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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专业的
前世、今生、未来

——为什么选择法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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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是关于人世和神世的学问,关于正义与不正义的科学。

——《法学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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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你日常生活中一个不经意的行为，就产生了法律关系。()*'+

法学是什么？



法学专业——前世

法学，是世界上最早的大学的三大专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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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专业——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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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性侵强

制报告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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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斯拉维权事件，消费者维权的程序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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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代孕的法律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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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体系的十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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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

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

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

大问题的决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作出全面的战略部署。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深化依法治国实践



据统计，律师、法官是“最不可能被人工智能取代”的职业之一

法学专业——未来



特色与优势

——为什么选择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专业？



·1952    ·1953    ·1958    ·1977    ·1984    ·2000    ·2017   

中原大学
政法学院

中南政法学院

湖北大学

湖北财经学院法律系
（中国法学第一班）

中南政法学院
“五院四系”

中南财经政法学院

入选全国法学“双一
流”六席之列

1.法学院办学历史



江湖流传：

“五院四系”培养了 70%的行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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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清华大学
中国政法大学
武汉大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0001234/
全国62所大学入选，法学基地2所入选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中国政法大学

5678/
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前身）
西南政法学院（西南政法大学前身）
华东政法学院（华东政法大学前身）
中南政法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前身）
西北政法学院（西北政法大学前身）
北京大学法律系（北京大学法学院前身）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中国人民大学法
学院前身）
武汉大学法律系（武汉大学法学院前身）
吉林大学法律系（吉林大学法学院前身）

2.五院四系、一流学科



融通

3. 特色
1.法学经济学辅修双学位班

2.校内辅修

4.专业选修课融通

3.通识课程融通

法学与经济学“强强联合”

可辅修经济学、金融学、财税、管理学、会计等专业，培养
复合型的知识结构

卓越班培养方案上中有10余门涉及经济学、管理学、侦查学
方面的课程

每学期均有150门左右通识课程可选修



卓越

3. 特色 2012年入选全国首批“卓越法律人才培养”三个基地

应用型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教育培养基地

涉外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

西部基层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

2016年入选首批荆楚卓越法律人才培养基地

2016年开办卓越法律人才实验班

2019年法学专业入选国家首批一流本科专业





目前法学科共有239位在编专任教师，其中博导
56人，教授58人。还有在国内法学界有相当学术
影响的优秀中青年学者。

吴汉东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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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内外优秀教师团队

名称 人数

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青年拔尖人才 4
“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 5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22
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 2

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 1
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提名奖 4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5
教育部“青年教师奖励（资助）计划 2



法学专业现有1个国家级教学团队、3个省级教学团队和4个校级教学团队

国家级本科教学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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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本科教学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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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级核心教学团队：./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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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名称

:;.<=>?@ABC& 《知识产权法》《民法学》《宪法学》《国际私法学》

D;.<=>?EFGH& 《知识创新、知识经济与知识产权》《影视刑法》

D;.<=IJ&' 《知识产权法学》《法学通论》

K;.<=>?LMHN&' 《创业：道与术》

K;.<=OP,-QR&' 《国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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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大为罗马一大法学院院长颁发文澜教授续聘聘书中意法学研究中心签约揭牌仪式



每年均有100多场高水平名师讲座

耳濡目染，学术氛围浓厚，大师大佬灿若星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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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校内外资源融通

法学实验教
学中心

立法
实验室

执法
实验室

非讼业务实
验室

法律实效评价
实验室

证据学
实验室

知识产权
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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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馆藏双璧



作为部属高校，除国家下拨的人才培养经费之外，通过中南财经政法

大学校友捐赠，建立了“中南法学一流学科建设基金”，为人才培养

助力。

经费3.专设中南法学一流学科建设基金

“中南法学一流学科建设基金”，下设“雏鹰扶持计划”子基金，每年
出资200万元专项资助学生出国出境深造、参加国际交流访学项目，最
高资助金额达20万元/人。





本科生
3600余人

博士生
近200人

硕士生近
1700人

法学专业现有3600余名在校本科生，博士生

200余人，硕士生1700余人。

在法学本科专业的基础上，同时开设了知识产

权专业，法学民商法学方向、涉外经贸法制方

向、政府法制方向、刑事司法方向、国际班项

目、卓越法律人才实验班和法学经济学辅修双

学位班等特色方向。



教学理念

全面采用法学专业教育教学的新成果，从传统的单向度教学模式到新型

的多向度教学模式的转变。

在传统的课堂讲授之外，积极探索运用新型教学方法，如操纵式与参与

式相结合的教学法，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教学法等。

以学生为
中心

以教师为
中心

以会学为
中心

以学会为
中心



扎实的课堂教学

以经、法、管三大学科为主干，多学科交叉融合奠定

卓越法律人才的综合素质基础。坚持把学科优势和学

科特色转化为专业优势和专业特色，以形成法律人才

培养优势和特色办学思路。在校学生可以辅修经济学、

金融学、财税、管理学等专业，有更多学习机会，培

养复合型的知识结构。除了课堂上演“今日说法”主

题之外，还有“智慧财经”“大数据”等多个教育主

题，助力学子夯实基础适应社会竞争形势。

人才培养



量身打造的训练内容

合理界分不同教育阶段，条块化教学内容。在既定

的培养期限内合理界分通识教育、专业教育和职业

教育阶段，将实现培养目标所必需的教学、训练内

容和任务进行切割，分配到不同的阶段。



导师制下的个性培养

实行导师制，在课堂教学外对学生进行全程指导。

学院为每个本科新生班级配备班级导师一名，挑选

熟悉教育规律、具有较高教学水平和较强科研能力

的青年专任教师，负责所带班级学生四年的专业学

习指导、实习实践指导以及其他事务指导，帮助学

生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



丰富的实习实践机会

作为教育部国家级法学实践教学基地组长单位，开

发的实践教学软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且为30多所兄

弟院校使用

拥有面向社会提供法律援助服务的法律援助中心，

社会影响力很大

武汉知识产权法庭、洪山区法院、东湖开发区法院

近在咫尺

拥有近百家优质校外实践教学基地，贴近实务最前

沿，锤炼实践能力，融知识于运用，形成法学理论

和实践的良性互动



完善的双语培养机制

具有完善的涉外经贸法双语人才培养机制。适应世

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国家对外开放的

需要，致力于培养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

能够参与国际法律事务和维护国家利益的涉外法律

人才，实施涉外经贸法双语人才培养机制。



与意大利罗马第一大学、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英国利兹大学等国际高水平

大学建立了深度合作，实现了学分互认、教师互换、学生互派、课程互通，

3项优秀本科生国际交流项目获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



武汉

意大利罗马第一大学

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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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华盛顿大学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英国利兹大学





吴汉东教授 王利明教授

余劲松教授黄进教授

“中国法学第一班”

1.杰出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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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各层次法治人才，满足国家发展需要。在“全国十大模范法官”、“全国十佳公诉人”
以及各级行政机关，腾讯、华为、微软等著名企业均可见中南法科学子的身影。



42

学校荣获国际大学群英辩论会冠军 第十一届国际人道法模拟法庭竞赛全国一等奖



2021年，我院代表队斩获第十届“法理争鸣“湖北高校法学专业辩论赛亚军；

2020年，我院代表队斩获第十四届“红十字”国际人道法模拟法庭竞赛冠军等。

2016-2020年，我院学生国内外竞赛获奖共630余项。



中南特区打造中南模式，首届卓越法律人才实验班学生即将毕业，培养

效果初见成效，培养模式及成功经验具有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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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具有扎实的法学理论水平、缜密的逻辑思维能力；

• 2、具有较强的社会实践能力，表达能力迅速提高；

• 3、掌握系统的法学知识，掌握各部门法及其应用方法与技巧；

• 4、在人才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获良好评价。

职业潜力



强大的口才表达及逻辑思维

通过司法考试、拥有律所实习经历加上强大

的口才能力是踏入律所的基石。这个行业的

报酬和它本身的劳累成正比，律师的总体收

入要高于社会平均收入水平。在国家大力推

进司法体制改革，律师的地位正不断提高，

法科学子进入律所锻炼自己不失为一个好选

择。

我院2014届硕士研究生进入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该同学从研二下学期开始在该所实习，常常会加班，他说这些加班在他赢了案例都不算什么，到研三上学期止，共挣得人民币10万以上。



职业潜力

毕业生的良好职场表现获得了媒体和用人单位的高度好评。

1996届毕业生曹林获“全国模范法官”称号，被评价为“新时期特区法官的杰出代

表”；2000届毕业生宁宇获“全国十佳公诉人”称号；2006届毕业生任意获2014

年全国女大学生就业榜样。3Q大战：腾讯战略策划法务



学贯中西，正直精邃，具有国际视野和中国担当的中南法律人，或在国内外著名法
学院继续孜孜求学，或在司法、行政执法、公司法务、基金证券等实务部门砥砺有为。

2020届毕业生就业情况

升学 22.3%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复旦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厦门大学、南京大学、中国
政法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等

就业 约60% 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律所等或在互联网、
信息服务等高科技领域自主创业

出国 15.4% 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英国爱丁堡大学、美国南加州
大学等世界知名院校

2020届就业情况



除了融通性的人才培养模式之外，中南法学因为办学历史悠久，积淀了人数

众多、分布广泛的高水平校友，校友和学员之间的密切联系和良好互动，为

学子的职业生涯规划乃至人生规划确定了高起点。站在入口展望出口，选择

中南法学，就是人生规划的重要一步，师资实力雄厚整齐，培养模式特色鲜

明，校园生活丰富多彩，校友资源助力发展。

选专业就是选校友！



联系我们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港澳台教育中心公众号

学院网站：http://ies.zuel.edu.cn/main.htm

咨询电话：027-88387779

咨询邮箱： gatjyzx@zuel.edu.cn

http://bkzs.zuel.edu.cn/


你能走多远，取决于你与谁同行！

我们在这里等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