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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1 月 26 日-27 日 

山东·青岛 



11月 26 日 

8：30-9：00 

开幕式 

主持人：郭培清 

致欢迎辞：刘惠荣书记 

        王琪院长 

09：00——10：20 

（5篇/汇报 10 分钟，点评+自由讨论 30 分钟） 

主持人：金永明老师 

点评人：刘惠荣老师 

李小静 
中国政法

大学 

船舶温室气体减排体系：现状与出

路 

刘雨宵 海南大学 

国家管辖范围外区域海洋遗传资

源的法律制度问题研究——以海

洋科学研究制度为视角 

张笛 

中国社会

科学院大

学 

北极西北航道水域历史性权利分

析 

陈忠华 
中国政法

大学 

论加拿大北极水域环境立法与北

极相关国际立法的关系 

庄媛 厦门大学 
UNCLOS 中的“北极例外”条款：第 

234 条的解释与适用问题探析 

10：20——10：30 休息 

10：30——11：30 

（4篇/汇报 10 分钟，点评+自由讨论 20 分钟） 

主持人：刘惠荣老师 

点评人：金永明老师 

瞿继文 武汉大学 
日本与“冰上丝绸之路”倡议：政

策动因、影响与中国的应对 

周香 
中国海洋

大学 

从过程到结果：全球海洋治理制度

的建构主义分析 

李佳兴 山东大学 
中日韩海洋环境治理机制研究：层

次、障碍及对策 

张甲英 外交学院 
全球公共产品视角下“冰上丝绸之

路”分析 

14：00——15：20 

（5篇/汇报 10 分钟，点评+自由讨论 30 分钟） 

主持人：孙凯老师 

点评人：董跃老师 



杨子阳 
上海对外

经贸大学 

智利南极利益：现实挑战与制度应

对 

过怡安 
华东政法

大学 

BBNJ 协定下海洋遗传资源的来源

披露模式研究 

黄佳 厦门大学 

《国际捕鲸管制公约》项下“以科

学研究为目的”探析——对“澳大

利亚诉日本南极捕鲸案”的再思考 

朱莎莎 
上海对外

经贸大学 

南极地区生物勘探的惠益分享问

题 

刘东霖 
上海师范

大学 

南极治理中的知识供给与制度建

构——以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影

响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塑

造为例 

15：20——15：30 休息 

15：30——16：30 

（4篇/汇报 10 分钟，点评+自由讨论 20 分钟） 

主持人：董跃老师 

点评人：孙凯老师  

龚倬 
华中师范

大学 

北约介入北极治理新转向、动因及

影响研判 

李滢 华侨大学 
“安全化”与北极非传统安全治

理：基于北极理事会议程设置视角 

杨慧慧 
中国海洋

大学 

政治极化环境下的美国北极能源

政策：表现、原因及影响 

殷纯浠 
中国海洋

大学 

小强国的国防政策转变：基于两份

芬兰国防报告的分析 

11 月 27 日 

09：00——10：00 

（4篇/汇报 10 分钟，点评+自由讨论 20 分钟） 

主持人：余静老师  

点评人：郭培清老师  

郭海龙 

中央党史

和文献研

究院 

后西方时代的世界格局刍议——

关于北冰洋世纪和权力完全和平

转移的猜想 

杨金善 武汉大学 
印度北极政策视角下印俄北极合

作的路径及影响 



李珍妍 
大连海洋

大学 

美国航行自由政策的动因及中国

的因应之道 

杜洞光 辽宁大学 
防御性现实主义视域下中俄北极

安全合作 

10：00——10：10 休息 

10：10——11：00 

（3篇/汇报 10 分钟，点评+自由讨论 20 分钟） 

主持人：郭培清老师 

点评人：余静老师  

王婧 厦门大学 
北极海洋旅游业发展现状及规制

路径 

申雨琪 
中国海洋

大学 

海洋核动力平台的应用：潜在影

响、治理 挑战及规制路径 

陈立赢 吉林大学 
中国参与北极治理：基于北极生物

多样性保护的视角 

11：00——11：30 

              闭幕式 

              主持人：郭培清老师  

              颁奖环节 

              闭幕辞：刘惠荣书记 

 

 

 

 

 

 

 

 

 

 

 

 

 

 

 



 

参会人员列表 

1 刘惠荣 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 

2 王琪 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 

3 金永明 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 

4 董跃 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 

5 孙凯 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 

6 余静 中国海洋大学海洋与大气学院 

7 郭培清 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 

8 李小静 中国政法大学 

9 瞿继文 武汉大学 

10 郭海龙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11 张甲英 外交学院 

12 刘雨宵 海南大学 

13 周香 中国海洋大学 

14 陈立赢 吉林大学 

15 杜洞光 辽宁大学 

16 杨子阳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17 杨金善 武汉大学 

18 张笛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19 过怡安 华东政法大学 

20 龚倬 华中师范大学 

21 李滢 华侨大学 

22 陈忠华 中国政法大学 

23 王婧 厦门大学 

24 黄佳 厦门大学 

25 庄媛 厦门大学 

26 李佳兴 山东大学 

27 杨慧慧 中国海洋大学 

28 殷纯浠 中国海洋大学 

29 申雨琪 中国海洋大学 

30 朱莎莎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31 李珍妍 大连海洋大学 

32 刘东霖 上海师范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