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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韩市场暨规制法研究中心（MRLC） 

2014 年国际会议&成立仪式 
邀 请 函 

 

 

 

全球 IT 产业重组走势与中韩规制应对 

——以反垄断和知识产权为中心 

 
2014 年 5 月 23-24 日 

中国，北京,世纪金源大饭店 
 

 

各位同仁： 

中韩市场暨规制法研究中心（MRLC）诚邀您参加本中心成立暨首届国际研

讨会。本中心由韩国高丽大学法学院“创新、竞争与规制法中心”与中国人民大

学“经济法学研究中心”共同组建，是跨学科从事学术、教学与实务研究的联合

研究机构。研究中心的核心任务是：为国际法律界提供分享思想、技能与比较经

验的平台，重点集中于中韩两国的竞争法、知识产权法以及其他相关经济法律。 

本次会议将于 2014 年 5 月 23-24 日召开，同时举行中心成立活动。会议地

点在北京世纪金源大饭店，出席人员藉此可以充分与各国的顶尖学者、富有经验

的执法人员和学术型的法律实务人士进行交流，也可以领略到北京深厚的文化底

蕴。上海交通大学竞争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将协助本次会议的举办。 

本次会议将广泛地讨论中、韩以反垄断法和知识产权法为核心对 IT 产业的

规制应对以及美国、欧盟、日本著名专家的观点。这有助于：（1）更好地理解全

球对于 IT 产业反垄断与知识产权政策的共识与分歧；（2）为构建更加紧密的法

律框架、提高政府规制能力提出与时俱进的政策建议；（3）促进韩、中、美、欧

等国家/地区的执法、学术及实务界人士持续保持紧密合作和信息交流。 

与会人员包括中、韩、美、欧等国家/地区的高层政府官员，以及不同领域

和学术背景的一流学者、法律从业人员等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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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主题 

 

近年来，我们目睹了 IT 产业硬件和软件部门的结构性变化。随着个人电脑

让位于平板电脑等新型移动设备，传统操作系统和垄断者们正在被新的软件平台

及创新者所超越。在此背景下，关于知识产权和反垄断法作用的讨论变得更加必

要。 

虽然这些变化绝大多数始于美国，但是我们注意到，支持新产业结构的许多

重要基础（比如研发和制造）都在东亚国家，特别是韩国和中国，这导致美欧与

东亚国家之间在经济权力再分配以及任务分担方面发生了重大且普遍的转变。另

一方面，由于全球性经济衰退形成持续性金融问题，我们不能过分强调 IT创新

的重要性。我们相信，通过对 IT产业进行妥善规制，将会促进创新并最终促进

全球经济更快地复苏。 

基于这种背景，迫切需要改变规制的现状，摆脱西方司法构建的传统制度，

因为初期制度已经无法合理地吸纳文化、经济体制和社会背景的差异性。因此，

我们需要关注中国、韩国与西方国家之间规制合作的潜力。在业经通联的世界，

东亚与西方国家进行妥当且有效的对话，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因此，本次会议将讨论中、韩、美、欧等国家和地区 IT 产业重组的全球化

取向的规制问题，为执法、司法提供政策建议。会议将在以下方面产生无法估量

的成效：（1）更好地理解全球对于 IT产业反垄断与知识产权政策的共识与分歧；

（2）对新近产生的问题提出政策建议，以构建更加协调的法律方案，提高政府

规制能力；（3）促进中、韩、美、欧等国家（地区）的执法、学术及实务界人士

持续保持紧密合作和信息交流；（4）汇编会议论文，出版有关全球反垄断与知识

产权政策问题的书籍。中韩市场暨规制法研究中心将在持续性关注和与国际上同

事的合作中进一步研究并详细阐述本次会议中的论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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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日程安排 

        国际会议 

        第一单元   中国视角 

   第二单元   韩国视角 

   第三单元   国际视角 

   第四单元   圆桌会议 

   

5 月 24 日 国际会议 

8:30-9:00     报到登记注册 

9:00-9:30 

 中国人民大学史际春教授致辞 

 高丽大学 Kim, Yeon-Tae 教授致辞 

 成立仪式 

9:30-10:00 主题演讲 
知识产权领域的

反垄断执法 

主持人:  

王晓晔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 

刘烨副局长 

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竞争执法局 

发言者与专家： 

刘烨副局长, 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竞争执法局 

待定,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杨洁处长，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竞争执法局 

Ji, Chul Ho 委员, 韩国公平贸易委员会 

Koren Wong-Ervin,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Albert Foer, 美国反垄断协会 

Hayashi, Shuya 教授, 名古屋大学法学院 

Lee, Bong Eui 教授, 首尔国立大学法学院 

Nam, Jae Hyun 教授, 高丽大学经济学院 

Daniel D. Sokol 教授, 佛罗里达大学法学院 

David Stallibrass 先生, RBB 经济咨询公司顾问 

王晓晔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 

时建中教授, 中国政法大学 

吴汉洪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郭禾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王先林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 

李剑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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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11:00 
第一单

元 
中国的规制应对 

待定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王先林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 

评论人：郭禾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11:00-12:00 第二单元 韩国的规制应对 

主持人: 

吴汉洪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经

济学院 

   Ji, Chul Ho 常务委员 

   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  

Lee, Bong Eui 教授 

首尔国立大学 

评论人：李剑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 

12:00-13:30 午餐 

13:30-15:30 第三单元 国外观点 
主持人： 

    待定 

Koren Wong-Ervin 

联邦贸易委员会国际事务办公室 

Albert Foer 先生 

美国反垄断协会主席 

Daniel Sokol 教授 

佛罗里达大学法学院 

David Stallibrass 先生 

RBB 经济咨询公司顾问 

Shuya Hayashi 教授 

名古屋大学 

待定 (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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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人： Nam, Jae Hyun 教授  

高丽大学经济学院 

15:30-15:50 茶歇 

15:50-17:40 第四单元 圆桌会议 

主持人: 

时建中教授 

中国政法大学 

Ji, Chul Ho（韩国公平贸易委员会常

务委员） 

杨洁（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竞

争执法局处长）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代表 

Koren Wong-Ervin（联邦贸易委员会

国际事务办公室） 

欧盟委员会代表（待定） 

Albert Foer（美国反垄断协会主席） 

Daniel Sokol（佛罗里达大学法学院

教授）  

17:40-18:00 

 

 

闭幕辞 

 

孟雁北 

中韩市场暨规制法研究中心中方执行主任;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法教研中心副教授 

Lee, Hwang 

中韩市场暨规制法研究中心韩方执行主任; 

                 创新，竞争及规制法律中心副主任 

韩国高丽大学法学院教授 

18:00 - 

 

闭幕酒会 

 

注： 

会议将提供中英文同声传译。 

演讲者演讲时间为 20 分钟，每位评论者各有 10 分钟评论时间。 

会议仅向数量确定的与会者开放，但将通过媒体进行报道。 

 

2、论文提交 

     演讲者应向大会提交论文及幻灯片。论文可以以中文形式提交，以方便中

国听众理解，但最终将翻译成英文出版。请于 2014 年 4 月 20 日之前向我们告知

您演讲的标题，请于 2014 年 5 月 5 日之前向会议提交您的论文和演讲幻灯片。 

欢迎所有的与会者提交与会议主题相关的论文，MRLC 将于今年年底之前

出版汇编的会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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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LC 组建单位简介 

      www.cnela.org            www.icr.re.kr 

 

本次会议由 MRLC 主办。MRLC 于 2013 年 9 月由高丽大学 ICR 法律中心和中

国人民大学经济法学研究中心共同组建。本次国际会议的举行标志着 MRLC 研究

中心正式开展活动。 

 
 

 

会议协助单位简介 

 http://cclp.sjtu.edu.cn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法学研究中心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法学研究中心（“ELA 研究中心”）是一个独立的学术研究机构，于 2001 年依托

中国人民大学成立，旨在促进研究全球化挑战与中国剧变下的经济法问题。近 12 年来，ELA 研究中心

集中于竞争法、产业法、金融法、税法等法律领域的问题，承担了系列研究项目，自 2005 年开始主办

年度“经济法治论坛”，自 2001 年出版年刊《经济法学评论》。通过努力，ELR 研究中心在国内赢得了

声誉，并且着手面向世界法学界寻求更为广泛与深入的合作。 

    经济法研究中心更多详细信息参见 http://www.cnela.com（中文） 

韩国高丽大学 ICR 法律中心 

创新，竞争及规制法律中心（“ICR 法律中心”）是一个独立的法律研究中心，设于高丽大学，致力

于知识产权法、竞争法、规制法及通讯等领域出现的理论及实践问题的跨学科研究。自 2010 年 9 月以

来，ICR 法律中心成功举办了一系列的研讨会及讲座，对当前最重要的问题进行广泛且深入的讨论，在

相当短的时间内就成为了韩国法律界领先的法律研究中心之一。ICR 法律中心希望在亚洲法律界研究与

政策分析合作机制的创建中发挥关键作用。 

ICR 法律中心更多信息参见 http://www.icr.re.kr （英语、中文及韩语） 

上海交通大学竞争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 

    竞争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是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的一个跨学科研究中心，该中心成立于 2010

年，旨在通过高质量的研究与教学活动推动竞争法律与政策的法学理论发展。它的研究集中于创新性

法律技术的设计，以复合型、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为特色。该中心同时也通过向立法者、公共团体、私

人企业提供咨询服务来推动竞争法律与政策相关法学理论与实践的发展。CCLP 中心凭借学术自由与调

查自由的精神进行突破性的法学研究，并努力成为中国甚至国际竞争法律与政策领域的突出研究中心

之一。 

    CCLP 中心更多信息详见 http://cclp.sjtu.edu.cn (中文和英文). 

 

http://cclp.sjtu.edu.cn/
http://cclp.sjt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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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注册需要，请填写附上的注册登记表，并发送到以下邮箱。请注意：本次会议的可参

与人数有限，并且只能以注册登记方式进行参加。 

 

 

 

欲了解更多关于 MRLC 中心的信息，请访问我们的新建主页： 

http://www.mrlclaw.org. 

 

 

如果您有关于此次会议的任何问题，请随时联系我们。 

希望能在会议上见到您，并向您致以诚挚问候！ 

 

 

 

 

孟雁北 

MRLC 中心中方执行主任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Hwang Lee 

MRLC 中心中方执行主任/ICR 中心副主任 

高丽大学法学院教授 

 

 

 

 
 

 

 

 

 

 

中国： 

邮箱： hesisi@ruc.edu.cn 

 

韩国： 

邮箱： icr@icr.re.kr 

 

mailto:hesisi@ruc.edu.cn
mailto:icr@icr.re.kr


www.mrlclaw.org 
 

MRLC 2014 年 5 月份北京国际会议 

登记注册表 

截止日期：2014 年 4 月 30 日 

名字  姓氏  

单位  职务  

通讯地址  

办公电话  手机号码  

传真  电子邮箱  

参加闭幕酒会 (请

确认) 

 

是     

否 

 

  

 

请填写这份表格并发送至： 

hesisi@ruc.edu.cn （中国） or icr@icr.re.kr （韩国） 

mailto:hesisi@ruc.edu.cn
mailto:icr@icr.re.k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