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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考

拟招生计划

法学院 030101 法学理论 全日制 8

法学院 030102 法律史 全日制 4

法学院 030103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全日制 24

法学院 030110 军事法学 全日制 4

法学院 0301Z5 法与经济学 全日制 7

法学院 035102 法律（法学） 全日制 13

民商经济法学院 030105 民商法学 全日制 41

民商经济法学院 030106 诉讼法学 全日制 19

民商经济法学院 030107 经济法学 全日制 32

民商经济法学院 030108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全日制 10

民商经济法学院 0301Z4 知识产权法学 全日制 14

民商经济法学院 0301Z8 社会法学 全日制 3

民商经济法学院 035102 法律（法学） 全日制 19

刑事司法学院 030104 刑法学 全日制 40

刑事司法学院 030106 诉讼法学 全日制 33

刑事司法学院 0301Z6 网络法学 全日制 4

国际法学院 030109 国际法学 全日制 36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030201 政治学理论 全日制 6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030202 中外政治制度 全日制 3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030206 国际政治 全日制 5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030207 国际关系 全日制 2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0302J1 全球学 全日制 2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0302J2 纪检监察学 全日制 3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120401 行政管理 全日制 7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120404 社会保障 全日制 3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1204Z2 公共人力资源管理 全日制 2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125200 公共管理 全日制 90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125200 公共管理 非全日制 82

商学院 020101 政治经济学 全日制 6

商学院 020103 经济史 全日制 0

商学院 020104 西方经济学 全日制 2

商学院 020105 世界经济 全日制 4

商学院 020202 区域经济学 全日制 1

商学院 020204 金融学 全日制 1

商学院 020205 产业经济学 全日制 2

商学院 020206 国际贸易学 全日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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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学院 120201 会计学 全日制 2

商学院 120202 企业管理 全日制 6

商学院 1202Z1 法商管理 全日制 1

商学院 125100 工商管理 全日制 160

商学院 125100 工商管理 非全日制 39

人文学院 010101 马克思主义哲学 全日制 3

人文学院 010102 中国哲学 全日制 11

人文学院 010103 外国哲学 全日制 3

人文学院 010104 逻辑学 全日制 3

人文学院 010106 美学 全日制 4

人文学院 010107 宗教学 全日制 3

人文学院 030101 法学理论 全日制 1

人文学院 0301J1 法治文化 全日制 6

人文学院 0602Z1 历史文献学 全日制 2

人文学院 0602Z2 专门史 全日制 3

人文学院 0602Z3 中国古代史 全日制 2

人文学院 0602Z4 中国近现代史 全日制 3

比较法学研究院 0301Z3 比较法学 全日制 18

法律硕士学院 035101 法律（非法学） 全日制 138

法律硕士学院 035101 法律（非法学） 非全日制 99

马克思主义学院 030204 中共党史 全日制 2

马克思主义学院 0305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全日制 4

马克思主义学院 030502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全日制 2

马克思主义学院 03050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全日制 4

马克思主义学院 030504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全日制 4

马克思主义学院 030505 思想政治教育 全日制 8

马克思主义学院 030506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全日制 5

社会学院 030301 社会学 全日制 9

社会学院 035200 社会工作 全日制 11

社会学院 040201 基础心理学 全日制 0

社会学院 040203 应用心理学 全日制 2

社会学院 0402J1 犯罪心理学 全日制 8

外国语学院 050201 英语语言文学 全日制 5

外国语学院 050202 俄语语言文学 全日制 2

外国语学院 050203 法语语言文学 全日制 2

外国语学院 050204 德语语言文学 全日制 1

外国语学院 055100 翻译 全日制 13

中欧法学院 030103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全日制 4

中欧法学院 030104 刑法学 全日制 4

中欧法学院 030105 民商法学 全日制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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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法学院 030106 诉讼法学 全日制 4

中欧法学院 030107 经济法学 全日制 9

中欧法学院 0301Z3 比较法学 全日制 4

中欧法学院 035101 法律（非法学） 全日制 19

光明新闻传播学院 035101 法律（非法学） 全日制 12

光明新闻传播学院 050301 新闻学 全日制 13

光明新闻传播学院 050302 传播学 全日制 4

人权研究院 0301Z1 人权法学 全日制 5

证据科学研究院 0301Z2 证据法学 全日制 6

证据科学研究院 035101 法律（非法学） 全日制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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