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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加强与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刑法学

界的交流

■ 2010年11月2日，应王世洲教

授的邀请，西班牙国际社会防卫

学会主席路易斯•阿罗约•扎帕特

洛教授（ Prof. Dr. Luis Arrojo 
Zapatero）及其助手安托尼奥•姆
诺兹 • 奥尼尔教授（ Prof. Dr. 
Antonio Munoz Aunion）对北大

法学院进行了短暂的访问，对加

强与北大法学院在刑法学领域的

合作表现了浓厚的兴趣。

    2010年11月3日，国际著名刑

法学家弗郎西斯科•姆诺兹•孔德

教 授 （ Prof. Dr. Francisco 
Munoz Conde）应王世洲教授邀

请访问北大法学院并做了题为

《假想防卫：正当化与免责之间

的界限》的学术报告。

美国美国美国美国威廉姆米切尔法学院
丹尼尔••••SSSS••••克莱因伯格教授

来我院讲座

■2010年11月1日，美国威廉姆
米切尔法学院的丹尼尔•S•克莱
因伯格教授应邀来我校参加了北
京大学公司财务与法律研究中心
主办的关于有限责任合伙（LLP）
问题的研讨会，并作了题为《独
立实体vs人的集合：美国非公司
商事组织法的演进与困惑》的专
题讲座。
  丹尼尔•S•克莱因伯格教授就有
限责任合伙企业中合伙人责任的
承担、合伙人责任的实际履行、
债权人保护机制以及合伙企业的
破产等问题，与我校公司财务与
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刘燕教授、德
润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童朋方律
师、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研究发
展部的李丽研究员等多位来自法
律界与会计界的专家学者展开了
热烈的讨论。

经济法学科代表团应邀

出访日本日本日本日本

■ 2010年10月23日-31日，叶静

漪教授、叶姗博士代表我院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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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法学院并与相关著名法学学

者进行深入交流。叶静漪教授主

讲了题为“中国《劳动合同法》

的制定与实施”的专题讲座，

  青山学院大学法学院院长、知

识产权法教授菊池纯一，土桥正

教授分别宴请了代表团成员，叶

静漪教授代表我院经济法学科向

菊池纯一院长、土桥正教授赠送

了礼物。

香港香港香港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
院长王贵国一行访问我

院

■2010年11月3日-5日，著名金融

法、公司法、商法学者，日本青

山学院大学法学院的土桥正教授

应我院经济法学科之邀到我院讲

学。讲授了题为“信托法总论”、
“信托相关人的权利、义务与责任”、
“信托的其他重要问题”等一系列专

题讲座。楼建波、洪艳蓉、刘燕、

彭冰、金锦萍、郭雳和陈若英等

老师先后从不同角度评议了各次

讲座。

日本日本日本日本青山学院大学法学院
土桥正教授应邀到我院讲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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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外

■ 2010年11月4日，阿根廷年青
的刑法学者玛利亚•劳拉•伯恩博
士（Dr. María Laura Böhm）应
北大法学院王世洲教授邀请，在
北大法学院做了一场精彩的学术
报告，报告题目为：《危险
犯——德国刑法中关于危险犯罪
的研究》。
    伯恩博士是优秀的阿根廷刑法
学者，在德国哥廷根大学刑法与
刑事司法研究所研究刑法学和国
际刑法学。

■2010年11月9日，香港城市大
学法学院院长王贵国教授一行
访问我院，我院副院长汪建成
教授、王锡锌教授、院长助理
张智勇副教授、院党委副书记
杨晓雷老师、对外事务办公室
主任李媛媛老师等在四合院热
情接待了王贵国院长一行。

阿根廷阿根廷阿根廷阿根廷刑法学者
访问我院



汪建成教授和王贵国教授先后介

绍了我院和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

的基本情况，包括教员制度，本

科、研究生、博士生的培养，以

及非学历教育培训情况。随后，

双方就有关合作项目进行了深入

的探讨，包括合作方式、项目预

算等，并表示将在今后进一步落

实和推动有关合作项目。

泰国泰国泰国泰国国立法政大学
Prasit AekaputraPrasit AekaputraPrasit AekaputraPrasit Aekaputra教授来

我院交流访问

■ 2010年11月29日上午，泰国国

立法政大学国际法学教授Prasit 
Aekaputra带领该校法学院学生一

行10人来我院交流访问。法政大

学始创于1933年，是泰国最为古

老的大学之一。

        易平老师热情接待了Prasit 
Aekaputra教授一行，并向客人介

绍了我院国际法方向的主要师资、

研究方向、学生培养等情况。

Prasit Aekaputra教授也介绍了泰

国法政大学国际法方向的基本研

究和教学情况。随后，双方就

学生交换、学术交流、暑期课

程等合作交流项目进行了深入

的沟通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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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法学院英文期刊
《Peking University Peking University Peking University Peking University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Journal of Legal StudiesJournal of Legal Studies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走进俄罗斯俄罗斯俄罗斯俄罗斯权威法学刊物    

■俄罗斯联邦权威法学期刊《法与
政治》2010年第6期刊载了题为
“评《Peking University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的文章。文中介
绍了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发展历
程，以及在推动中国的法学研究
和推介外国法学方面的巨大贡献。
该刊物的主编А.Э.扎林斯基是当
今俄罗斯法学界的著名学者，高
等经济学院的刑法教研室主任。 

德国德国德国德国洪堡基金会奖学金
项目宣讲会举行

■    2010年11月23日，德国洪堡

基金奖学金项目宣讲会在英杰
交流中心举行。基金会负责社
会科学的项目主管Damian 
Grasmück教授为全校师生介绍
了该基金会的各种资助项目。

两岸四地两岸四地两岸四地两岸四地版权法律制度研讨会
在上海召开

■为进一步加强中国大陆、香港、
澳门和台湾地区在版权法制领域的
交流与合作，受新闻出版总署（国
家版权局）法规司委托，由北京大
学法学院、北京大学知识产权学院
主办，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
国家数字版权研究基地、北京大学
互联网法律中心承办的“第二届两岸
四地版权法律制度研讨会”于2010年
11月4日在上海市举行。本次会议
的主题是“网络服务提供者版权侵权
责任”。

法学院师生参观美国美国美国美国奥睿律师
事务所北京代表处

■    11月9日，在法学院学生工作办公

室主任兼就业指导工作办公室主任
粘怡佳老师的带领下，法学院师生
代表前往美国奥睿律师事务所北京
代表处参观交流。法学院就业指导
办公室杜雪娇老师一同前往。
本次参观交流丰富了法学院学生对
律师事务所的直观感触，有利于同
学们更好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促
进了法学院和美国奥睿律师事务所
的交流合作，为法学院学生的实习
就业和职业规划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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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大学法学院

■    人民大学法学院

�11月4日，美国芝加哥大学孔子学院外
方院长杨大力教授到访中国人民大学法
学院。 

�11月4日 ，人民大学法学院韩大元院长
会见奥地利驻华使馆政治处参赞 。

�11月23日至24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法
学院、知识产权学院和德国马普知识产
权法、税法和竞争法研究所联合举办的
“2010年中德商标法研讨会”在人民大学
明德法学楼顺利举行。 
�11月27日，Randolph教授做客“比较法
学术沙龙”讲解美国次贷危机法律。 

�11月30日，人民大学法学院石佳友副
教授应邀出席在法国文化中心举办的“中
国今日法治”论坛并做专题报告。 

�11月1日，清华大学法学院韩世远教授在
韩国参加国际会议并作专题报告。
�11月17日，清华大学法学院举办中日债券
市场理论与实践研讨会。
�11月19日，WTO法与中国论坛暨中国法
学会世界贸易组织法研究会2010年年会在
清华大学召开。
�11月29日，美国《中国新闻周刊》行政总
裁在清华大学法学院做主题演讲。

■    中国政法大学

�11月14日，中国政法大学举行新西兰惠灵
顿维多利亚大学本科生交流访问团开班仪
式。
�11月15日，爱尔兰都柏林大学代表团访问
中国政法大学。
�11月16日，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会见英国
曼彻斯特大学社会学院院长。
�11月18日，英国埃克斯特大学代表团访问
中国政法大学。

■    武汉大学法学院

�11月2日，瑞士洛桑大学法学院教
授、国际经济法硕士项目主任。
Andreas Ziegler教授受邀赴武汉大
学法学院访问讲学。
�11月10日至12日，荷兰海牙T.M.C 
ASSER研究所国际体育法研究中心
主任Robert Siekmann教授在武汉大
学法学院进行访学讲座。

主办：北京大学法学院
           北大法学院对外事
务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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