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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表彰第十三届“环渤海区域法治论坛”

获奖论文作者和优秀组织单位的决定

“环渤海区域法治论坛”是中国法学会七大区域法治论坛

之一，由中国法学会指导，北京、天津、河北、山东、辽宁、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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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七省（市、区）法学会共同主办，各省（市、区）法学会轮

流承办，２０１８年第十三届环渤海区域法治论坛由山西省委政

法委支持，由山西省法学会和中国法学会世界贸易组织法研

究会共同承办。

本届论坛以“建立开放型经济新格局的法治保障”为主

题，面向环渤海区域七省（市、区）和中国法学会世界贸易组织

法研究会的法学法律工作者广泛开展征文活动。广大法学法

律工作者紧紧围绕主题，深入调查研究，形成了一批高质量、

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此次论坛共征集论文８８１篇，经论坛组

委会初评，中国法学会终评，确定获奖论文共１４１篇，其中一

等奖８篇，二等奖２０篇，三等奖４２篇，优秀奖７１篇。根据本

届论坛的组织工作和获奖情况，确定９个单位获得“优秀组织

奖”。

为鼓励、引导环渤海区域广大法学法律工作者进一步投

身法治建设实践，论坛组委会决定对第十三届“环渤海区域法

治论坛”获奖论文作者和优秀组织单位予以表彰。希望受到

表彰的作者和单位珍惜荣誉，再接再厉，为繁荣法学研究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希望广大法学法律工作者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团

结动员广大法学法律工作者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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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道路，积极投身全面依法治国伟大实践，在新时代法治中国

建设中充分发挥独特作用。

附件：

１．第十三届“环渤海区域法治论坛”获奖论文名单

２．第十三届“环渤海区域法治论坛”优秀组织单位名单

环渤海区域法治论坛组委会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１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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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第十三届“环渤海区域法治论坛”
获奖论文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一等奖（８篇）

大数据视野下环渤海区域司法协同发展研究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祝兴栋　龙　立

环渤海区域外商投资障碍及对策建议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曹　健

渤海海上养殖与航运安全矛盾的海事司法应对

天津海事法院　宋文杰

天津市滨海新区法院　刘紫琪

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司法协同问题研究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高　娟

环渤海区域全面开放与协同发展中的贸易投资便利化法治保

障研究

山东长城长律师事务所　毕思俭

山西省开放型经济法律制度建设探析

山西大学法学院　冯秀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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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法律环境建设研究

武汉大学法学院　孙　冰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社会责任绩效研究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顾露露

二等奖（２０篇）

协同创新视野下侵犯网络著作权犯罪之司法应对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曹红坤　陈　晨

京津冀医养结合协同发展的障碍与克服

北京交通大学　秦淑敏　葸文丹　刘　彤　张瑞萍

以司法协作保障环渤海区域协同发展问题研究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宁　韬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黄　丽

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统一问题研究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施　忆

核心价值观的公信表达与裁判文书说理

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　唐　达

环渤海区域统一银行卡冒用民事纠纷裁判尺度问题研究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　高　欢

环渤海地区政府信息公开滥诉问题规制

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　范　懿

污染环境犯罪案件有关司法实务问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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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检察院　杨　安　刘春德

回归本位：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解构与重塑

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　王　荔

京津冀环保产业协同推进政策法律机制研究

河北大学政法学院　孟庆瑜　张思茵

共建共治共享：法治背景下高速铁路安全治理的创新与策略

石家庄铁道大学文法学院　!

道远

海域使用权收回与补偿若干问题的初步探析

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　林　燕

论自贸区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创新与完善

大连海洋大学法学院　戴　瑛　周景行

辽宁特殊教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赵晓艳

环渤海区域全面开放与协同发展中的法治保障新要求

大连海洋大学法学院　裴兆斌　翟姝影

环渤海地区防控毒品犯罪的薄弱环节剖析

辽宁警察学院　石化东　罗　明

我国政府绿色采购法律问题研究

山西财经大学法学院　王　娟

对环渤海区域知识产权保护与运用协同发展的构想

山西大学法学院　赵小平

山西知识产权融资租赁法律规制研究

晋中学院　赵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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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民族大学　丁　瑜

环渤海地区跨境电子商务高标准规则研究

武汉大学法学院　李　琴

投资便利化国际合作的中国因应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研究所　黄志瑾

三等奖（４２篇）

环渤海区域协同发展背景下的委托送达机制研究

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　杨亚妹

关于环渤海区域特殊类型案件管辖制度的研究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李振凡

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法院　姜　欣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国司法信息平台的构建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夏玉婷　康　莉

京津冀机动车协同环境管理法律研究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　付正佳　王姿淇

环渤海“一带一路”服务能力建设

北京融商一带一路法律与商事服务中心　王　丽　刘晓梅

省级统管格局下法院购买社会化服务的监管机制研究

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　袁晓北　唐　达

调解在推动海外投资遵守企业社会责任规范中的作用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　边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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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中国与东盟的禁毒刑事司法合作研究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王炳蔚

京津冀一体化下ＰＰＰ立法研究

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　陈义建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推进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

北京市通州区税务局　朱意俊

政策工具视域下中国大气污染防治政策分析框架研究

天津大学　秦　勤

天津市残疾人医疗保障政策研究

天津工业大学法学院　宋佳宁

“一带一路”争端司法解决机制探析

天津海事法院　张　颉

关于构建环渤海区域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之路径探究

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　钱天彤　曹　癑

京津冀协同检察探索完善铁检基层院跨行政区划案件管辖的

设想

天津铁路运输检察院　李　欣　周恩深

环渤海区域非法集资治理的法治保障研究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人民检察院　黄　玮

京津冀协同发展下金融审判的司法回应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　丁晓雨　候华北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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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检察院　杜萌萌

构建环渤海区域生态补偿机制的法律探析

中共秦皇岛市委党校　刘　勃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文法学院　辛宇鹤

夯实环渤海法治保障 具象化法律适用逻辑

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　苏　婧

“一带一路”背景下环渤海区域知识产权保护战略的审视与完善

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杨富元　汪燕飞

论主权财富基金司法管辖豁免的范围及标准

山东大学立法学与法律方法研究中心　张文芳

环渤海经济区发展新格局下德州市建设协同发展示范区的司

法保障

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人民法院　张　超

生态恢复产业结构调整法的基本内容与制度设计

山东法官培训学院　余晓龙

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执法保障体系建设研究

中共济宁市委党校　侯淑芬

全球航空碳减排的法制发展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辽宁大学法学院　闫　海　孟　琦

环渤海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法制保障探析

大连理工大学法律系　王　越　张胜男

环渤海区域全面开放与协同发展中的贸易与投资便利化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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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工业大学　杨　园

破题生态文明建设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山西省太原市法律援助中心　冯　莉

山西财经大学法学院　曹　霞

“山西综改示范区”转型与开放的财税法推进

山西财经大学法学院　薛建兰　韩　菲

开放型经济新格局下省域能源开放合作路径研究

山西财经大学法学院　姚　婷　曹　霞

山西开放型经济下地方人大对重大行政决策监督的法律问题

研究

山西大学法学院　何建华　郭良惠

山西开放型经济的法治环境建设

山西大学法学院　周子良　梁文婷

环渤海区域服务“一带一路”特色建设

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　杜瑞平　白丽云

全面开放新格局下税收中性的适用逻辑及实现路径

山西财经大学法学院　韩　菲

充分发挥税收优惠政策作用促进山西综改试验区快速发展

山西晋商律师事务所　张青政

以色列与中国的司法外交及其启示

山西大学商务学院　田小芳

自媒体时代下司法与民意的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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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　白　丽

中共通辽市委党校　郑　宇

立足基层检察实务　服务非公经济发展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翁牛特旗人民检察院　张英利

新形势下法院庭审直播面临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　董明华

自贸区知识产权证券化制度国际借鉴与创新

武汉大学法学院　刘思海

论《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在中国法院的适用

武汉大学法学院　刘　瑛

优秀奖（７２篇）

环渤海区域司法裁量标准化困局与出路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曹　华

让判决流通起来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周　珍

从国内到国外：人民法院参与“一带一路”战略路径探析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　甄伟超

传承与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

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　郑飞飞

推动环渤海区域知识产权保护建设

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　戴焕平　王梦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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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渤海全域乡村振兴中贸易与投资便利化保障研究

北京市房山区税务局　温　明

浅析新时代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建设

北京市怀柔区税务局　黄　凡

审问、明辨、笃行：海洋污染司法鉴定实践之思与完善之策

天津海事法院　宋文杰

天津市滨海新区法院　刘紫琪

环渤海区域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集中管辖机制研究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刘　洋

关于保护国内飞机融资租赁交易中出租人权益的法律问题研究

天津市滨海新区法院　闫秀珍

司法实务中逮捕权并行行使问题的解决

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检察院　孟辰飞

故意伤害案件反向审视的问题分析与机制构建

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检察院　付鹏程

构建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 化解涉检信访案件

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　程文帅

对我国政审制度关于违法犯罪前科规定的检讨性反思

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检察院　李承辉

民事行政检察中的缠访缠诉风险分析及应对

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检察院　王　赞

净化环渤海区域网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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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经贸大学法学院　郎正午

互联网假货销售的法律问题探讨

河北工业大学　李跃利

中国政法大学　冯艳蓉

环渤海区域绿色发展的法治保障新要求

河北大学政法学院　刘自若

优化营商环境背景下自贸区行政审批改革经验

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河新区公安局　田鑫祺

浅谈环渤海区域全面开放与协同发展中法制保障的新要求

河北省邢台市内丘县人民法院　苑晓丽

城市绿地与实现居民生态福利的关系与完善

河北大学政法学院　刘　茜

从法治角度看待环渤海地区全面开放和协同发展

河北经贸大学　郝晓丹

从互动到联动：承德市水源生态保障长效机制构建的路径选择

河北省宽城满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　朱伟悦

河北省承德市人民检察院　杨　静

河北省宽城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王文君

“一带一路”战略视角下环渤海区域发展中贸易争端解决机制

初探

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县法院　赵巍键

环渤海区域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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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德州市齐河县公安局　季森森

环渤海区域全面开放与协同发展中监狱执法规范化建设研析

山东省德州监狱　张　鹏

论公民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法院　朱鹏伟

论环渤海区域全面开放下的知识产权保护

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　田炳美

环渤海区域自由贸易与发展立法协调研究

辽宁大学法学院　鞠　阳

环渤海区域全面开放与协同发展中的贸易与投资便利化保障

辽宁省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李靖宇

环渤海区域全面开放与协同发展中的促进外资增长保障

辽宁省灯塔市人民检察院　吕文洋

环渤海区域全面开放与协同发展中的国际司法合作

辽宁省灯塔市人民检察院　李金格

环渤海区域全面开放与协同发展中的法治保障

辽宁省灯塔市人民检察院　刘恩强

环渤海区域全面开放与协同发展中法治保障的新要求

辽宁省辽阳市太子河区检察院　高　晶

环渤海全面开放与协同发展中法制保障的新要求

辽宁省朝阳市喀左县大城子街道　李航宇

浅谈知识产权保护与环渤海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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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县公安局　崔继磊

论环渤海区域如何做好涉外法律服务工作

辽宁省朝阳市龙城区司法局　高竞一

论建构环渤海区域全面开放与协同发展中法治保障的新要求

辽宁省营口市老边区人民检察院　吕　潆

环渤海区域全面开放与协同发展中的司法协作问题研究

辽宁省营口市老边区人民检察院　王　记

环渤海区域全面开放与协同发展中法治保障的新要求

辽宁省营口市老边区人民检察院　王　利

环渤海区域全面开放与协同发展中服务“一带一路”特色建设

辽宁省营口市老边区人民检察院　杨　乐

关于落实环渤海未来安全协同发展战略新方向的几个问题研究

辽宁省盘锦市大洼区人民法院　杨海山

环渤海区域全面开放与协同发展中国际并购法律规避的研究

辽宁省盘锦市双台子区司法局　王　瑞

辽宁省盘锦市盘山县人民法院　任丽潼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盘锦分行　王　野

知识产权确认不侵权之诉实证分析与问题研究

辽宁大学法学院　李丽峰　王益之　孙　祥　石亚菲

环渤海区域全面开放与协同发展中“一带一路”特色建设下的

行政体制改革

沈阳师范大学法学院　祁　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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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　战　成

长生生物疫苗事件中对山西开放型经济的法治环境建设的思考

山西财经大学法学院　任泽龙

山西开放型经济的法治环境建设

山西大学法学院　史凤林

法治视阈下开放与协同发展的制度保障

山西财经大学法学院　薛建兰　张向宇

加强山西高等法学教育，服务“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建设

山西大学法学院　史永丽

山西省翻译协会　吴红星

开放型经济背景下法治环境的建设

山西宝翰律师事务所　王宝林

新思想指引法治新方向　为新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山西财经大学法学院　李宛笑

顺“环渤海”之势 创山西发展之路

中共太原市小店区委党校　张　华

山西开放型经济发展良好法治环境研究

山西财经大学法学院　李　娜

论山西开放型经济的法治环境建设

山西省临猗县人民法院　刘　霞　张　辉

突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地方特色立法与监督促进区域开放与协

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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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农村工作委员会　魏晓鹏

环渤海区域协同发展在山西转型综改试验区建设中的金融法

治实践

山西财经大学法学院　赵雅婷

浅谈山西开放性综改试验区地方法律保障体系建设

山西中吕律师事务所　王　涛

环渤海区域会计师事务所行业知识产权现状概述及设想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武冰洁

山西政法系统优化营商环境研究报告

山西财经大学法学院　韩永红

浅谈经营类事业单位改革的难点与策略

山西省晋城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张一晴

暂予监外执行同步监督理论与实务研究

山西省晋城市沁水县人民检察院　杨　林　都国政　樊泮军

试析刑事执行一体化体制及新形势下刑事执行检察工作开展

山西省晋城市高平市人民检察院　靳丹青　李郭健　郭　健

刑事庭审实质化需解决的“实质性”问题思考

山西省晋城市沁水县人民法院　延淑芳

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山西省晋城市泽州县司法局　韩立会

环渤海区域全面开放与协同发展中的知识产权保护建设

山西省晋城市泽州县人民检察院　王树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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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贸易试验区背景下我国加快发展教育服务贸易的新路径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研究所　金孝柏

论贸易便利化制度差异性及我国对策

南京大学法学院　胡晓红

建立开放型经济新格局的法治保障

华东政法大学　洪文清

论商务人员临时入境申请的条件及其信息公开

武汉大学法学院　陈景光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争端解决机制构建探析

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　俞素梅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法律问题研究

吉首大学　候　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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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第十三届“环渤海区域法治论坛”
优秀组织单位名单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检察院

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

山东省德州市法学会

辽宁省法学会海洋法学研究会

山西省运城市法学会

山西财经大学法学院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法学会

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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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中国法学会，京、津、冀、鲁、辽、晋、蒙党委政法委

送：京、津、冀、鲁、辽、晋、蒙法学会，有关部门

发：获奖论文作者

山西省法学会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１９日印发

（共印３５０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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