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培训班 

组织方案 

中国企业法律顾问网 

年中企法考2020  



十年一剑：成就法律服务知名品牌 

 
          
            北京中创法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集法律软件开发、法律考试培

训、法律实务培训、合同管理师考试、法律咨询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性
法律专业服务公司。旗下运营三大品牌网站： 

    全国合同管理网        www.htgls.com 

    中国大律师网            www.dls.com.cn 

    中国企业法律顾问网  www.flgw.com.cn 

 



培训业务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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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期间培训学员 600

•
多人，累计开班 多期次，覆盖全国各大中三万

年举办全国职业资格考试培训，开启在职法考新纪元！
2019年举办再接再励，为多家央企举办法考培训，就取得良好战
绩；同时，面向社会招生的培训班，也取得斐然成绩。

2015

2018

年上半年全国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考试圆满收关，启动全国
司法考试 培训，创立面向在职人员的“中企法考”培训品牌；

2006年开始从事全国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考试培训、配套教辅编
写及企业法律实务操作内训、合同管理师考务工作等；

2005年中国企业法律顾问网上线运营；



成功案例 

 
•  成功为各央企、省属国企、法律协会提供培训服务 

• 1、中央一级企业集团：中国中铁、中国建筑、中航工业、大唐电力、中国华
电、国家电投、国家电网、中海油、武钢集团、中化集团、中盐集团等50多
家中央一级集团； 

• 2、中央二级企业及省属大型国有企业：中石油、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国家

电网、中国建筑等下属二级企业；北京铁路局、哈尔滨铁路局、北京地铁、
北京城建、延长石油、山东能源、晋煤集团、阳煤集团、太钢集团等300多家
中央子分企业、地方大型国有企业； 

• 3、各主管部门及省级协会：上海市企业法律顾问协会、广东省企业培训协会

、山西企业法律顾问协会、河南企业法律顾问协会、江苏省企业法制协会、
广西国资委、云南省企业法律顾问协会、安徽省企业法律顾问协会、黑龙江
省国有企业法律顾问协会、四川省企业法律顾问协会、甘肃省企业法律顾问
协会等19个省主管部门或行业协会。 



 

    

 

 

识薄弱等特点，摒弃大班学习不足，从基础开始，一路同行，帮助

在职考生顺利实现法考梦想！

2020年全国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培训安排

中企法考是中国企业法律顾问网针对在职人员订身打造的法律职 

一、中企法考目标：

业资格考试培训品牌，旨在解决在职考生时间少、工作忙、基础知



 

    

 

    

 

     

 

 

法律顾问有强烈通过法考的

二、推出背景

在职

量进一步提高，在职法考人员将进一步增加。

律顾问、仲裁员、部分行政执法人员都需要通过全国法考，法考含金

与

部门等法律人才，每年通过将达

国资委探索建立法律服务中心集约化管理模式，及司法部公司律

12

师的推动，使

司法部提出2022年律师人数要达到62万，加上从事法、检、政府

动力。

 

15

万人左右，

但由于法考难度大，在职考生受制于培训时间长，请假难；费用

全国

机遇

历史性的机遇！

高、难报销；记忆减退、精力投入不足等因素，在职考生普遍存在

参加考试及培训的比例较低，通过率也相对较低！

同时，随着司法体制改革，律师、法官、检察官、公证员、企业法

万



 

首先：一年考两次，两年通过即可！复习难度降低，尤其对在职考生投入时间不足的问
题，客观、主观卷可各个击破，让通过不在是神化！ 

  

其二：法考趋势是强化理解与分析能力，减少死记硬背的题型，对在职考生普遍存在的
有一定工作经历与经验、分析能力与写作能力较强，记忆力减弱的特点，又是一大利好
！这两年在职考生、年龄30-50岁考生通过比例大大一定提升，也是很好的印证！在职
考生通关法考的优势在显现，各位考生要抓住机会哟！ 

 

其三：报名条件一定向专业化发展，报名门槛在提高。目前，“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
法”是留给往届考生、非法本、非科班出身考生的通往法律职业一扇门！这扇门会不会
关，什么时间关，会不会增加附加条件，难说！所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其四：原来教材“三大本”变“五大本”，立法加快，新法增多，以前学习的法条可能
废止、修订、增加，学习的法理也可能时过境迁，或完善提高，或不再強调，不再考了
！所以，知识更新快，报考要加快！ 

 

最后：是“机考”！从纸质变机考，对于电子产品玩得“麻溜”的现代人，这个变化可
忽略不计！ 

 

 

1 

2 

3 

4 

5 

20 02 年法考“新变化”



三、中企法考有哪些优势 

（一）师资团队优势 

全部为各名校教授、博士，汇集全国司考领域中经验丰富、授课生

动、直击实战的中流砥柱师资团队（详见师资介绍）； 

（二）课程安排优势 

完全按照在职人员工作、学习特点安排课程，充分利用业余时间，

集中利用面授时间，全程辅导不间断、不更换师资、不打破考生知

识体系，一路同行，顺利完成复习规划，顺利通过法考！ 

 





“中企法考”服务特色 

2018年改革后，全新的考试方式， 

和传统题型截然不同，主观题应试 

成为重大难点！ 

定向突破 

“主观题” 

班主任 

“全程服务” 

免费咨询 
班主任全程服务，制定针对性学习计划、 

学习追踪，免费在线答疑 

免费三年重学 

当年考试未通过,可以免费 

重学三年“网课”, 

学习课程每年同步更新... 



四、中企法考课程安排如何 
一、课程安排三大阶段 

（一）基础班阶段 

3月-5月，系统培训，重点扎实基础知识； 

（二）精品班阶段 

6月-8月，精讲培训，重点、难点提高； 

（三）冲剌班阶段，分为两期： 

9月客观题冲剌班   、10月主观题冲剌班 

二、面授课程安排 

（一）总部在北京将举办三个阶段面授培训班，全国学员均可参加； 

（二）各集团企业、省协会可以单独组织基础班或精品班面授培训，
学员个人可自由免费参加其它阶段的班次学习； 

（三）个人学员，一次交费，可全程学习； 

三、远程学习 

（一）同步直播； 

（二）在线点播。 

四、辅导教材：官方教材+内部讲义+试卷 
 



王斌老师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博士后。
从事司法考试辅导十余年，法学
基础扎实，讲课逻辑严谨，善于
归纳总结，长于将复杂问题简明
化。对司法考试有多年研究，对
三国法考试规律及考点把握精准，
让考生轻松搞定三国法。 

五、中企法考师资团队 



白斌老师 
 
国家法考考试业界名师，法学博
士，师从我国著名宪法学家林来
梵教授。对理论法学的难点、重
点、考点把握准确，独创的授课
方式将枯燥的理论法学转化为简
单记忆的方法，使得广大考生在
法考考试复习中不再惧怕理论法
学。课程中生动幽默、深入浅出，
对知识的归纳、总结清楚、细致，
便于记忆，深得广大考生的赞誉。 



曾文科老师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刑法研究
所讲师。清华大学法学学士、法学硕
士（刑法学方向，师从张明楷教授），
日本早稻田大学法学博士（刑法学方
向，师从松原芳博教授）。在《法学
研究》《中国案例法评论》《法律适
用》《刑事法评论》《刑事法判解》
《早稻田大学大学院法研论集》等书
刊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并独译前田
雅英著《刑法总论讲义》（东京大学
出版会2015年第6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年版），合译川出敏裕、金光旭
著《刑事政策》（成文堂2012年版，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翟继光老师 
 
北京大学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
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教授，硕士
生导师。1997年考入北京大学
哲学系，2001年获得哲学学士
学位。同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学院，
2006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兼
任北京大学财经法研究中心民营
企业税法研究室主任，《法制日
报》、《第一财经日报》特邀评
论员。著名法律考试培训专家，
曾经给中石化、中石油、中国移
动、国家电网、中交集团、中电
投、中煤、大唐集团等大型国有
企业讲授考试培训课程。 



董扬老师 
 
诉讼法学博士、北京高校讲师，
法考辅导专家，10年司法考试
辅导经验，主讲刑事诉讼法。授
课经验丰富，讲课深入浅出、风
趣幽默，对考题预测准确性高。 

2018年编写刑事诉讼法第一阶
段的课程精讲教材、二阶段的课
程核心重点教材、真题解析、模
拟题解析、法条汇编等。 



兰燕卓老师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政治学博士后。 
主要研究领域：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主要科研成果：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学术专著
《城市规划变更的行政法规制》，主持并参与多
项省部级研究课题，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行政法学研究》等CSSCI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
文多篇。 
主要社会兼职：中国政法大学能源法律与政策研
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市教育法学会常务理事，北
京市科技法学会理事。 
兰燕卓老师具有丰富的培训经验，多年来为多家
央企及授课机构进行企业法律顾问考试及司法考
试培训，为政府部门进行依法行政培训。在司法
考试领域，考点把握精准，擅长将繁杂考点系统
化、明晰化，有效挖掘考点的关联性；授课重点
突出，知识体系清晰，课堂气氛轻松活跃，有效
提高备考效率，深受广大考生好评。 



雷润琴老师 
 
北京大学法学学士(1989) 

北京大学法学博士(2007) 

纽约州立大学法学硕士(1999) 

清华大学法学博士后(2010) 

清华大学副教授 导  师 徐善衍 :



 

六、中企法考后勤保障怎么样 

   中企法考秉承让学员住好、吃好、安全、方可学好的保障思路，

同时满足学员报销要求，将面授培训班安排在各央企党校、高培中

心、研究院等学习场所。同时，根据企业需要，也可以到企业内，

以内训形式，组织面授培训。 

 暂定：党校或其它学习地点



七、中企法考培训资料怎么规划与购买 

 

 

视频课程：2800元每套，包含视频课程、教材、周一至周五19：

00-22：00各学科老师在线辅导。（远程课件两年内免费重学） 

 

再加880元，即可报考《合同管理师》职业技能认证考试！ 

《合同管理师》报名官网 http://www.htgls.com（一次交费、通过为止） 

惊喜 

年，本机构严格按照司法部公布的教材 三20

与大纲为准，编写自己的培训资料，并录制视频课程。

年是法考改革的第20

http://www.htgl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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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面授现场 



学员细心听讲、2018捷报连连 



合同管理师职业技能认证证书样本 



八、面授培训收费怎么样 

（一）面授培训收费标准： 

1、个人学员：全程收费9800元/人；6人以上团报，8600元/人；包含面授、教材、

讲义、试卷、远程等费用。 

2、集团企业或协会：根据人数沟通确定。 

 

汇款方式： 

打开中国企业法律顾问网（www.flgw.com.cn）首页——关于我们——汇款方式，

按公示进行汇款。 

惊喜价 

29 元的优惠大礼赠送！性价比高，权威、高效！ 日前报名，还有春节2月 800



七、联系方式 

 

   

 

QQ:3142584930 

加盟合作：15110039181（微信号同） 

 

 

辅导交流微信：  

 

注：扫码后，拉进辅导群 

 

15321056240

 24 13001218281小时咨询电话：

老师                                                      18910811683

赵老师

王

N 0 ，邮编：6座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羊坊店路光耀东方 8 1000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