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单位、职务 职 称 研究领域

1 于文豪 男 198508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教授 宪法学

2 王人博 男 195807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政法论坛》主编 教授 宪法学、法史学

3 王文生 男 195103 北京冠衡（长春）律师事务所主任 刑法学

4 王贞会 男 198204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教授 教授 刑事诉讼法学

5 王先林 男 196510 上海交通大学竞争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 经济法学

6 王轶 男 197206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法学院党委书记、院长 教授 民法学

7 王清友 男 196707 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主任 经济法学

8 王敬波 女 197008 对外经贸大学副校长 教授 行政法学

9 王毓莹 女 197605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教授 民商法学

10 支振锋 男 197709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环球法律评论》杂志副主编 教授 法理学

11 邓联荣 男 197708 湖南工商大学暨湖南省廉政建设协同创新中心主任，中国廉政法制研究会副会长 教授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12 石佳友 男 197405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教授 民商法学

13 龙大轩 男 196503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 教授 法律史学

14 刘长秋 男 197602 上海政法学院党内法规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 教授 党内法规学、生命法学

15 刘智慧 女 197102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学院副院长 教授 民商法学

16 江国华 男 197010 武汉大学法学院宪法与行政法教研室主任 教授 宪法学

17 许中缘 男 197503 中南大学法学院院长 教授 民商法学

18 孙效敏 男 195703 同济大学法学院教授 教授 经济法学

19 李昌庚 男 197111 南京晓庄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 教授 经济法学

20 李晟 男 198210 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教授 法理学

21 李雄 男 197509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 教授 社会法学

22 杨积堂 男 197101 北京联合大学首都法治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 社会法学

23 何志鹏 男 197402 吉林大学法学院院长 教授 国际法学

24 张力 男 197606 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副院长 教授 民商法学

25 张品泽 男 196906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教授 教授 刑事诉讼法学

26 张新宝 男 196203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教授 民法学、网络信息法学

27 邵长茂 男 198108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综合办公室主任、三级高级法官 民事诉讼法学

28 易继明 男 196802 北京大学法学院国际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 知识产权法学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法治宣传专家团拟入选名单（排名按照姓氏笔画）



29 周尚君 男 197910 西南政法大学科研处处长、期刊社社长、全面依法治国研究院执行院长 教授 法理学

30 赵宪伟 男 197912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技术信息研究中心处长 其他非法学学科、交叉学科

31 郝铁川 男 195912 杭州师范大学沈钧儒法学院院长 教授 法理学

32 胡玉鸿 男 196412 华东政法大学《法学》主编 教授 法理学

33 胡勇 男 198007 鹤壁日报社副总编 教授 环境资源法学

34 姜涛 男 197610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教授 刑法学

35 秦小建 男 198410 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教授 教授 宪法学

36 秦天宝 男 197505 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所长，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教授 环境资源法学

37 秦国荣 男 196510 南京审计大学法学院教授 教授 社会法学

38 夏正林 男 197301 华南理工大学副院长 教授 宪法学

39 钱叶芳 女 196812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 教授 社会法学

40 倪楠 男 198110 西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副院长 教授 经济法学

41 徐汉明 男 195110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治发展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 社会法学

42 高志宏 男 198004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科学院副院长（主持工作） 教授 经济法学

43 黄文艺 男 197108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杂志总编辑 教授 法理学

44 黄丽云 女 197103 福建省司法厅调研员 法理学

45 黄振中 男 196412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教授 国际经济法学

46 曹庆安 男 196305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副院长，二级高级法官 刑法学

47 董跃 男 197808 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教授 国际法学

48 蒋传光 男 196302 上海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 教授 法史学

49 程雪阳 男 198412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副院长 教授 宪法学

50 谢平 男 196508 四川警察执法研究中心副主任，绵阳市公安局涪城区分局一级警长 研究员 行政法学

51 谢进杰 男 197812 中山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教授 刑事诉讼法学

52 雷磊 男 198205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教授 法理学

53 慕亚平 男 195607 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 教授 “一带一路”法学问题专家

54 蔡道通 男 196512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 教授 刑法学

55 潘怀平 男 197509 西北大学法学院理论法学教研部主任 教授 法理学

56 薛克鹏 男 196207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教授 经济法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