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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编编者者者寄寄寄语语语::: 

2010年 4月 2日，北京市法学会法律图书馆与法律信息研究会正式成立。该研究会是北

京市法学会下属研究会，是在京高校法律图书馆、国家机关、立法司法单位、律师事务所的

图书馆或信息中心及法学法律网站的学术性团体。研究会创立之初，北京市法学会就提出办

刊要求，希望通过刊物进一步加强各单位之间的联系与沟通，通过搭建平台，扩大视野，开

展活动，努力推动北京地区法律图书馆与法律信息事业发展。 

本刊的创办将以研究会宗旨和任务为己任，目的在于加强北京地区各法律图书馆与法律

信息工作者之间的业务联系，开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文献信息工作交流与研究活动，培养

适合中国法治建设事业需要的法律信息专业服务队伍和学术力量，推动中国法律文献信息资

源建设事业的科学化、系统化、规范化、制度化，促进中国法律图书馆与法律信息事业的健

康发展。沟通与教学、科研及实务部门的联系，研究文献资源建设与共享中的新问题，总结

新经验，加强法学专业信息的交流、传播与服务。积极开展与其他学术团体、科研部门、大

专院校等单位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开展有关法律图书馆与法律信息领域内的国内外学术交流

活动。 

本刊为内部资料，以不定期电子刊的形式在研究会内发行阅读。希望研究会全体会员积

极支持本刊，针对《通讯》的建设工作提出建议，积极撰写各类专业通讯报道和文章。本刊

编辑部暂时设在清华大学法学院图书馆，由研究会秘书处负责组织编辑事务。研究会相关信

息请参阅“法律信息研究网”，网址：http://www.chinalawlib.org.cn/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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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研研究究究会会会要要要闻闻闻 

北京市法学会召开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报告会 

11 月 2 日下午，北京市法学会在京民大厦召开学习贯

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报告会，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

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北京市法学会立法学研

究会会长莫纪宏教授对四中全会《决定》进行解读。法学会

党组书记苗林主持会议，法学会组织研究会骨干成员一百余

名和法学会机关全体工作人员参加了报告会。我研究会于丽

英和田建设两位老师也出席此次会议。 

莫纪宏教授的讲座主要分四大部分：《决定》诞生的过

程及其意义、《决定》对依法治国理论的重大贡献、《决定》

规定的一百八十多项改革措施的特征及其实现的方式、贯彻

落实《决定》精神需要加以研究的几个问题。莫老师重点对

《决定》的主要内容，即指导思想、两个总目标、五项原则、

六项任务和 185 项法治改革措施进行了详细解读。报告会共

持续 3 个小时。通过组织学习，以准确把握十八届四中全会

精神，深刻领会依法治国的内涵，提升首都法学法律工作者

的法治素养，更好发挥智库作用。 

（详细报道请参考“首都法学网”：

http://www.bjfxh.org.cn/bjfxh/436038/436188/475888/index.ht

ml）

2014年市级研究课题招标工作会议暨联合党日活动召开 

7 月 1 日，北京市法学会组织 2014 年度市级研究课题

招标工作会议暨联合党日活动在密云古北水镇度假村召开。

北京市法学会全体党员，所属研究会、社团法学会及所联系

的涉法类社会组织党员代表共 70 余人参加了活动。田建设

副秘书长代表我会参加会议。 

主要内容包括： 

(一) 市法学会副会长杜石平作 7 月份主要工作安排：

1.开展 2015 年市级课题选题征集动员工作。（见：

首都法学网具体公告）2.七月底之前，各研究会

需完成本年度学会课题的结项工作。3.进一步开

展与准备《第九届环渤海法制论坛》的征集工作。

4.进一步开展与准备《京津冀法制论坛》征集工

作。5.准备市法学会新一年度的学会重点和专项

课题申报工作。 

(二) 市法学会《首都法学网》改版工作情况：1.首都

法学网为所有研究会设立网页，请各会提交资料，

报法学网。2.每个研究会指派一名网站信息联络

员，负责信息报送工作。 

(三) 参观古北口新旅游规划区并开展旅游法律问题专

家讲座。 

研究会 2014年年会暨研讨会召开 

2014 年 10 月 29 日，北京市法学会法律图书馆与法律

信息研究会 2014 年年会暨“大数据时代的法律图书馆”学

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举行。此次大会由研究会主

办，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承办。出席会议的嘉宾有：北京市

法学会秘书长邵新莲、北京市法学会联络部处长周远清、中

国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及南开大学图书情报专业

中心主任柯平教授、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

心米铁男博士、北京大学法制信息中心何远琼博士、中国人

民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兼副书记刘春鸿、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

馆长助理祝小静、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胡锦光教授。

研究会会员、法律图书出版和数据库公司等合作单位的代表

近 90 人出席大会。会议得到了 Wells 公司、北京北大英华

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威科亚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中国法律

图书有限公司、同方知网（北京）技术有限公司、励德爱思

唯尔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汤森路透（北京）科技开

发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 

大会开幕式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图书馆馆长郭禾教

授主持。邵新莲秘书长首先致辞，她指出中国共产党第十八

届四中全会刚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

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对法学界和法律界今后的工作将产

生深远的影响。在这具有重要意义的时刻，研究会召开会议

讨论大数据与法律图书馆体现了时代的变化和需求。法律图

书馆在法学教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邵秘书长对比国外法律

图书馆的服务，对研究会及与会的图书馆同仁提出希望，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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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大家与时俱进，认真研究图书馆本身的法律问题，创新图

书馆服务模式，相互交流，及时总结研究成果，推动整个法

律图书馆领域的革新和发展。刘春鸿副馆长在致辞中，介绍

了法学院图书馆在全校专业馆的地位、充分肯定了大会议题

的意义，并表达了对研究会未来发展的美好祝愿。胡锦光副

院长在致辞中，对出席本次会议的各位来宾表示热烈的欢

迎，祝贺会议在

人民大学法学院

召开，并强调了

法学院图书馆在

学院人才培养、

科研中起的作用

和学院对图书馆

的重视。 

之后，研究

会秘书长于丽英

作法律图书馆与

法律信息研究会

2014 年工作报

告，向广大会员

汇报了下一年度

工作的主要设想。 

大会的主题报告环节由清华大学法学院图书馆馆长于

丽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图书馆副馆长刘明共同主持。米

铁男博士报告的题目是“大数据时代的法律思考”， 宏观上

分析了大数据带来的法律问题，并探讨了网络安全立法的框

架；何远琼博士报告的题目是“大数据时代法律信息服务转

型之初探”，阐述了大数据时代法律信息服务的范式转换，

及法律信息服务主体对大数据挑战的应对；柯平教授报告的

题目是“新环境下图书馆的功能与发展方向”，详解了新环

境下图书馆的八大功能和十大发展方向；祝小静老师报告的

题目是“嵌入式学科服务的组织与管理--人大图书馆学科服

务实践总结”，介绍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学科服务实践，

并分享了嵌入式学科服务组织与管理机制的思考。报告突出

体现了研讨会的主题，分别探讨大数据时代的特征，大数据

对法律、法律信息服务的影响，图书馆、图书馆员、图书馆

服务面临的机

遇与挑战等内

容。报告人的精

彩演讲给与会

代表带来了一

场精神盛宴，代

表们表现出浓

厚兴趣和高度

关注，并深受启

发。 

大会闭幕

式由中国政法

大学图书馆副

馆长、研究会副

会长乔占学主

持。他代表研究会对大会嘉宾、报告人、全体与会代表及赞

助单位表示感谢，并宣布大会的圆满闭幕。 

此次研讨会受到了与会人员的广泛肯定，大家认为，四

个主题报告选题好，紧贴时代发展脉搏，内容丰富多彩，拓

宽研究视野，受益颇丰；对于法律信息和法律图书馆从业人

员今后的工作和业务开展、专业领域的研究创新都具有很大

的启发性和参考性。希望今后研究会继续组织不同领域人员

的交流和分享，相互了解和学习，共同推动法律图书馆与法

律信息事业的持续发展。

研究会召开常务理事会 

2014 年 10 月 29 日，北京市法学会法律图书馆与法律

信息研究会 2014 年常务理事会议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召

开。来自国务院法制办、国家法官学院、国家图书馆立法决

策咨询部、清华大学法学院、人民大学法学院、中国政法大

学、北京大学法学院、北京大学法制信息中心、中国社科院

法学研究所、北京市高院等单位计 16 位常务理事出席了会

议。会议由秘书长于丽英主持，主要讨论了三个方面的内容：

1.2014 年研究会年会顺利召开；2.研究会换届工作启动；

3.2015 年研究会工作规划。 

首先，于丽英祝贺 2014 年年会及研讨会成功举办，感

谢全体常务理事会成员的热心投入和支持，使大会组织和主

题发言得到了与会者的广泛肯定。 

会议重点讨论了 2015 年换届和会员发展的事宜，大家

一起逐条学习了《北京市法学会研究会、社团法学会换届工

作暂行办法（试行）》的相关内容，于丽英向大家说明了会

长、副会长、常务理事的人员变化情况，2015 年的换届工

作即将启动。与会常务理事纷纷发言，对会长、副会长、常

务理事人选更换和增补提出建议，对会员的发展也提出了很

好的想法，大家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和酝酿。会后将根据大家

的提议，进一步确定和落实换届人选。同时，按照北京市法

学会的文件要求，依规定程序做好换届工作的各项准备。 

对 2015 年的工作规划，于丽英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提议，

包括换届大会的举办形式和内容方面，将对研究会发展起了

积极推动作用即将离任的前辈和在研究会工作中表现突出

的会员进行表彰、奖励；开展历年年会优秀论文评比活动；

积极推进研究会申报北京市法学会课题工作等等。各位常务

理事也献计献策，对 2015 年研究会的各项工作计划进行充

实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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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会大事记（2013年）发布 

1. 2013 年北京市法学会新年团拜会在香山明景园宾馆召开 

2013 年 1 月 26 日，北京市法学会新年团拜会在香山明

景园宾馆召开，我会副会长叶元生与副秘书长田建设参加了

团拜会。在团拜会上午座谈过程中，学会领导传达了中央政

法工作会议精神和 2012 年学会发展现状并就市政法委关于

促进学会科研成果应用转化的工作思路。 

2. 2013 北京法律图书馆最新动态交流座谈会暨国内外法学

数字资源引进现状和发展趋势研讨会召开 

    2013 年 5 月 11 日，为增强北京地区高校法学院系及科

研单位图书馆同仁的业务交流，更好的了解中国大陆、台湾、

香港、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法学数字资源引进现状，以及将

来的发展趋势，北京市法学会法律图书馆与法律信息研究会

与北大英华科技有限公司（北大法宝）和北京伟文盛业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Wells）联合举办了“2013 北京法律图书馆

最新动态交流座谈会暨国内外法学数字资源引进现状和发

展趋势研讨会”。 

3. 我会代表出席第三届中美法律信息与图书馆论坛

（CAFLL） 

    2013 年 6 月 11-12 日，由中美法律信息和图书馆论坛

主办，华东政法大学承办的第三届中美法律信息与图书馆论

坛（CAFLL）在华东政法大学盛大开幕。本次论坛的主题是

“合作、信息、获取、伙伴”。本研究会副会长于丽英、欧

阳晨红，副秘书长郭叶、常务理事乔占学、范静怡及多位理

事会员应邀出席会议。本届会议的分为七个分论坛，有 15

位美方代表、20 位中方代表做了精彩的演讲，另有 11 位美

方代表作为评议人进行了发言。研究会成员于丽英、欧阳晨

红、郭叶、范静怡、蒋隽、何远琼、米铁男等均在各分论坛

中做了主题发言，乔占学、贾薇薇分别担任分论坛的主持人，

大家的出色表现也受到与会嘉宾的关注。 

4. 研究会会员成功申报北京市法学会课题 2 项 

2013 年 6 月，研究会成功申报了法学会重点课题 1 项、

专项课题 1 项，分别是：重点课题“北京市法院系统网站建

设的考察与评析”（于丽英、陈志红）；专项课题“电子商务

中消费者个人信息和隐私数据保护问题研究”（米铁男、郭

叶、朴文玉）。此外，程真老师还积极申报了社会购买服务

项目。 

5. 北京市法学会召开服务顺义法制建设及联合党日活动 

    2013 年 6 月 27-28 日，北京市法学会在顺义区安利隆山

庄召开市法学会系统“服务顺义法制建设及联合党日活动”。

法学会所属研究分会与学会管理的涉法组织 80 余人出席了

该活动。我研究会副秘书长田建设老师代表研究会全程参加

了会议。 

6. 北京市法学会召开研究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 

    2013 年 7 月 8 日，为总结交流上半年工作，推动下半

年工作的开展，北京市法学会召开了研究组织负责人联席会

议。市法学会常务副会长田玉龙、专职副会长杜石平、秘书

长邵新莲出席会议。市法学会所属 28 家研究会、社团法学

会的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和学会机关全体人员共 60 余人

参加了会议。于丽英秘书长代表我研究会出席此次会议。 

7. 北京市高院图书馆开展“法院干警读书季”系列活动 

    2013 年 5 月至 7 月，北京市高院图书馆开展了“法院

干警读书季”系列活动。 

8. 北京市高级法院图书馆举办“读书丰富人生”主题沙龙

活动 

    2013 年 7 月 30 日下午，北京市高级法院图书馆举办了

“读书丰富人生”主题沙龙活动。 

9. 我会代表出席 2013 全国政法院校图书馆馆际协作会议 

    2013 年 9 月 22 日至 25 日，全国政法院校图书馆馆际

协作会议暨学术研讨会在甘肃隆重召开，本次会议由甘肃政

法学院图书馆承办，本研究会副会长欧阳晨红，常务理事乔

占学、杨淑玲、范静怡、郭叶及理事会员作为代表出席会议。

大会以“共建与共享--政法院校特色文献资源评价与联盟平

台搭建”为会议主题。 

10. 2013 年研究会常务理事会召开 

    2013 年 10 月 11 日，北京市法学会法律图书馆与法律

信息研究会 2013 年常务理事会议在北大法制信息中心（北

大英华公司）召开。来自中国法学会、国家法官学院、国家

图书馆立法决策咨询部、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大学法学院、

清华大学法学院、北京大学法制信息中心、中国社科院法学

研究所、北京市高院等单位的 15 位在京常务理事出席了会

议。 

11. 法律图书馆与法律信息研究会 2013 年会暨研讨会召开 

    2013 年 11 月 22 日，北京市法学会法律图书馆与法律

信息研究会 2013 年年会暨“泛在信息环境下的法律图书馆”

学术研讨会在清华大学法学院举行。此次大会由研究会主

办，清华大学法学院承办。出席会议的嘉宾有：北京市法学

会副会长杜石平、法学会研究部主任王秀海、法学会联络部

周远清、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信息技术处处长王岚生、人民

网舆情监测室主任分析师朱毅、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邓景康

教授及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余凌云教授。研究会会员、法

律图书出版和数据库公司等合作单位的代表近 80 人出席大

会。 

12. 2013 年第 2 次常务理事会在清华大学法学院召开 

    2013 年 11 月 22 日下午，法律图书馆与法律信息研究

会 2013 年第 2 次常务理事会在清华大学法学院召开，秘书

长于丽英主持会议。 

（以上内容请查看研究会网站：

http://www.chinalawlib.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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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会会议议议动动动态态态   

2015年研究会换届工作启动 

2015 年，研究会行将换届。按照《北京市法学会研究

会、社团法学会换届工作暂行办法（试行）》的规定，研究

会常务理事会专门召开会议，研究换届事宜。各位常务理事

根据本届研究会会长、副会长、常务理事的人员变化情况，

对新一届会长、副会长、常务理事人选更换和增补提出建议，

对会员的发展也提出了很好的想法，会议进行了充分的讨论

和酝酿。讨论方案将充分尊重大家的意见，按照北京市法学

会的文件要求，依规定程序做好换届工作的各项准备。研究

会也希望吸收年轻会员加入到常务理事会，为研究会工作注

入新鲜活力。请广大会员关注研究会换届工作，积极提出自

己的意见和想法，以不断充实和完善换届筹备工作。研究会

换届大会预计将于 2015 年上半年举行。 

第四届中美法律信息与图书馆论坛（CAFLL）会议通知

第四届中美法律信息与图书馆论坛（CAFLL：Chinese and 

American Forum on Legal Information and Law Libraries）会议

将于 2015 年 10 月上旬在美国夏威夷州檀香山市召开。论坛

鼓励中国法律信息与法律图书馆专业人员积极参加峰会，参

与征文、讲座、演讲活动，与业界和学界同仁一起，共同搭

建起中美之间法律教育和法律图书馆沟通与合作的桥梁。

2015 年的峰会将是中美法律信息交流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

会议。峰会将由 CAFLL 和 WestPac（美国法律图书馆协会西

太平洋分会）联合主办。华东政法大学承担本届峰会中方人

员赴美参会相关事宜的组织和协调工作。联系人：郭海霞， 

桂旻；电话：021-62071615, 67790303；传真：021-67790432；

邮箱： guohaixia@ecupl.edu.cn, 50173@ecupl.edu.cn；地址： 

上海市万航渡路 1575 号华东政法大学图书馆；邮编： 

200042 

   会会会员员员活活活动动动   

市高院举办“第二届法院干警读书季”总结会暨文化知识讲座

7 月 28 日下午，市高院图书馆举办了“第二届法院干

警读书季”总结会暨文化知识讲座。高院机关党委专职副书

记崔玉林、机关党办主任陈继平、工会副主席呼鸿章、团委

书记张爽出席了会议。会议由高院研究室主任刘双玉主持，

全市各级法院优秀征文作者参加了会议。 

刘双玉主任首

先总结了“第二届法

院干警读书季”活动

情况。通过举办“新

书推荐”、“新书展

示”、“读书征文”、“文

化讲座”等形式多样

且内容丰富的读书活

动，带动了全市干警

的读书热潮，培养和

增强了干警们的学习

兴趣，丰富和充实了

干警们的文化生活，

营造了积极向上、健康文明的机关文化氛围。同时，也展示

出了干警们的写作水平和精神风貌。高院机关党委专职副书

记崔玉林同志对此次读书季活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总结会后，人民大学朱万曙教授作了题为“包公与清官

文化”的知识讲座。朱教授结合包拯的人生经历与当前法制

的现实情况，阐述

了清官文化在当代

社会中的重要意

义，提出无论是历

史上的清官还是文

学中的清官，都拥

有或被赋予了嫉恶

如仇、关心百姓、

刚正不阿、清廉自

律乃至聪明多智的

精神品质，值得弘

扬和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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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征征文文文通通通知知知   

组织申报中国法学会“深入研究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重点专项课题的通知 

中国法学会为了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和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

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特设立“深入研究党的十八届四中全

会精神”重点专项课题，面向全国公开招标。 

    为了配合中国法学会做好招标工作，鼓励首都法学法律

工作者积极开展法学研究，北京市法学会就此次课题申报工

作通知如下： 

请各研究会、社团法学会将申报事宜通知所属会员，鼓

励符合条件的会员积极申报。各研究会、社团法学会负责将

本会会员申报情况向市法学会反馈。 

请申请人按照中国法学会相关要求自行完成申报工作，

我会不组织统一申报。申报通知及材料下载请登陆中国法学

会网站 http://www.chinalaw.org.cn 查看。 

在申报过程中如有需要我会给予支持或提供帮助事宜，

可随时和研究部联系。 

 

《北大法律信息网文粹》征稿 

《北大法律信息网文粹》于 2013 年 10 月创刊，是北大

法律信息网全新推出的法学网络文章精选集，这也是目前中

国第一家将法学网络文章集结成册正式出版的图书。欢迎广

大作者踊跃投稿。 

办刊宗旨： 网络文章纸质化，文风简约清新化。 

主要读者对象：法律理论研究人员及法学教学工作者、

立法和司法工作者、律师、国内外法律图书馆同仁、法学专

业学生、法学理论爱好者以及各界关心法治建设的人士。 

征稿栏目： 

设置【焦点法谈】、【法治随感】、【实务探讨】、【阅读札

记】、【乐彼之园】、【法律信息研究】、【北大讲座综述】等栏

目。欢迎广大作者针对栏目进行投稿。 

特别推荐栏目：【法律信息研究】。该栏目涉及与法律信

息相关的国内外法律文献与检索、法律图书馆与数字化建

设、政府信息公开及中外法律网站与数据库比较研究等内

容。 

未入选《北大法律信息网文粹》的来稿将择优发表在北

大法律信息网、法律信息研究网和《法律图书馆与法律信息

研究会通讯》。欢迎图书馆同仁来稿。 

详情请登录北大法律信息网：

http://www.chinalawinfo.com/ad/20140226/index2.html 

 

   科科科研研研成成成果果果   

研究会课题结项并获优秀项目

2013 年度，研究会成功申请北京市法学会法学研究课

题 2 项。2 项课题于 2014 年按期结项，且均被法学会评为

优秀项目。 

重点课题 1 项，课题名称：北京市法院系统网站建设

的考察与评析。完成人：于丽英、陈志红。课题研究报告 4

万字。 

课题研究报告概要： 

法院网站建设是法院信息化发展的直接结果和体现。在

推进司法公开三大平台建设过程中，对法院网站的重视应该

提到关乎法院发展的高度。法院网站不仅是法院工作宣传和

展示的窗口，它已成为法院履行职能、服务于当事人和公众

的重要平台和途径，功能日益丰富而突显。它不仅是实现司

法公开的手段，更是司法公开效果的直接体现。本课题的研

究目的即以北京市三级法院网站为调查对象，通过对网站建

设的调查、分析和比较，了解现状、分析问题、展开思考并

提出建议。 

研究报告分为总论和分论两大部分。总论包括引言、研

究框架、网站考察综述和结论四个部分，作为对整个研究的

归纳和总结。分论包括审务公开、审判流程公开、裁判文书

公开、执行公开四个部分，对每部分的内容具体考察和分析，

作为整个课题的基础内容。报告有 3 个附录，分别是司法公

开规范性文件、参考文献、网站索引，作为参考部分。 

研究报告对北京市法院系统网站建设的现状和发展进

行了全面、客观地梳理、归纳和分析，展示了网站在北京法

院司法公开工作中的作用和影响力，反映了北京法院网站建

设和司法公开工作水平；结合司法公开平台建设的成果、经

验和发展趋势，进一步探讨法院网站和司法公开平台的设计

和优化，努力展现法院系统网站建设的全貌和愿景，为实际

7

http://www.chinalawinfo.com/ad/20140226/index2.html


2014年第 2期     法律图书馆与法律信息研究会通讯 

 

部门改革相关工作提供参考，从而促进和深化司法公开。研

究报告从（1）提升司法公开理念、坚持信息化建设总体规

划；（2）明确数字化建设目标、最大程度体现审判公开和实

现公民知情权；（3）加强平台建设、强化平台利用功能；（4）

重视内容整合、促进司法公开向集约化方向发展；（5）重视

日常维护和完善、加强司法公开的互动性；（6）完善实施细

则、建立规范和制度等六个方面提出建议。北京法院网站建

设应该从当前实际出发，对照国内司法公开成绩突出的其他

法院网站建设经验和做法，针对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进行相

应改进和完善，继续采取优化措施，逐步实现司法公开走在

全国法院前列的工作目标，推动我国司法公开制度改革向前

发展，加快司法公开的法治化进程。 

专项课题 1 项，课题名称：电子商务中消费者个人信

息和隐私数据保护问题研究。完成人：米铁男。课题研究报

告 9 万余字。 

课题研究报告概要： 

电子商务目前在我国乃至全世界的商品交易中占据了

重要地位。电子商务涉及到诸如物流、保险、银行支付、商

业广告等诸多服务内容中大量处理用户个人信息和隐私数

据的问题，隐私数据存在泄漏风险，个人信息保护和隐私安

全的问题日益受到重视。中国在相关领域的保护水平不尽人

意，电商行业的用户隐私数据安全措施及管理机制不够完

善，既有电商企业自身的原因，也有制度层面的原因。我国

距离国际社会对隐私数据跨境传输的安全标准还有很大差

距，不仅体现在技术手段和管理机制方面，也体现在立法和

监管方面。为了加强用户权利，保护和促进行业产业发展，

有必要进行研究思考，采取积极完善措施。 

本课题的研究目的即针对中国电子商务领域隐私数据

保护中的各种问题进行分析，尤其针对电商企业安全措施缺

位、不当使用用户信息和第三方侵害行为造成的隐私泄露风

险进行研究，提出中国未来电商行业中个人信息与隐私数据

保护的制度构想。研究报告主要内容包括（1）分析国内电

子商务运营的法律环境，归纳总结中国规范互联网信息安全

的法律框架，分析其中的主要问题；（2）研究国内对电商企

业个人信息和隐私数据保护的监管机构及其权能设置等，梳

理我国互联网监管部门在工作中存在的症结；（3）研究国内

电商企业行业自律组织的运行机制，对个人信息或隐私侵权

行为的规制情况，多角度考查我国行业组织的自律机制，总

结经验和不足；（4）研究国内对电商企业个人信息和隐私保

护的问责机构设置情况；（5）研究我国电商企业对用户个人

信息和隐私数据的保护情况。（6）研究国外在相关领域的立

法、监管、行业自律和认证机构等方面的实践经验，比较分

析相关国际组织和网络强国在保护个人信息和隐私数据方

面的主要模式和管理机制；（7）根据当前我国电商企业在个

人信息和隐私数据保护中各种问题，提出系统化的隐私保护

框架。 

报告总结出我国当前在电子商务领域个人信息和隐私

数据保护方面存在的症结性问题在于中国至今尚未制定统

一的隐私权保护法或者信息保护立法，也没有权能统一的监

管执行机构，这些都不利于对个人信息和隐私数据的专门保

护以及进行这方面的国际合作。中国的行业自律组织往往流

于形式，自律公约缺乏足够的约束力，行业内部对用户隐私

保护重视不够，行业之间也不存在通行的安全技术标准等。 

研究报告在全面梳理总结国内外情况的基础上，结合中

国的实际情况，并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提出应当尽快推进

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组建数据安全的监管执行机构，建立问

责或认证机构，加强行业组织的自律，强化行业成员内部的

自律，从国家层面加强个人信息和隐私数据保护的宣传教育

工作等六个方面的切实可行的建议，以期对电子商务领域个

人信息和隐私数据保护提供全面、新颖的思考路径。

   图图图书书书评评评介介介   

《专业源于热爱——北大法律信息网文粹（2013-2014）》 

作  者：北大法律信息网 组编 

出  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I S B N： 978-7-301-24393-0 

内容简介： 

《北大法律信息网文粹》由“【焦点法谈】、【法治随感】、【实务探讨】、【阅读札记】、

【乐彼之园】、【法律信息研究】、【北大讲座综述】”等子栏目构成。除“【北大讲座综

述】”栏目外其他所有文章均来自北大法律信息网•法学在线栏目及“北大法宝”数据

库“法学文献”子库。每篇文章都附带其唯一身份标识“法宝引证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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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选录的文章包括： 

焦点法谈 

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研究 李昌庚 

财产犯罪之间的界限和竞合 陈洪兵 

数字图书馆在跨境隐私数据保护中的策略研究 米铁男 

中国法学批判：从社会现实评判和构建中国法律制度 张利宾 

论法治思维的应有内涵——兼论完善和发展法律体系的个体主义进路 何海锋 

刑事占有新论——基于民法移植的反拨与诹议 董  磊 

法治随感 

中国梦与法治 张  琪 

巧妇是如何炼成的？——从查资料到写论文 凌  斌 

关于“立法评析”和“执政理念评析”教学实践单元的几点设想 赵  谦 

海事法院模式：一个司法体制改革模式的借鉴 郑  毅 

前南法庭对政治领导人的责任认定 甄  鹏 

论 ICC 的积极性、局限性以及它们与主权理论的关系 林  杰 

耕地“上山”现象的法律思考——以一起行政复议案件为视角 贾凝毅 

实务探讨 

中国大陆民事审判监督制度——法律体系及实务性问题研究 师安宁 

特殊机构投资者和证券创新产品持股变动的信息披露和交易限制问题研究 邱永红 

涉外并购中合同终止机制涉及的相关条款简析 迟少宇 

银行视角中应收账款质押存在问题及其法律对策研究 陈福录 

随售权、拖售权与股权锁定 黄兴宇 

责令交出土地行政强制中若干法律问题探析 王冠华 

法律信息研究 

中国法律图书馆业：挑战与机遇 Kara Phillips 罗伟 刘丽君（著）  张晓萌（译） 

2009-2013 年高水平法学研究论文产出的地域格局                      曹  明 

学术期刊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实证研究                      赵晓海 何远琼 

北大讲座综述 

中国税收文化 刘剑文 

商事思维与商事立法 楼建波 

《美国法律文献与信息检索》 

作  者：王昶 著  

出  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I S B N：978-7-5620-5352-1 

内容简介： 

王昶编著的这本《美国法律文献与信息检索》分为两个部分，包括美国法律文献

选编和导读以及美国法律研究方法。第一部分选取了最具代表性的美国法律文献与信

息检索案例，通过这些典型案例具体介绍美国法律文献与信息检索的基本知识和原

理。第二部分是作者对美国法律研究方法的独到见解。作者在这一部分重点向读者全

面介绍了中英文法律法规、文献、案例和信息资源，以及一系列及时有效地获取法律

文献和信息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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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检察文献研究》 

作  者：薛伟宏 等编  

出  版：中国检察出版社 2014 年版 

I S B N：978-7-5102-1154-6 

内容简介： 

本书是我国有关检察文献研究的首部理论专著。全书分文献、法学文献、检察文

献三篇，分别进行了理论探究、梳理及综述，并对检察文献的分布、收集、转化、分

类、传播和利用进行了实践总结；同时就文献及其法学文献及其检察文献的载体、种

类、管理等进行了详尽的考察、分析和介绍。而为证明书中检察文献理论观点和体系

的正当性，全书用近 7000 件检察文献实物照片相佐证，也有千余幅文献或其法学文献

或其检察文献实物图片相印证，图文并茂，相辅相成。本书对于读者了解我国检察文

献的相关知识具有重要的辅导价值。 

《国外图书馆法律选编》 

作  者：卢海燕  主编     国家图书馆立法决策服务部组织 编译 

出  版：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4 年版 

I S B N：978-7-5130-2761-8 

内容简介： 

本书遴选、整理和编译了世界上有代表性的 17 个国家制定的有关图书馆的法律 93

部，分别包括其图书馆法、国家图书馆法、公共图书馆法、呈缴法、版权法、公共借阅

权法等，是我国制定有关图书馆的法律法规、法律研究工作者和图书馆研究工作者的必

备参考用书。 

《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政策文件选编（1949-2012）》 

作  者：国家图书馆研究院   编 

出  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4 年版 

I S B N：978-7-5013-5460-3 

内容简介： 

《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政策文件选编(1949-2012)》收录 1949 年以来我国中央和地

方各系统、各部门制定出台的与图书馆事业发展密切相关的政策文件共计 500 余篇，包

括直接用于规范各类型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图书馆以外其他

相关领域政策文件中对图书馆事业发展有较大影响的内容。其中，对于直接以图书馆为

调整对象的政策文件，采取全文收录的方式；而与图书馆相关的其他领域政策文件，则

仅摘录其中直接涉及图书馆工作的内容。同时，由于图书馆事业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广

泛影响，与之相关的各领域政策文件不胜枚举，囿于篇幅，《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政策文件选编(1949-2012)》仅在其中重点

摘选了文化、教育、科技、出版、文物保护、公共设施建设、特殊人群服务、财税制度等领域的相关政策文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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