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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学术会议及交流

一、王杏飞副教授、傅向宇博士应邀参加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

2018 年年会暨家事审判与非讼程序学术研讨会

2018 年 9月 15日上午，由中国法学会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主办、

河北大学政法学院承办、河北大学国家治理法治化研究中心协办的中

国法学会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 2018 年年会于河北大学顺利召开。

本次年会有来自全国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司法机关、法律服务

机构、新闻出版机构的 200 多名专家学者、法律实务工作者等参加了

会议。我院傅向宇博士、王杏飞副教授应邀参加本次年会。

二、傅向宇博士出席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证据理论专业委员会成

立暨新时代证据理论发展愿景学术研讨会

2018 年 9 月 27 日至 29 日，由中国法学会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

与广州大学联合主办，广州大学法学院承办，广州市法学会诉讼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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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会与广东鑫霆律师事务所协办的“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证据

理论专业委员会（筹）成立仪式暨新时代证据理论发展愿景”学术研

讨会，在华工大学城中心酒店南粤厅顺利举行。共计 50 余名高校的

专家学者和实务界人士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围绕着“证明责任与诉讼标的的理论与实践

意义”和“诉讼标的的理论与实践意义”这两个主题发表了学术报告

和进行了热烈的研讨。我院傅向宇博士出席本次会议。

三、冉华副教授应邀出席首届媒介法规伦理学术年会

2018 年 9 月 15 日至 16 日，首届中国媒介法规与伦理学术年会

在华中师范大学举行。本次学术年会以“责任与悖论：新时代的媒介

法规与伦理研究”为主题，探究媒介法规与伦理在新时代环境下的变

迁。大会共设有八个分论坛，近百位专家学者就媒介伦理与法规相关

学术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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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冉华副教授应邀出席了本次大会，并在第五分论坛以“构建

现代传播体系与创新社会治理问题研究——基于“美好生活需要”的

传播伦理考察”为题做主题发言。

四、杨婷副教授应邀参加中国史学会外国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

2018 年会

2018 年 10 月 12 日至 13 日，由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承办、北京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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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协办的主题为“反思与超越：走向新时

代的国际新闻与传播研究”的中国新闻史学会外国新闻传播史研究委

员会 2018 年会在深圳大学举办。来自海内外 60余所高校、科研和新

闻机构的 130 多位专家学者就外国新闻传播理论、国家形象与对外传

播、跨文化传播与国际信息新秩序、国际新媒体研究等领域的最新研

究成果进行了交流分享。我院杨婷副教授参加本次会议，并于分论坛

进行精彩发言。

五、傅向宇博士参加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山本克己访问河南大学的讲学

并担任学术翻译

2018 年 10 月 25 日，日本京都大学教授、日本民事诉讼法学会

会长，日本法制审议会继承法分部及民事执行法分部临时委员山本克

己访问河南大学并以“日本家事程序法现状”为主题作了专题报告，

我院傅向宇博士参加本次学术报告并担任学术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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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特聘副教授王首杰出席 21世纪商法论坛第十二届国际研讨会

2018 年 10 月 27 日至 28 日，清华大学法学院商法研究中心“21

世纪商法论坛第十二届国际研讨会”在北京成功举办。会议中心议题

为“后危机十年公司治理：回顾与展望”。我院特聘副教授王首杰应

邀参加本次会议。

七、杨婷副教授出席中国新闻史学会 2018 学术年会

2018 年 10 月 27 日至 28 日，中国新闻史学会 2018 年学术年会

在杭州举行。会议以“全球视野，中国特色：数字时代的新闻传播与

美好生活”为主题，来自浙江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传媒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加州大学、伊利

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等国内外高校的近千名学者齐聚一堂，共襄盛典，

围绕新时代新闻传播与美好生活间的互动关系分享看法、碰撞观点。

我院杨婷副教授参加本次会议，并于分论坛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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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冉华副教授应邀出席“中国高校影视学会 2018 媒介文化论坛”

2018 年 11 月 3 日，由中国高校影视学会媒介文化专业委员会主

办、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承办的“中国高校影视学会 2018 媒介

文化论坛”成功举行。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澳门大学等境

内外知名高校和研究机构的 80余位专家学者参会。

本次会议主题是“新媒体时代的技术革新与新媒介文化形态”。

我院冉华副教授应邀出席了本次论坛，并以“当代文化传播的伦理特

质及其社会动能”为题在第二分论坛做了主题发言。

八、傅向宇博士受邀参加第十届紫荆民事诉讼青年沙龙

2018 年 11 月 10 日，第十届紫荆民事诉讼青年沙龙于上海交通

大学成功举行。据悉，紫荆民事诉讼青年沙龙是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研

究会主办，以平等和实质讨论为特色，以规范研究为导向的青年学术

交流平台。该沙龙于 2014 年创办，已经产生较大反响，日益成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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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诉青年研究者切磋交流的盛会。本届沙龙的主题为“共同诉讼论

纲”，我院傅向宇博士受邀参加了本次沙龙。

十、战东升副教授应邀出席“劳动法的归属和定位——民法还是社会

法”社会法学术沙龙

2018 年 11 月 11 日，上海市法学会劳动法研究会、上海市劳动

和社会保障学会劳动法专业委员会及华东师范大学社会法治与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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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社会法学术沙龙之“劳动法的归属和定位

——民法还是社会法”在华东师范大学中北校区办公楼小礼堂成功举

行。共计 6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沙龙。我院战东升副教授出席

本次沙龙。

十一、郑银博士应邀参加第六届公司与金融法制国际论坛“民商法视

野下的金融法制”学术研讨会

2018 年 11 月 17 日，第六届公司与金融法制国际论坛“民商法

视野下的金融法制”学术研讨会在渝举行。研讨会由中国商法学研究

会和西南政法大学共同主办，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中国金融与

保险法律研究中心、西南政法大学公司治理法律问题研究中心、西南

政法大学市场交易法律制度研究基地联合承办。本次论坛跨学科、跨

区域、跨国际的交流吸引了来自韩国、日本、新加坡、（中国）香港、

（中国）澳门以及全国 113 余名法学专家、学者参加。我院郑银博士

应邀参加本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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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战东升副教授应邀出席第二届中国劳动法论坛暨中国社会法学

研究会劳动法学分会 2018 年年会

11 月 25 日，第二届中国劳动法论坛暨中国社会法学研究会劳动

法学分会 2018 年年会在北京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社会法学研究会

劳动法学分会主办，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承办。会议围绕“劳

动法与民法的关系”以及“平台经济对劳动法的挑战与应对”两大主

题展开研讨。来自全国各高校的劳动法学者以及实务部门的劳动法专

家六十余人参加了会议，我院战东升副教授应邀参与本次会议。

十三、姚万勤博士、张永强博士受邀参加海峡两岸暨第十二届内地中

青年刑法学者高级论坛

2018 年 12 月 1 日至 2 日，由海南大学法学院承办，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海南海大平正律师事务所协办的“海峡两岸暨第十二届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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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青年刑法学者高级论坛”于琼成功举办。据悉该论坛秉持“小而

精”的办会理念，践行严肃认真专注学术的会议作风，历次论坛先后

以违法性认识、犯罪论体系、刑事违法性、期待可能性、过失犯理论、

客观归责论、共犯论、故意论、错误论、不作为犯、财产犯总论、贿

赂犯罪、刑事制裁论等作为主题，深入讨论了刑法理论的一系列基础

课题，推进了我国刑法学研究的疆域，提升了我国刑法学研究的水平，

取得了诸多前沿性的理论成果，展现了我国中青年刑法学者的学术志

向。我院姚万勤博士、张永强博士受邀出席该论坛。

十四、杨婷副教授受邀参加首届意识形态与舆论研究高峰论坛

12月 1日至 2日，由海南省意识形态与舆论研究基地、海南师

范大学新闻传播与影视学院、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国

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和广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共同主办的首届

意识形态与舆论研究高峰论坛于琼成功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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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论坛以“意识形态与舆论研究”为主要议题，共有 110 余名

来自全国高校的专家学者出席了该论坛。我院杨婷副教授受邀出席该

论坛并以“网络舆论引导视角下政府官员媒介素养调查：重庆例证”

为题进行了发言。

十五、张永强博士受邀参加第三届“一带一路”安全合作高端论坛

（2018）暨“中美关系转型与‘一带一路’新挑战”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8 年 12 月 15 日，张永强博士受邀参加由“一带一路”智库

合作联盟、上海政法学院主办，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国际司法交流合

作培训基地和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共同承办的第三届“一带一

路”安全合作高端论坛（2018）暨“中美关系转型与‘一带一路’新

挑战”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在分论坛四“‘一带一路’建设的法律保

障”作了题为“后‘伊斯兰国’时代反恐形势与对策”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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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学术讲座与论坛

一、《法商研究》责任编辑翟中鞠教授应邀来我院举办讲座

2018 年 9月 16 日下午，《法商研究》责任编辑翟中鞠教授在

敬业楼 5070 会议室开展主题为“论文选题、写作及投稿技巧”的

讲座。本次讲座由高等研究院院长侯东德教授主持，多名专职科研

人员、老师、博士研究生等到场聆听，现场座无虚席。

首先，翟教授介绍了《法商研究》的基本情况和近年的投稿说

明，并针对法学论文的投稿技巧提出了三点建议：第一，投稿要具

有针对性，既要对所投刊物进行研读，也要结合自身的需求来选择

所投稿的期刊；第二，要积极主动与编辑多联系多沟通，掌握稿件

最新情况；第三，要善于推销自己以及推销文章，既要突出自己的

学术背景和研究领域特长，也要凸显文章的特点，如论文的理论意

义与实践价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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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翟教授提出了寻找选题的几种途径，例如从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发布的课题指南中寻找、从教育部司法部等部门发布的招投

标课题中寻找、从重要会议决议和政策文件中寻找、从当下热门话

题中寻找，等等。

再次，翟教授针对论文写作中的写作规范及要点做了说明。翟

教授分别就论文的题目、摘要、关键词、注释等方面做了讲解。论

文题目的拟定要简明、具体、确切；摘要不同于提要，摘要是对论

文的客观描述，要具有概括性；同时注意对关键词的运用；对于注

释的引用，需注重对新颖性、权威性、全面性、相关性的把握。讲

座最后，翟中鞠教授同在座嘉宾、同学进行了深入地讨论交流。本

次讲座取得了圆满成功。

二、西南政法大学第二届人工智能法律论坛在渝成功举办

2018 年 10 月 27 日，由西南政法大学主办，我校高等研究院、

人工智能法律研究院承办的西南政法大学第二届人工智能与法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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坛在渝北校区维也纳国际酒店举行。来自全国高校、科研机构、司法

机关、行政机关、企业和律师事务所等各界代表 140 余人出席论坛。

本次论坛开幕式由校党委常委、副校长岳彩申教授，亚太人工智

能法治研究院院长、亚太网络法律中心主任、北京师范大学刘德良教

授出席并致辞。教务处处长、人工智能法律研究院副院长张建文教授

主持。

侯东德教授为《人工智能法学研究》作创刊致辞，明确提出《人

工智能法学研究》的创刊旨在打通人工智能学界与法学界的通道，为

人工智能与法学交叉融合提供发展平台，培养青年学者，培育研究成

果，为国家人工智能发展和法治建设提供理论参考。

本次论坛围绕“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的法律问题”主题展开研讨。五场主题报告中分别由中国政法大学教

授管晓峰、亚太人工智能法治研究院院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德良、

中山大学教授熊明辉、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叶茂、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信息技术处处长陈浩及校内学者代表等 24位来自人工智能、法学等

领域的理论和实务界专家学者做了精彩纷呈的报告。本次论坛取得圆

满成功。

三、《政法论丛》杂志主编孙培福教授应邀来我院举办讲座

2018 年 12 月 6 日上午 9时，由《政法论丛》杂志主编、学报部

主任、山东政法学院孙培福教授主讲，西南政法大学高等研究院专职

科研人员曹亦果主持的主题为“法学论文的选题及论证”的讲座于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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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楼 4001 室如期举行。

本次讲座由行政法学院金承光教授、民商法学院林少伟副教

授、民商法学院武翠丹讲师、我院专职科研人员张永强担任嘉宾。

多名博士、硕士同学前来聆听讲座，现场座无虚席。期间，孙培福

教授深刻指出：学术论文不能主观臆论，论文应当是一种证明、推

论。随后用人工智能与法律、人的寿命与环境、医疗的关系以及城

市交通拥堵的原因三个例子深入浅出地将客观论证的重要性娓娓

道来。紧接着用四个词精确地概括了什么是好的论证，即“紧扣主

题、层层推进、旁征博引、深刻论证”。讲座在如潮的掌声中圆满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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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最新科研成果

一、科研项目

1.侯东德：2018 年度司法部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智能

投顾的法律规制研究（专著）

2.王杏飞：2018 年度司法部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司法

解释的规范化研究（专著）

3.王首杰：中国法学会 2018 年度部级法学研究课题“创新行为的法

律规制研究”

4.张永强：西南政法大学 2018 年度校级科研项目青年项目“预防性

犯罪化立法限度研究”；2018 年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博士项目“预

防性刑法立法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018BS114）

5.曹亦果：国家重点专项司法专题“多源涉诉信访智能处置技术研究”

项目（参与第五部分“面向海量涉诉信访案件分析的处理效果评估与

风险预警技术研究”撰写）

二、论文发表

1.杨婷：Yang, T., Seo, S.H.(2018) Investigation on Media

Literacy of China Government Officials: Under the View of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ents

2.战东升：民法典编纂背景下劳动法与民法的立法关系——以“类似

劳动者型的劳务提供人”的保护为切入点

3.韩炜：Alliance portfolio management and sustainability of

entrepreneurial firms. Sustainability（SSCI, JCR 分区 Q2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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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0.

4.韩炜：联盟组合的研究述评与展望：联盟组合的交互、动态与影响

效应《管理评论》2018 年第 10 期（校定 C类）

三、智库成果

侯东德、姚万勤：《加强公交车等公共交通安全的刑法保障》，载《国

是咨询》2018 年第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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