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届杭州律师论坛
论文获奖名单

序
号

奖项 类别 论文题目 作者姓名

1 一等奖 家事
建构夫妻一方对外所负共同生产经营之债的认定规则——从立法论和解释论的

视角而言
杨文娟

2 一等奖 民事 证券市场场外配资的规制研究——《九民会议纪要》场外配资条款之展开 周建伟

3 一等奖 公司 九民会议纪要对公司担保中相对人善意判断标准的影响评估与应对策略 郭立成、钟浩谦

4 一等奖 互联网信息 人工智能无人驾驶汽车交通事故侵权责任主体认定和归责原则的解构与重建 陶礼钦、孙易

5 一等奖 互联网信息 数据抓取行为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研究 何彬、颜燚

6 一等奖 民事 论区分原则下抵押物的转让规则及法效果 王全明、王杰

7 二等奖 民事
融资性循环贸易纠纷裁判思路研究——以最高院及各地高院56份裁判文书为样

本
孟德荣、胡丹

8 二等奖 刑民交叉法律事务 刑民“交叉与融合”思维的塑造与应用 何云笑

9 二等奖 国际投资
“域外管辖”之殇：美国贸易制裁及出口管制背景下中国国际工程总承包企业

之法律风险防范初探
曹菁、胡煜菡

10 二等奖 金融 《九民纪要》营业信托规定背景下资管业务争议法律问题研究 孟德荣、郑勋勋

11 二等奖 公司 上市公司与关联方共同借款效力的分析 黄河、刘楚萌

12 二等奖 行政
论包容审慎原则在“三局合一”体制改革后市场监管执法中的发展与完善——

从疫情高价口罩处罚案件谈起
陈思、方晗

13 二等奖 家事 离婚纠纷中股票期权分割问题探析 沈棋燕

14 二等奖 破产 论“破产表决权”的行为模式和程序效益 于建国、杨艳琪

15 二等奖 知识产权 流量劫持之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刑法规制 徐淑慧、崔晓丽



16 三等奖 行政 主观过错在行政处罚中的适用分析——以一起视为相互串通投标案为例 李雨航、唐颖

17 三等奖 刑诉法 认罪认罚案件中量刑建议问题探讨 窦定凤、周淑芳

18 三等奖 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继承问题及章程继承条款设计探究 马煜琴、申柱石

19 三等奖 刑法 论重大疫情期间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认定 王晓辉、陈雷、夏文忠

20 三等奖 刑诉法 认罪认罚案件的实务困难及对策---公诉机关反悔的应对机制 赵伯健

21 三等奖 民事 浅论破产程序中保证人何时承担保证责任 黄河、孙浩健

22 三等奖 建设工程 实际施工人权利救济问题刍析——以特殊请求权为视角 林子瓯

23 三等奖 互联网信息 突发公共事件中个人信息保护的实现路径 许力先、赖力

24 三等奖 证券与资本市场 《证券法》修订背景下证券律师注意义务探讨——以重大债权债务核查为例 梁瑾、吴唯炜

25 三等奖 刑法 刑行交叉类案件辩护实务探讨——规则、思维与技能 贾小玉

26 三等奖 并购与投资 投资者特别保护条款之创始股东应对策略 叶永祥、何佳佳

27 三等奖 破产
关联企业合并重整中重整计划制定与执行之实务问题探讨——基于破产重整制

度的功能价值视角
陈江刚

28 三等奖 国际贸易 疫情之下涉外企业援引不可抗力的研究 崔海燕、孙南梦頔

29 三等奖 民事 商品房预约合同司法裁判路径研究——兼评《民法典合同编》第287条 姚张燕、张若晴

30 三等奖 家事 论遗赠扶养协议中遗赠人行使解除权路径的探讨 杨慧丽、沈华

31 优秀奖 商事 论出资加速到期情形下股东能否被追加为被执行人 王全明、王杰

32 优秀奖 知识产权 有一定影响的判定标准、举证建议及除外因素 黄芳

33 优秀奖 民事 国有资产未经审批转让之合同效力问题探究——基于全国41个案例归纳与评析 陶礼钦、钱思思

34 优秀奖 金融 从司法解释到“九民纪要”：资管纠纷举证规则的演变及展望 范万兵、王子璐



35 优秀奖 民事 浅谈合同无效的救济 周骏

36 优秀奖 金融 证券投资结构化信托合同效力探析——以《九民纪要》第86条为视角 王沥平、陈祖贤

37 优秀奖 行政 论利益衡量方法在确认违法判决中的运用与完善 裘宇清、杜越

38 优秀奖
律师行业发展、律
师事务所管理及其

杭州市集体所有土地房屋征收与回迁安置相关法律问题考究 孙敏华

39 优秀奖 民事 论人工智能的侵权责任划分——以自动驾驶系统为视角 马齐林、简怡倩

40 优秀奖 民事 律师调解制度中的司法确认程序研究 赵青航、徐晓阳

41 优秀奖 互联网信息 分销型社交电商“涉传”问题的法律研究 许力先、盛佳宇

42 优秀奖 金融 企业资产证券化中基础资产独立性实证研究 姚钰、薛霜、卞清菁

43 优秀奖 刑法 私募基金领域非法集资犯罪的实务研究 沈国勇、唐晓敏

44 优秀奖 家事
民法典（草案）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之法律问题探析——从司法实践的实证分

析角度出发
来丹芹、何亚娟

45 优秀奖
企业法律顾问
（公司法务）

“共享用工”的风险防控及成本分析 汤云周、黄新发

46 优秀奖 建设工程 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对实际施工人权利救济的影响 何英齐

47 优秀奖 建设工程 政府投资EPC项目限价法律风险及应对策略
张锋平、滕玲玲、孟钢

杰

48 优秀奖 知识产权 商标侵权案件中股东连带责任的路径探析 徐晓岗、金园园

49 优秀奖 互联网信息 浅议在搜索引擎中隐性使用竞争者商标的正当性 卢楠、陈乐妤

50 优秀奖 医药健康 病患信息保护与医院、机构知情之间的博弈——以大数据时代隐私保护为视角 赵丽华、柯志伟

51 优秀奖 侵权法 互联网医疗损害救济法律制度研究 钱亚芳

52 优秀奖 国际贸易 WTO改革背景下反倾销保密规则完善研究——基于中国立场的回应 汪智芳、徐忆斌

53 优秀奖 税务 合同税负的动与静-以商品房买卖合同为视角 徐琼、王钦、周丰



54 优秀奖 并购与投资 并购业务中对赌与Earn-out机制差异分析 赵健、楼争青

55 优秀奖 房地产 房地产线上交易法律问题探究及实务指引 吴方荣、吴晓敏、郑晗

56 优秀奖
自然资源与环境保

护
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赔偿损失认定的现状、困境与对策 卢求宝

57 优秀奖 知识产权 算法视域下短视频平台的侵权责任重构——以“抖音”为例 张莉军、楼婕

58 优秀奖 破产 浅析个别清偿撤销权的适用范围 唐小平、陈锎

59 优秀奖 刑诉法 基于辩护立场的“排除合理怀疑”之“合理怀疑” 王吉祥

60 优秀奖 金融
互联网贷款业务法律合规问题刍议—基于141号文后司法规制及功能监管路径下

的生态合规要点剖析
沈宇锋、王晋寅、章韵

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