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届杭州律师论坛论文获奖名单

序号 奖项 类别 论文题目 作者姓名

1 一等奖 公司
非破产情形下股东认缴资本加速到期问题的实证分析与解决路径探析——基

于全国法院174个判决的考察
陶礼钦、孙易

2 一等奖 商事 破产临界期内对为既存债务提供财产担保行为的撤销权之实务问题研究 陈江刚

3 一等奖 刑法 非法经营罪在司法实践中的争议问题研究 沈国勇、唐晓敏

4 一等奖 民事 困境与出路：执行异议之诉中的以物抵债 熊健、金民安

5 一等奖 刑法 污染环境刑事案件的司法困境与出路 陈妮

6 一等奖 金融 金融产品设计中担保物权代持的法律效力与风险防控 姚 钰、卞清菁

7 二等奖 刑法 论防卫限度的判断方法—从理论研究和司法判例的最新趋势出发 孟德荣、郑勋勋

8 二等奖 证券与资本市场
私募基金投资人代位诉讼之法理基础与可行性分析——私募爆雷背景下投资

人维权路径探索
张若涵、李如音

9 二等奖 公司
由不当减资产生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之诉——以公司违反通知义务为视

角
周忠伟、何泽

10 二等奖 商事 对赌协议的经济法规制研究 郑力铭、洪祥、郑陈良

11 二等奖 互联网信息
大数据商业化模式下“刷量”黑灰产业的法律探讨——以全国首例APP刷量

案为例
吴旭华、方彩虹

12 二等奖 互联网信息 自媒体时代隐性互联网广告的法律规制问题研究 沈永强、刘栋



13 二等奖 建工 转包人破产情形下实际施工人有权直接取得发包人欠付工程款 杨峰

14 二等奖 破产 浅析施工企业破产中违法转包分包工程的尾款处理问题 王全明、魏宇航、王杰

15 二等奖 税务 关联方借款利息支出税前扣除问题初探 王钦、徐琼、周丰

16 三等奖 民事
破解民事执行中“以离婚协议中房产权属约定排除执行”难题的若干实务问

题探析
朱俊、徐海剑

17 三等奖 知识产权 网络游戏著作权保护模式研究 王坤、衣春芳

18 三等奖 建工 实际施工人代位权诉讼的规则解析及适用 王全明、王杰

19 三等奖 侵权、医药健康
浅析使用脸部产品后出现面部激素依赖性皮炎的人身侵权类案件的认定难点

与解决思路
叶博易

20 三等奖 商事 类股权转让模式的合伙协议纠纷研究 郭立成、钟浩谦

21 三等奖 破产 预重整制度的司法适用及完善 谢志红、刘霞

22 三等奖 刑诉 刑事诉讼公安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财产权保障法律问题探析 张巍竞、林杰

23 三等奖 民事 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中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的执行问题探讨 申柱石、吴婕

24 三等奖 家事 夫妻债务纠纷中共同意思表示认定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沈棋燕

25 三等奖 知识产权 审慎认定商品化权益的法律探讨 郑金晶

26 三等奖 刑法 当前实体性辩护的意义和展开 何云笑



27 三等奖 劳保 竞业限制协议效力认定：问题、路径及对策分析 张君生

28 三等奖 刑诉 行政认定在刑事诉讼中的审查与判断 贾小玉

29 三等奖 知识产权 论电商平台滥用相对优势地位的法律规则路径 杨金华、余靖

30 三等奖 国贸、国投 美国海关原产地规则 沈文文、周眉

31 优秀奖 政府法律顾问 《政府招商引资合同常见问题及审查要点》 钱雪慧、张亦晨

32 优秀奖 证券与资本市场 公募公司债券违约风险防范与处置 梁瑾、王振亭

33 优秀奖 家事
遗产酌给请求权制度的法律问题探析
——10%份额继承权案例引起的再思考

周毅、熊丹丹

34 优秀奖 税务 税务行政裁量权的理论阐释、行为纠偏与路径选择 王潭海、吕铖钢

35 优秀奖 刑防
跨境零售电子商务平台的创新与挑战——刑事风险防范视角下的运营模式评

析
黄双双、陈沛文

36 优秀奖 文体产业服务 中国运动员商业权益保护的法律实务研究 吴丹、季列夫

37 优秀奖 民事 执行异议之诉中被执行人银行账户存款的排除执行问题 王君

38 优秀奖 劳保 论被派遣劳动者社会保险权益法律保障的完善 沈雅斌

39 优秀奖 金融 融资租赁交易法律风险及应对研究 董政刚

40 优秀奖 房地产
比较法视角下处理民事合同与行政合同关系的可能路径——兼浅析国有土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之性质
陈月棋、杨朔



41 优秀奖 家事 试论我国未成年人监护监督制度之构建 王楠、齐梦璐

42 优秀奖 互联网信息 《电子商务法》下电商平台线上协议及规则体系构建之重探 夏晶晶、徐世凯

43 优秀奖 建工
建设工程代位权诉讼相关问题探讨——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五条为视角
叶永祥、谢陈海天

44 优秀奖 民事 论律师持令取证模式及其路径构建 赵青航

45 优秀奖 刑法 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在实践中的辩护空间 胡泽明、项誉

46 优秀奖 劳保
竞业限制协议的法律适用问题研究——基于浙江省125份裁判文书的实证研

究
高杨、陈丽燕

47 优秀奖 破产 论破产程序中待履行租赁合同的处理规则 李斌、刘霞

48 优秀奖 房地产 商品房精装修标准争议风险防范与裁判路径 刘珂、曹怡骏、杜威

49 优秀奖 民事 通谋虚伪意思表示研究 汪建海、吴瑛瑶

50 优秀奖 文体产业服务 短视频的著作权侵权责任认定及风险防范 司扬、王芳

51 优秀奖 民事 客观预备合并之诉实务探析——以诉讼请求的提出为视角 沈传禹

52 优秀奖 企业法律顾问 从客户需求角度谈企业法律顾问服务-以医药健康行业为例 汤云周、黄新发

53 优秀奖 家事 离婚纠纷中拆迁安置房产权认定及分割研究 姜伟、蒋璐

54 优秀奖
政府与社会资本
合作（PPP） PPP模式下私募股权基金退出路径探析 刘婷



55 优秀奖 证券与资本市场 股权收益权法律性质及相关问题探究 任檬佳、杜会云、钱春梅

56 优秀奖 家事 财富传承方案设计中家族信托的功能优势及创新运用 俞琳琼、赵箭冰

57 优秀奖 国贸、国投 “一带一路”战略下国际商事争议解决机制的创新和发展 杨振威、应含笑

58 优秀奖 建工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签证的重要性研究 董冬

59 优秀奖 劳保 优化营商环境视角下的裁员法制问题刍议——以105个裁员案件为例 吴逢刚、严洁琼

60 优秀奖 并购与投资
海外并购交易实务中需注意的特别法律事项——从企业角度分析跨境支付特

许权使用费所产生的税务问题
程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