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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新县位于江西的西部尧罗

霄山脉中部袁县名来源于叶大学窑
礼记曳袁寓意为野日永月新冶遥 永新

素有历史红尧生态美尧人文浓的美

誉遥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袁
全县有近 10 万人参军参战袁占当

时全县人口的近一半袁有名有姓

的革命烈士达 8 000 多人袁是野三
湾改编冶野龙源口大捷冶发生地袁拥
有三湾国家森林公园尧七溪岭省

级自然保护区等绿色名片遥 永

新历来重视教育袁 人文鼎盛袁有
野团箕晒谷也要教崽读书冶 的古

训袁 走出了贺子珍三兄妹尧 王恩

茂尧野佛光冶将军张国华等 41 位开

国将军遥 可谓永新古邑袁聚天地

灵气袁山川秀美袁人才辈出遥 上海

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法学院院长袁
法学教授龙英锋就出生于此遥

人生虽经历波折终却
成才

龙英锋为人真诚朴实袁面相

儒雅袁颇有学者风范遥 爱好广泛袁
喜欢读书尧看电视电影尧户外旅游

以及体育运动遥 每每读到一些具

有哲理的名言警句都如获至宝袁
经常感叹人一生如果能够留下传

世的片言只语足矣遥颇有一些体育

和音乐天赋袁篮球尧排球尧羽毛球尧
网球和乒乓球样样拿手袁曾经获得

过所在单位组织的中青年组乒乓

球比赛冠军曰游泳也不错袁蛙泳尧自
由泳尧仰泳和蝶泳样样都会曰还能

弹一手好吉他遥 除本职工作外袁还
担任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常务理

事兼国际税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袁
上海市财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袁上
海市科学技术专家库专家尧浦江学

者袁他长期潜心致力于财税法及国

际税法的教学和研究以及应用型

财经法律人才的培养袁为我国国际

税法学科发展及应用型法律人才

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遥
龙英锋自小学习就很刻苦袁

成绩也一直名列前茅袁自小学开

始至高中毕业袁一直是班级的班

长和野三好学生冶遥 然而袁命运弄

人袁高考失利遥 按平时的表现袁他
完全应当进入一流大学深造袁但
当年的高考分数离重点线还差 3
分袁只好阴差阳错以文化成绩全

省第一外加体育成绩进入华东师

范大学体育系就读遥 美丽的丽娃

河畔让人终生留恋袁他在此表现

优异袁连续多年获得华东师范大

学一等和二等奖学金遥 龙英锋同

时修读了法律第二专业袁在获得

体育教育专业毕业证和教育学学

士学位的基础上袁 也获得了法律

第二专业毕业证遥当初袁全校修读

法律第二专业 100 多位同学袁最
终获得毕业证的只有 20 来位遥
1991 年本科毕业后袁龙英锋最初

被分配到江西财经大学体育教学

部任教师袁一年后袁他通过了律师

执业资格考试袁 经时任江西财经

学院经济系经济法教研室主任何

文龙老师的引荐袁经过面试合格袁
于 12 月份从体育教学部正式调

入江西财经学院经济系经济法教

研室任法律教师遥 1993 年袁报考

华东政法学院民法学研究生袁成
为当年华东政法学院全校 29 名

硕士研究生之一袁 师从老一辈留

苏学者彭万林教授遥 研究生期间

学习刻苦袁成绩优良袁在各类法学

类核心期刊如 叶现代法学曳叶中国

律师曳叶政治与法律曳 等共发表论

文 18 篇袁在硕士研究生期间光荣

加入中国共产党遥 1996 年硕士研

究生毕业后即进入上海立信会计

金融学院工作至今遥 期间袁于

2007 年 7 月获得华东政法大学

国际法专业博士学位袁 师从时任

华东政法大学副校长顾功耘教

授遥 博士研究生期间袁 在各类

CSSCI 刊物公开发表科研论文十

多篇袁 获得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

重点课题及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

目等多项遥 2012 年 7 月至 2013
年 7 月袁 担任美国波士顿大学法

学 院高 访 研 究 学 者 袁 导 师 为

Daniel.Partan 教授遥 Daniel.Partan
教授一生从事气候变化尧 国际法

及国际关系的教学研究袁 积累了

大量的相关资料袁他于 2014 年初

将其一生积累的资料共计 1200
册外文图书尧 期刊及研究报告等

全部无偿捐赠给了龙英锋袁 这些

资料漂洋过海几经辗转最后到达

龙英锋所在学院资料室袁 以此为

基础袁 并得到特聘教授提供的几

百册国际税法外文资料袁 成立

野Daniel.Partan 教授资料室暨立信

国际税法图书馆冶遥2014 年 6 月龙

英锋入选野上海浦江人才计划冶遥

为国际税法学科弥补
学术空白

早在 1997 年袁龙英锋在上海

立信会计学院担任会计师及注册

会计师考试税法课程的教学任

务袁 同时在上海协力律师事务所

担任兼职律师处理与税法及国际

税法相关的法律实务袁于 1997 年

独立处理日本大金株式会社与西

安大金空调有限公司因涉外技术

指导费征税争议案件袁并将案件

处理过程结果与研究分析报告整

合后在公开刊物发表野涉外技术

指导费如何纳税冶一文遥 此后一

直专注于国际税法的教学与研

究遥 龙英锋关于国际税法的研究

有别于传统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院第一袁强调应用性研究袁重视

对实务案例的整理分析研究遥 于

2011 年主编出版上海市重点图

书叶国际税法案例教程曳袁这是国

内第一本国际税法案例教程袁弥
补了相应空白遥 第二袁研究世界

贸易组织协定的国内税问题袁拓
展了传统国际税法学科领域遥 通

常观点认为袁世贸组织与关税密

切相关袁而与国内税无关遥 实际

上袁关税与国内税的功能可以替

代袁关税大幅下降后袁很多国家转

向了国内税领域以实现相应目

的遥 国内学界一直没有对世贸组

织国内税问题给予应有的重视遥
这是国内首次比较系统地研究世

界贸易组织协定的国内税问题遥
中国入世后被诉的第一和第二案

件分别是野中国集成电路增值税

优惠案冶和野构成整车特征的进口

汽车零部件征税案冶袁都与世贸组

织国内税问题相关袁这也说明了

龙英锋的研究价值遥第三袁研究边

境税调整的相关问题袁 特别是全

球气候变化背景下碳税边境调整

的相关问题遥 边境税调整是一项

非常重要又具应用价值的政策工

具袁 国内学界同样一直没有给予

应有的重视遥 他也是国内首次比

较系统地研究边境税调整的相关

问题遥 美国特朗普政府税改计划

中关于野边境税冶措施的提出袁反
映了这项措施独特的应用价值遥

围绕以上方面袁 作为负责人

申报完成或在研包括国家社科基

金青年项目尧 上海文化发展基金

项目尧中国法学会部级研究项目尧
上海浦江人才项目尧 上海市教育

委员会重点项目尧 上海市重点学

科项目等各类课题 13 项遥 著有

叶全球气候变化碳税边境调整问

题研究曳渊专著冤尧叶世界贸易组织

协定中的国内税问题曳渊专著冤袁担
任主编出版叶GATT/WTO 国内税

相关案例曳尧上海市重点图书叶国
际税法案例教程曳遥在叶中国法学曳
英文版尧叶会计与经济研究曳叶南京

社会科学曳等期刊发表论文 40 多

篇遥 相关科研成果得到了良好的

社会评价袁不少成果被引用尧转载

或获奖遥 如论文野WTO 协定中的

国内税国民待遇探疑冶袁入选叶中
国工业年鉴曳05 特刊要中国经济

技术优秀文集袁 在新世纪优秀社

科论文评选活动中获 野特等奖冶曰
论文野SCM 协议中的国内税问题

研究冶袁在野当代学术前沿经典文

丛冶征集评选中获野一等奖冶曰论文

野TRIMs 协议中的国内税问题研

究冶袁在中央财经大学金融与证券

研究所举办的 叶21 世纪的中国院
金融证券与中国经济曳 优秀论文

评选中获野一等奖冶......专著叶全球

气候变化碳税边境调整问题研

究曳获得上海文化基金项目资助遥
另外袁 这些成果在中国知网被引

用达 100 多次袁多篇文章被叶人民

大学复印资料曳或者叶高等学校文

科学术文摘曳全文转载遥 2016 年

得到现任国际财政文献局学术委

员会主席 Pasquale Pistone 的邀

请为其主编的著作院 国际财政文

献局 IBFD(2016):Energy Taxati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State Aids, Tracing the Path from
Divergence to Convergence.Edi鄄
tors:Pasquale Pistone&Marta Villar
Ezcurra 撰写第九章袁 约 5 万字袁
这本著作于 2019 年 2 月被作为

华东政法大学 65 周年校庆文丛

翻译成中文出版遥

为应用型财经法律人
才培养贡献青春才智

龙英锋于 1996 年 7 月进入

上海立信会计学院担任法学专业

教师,至今已 22 年遥 在其 20 多年

的教学经历中袁 忠诚于党的教育

事业袁 有强烈的事业心和团结协

作精神袁爱岗敬业尧师德高尚尧治
学严谨尧教书育人袁在人才培养尧
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等方面取得

了突出的成绩袁 为学校的发展做

出了重要贡献遥 坚持工作在教学

第一线袁 一直担任本科生教学任

务袁承担了本科生国际税法学渊双
语冤尧国际私法尧民法学尧经济法

学尧法律基础等课程的授课任务袁
并曾经同时担任本科学生的班主

任和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导师袁
几乎每年都超工作量袁 教学效果

好袁深受学生和同行好评遥1999 年

学校招收第一届法律专业学生即

律师事务专业学生袁当时作为法律

系分管教学副主任袁制定了全部教

学计划和人才培养方案袁在没有任

何基础的情况下袁 建立模拟法庭袁
与校外十多家单位包括法院尧律师

事务所等签订实习实践基地协议袁
承担了法学专业多门专业主干课

程的教学任务袁可以说为法学专业

人才培养鞠躬尽瘁袁贡献了青春年

华遥 经过多年的努力建设袁法学院

形成了非常有特色的人才培养模

式袁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为院培养复

合型尧应用型尧国际化高素质财经

法律人才遥目前所在法学院管理规

范尧学风优良尧学生综合素质高袁高
考第一志愿录取率从几乎全部调

剂到现在 70%多袁司法考试通过率

高袁 研究生录取率一向名列前茅袁
在各类全国性和地方性比赛中表

现突出袁先后获得野小城杯公益诉

讼创意大赛一等奖冶尧野2018 年国

际刑事法院模拟法庭大赛中国赛

区渊英文冤二等奖冶尧2019 年国际刑

事法院模拟法庭大赛中国赛区渊中
文冤一等奖冶袁上海市大学生模拟

法庭大赛二等奖等大量奖项遥
2019 年袁龙英锋获得野上海市育

才奖冶遥
令人欣慰的是袁 法学院学生

人才辈出袁 在社会各个行业取得

成就可圈可点遥如袁法学专业毕业

生中几十人如今从事律师工作袁
多人担任事务所主任袁 他们自发

组成立信律师团袁 为法学院的学

生承担律师实务课程的教学任

务袁 并出资设立鱼渔奖学金奖励

法学专业考研和司考优秀学生遥
如 2009 年毕业学生许释元袁先后

在美国东北大学和波士顿大学获

得商科和法律硕士后袁 回国设立

全国最具影响力的法律英语服务

公司传思律阁法律英语服务公

司袁自任 CEO,该公司得到剑桥大

学以及波士顿大学的独家授权从

事法律英语服务袁 并获得上海浦

江人才创业发展基金的资助以及

多家风投公司的投资......

龙英锋：多才多艺的传奇法学者

人 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