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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兴良教授、梁根林教授参
加耶赛克教授纪念研讨会

      应德国马普外国刑法与国际

刑法研究所所长Ulrich Sieber教
授的邀请，陈兴良教授和梁根林

教授参加了2011年1月7日至8日
在德国弗莱堡举行的、主题为“一
个全球世界之下的刑法”
（Strafrecht in einer globalen 
Welt）的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

教授（Prof. Dr. Dr. mult. Hans-
Heinrich Jescheck）纪念研讨会。

在研讨会期间，陈兴良教授和梁

根林教授还与各国刑法学者进行

了广泛深入的交流，增进了各国

学者对中国刑法学的了解。        

北京大学法学院与香港大学法
学院签署发展硕士双学位协议

       2010年12月15日，北京大

学法学院与香港大学发展双硕士

学位签约仪式在香港大学举行。

我院院长张守文、党委书记兼副

院长潘建锋、副院长汪建成、副

院长王锡锌，对外事务办公室主

任李媛媛赴港参加了签约仪式。

张守文院长代表我院与

我院与台湾大学法学院
共商交流合作

      2010年12月20日是北京大学
“台湾大学日”，下午，我院院长
张守文、党委书记潘剑锋和张平
教授参加了在国家发展研究院举
行的两校经济政治法律领域学术
交流会。双方就教师、研究人员
的交流与合作，学生交流，合作
建立双学位制度，交流基金等等
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讨论。    

美国德克萨斯法学院院
长一行访问我院

       应世界刑法学研究重镇——
德国马普外国刑法与国际刑法研
究所所长Ulrich Sieber教授的邀
请，陈兴良教授于2011年1月10日
上午在该所比较刑法研究院
（Comparative Criminal Law 
Research School）发表了题为
《中国刑法学的再生》
（Wiedergeburt der chinesischen 
Strafrechtswissenschaft）的演讲。
在马普所学习或访问的我国学者
和世界各国刑法学者聆听了这次
演讲，提问互动阶段由德国弗莱
堡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王钢担
任翻译。

陈兴良教授在德国马普外

国刑法与国际刑法研究所

发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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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1月10日上午，北京

大学法学院院长张守文教授，副
院长沈岿教授、王锡锌教授及对
外事务办公室主任李媛媛老师在
法学院四合院会议室会见了美国
耶鲁大学中国法律研究中心主任
葛维宝教授一行，双方进行了友
好的会谈。
       张院长向葛维宝教授介绍了
学院目前正在筹备成立的北京大
学法治与发展研究院的有关情
况，并诚恳邀请葛维宝教授担任
法治与发展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葛维宝教授欣然接受了张守文院
长的邀请。

香港大学法学院院长陈文敏签署

协议。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林建

华和香港大学校长徐立之也出席

此次签约活动，并作为见证人共

同签署了协议。签约仪式由香港

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张宪初主持。

根据此项发展双硕士学位的协

议，北大法学院与港大法学院将

于2011年双硕士学位项目，修读

北大硕士课程的学生可申请在读

期间修读港大法学院的硕士课

程，在成功完成相关课程后，可

取得港大法学硕士学位；港大的

硕士生也可申请并成功修读北大

法学院硕士课程后，取得北大法

律或法学硕士学位。

     2011年1月10日下午，我院

院长张守文，副院长王锡锌在

四合院会议室亲切会见了美国

德克萨斯法学院院长Sager教授、

德克萨斯法学院全球能源、国

际仲裁和环境中心执行主任

Melinda Taylor，世泽律师事务

所合伙人、德克萨斯法学院毕

业生张利宾一行。参加会见的

还有我院院长助理郭雳副教授、

唐英茂副教授及对外事务办公

室李媛媛老师。

       我院诚挚的希望在能源法

研究领域与德克萨斯法学院展

开广泛而深入的合作，如双方

建立针对能源公司高层法务和

管理人员开展的双学位培训项

目等。    

耶鲁大学中国法律研究
中心主任葛维宝教授访

问我院



德国科学基金会向北大法
学院赠书

      2011年1月14日上午，德意志

驻华大使馆参赞兼法律领事处处

长余曼丽女士（Margret Uebber）
来北大法学院访问。法学院副院

长沈岿、法学院张双根副教授、

许德峰副教授和法律图书馆馆长

陈志红在陈明楼402会议室热情接

待了参赞一行。余曼丽参赞此行

是受德国科学基金会（DFG）委

托，向北大法学院图书馆赠送德

文法学图书Jus Privatum私法文库

丛书一套。

法学院举行住友化学教学••••研
究奖励基金协议签字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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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1月15日下午5:30，北
京大学法学院住友化学教学•研究
奖励基金协议签字仪式在四合院
304会议室举行。日本住友化学株
式会社执行董事清水祥之，秘书
部担当部长佐々木康彰，驻北京
首席代表岩崎明，驻北京一般代
表川上泰广，CSR部门担当大场
伸一，大连金港集团有限公司副
总裁孔宪双，世民律师事务所律
师高世坤、杨洋和北京大学法学
院院长张守文，党委书记、副院
长潘剑锋，副院长汪建成，党委
副书记杨晓雷，教师代表甘培忠、
刘凯湘，院长助理张智勇、金锦
萍、杨明、郭雳，对外事务办公
室主任李媛媛，团委书记路姜男
出席仪式。仪式由北京大学法学
院党委书记、副院长潘剑锋主持。

澳大利亚弗林德斯大学
（Flinders UniversityFlinders UniversityFlinders UniversityFlinders University）与

法学院洽谈合作项目
　　

       2011年1月18日上午，澳大利
亚弗林德斯大学教育、人文、法
律和神学学院国际事务经理赵晓
云来法学院洽谈合作项目，法学
院副院长王锡锌、院长助理郭雳、
对外事务办公室李媛媛主任和徐
晓颖老师在陈明楼602会议室热情
接待了赵晓云老师。    
       王锡锌副院长指出， “学生交
换+教员交流”方式是我院与其他
院校的基本合作模式 。双方就该
交换项目的细节问题进行了深入
的讨论并初步达成一致。

早稻田大学小口彦太教
授一行访问北大法学院

      2011年3月9日下午，日本
早稻田大学比较法研究所教授
小口彦太及其助手、博士等一
行四人来访北大法学院。我院
院长张守文、副院长潘剑锋、
教授陈兴良、尹田、王成、博
士后江溯、外事秘书徐晓颖等
在四合院热情接待。
        院长张守文对小口教授的
来访表示热烈欢迎，并简要介
绍了北大法学院的基本情况。
他表示，北大与早稻田大学的
合作源远流长，今后双方应加
强交流，相互促进。小口教授
对我国民法、刑法的立法问题
表示出浓厚的兴趣，希望通过
此次的学术交流，双方能够相
互借鉴，共同发展。

大阪学院大学法学部与我院签署
学生交流合作协议    

        2011年3月9日下午，北京大学
法学院与日本大阪学院大学法学部
学生交流合作协议签字仪式在四合
院会议室举行。院长张守文代表我
院与大阪学院大学法学部教授全理
其签署协议。我院教授陈兴良、博
士后江溯、外事秘书徐晓颖老师等
参加了签约仪式    。
        北大法学院与大阪学院法学部
十分重视此次合作，此前就学生交
流相关事宜已进行过多次沟通。此
外，双方均希望能够尽快开始合
作，该项目有望在2011年秋季学期
开展。    

美国福德汉姆大学助理副校长
来访洽谈合作事宜    

        2011年3月17日上午，美国福德
汉姆大学（Fordham University）助
理副校长兼办公室主任艾伦•费伊•史
密斯（Ellen Fahey-Smith）女士访
问法学院。我院副院长王锡锌和对外
事务办公室主任李媛媛在四合院对史
密斯女士一行进行了热情的接待。

史密斯女士首先表达了与北大法学院

进行交流合作的愿望，详细介绍了福

德汉姆大学目前的国际交流项目，如

全球金融硕士项目。王院长对史密斯

女士的到访表示热烈欢迎。在肯定了

交流意向的基础上，王院长介绍了北

大法学院和美国高校合作的概况，表

达了通过国际交流培养法律-商业管

理相结合的复合型人才的目标和愿望。

史密斯女士对这种培养目标非常赞

同，双方在共同致力于创建有针对性

的国际合作项目上达成共识并就留学

生的生源、培养模式上进行了深入的

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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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大学法学院

■    人民大学法学院
�2010年12月22日，韩大元院长、林嘉
书记和王轶副院长会见台湾东吴大学潘
维大教授。

�2011年2月22日，名古屋大学法政国际
教育协力研究中心、名古屋大学上海联
络处主任宇田川幸则教授一行访问人民
大学法学院。

�李艳芳教授于2月28日-3月10日对美国
佛蒙特法学院、美国国务院、美国司法
部、美国环境保护局、伍德罗•威尔逊中
心、新奥尔良洛约拉大学法学院等进行
了为期10天的学术交流与访问。    
�2011年3月10日，瑞士卢塞恩大学法学
院代表团访问人民大学法学院并做客第
七期“比较法学术沙龙”。    
�2011年3月11日，王轶副院长会见拉普
兰大学代表团。 
�2011年3月17日，韩大元院长会见德国
慕尼黑大学班德•许乃曼教授。

�2010年12月13日-16日，法学院韩世远教
授、耿林副教授应邀参加第三届亚洲合同
法原则研讨会首尔论坛。    
�2011年1月5日，台湾东吴大学法学院潘维
大教授做客法学院谈英美侵权法问题。  
�应美国海军研究所邀请，清华大学法学院
海洋法研究中心张新军副教授于2011年1月
底赴美参加在美国圣地亚哥举行的
West2011会议论坛。    
�2011年2月28日，香港资深大律师、仲裁
员郑若骅女士到法学院作学术讲座。 

■    中国政法大学

�2010年12月13日至16日，由中国政法大
学终身教授应松年、法学院院长薛刚凌、
宪法学研究所的张吕好、法理学研究所的
侯淑雯、王新宇和张莉以及王文英组成的
法学院代表团一行赴瑞士弗里堡大学和德
国汉堡大学交流访问。
�2011年3月17日，中国政法大学与波兰波
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合作协议签字仪式在
北京举行。    
�2011年3月21日，乌克兰外交学院代表团
访问中国政法大学。

■    武汉大学法学院

�2010年12月，林莉红教授主持的
“中国行政诉讼制度改革的理论与实
践”项目正式启动。该项目是在中国
与荷兰政府《关于发展合作的谅解
备忘录》框架下开展的 “中国法制项
目 ”的一个部分。项目资助方为荷兰
王国外交部，合作方为荷兰鹿特丹
大学 。
�2010年12月至2011年1月，武汉大
学环境法研究所副所长杜群教授参
加了澳大利亚“冲突视镜下的水法”国
际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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