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博士学位研究生招生简章陆续发布

华政首次招收智能法学专业博士生
□见习记者 朱非

本报讯 日前， 本市法学院校

陆续发布博士招生简章。 就现已公

布的博士招生简章来看， 各高校均

以申请考核制为主， 仅华东政法大

学仍保留普通招考方式。

华东政法大学 2022 年拟招收

109 名博士研究生， 招生方式包括

普通招考、 申请考核、 硕博连读三

种。 与去年相比， 普通招考取消

“公安法学” 专业， 增加“刑事司

法学” 专业， “法律方法论、 党内

法规” 专业从普通招考方式调整为

申请考核方式。 硕博连读取消“民

商法学” 专业。 智能法学专业

2022 年首次招收博士研究生， 采

取申请考核制。 申报华政招考制及

申请考核制的考生都应在 2022 年

1 月 10 日前登陆中国研究生招生

信息网博士生报名系统在线报名。

上海交通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和上海财经大学 2022 年均采用本

科直博、 硕博连读、 申请考核三种

方式招收博士研究生。 上海交通大

学凯原法学院 2022 年拟招收 31 名

全日制和非全日制博士研究生， 其

中招收全日制博士生的专业有“法

学理论、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民商

法学、 知识产权法学、 诉讼法学、

经济法学、 国际法学”。 报考上海

交通大学的考生需在上海交通大学

研究生招生网上报名， 系统开放时

间为 2021 年 10 月 15 日至 12 月

15 日或 2022 年 3 月 15 日至 4 月

20 日， 具体报名截止时间需查阅

学院通知， 考生需要在学院规定的

时间进行网上报名。

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 2022 年

拟招收 7名博士研究生， 招收的专

业分别为法学理论、 刑法学、 民商

法学、 诉讼法学。 报考华东师范大

学的考生可于 12 月 27 日前在华东

师范大学研究生招生信息网报名。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 2022 年

拟招收 20 名博士研究生， 招收专

业为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民商法

学、 经济法学、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学、 国际法学。 报名现已截止。

截至发稿前， 复旦大学尚未公

布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

学报集萃

技术性人格： 人工智能主体资格的私法构设

刊载于《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21 年第 5 期

作者： 王春梅 （天津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法学博士）；

冯 源 （天津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法学博士）

主要观点： 就方法论而言， 人工智能体的主体资格完全可以在与

自然人法律人格相切割， 并在与物格相区隔的基础上得以证成， 也即

反向验证， 人工智能作为技术造物， 可以从自然人人格中分解出技术

性人格， 借助于法律拟制技术获得相应的法律位格； 正向验证， 人工

智能的自主性和社会性使其难以被融入物格层次结构， 从而应当纳入

主体范畴。

在具体制度构设时， 可以在规范称谓上以 “技术人” 称之， 以保

持与自然人、 法人的名称同构， 并对其主体资格的取得和终止设置登

记要求； 在财产—责任机制上， 不设主体资格准入之财产强制， 但对

其所有人或管理人配置以补充连带责任， 求得交易安全与产业发展之

平衡； 在权利能力范围上， 严格限定为财产法领域， 以维护自然人在

亲属法和身份法领域之伦理性、 目的性， 并由此揭示出人工智能体人

格之有限性。

算法歧视的民事责任形态

刊载于《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21 年第 5 期

作者： 潘芳芳 （中国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

丹麦哥本哈根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

主要观点： 算法决策在社会交往中的应用日趋普遍化， 产生了算

法歧视这一一般性问题。 根据算法歧视发生的不同场域， 可以将算法

歧视区分为无缔约情形下的算法歧视和缔约过程中及合同履行过程中

的算法歧视。

在无缔约情形下， 算法歧视本质上是对民事主体信用权、 平等就

业权等人格权的侵害。 利用算法决策的行为人如使用敏感数据， 则应

当推定其存在侵权故意。 在其他情形下， 由于行为人负有对算法程序

的影响评估和合规审计义务以及一定的算法解释和说明义务， 违反义

务本身即可认定其有过错。

在缔约磋商和合同履行过程中， 上述保护义务可归入前合同义务

及附随义务的范畴， 且行为人还负有信息安全保护和正当程序保障义

务。 上述责任形态发生竞合时， 应赋予受算法决策影响的一方选择

权。

我国加密货币财产属性的司法认定

———以金融法与民商法的二维区分为视角

刊载于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2021 年第 6 期

作者： 许多奇 （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蔡奇翰 （复旦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研究生）

主要观点： 近期， 加密货币价格的大起大落引起监管机构的广泛

关注， 如何防范其引发的系统性风险不仅成为监管的首要宗旨， 也成

为司法的重要考量因素。 在司法裁判中， 区分民商法与金融法两个维

度， 更有利于厘清加密货币的财产属性。

当私主体的风险仅限于合同

双方当事人时， 应从民商法的角

度， 肯定加密货币的财产属性；

而当私主体交易的风险可能向金

融市场传递时， 则应当从金融法

的角度， 认定其为金融商品或货

币资产属性， 否认交易的有效性

并限制加密货币与法定货币之间

的可兑换性。

朱非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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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名单公布

本市高校6位法学学者项目入选
□见习记者 朱非

本报讯 11 月 26 日， 全国哲

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将 2021 年

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名单

予以公示， 351 位专家的项目入

选， 其中 28位为法学专家。

本市高校 6 位法学学者入选

2021 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具体项目分别为“新形势下我国参

与知识产权全球治理的战略研究”

（中国科学院大学 马一德、 同济

大学 许春明）， “习近平法治思

想中的民生保障理论研究” （华东

政法大学 胡玉鸿）， “数据中国

背景下公共数据技术标准的法治体

系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 杨力），

“民事司法程序现代化问题研究”

（华东政法大学 杨凯、 复旦大学

章武生）， “美国全球单边经济制

裁中涉华制裁案例分析与对策研

究” （中山大学 刘瑛、 上海交通

大学 沈伟）。

其他入选的法学相关项目分别

为“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历史逻

辑、 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研究”

（中国法学会 王伟国）， “我国数

字经济安全的动态预警、 治理机制

和法律保障研究” （浙江大学 范

柏乃）， “网络化开放创新范式下

企业知识产权市场化保护与价值转

化法律机制研究” （武汉大学 宁

立志、 浙江大学 李永明）， “行

政法总则制定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研

究” （中国政法大学 王青斌 ），

“基于法治、 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

的技术法规研究” （中国政法大学

柳经纬）， “网络信息安全监管的

法治体系构建研究” （中国人民公

安大学 曹诗权、 中央网络安全和

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李湘宁 ），

“互联网平台的社会影响及治理路

径研究” （北京理工大学 齐延

平、 清华大学 王勇）， “秦汉至

唐律令立法语言分类整理、 谱系建构

与数据库建设” （吉林大学 刘晓

林）， “近代中外条约研究学术文献

的搜集、 整理与学术史研究 （1842—

1949）” （湖南师范大学 李传斌），

“社会信用体系的法律保障机制研究”

（北京大学 王锡锌）， “完善医疗保

障基金监管法律制度研究” （中国政

法大学 张卿）， “我国经济制裁法

律体系构建研究” （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 简基松）， “总体国家安全观下

产业知识产权风险治理现代化研究”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黄玉烨、 湘潭

大学 肖冬梅）， “数字经济的刑事

安全风险防范体系建构研究” （中国

政法大学 刘艳红 、 南京师范大学

姜涛）， “智媒时代公民隐私保护问

题研究” （南京师范大学 顾理平）。

□记者 徐慧 见习记者 朱非

本报讯 11 月 27 日， 上海市

法学会体育法学研究会 2021 年年

会暨第二届体育法治高峰论坛在上

海政法学院举办。 与会专家就 《体

育法》 的修改完善提出建议。

上海市法学会体育法学研究会

副会长、 上海政法学院体育法治研

究院院长谭小勇认为体育法律规范

基数大， 供给逐步加快， 体育法规

体系初步形成， 依法行政初步实

现， 类型多元、 层次分明的网络化

体育法规体系初步织密， 以一法三

纲为基石的体育法治体系基本建成

等成就以及体育立法体量大， 实效

性、 可操作性弱等问题， 并提出了

转变政府体育职能， 加强社会监

督， 推进体育人才培养等具体解决

方案。

华东政法大学关博豪老师以

“重大体育赛事公共安全风险防范

的法治对策” 为题， 提出重大体育

赛事公共安全中的两大问题： 安全

保障机制缺乏、 安全监督不到位。

认为 《体育法》 修法应当对此类问

题作出回应。 他提出了具体的法治

对策： 明确参赛者的安全权和赛事

组织者的安全义务、 建立赛事安全

标准、 严格赛事审批制度等具有高

度的参考价值。

上海市政府参事关保英教授认

为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对于体

育法治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和指导作

用， 并就如何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

指导， 加强体育法治建设提出了建

设性意见。

上海政法学院体育法治研究院

副院长徐士韦在新时代退役运动员

转型保障制度创新研究主旨报告中

揭示了新时代运动员全面发展和追

求竞技水平高精尖的矛盾会更加凸

显的趋势， 提出了普惠型运动员转

型保障制度。

此次论坛由上海市法学会体育

法学研究会主办， 上海政法学院体

育法治研究院承办， 上海市律师协

会体育业务研究委员会协办。

11 月 27 日， 中国法学会行政

法学研究会 2021 年年会在北京召

开。 本次年会由中国法学会行政法

学研究会主办，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

政府研究院承办。 年会以“贯彻习

近平法治思想， 推动行政法治新发

展” 为主题， 围绕“行政法法典化

的基础理论” “数字政府建设的法

治保障” “涉外行政法治问题”

“行政争议的多元化解与实质性解

决” 和“行政处罚及其他行政法问

题” 等议题展开研讨。

中国政法大学校长、 中国法学

会副会长、 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

究会会长马怀德教授表示， 论坛探

讨的问题都是当前行政法学研究的

热点问题、 难点问题， 具有较强的

思想性、 理论性、 前沿性和实践

性。 期待此次交流， 能够积极回应

实践部门的关切， 推出创新的理论

成果， 凝聚更多的理论共识， 不断

提升行政法学研究会在繁荣行政法

学研究、 服务行政法治实践方面的

能力， 共同推进行政法学发展和法

治政府建设。 明年行政法学会研究

会要在行政立法特别是行政基本法

典编纂研究上下功夫， 要在行政执

法和法律实施上下功夫， 还要在自

身建设上下功夫。

（朱非 整理）

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2021年年会在京召开

关注行政基本法典编纂研究

第二届体育法治高峰论坛在上政召开

体育法治体系构建应注重实效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