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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指引

1.会议日程及相关安排均在本《会议手册》内，请认真阅读，妥善保管。

2.请妥善保管好会议证件，出席会议、用餐（凭餐券用餐），请佩戴好

代表证。会议材料（包括指南和论文集）为内部资料，请勿外传。

3.请留意会议的活动安排，准时参加会议的各项活动。会议期间，请将

手机关机或调整为静音模式，室内禁止吸烟。

4.请各位嘉宾尽可能全程参与研讨并积极发言。请论坛各环节的主持人

注意控制好时间，各阶段的发言人和与谈人应言简意赅，直入主题，以问题

为中心，注重互动交流。参会嘉宾若因故不能出席会议或者临时有事无法参

加某个环节的发言，请提前告知会务组。

5.入住嘉宾如需开通市话、长途电话、使用自费物品、洗衣等服务，请

与酒店服务台联系，费用自理。酒店内部禁烟，如发现客房内有抽烟行为，

酒店将收取 1000 元清洁费。

6.请妥善保管好个人贵重物品，需要临时寄存的物品，请直接与宾馆服

务台联系。经协商，酒店将嘉宾的退房时间延长至下午两点，请您根据自己

的行程安排提前办理好退房手续。

7.论坛主办方和承办方为各位嘉宾免费提供 30日晚餐、31-1 日午餐和晚

餐（均凭餐券用餐），住宿嘉宾凭房卡用早餐。

8.请大家适时添减衣物，如感身体不适，请及时与会务组联系。

9.特别提示：根据疫情防控要求，请按照规定科学佩戴口罩！

10.会务工作难免有疏漏和不妥之处，请各位嘉宾谅解。欢迎各位嘉宾随

时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11.所有腾讯会议室密码均为 3813

12.会务组联系方式：

王 康老师：18511214256 陈运涛老师：18134283780

李大庆老师：18630114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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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日程

日期 时间 内容 地点

10月 30日
（星期五）

18:00-20:00 晚 餐
国豪大酒店

负一层荔园餐厅

10月 31日
（星期六）

7:00-9:00 早 餐
国豪大酒店

负一层荔园餐厅

9:00-9:40 开幕式
国豪大酒店

一楼会议厅

9:40-10:00 合影、茶歇
国豪大酒店

一楼门外、一楼会议厅

10:00-11:50 大会主题演讲
国豪大酒店

一楼会议厅

11:50-12:30 理事大会
国豪大酒店

一楼会议厅

12:30-14:00 午 餐、休 息
国豪大酒店

负一层荔园餐厅

14:00-15:40 下午分会场研讨

第一单元

国豪大酒店

各分会场会议室

15:40-15:50 茶 歇
国豪大酒店

二楼

15:50-17:30 下午分会场研讨

第二单元

国豪大酒店

各分会场会议室

18:00-19:30 晚 餐
国豪大酒店

负一层荔园餐厅

11月 1日
（星期日）

9:00-10:40 上午分会场研讨

第一单元

国豪大酒店

各分会场会议室

10:40-10:50 茶 歇
国豪大酒店二楼

10:50-12:30 上午分会场研讨

第二单元

国豪大酒店

各分会场会议室

12:30-14:00 午 餐、休 息
国豪大酒店

负一层荔园餐厅

14:00-15:30 大会交流
国豪大酒店

二楼多功能厅

15:30—16:00 颁奖和公布增补名单
国豪大酒店

二楼多功能厅

16:00—17:00 闭幕式
国豪大酒店

二楼多功能厅

17:30-19:30 晚 餐
国豪大酒店

负一层荔园餐厅

X
请将本表格信息与后面的议程信息一致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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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 2020年年会
暨第二十八届全国经济法理论研讨会

会议议程

10 月 31 日上午

一、开幕式

（9:00-9:40，国豪大酒店一楼豪廷会议厅）

主持人：史际春 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致辞人：董兆伟 河北经贸大学党委书记

张守文 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会长

董仚生 河北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省法学会会长

邱水平 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党委书记

合影、茶歇（9:40-10:00）

二、大会主题演讲

（10:00-11:50，国豪大酒店一楼豪廷会议厅）

主持人：顾功耘 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演讲人:（每人 10分钟，10:00-11:00）

1习近平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重要论述研究

薛克鹏（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

2习近平关于开放型经济法治重要论述研究（线上）

杨 松（辽宁大学法学院）

3疫情防控和后疫情时代的经济法使命

冯 果（武汉大学法学院）

4“法典热”之冷思考

史际春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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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经济发展权的理论基础及其制度实现（线上）

邓 伟（中山大学法学院）

6论数据要素的可垄断性及其规制革新（线上）

朱战威 （西南政法大学）

与谈人:（每人 10分钟，11:00-11:20）

1.王先林（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

2.刘大洪（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北经济学院）

三、理事大会暨研究会党支部换届大会（11:50-12:30，国豪大酒店一楼

豪廷会议厅，线上线下）

腾讯会议室：636 502 777

主持人：时建中 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一）张守文会长做研究会年度工作报告

（二）冯果副会长做关于修改《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章程》的说明

（三）中国法学会研究部张涛副主任宣读法学会机关党委《关于经济法

学研究会党支部换届的批复》

（四）党支部换届选举

自助午餐、休息（12:30-14:00，负一层荔园自助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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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31 日下午分会场研讨（14:00-17:30）

第一分会场：疫情的经济法应对（国豪酒店二楼第一会议室）

腾讯会议号：104 338 668

第一单元（14:00-15:40）

主持人：王莉萍 （中国法学会《中国法学》杂志社）

应飞虎（广州大学法学院）

主题发言:（每人 15分钟，14:00-15:00）

1.疫情防控中的个人信息保护

郑艳馨（西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

2.后疫情时代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思考

徐阳光（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3.疫情防控：人口结构视角解析与经济法应对（线上）

潘 宁（北京大学法学院）

4.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个人信息的保护机制

白 云（哈尔滨师范学院）

与谈人（每人 10分钟，15:00-15:20）

1.陈婉玲（华东政法大学）

2.靳文辉（重庆大学法学院教授）

自由讨论（15:20-15:40）

茶歇（15:40-15:50）

第二单元（15:50-17:30）

主持人：蒋悟真（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

郭广辉（河北经贸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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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发言:（每人 15分钟，15:50-16:50）

1.社会责任债券何以支持疫情防控：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线上）

张 阳（武汉大学法学院）

2.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的激励性监管机制——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为例（线上）

阿力木江·阿布都克尤木（新疆大学）

3.应对重大疫情之粮食安全联动保障制度研究（线上）

曾晓昀（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4.公共疫情防控语境下的疫苗监管责任主体研究（线上）

羊海燕（四川医科大学）

与谈人（每人 10分钟，16:50-17:10）

1.娄丙录（河南大学法学院）

2.郑艳馨（西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

自由讨论（17:10-17:30）

第二分会场：法典化与经济法（国豪酒店二楼第二会议室）

腾讯会议号：783 338 877

第一单元（14:00-15:40）

主持人：郑少华（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

李东方（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

主题发言:（每人 12分钟，14:00-15:00）

1.《民法典》与金融法的创新发展

强 力（西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

2. 法典化思维与经济法的立法构造

李玉虎（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

3.经济法法典化的思考

吕明瑜（郑州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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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民法典》出台背景下创制基本经济法的研讨（线上）

陈阵香（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法学院）

5.法典化背景下的经济法统合性立法（线上）

刘 凯（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

与谈人:（每人 10分钟，15:00-15:20）

1.赵红梅（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线上）

2.常 健（海南大学法学院）（线上）

自由讨论（15:20-15:40）

茶歇（15:40-15:50）

第二单元（15:50-17:30）

主持人：邢会强（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

宋亚辉（南京大学法学院）

主题发言：（每人 15分钟，15:50-16:50)

1.我国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市场化问题与建议——兼评《民法典》对资源

产权的保障与市场化促进（线上）

杨雪婧（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论《民法典》对金融法的影响

姚海放（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3.论经济法的体系化标准

杨尊源（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线上）

4.民法典时代经济法规制理念的变革与创新

赵 鑫（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

与谈人:（每人 10分钟，16:50-17:10）

1.杨德敏（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

2.高桂林（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

自由讨论（17:1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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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分会场：优化营商环境

腾讯会议号：369 566 042

第一单元（14:00-15:40）

主持人：刘继峰（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

叶 明（西南政法大学）

主题发言:（每人 15 分钟，14:00-15:00）

1.我国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路径探析——以江苏省经验为研究样本

钱玉文（常州大学史良法学院）

2.论重整企业信用修复的特征、机制与方式

闫 海（辽宁大学法学院）

3.疫情防控常态化长沙市营商环境评价与优化途径研究（线上）

刘田翔（中共湖南省委党校）

4.共享平台半公地属性与混合治理路径

付大学（天津工业大学文法学院）

与谈人:（每人 10分钟，15:00-15:20）

1.刘水林（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

2.杜 坤（西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

自由讨论（15:20-15:40）

茶歇（15:40-15:50）

第二单元（15:50-17:30）

主持人：强 力（西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

蒋岩波（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

主题发言：（每人 15 分钟，15:50-16:50）

1.法治化营商环境的理论构成与实践举措（线上）

刘 旭（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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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交易费用破解家庭农场信贷供求矛盾

马跃进（山西财经大学法学院）

3.营商环境优化视阈下的董事责任制度功能定位、规制困境与优化径路

（线上）

张 盼（暨南大学法学院）

4.优化营商环境的法治保障：现状、问题及进路

于 淼（吉林财经大学）

与谈人：（每人 10分钟，16:50-17:10）

1.陈少英（华东政法大学）

2.师旋（河北经贸大学法学院）

自由讨论（17:10-17:30）

自助晚餐（18:00-19:30，酒店负一层荔园自助餐厅）

11 月 1 日上午分会场研讨（9:00—12:30）

第一分会场 经济法总论（国豪酒店二楼第一会议室）

腾讯会议号：682 182 976

第一单元主题：经济法的理念与规则（9:00-10:40）

主持人：程宝山（郑州大学法学院）

单飞跃（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

主题发言:（每人 15分钟，9:00-10:00）

1.法律规则发展的渐进模式

李友根（南京大学法学院）

2.经济法安全理念的厘清

袁达松（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

3.论经济法的理念及其与经济政策的关系

王斐民（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



10

4.论经济法律规范冲突与经济立法统合改造（线上）

陈光华（天津财经大学法学院）

与谈人:（每人 10分钟，10:00-10:20）

1.席月民（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

2.吕明瑜(郑州大学法学院)

自由讨论（10:20-10:40）

茶歇：（10:40-10:50）

第二单元主题：经济法的实施（10:50-12:30）

主持人：许明月（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

孟庆瑜（河北大学法学院)

主题发言：（每人 15分钟，10:50-11:50）

1.经济法含义之反思与展望——基于经济学整体视野（线上）

陈宇照（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

2.“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经济法回应（线上）

苟学珍（重庆大学法学院）

3.比例原则在经济法中的适用及其展开（线上）

史欣媛（厦门大学法学院）

4.营利概念与中国法人法的体系效应

宋亚辉（南京大学法学院）

与谈人：（每人 10分钟，11:50-12:10）

1.袁达松（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

2.钱玉文（常州大学史良法学院）

自由讨论（12:10-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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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分会场 市场规制法（国豪酒店二楼第二会议室）

腾讯会议号：241 666 318

第一单元主题：竞争法专题（9:00-10:40）

主持人：刘继峰（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

郑鹏程（湖南大学法学院）

主题发言:（每人 15分钟，9:00-10:00）

1.互联网行业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的现状、挑战及路径完善

刘大洪（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

2.经济法视域下竞争中立原则的确立与规制变革（线上）

孙 晋（武汉大学法学院）

3.我国反垄断法的修订路径

丁茂中（上海政法学院经济法学院）

4.紧急状态下的反垄断法实施——以新冠疫情期间企业合作行为审查为

例（线上）

焦海涛（中国政法大学）

与谈人:（每人 10分钟，10:00-10:20）

1.蒋岩波（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

2.王玉辉（郑州大学法学院）

自由讨论（10:20-10:40）

茶歇（10:40-10:50）

第二单元主题：数字经济的法律规制（10：50-12：30）

主持人：柴振国（河北经贸大学法学院）

叶 明（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

主题发言:（每人 15分钟，10：50-11：50）

1.新发展格局下数据公平竞争的价值及实现（线上）

陈 兵（南开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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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法学数据实证研究的应用平台

广兴哲（北京法意科技公司）

3.数字经济时代传导效应与妨碍性滥用垄断行为规制

袁 嘉（四川大学法学院）

4.人工智能时代个性化定价算法的反垄断法规制（线上）

周围（武汉大学法学院）

与谈人（每人 10分钟，11：50-12：10）

1.孙 颖（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

2.丁茂中（上海政法大学法学院）

自由讨论（12：10-12：30）

第三分会场 宏观调控法（国豪酒店二楼中型会议室）

腾讯会议号：891 118 629

第一单元主题：宏观调控与区域协同法治（9:00-10:40）

主持人：强 力（西北政法大学法学院）

董玉明（山西大学法学院）

主题发言:（每人 15分钟，9:00-10:00）

1.问题与对策：京津冀地方协同立法研究

席月民（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

2.区际应急援助系统性制度规范研究—以美国制度经验为例

陈婉玲（华东政法大学）

3.定位重塑与体系演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经济法治新维度（线上）

黄茂钦（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

4.协同治理、指导性授权与自由贸易港治理模式的法律设计（线上）

常 健（海南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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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谈人:（每人 10分钟，10:00-10:20）

1.姚海放（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2.郗伟明（山西财经大学法学院）

自由讨论（10:20-10:40）

茶歇（10:40-10:50）

第二单元主题：财税法律制度（10:50-12:30）

主持人：朱大旗（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张秋华（吉林财经大学法学院）

主题发言：（每人 15分钟，10：50-11：50）

1.“一带一路”倡议下高铁走出去的税务风险及应对策略

亐道远（石家庄铁道大学文法学院）

2.应急管理事权与支出责任研究

欧阳天健（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

3..逻辑与策略：应对突发紧急事件的税收政策研究

任 超（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

4.大数据影响下纳税信用法律体系的构建

范晓豪（河北经贸大学法学院）

与谈人:（每人 10分钟，11：50-12：10）

1.徐阳光（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2.李 蕊（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

自由讨论（12：10-12：30）

自助午餐（12:30-13:30，国豪酒店负一层荔园自助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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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日下午（14:00-17:00，国豪酒店二楼多功能厅）

一、大会交流（每场 30分钟，14:00—15:30）

主持人：卢代富 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1．第一分会场汇报交流

2．第二分会场汇报交流

3．第三分会场汇报交流

二、颁奖和公布增补名单（15:30—16:00）

主持人：王先林 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一）公布“青年优秀论文评选”和“经济法总论优秀论文征文”获奖

名单宣布获奖名单并做说明

史际春 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

（二）宣布增补理事、常务理事名单和吸纳会员名单，并做说明

时建中 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三、闭幕式（16:00—17:00）

主持人：肖江平 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秘书长

（一）大会总结

王全兴 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二）承办方发言

王利军 河北经贸大学法学院院长

（三）闭幕致辞

李友根 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自助晚餐（17:30-19:30，国豪酒店负一层荔园自助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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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 2020 年年会暨第二十八届全国经济法

理论研讨会

线上参会信息

开幕式及大会主题演讲直播平台：

https://www.sciconf.cn/m/lives/details/2610

会议平台：腾讯会议室 所有会议室密码均为 3813

10 月 31 日上午理事大会： 11:00-13:00,会议号 636502777

10 月 31 日 14:00-18:00

第一分会场会议号：104338668

第二分会场会议号：783338877

第三分会场会议号：369566042

11 月 1 日 09:00-12:00

第一分会场会议号：682182976

第二分会场会议号：241666318

第三分会场会议号：891118629

https://wx.qq.com/cgi-bin/mmwebwx-bin/webwxcheckurl?requrl=https%3A%2F%2Fwww.sciconf.cn%2Fm%2Flives%2Fdetails%2F2610&skey=%40crypt_3d3e1450_db7df1d808aabdc154a09a41c89fcda9&deviceid=e745318676871673&pass_ticket=c7UGsEFdI4uVZuul%252BWdrNXO2kygpgFuPqdUtI3AWGGAMG9MGq%252FANNElm1zuTBHPc&opcode=2&scene=1&username=@7becec0370d3d95edfecdc36d2af817eb625db030c949d037357c53fc5eccc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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