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法院校陆续发布2022级本科新生大数据

上海政法学院共招录2387人
□见习记者 朱非

本报讯 日前， 全国各政法院校陆续发

布 2022 级本科新生大数据。 数据显示， 中

南财经政法大学招录的本科新生最多， 为

5134 人。 截至发稿前， 华东政法大学新生

大数据尚未发布。

中国政法大学 2022 年录取本科新生

2155 人， 实际入学新生 2206 人 （含预科班

转本科 51 人）。 实际入学的男生人数为 721

人 ， 女 生 人 数 为 1434 人 ， 男 生 比 例

33.46%， 与 2021 年 33.61%相比无明显变化。

新生来自 30 个民族， 少数民族中回族人数

最多， 为 51 人； 满族人数次之， 为 40 人。

上海政法学院 2022 级本科新生共 2387

人， 分别来自 29 个民族， 其中汉族人数最

多， 为 2265 人； 除汉族外， 维吾尔族人数

最多， 为 30 人。 新生的男女比例为 1:2.3，

男生比例较 2021 年下降了 3% 。 新生中

2004 年出生的人最多， 为 1528 人， 其中年

龄最小的 14 岁。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除少数民族预科 122

人， 第二学士学位 90 人和港澳台学生 211

人外， 2022 级共迎来本科新生 5134 人。 其

中， 法学院的新生数量最多。 在男女比例方

面， 今年的男女比例继续延续三七比的传

统。 在 15 个学院中， 刑事司法学院的男生

占比最大， 法学院的男生数量最多， 法学院

女生数量全校最多。 新生中有 735 名同学来

自 38 个不同的少数民族， 来自土家族的少

数民族同学多达 130 人。

西北政法大学 2022 年招录本科新生

3090 人。 其中， 男生 973 人， 女生 2117

人， 新生男女比例为 1:2.17。 新生共计 237

来自 28 个少数民族。 2022 级星座前三由天

秤座、 狮子座、 双鱼座和金牛座 （并列） 包

揽。 从学科类型来看， 文史类 1878 人， 理

工类 603 人， 文理综合 186 人， 艺术类 254

人， 公安类 169 人。

亲爱的同学们、老师们：

我首先要祝贺各位成为清华法学院大

家庭的一员！ 因为你们的到来， 法学院的

每一天都是新的！

最近两、 三年以来， 同学们过得相当

不容易， 在持续“抗疫” 的同时， 还要尽

全力复习、 应考。 这些考验， 让你们的意

志得到磨练。 有志者事竟成！ 你们最终能

够怀揣理想迈进清华法学院， 选择捍卫法

治， 可喜可贺。

捍卫法治， 最好是能够得到法治探索

者、 亲历者的引导。 法学院的老师们， 是

一群有理想的人， 是探寻中国法治之路的

先行者。 清华法学院有大楼， 更有以崔建

远教授、 张明楷教授为代表的大家。 法学

院复建 27 年以来， 顺应时代潮流， 坚持

将法学教育和国家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持之以恒地走国际化道路， 形成了鲜明特

色， 成为国内一流、 国际知名的法学院。

在人才培养方面， 老师们始终以造就具有

国际视野、 中国情怀、 清华特色的一流法

治人才为目标， 教学改革始终在路上。 最

近， 我们在研究生新生入学强化教育课程

方面所做的精心设计和相关改革， 想必各

位在座的博士生、 硕士生已有所体会。

在科研方面， 老师们专注于解决事关

国家、 社会发展的全局性、 关键性难题，

形成了一批有广泛影响、 贴近社会需求的

研究成果， 为将法学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

做出了清华法律人的努力。 在社会服务方

面， 有很多老师直接参加了国家立法活

动， 以及最高司法机关的司法解释、 司法

政策的制定工作， 参加了各级司法机关、

行政机关组织的大量疑难案件或复杂法律

问题的论证， 对科学立法、 公正司法、 依

法行政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这些出色老师

们的引领下， 与中国法治同行， 捍卫法

治， 你的法律人生一定会出彩。

你们当中的多数人未来所从事的职业

都有其特殊性。 一般人没有违法犯罪、 没

有遇到法律难题， 通常不会与你们“打照

面”。 那些处在人生艰难时刻的人眼神里

流露出来的， 一定是对你们的祈求、 期待

以及对法治的渴望， 你所提供给他们的法

律条文以及法理知识， 无疑应当是最精

准、 最清晰、 最易懂的， 你的所言所行，

对于捍卫法治， 点滴推进法治无比重要。

捍卫法治， 必须始终如一。 要学好中

国法律， 掌握捍卫法治的本领， 你必须学

习正确的法学方法论， 提升自己的敏锐性

和判断力， 同时， 你还必须仔细观察社

会， 用一定时间做田野调查， 参与社会实

践， 平心静气地面对各种社会现象， 寻找

相对合理的社会矛盾解决之道； 你还必须

关注实际发生的个案， 在参与案件或公共

话题讨论时， 理性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为

此， 建议你结合课程学习， 多阅读法院已

经做出的各种判决， 看看司法实践如何运

作， 从中发现真正的中国问题， 尝试构筑

推进中国法治的真知。

始终如一， 意味着各位在学习过程

中， 必须下苦功夫、 笨功夫。 但是， 又不

要误把学法律、 探寻法治的精髓简化为

“背法条”、 查字典。 作为著名大学法学院

的学生， 你们需要承受更多压力， 吃更多

的苦， 要尽快适应新的学习环境和学习环

节， 一步一个脚印地学习， 不能有半点偷

懒和松懈。 刚才致辞的法学院校友、 香港

特别行政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先生，

1999 年进入清华大学读法学本科， 我当时

是他的班主任。 根据我的观察， 他是一个

内心坚定、 学习刻苦的人。 他显然很清楚

地知道自己应该学什么， 学了之后有什么

用。 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到清华法学院完

成作业， 与老师和同学交流， 付出很多，

也学到了真本领。 他回到香港后， 先后在

多个重要岗位上历练， 始终如一地为践行

《宪法》 和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所

确立的“一国两制” 做出了清华法律人的

独特贡献。

始终如一， 要求你必须防止一些不良

但极易发生的倾向。 子曰： “君子耻其言

而过其行” （《论语·宪问》）。 你不能总是

陷入空想或只说不做。 你不能在学习时没

有内心定力， 遇到困难就轻易“缴械投

降”； 你不能总惦记着投机取巧、 弯道超

车， 做作业、 写论文时抄袭更是极其危险

的选择。 我们院里之前也有个别毕业生因

为论文引用不规范而付出了相当的代价。

在这样的场合“家丑” 外扬， 我只是想告

诉在座诸位： 学术规范， 像空气和阳光那

么平常， 但我们每一秒都离不开它。

法治建设和法学教育都需要后继有

人， 各位重任在肩！ 相信你在为祖国健康

工作五十年之后， 面对一本本在清华法学

院积攒的泛黄讲义时， 你还会回想起坐在

教室角落听课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以及那

些为捍卫法治而许下的庄严承诺。

谢谢大家！

（略有删节） 朱非 整理

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周光权在2022年法学院开学典礼上的致辞

捍卫法治 始终如一

华东政法大学主办

《法学》英文期刊首期出版

用专业话语讲述

中国法治成就
□见习记者 朱非

本报讯 9 月 2 日， 华东政法大学主办

《法学》 英文期刊首期出版发布会暨中国法治

建设国际传播研讨会。 《法学》 英文期刊将定

位为“中国问题、 中国视角、 中国立场”。

华东政法大学党委书记郭为禄在致辞中表

示， 《法学》 是国内创刊时间较早、 办刊时间

较长的人文社科学术期刊， 60 多年来致力于

向世界讲好“中国之治” 背后的法治故事， 推

进中国特色法治文明与世界优秀法治文明成果

交流互鉴。

他指出 《法学》 英文期刊创办， 要坚持政

治性和学术性相统一， 提升回答中国之问的能

力； 要坚持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 增强回答

时代之问的魄力； 要坚持“中国话” 和“世界

语” 相统一， 提升回答世界之问的传播力。

《法学》 主编胡玉鸿介绍， 《法学》 杂志

于今年 3 月推出英文法学学术期刊 （Law 

Science） 季刊， 7 月初， 进入世界著名数据库

HeinOnline 的法学期刊核心库 （Law Journal 

Library） 和“法治中国” 主题文献库 （China 

Law & Society）。

《法学》 英文期刊将定位在“中国问题、

中国视角、 中国立场”， 在选稿内容方面侧重

介绍中国法治建设成就、 研究中国法治问题，

宣传中国学者对相关国际法律问题的看法和研

究成果。

《中国法学》 总编辑、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

院院长、 教授黄文艺表示， 英文法学期刊是深

入推进对外法治交流的重要平台， 在提升我国

法治国际话语权和传播力上承担重要功能。

《中国法律评论》 常务副主编袁方表示，

要提升中国法学英文期刊的国际影响力， 内容

既要体现中国新时代特色， 又要满足国际读者

的阅读兴趣。 传播方式要以国际读者容易接受

的形式， 开放办刊， 开拓国际市场。

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副所长、 《武大国

际法评论》 副主编张辉就“中国国际法学英文

期刊国际话语权提升的路径” 表示， 国际法学

英文期刊历来为西方掌控着话语权， 中国期刊

要赢得国际话语权， 需要着重考虑议题的设置

和引领、 期刊的开放性， 并应积极利用和开拓

各类传播渠道和方式。

上海交通大学 《交大法学》 副主编李剑认

为， 中国的英文期刊要实现向国际社会传播中

国法学声音， 要让国外的学者有收获、 愿意

读， 才能增加刊物等影响力。 首先， 相关的成

果要体现中国的法学研究和主流理论框架相融

合。 其次， 符合

英文学术规范

性， 以及论文的

写作方式 。 最

后 ， 推动 《法

学》 英文版成为

更好的交流平

台， 而不仅仅是

推介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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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法学会主办 2022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法治论坛

探寻数字化转型的法治化进路
□记者 徐慧

本报讯 9 月 2 日， 上海市人民代表大

会财政经济委员会、 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上海市经济和信

息化委员会指导， 上海市法学会主办的

2022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法治论坛在上海世

博中心举行， 论坛主题为“数字法治： 供给

和适用”。

上海市法学会会长崔亚东出席论坛并主

持论坛开幕式。 论坛上， 法学法律界及人工

智能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 围绕“数字化转

型 法治化进路” 等相关话题， 从数字法治

的实践需求、 前沿理论、 制度建构、 法律适

用等方面入手， 共同探寻数字化转型的法治

化进路。

华东政法大学校长叶青教授、 上海政法

学院校长刘晓红教授受托发布 《世界人工智

能法治蓝皮书 （2022）》， 《人工智能法治发

展指数 3.0》 和 《中国人工智能法治发展评

估报告 （2021）》。

《蓝皮书 （2022）》 重点聚焦世界人工

智能法治发展最新动态， 搜集汇总各国有关

人工智能法治发展的战略、 政策、 法律、 理

论研究、 重大项目应用、 典型司法案例等方

面的最新资料， 通过分析、 评估， 形成了较

为客观、 公正、 准确、 全面的分析报告。

《蓝皮书 （2022）》 在保持蓝皮书基本结构内

容不变的同时， 力求结构更加合理， 内容更加

丰富， 并新增“元宇宙” 专题， 聚焦当前元宇

宙发展的重点热点问题， 邀请国内法学界、 科

技界专家及元宇宙领域企业家发表见解。

《指数 3.0》 在 《指数 2.0》 的基础上， 增

加了指数体系对人工智能法治实施状况、 公众

感受与发展前景的关注等项。 蓝皮书编委会组

织专家团队对 2021 年我国人工智能法治发展

状况评估， 测评结果显示： 2021 年中国人工

智能法治发展评估总体得分 89.04 分， 相较于

2020 年上升 3.6 分， 总体处于“较高水平”，

已经接近“高水平”。

这说明人工智能在中国发展已驶入快车

道： 人工智能领域顶层设计与技术发展同步推

进， 2021 年我国在人工智能法治的顶层设计

上持续进展， 多部立法、 规定和司法解释出台

并实施； 人工智能法治的规范资源与人才资源

愈发充沛； 符合人工智能时代的法律文化持续

生长， 社会公众对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态度愈加

审慎， 社会大众以其多层次的知识结构和弥散

化的监督效应， 常常能够对人工智能技术的

“黑箱” 特性以及人工智能产业不可避免的逐

利本质作出有力的回应； 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稳

步有序展开。 在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辅助下，

司法活动的效率和可预测性同步提升。 同时，

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研发工作也愈发重视传统

司法技艺的智识反哺， 逐步实现了法学和计算

科学的有机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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