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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

1、《行政机关依法防疫应当做到“五个

坚持”》

北京市东城区政法委  陈本宇

2、《对北京市野生动物保护执法工作的

思考》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  向德忠  胡玥

3、《传染病防治中对“隔离”措施的法

律分析》

北京市平谷区司法局  张玉娟

4、《进一步夯实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

的法律基础》

中央党校政治和法律教研部  张效羽

5、《疫情防控中住宅小区封闭管理法律

问题研究》

北京市检察院  鲁俊华

二等奖

1、《现代系统思维视域下城市一体化应

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探析——以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为例》

江苏省镇江市公安局  朱思丞

2、《财政依法支持保障疫情防控的主要

方法路径》

北京市财政局  陈以勇

3、《划清“责任田”、画好“同心圆”，

携手共护野生动物平安家园——关于落实全

国人大常委会 <决定 >的制度建议浅析》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张桂芳

4、《疫情防控期间众多专家远程会诊的

法律思考》

北京市华卫律师事务所  刘凯、刘欢欢

北京市清华长庚医院  王婧

5、《疫情防控下患者权利的限缩与保

障——以医疗机构为视角》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郑秋实 薛冬

6、《论防疫期间检察机关刑事检察程序

的保障和完善——基于对涉疫犯罪刑法规制

的需要》

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  吴春妹

7、《中医药参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法

治思考》

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  陈兴华

8、《论疫情防控中的强制隔离措施》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汤莹

9、《法学视角下的民间中医治理》

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  陈兴华

10、《特殊时期政府如何在惩处哄抬物价

行为的同时释放市场活力》

北大法宝  郭  璐

11、《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思考——以全

面禁止非法交易、滥食野生动物的决定为视

角》

北京市中策律师事务所  梁强 陈春

12、《疫情信息公开中相关舆情焦点问题

法律解析》

北京市司法局  董杨

13、《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导致合同履行问

题的法律救济——不可抗力 &情势变更》

北京市国双律师事务所  纪红勇

14、《新冠肺炎疫情中行政征用有关法律

问题浅析》

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  张童

15、《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期

间卫生监督执法模式探索与思考》

北京市石景山区卫生健康监督所  张凯  

论文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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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义敏  李大鹏  田玥

三等奖

1、《公布确诊病例居住地小区信息的合

法性和合理性浅析》

北京市司法局  王玮

2、《在防控突发传染病疫情中深化法治

建设实践》

中央党校政治和法律教研部  任进

3、《失信惩戒机制的完善路径——基于

抗疫期间“假口罩”事件的思考》

中华女子学院  于晓航

4、《重大疫情源头防控问题中公益诉讼

检察职能的司法应对——以新冠肺炎疫情下

野生动物的公益诉讼保护为例》

北京市顺义区检察院  霍云

5、《儿童医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

情的防控能力调查分析》

首都儿科研究附属儿童医院  秦小平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王传清

重庆市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王荔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赵丹洋

河南省儿童医院  王俊

首都儿科研究附属儿童医院  杨健

6、《北京市顺义区居民卫生应急相关知

识现况调查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北京市顺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冯冉 

冀国强 张文增 李红霞 胡广义 王安娜 石玮

7、《论我国“双随机一公开”行政执法

模式的程序正义分析——以卫生执法为例》

北京市昌平区卫生健康监督所 胡帅

8、《县级医院新冠疫情期间境外输入性

儿童患者防控模式探讨》

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人民医院  陈王梽  

詹慧静  黄慧华  田华珍 陈官进  陈豪

9、《中国老年人冠状病毒疾病 2019 患病

情况和医学文献领域为疫情期间老年感染者

及其他老年疾病诊疗的建议》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  张宁  

孙晓红  刘晓红  

朱文玲  康琳   葛楠   张黎  朱华栋   

王江山  刘继海  

刘昕超

10、《疫情期间基层医疗机构院感防控存

在的问题与对策》

北京市昌平区卫生健康监督所  黄甫

11、《风险社会视域下重大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的法治化探析——基于“新冠肺炎”防治

的思考》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  刘学涛

12、《既要“扛枪而上”，又要“清理战场”—

行政检察应在疫情防控攻坚战中展现担当》

北京市检察院  张昊天

13、《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政府信

息公开》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  刘学涛

14、《PDCA 循环在综合医院新冠肺炎感控

管理实践中的应用》

北京市昌平区医院  毛新  郝桂兰  程

小龙

15、《公共危机中党委政府有效沟通的行

动建议》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应验

16、《疫情期间价格违法案件情况及建议》

北京市二中院  黄井沛

17、《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疫情防控中的舆

情演化与应对研究》

湖南省衡阳市委党校  姚文

18、《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期间劳动关

系履行与工资支付的法律问题》

重庆市万州区法院  徐增鹏

19、《在打赢新冠病毒防疫战中充分发挥

中国制度优势》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王

君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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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野生动物非法交易的规制困境与出

路》

北京市顺义区法院  孟思

优秀奖

1、《12345 实践：突发性群体消费投诉的

处置实践与思考》

北京市通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李畅

2、《关于潞源街道工地防疫复工工作的

启示》

北京市通州区潞源街道  张杰

3、《城市社区疫情防控调研报告》

北京市通州区司法局  欧阳丽

4、《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导致

与旅游合同纠纷问题浅析》

北京市致宏律师事务所  左增信 秦国栋 

马彦鹏 孙健

5、《特殊时期对于寻衅滋事行为的理解》

山东省九齐律师事务所  刘春松

6、《把握新冠疫情之“危”中的产业转

型之“机”》

湖北省武汉市委党校  杨艳军

7、《慈善、捐助物资管理机制研究》

北大法宝  高琛宏

8、《行政机关对疫情信息公开的职责》

北京市平谷区司法局  张玉娟

9、《合理利用大数据防控疫情》

北京市顺义区统计局  郭宇

10、《坚守合理行政原则 提升政策执行

温度》

北京市统计局  镇莉

11、《谨防应急状态下征用权之滥用——

评大理市卫健委征用口罩事件》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  胡斌

12、《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网络舆情治理

与刑法规制》

四川大学法学院  何天秀

13、《外国人行政驱逐制度规制与救

济——基于疫情期间多起行政驱逐案件的思

考》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  曾彬彬

14、《新冠肺炎防控与个人信息保护如何

平衡》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  刘学涛

15、《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存在的短板及建

议》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  葛磊

16、《新冠肺炎疫情下限制人员流动措施

的合法性、合理性研究》

北大法宝  尹丹丹

17、《新冠肺炎疫情应急措施下中小企业

与劳动者权益平衡研究》

北大法宝  曹琴

18、《疑似传染病的上报机制研究》

北大法宝  高琛宏

19、《疫情防控中如何进一步发挥税收职

能作用的研究》

北京市税务局  刘宇

20、《“互联网 +”生鲜农产品供应链渠道

设计》

东北师范大学商学院  马德超

21、《疫情期间政府征收、征用及其补偿

机制研究》

北大法宝  高琛宏

22、《突发疫情与全面”禁野”的思考》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石永亮

23、《疫情时期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保障

与服务》

茅台学院图书馆  胡玉智

24、《优化营商环境背景下公平竞争审查

程序研究——以科技创新领域为例》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  曾彬彬

25、《智慧司法赋能城市治理现代化》

共抗疫情 法治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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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  邓恒、王伟

26、《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如何走出困境》

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  邓恒、杨雪

27、《论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的解释限

度——以“正向刷单炒信案”为切入》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 曾彬彬

28、《孰是‘医’和‘患’》

北京市昌平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王金星

29、《北京市东城区 2017-2019 年无证行

医行政处罚案件分析》

北京市东城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曲德鑫 

秦志轶 贾宁 张妮 战琪

30、《综合医院护理部在新冠肺炎应急防

控中的角色与作用》

北京市昌平区医院  郝桂兰

31、《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医院药学

部门应对措施思考》

甘肃省平凉市第二人民医院  王凤娟

32、《疫情过后，野生动物养殖户何去何

从》

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  颜静

33、《一起非法行医案件刑事司法移送的

探讨》

北京市东城区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所  

曲德鑫 于鹏 贾宁

34、《“黑诊所”非法行医案例分析》

北京市通州区卫生健康监督所  孙超

35、《浅谈基层卫生监督机构如何防范突

发生活饮用水污染事件》

北京市房山区卫生健康监督所  王立志 

靳军 王双喜 王欣竹

36、《北京市 2018 年医疗卫生机构传染

病防治分类监督综合评价结果分析 》

北京市卫生健康监督所  张颖 裴红生 

周宝晖 孙丽萍 张建全

37、《我国现代化治理中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应急法治分析》

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  林洪艺

38、《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纳入行政公益诉

讼范围的考量》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  刘学涛

39、《公正文明人性化执法彰显法治柔情》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  刘璐

40、《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惩治抗拒疫情防

控措施犯罪研究》

北京市通州区住建委  陈毓微

41、《疫情期间编造和传播虚假信息的法

律责任》

北京市税务局  黄丽明

42、《学校常见传染病的预防和控制措施

分析》

北京市大兴区魏善庄镇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刘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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