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十届副省级城市法治论坛获奖论文名单 

（同一等次排名不分先后） 

 

一等奖（10篇） 

线上调解制度的现实困境与完善路径 曾若溪 成都市郫都区人民法院 

诉源治理的基层运行及完善路径——基于 S省 C市 W

区法院的实证分析 

杨珊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 

解析与建构：“基本解决执行难”视域下的个人破产

制度研究 

杨东伟 

张楠 

广州市白云区法院 

地方立法的城市实践：成都与广州的比较研究 刘昕杰 

李诗语 

四川大学法学院 

从模糊治理走向清晰治理——新时代社会组织治理

方式问题刍议 

丁轶 东北财经大学法学院 

“枫桥经验”对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轻罪治理体系的

启示——以多层次刑事诉讼体系改革为研究视角 

张垚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检

察院 

新时代枫桥经验检察版的探索和思考 李钟 

郭鹏飞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检察院 

城市化背景下人民法庭功能新定位初探——以南京

地区人民法庭为样本 

贡永红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南京

市法学会 刘标剑 

王千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防范治理实证研究——以厦门市

为例 

陈鸿 厦门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 

失衡的裁量权：量刑明显不当的司法认定 

——以 115件危险驾驶改判案件为切入点 

陈芳序 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 

二等奖（30篇） 

新时代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研究——以厦门市近

几年的犯罪预防实践为视角 

周东平 

赖慧芸 

厦门大学法学院 



互联网金融犯罪案件办案协作机制研究 孙爱军 

黄滨 

申晴 

李书勤 

李靖宇 

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 

枫桥经验在检察机关的推广经验研究——论刑事和

解在故意伤害案件中的运用 

张启国 

余意然 

周啸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检察院 

新时代视野下检察机关对“枫桥经验”的创新与发展 俞永梅 

刘永健 

宁波市人民检察院 

新时代民转刑涉家庭婚姻命案社会安全治理研究 王燕 

张丽娟 

魏群 

丁颖 

江苏警官学院，江苏省妇女

联合会，南京市妇女联合会 

南京市政府法律顾问考评指标体系研究 侯菁如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 

“枫桥经验”在基层法院纠纷化解工作中的演进路径 谢佳彬  

沈燕钦 

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 

法律与经济发展理论在新时代中国的司法表达——

以法院在优化营商环境中的职能定位为视角 

贾宏斌 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僵尸企业”司法处置疑难问题研究 吴筱萍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法院内部挖潜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新机制的路径探

索 

郭小明 成都市青白江区人民法院 

移动互联网+枫桥经验的法治实践与探索 刘  湛  

贺小宁 

浙江省余姚市人民 

法院 

“拆违拆临”程序保障探析         吴大平   

赵 雯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枫桥经验”在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创新中的应用 王豆豆 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检察院 

新时代城市社会治理背景下诉讼服务热线运行情况

统计报告 

王文燕 

陈海虹 

陈光仪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检察机关开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实证研究 张孟东 

张连刚 

姚霞 

李梓 

周倩 

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检察院 

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从边缘到核心的嬗变 齐晓宇 江苏省国土资源厅 

检察机关开展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的实践探索与分析

——以厦门市集美区检察院司法救助工作实务为视

角 

彭明武 

范艳利 

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检察院 

政府合同审查的现状、问题及对策分析——以南京市

为视角 

杨博炜 

刘廉超 

张文璐 

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 

城市社区治理法治体系建构研究 夏芸芸 武汉市社科院 

法治视角下的行政效能提升研究——基于深圳、杭

州、武汉三市调研样本的实证分析 

高泉 

蔡书芳 

马慧 

王瑜 

西安市委党校 

依法治理非正常上访法律对策研究报告 李大勇 

毛金凤 

张红玉 

马网 

西北政法大学 

关于对新时期涉众型经济犯罪监测预警及打击工作

的分析与思考 

姜大勇 哈尔滨市南岗公安分局 

司法救助：新时代人民法院参与城市社会治理的新进

路——以构建差异化的法院司法救助体系展开 

黄诗雅 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 

大数据时代个人隐私危机及破解之道 蔡  叶 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 

新时代下法院队伍与审判质量效率的关系探析——

以成都法院诉源治理工作为样本 

刘建鑫  成都市新津县人民法院  

在“冷热”之间——诉讼服务中心定位与职能的嬗变 尚卫民 

张雪婷 

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城市法院的传承和发展——以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构

与完善为视角 

吴媛媛 

程煜峰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论作为国家制定法嵌入社区治理的法律顾问制度 陈光 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

学学部法律系 

“枫桥经验”在城市社会治理法治化中的实践与创新 杨  佳 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 

推进社会治理重心下移 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 孙 堃 青岛市卫计委政策法规处 

三等奖（60篇） 

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框架下法院参与路径的选择与建

议 

符荣华 

黄洁 

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 

“法与社会”视角下新时代社会治理的公共利益问题

研究 

郭晓娟 

孙  硕 

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迈向纠纷共治之道：司法确认制度运行的困境与出路

——以 P区法院近五年司法确认案件为样本 

许世强 成都市郫都区人民法院 

乡村治理格局优化路径：从多元纠纷解决机制视角窥

探——以推进民间调解法治化为着力点 

唐国峰 

代正伟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司法服务个性化背景下人民法庭参与社会治理的角

色定位与路径探寻 

李任舟 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村级治理法律进路探索 荣振华 大连医科大学 

情与法的耦合：乡村社会诉源治理的路径探析 刘 学 成都市金堂县人民法院 

区域能级维度下基层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

研究——以成都春熙商圈欺诈消费调研为视角 

伍 健 

郭 高 

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检察院 

社会治理体系创新背景下城市人民法庭职能定位创

新——以 C区法院 QL法庭为实践样本 

舒友蛟 

张鹏 

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 

司改背景下的民事调解制度研究——以调审适度分

离为路径 

杨谊 成都市都江堰市人民法院 

规范与发展：法治视野下金融风险防范与化解——以

互联网金融风险防范为例 

陈 勇 成都市彭州市人民法院 

派出法庭在多元化纠纷解决背景下的时代担当 梁楷 成都市大邑县人民法院 



王建华 

缺位与归位：农村未成年人刑事犯罪实证研究 钟会兵 四川省崇州市人民检察院 

一体多元：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运作逻辑与实践困

境——以 T区人民法院 2015-2017年的实践状况为切

入口 

王淼 

王成财 

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 

P2P 网络借贷平台异化的刑事规制研究——以浙江

39 件 P2P网贷非法集资案办理为例   

胡涛 浙江省人民检察院 

单家和 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检察院 

浅谈新时代“枫桥经验”语境下的现代公诉理念 王玉瑊 

李坤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检察院 

以新时期“枫桥经验”为指引创新出租房屋安全治理

的实践与思考 

李雄飞 杭州市公安局 

伍洲 杭州市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委

员会 

发挥行政调解作用 体现行政服务功能传承和弘扬新

时代“枫桥经验”——杭州市探索和推行行政调解工

作报告 

任丹娅 

童跃军 

杭州市人民政府法制办 

枫桥经验与构建涉法涉诉信访矛盾多元化解机制 张玉杰 济南市商河县人民检察院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法治保障研究 裴兆斌 

翟姝影 

大连海洋大学法学院/海警

学院 

刍议城乡拆迁领域的公共治理问题——以行政复议

诉讼为样本调查分析          

盛波 济南市发展改革委 

强化源头治理，创新工作机制 积极推进信访法治化

建设——济南市章丘区以信访法治化推动社会治理

有序化的探索与经验 

孙延河 济南市章丘区委政法委 

城市社会治理法治化研究 魏林荣 山东天正平律师事务所 

新时代背景下物业管理纠纷处置法治化路径及研究 朱绚凌 

张先砉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论互联网+行政执法监督机制的构建与完善 季嘉 

陈雅琼 

闫小敏 

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政府 

法制办公室 



城市治理中的营商环境法治保障 薛枫 

曹廷生 

徐晶晶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市域社会治理背景下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完善之

路径 

印文华 

孙雪颖 

张有志 

南京市委政法委研究室 

联动何以实现：法院与社区诉调对接的创新发展 李  薇 

冉  超 

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 

乡村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发展轨迹透视 干  晋 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检察院 

依法开展大数据“扫黑除恶”的若干关键问题 莫洪宪 

王肃之 

武汉大学法学院 

论网络时代背景下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新途

径 

余晓竹 长春市法学会 

城市营商环境治理法治化研究 任振兴 吉林财经大学法学院 

新时代城市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 王伊梦 宁波市江北区委政法委 

“枫桥经验”指导下人民法庭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以 S人民法庭的三项实践为样本 

孔  颖 宁波市宁海县人民法院 

转变观念，与时俱进，调整定位，多元共治，创新途

径——构建新时代城市社会治理新机制 

马 骥 深圳宝安区十大专项行动指

挥部 

“鹦鹉案”法律问题综述 刘山泉 深圳市人民检察院 

 新《行政诉讼法》实施背景下司法和行政共同推进

地方法治政府建设的探索和研究 

苏家成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自治、法治、德治”相统一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构

建 

刘  莎 宁波市奉化区卫生监督所 

新时代背景下破解涉诉信访工作的困境与出路——

基于 X市两级法院的实证考察 

许明茹 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 

地铁恐怖袭击事件处置问题探讨——以厦门市为例 曹晓薇 厦门市公安局 

老年人长期照护制度的法社会学研究 黄鸣鹤 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信息化背景下多元化纠纷解决制度革新探索——以

“在线纠纷解决平台”为研究对象 

胡玮瑶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陈思佳 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 

执法规范化提档升级实证研究——以办案中心升级

改造为切入点 

陈文军 

宋  健 

韩鹏锐 

朱文彬 

姚  倩 

西安市公安局临潼分局 

基层自治抑或法外之地：村委会选举权确认纠纷研究 张雪婷 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姬亚平 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 

PPP 背景下城市供水安全的法治保障初探 薛  亮 西北政法大学 

“枫桥经验”在新时代的丰富和发展 张龙 济南市平阴县委政法委 

现实与出路：新时期人民法庭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角

色定位 

马  俊 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法院 

破解刑事执行检察工作瓶颈 建立区域刑事执行检察

制度 

原晓鸣 西安市沙坡地区人民检察院

驻雁塔监狱检察室 

试论新时代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以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法律制度为视角 

李  沛 

王晓峰 

西安市临潼区人民法院 

新媒体时代下检察宣传和舆情应对工作存在的问题

及对策研究——以某副省级城市检察机关检察宣传

和舆情应对机制建设及运行情况为视角 

任静涛 西安市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

研究室 

刑事纠纷解决机制视域下大连城市社会治理法治化

研究 

夏红 

付黎明 

辽宁师范大学法学院 

 

我国网络诽谤法律责任的问题及其对策 费艳颖 

孙嘉阳 

赵亮 

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

学学部 

 

城管效能的能效场域——通向声誉、财务和职务的制

度勾连 

刘福元 东北财经大学法学院 

新时代公共冲突治理视域下人民调解制度的研究 杨  帆 武汉市江夏区司法局 

关于新时代加强法治成都建设的思考和建议 唐洪春 成都市司法局 



刘景文 

刘澎涛 

任  黎 

雷启雯 

周小玲 

新时代社会治理中商会地位与作用问题初探 徐卫东 黄超

艺 

吉林大学 

新时代城乡社区治理法治化研究与实践——以人民

法院深化“诉源治理”实践“枫桥经验”为视角 

徐东琪 

罗琳珊 

周玲萍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以法治为基准推进城市治理的现代化 王军明 吉林大学法学院 

社会组织的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 陈善勇    哈尔滨市委政法委 

浅谈城市社区治理法治化 李琦 胶州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