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济南市法学会文件
济法学 〔2020〕13号

　　

关于表扬泉城法治论坛
“疫情防控与市域社会治理”主题征文
获奖论文作者和优秀组织单位的决定

　　为表扬先进,鼓励引导全市广大法学法律工作者和社会

治理工作者积极投身于常态化疫情防控和市域社会治理现代

化的法治理论与实践研究,共同为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建设做出积极贡献,经市法学会研究,决定对泉城法治论坛

“疫情防控与市域社会治理”主题征文获奖论文作者和优秀

组织单位予以表扬。

本次论坛共征集论文313篇,本着公开、公平、公正原

则,经市法学会组织专家评审,决定授予齐鲁工业大学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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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王华伟 《新时代行政非诉执行检察监督模式研究》等

20篇论文一等奖;山东建筑大学法学院吴小帅 《侵犯涉疫

情个人信息犯罪的刑法规制研究》等40篇论文二等奖;济

南大学政法学院胡艳蕾 《基层社会公共卫生危机的管理短板

与治理对策———以山东省新冠病毒疫情防控为例》等60篇

论文三等奖。同时,确定山东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等14
家单位为优秀组织单位。

希望受到表扬的单位和同志们珍惜荣誉,发扬成绩,再

接再厉,再创佳绩。全市广大法学法律工作者和社会治理工

作者要以先进为榜样,进一步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学习研究,进一步加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

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坚守初心使命,勇于担当作为,努力

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为加快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附件:1.泉城法治论坛 “疫情防控与市域社会治理现

代化”主题征文获奖论文及作者名单

2.泉城法治论坛 “疫情防控与市域社会治理现

代化”主题征文优秀组织单位名单

济南市法学会

2020年1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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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泉 城 法 治 论 坛
“疫情防控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主题征文获奖论文及作者名单

(共120篇,同一奖次排名不分先后)

一等奖 (20篇)

1.新时代行政非诉执行检察监督模式研究

王华伟　齐鲁工业大学政法学院

2.医学专业人员涉重大疫情谣言的司法认定

刘　伟　山东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

3.大数据在疫情防控应用中的相关法律问题研究

卜红梅　山东政法学院经济贸易法学院

4.基层多元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的实践探索与法理审视

范冠峰　山东交通学院交通法学院

5.疫情大考下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研究

———基于济南市的治理实践

宋俊杰　山东交通学院交通法学院

6.疫情下 “共享用工”新模式的法律关系界定和规制路径

赵秀莉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7.发挥专业志愿者组织作用的路径选择研究

王　伟　济南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 (市情)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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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市域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法治堵点及其消解

———以疫情防控常态化为背景

李富建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邵大林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9.疫情防控视域下检察环节认罪认罚从宽问题研究

赵蕴璞　济南市人民检察院

10.新冠疫情防控中个人信息保护的思考

孔小丽　济南市公安局长清区分局

11.从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法律适

用探究借力疫情强化法制研究

李　波　济南市公安局章丘区分局

12.推进市域治理法治化　优化城市营商环境

尚庆忠　济南市司法局

13.疫情防控语境下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问题之研究

盛　波　济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14.从严从快打击涉疫情违法犯罪问题的几点思考

———关于刑事速裁程序的价值研究

王红兵　山东聚轩律师事务所

15.检察机关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体系建设研究

———从检察机关参与新冠肺炎防控获得的启示

王豆豆　槐荫区人民检察院

16.加强法治乡村建设　提升乡村治理能力

———市域社会治理下乡村法治建设问题研究

李成刚　历城区委政法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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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疫情防控时期法律监督的发展进路

———基于检察机关涉新冠肺炎疫情典型案例的分析

刘　燕　长清区人民检察院

18.关于家事案件中诉调对接机制的思考

顾蔼婧　章丘区人民法院

19.浅析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建设的实现路径

赵传秀　平阴县人民法院

20.疫情等突发公共事件环境下未成年弱势群体监护问题研究

张建华　济南高新区人民检察院

尚　群　济南高新区人民检察院

赵娅南　济南高新区人民检察院

二等奖 (40篇)

1.侵犯涉疫情个人信息犯罪的刑法规制研究

吴小帅　山东建筑大学法学院

2.城市公共卫生安全目标下野生动物保护法律体系的完善

曲承乐　齐鲁工业大学政法学院

3.后疫情下医学院校卫生法治教育的思考

安　琪　山东中医药大学法律事务室

4.疫情防控语境下 “特殊人群”检察监督的实施困境及其路径

鲍春晓　山东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

5.高度传染性疾病尸体解剖查验工作机制的探讨

李学博　山东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

于晓军　汕头大学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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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疫情防控下舆论引导问题研究

孙　浩　山东交通学院交通法学院

7.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交通运输应急法律制度研究

马　红　山东交通学院交通法学院

8.从疫情大考看基层社区治理中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周念群　济南市市中区委党校

杨立新　济南市市中区委党校

闫　黎　济南市市中区委党校

9.济南市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调查研究

李道珍　济南市委政法委

10.市域社会治理中矛盾纠纷化解的实践与探析

———以济南法院实践为考察样本

王　倩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11.业主自治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机制研究

唐鸣亮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12.关于 “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的法律研究

范华龙　济南市人民检察院

13.后疫情时代检察机关涉法涉诉网络信访处理机制的完善

贾　建　济南市人民检察院

14.公共卫生法治保障问题研究

张　志　济南市人民检察院

张骜钰　济南市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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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交通态势对推进交通治理能力现代化

的影响及启示

王宏斌　济南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张　爽　济南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16.涉疫情重大舆情处置相关法律问题研究

卢钦华　济南市公安局历城区分局

武妍君　济南市公安局历城区分局

17.公安机关依法打击涉疫情刑事案件难点及对策建议

孙雅南　济南人民警察职业培训学院

高　政　济南人民警察职业培训学院

18.以人民为中心实现出入境管理服务新提升

刘　刚　济南人民警察职业培训学院

19.疫情防控下监狱心理服务体系建设

时胜利　济南监狱

李志强　济南监狱

20.监狱疫情防控机制研究

吴懿洲　济南第二监狱

21.济南市征收拆迁工作规范化法治化的思考

贾亚琼　济南市政府法制研究中心

22.以检察职能为视角探析涉疫情重大舆情处置相关法律问题

米吉庆　槐荫区人民检察院

23.社会治理视角下涉法涉诉信访研究

张　静　天桥区委政法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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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疫情防控政府数据共享中的个人信息安全与隐私保护

李成刚　历城区委政法委

徐丽枝　北京德恒 (济南)律师事务所

25.政府参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葛　浩　长清区人民法院

李　敏　长清区人民法院

26.基层多元矛盾纠纷化解机制问题研究

杜　杰　长清区人民法院

张庆美　长清区人民法院

27.疫情防控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以济南市疫情防控为例

高　臻　长清区马山镇人民政府

28.疫情大考下基层构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探索与思考

孙延河　章丘区委政法委

29.关于对涉众型经济犯罪的研究

刘芳芳　章丘区人民检察院

30.县域社会治理视角下的 “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研究

刘　策　章丘区司法局

31.村民自治的法律问题研究

陈　浩　莱芜区苗山镇人民政府

32.依法打击破坏疫情防控犯罪准确适用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张红广　钢城区人民检察院

王　密　钢城区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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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信赖利益保护与政府公信力建设

曹文举　平阴县人民法院

34.依法打击涉疫情违法犯罪问题研究

王嘉铎　商河县人民检察院

35.重大公共安全风险防范化解问题研究

张　慧　泰和泰 (济南)律师事务所

36.“不见面审批”模式常态化探析

张　宁　泰和泰 (济南)律师事务所

刘　超　泰和泰 (济南)律师事务所

37.企业复工复产相关法律问题研究

刘以如　山东辰静律师事务所

38.基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研究

薛富巍　山东贤庭律师事务所

39.涉疫情造谣传谣罪的刑事规制研析

薛　冰　莱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0.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防控检查与交通出行的冲突解决

王　斌　济南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奖 (60篇)

1.基层社会公共卫生危机的管理短板与治理对策

———以山东省新冠病毒疫情防控为例

胡艳蕾　济南大学政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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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韧弹性视角下的社区治理对策与建议

韩　芳　济南大学政法学院

韩　晶　山东建筑大学法学院

宁有才　济南大学政法学院

3.非法经营罪法律适用实证考察

包国为　山东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

4.治理主体多元化视角下农村基层党建研究

林贵妹　山东交通学院交通法学院

5.依法防疫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陈　洁　济南市历下区委党校

6.从疫情大考看 “一制三化”基层应急治理模式

李德华　济南市历下区委党校

7.从疫情大考看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问题及建议研究

夏　明　济南市天桥区委党校

8.疫情防控下社区治理中的问题及建议研究

———以济南市长清区为例

陈维杰　济南市长清区委党校

9.从疫情大考看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问题及建议研究

———以济南市济阳区为例

刘培延　济南市济阳区委党校

钱　霞　济南市济阳区委党校

10.依法打击涉疫情违法犯罪问题研究

邓　莹　济南市人民检察院

刘　萍　济南市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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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疫情期间妨害公务罪适用的几个问题

李春燕　济南市人民检察院

12.涉疫情等非常时期的社会治理研究

高　红　济南市人民检察院

13.新时代基层多元矛盾化解机制探究的相关建议

卢灵灵　济南高新区人民检察院

14.浅议疫情形势下群体性事件预防与处置机制

梁　恒　济南市公安局历城区分局

15.疫情背景下远程办案模式探索与实践路径研究

井永婷　济南市公安局长清区分局

16.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法治保障问题研究

赵　勇　济南市公安局直属支队

17.从疫情大考看公安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问题及建议

杜嘉宁　济南人民警察职业培训学院

18.从疫情防控中看市级政府治理

王会宝　济南市司法局

19.刍议公共卫生法律制度的完善

李志军　济南市司法局

20.推进监狱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研析

王存峰　济南监狱

21.浅谈疫情防控期间的罪犯心理危机干预

张　兵　济南监狱

22.从疫情大考看基层监狱治理中的问题及建议研究

杨建龙　济南第二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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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监狱在疫情防控各阶段面临的主要矛盾及对策研究

冯立元　济南第二监狱

24.疫情防控对监狱治理的影响及对策

张遵升　济南第二监狱

25.打造泉城路街道特色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周瑾晖　历下区泉城路街道办事处

26.从疫情大考看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问题及建议

于建华　历下区大明湖街道办事处

27.新时期多元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初探

苏　莹　历下区智远街道办事处兴港悦城社区

28.从疫情防控看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必然性和重要性

滕　旭　历下区智远街道办事处中海紫御东郡社区

29.电信诈骗的原因与防范

李冬华　市中区人民法院

30.关于实行 “小定向”“大随机”分案机制的调研报告

梁　伟　市中区人民法院

李冬华　市中区人民法院

31.疫情防控下物业管理行业的研究

马　振　市中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32.健全完善网格化服务管理体系问题研究

———以济南市党家街道办事处为例

张　洵　市中区党家街道办事处

33.疫情防控下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研究

祁冬燕　槐荫区南辛庄街道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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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关于基层推进网格化治理存在的问题与思考

———以济南市天桥区为例

杨松杨　天桥区委政法委

35.涉疫情等非常时期的社会治理研究

———论网格化管理在非常时期的作用与不足

刘智勇　天桥区委政法委

王照弼　天桥区委政法委

36.从疫情防控看市域社会治理中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张士美　天桥区宝华街街道办事处

37.浅析未成年人刑事处遇中观护体系的构建

张嘉蓓　历城区人民检察院

38.疫情防控对市域社会治理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魏义刚　长清区委宣传部

39.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研究

李　雪　长清区司法局

40.疫情防控背景下网格化服务管理再思考

翟　敏　章丘区司法局

41.循证视角下的县域法治建设研究

刘明明　章丘区司法局

42.论检察机关行政公益诉讼中的第三方代表评估机制

陈庆龙　济阳区人民检察院

石汝燕　济阳区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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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基层多元矛盾纠纷化解机制问题研究

———结合 “枫桥经验”在济阳的探索和发展

王　灿　济阳区司法局

44.妨害疫情防控措施行为的刑法规制

柳佳丽　莱芜区人民法院

45.加强危害疫情防控等犯罪行为执法司法研究

解建英　莱芜区人民检察院

46.从公安视角看疫情后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影响

康永华　济南市公安局雪野旅游区分局

47.基层多元矛盾纠纷化解机制问题研究

张　悦　莱芜区司法局

48.疫情背景下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实践路径研究

董国明　莱芜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49.“互联网+”背景下社会治安形势分析与思考

吴兆云　钢城区委政法委

50.从疫情大考看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问题及建议研究

李秀英　钢城区人民法院

51.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之诉调对接模式的构建

———以J市G区人民法院为考察蓝本

王婷婷　钢城区人民法院

52.重大疫情舆情应对、谣言传播与信息治理

陈国栋　平阴县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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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从疫情大考看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问题及建议研究

邱九林　平阴县孔村镇太平村

54.疫情防控相关法律问题研究

张　雯　商河县人民法院

55.基层多元矛盾纠纷化解机制问题研究

王竹清　商河县人民检察院

56.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视角下村居法律顾问的实践与探讨

陈立明　商河县司法局

57.中国审查逮捕程序律师介入制度略论

崔守旭　众成清泰 (济南)律师事务所

58.基层多元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研究

公冶苑卉　泰和泰 (济南)律师事务所

59.新冠疫情下民营企业经营法律风险及建议研究

陈　豹　山东有诺律师事务所

60.公共卫生法治保障问题研究

杨乘敏　济南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焦明星　济南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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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泉 城 法 治 论 坛
“疫情防控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主题征文优秀组织单位名单

(共14个,排名不分先后)

　　山东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

山东交通学院交通法学院

济南市委党校科研处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

济南市人民检察院研究室

济南市公安局法制支队

济南市司法局法治调研处

历下区法学会

市中区法学会

天桥区法学会

长清区法学会

章丘区法学会

莱芜区法学会

平阴县法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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