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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入世二十周年与法治建设国际研讨会
会 议 日 程

2021 年 12 月 9 日

14:00-20:00 会议报到

2021 年 12 月 10 日

9:00-9:45 开幕式

主持人：陈国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国际法所联合党委书记

致 辞：高培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学部委员

卢鹏起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会长

张向晨 世界贸易组织副总干事

王其江 中国法学会党组成员、副会长

9:45-10:00 合影与茶歇

10:00-11:00 特邀报告

主持人：杨国华 中国法学会 WTO 法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WTO-MPIA 仲裁员、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报告人：江必新 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李成钢 中国驻世界贸易组织代表团特命全权大使

罗伯特·沃尔夫 英国皇后大学荣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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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12:30 大会报告（一）：《中国入世二十年与全面开放新格局

的法治保障》

主持人：刘敬东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法学会

世贸组织法研究会副会长

报告人：（每人 10分钟）

1.罗 津 商务部贸易救济局局长

《入世 20年中国贸易救济的发展与展望》

2.陈雨松 商务部世贸司副司长

《积极参与世贸组织改革，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

3.于 宁 商务部条法司二级巡视员

《入世 20 周年与中国法治建设》

4.刘 超 中国贸促会法律事务部部长

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解决组织秘书长

《二十年阳光风雨和第二朵东方之花》

5.霍建国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副会长

《主动对标国际规则，加快制度性开放进程》

6.邬 枫 香港中文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

《中国入世及中国投资法》

7.石静霞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特聘教授

中国法学会 WTO 法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从服务业国内规制诸边协定看 WTO 谈判功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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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0-14:00 工作餐

14:00-15:20 大会报告（二）：《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

主持人：沈 涓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研究员

评议人：廖诗评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报告人：（每人不超过 10 分钟）

1.韩立余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促进 WTO 改革与发展》

2.徐崇利 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

《中美对待国际法治的立场分殊》

3.张庆麟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

《统筹推进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的意义与内涵》

4.孔庆江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院长、教授

《中国与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

5.赵宏瑞 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

《习近平国际经济法治思想》

6.赵 云 香港大学法学系主任、教授

《网上争议解决机制的发展和规制机制的建设》

7.曲相霏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所《国际法研究》编辑部副主任

《涉外法治与体育外交》

15:20-15:30 茶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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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0-16:50 大会报告（三）：《中国与 WTO 改革》

主持人：杨国华 中国法学会 WTO 法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WTO-MPIA 仲裁员、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评议人：蒋小红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所国际公法研究室主任

报告人：（每人不超过 10 分钟）

1.王贵国 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国际战略与法律研究院院长

《中国的世贸组织“第二期事业”》

2.杨 松 辽宁大学副校长、教授

《后 WTO 时代金融服务规则演进及中国应对》

3.高树超 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院教授

《中国与 WTO：从理想化、同化到异化》

4.左海聪 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教授

《大变局下美欧印中贸易政策变化的法律剖析》

5.王江雨 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教授

《以工人/中产阶级为中心：特朗普和拜登政府的新贸易理

念对中美贸易关系和 WTO 改革前景的影响》

6. 西蒙·伊文尼特 瑞士圣加仑大学法学教授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其他成员方的影响》

7.杜玉琼 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

《WTO 数据跨境流动规则建构的困境与中国方案》

16:50-17:00 茶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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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8:30 大会报告（四）：《WTO 改革与全球经济治理》

主持人：石静霞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特聘教授

中国法学会 WTO 法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评议人：孙世彦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所国际人权室主任、研究员

报告人：（每人不超过 10 分钟）

1.赵 宏 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前主席、大法官

《中国、美国与 WTO 改革》

2.张乃根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

《论多边贸易体制下的诸边协定》

3.徐 泉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

《WTO 治理结构失衡与理论重构》

4.法比奥·马尔切利 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国际法研究所研究员

《人类命运共同体下贸易的发展——WTO 和区域贸易协

定的角色》

5.傅东辉 锦天城（北京）律师事务所主任

《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新 WTO 贸易秩序的几点思考》

6.管 健 北京高文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欧盟对华反倾销中市场扭曲认定的法律缺陷》

7.刘 瑛 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

《WTO 视角下的美国涉华网络服务限制》

14:00-18:00 武汉分会场议程

时间：2021年 12月 10日 14:00-15:50 腾讯会议242-762-878

主持人：李雪平 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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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 烈 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教授

1.余敏友 中国法学会 WTO 法研究会副会长

武汉大学边界与海洋研究院院长教授

《中国入世对国际贸易法治的贡献》

2.毛胜前 湖北省商务厅贸易救济与管理处处长

《湖北省新近对外贸易的形势、政策和问题》

3.冯洁菡 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教授

《额外卫生措施的国际法规制以 IHR 和 SPS 协定为视角》

4.廖 丽 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副教授

《入世 20年中国参与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实践》

5.余素梅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中国加入 CPTPP 过程中的国有企业问题》

6.张耀元 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博士生

《WTO 与全球经济治理相关性：认识、挑战与重塑》

7.漆 彤 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教授

《新一代国际经贸规则中的软性义务初探》

8.陈 胜 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师

《美国经济制裁相关主体清单研究》

9.栾信杰 中国计量大学“一带一路”区域标准化研究中心教授

《基于当今新冠疫情视角的世贸组织 SPS 对等承认规制

及其实施研究》

10.傅江湲 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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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背景下 SPS/TBT 规则的挑战与调整》

11.肖 军 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副教授

《<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中的环境规则》

12.范晓宇 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博士生

《论建设海南自贸港背景下的外资保护——基于涉经济

特区投资仲裁案例之考察》

2021 年 12 月 11 日 9:00-11:00 专题研讨

专题（一）《全面开放新格局与国际法研究》（北京会场）

时间：2021 年 12 月 11 日 9:00-11:00 Zoom 会议：

https://us02web.zoom.us/j/89004577345?pwd=eU9KUUZ3YnNvQmdCN

1g0OThiWlFMZz09

主持人：王传丽 中国法学会 WTO 法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

评议人：朱晓青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研究员

史晓丽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

发言人：

1.戴瑞君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所国际人权法室副主任、研究员

《统筹推进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背景下完善涉外法律法

规体系的构想》

2.郝鲁怡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副研究员

《走近国际法治：国际法编纂与逐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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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顾 宾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WTO 未来的三点思考》

4.张新娟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教授

《WTO 的停摆与相关教学的变化》

5.毛晓飞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所国别法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中国的国际仲裁中心建设：理论基础、路径模式与评估

体系》

6.易继明 谢尔曼·斯特灵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国际仲裁需要国际仲裁规则吗？关于特殊利益的考量》

7.李庆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所国际私法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美国法院对在美国领土外外国国家财产的执行》

8.斯迪克·塞亚德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法学教授

《欧盟—中国在金融服务领域二十年的关系》

专题（二）《贸易、环境与劳工标准》（北京会场）

时间：2021 年 12 月 11 日 9:00-11:00 Zoom 会议：

https://us02web.zoom.us/j/81280637786?pwd=dzBzK3VXQWJYZjM2N

3hOU3NvSVNzUT09

主持人：祁 欢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副院长、教授

评议人：范晓波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所长、教授

黄 晋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国经室副主任

发言人：

1.边永民 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教授

《WTO 的绿化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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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龚红柳 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后疫情时代国境口岸公共卫生风险防控的国际法规制》

3.栾信杰 中国计量大学“一带一路”区域标准化研究中心教授

《基于当今新冠疫情视角的世贸组织 SPS 对等承认规制

及其实施研究》

4.郑玲丽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CPTPP 环境章节文本解读及我国法律对策》

5.李西霞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所副研究员

《美国自贸协定劳工标准模式的最新发展——基于<美墨

加协定>文本分析》

6.张文广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副研究员

《为全球海运争端解决注入中国元素》

7.罗欢欣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副研究员

《日本核污水排海问题的综合应对方案——统筹国内法

治与涉外法治的必要性》

8.何晶晶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国的双碳目标与 ESG》

9.艾德里安·埃姆什 霍金路伟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欧盟新<反外国补贴条例草案>》

10.任宏达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CPTPP 非商业援助规则分析与应对》

专题（三）《数字贸易实践发展与规则演进》（武汉大学分会场）

时间：2021 年 12 月 11 日 9:30-11:30 腾讯会议 298-347-795



12

召集人：龚向前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

评议人：石静霞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特聘教授

发言人：

1.周念利 对外经贸大学中国WTO研究院教授

《跨境数据流动：形势、实证与对策》

2.彭 岳 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隐私规制的贸易法表达》

3.赵旸頔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博士生

《中国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路径与问题》

4.万晓格 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博士生

《公共政策目标在跨境数据流动监管中的适用》

5.赵泽宇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生

《平台视野下区域贸易协议竞争条款的迷失与对策》

6.李雪平 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教授

《在数字贸易中规制劳工问题的路径依赖：以 CPTPP 为测

试模式》

专题（四）《产业补贴》（西南政法大学分会场）

2021 年 12 月 11 日 9:00-11:00 腾讯会议： 878-486-995

召集人：陈咏梅 西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

评议人：徐程锦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中心副研究员

发言人：

1.丁 如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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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补贴规则的兴起：类型化合规分析》

2.戴 瑛 大连外国语大学教授

《WTO 渔业补贴谈判及中国应对》

3.胡建国、陈禹锦 南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欧盟<外国补贴条例（草案）>及其 WTO 合规性分析》

4.周一帆 中国政法大学讲师、法学博士

《WTO 补贴规则改革的美欧日方案评价及中国因应》

5.刘 琳 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教师、硕士研究生导师

《“玻璃纤维编织物案”中欧盟委员会补贴认定路径述评》

6.胡 德 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社科与法学学院 2020 级硕士研究生

《WTO 框架下民用大飞机补贴规则及相关案例分析》

7.李 梦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 2020 级国际法学硕士研究生

《WTO 渔业补贴谈判及规制问题研究》

专题（五）《国有企业》（上海市 WTO 法研究会分会场）

时间：2021 年 12 月 11 日 9:00-11:00 腾讯会议：957-437-486

召集人：张乃根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中国法学会世界贸易组织法研

究会副会长

评议人：胡加祥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上海市 WTO 法研究

会会长

李 本 上海大学法学院教授、上海市 WTO 法研究会副会长

发言人：

1.张军旗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上海市 WTO 法研究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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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章节对中国加入 CPTPP 的挑战与中国之应

对》

2.师 华 同济大学法学院教授 上海市 WTO 法研究会理事

《中国加入 GPA 谈判国有企业纳入标准探讨》

3.车路遥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副教授

《国有企业规则与竞争中立原则：原义、扩张抑或偏离？》

4.蒋 奋 宁波大学法学院教授

《CPTPP 对国有企业的补贴规则与中国因应》

5.黄子淋 四川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竞争中立国际规则的演化趋势与中国合作路径》

6.迟一诺 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国际法规制国有企业的规范演进及合理内核——从

WTO 到 CAI》

专题（六）《WTO 金融开放与电商改革》（哈尔滨分会场）

2021 年 12 月 11 日 9:00-11:00 腾讯会议：251-552-034

召集人：赵宏瑞 中国法学会 WTO 法研究会副会长

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

致 辞：杨国华 中国法学会 WTO 法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杨 松 辽宁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李 本 黑龙江省法学会党组成员、专职副会长

赵武君 黑龙江省商务厅正厅级巡视员、省政协常委

发言人：

1.林 侃 博士 盟中央经济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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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金融中心的格局变迁看金融开放的策略选择》

2.陈 胜 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我国对跨境金融信息的监管与存储》

3.Mohamed Sideek Seyad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法学院教授

《Two decades of European Union-China relations in

the field of financial services》

4.孙冬鹤 哈尔滨工业大学副教授

《中国反对台湾单独关税区加入 CPTPP 之法理与先例》

5.张晓静 辽宁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WTO 上诉机构的“遵循先例”问题》

6.李文婷 辽宁大学国际经济法博士生

《疫情大流行下贸易限制措施的平衡何以实现？——以

WTO 改革为视角》

7.李树明、杨悦 哈尔滨工业大学国际经济法博士生

《WTO 电商改革之中国方案》

8.赵宏瑞 中国法学会 WTO 法研究会副会长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

《WTO 条款“钱货相符”意蕴与稳定金融促进电商发展》

11:00-12:00 大会闭幕式

时间：2021 年 12 月 11 日 11:00-12:00 Zoom 会议：

https://us02web.zoom.us/j/81646743257?pwd=OWZvVkZDd1FqOXFG

WXJUN2xUSklkUT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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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11:30 闭幕报告

桑德拉·拉乔奥 亚洲 ADR 研究院主席

《论中国入世以来世界的收获与收益》

凯若琳 全球贸易协会董事会成员

《后疫情时代世界贸易的恢复、合作与应对》

德威特 比中经贸委主席

《中国入世 20 年取得的成就及世界影响》

11:30-12:00 闭幕式

主持人：刘小妹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所科研外事处处长、研究员

总 结：杨国华 中国法学会 WTO 法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刘 超 中国贸促会法律事务部部长

柳华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特别鸣谢

自 2021 年 11 月 23 日决定召开会议，11 月 25 日会议秘书处发

出设置分会场倡议，短时间内得到了各方的大力支持。经综合考量，

设置分会场如下：

1、 上海-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召集人：张磊、徐昕

2、 上海-WTO 法研究会，召集人：张乃根

3、 重庆-西南政法大学，召集人：张晓君、陈咏梅

4、 湖北武汉-武汉大学，召集人：余敏友、李雪平

5、 福建厦门-厦门大学，召集人：徐崇利

6、 辽宁沈阳-辽宁大学，召集人：杨松、张晓静

7、 黑龙江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召集人：赵宏瑞、孙冬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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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四川成都-四川大学，召集人：杜玉琼

9、 广东广州-中山大学，召集人：刘瑛

会务组、秘书处对以上机构和负责同志的关心、支持与肯定，表

示衷心的感谢。

2021 年 12 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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