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入选的论文作者名单

序号 论文题目 律所 姓名

1 以高质量党建推动律师事务所高质量发展的探索与思考 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 王泽聪、周颖

2 让与担保的法律问题研究 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 兰小容、陈勇

3 《民法典》实施后居住权人权益保护的司法实务思考 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 张迪、吕霞

4 混合担保中承担保证责任保证人的法定代位权问题探析 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 林锋

5 “断卡行动”下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归责与刑罚适用 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 刘颖

6 疫情防控背景下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适用 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 林安民

7 论承租人在强制执行程序中权利的保护 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 陈鹏、王小菲

8 区块链对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规制和探索 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 陈杰

9 建设工程造价鉴定申请及质证技巧分析 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 许满洋

10 房企破产程序中的“假按揭”问题探讨 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 卢海风

11 论破产程序中的抵销权——以管理人履职实务为视角 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 张中成

12 关于有限责任公司增资法律问题的研究 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 程梦瑶

13 新加坡国际商事法院协议管辖制度研究 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 余建兴

14 浅议冒名登记违法行为之行政撤销问题 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 孟佳

15 产业振兴视角下农村金融服务的法治路径探索 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 郑雄英、赵臻

16 认罪认罚案件上诉问题研究
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国

浩律师（福州）事务所
余振、江家忠

17 非法集资活动中的借贷关系合法性研究 北京德和衡（福州）律师事务所 张守真

18 “1210”监管方式下跨境电商的合规建设 北京德和衡（福州）律师事务所 吴杰

19 困境与优化：反垄断视野下罚款确定性的路径探析 北京德和衡（福州）律师事务所 陈明铭、林丽燕

20 区块链技术在商业银行线上业务的应用 北京德和衡（福州）律师事务所 王晓程、赖秀娟

21 构建有效的建设工程内部承包对外联营模式 北京德和衡（福州）律师事务所 马耀

22 浅析城市更新行动中的法律服务 北京德和衡（福州）律师事务所 李开辉、王命兴

23 论有限合伙结构化的法律效力和风险防范 北京德和衡（福州）律师事务所 游馨

24 股权强制执行中的案外人异议之诉研究 北京德和衡（福州）律师事务所 黄奕新

25 盘活流动性——保险介入财产保全反向担保探析 北京德和衡（福州）律师事务所 陈锴、黄艺洁



序号 论文题目 律所 姓名

26 浅谈论海运履约方对我国实际承运人的借鉴 北京德和衡（福州）律师事务所 郑曦

27 “主渠道”功能定位下行政复议决定说理的规范与完善 北京德和衡（福州）律师事务所 曹卫、许攀

28 平台经济下劳动关系的认定 北京德和衡（福州）律师事务所 张月红

29
从“隐瞒仲裁证据”看“书证提出命令”

——兼议新《证据规定》第四十五条至第四十八条
北京德和衡（福州）律师事务所 黄奕新

30
激活红色引擎 创新律所党建

——以律师事务所党建实践为视角
北京德恒（福州）律师事务所 丁文辉

31 对“直播带货”行业相关法律问题的思考 北京德恒（福州）律师事务所 陈佳

32
城市更新拆迁补偿意向书的法律定性

——基于现有司法裁判的刍议
北京德恒（福州）律师事务所 郑珍清、林小莉

33 预重整若干问题新议——以20份各地预重整规则为样本 北京德恒（福州）律师事务所 徐宇丹、阮宇婷

34 中国与开曼破产程序若干问题比较分析 北京德恒（福州）律师事务所 郑灵

35 新业态从业人员的职业伤害保险制度探究 北京德恒（福州）律师事务所 林丹静

36 论以“借名买房”排除执行的认定规则 北京观韬中茂（福州）律师事务所 张莹、周莹

37 论房地产公司股东擅自挂靠项目经营的法律救济 北京观韬中茂（福州）律师事务所 孙昱晓、林斌斌

38 《民法典》及《担保制度司法解释》视角下的股权让与担保制度 北京观韬中茂（福州）律师事务所 齐鑫民、游艺铭

39 商标“毒树之果”规则的理解和适用 北京观韬中茂（福州）律师事务所 陈火木

40 论商标权维持中的“商标使用”判定标准 北京观韬中茂（福州）律师事务所 刘宁、江小金

41 弱显著性商标的保护和限制 北京观韬中茂（福州）律师事务所 范业聪

42 夫妻共同债务中共同生产经营的认定与举证思路初探 北京观韬中茂（福州）律师事务所
陈若林、林方姬、陈学

端

43 浅析老年意定监护实务中的问题及其改进 北京观韬中茂（福州）律师事务所 林燕铭、潘丽艳

44
论过期食品行政案件司法审查中比例原则的适用

——以38份裁判文书为实证分析
北京观韬中茂（福州）律师事务所 林锋

45 让与担保的司法适用及效益分析 北京市炜衡（福州）律师事务所 郑玲文

46 文玩诈骗类案件法律问题探析 北京市炜衡（福州）律师事务所 洪惠丽、柯祥春

47 浅析刑事没收在司法适用中存在的问题 北京市炜衡（福州）律师事务所 胡伦扬、余影梅

48 单位责任与高管、员工责任的划界 北京市炜衡（福州）律师事务所 胡伦扬、徐强

49 《执行异议和复议若干问题》第28、29条适用解析 北京市炜衡（福州）律师事务所 邱乐婷、柯祥春

50
抢人大战”时期我国绿卡制度变革研究

—兼评《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
北京市炜衡（福州）律师事务所 高建勋

51 商标侵权诉讼中股东连带责任的分析 北京市炜衡（福州）律师事务所 陈成绩、刘智妹

52 浅析调解手段在诉讼实务中的合理应用 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 王星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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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刍议真实买卖合同关系与融资性贸易的认定 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 张桂春、庄午

54 最高额抵押中最高限额的认定 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 吴武萍、徐聪健

55
浅议合同诈骗和民事欺诈的认定

——以黄某、张某涉嫌合同诈骗罪为例
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 何婉华

56 浅议倒卖银行卡行为之定性 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 江安南、胡永衡

57 浅析投诉行为的处理方式对平台责任承担的影响 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 钟彬、魏淑洁

58 浅析居住权在家庭生活中的运用 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 张炜、孙洁涵

59
论房地产企业破产程序中合同解除权的行使与法律后果

——以商品房买卖合同为例
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 陈园园、林点

60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条件若干问题研究 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 李青青、李燕梅

61 电商平台中恶意通知制度的问题研究 ——以中美比较为分析视角 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 徐军、李茜

62 《十四五规划纲要对律师工作的指导意义 》 北京中银（福州）律师事务所 谢长铃、张明珉

63 关于我国《民法典》遗产管理人制度的法律问题研究 北京中银（福州）律师事务所 谢长铃、林淼

64
职务侵占罪与合同诈骗罪比较研究

--以“利用植物便利骗取财务”类案件为例
北京中银（福州）律师事务所 苏湖城

65 清律“杀死奸夫”条对研究 北京中银（福州）律师事务所 黄玲、王兴

66 办理意定监护实务过程中的问题分析 北京中银（福州）律师事务所 林俐

67 财产保全损害责任纠纷的实务探讨 福建八闽律师事务所 黄家美、庄艳媛

68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值班律师工作的思考 福建博世律师事务所 周惟佳

69 法律保理抑或行政保理 福建大佳律师事务所 丁国民

70 《政府法律顾问制度规范化研究》
福建大佳律师事务所、福建大佳

（平潭）律师事务所
满文佳、林海东

71 试论物权登记制度的立法完善 福建大中律师事务所 于伟、林郭燏

72 网络语言暴力入刑的正当性及可能性 福建大中律师事务所 陈能武、林润杰

73 破产程序中解除不动产租赁合同之债的处理路径分析 福建方圆统一律师事务所 张踔

74 保险公估报告的证据性质及如何采信 福建福兴律师事务所 陆其祥

75 办案随笔：由一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案件而产生的思考 福建攻略律师事务所 邓向群、陈少卿

76 消费者获得三倍赔偿三题 福建国富律师事务所 周玉文

77 上市公司反收购措施之司法实践与合法性探析 福建国富律师事务所 潘静涛

78 偿债能力测试的几点思考 福建国富律师事务所 江茉甄

79 新业态下从业人员的职业伤害保障研究 福建国富律师事务所 易艺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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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超龄人员再就业中工伤认定实务初探 福建海山律师事务所 高毓祥

81 浅析党建和所建相结合的现实意义 福建合立律师事务所 吴俊

82 典当实务探析 福建合立律师事务所 张宗良、朱辉

83 论上下游犯罪量刑不得倒挂 福建合立律师事务所 游良舜

84 谈行政法律在渎职犯罪案件辩护中的运用 福建辉扬律师事务所 林丹

85 侦查期间在押人员自行委托辩护律师权利诌议 福建建达律师事务所 李莎莎

86 有限公司股东未届出资期限转让股权后股东出资义务的归属 福建建达律师事务所 方美琴

87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下

中国实施《海事劳动公约》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福建建达律师事务所 郑丽珍

88 浅谈“绿色原则”在海商法领域的适用 福建建达律师事务所 林敏

89 小议三大体系认证证书作为政府采购评审因素的合法性 福建建达律师事务所 刘伟英

90 政府采购法与招标投标法的边界思考 福建建达律师事务所 郑佳臻

91 建立企业年金制度的意义、程序及法律关系之初探 福建建达律师事务所 张翯琦

92 浅析庭审心理学上的倾听技术与提问技巧 福建谨而信律师事务所 贺英

93 施工单位对工程结算中以“审计为准”条款的突破 福建谨而信律师事务所 肖亚婷

94 执转破程序中的股东出资加速到期问题浅析 福建谨而信律师事务所 严淋、陈成

95 浅谈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与青年律师成长 福建谨而信律师事务所 庄华、杨文彪

96 论带病投保情形下不可抗辩条款的适用 福建谨而信律师事务所 郭倩彬

97 代孕母亲及子女权益保护探析 福建谨而信律师事务所 黄发坦、卓孟

98 福建省民办学校分类教育改革涉及分立的法律问题初探 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 蔡仲翰、苏航

99
浅析让与担保与后让与担保的效力

——以“名为商品房买卖实为借贷担保”为例
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 曹静

100 论意定监护下委托人财产的信托安排 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 许萍

101 房企破产中车位认定为消费者购房债权的探析 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 黄礼赞、陈龄

102 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造成税款损失认定标准 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 柯晨

103 宅基地“三权分置”中使用权的法律问题思考 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 吴丹云、王灏楠

104 债权人撤销权行使中的程序问题刍议 福建乐创律师事务所 卢木明、徐晓宝

105 论发包人应否对债权受让人承担责任 福建乐创律师事务所 吴亚娟、卢木明

106 房地产企业破产之“以房抵债”的效力认定 福建乐创律师事务所 张亚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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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人体冷冻胚胎权属争议的法律思考 福建联合信实（福州）律师事务所 方美羡、傅如愿

108 互联网公益众筹的法律属性及其规制路径 福建联合信实（福州）律师事务所 杨虹、刘春龙

109
税收优先权在民事执行程序中的冲突与协调

——基于实证案例的分析
福建联合信实（福州）律师事务所 王晓辉、杜坤丽

110 家事诉讼中未成年人诉讼权利的保护 福建联合信实（福州）律师事务所 许琦翔、刘梅

111 红筹上市股权控制架构税务解析——以正荣地产香港上市为例 福建联合信实（福州）律师事务所 葛似兰、王晓辉

112 高校学生“获得公正评价权”及其救济 福建联合信实（福州）律师事务所 华燕

113 从两个实务案例谈侵犯财产罪的非法占有目的 福建闽天律师事务所 郑文培

114 律师行业数字化党建路径的探析 福建闽众律师事务所 许明、陈晴晴

115 冒名虚假工商登记中被冒名者的权益保护研究 福建闽众律师事务所 郑梅烟

116 民办义务教育企业境外上市路径研究 福建闽众律师事务所 陈婷

117
“问题少年”之问题解决

——兼论律师在督促监护令制度中的作用
福建闽众律师事务所 邓晓东、陈金枝

118 浅议离婚协议中房产约定对强制执行的排除力 福建闽众律师事务所 刘志强

119 论表演形象及其法律保护 福建闽众律师事务所 王晨照

120
短视频时代的著作权法律问题探析

——以抖音为视角看短视频行业的发展
福建闽众律师事务所 陈晴晴、陈航

121 城中村改造土地两级联动的法律风险防控  ---从开发商视角 福建闽众律师事务所 林燕锋

122 律师开展遗产管理人制度业务之优势及路径 福建闽众律师事务所 方建锋、魏斯文

123 有限公司隐名股东显名化路径及问题探究 福建闽众律师事务所 徐远丰

124
保险人提示说明义务的司法认定分析

——以从业资格证免责条款的裁判观点为例
福建闽众律师事务所 徐叶莹

125 挂靠经营下船舶实际所有权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 福建闽众律师事务所 郑学平、林志鹏

126 职业足球领域内足球俱乐部与球员劳动争议解决途径之研究 福建闽众律师事务所 陈俊

127 论英雄烈士人格利益的民法保护 福建名仕律师事务所 李巍、刘静

128 《民法典》居住权制度冲突问题研究 福建名仕律师事务所 潘海涛、黄生邦

129
再论公司对外担保中相对人的审查义务

——基于《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相关规定的研究
福建名仕律师事务所 潘海涛、李佳煌

130 试论共同担保内部追偿之“比例”分担 福建名仕律师事务所 陈彩霞

131 合同编制下情势变更制度的理解和适用 福建名仕律师事务所 吴飞燕

132 刑民交叉案件实现刑法谦抑性原则的思考 福建名仕律师事务所 方志顺、林日方

133 从律师实务谈法律顾问的刑事合规服务思维 福建名仕律师事务所 周元强、高贤



序号 论文题目 律所 姓名

134 论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要件中“故意”的认定与适用 福建名仕律师事务所 杜昌敏、郭秀刚

135
工程索赔逾期失权制度的困境与破局

——以新《建工纠纷解释（一）》第十条为切入点
福建名仕律师事务所 谌超育、陈银玲

136 “法定职责”内涵释义在履责诉中的应用 福建名仕律师事务所 黄乐

137 灰色地带谁监管？──教育培训机构执法困境之探析 福建名仕律师事务所 陈碧琳

138 青年党员律师队伍建设方法探究 福建融成律师事务所 吴雪梅

139
我国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之检视与完善

——基于《民法典》人格权保护的强化与实践的考察
福建融成律师事务所 方祺江、徐媛

140 流动质押监管人责任分析与路径选择 福建融成律师事务所 杨露、吴光琨

141 我国遗嘱信托制度的不足及立法完善 福建融成律师事务所 杨阿丽

142 公司人格否认的裁判逻辑：权利滥用与动态认定 福建融成律师事务所 钟三宇、温玉发

143 浅论共享经济平台税收征管问题 福建润税律师事务所 张忠城、郑翔

144 公司对外担保表见代理问题的类型化分析 福建世好律师事务所 龚蓓

145 浅议投资者适当性义务 福建世好律师事务所 李巍

146 虚假诉讼表现形式之我见 福建天月律师事务所 陈文、刘夏文

147 公司对外担保裁判思路的演变和展望 福建拓维律师事务所 张罕溦、林蓉

148 非法“炒金”行为的性质认定与风险防范 福建拓维律师事务所 王琳

149 影响诉讼时效关键因素解析——以工程价款为视角 福建拓维律师事务所 张罕溦、吴丽君

150
福建省“涉疫”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审判实务研究

——以241份裁判文书为研究样本
福建拓维律师事务所 李艳、黄晓琦

151 税务稽查借鉴辩诉交易 福建拓维律师事务所 苏小榕

152
论修复生态环境行政命令执行难之破解
——以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为突破口

福建拓维律师事务所 袁健洲

153
股权代持语境下执行异议之诉裁判路径探究
——行权式隐名投资实际出资人权益保护

福建新世通律师事务所 于贤和

154 浅析上市公司表决权委托协议的相关法律问题 福建新世通律师事务所 黄瑶

155 行政相对人诉请行政机关履行政府会议纪要议定事项相关问题探析 福建新世通律师事务所 杨华栋

156 刍议码号使用是否可以被继承—以罗某诉某运营商案为例 福建远东大成律师事务所 陈玉洁

157 民事诉讼回避制度的立法完善研究 福建远东大成律师事务所 王 颖

158 浅析《民法典》之“所有权保留” 福建远东大成律师事务所 陈  微

159 浅谈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退出机制 福建远东大成律师事务所 陈 懿

160 公司机会规则视角下董事的忠实义务研究 福建远东大成律师事务所 陈 颖



序号 论文题目 律所 姓名

161
认罪认罚制度下羁押必要性审查的理解与适用

——以轻刑犯罪为视角
福建知茂律师事务所 马丁丁、陈莉鑫

162 关于股东会否决董事会决议的问题研究 福建知茂律师事务所 陈龙其

163 浅谈管理人对关联企业实质合并破产的判断标准 福建知信衡律师事务所 黄榕城

164 企业商业秘密的法律规制 福建知信衡律师事务所 方维忠

165 浅谈职务发明奖励与报酬的诉讼时效 福建知与行律师事务所 吕元辉、江静怡

166 切实发挥律师事务所党组织政治引领作用 ，力促事务所稳健发展 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 叶燕芳、何桑

167 委托理财合同保底条款及其对合同效力的影响 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 张沙沙

168 高压供用电合同中产权界限及运营责任划分条款的效力 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 林钰泷、张桂泰

169 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的识别与损害赔偿 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 汤凌燕、马兰花

170 互联网保险人说明义务的履行标准 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 陈高萍、郑彬

171 浅析转包人破产对实际施工人向发包人主张权利的影响 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 陈静、叶燕芳

172 住宅小区地下人防车位权属诉讼策略研究 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 徐进伟、林文涛

173 破产重整中府院联动机制的运用及其提升 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 檀木林、付祖珍

174 公司股东会和股东大会会议提案权的权能分析 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 周训松

175 防范与处置非法集资条例解读与展望 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 郭里铮

176 跨境电商在美国的诉讼风险以及应对策略分析 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 石良、陈东、马楠

177 第三人在行政强制中止执行程序中权利的缺失与完善 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 王梓鸿

178 二倍工资仲裁时效的法律规定及实务探讨 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 郑玉彤

179 浅析环境标准的法律地位及规范效力 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 陈弘峰、李豪

180 期后以物抵债中请求原定给付的若干问题研究 上海建纬（福州）律师事务所 洪金建

181 工程总承包合同价格形式及调价情形分析 上海建纬（福州）律师事务所 林  桢

182 破产程序中商品房预售合同的解除权问题 上海建纬（福州）律师事务所 林金、陈冰冰

183 论所有权保留买卖的担保功能——以《民法典》为视角 上海锦天城（福州）律师事务所 秦方方

184 上市公司股票司法处置实务探析 上海锦天城（福州）律师事务所 张茜颖、郭帆

185 简析App使用SDK的合规现状及对策 上海锦天城（福州）律师事务所 郑梅

186 论实际施工人代位行使工程款优先受偿权 上海锦天城（福州）律师事务所 洪志明、黄凯茹

187 实际施工人直接主张工程款优先受偿权的困境与思考 上海锦天城（福州）律师事务所 陈桦



序号 论文题目 律所 姓名

188 企业停工停产状态下职工债权认定标准探析 上海锦天城（福州）律师事务所 林枫

189 浅析所有权保留与抵押权的冲突与协调 上海锦天城（福州）律师事务所 徐凌虹

190 上市公司对外担保公告合规性审查 -基于金融机构债权人视角 上海锦天城（福州）律师事务所 林艳、叶凤华

191 论证券律师虚假陈述连带赔偿责任——兼评证券法163条 上海锦天城（福州）律师事务所 张必望

192 浅析民法典施行对行政登记的影响 上海锦天城（福州）律师事务所 陈朝旭、林星辰

193 违法强制拆迁中惩罚性赔偿的引入与适用 上海锦天城（福州）律师事务所 钱亮、黄芯蕾

194 行政执法适用兜底条款问题研究 上海锦天城（福州）律师事务所 钱亮、杜影影

195 《共犯违法所得追缴范围研究》 上海靖予霖（福州）律师事务所 陈柳明

196 《网络言论自由的刑法边界》 上海靖予霖（福州）律师事务所 陈瑶

197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实务问题的探讨 》 上海靖予霖（福州）律师事务所 冯锦锡

198 “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突出表现”浅析 上海靖予霖（福州）律师事务所 翁京才

199 《浅谈刑事案件侦查阶段律师的辩护工作 》 上海靖予霖（福州）律师事务所 梅曼、赵桂华

200 PPP项目建设期利息相关争议问题探究及完善建议 上海协力（福州）律师事务所 刘槟榔

注：报名参加的论文作者本人（论文为两人及以上合著的，仅推荐一人到会，不能到会的作者，不可另行委托其他律师到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