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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年会暨学术研讨会邀请函 

 

尊敬的          先生/女士： 

由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主办，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承办的 2018 年中国

国际经济法学会年会暨学术研讨会定于 2018 年 11 月 16-18 日在北京市召开，

主题为“‘一带一路’法治建设与国际经济法的新发展”，特邀请您参加。现

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研讨议题 

1.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国际经济法理论的发展 

2. 改革开放 40 年与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的发展 

3.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法律体系的创建与发展 

4. “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 

5. WTO 与单边主义的冲突与对策 

6. 中美贸易战的法律思考与对策 

7.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新实践与新发展 

8.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政策与实践 

9. 中国国际投资争端解决实践的新发展 

10. 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改革 

11. 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与国际治理 

12. 国际法视角下跨境电子商务规则的构建与发展 

13. 国际经济法视野下网络安全与国家安全问题 

14. 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的实施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15. 从国际税法视角看美国“特朗普税改” 

16.《BEPS 反避税多边公约》与双边税收协定的关系 

为了在研讨会期间开展更直接、更深入、更热烈的学术对话，敬请与会代表围绕上

述议题积极撰文。值得共同关注的是，《国际经济法学刊》已获准成为国家级正式期刊，

必将成为海内外学界同仁更为理想的学术园地。热诚期盼各位同仁惠赐年会论文和新作，

共襄《学刊》“再出发”之盛举！（谨附《国际经济法学刊》创刊词及征稿启事。） 

 

二、会期：2018 年 11 月 16-18 日 

 

三、会议地点： 

北京山西大厦（北京金辇酒店）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南三环洋桥西里甲 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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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报到 

1. 时间：2018 年 11 月16 日 8：00-22：00。

2. 地点：北京市丰台区南三环洋桥西里甲 1 号，山西大厦（北京金辇酒店）

3. 费用：与会代表报到时请交会务费、资料费每人 800 元；住宿由会议统一安排，

费用自理；往返交通费用自理。 

4. 与会代表（包括研究生代表）请务必持本邀请函原件报到，否则无法安排食宿。

随行亲属食宿请自行安排。 

五、论文提交与编辑 

1. 基于节能、节省开支和聚焦研讨重点等方面的考虑，会务组将根据研讨议题编辑

会议论文摘要（纸质版）和会议论文全集（电子版）。为便利编辑会议论文摘要和会议论

文全集，全体与会代表务请在 2018 年 10 月 10 日之前，将论文摘要（约 1000 字）和正

文用附件形式发送电子邮件到年会会务组邮箱：gjfxy@cupl.edu.cn，联系人：李家玉，

手机：18811195006 ；杨春晖，18800167503。逾期提交的论文，会议无法安排编入论文

摘要和会议论文全集，请作者自行打印并提交会议交流。参会论文统一用 WORD 文档

排版，A4 页面，正文字体统一用五号宋体，认真校对无误后另请附上作者姓名、性别、

出生年月、工作单位、职称职务、联系方式（通讯地址及邮政编码、电话、电子邮箱等）。 

2、凡欲参加“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青年优秀论文奖”（详见“评奖方案”）评选

的论文，除向年会会务组提交论文外，请务必将论文同时发至学会秘书处邮箱：

csiel2007@hotmail.com，并在邮件及论文中注明“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 2018 年会青年

优秀论文奖参评论文”。有关作者个人信息及联系方式等内容请不要在论文正文中出现，

须另附页说明。论文参评的截止日期为 2018 年 10 月 10 日，逾期概不受理，敬请谅解！ 

联系人：房东；手机：13515968191。 

    六、会议注册 

请务必于 2018 年 10 月 10 日之前将“注册登记表”（见附件）发送至年会会务组

邮箱 gjfxy@cupl.edu.cn 

会务联系人： 李家玉 18811195006；杨春晖 18800167503 

逾期发送“注册登记表”者，请自行安排住宿。 

预祝各位专家、学者、文友旅途平安、顺利！ 

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 

2018 年 7 月 25 日 

mailto:csiel2007@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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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8 年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年会暨学术研讨会注册登记表 

姓名 

 

性别  职称/职务  

工作单位  

单位纳税人识别号  

通讯地址  

酒店选择 

及住宿安排 

  （1）双床房（ 480 元/晚）  双人住（  ） 

（2）大床房（ 480 元/晚）  单人住（  ）  

说明： 另有少量商务房 798 元/晚，以上所有房型均含早餐。 

论文题目/发言专题  

电话  E-mail  

 

酒店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三环洋桥西里甲 1 号，山西大厦（北京金辇酒店） 

 

交通指引： 

一、北京南站至山西大厦 

1、出租车：约 2.0 公里，时长约 8 分钟，约 13 元。 

2、步行：北京南站步行 1.4 公里约 19 分钟到达山西大厦。 

3、公交： 

从北京南站步行 200 米到北京南站南广场乘坐公交车 652 路/343 路/529 路/665 路，到

洋桥东站/洋桥北站/洋桥南/洋桥东站下车，步行约 620 米到达山西大厦。 

二、北京西站至山西大厦 

1、出租车：约 12.1 公里，时长约 25 分钟，约 34 元。 

2、公交： 

（1）地铁：北京西站乘坐地铁 7 号线到达菜市口站，换乘地铁 4 号线到达北京南站 C

南口出，步行 1.4 公里到达山西大厦。 

（2）公交：北京西站南广场乘坐 820 路到洋桥西站下车，步行 390 米到达山西大厦。 

三、北京站至山西大厦 

1、出租车:约 12.1 公里，时长约 25 分钟，约 34 元。 

2、公交： 

（1）地铁：在北京站乘坐地铁 2 号线，到达宣武门站，换乘地铁 4 号线（天宫院方向），

到达北京南站下车，C 南口出，步行 1.4 公里到达山西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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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交：步行 540 米在北京站东站乘坐 957 路，到达洋桥南站下车，步行 640 米，

到达山西大厦。 

四、北京北站至山西大厦 

1、出租车：费用 40 元左右 

2、公交：北京北站步行至西直门站，乘坐地铁 4 号线至北京南站。 

五、首都国际机场至山西大厦 

1、出租车：约 41.6 公里，时长 1 小时 12 分钟，约 133 元。    

2、公交： 

（1）T3 航站楼乘坐机场线，三元桥下车，换乘地铁 10 号线，角东门站下车（C 东南

口出），320 米至西马厂北口站乘坐公交专 13 路/14 路/343 路/70 路，洋桥北站下车，步行

560 米到达山西大厦。 

（2）乘坐机场大巴方庄线，到三元桥站下车，在三元桥站换乘 300 路快车内环或者 300

路内环，到洋桥西站下车，步行 250 米到达山西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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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 2018 年年会青年优秀论文奖” 

评奖方案 

为促进青年国际经济法学者的学术研究活动，经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理事会

决定，特设立“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 2018年年会青年优秀论文奖”。 

一、奖项设置 

设立一等奖（3名以内），二等奖（6名以内），三等奖（9名以内）。由中国

国际经济法学会颁发获奖证书。 

一等奖获得者，各颁发奖金 3000 元；二等奖获得者，各颁发奖金 2000 元；

三等奖获得者，各颁发奖金 1000 元。奖金由“厦门大学陈安国际法学发展基金

会”提供。 

获奖论文将选登于《国际经济法学刊》。 

二、评奖原则和条件 

以论文学术质量为唯一依据，宁缺毋滥。 

参评者（包括合作作者）年龄限于 40 岁以下，即 1978 年 10 月 10 日后出

生。 

参评论文限于 2018年 10 月 10日之前未在国内外公开发表的论文。 

三、论文提交时间 

参评论文提交的截止时间为 2018 年 10 月 10 日。 

四、评审程序 

参评论文一律实行双向匿名评审。 

每篇论文均由两名以上评委进行评阅，出具评审意见并就拟评奖项等级提出

建议。 

在年会召开期间，由学会论文评审委员会研究确定获奖名单。 

由学会秘书处负责论文评审的事务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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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法学刊》征稿启事 

《国际经济法学刊》（简称《学刊》）是我国国际经济法领域惟一的国家级学

术期刊（季刊）。其宗旨是：立足我国改革开放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

实践，借鉴国外的先进立法经验和最新研究成果，深入研究和探讨国际经济关系

各领域的重要法律问题，开展国内、国际学术交流，推动我国国际经济法教学与

科研的发展，并为我国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法律实践以及我国的涉外经济立法、决

策和实务操作提供法理依据或业务参考。 

《学刊》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是我国国际经济法学者开拓创新、

精耕细作的学术园地，也是我国国际经济法学者与各国同行交流互鉴、平等对话

的学术平台。《学刊》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亟需海内外广大国际经济法学者的同心

协力和敬业奉献。在此，诚向海内外广大国际经济法学者征稿，并立稿约如下： 

一、《学刊》刊发国际经济法领域的专题论文、译作、书评及学术动态等。

常设栏目包括：国际经济法理论，国际经济法专题，国际贸易法，国际投资法，

国际金融法，国际税法，国际经济争端解决，译作，书评，学术动态等。 

二、来稿一般不超过 2 万字（含注释），论题重要且具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

不受此限。来稿格式参见附录“《国际经济法学刊》学术引证规范”。投稿时务必

附电子稿（软盘或以电子邮件传送）。 

三、来稿应是符合学术规范的、未正式发表的研究成果。不得同期“一稿多

投”。 

四、来稿务请写明作者姓名、性别、工作单位、学位、职称、身份证号码、

通信地址、电话号码、传真号码、电子邮件地址等。 

五、《学刊》编辑部在收到来稿后三个月内将作审稿处理。三个月后作者如

未收到用稿通知，可另行处理其稿件。来稿一律不退，请作者自留底稿。来稿一

经采用，谨致薄酬。 

六、《学刊》编辑部保留对来稿进行技术性编辑处理的权利，文责仍悉由作

者自负。《学刊》依法享有所刊发文章的版权。 

七、《学刊》已被《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及 CNKI 系列数据库收录，

其作者文章著作权使用费已包含于《学刊》稿酬。如作者不同意其文章被收录，

请在来稿时声明。 

八、凡向《学刊》编辑部投稿，即视为接受本稿约。 

 

                   《国际经济法学刊》编辑部 

地址：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南路 422 号 厦门大学国际经济法研究所（邮编：

361005） 

网址：http://www.cjiel.com 

电话：0592-2181983      传真：0592-2183152      电邮：cjiel@xmu.edu.cn  

 

http://www.cjiel.com/
mailto:cjiel@xm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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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法学刊》创刊词 

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国际经济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加速推进，各国在

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货币金融、国际税务等领域面临挑战和机遇。我国改

革开放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为我国国际经济法学界提供了知

识报国的最佳时代背景和学术环境。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

国特色国际经济法学也进入了新时代。其重要标志之一是，《国际经济法学刊》

（国家级期刊）（简称“本刊”）正式面世了！这是我国国际经济法学界砥砺奋进、

梦想成真的学术盛事！ 

回望历史，创业维艰，春华秋实。在世界范围，国际经济法是第二次世界大

战后产生和发展的新兴学科。自 1978 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我国国际经济

法学应运而生，蓬勃发展。1998 年创办的《国际经济法学刊》（集刊）（简称《学

刊》），由我国国际经济法学科奠基人之一、厦门大学陈安教授担任主编，中国国

际经济法学会组织编辑委员会，厦门大学国际经济法研究所作为编辑部所在单位，

先后由法律出版社和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二十年来，秉持“知识报国、兼

济天下”的办刊宗旨，学界同仁筚路蓝缕，自强不息，《学刊》获得了我国政府

部门和海内外国际经济法学界的高度评价和广泛认同。2005 年，《学刊》入选为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CSSCI）首批收录的来源集刊，并在历次 CSSCI

遴选中持续入选。2017年，《学刊》“二十而冠”，我国政府主管部门授予国家级

期刊号，表达了国家对《学刊》的充分肯定和殷切期许。《学刊》实现了由“集

刊”到“期刊”的成功“转型”，是质的重大飞跃，必将以更高的学术水平、创

新的内容和形式跻身海内外重要学术期刊之林。 

展望未来，使命光荣，任重道远。国际经济法处于迅速发展之中。中国特

色国际经济法学的历史使命是，站在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立场，以马克思主

义为指导思想，紧密联系中国和国际实践，坚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目标，

汲取国际社会长期积淀的国际经济法学精华，开拓创新，丰富和革新“国际话

语体系”，坚定维护和发展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经济主权、公平互利、合作发展

等国际经济法学基本原则，为促进国际经济法实践的健康发展，为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做出积极的学术贡献。本刊承载发展和繁荣中国特色国际经济法

学的重任，是中国国际经济法学者勇于担当、精耕细作的学术园地，也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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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法学者与各国同行交流互鉴、平等对话的学术平台。本刊必将坚持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必将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为国际经济法领域的学术研究、交流和合作做出应有的贡献。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值此本刊创办“再出发”之际，谨望海内外国际经济法理论界和实务界广大学

者一如既往，源源惠赐佳作，以弘扬中华学术精神，共襄发展和繁荣中国特色

国际经济法学之盛举！ 

 

                               《国际经济法学刊》编辑委员会 

                                    2017 年 12 月 1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