特此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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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代 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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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决议，即日起注销，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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