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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机构 首要赞助

主要赞助

媒体伙伴 (按英文名称排序)

支持机构 (按英文名称排序)

查 询�events@aail.org �����网 址�https://2020colloquium.aail.org ������注 册�https://events.aail.org/en/event/2020COIL-SC/ 

2.5 学分
持续专业发展



各国为着共同利益时有合作；然而，最近所见却以分歧居多。 在现今这个相互依存而又壁垒分明的世界当中，
我们正面对诸多前所未有的挑战。为人类更好的未来而携手共进无疑是全球的重要议题；而滥用制裁机制势
必成其阻力。 

有见及此，「2020 国际法论坛」将汇聚一众专家探讨: 制裁与不干预原则。 

时间
(GMT+8)

时间表
（暂定）

15:00 – 15:10

欢迎致辞

•��梁定邦博士 QC SC JP
���
•��黃进教授

开幕致辞

•��林郑月娥女士 GBM GBS
���

15:10 – 15:20

15:20 – 15:50

主题演说

•��谢锋先生
���
•��郑若骅女士 GBS SC JP���
���

专题研讨

15:50 – 17:10

•��梁定邦博士 QC SC JP
���

•��Chin Leng LIM 教授�
���
•��孔庆江教授����
����
•��Jean-Marc THOUVENIN 教授�����
���
•��易显河教授����
���
•��Martin ROGERS 先生����
�����

17:10 – 17:45 讨论．问答

17:45 – 18:00

闭幕致辞

•��梁定邦博士 QC SC JP
���

亚洲国际法律研究院 • 主席

中国国际法学会 • 会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 行政长官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 • 特派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 律政司司长

亚洲国际法律研究院 • 主席

香港中文大学 • 卓敏法律学教授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 • 院长

海牙国际法学院 • 秘书长

外交学院 • 国际法教授

Davis Polk •�合伙人

亚洲国际法律研究院 • 主席

主持人

讲员



林郑月娥女士 GBM GBS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行政长官

林郑月娥于 1980 年 8 月加入香港政府政务职系，先后在二十个不同公务岗位服务市民超过三十六年，包括社会福利署署长、房屋
及规划地政局常任秘书长（规划及地政）、香港驻伦敦经济贸易办事处处长、民政事务局常任秘书长、发展局局长和政务司司长。
2017 年 3 月 26 日当选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并于 2017 年 3 月 31 日获中央人民政府正式任命，于 2017 年 7 月 1 日就职。 

讲员

谢锋先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
特派员

谢锋先生自 2017 年以来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特派员。谢先生于 2000 年至 2003 年在中国驻美
使馆任参赞，2008 年至 2010 年任中国驻美使馆公使、副馆长，2010 年至 2014 年任外交部北美大洋洲司司长。出任现职前，谢先生
曾于 2014 年至 2017 年出任中国驻印度尼西亚特命全权大使，深度参与中国周边外交及「一带一路」建设。谢先生的外交生涯始于
外交部西欧司英国处，曾参与中英两国关于香港事务的磋商工作。

郑若骅女士 GBS SC JP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律政司司长

郑若骅女士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律政司司长。出任公职之前是私人执业大律师。郑司长也是特许工程师、特许
仲裁员和专业调解员，经常在复杂的国际商业或投资纠纷中获委任为仲裁员或顾问。郑司长是亚洲国际法律研究院创始成员及前
任主席。郑司长曾担任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主席；除此之外，还担任国际商事仲裁委员会副主席、国际商会国际仲裁法院副主席。
2008 年经全球选举成为首位出任特许仲裁学会主席的的亚裔女性。郑司长于 2011 年至 2017 年担任香港高等法院的副法官/记录员。
现为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仲裁员小组成员、世界银行制裁委员会成员。郑司长是伦敦国王学院院士，曾任清华大学法学院国际
仲裁与争端解决项目主任。 

梁定邦博士 QC SC JP
亚洲国际法律研究院
主席

香港资深大律师，从事国际仲裁和金融监管法律事务。1991 年至 1994 年，梁博士曾担任香港联合交易所理事会及上市委员会委
员，以及其纪律委员会及债务证券工作小组主席。他于担任联交所香港/中国上市小组成员期间，为协助中国内地企业于香港联交
所上市而制定有关的法律监管架构方面作出了一定贡献。1995 年至 1998 年，出任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主席。同时，是
首位获选为国际证监会组织技术委员会主席的亚裔人士。1999 年至 2004 年，应中国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邀请出任中国证监会首
席顾问。2018 年获委任为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B20）金融促增长及基础设施专责小组联席主席，另获委任为中国证券化论坛理事
会联席主席。2018 年 6 月 1 日，获委任为独立监察警方处理投诉委员会主席。

黄进教授
中国国际法学会
会长

黄教授现任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理事会副理事长、最高人民法院特邀咨询员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员。历任国际体育仲
裁院（CAS）、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巴黎国际仲裁院（CAIP）、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CIETAC）以及
韩国商事仲裁院的仲裁员（KCAB）。



Chin Leng LIM 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
卓敏法律学教授

Lim 教授是伦敦  Keating Chambers  的律师，曾代表政府和私人客户解决复杂的国际公法事务和争端。Lim   教授也是伦敦国王学
院的客座教授、英国国际法和比较法学院名誉高级研究员，曾应邀加入香港特别行政区工业贸易署咨询委员会。英文著作包括 
The Paradox of Consensualism in International Law (Kluwer, 1998)、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and Arbitration (Cambridge, 2018)。

孔庆江教授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
院长

孔教授曾任职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剑桥大学 Lauterpacht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Law、德国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Comparative Public Law and International Law 以及位于瑞士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此外，他也是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副会长、
中国法学会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副会长以及国际学术刊物《中国全球治理学刊》主编。 

Jean-Marc THOUVENIN 教授
海牙国际法学院
秘书长

Thouvenin 教授在巴黎 Université Paris-Nanterre 任教，也是法国国际法学会董事会成员和前秘书长，以及其所任教的大学的国际
法中心前主任。他是美国国际法学会、国际法协会以及 Institut de Droit International 的成员。此外，他是 Annuaire Français de  
Droit International 的编辑委员会成员。 曾在国际法院、ITLOS、PCA、美洲人权法院和欧洲法院的案件中担任律师和辩护律师。 

易显河教授
外交学院
国际法教授

易显河（www.sienhoyee.org）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兼任武汉大学边界与海洋研究院首席专家，英文《中国国际法论刊》
主编，以及亚非法协国际习惯法特别报告员。他研究体系性问题、争端解决和国际法院案例，并提出「共进国际法」的概念。曾
在哈佛、牛津与洪堡访研，且担任国际法协会美国分会国际争端解决委员会主席和该协会联合国改革研究组国际法院事宜分题
报告员。著作在国际法院与其他法庭程序中得到多次引用，在国际法院七十周年庆贺研讨会中任适用法主要报告人。自 2009 年起
为（世界）国际法研究院院士，曾在国际法院及其他程序担任法律顾问。 

Martin ROGERS 先生
Davis Polk
合伙人

Rogers  先生是 Davis Polk  设在香港的诉讼部门的合伙人。他在亚洲拥有近三十年的经验，被视为亚洲诉讼及金融服务监管方面的
顶尖律师之一。他的执业领域包括复杂诉讼、争议解决、监管、白领犯罪和金融科技/监管科技事务，并在为顶尖企业、金融服务
行业及政府机构提供咨询服务方面拥有丰富经验。 

目标群体
「商业界」—上市公司董事、首席执行官、高阶主管、投资者、策略师
「法律界」 — 执业律师、法官
「学术界」 — 教授、讲师、研究员、学生
「政府机关」— 外交官、政府官员、政策制定者
「国际组织」 — 高层人员、顾问、专家、法务人员

这是您不容错过的法律界盛会！
语言︰英语 — 设普通话同声传译
持续专业发展学分︰2.5

详情
查 询                   events@aail.org
网 址             https://2020colloquium.aail.org
免 费 注 册   https://events.aail.org/en/event/2020COIL-S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