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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日本日本日本住友化工株式会社            
访问北京大学法学院                                

并签署合作协议

■ 8月15日，日本住友化学工业

株式会社法定代表人、专务董事

高尾刚正，日本经济社团联合会

专务理事久保田政等一行来北京

大学法学院访问。张守文院长、

汪建成副院长、刘凯湘教授热情

接待。

■9月11日,北京大学法学院与日

本住友化学工业株式会社合作协

议签署仪式在临湖轩举行。北京

大学校长周其凤，副校长、国际

合作部部长李岩松，国际合作部

交流办公室主任李洪权，法学院

院长张守文出席签字仪式。

台湾台湾台湾台湾中华训协、台湾文官学院

访问团来访北京大学法学院

■ 8月10日，台湾中华训协顾问、

公务人员保障暨培训委员会主任

委员、台湾文官学院院长张明

珠，玄奘大学教授、公务人员保

障暨培训委员会专任委员赖来焜

率中华训协访问团一行十人

北京大学法学院王锡锌副院长

一行赴韩国韩国韩国韩国参加第四届                            
““““中日韩三国会议””””    

　　

      “中日韩三国会议”是由北京

大学法学院、东京大学法学院、

首尔国立大学法学院联合举办的

一年一度的法学盛会，该会议的

举办对三国法学学术的交流起到

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法项目及交换生项
目开学典礼顺利举行

■ 9月7日，北京大学中国法项目

及交换生项目2010年开学典礼在

北京大学法学院四合院顺利举行。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王锡锌教

授，甘超英、杨明、许德峰和凌

斌等老师出席了开学典礼。

马里兰大学马里兰大学马里兰大学马里兰大学法学院院长

一行访问北京大学法学院    

■ 9月14日，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

长王锡锌教授等人在北京大学法

学院四合院会议室会见美国马里

兰大学法学院院长菲比 ·哈登教授

一行，并就中外法律诊所教育进

行座谈。哈登院长表示对此次会

谈所了解到的中国法律诊所教育

情况非常感兴趣，并表示希望能

够与北京大学法学院有更多的合

作和交流机会。

““““美迈斯北京法学奖学金””””
颁奖典礼隆重举行    

■ 9月14日，“美迈斯北京法学

奖学金”颁奖典礼在银泰中心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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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9日至11日，北京大学法学
院副院长王锡锌教授带队，刘银
良、陈永生和许德峰三位教授共
赴韩国首尔国立大学，参加第四
届“中日韩三国会议”。

来北京大学法学院进行访问。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沈岿教

授、姜明安教授、北京市社科

院法治研究中心成协中博士、

北京大学法学院图书馆陈志红

馆长、馆员贾薇薇等在法学院

四合院会议室接待了访问团。

■10月20日，日本住友化学株
式会社访问团一行再次来到北
京大学法学院进行友好访问。



举行。出席典礼的有美国美迈斯

律师事务所主要合伙人、美国福

特基金会官员以及来自北京五所

高校法学院的师生代表。北京大

学法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主任粘

怡佳，副主任陈莹应邀出席了典

礼。

台北大学台北大学台北大学台北大学校长一行访问

北京大学    

■ 9月17日，台北大学侯崇文校长

一行来到北京大学进行友好访问。

北京大学副校长吴志攀教授、法

学院副院长王锡锌教授在临湖轩

会议室热情接待了他们的来访，

并与侯崇文校长一行举行了会谈。

大阪大学大阪大学大阪大学大阪大学末永敏和教授

来北京大学法学院座谈

究院教授末永敏和博士来到北

京大学法学院座谈并进行专题

讲座。北京大学法学院研究员

蒋大兴博士、副教授邓峰博士

热情接待了末永教授的来访。

       末永教授在科研楼与公司

法方向的师生围绕公司的社会

责任及相关法律问题展开了热

烈的讨论。

英国牛津大学英国牛津大学英国牛津大学英国牛津大学留学申请

宣讲会顺利举行    

■ 9月30日，“英国牛津大学留学

申请宣讲会”活动在北京大学二教

421教室举行。牛津大学副教授

尼古拉斯•巴伯、英国以及百慕大

注册律师、牛津大学客座教授李

文担任活动主讲人。

       尼古拉斯•巴伯副教授简要介

绍了牛津大学的历史及现状，着

重介绍了牛津大学法律专业的发

展状况。之后，他详细介绍了可

以申请的留学项目：M.Jur以及

D.Phil Program。

德国维尔茨堡大学德国维尔茨堡大学德国维尔茨堡大学德国维尔茨堡大学法学院

院长访问北京大学法学院    

■ 10月8日，德国维尔茨堡大学

法学院院长埃里克•希尔根多夫教

授（Prof. Dr. Dr. Eric Hilgendorf）
访问北京大学法学院。北京大学

法学院张守文院长、王锡锌副院

长、著名刑法学者梁根林教授、

院对外事务办公室主任李媛媛老

师热情欢迎希尔根多夫教授来

访，并就中德法学研究、两院学

术交流与合作等问题展开了深入

交流。

卢森堡大学卢森堡大学卢森堡大学卢森堡大学法学院院长

一行访问北京大学法学院

■ 10月6日，北京大学法学院

副院长王锡锌教授、葛云松教

授及院对外事务办公室主任李

媛媛老师，在北京大学法学院

四合院亲切会见了来访的卢森

堡大学法学院院长Andre Prum
教授和其国际关系与交流部门

主管Anne Marie Vesdrevanis
女士。双方就两院的学术交流

与合作进行了深入的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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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20日，大阪大学上海教
育研究中心代表、大阪大学研

加拿大大不列颠哥伦加拿大大不列颠哥伦加拿大大不列颠哥伦加拿大大不列颠哥伦
比亚大学比亚大学比亚大学比亚大学Pitman B. Pitman B. Pitman B. Pitman B. 
PotterPotterPotterPotter教授访问北京大学
法学院

■ 10月12日，北京大学法学院副
院长王锡锌教授与来访的加拿大
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
亚洲法研究中心主任、法学院教
授Pitman B. Potter在陈明楼进行



■ 10月15日，美国阿克伦法学院

院长Martin H.Belsky教授和知识

产权与技术研究中心主任Jeffrey 
M.Samuels教授访问北京大学法

学院。王锡锌副院长、刘银良教

授、杨明教授、院对外事务办公

室主任李媛媛老师热情欢迎对方

来访，双方在加强两院合作问题

上进行了深入交流。

荷兰鹿特丹伊拉斯荷兰鹿特丹伊拉斯荷兰鹿特丹伊拉斯荷兰鹿特丹伊拉斯
姆斯大学法学院姆斯大学法学院姆斯大学法学院姆斯大学法学院来访    

2010年度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大学————
香港大学法学年会香港大学法学年会香港大学法学年会香港大学法学年会
圆满召开 

■10月18日、19日，北京大学法
学院在英杰交流中心第2会议
室，成功举办了“2010年度北京
大学——香港大学法学年会”。
2010年年会的主题是“法治与公
民尊严”，两校法学院共有25位
老师提交会议论文、并做了学术
报告，共有近40位学者参加年
会，另有30名左右的北大学生
听取了学术报告，年会盛况空
前，港大法学院院长陈文敏教授、
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张守文教授
均参加了研讨会，并致开幕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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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20日,荷兰鹿特丹伊拉斯
姆斯大学法学院Goudappel 教
授、Ellen Hey教授等一行四人
来到北京大学法学院访问。北京
大学法学院院长张守文教授、副
院长王锡锌教授、郭雳副教授、
李媛媛老师在四合院接待他们的
来访，并展开座谈。

美国阿克伦法学院美国阿克伦法学院美国阿克伦法学院美国阿克伦法学院
院长访问北京大学法学院    

会晤，就深入加强双方学术交流
与合作交换看法。对外办公室主
任李媛媛老师一同对Pitman教授
的来访表示欢迎。
   双方就“博士联合培养”项目达
成了共识对项目细节进行了探讨。
并对中国法硕士项目合作交换了
意见。

     张守文院长表示愿意加强与

伊拉斯姆斯大学法学院的交流与
合作，双方在中国法硕士项目和
联合培养博士方面达成共识。

台北台北台北台北市立第一女子高中

师生访问北京大学法学院    
■ 10月27日，台北市立第一女子
高级中学的百余名师生来北京大
学参观访问。在北大台籍学生志
愿者的带领下，交流团师生观看
了北大介绍短片，并参观了校史
馆、考古博物馆和校园。下午，
访问团30余名文科组师生来到北
京大学法学院交流。北京大学法
学院党委副书记杨晓雷、院长助
理杨明热情接待访问团一行，与
师生们进行了友好深入地交流。

阿富汗阿富汗阿富汗阿富汗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最高法院
首席大法官一行访问北京大学

■ 10月27日，阿富汗最高法院首席
大法官阿卜杜尔•萨拉姆•阿奇米先
生（Mr. Abdul Salam Azimi）和阿
富汗驻华使馆大使苏尔坦•艾哈迈德
•巴辛先生（Mr. Ahmed Sultan 
Baxin）访问北大。北京大学常务
副校长吴志攀在临湖轩中厅会见了
来宾。北京大学法学院沈岿副院长、
学院对外事务办公室主任李媛媛老
师参加了此次会面。双方就我校教
学情况和国际法律发展态势进行了
热切会谈。

北京大学法学院经济法学

科代表团应邀出访日本日本日本日本    

■10月23日至31日，叶静漪教授、
叶姗博士代表北京大学法学院经济
法学科带领九名经济法学专业的博
士、硕士研究生，代表团一行共11
人应邀访问了日本青山学院大学法
学院以及其他大学的相关著名法学
学者。



■ 10月22日，北京大学

法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法

学院教师联谊活动成功举

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院长韩大元，党委书记兼

副院长林嘉，副院长胡锦

光、王轶，党委副书记郑

小敏；北京大学法学院院

长张守文，副院长汪建成、

沈岿、王锡锌，党委副书

记杨晓雷，工会主席刘东

进，院长助理张智勇、金

锦萍、杨明等出席活动。

    此次联谊活动，增进了

两院的友谊，为未来双方

的合作开辟了广阔的空

间，对双方发展建设具有

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北京大学法学院北京大学法学院北京大学法学院北京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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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14日，来自德国慕尼黑大学的许内曼教授

在北京大学一教103进行了题为“经济全球化进程

中的法律：领先法律制度的帝国主义化与其余法

律制度的被殖民化，刑法的工具化?——以国际

刑事法院及毒品与反腐国际公约为例的分析与探

讨”讲座。讲座由北京大学法学院梁根林教授主

持，陈兴良教授、王世洲教授、冯军教授在讲座

之后进行了精彩的点评。 

★10月8日，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四合院，埃里克•
希尔根多夫教授进行了题为 “互联网刑法——全

球性的使命”的学术讲座。讲座由北京大学法学

院梁根林教授主持，张明楷教授、刘明祥教授进

行了精彩的点评。参与讲座的还有人民大学法学

院谢望原、冯军教授，清华大学法学院周光权、

黎宏教授，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副研究员樊文博士

等嘉宾。 

★10月20日, 来自荷兰鹿特丹伊拉
斯姆斯大学法学院的Goudappel教
授和Ellen Hey教授在北京大学法
学院四合院举行讲座,主题为“荷兰
和国际法”。

★10月19日，香港大学包玉刚公
法讲座教授托尼•卡蒂在北京大学
电教楼112教室为北京大学法学院
师生带来了一场名为“多极化世界
中的国际法转型”的精彩讲座。讲
座由北京大学法学院白桂梅教授主
持，到场的教师和学生在讲座后与
托尼教授进行了良好的互动。

★10月28日，台湾政治大学法学
院黄源盛教授做了题为“春秋折狱
与儒家法学”的精彩学术讲座。讲
座由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北京
大学近代法研究所研究员李启成副
教授主持。讲座现场座无虚席。黄
源盛教授指出，自己毕生于“春秋
折狱”的专题研究，而这是第一次
就此题目作专题演讲。



■ 人民大学法学院

• 9月第九届欧洲法项目学员学术交流

会在巴黎成功举行。

• 9月15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代表团

访问人大法学院。

• 9月15日，美国全国商会代表团访问

人大法学院。

• 9月16日，香港城市大学代表团访问

人大法学院。

• 10月19日、20日，第八届海峡两岸

民法典学术研讨会在台北成功举办，

王利明教授率团出席。

• 10月25日韩国宪法裁判所DONG-
HEUB LEE教授访问人大法学院。

    ■ 中国政法大学

■ 清华大学法学院

 •  8月26日，百事集团全球高级副总裁、

首席法律顾问访问清华大学法学院 。
•  9月6日，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先生

访问清华大学法学院 。
•  9月10日，马里兰大学法学院院长访

问清华大学法学院 。
•  10月14日，向哲浚先生之子向隆万

教授于清华大学法学院作有关东京审

判的报告。

•  10月14至16日，清华大学法学院院

长王振民参加环太平洋大学联盟首届

法学院院长会议。

•  9月15日，张桂琳副校长率团对巴

西进行了为期六天的访问。

• 9月19日至20日，“首届海峡两岸法

学院校长论坛”成功举办。

• 10月11日，俄罗斯联邦前总检察长

尤里•伊里奇•斯库拉托夫一行访问

中国政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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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大学法学院

• 10月8号，德国哥廷根大学法

学院的资深国际环境法教

授——Peter-Tobias STOLL教
授受邀访问讲学。

• 9月20日至22日，武汉大学环

境法研究所成功举行第一届中

欧环境法学高级研讨会。

• 10月26日，法国里尔二大副校

长代表团到武汉大学法学院访

问考察。

主办：北京大学法学院
          北大法学院对外事务办公室

联系方式：010-6275-5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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