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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国际研讨会在京召开
10 月 9 日至 10 日，由国际法学
院主办，“一带一路”人才培养与法
律研究 院、萨 里大 学中国 法中心
（英国）和英国国际法和比较法研
究所合办的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国
际研讨 会在北 京丽 亭华苑 酒店举
行。
研讨会以“‘一带一路’倡议：理
念、法律和政策”为主题，旨在为
我国和各国专家学者深入交流“一
带一路”倡议提供契机，同时为研
究“一带一路”倡议的跨国合作搭建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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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邀请到了来自英国萨里大学、英国
国际法和比较法研究所、东京大学、伦敦大学
学院、朴茨茅斯大学法学院、伯明翰大学、利
物浦大学大学院、兰卡斯特大学法学院和亚洲
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的外籍专家学
者，同时邀请到了来自外交部条法司、清华大
学法学院、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山东大学法
学院、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法
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浙江大学宁波
理工学院及我校国际法学院的各位专家学者参
与会议。研讨会为期一天半，三十多位专家学
者围绕“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六个分主题进
行了深入的交流和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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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学院院长孔庆江教授主持会议开幕式和主旨演讲环节。主旨演讲环节以“‘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国际
治理话语体系”为主题，由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WTO 上诉机构前大法官张月姣教授、孔庆江教授、萨里大学
中国法中心主任杜明教授，以及英国国际法和比较法研究所的 Markus Gehring 高级研究员分别进行主题发言。
会议的分主题研讨中，各组专家首先围绕不同主题进行发言，发言结束之后，与其他嘉宾进行互动问答。
10 月 9 日的分主题研讨中，人才培养与法律研究研院院长张丽英教授进行了题目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
多式联运法律问题》的发言，日本东京大学的中川淳司教授展示了其最新的研究成果《基础设施建设及管理海
外投资的多层次法律框架》，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的廖诗评教授和来自伦敦大学学院的 Martins Paparinskis 教
授分别就“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域外适用问题和国际争端解决机制进行了发言。9 日下午的研讨中，对外经贸大
学法学院副院长陈卫东教授探讨了“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的自由贸易协定建设的现状、问题和可以做出的改
进，国际法学院副院长祁欢教授具体阐释了“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多元化争端解决机制的特点，萨里大学 Joshua
Andresen 教授和利物浦大学的 Mavluda Sattrorova 教授则分别从美国视角和中亚国家视角，探讨了“一带一路”
倡议的影响和相关法律问题。围绕“全球化、区域主义和‘一带一路’倡议”，山东大学法学院院长沈伟教授探讨
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共存的背景下，“一带 一路”倡议对于推动多边主义的意义，朴茨 茅斯大学的 Leïla
Choukroune 教授阐释了中国的价值融合主义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关系，伯明翰大学的 Christain Ploberger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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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萨里大学的 Tom Harper 博士研究员分别以区域主义的回归和欧亚大陆新强国的产生为题，进行了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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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0 日的研讨关注于“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贸易、投资和金融规则方面的前沿法律问题，其中，大连海
事大学法学院院长初北平教授展示了《“一带一路”倡议下外国法查明的中国司法实践》，兰卡斯特大学的徐
璐教授探讨了中国判例体系的建立和对“一带一路”倡议的作用，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顾宾教授探讨了亚投
行的非常驻董事制度和项目审批权改革，萨里大学的 Ira Lindsay 教授和 Mala Sharma 博士研究员分别介绍了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税收竞争和合作制度以及印度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解，国际法学院的丁夏博士和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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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博士两位老师，分别探讨了“一带一路”倡议下投资仲裁面临的挑战和“一带一路”倡议下国有企业相关规则的
制定。

【回顾】国际教育学院学生会第一次全体大会
2018 年 10 月 14 日星期日，国际教育学院学生会在端升楼 307
召开了第一次全体学生大会！

大会一开始，学生会主席杨坤澍上
台致辞。杨主席代表管理层全体人员欢
迎所有新加入的部员，并为大家简单介
绍了国际 教育学院学 生 会的 历史 和 宗
旨，之后放映了一段法大官方宣传片，
部员们也对我校悠久的历史有了更进一
步的认识和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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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便到了学生会各部门的介绍环节。我们的学生会 big family 有这些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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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的最后，主席层 6 位主席作了自
我介绍，对各个部门的分享进行了点评、
送上未来的寄语，并为每位部长、部员颁
发聘书，聘书蕴含了主席层对他们的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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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展望。杨主席对新一届小部员们说：
“感谢大家加入国教学生会这个大家庭，
你们的到来，为国教学生会注入新鲜血液
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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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大留学生参加全球律所合作发展论坛
2018 年 10 月 10 日，中国政法大学留学生赴北
京银泰中心参加了 “第三届全球律所合作发展论坛
暨跨境投资保护与中外律师合作共赢研讨会”，会
议由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主办。
来自俄罗斯、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澳
大利 亚、 加拿 大、 印度 、马来西亚、 泰国、菲 律
宾、越南、韩国等十八个国家的七十余名境外律师
事务所律师代表、外国驻华机构嘉宾、中国法学学
者和律师参加了本次研讨会，并就本次会议主题展
开深入探讨、广泛交流。
中国政法大学来自俄罗斯，乌兹别克
斯 坦 ， 乌 克兰 ，韩 国， 挪 威 ， 波 兰 ， 德
国，拉脱维亚，新加坡，荷兰，意大利，
丹麦，墨西哥等国的 19 名同学和两位老师
参加了会议。并在会议茶歇期间与各国的
律师、企业人员、外国驻华机构嘉宾、学
者进行了交流。
通过什么方式以及如何避免和解决中
国企业海外投资争议，是中国企业走出去
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与会中外嘉宾围绕
跨国并购、知识产权、国际商事仲裁等，
结合自己的执业经验，发表了建设性的意
见和建议。
德衡律师集团总裁、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总所主任蒋琪律师首先发表致辞，对参会的各位嘉宾表示热烈
欢迎。中国政法大学一带一路人才培养与法律研究院执行院长张丽英教授就“一带一路产学研的法律合作”发表
了演讲。她指出，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企业走出去会因不熟悉当地法律而致使投资失败，中外法律
人士就这个问题的研讨很及时，对于企业跨境投资保护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随后，来自印度 Trinaya Legal 律
所、同时也担任亚太地区首席代表的 Mr. Paurush Kumar 先生，以及来自越南 LPW VINH AN LEGAL 律师事务
所阮富宝智律师分别就“印度商事仲裁”和“越南仲裁制度”发表主题演讲。Mr. Paurush Kumar 律师指出，印度已
经成为一个区域经济大国，作为 1958 年《纽约公约》的缔约国，仲裁是解决跨国商事纠纷重要方法。越南
JLPW VINH AN LEGAL 律师事务所阮富宝智律师介绍了越南仲裁程序以及仲裁裁决的执行情况。紧接着来自
俄罗斯、马来西亚、德国、泰国、美国、法国、菲律宾等国的优秀律师分别就跨境投资中的律师合作、中美贸
易摩擦、一带一路纠纷解决、知识产权保护等国际热点问题分享了自己的实践经验。
下图为认真听讲的法大留学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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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大留学生参访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2018 年 10 月 10 日，中国政法大学 19 名留学
生应邀参访了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北京德和
衡律师事务所是德衡律师集团旗下品牌。集团源
自于 1993 年 12 月，现有律师人员近 300 名，在北
京、上海、济南、青岛、南京、河北、太原、郑
州设有办公机构。它是中国目前最具规模的律师
事务所之一。
在参访期间，律师事务所的石慧律师向同学们介绍
了事务所的全球布局，依她的介绍，德衡律师集团由资
深美国执业律师担任国际业务总监，拥有 4 位“全国优
秀律师”、5 位“省级优秀律师”和 16 位“市级优秀律
师”，若干位律师具有海外留学或外国律所工作、培训
经历。该所是中国优秀律师人才最密集的律师事务所之
一。在业务方面，集团致力综合商事法律服务，现拥有
数十位具有会计师、税务师、评估师、专利师、经济师
和工程师等专业技术职称或资格的复合型优秀人才。该
所是国内较早取得证券从业、破产管理、商标专利代理
资格的律师事务所之一。集团下设有北京德和衡律师事
务所、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北京德和衡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香港德衡专业服务（顾问）有限公司、青岛
德衡法律培训学校等法律服务机构。

石慧律师还带大家参观了事务所的办公区域，讲
解了事务所的运作等。同学们还与德衡律师集团主席
栾少湖律师、俄罗斯法律专家、被俄罗斯总统梅德韦
杰夫授予“友谊勋章”的黄道秀教授进行了交流。

落子无悔，棋艺争锋
——记国际教育学院中国文化体验课之棋文化
随着 2018 级汉语言新生的到来，国际教育学院中国文化
体验系列课程陆续推出。其间，涵盖中国琴棋书画与衣食
住行的各色文化体验，极大地激发了外国留学生的参与热
情。
2018 年 10 月 8 日，一场棋艺较量于昌平校区智慧教室
拉开序幕。宋春香老师带领留学生们从中国棋的历史渊源
和下棋规则入手，而后向同学们介绍了中国人的下棋策略
和观棋礼仪，再由此谈及下棋背后中国人的人生哲学。
课上 ，宋老师准备了中国的 象棋、围棋、军棋 和 跳
棋，引导同学们学习跟下棋有关的术语。随后同学们分成
不同小组，一对一对决，在棋盘上的“厮杀”中，逐步体
会博弈的艺术，锻炼了耐力和毅力，提升了记忆力和计算
力，更是被中国棋类游戏的魅力所感染，兴趣盎然，乐此
不疲。同学们纷纷表示，被中国文化所推崇的落子无悔的
为人之道和不重输赢的人生境界深深折服。
跨文化的对弈课堂凝聚了不同国度的文化情感，留学
生在对中国文化的体验认同中，不断地传递着中国的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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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进一步架起沟通世界的桥梁。

【晚会】金秋相聚北京 海内外月同圆
——暨北京高校港澳台侨学生迎新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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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校外文化课堂初体验
10 月 12 日，汉语言专业留学生在任课老师的带领下来到了校外文化课堂，参观了国子监、孔庙博物馆和
雍和宫，现场体验中国传统教育礼仪；并通过对雍和宫的参访，对南传佛教、北传佛教与藏传佛教的不同佛
教文化进行深入理解。
在参观国子监与孔庙博物馆时，留学生们对教育祭祀礼仪
表现出浓厚的兴趣；通过讲解，了解了中国尊师重教的文化传
统、传统科举制度中的大小金榜、孔门七十二贤等相关知识。
在雍和宫，留学生们和带队老师就东南亚南传佛教、汉地
北传佛教、以及藏传佛教的相关知识进行了讨论。
文化课堂之后，留学生们前往南锣鼓巷，在走大街、穿小
巷的过程中，见到了许多老北京传统民族手工艺。同学们纷纷
表示，非常珍惜在留学中国期间能够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
的机会。
他们希望今
后成为传播中国
文化、促进中外
交 流的 友好使
者，成为中国与
他们本国友好交
往的桥梁，向更
多的人展示中国
6 统文化和民
的传
族情怀。

中国文化与法律课外考察活动
——金山岭长城之行
2018 年 10 月 14 日，中国文化与法律课组织留学生前往金
山岭长城进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课外考察活动。课程老师讲述
了各年代的长城，长城上的峰火台、敌楼、关城、墩堡、营
城、卫所、镇城等多种防御工事，但真正的长城到底是什么
样？还是需要到现场见识一下。于是老师安排留学生们亲自去
长城看一下，为了使学生们能仔细考察，课程选择了人比较
少，“以旧修旧”，保持原味较好的金山岭长城。
金山岭长城是现存最完好的一段明长城。新中国成立以
来，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进行了修缮。“万里长城，金山独
秀”。金山岭长城始建于明洪武元年(公元 1368 年)，为大将徐
达主持修建。隆庆元年(公元 1567 年)抗倭名将蓟镇总兵官戚继
光、蓟辽总督谭纶在徐达所建长城的基础上续建、改建。金山
岭长城全长 10.5 公里，西起历史上著名的关口古北口，东至高
耸入云的望京楼，沿线设有关隘 5 处，敌楼 67 座，烽燧 3 座。
留学生们站在连绵起伏，气势雄浑的长城上，一边认真地
听着老师对历史知识的讲解，一边拍照留念，感受长城的壮
美。在敌楼平台上，留学生们还与长城进行了互动，以打太极
的方式进行“动感长城”的活动。在长达 3 小时的旅途中，大家
一路欢声笑语，上了一堂生动有趣的户外考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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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堂：探访遥桥古堡，感受民俗文化
10 月 14 日下午，中国文化与法律课程组织法大留
学生们来到历史悠久的遥桥古堡，遥桥古堡位于北京市
密云县新城子镇遥桥峪村云岫谷自然风景区对面，是北
京市周边唯一一座保存比较完善的明代古堡，现在堡内
还住着当年驻守边关将士的后裔。作为一座为防守边关
而建的城堡，遥桥古堡与司马台以东至曹家路一带长城
敌楼遥相呼应。学生们登上古老斑驳的城墙后迎风远
眺，只见司马台背依蓝天，山势陡峭；附近村落层林尽
染，炊烟袅袅。
在城门前，有一些当地的村民在售卖土特产，学生 农家院前合照
说着刚学的汉语，踊跃上前与他们互动留念，还走访几
家具有传统特色的农家院，了解了当地农家生活的日常
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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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岭“动感长城”。

中国政法大学港澳台教育中心 Education Center of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Students, CUPL

Contact Details:
Tel: .+8610-58908338
+8610-58908237
+8610-58908240
Email: cis@cupl.edu.cn
Add:
No.25 Xitucheng Road,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China, 100088

国际教育学院学生会全体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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