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人民共和国英文法规大系:法律

编 , 民 商 法 卷 :law,Civil and

commercial law 》

馆藏索书号

D92

Z561

基本信息：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编.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5

内容简介：2011 年 3 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

成。这标志着我国法律环境和法治建设达到了新的高度,

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和历史阶段。良好的法律环境不仅

是国内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制度保障, 也是国际交往

不可或缺的部分。本出版物可以 让国外的各界人士了解

中国的法律体系, 熟悉中国的法律环境, 对我国招商引

资、旅游开发、文化交流等都能起到重要促进作用。本

书分为ⅠⅡ两卷, 卷Ⅰ为民法卷, 包含总类、物权、债

权、知识产权、婚姻、家庭等内容, 卷Ⅱ为商法卷包含

合伙企业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投资基金法、信托法等

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英文法规大系:法律

编 , 行 政 法 卷 :law,Administrative

law 》

馆藏索书号

D92 Z561A(1)

D92 Z561A(2)

基本信息：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编.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5

内容简介：本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英文法规大系 (法

律编) 》的行政法卷, 汇集了 59 部法律的中英文文本,

下分总类, 外交, 军事、国防, 公安, 交通安全, 保密、

档案, 司法行政, 人事管理, 教育, 科学技术, 文、体、

卫, 城乡建设, 环境保护, 地震、应急, 野生动物植物

保护 15 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英文法规大系:法律

编,经济法卷:law,Economic law》

馆藏索书号

D92 Z561B(1)

D92 Z561B(2)

基本信息：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编.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5

内容简介：本书分为ⅠⅡ两卷, 卷Ⅰ包含总类、财政、

税务、金融、国土资源、能源、交通通讯等内容, 卷Ⅱ

包含房地产、水利、农林牧渔、商贸、审计、统计、价

格管理、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工商管理等内容。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5053053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5053053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5053053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5053056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5053056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5053056


《中华人民共和国英文法规大系:法律

编 , 宪 法 卷 . Ⅰ :law,Constitutional

law》

馆藏索书号

D92 Z561C(1)

基本信息：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编.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5

内容简介：本卷收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宪法相

关法中英文对照文本, 宪法相关法部分分为国家机构、

民族区域自治、特别行政区、相关法等四个部分, 文本

收录全面、准确, 有助于中外读者全面理解我国基本政

治制度和宪法法律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英文法规大系:法律

编,刑法、程序法卷:law,Criminal law

and procedure law》

馆藏索书号

D92

Z561D

基本信息：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编.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5

内容简介：本出版物可以让国外的各界人士了解中国的

法律体系, 熟悉中国的法律环境, 对我国招商引资、旅

游开发、文化交流等都能起到重要促进作用。本卷分为

刑法与程序法两部分, 程序法部分包括诉讼程序法与非

诉讼程序法。

《商标法:实证性分析:a practical

anatomy》

馆藏索书号

D913.04 P558

基本信息：(英) 杰里米·菲利普斯著.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2014

内容简介：本书以流畅而亲切的文笔详尽、全面和细微

地叙述了目前有关商标使用的诸多关键问题。该书也讨

论了英国法、欧洲法和美国法以及其它相关的法律资源，

考察了商标给商业经营活动所带来的问题以及解决的办

法。该书不仅对于研究商标制度的学者具有重要的参考

价值，而且也为商标从业人员提供了有关品牌战略、文

档管理以及商标执法方面的新视角。

《 世 界 各 国 宪 法 文 本 汇 编 , 欧 洲

卷,Europe》

馆藏索书号

D911.09 Z842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5053054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5053054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5053054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5053055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5053055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5053055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4073781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5025089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5025089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4036892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4036892


基本信息：朱福惠, 邵自红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3

内容简介：世界各国宪法文本汇编（欧洲卷）》翻译的

文本与国內同行翻译的权威文本相较仍然有较大差距，

但可以为法学爱好者提供一种参考译文。宪法文本规定

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确认公民的权利与自由、通过组

织国家政权保障宪法的实施。虽然宪法文本只能从一个

侧面反映国家的宪政状况，并不能全面反映国家的宪政

实践，但仍然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宪法文本的变迁反

映宪法思想的变迁，体现人类政治文明的进步和宪法实

施的经验，从这一视角来观察欧洲宪法文本，可以从细

微之处看到宪法发展的脉络。

《知识产权管理:理论与实践 》
馆藏索书号

D913.404 X295

基本信息：肖延高 ... [等] 著.科学出版社，2016

内容简介：本书立足全球视野和历史视角，植根中国情

境下的企业发展需求，从本源上厘清知识产权的法学和

管理经济学本质属性，给出知识产权管理的框架。在此

基础上，结合知识产权的静态形式要素和动态行为要素，

分析知识产权管理的规则和流程，探讨知识产权风险识

别和管控策略。最后，结合企业知识产权管理实践，从

战略制定和制度设计两个方面提炼国内外企业的知识产

权管理实践，总结本土典型企业的知识产权管理案例。

《审判为什么不公正》

馆藏索书号

D915.180.2

K11

基本信息：(英) 萨达卡特·卡德里著.新星出版社，

2014

内容简介：法庭犹如一个剧场，几乎从人类诞生之日起，

这里就上演着各种荒诞的剧目。

你听说过水审、火审、面包奶酪审吗？

你见过象鼻虫、母猪、尸体和女巫，这样怪异的被

告吗？

你知道斯大林的审判秀、关塔那摩的非公开审判，

以及其他以审判为名，复仇为实的秘密吗？

在所有的审判中，正义与复仇，秘密与公开，迷信

与理性不断纠缠。是谁在支配着审判，谁在影响着判决，

谁被当成了替罪羊？

你是否想知道，为什么审判常常不公正？

《论法的精神.全新插图普及本 》

馆藏索书号

D0

M779C

http://www.bookschina.com/7391557.htm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7000269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4036905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6048496


基本信息：(法) 孟德斯鸠著.中国工人出版社，2016

内容简介：本书阐述了自然法理论、法和法律定

义, 法律与政体关系, 以及政体分类、各种政体

的性质和原则等问题。阐述政治自由和三权分立

学说, 并以英国为例提出了君主立宪制的政治

主张。论述了自然条件同政治法律的关系, 认为

自然地理环境对社会政治法律制度具有重大的

制约性。论述了法律和工业、商业、货币、贸易、

人口及宗教等关系, 主张兴办工商业, 发展贸

易, 反对横征暴敛, 促进国际交往和世界和平

等。

。

《欧洲法律史:从古希腊到《里斯本条

约》:von Den griechen bis zum vertrag

von lissabon》

馆藏索书号

D950.9

W512

基本信息：(德) 乌维·维瑟尔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

内容简介：本书对美索不达美亚、埃及、古以色列、希

腊、罗马等古代法律史当中存在的伟大场景予以详细描

述 ; 同时在中世纪阶段主要集中在德语区, 但几个小

国家是例外, 最终完成了整个欧洲法律史学的描述。

《行政诉讼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与案例

汇编》

馆藏索书号

D925.309 L731

基本信息：刘志刚, 王瑶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

内容简介：本书主要针对行政诉讼法学教学与研究所涉

及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裁判案例进行编排整理。书

稿共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为法律法规、第二部分为

司法解释、第三部分为裁判案例。

《政府论》

馆藏索书号

D095.61

L814A(1)

D095.61

L814A(2)

基本信息：(英) 洛克著.商务印书馆，2011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6042076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6042076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6042076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6024054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6024054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2020710


内容简介：本书中叙述希腊人为了夺回他们的王后，调

集精兵十万，快船一千一百八十六艘，漂洋过海远征特

洛亚城，九年未分胜负。第十年，希腊大军的勇将阿克

琉斯与主将阿伽门农因为争夺一个女子发生争执。阿克

琉斯愤而退出战斗。特洛亚人乘机大举进攻，势如破竹，

阿克琉斯的亲密战友帕特洛克罗斯也为特洛亚的名将赫

克托所杀。阿克琉斯悲伤懊悔，这才抛却私怨，重返战

场，打退特洛亚人，杀死赫克托，挽回危局，为自己的

战友报了大仇。故事都由古希腊文直接译出，秉承了水

建馥先生一贯的文风，简洁、凝炼、精确而又不失优美、

幽默。

《》

馆藏索书号

D90

J59B

基本信息：(德) 耶林著.商务印书馆，2016

内容简介：本书在世界各国广为传播，在推进现代法治

的进程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对于正在迈向法治国

家的中国而言，本书尤为不可替代，经郑永流教授的精

心翻译和校订。

《法的门前》

馆藏索书号

D904

D438

基本信息：(美) 彼得·德恩里科, 邓子滨编著.北京大

学出版社，2012

内容简介：本书是美国经典法理学教材《法律之门》的

作者之一彼得•德恩里科与原书中文译者邓子滨，专为中

国读者合作改编而成。原书在美国畅销 30 多年，历经 8

版，被誉为英美法的微型百科全书。《法的门前》既汲取

了原书的精华，又特别为中国读者考虑，删繁就简，精

心筛选和编撰了适合中国读者的素材和内容，尤其适合

法学院的学生以及希望了解和思考美国司法模式的读者

作为基础读物。

《你的权利从哪里来?》

馆藏索书号

D90

D438

基本信息：(美) 艾伦·德肖维茨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3043313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4078287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4010138


内容简介：权利来自哪里？这个问题的答案如此重要，

是因为权利的来源决定了权利的地位和内容。美国当代

最著名的人权律师德肖维茨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理论

——权利既不来自上帝或自然法则，也不仅仅来自法律

的规定，权利来自于人类过去的恶行。人类对于何为正

义也许永远无法达成共识，但绝大多数人都不愿看到诸

如犹太人大屠杀、卢旺达种族灭绝、奴隶制、私刑、宗

教裁判所之类的恶行再次重演。权利正是来自于人类对

过去经历的暴行磨难的反思，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人类

创立和积累起权利体系来抵抗恶行的侵袭。因为人类不

断犯错也不断反思，所以权利是动态发展的过程。权利

是人类得享安全的惟一保障，为了实现这一点，权利也

需要人类备加珍视和维护。为权利而斗争，权利才能永

存！

《十二国专利法》
馆藏索书号

D913.409 S000

基本信息：《十二国专利法》翻译组译.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

内容简介：《十二国专利法》是世界知识产权法典

译丛的第三卷，由中国人民大学知识产权学院、中关村

知识产权战略研究院组织国内优秀的专利法教授、学者，

选取世界范围内具有代表的十二个国家（美国、英国、

法国、德国、俄罗斯、日本、以色列、瑞碘、芬兰、韩

国、墨西哥、埃及），将其进行精准的翻译。《十二国

专利法》是知识产权领域内常备的经典工具书。

《联邦论:美国宪法述评》

馆藏索书号

D971.21-53

H218E

基本信息：(美)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詹姆斯·麦迪

逊, 约翰·杰伊著.译林出版社，2016

内容简介：为什么要读《联邦论》？《联邦宪法》

文字极其简约，只有七条；宪法条文，并不自我解释。

为了让人民了解《 联邦宪法》中每个条款的含义，需要

有人出面解释宣传。在支持宪法的大量文章中，汉密尔

顿、麦迪逊、杰伊合写的《 联邦论：美国宪法述评》（旧

译《联邦党人文集》）脱颖而出，流传至今。

有人把它评为古往今来政治学著作的第二位（柏拉

图的《 理想国》被评为第一位）。这本书的一个明显优

点，是对联邦宪法基本观点的不厌其烦的反复弘扬。

乔治·华盛顿说：“危机消失、环境安定后，这本

书将得到后世的瞩目。因为，这本书对自由的原理，对

政治问题,提出了坦率精湛的讨论。 凡有公民社会存在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4022682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6032896


的地方，人们永远会对这些问题发生兴趣。”

托马斯·杰斐逊说：“对政府原则最优秀的阐

述……从理论到实践，没有一本书优于《联邦论》。”

《法国六法》

馆藏索书号

D956.5

L305

基本信息：主编李秀清, 陈颐.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内容简介：本书的底本为商务印书馆 1913 年出版的《法

国六法》。在 1912 年之前，对法国法律翻译以单行本为

主，内容不完整。作为当时法律相当活跃的法律翻译出

版机构的商务印书馆承担了德国法、法国法以及日本法

的翻译和出版工作。该书与后来由其出版的《日本六法》、

《德国六法》及 1928 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苏俄新法典》

一同组成了民国外国法规翻译的整体。

《英宪精义》
馆藏索书号

D956.11 D546A

基本信息：(英) 戴雪著.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

内容简介：《英宪精义》译者为民国著名翻译家、

教育家雷沛鸿（字宾南）。雷沛鸿曾先后入欧柏林大学、

哈佛大学研习政治学、教育学，是难得的兼具深厚专业

及语言功底的翻译大家。《英宪精义》更是倾尽雷沛鸿

先生两年半心血精心翻译而成，译者不仅对于书中词旨

悉心体会，斟酌再四，更是力求体会著者的思想行动，

表现著者的整个人格，为同类汉译著作中的罕见之作。

《请求权基础的解释与反思》
馆藏索书号

D923.04 W203

基本信息：王洪亮著.法律出版社，2015

内容简介：本书稿集中于我国民法中规定的请求权基础，

针对其中请求权构成不清楚、不完善，以及规定了但实

践中很少用到的请求权基础进行了分析，以厘清既有请

求权制度的历史、现状，澄清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不清

楚之处，另外，还基于制度的功能以及当事人的意思，

对既有的请求权进行反思，力图构建合理的请求权制度

与体系。

《海事法.第 2 版》

馆藏索书号

D922.294.4

H533-2

基本信息：主编胡正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4044423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7014498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5051973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2015568


内容简介：《海事法(修订本)》从海事法的基本理论出

发，以我国《海商法》、《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的有

关规定和相关国际海事条约、国际惯例、民间规则，以

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为主线，理论联系实际，全面、

系统、深入地论述了各项海事法律制度，包括船舶碰撞、

海难救助、船舶残骸清除、船舶污染海洋环境、共同海

损、海上人身伤亡损害赔偿、海事索赔责任限制，以及

与这些法律制度有密切联系的海事调查与处理制度。作

者充分考虑到海事法的专业性、实践性和国际性的特点，

引用了大量中外典型海事案例，以及相关的国内法律、

国际规则与国外法律，对重要条文作了透彻分析，并且

结合法律制度的历史沿革及其发展趋势进行了论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常用法典.第 2 版》
馆藏索书号

D920.5 G948-2

基本信息：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编.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4

内容简介：本书涵盖常用法相关领域重要的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司法解释以及法律法规

规章的适用解释及函复。书中收录经提炼的法律流程图、

诉讼文书、纠纷处理常用数据等内容。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4036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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