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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法学院与北京市高
级人民法院建立交流机制

      3月18日，北京大学法学院、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清华大学

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与北京市

高级人民法院分别签订“双向交流

合作协议”。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

员、政治部主任周泽民，北京市

委政法委副书记李万钧，北京市

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迟

强、党组副书记、副院长贺荣，

以及在京各大法学院校部分领导

出席了签约仪式。仪式由北京市

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政治部

主任鲁桂华主持。我院院长张守

文，党委副书记杨晓雷出席了仪

式。

美国福德汉姆大学助理副校长
来访洽谈合作事宜

   3月17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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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住友化学株式会社
代表回访北大法学院

      3月18日，日本住友化学株式
会社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岩崎明
先生、代表川上泰广先生对北大
法学院进行回访。法学院副院长
汪建成、学生工作办公室主任粘
怡佳、副主任陈莹、杨宗威接待
回访。参加第一期住友化学实习
项目的07级本科生林然、08级法
律硕士赵单童同学也参加了本次
活动。

安徽大学法学院院长程
雁雷教授一行访问我院

    3月18日，北京大学法学院与北
京市昌平区人民检察院建立合作
机制签约仪式在昌平区人民检察
院举行。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张
守文，副院长汪建成，党委副书
记朴文丹、杨晓雷等出席了签约
仪式。昌平区人民检察院党组书
记、检察长韩索华、院党组成员
及各部门负责人出席了仪式。签
约仪式由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昌平区检察院挂职副检察长王新
主持。

北京大学法学院与北京市

昌平区人民检察院建立合

作共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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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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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

福德汉姆大学及其法学院进行了

简要的介绍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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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3月28日，安徽大学

法学院院长程雁雷教授、副院

长徐淑萍教授、陈结淼教授、

院长助理郭志远副教授一行来

到我院访问交流。在我院副院

长沈岿的陪同之下，先后参观

了我院陈明楼、四合院、凯原

楼、图书馆等场所，并就研究

生专业学位招生、培养和论文

写作等问题进行了充分的沟通。

访问团与我院张守文院长、潘

剑锋书记、汪建成副院长、沈

岿副院长、王锡锌副院长展开

座谈，就实践教学、学科建设

等内容做了进一步交流。



荷兰伊拉斯莫大学法学院
学生来访北大法学院

      4月1日，荷兰伊拉斯莫大学法

学院的师生一行访问北大法学院。

法学院院长助理郭雳，陈若英老

师和对外事务办公室主任李媛媛

在四合院热情接待了来访的伊拉

斯莫大学法学院师生。交流讨论

会上，双方师生就中国的仲裁制

度和北京大学法律教育等内容进

行了深入的交流与探讨。

芬兰赫尔辛基大学法学院院
长一行来访北大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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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教授Olli Maenpaa、芬兰科学院
项目官员Mika Tirronen及芬兰赫
尔辛基大学法学院博士后陈一峰

访问我院。    Kimmo Nuotio教授首

先表达了与北大法学院进行交流
合作的愿望。在对赫尔辛基大学
及其法学院进行了简要的介绍
后，详细介绍了赫尔辛基大学目
前的国际交流项目，如LLM项目。
潘剑锋教授首先对Kimmo Nuotio
教授的到访表示热烈欢迎。在肯
定了交流意向的基础上，潘教授
简要介绍了北大法学院和美国、
欧洲等地区高校合作的概况，表
达了通过国际交流培养复合型人
才的目标和愿望。随后，双方就
LLM项目的合作，博士研究生的
选拔、培养机制等方面的问题进
行了深入的交流。

北京大学法学院老师参加
““““首届北京高校法学双语教

学研讨会””””    
    4月16日，法学院长期从事双语

教学的邵景春老师、楼建波老师、
郭雳老师及外事秘书徐晓颖老师
参加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
举办的“首届北京高校法学双语教
学研讨会”。
　　我院郭雳老师首先代表张守
文院长、王锡锌副院长向对外经
贸大学法学院在法学教育尤其是
法学双语教学方面取得的显著成
就表示祝贺，并依次介绍了代表
我院前来参会的几位老师。邵景
春老师、楼建波老师、徐晓颖老
师分别做了发言。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法学
院院长来访法学院

      4月19日，法学院院长张守
文，副院长王锡锌在四合院会
议室亲切会见了加拿大麦吉尔
大学（McGill University）法学
院院长Daniel Jutras。参加会见
的还有院长助理郭雳和对外事
务办公室主任李媛媛。
此次是Daniel Jutras院长首次来
华，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商谈与
我院的合作事宜。Daniel Jutras
院长首先表达了与我院进行合
作的意愿。在肯定了交流意向
的基础上，王锡锌副院长首先
介绍了北大法学院的师资以及
与国外著名高校合作的概况，
随后双方就共同关心的多层次
合作事宜进行深入交谈并达成
初步意向。Daniel Jutras院长感
谢北大法学院的热情接待，并
希望尽快实现与我院的合作。

比利时根特大学法学院院长
一行来访法学院

　4月21日，比利时根特大学
（University Gent）法学院院长

　4月12日，芬兰赫尔辛基大学
（University of Helsinki）法学院
院长Kimmo Nuotio、芬兰科学

Dr. Piet Taelman、副院长Michel 
Tison和国际关系主任Dr. Hans 
De Wulf来访法学院。法学院院长
张守文、院长助理郭雳以及对外
事务办公室主任李媛媛在四合院
进行了热情的接待。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法学院
院长一行访问法学院

    4月21日，法学院院长张守文、
院长助理郭雳在四合院热情接
待了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法学
院院长Carolyn Evans女士、国
际交流处副处长Hellen Blue女
士和高级讲师Andrew Godwin。
参加接待的还有对外事务办公
室主任李媛媛。



法国巴黎政治大学法学院
院长访问法学院

   4月22日，我院副院长王锡锌和

对外事务办公室主任李媛媛在四

合院会议室亲切会见了法国巴黎

政治大学（Sciences Po）法学院

院长Christophe Jamin 和驻华代

表Cindy Arnold一行。

　Jamin院长感谢北大法学院的热

情接待，并希望我院在近期回访

巴黎政治大学法学院。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院法学院
HarrisHarrisHarrisHarris教授来访法学院

外事聚焦/ FOCUS/ FOCUS/ FOCUS/ FOCUS外事聚焦/ FOCUS/ FOCUS/ FOCUS/ FOCUS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院法学院的
Harris教授。双方就两院的合作发
展关系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北大
法学院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院法
学院很早就建立了合作关系。在
简要回顾了过去合作的历史后，
王院长谈到实践中新近出现的一
些问题。Harris对此表示高度关
注，并承诺回国后立即上报并努
力寻求解决方案。

原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
首席大法官李国能先生受聘

““““北京大学客座教授””””    

北大财经法研究中心与
KIMEPKIMEPKIMEPKIMEP签订合作协议

    北大财经法研究中心主任刘
剑文教授与哈萨克斯坦管理经
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Dana 
Stevens教授、法学院院长
Terence L. Blackburn教授就两
国财税法学界学术交流与合作
签订协议。
　合作内容主要包括：作为中
国和哈萨克斯坦最有影响的财
税法研究中心，合作双方同意
在两家研究机构之间定期举办
税法论坛，探讨中哈税法的最
新发展状况，加强中哈两国税
法科研与实践的合作交流。在
进行双边论坛基础上进一步拓
展其他方式的合作，如教师互
访、学生交流等。

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大
学师生访问北大法学院　

　4月22日，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
长王锡锌和对外事务办公室主任
李媛媛在四合院亲切接待了来自

    4月26日，经斯洛文尼亚驻华
使馆和北京大学安排，由Franjo 
Stiblar院长率领的卢布尔雅那大
学法学院师生代表团一行十余人
到访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助理
郭雳、王社坤老师和外事秘书徐
晓颖老师在四合院亲切接待了访
问团。

   4月25日，原香港特别行政区终

审法院首席大法官李国能先 生访

问北京大学，并受聘为北京大学

客座教授。

　 第九届、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

席、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罗豪才、

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北京大学

常务副校长吴志攀在北京大学未

名湖岛亭亲切会见了李国能先生。

北大法学院院长张守文、副院长

王锡锌陪同参加了会见。

周其凤校长与李国能先生亲切交

谈，介绍了北京大学近些年的发

展情况。随后，周其凤校长代表

北京大学向李国能先生颁发“北京

大学客座教授”聘书，李国能先生

感谢周校长及北京大学对自己的

信任，他说，接受“北京大学客座

教授”的聘书“是我的荣幸”。他表

示愿意一道将北大的发展推上一

个新的台阶。

   聘书颁发仪式结束后，在法学院

院长张守文和副院长王锡锌的陪

同下，李国能先生饶有兴致地参

观了未名湖、北大校史馆，北大

法学院、北大法治与发展研究院、

北大港澳研究中心，并与法学院

师生代表进行了长达一小时的亲

切座谈。座谈中，法学院学生向

李国能先生提出对于法官职业感

受、香港基本法的发展等问题，

李国能先生均一一认真回答，给

同学们上了生动的第一课，与会

师生报以热烈的掌声对李先生的

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和诚挚感谢，

并与李国能先生亲切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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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大学法学院

■    人民大学法学院

�4月22日，韩大元院长会见了辅仁大学
法学院副院长黄宏全教授、郭土木教授。     

�4月22日，日本一桥大学山内进校长和
大芝亮副校长一行访问人大法学院。

�4月22日，韩大元院长会见了英国律师
学院国际部主任NICK OLLEY先生。
�4月22日，韩大元院长会见了前来访问
的比利时根特大学法学院院长Piet 
Taelman教授一行。
�4月25日，韩大元院长会见了南非开普
敦大学法学院院长PJ·Schwikkard教授
并签署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南非开普
敦大学法学院合作协议。    
�5月5日，韩大元院长会见国家检察官
学院副院长杨迎泽教授。

�   4月19日    海峡两岸刑事司法高阶交流会
在清华大学法学院举行
�4月21日，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法学院院
长埃文斯访问清华大学法学院。
�4月23日，法国巴黎五大法学院院长马科
龙（Machelon）到访清华大学法学院。
� 4月25日，巴黎一大法学院院长海勒
（Helene）和外事教授苏纨（Sylvain）访
问法学院。        

■    中国政法大学

�4月20日，黄进校长会见来访的美国鲍灵
格林州立大学商学院院长罗德尼·罗杰斯
(Rodney K. Rogers)教授。
�4月21日，朱勇副校长会见了到访的法国
波尔多孟德斯鸠第四大学副校长丹尼尔•布
赫谋（Daniel Bourmaud）教授。    
�4月25日，黄进校长会见新西兰奥克兰大
学法学院院长Andrew Stockley博士。
�4月26日，黄进校长会见了到访的美国加
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校长琳达•凯特依（Linda 
Katehi）教授一行。
�4月27日，黄进校长会见了德国马普外国
与国际刑事法律研究所所长、弗莱堡大学
法律系教授汉斯-约格 阿尔布莱希特教授
（Hans-Joerg Albrecht）。            

■    西南政法大学

�4月19日，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人
文学院院长John Simons教授和国
际传播系主任Narren Chitty教授访
问西南政法大学，就多种合作办学
模式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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