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 年北京大学法学院 

“社会保险法的实施与完善”国际研讨会 

会议议程 

2013 年 12 月 6 日 星期五 

时间 主题 

8:30 – 9:00 签到 

地点：北京大学法学院凯原楼一层模拟法庭 

9:00 – 9:30 研讨会开幕 

主持人：叶静漪 教授 

       （北京大学法学院） 

致辞人：张鸣起 先生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全国人大法律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法学会会长） 

沈  岿 教授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9:30-9:40 留影 

9:40-10:00 茶歇 

10:00 – 11:00 

 

主旨演讲 (Keynote speech) 

主持人：彭高建  先生 

        （ 国务院法制办政法司副司长） 

主讲人：张世诚  先生 

       （全国人大法工委行政法室巡视员） 

       《中国社会保险法实施中的问题与法律完善》 

        Ronald Brown 教授 

        (美国夏威夷大学法学院教授) 

       《中国社会保险法评估：从国际劳工标准、FTA 与 BIT 社

会条款影响和外国人待遇的角度解读》 

评议人：郭  军 先生 

        （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 法律工作部部长） 

芮立新 先生 

        （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法规司副司长） 

11:00 - 11:30 问答与讨论 

12:00 - 13:00 工作午餐 休息      地点： 会场内 



13:00 – 14:15 

 

议题一：社会保险法一般理论 

主持人：郑尚元 教授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发言人：1 蒋  月 教授：《论我国社会保险缴费比例之合理性》 

       （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 

        2.余少祥 研究员：《个人储蓄性保险的未来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3.李海明 副教授： 《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立法/国家安全》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评论人： 刘  诚 教授  （上海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周宝妹 副教授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副教授） 

14:15-14:45 讨论与问答 

14:45 – 15:00 茶歇 

15:00 – 16:30 

 

议题二：社会保险法具体问题研究（一） 

主持人：王延中 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劳动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 

发言人：1 刘  诚 教授：《论退休权的法律性质》 

        （上海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2 王显勇 副教授：《延迟退休争议的法学思考》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3 韩君玲 副教授：《日本护理保险法制度研究》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4 潘  峰 博士：《工伤认定司法审查模式研究》 

        （厦门大学法学院） 

评论人：杨思斌 教授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公共管理系副主任 教授） 

        金英杰 副教授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教授） 

16:30-17:00 讨论与问答 

17:30 – 19:00 晚宴    地点：直隶会馆 

 

2013 年 12 月 7 日 星期六 

Time Programme 



9:00 – 10:30  议题三：比较社会保险法 

主持人：Ronald Brown 教授 

发言人：1 Richard Kaplan 教授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法学院教授） 

      - Social Insurance Law Form a U.S. Perspective 

        2 菊池馨実 教授 

       （日本早稻田大学法学研究科教授） 

      - Japanese Social Insurance Law: Improvement and 

Current Issues 

        3. Piotr Grzebyk 博士 

       （波兰华沙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 Polish Social Security Institutions 

4. 刘冬梅 博士：《福利社会的欧洲设计》导读 

（中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评论人：谢增毅 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张荣芳 教授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 

10：30-11：00 

 

讨论与问答 

11:00-11:15 茶歇 

11:15-12:15 

 

议题四：社会保险法的具体问题研究（二） 

主持人：蒋月教授 

（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  

发言人：1. 姜俊禄 博士：《<社会保险法>下的外国人参保：从

多地实践谈制度完善》 

       （金杜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2. 周长征 副教授：《<社会保险法>实施情况调研报告》 

       （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评议人：万以娴 博士 

        （权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周国良 博士 

       （上海劳动争议仲裁员副院长） 

12:15 – 12::30 闭幕式： 

主持人：叶静漪 教授 

致辞人：贾俊玲 教授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中国社会法学学会名誉会长） 

        菊池馨実教授 

        （日本早稻田大学法学研究科教授） 

12：30-13:30 午餐会：  

地点：梦桃源餐厅 

 

 

 

 



附：参会嘉宾名单 

 

张鸣起 先生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全国人大法律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法学会副会长，

中国社会法学会会长 

郭  军 先生    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 法律工作部部长 

张世诚 先生    全国人大法工委行政法室巡视员 

芮立新 先生    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法规司副司长 

彭高建 先生    国务院法制办政法司副司长 

周国良 博士    上海劳动争议仲裁员副院长 

董跃进 先生    河南省濮阳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局长 

孙培山 先生    河南省濮阳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书记 

 

沈  岿 教授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贾俊玲 教授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中国社会法学学会名誉会长 

叶静漪 教授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郑尚元 教授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王延中 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劳动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 

杨思斌 教授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公共管理系副主任 教授 

谢增毅 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余少祥 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金英杰 副教授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教授 

周宝妹 副教授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副教授 

韩君玲 副教授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叶  姗 副教授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王显勇 副教授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李海明 副教授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闫  冬 博士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 

魏  倩 博士    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后 

 

 

蒋  月 教授    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 

张荣芳 教授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 

刘  诚 教授    上海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周长征 副教授  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刘冬梅 副教授  中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姜俊禄 博士    金杜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万以娴 博士    权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Ronald Brown 教授  美国夏威夷大学法学院教授 

Richard Kaplan 教授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法学院教授 

菊池馨実 教授  日本早稻田大学法学研究科教授 

Piotr Grzebyk 博士  波兰华沙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