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 7 月）
法学教育研究会 2017 年年会预通知
时间：2017 年 11 月 25 -26 日
地点：广州
一、会议主题、分议题
会议主题: 中国特色法学学科体系建设
主要分议题：1、习总书记的法学教育思想；2、法学学科体系的基本要素；3、法学教
材建设与人才培养；4、行业需求、职业资格与法学教育；5、法学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建
设；6、信息化对法学教育的影响；7、国外法学学科体系建设新进展。
二、会议安排
本届年会的具体安排事宜，将随后向各位理事发出正式会议邀请函。
三、联系方式
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秘书处
联系人：刘迎辉
电 话：010-82509438 手机：15801456073
邮 箱：zgfxjy821@163.com
暨南大学法学院
联系人：陈敏
电 话：020-85228857 手机：15018734006
邮 箱：fxjy2017@126.com
信息来源：中国法学创新网
http://www.fxcxw.org/index.php/Home/Xuejie/artIndex/id/14909/tid/1.html

中国保险法学研究会 2017 年年会预通知
时间：2017 年 11 月 4-5 日
地点：武汉
一、会议主题和研讨内容
(一)会议主题：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保险法制创新
(二)研讨内容：
1.保险法在国家治理能力与体系现代化中的地位与功能；
2.保险合同法律制度的创新；
3.保险监管法律制度的创新；
4.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制度创新；
5.保险纠纷解决机制创新。
二、提交论文的具体要求
(一)提交本次会议的论文，应符合年会主题要求，并须为尚未公开发表的论文，篇幅
控制在 1.5 万字之内。年会论文集只刊载符合本届年会议题的论文。
(二)参加本次会议者，请于 2017 年 9 月 30 日之前将参会人姓名、论文题目以电子邮
件报送给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并务请随附您的详细情况介绍，包括姓名、工作单位、
职称(职务)、详细通讯地址、电子信箱、联系电话(包括手机)、传真等，以确保随时与您
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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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参会嘉宾最迟请于 2017 年 10 月 10 日前(过期者请自带文章上会)以电子版方式将
论文发送给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以便编辑和印刷。
(四)为便利会议论文集的编辑印刷，参会论文格式请遵照以下要求：
(1)页面型号：A4。
(2)排版：按照 Word 文档默认页面设置。
(3）字号与字体要求：论文主标题：三号黑体；关键词与摘要：小四楷体；其他标题
与正文一律五号宋体，标题为宋体加粗。
(4)正文行间距：单倍。
(5) 注释格式要求：注释请在文内用随页脚注①，②，③……的形式标识，请每页重
新编号，另每一注释都需完整(不要省略)，包括作者、文章标题、发表刊物(出版图书)，
发表刊期(出版时间)等。
(6)其他注释事项请参考《中国法学》的注释体例。
三、优秀论文评选
(一)优秀论文评选以中国保险法学研究会的名义举办。
(二)提交参评的论文应为本次会议的会议论文，并限于本次会议前未公开发表之研究
成果。参评者在提交会议论文时须注明“参评优秀论文”字样，并附送个人资料，包括姓
名、单位、职称(研究生请注明博士生/硕士生)和出生年月。凡在提交会议论文时未注明“参
评优秀论文”字样，或者不提供相关个人资料的，视为未申请。
(三)被评为优秀论文的作者将获得中国保险法学研究会颁发的优秀论文证书。
(四)参评优秀论文的提交时间为 2017 年 10 月 10 日之前，逾期将不再受理参评申请。
四、其他事项
(一)参会人员范围：(1)中国保险法学研究会理事；(2)学会特别邀请的相关领域领导、
专家；(3)提交论文受邀请的有关高校、科研单位、实务部门的专家学者、从业人员、研究
人员和学生。
(二)费用承担：与会者参会的交通费、住宿费自理。研究会理事及特邀代表免交会务
费，非理事会成员收取会务费每人 600 元。
(三)本通知发至各位理事，请各位理事将本届会议议题告知本单位或本地区从事保险
法教学、研究或实务人士，包括研究生，以便广泛征集论文。
(四)年会承办方的联系方式：
联系人：谢冰清：188 1131 5903
周志：153 7707 6545
电子信箱：zn_insurancelaw@126.com
信息来源：中国法学会法治研究所
http://www.fxcxw.org/index.php/Home/Xuejie/artIndex/id/14852/tid/1.html

中国社会学会农村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年会
（2017）暨第七届中国百村调查研讨会会议通知
时间：2017 年 9 月 22 日报到；9 月 23-24 日
地点：报到地点 沈阳宾馆（暂定）
。
一、会议议题
1.新时期乡村社会建设与共享发展
2.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与农村发展
3.农村贫困与反贫困
4.村庄共同体与公共服务
5.村庄自治与社会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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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合作
7.电商时代的农村社会秩序
8.农村社会学学科建设与发展
二、参会回执、论文提交方式
1、参会回执（含论文题目与摘要）：请于 2017 年 8 月 15 日前将填写好的参会回执（见
附 1）标注姓名（参会回执-XXX）
，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发送本次会议联系人；
2、参会论文全文：请于 2017 年 9 月 15 日前将论文全文 word 文档注明作者姓名，通
过电子邮件方式发送本次会议联系人。
三、费用
本次会议不收取会务费，往返交通费及会议期间的住宿费由参会者自理。
四、会议联系人
北京：高
鸽 gaoge@cass.org.cn，13801330572
辽宁：王
焯 putao1030@aliyun.com，13889201925，
姚明明
maxd@126.com，15566059892
信息来源：社会科学网
http://www.sociology2010.cass.cn/xsdt/xsxx/xxzx/201706/t20170616_3552759.shtml

同向同行 全员育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论坛征文启事
时间：2017 年 10 月 21-22 日
地点：华东政法大学松江校区
会议主题为“同向同行 全员育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论坛，现就下列主题向全国同行征文：
一、实践案例
1.学校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与辅导员整合问题上的制度安排和典型做法；
2.辅导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专业课教师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相互配合、实现全员
育人方面的经典案例；
3.在队伍整合、课程融合的遇到的困难及解决方案；
4.各类教师在同向同行、全员育人中的感悟。
二、理论研究
1.哲学社会科学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研究
2.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功能研究
3.哲学社会科学课程教师育人意识培养及育人能力提升研究
4.自然科学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研究
5.自然科学育人功能研究
6.自然科学课程教师育人意识培养及育人能力提升研究
7.（具体某门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研究
8.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辅导员队伍整合路径研究
9.日常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研究
10.提升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能力研究
11.当前高校辅导员功能定位及其完善研究
12.辅导员队伍教学科研能力培养研究
13.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兼职辅导员工作可行性研究
三、论坛征文截止时间：2017 年 9 月 22 日。
本届论坛征文专用邮箱：sizhengluntan2017@126.com。参会人员请围绕论坛参考议题
提交一篇 3000 字以上的实践案例或 5000 字以上的理论研究文章，来稿应由题目、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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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正文和作者简介（包括联系方式）组成，文章采用每页单独脚注格式，并以“单
位、姓名、论文名”作为提交电子文档的邮件标题。
四、本次论坛将由主办方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对提交的案例或论文进行初审；案例或论文入
选后，主办方将向论文作者发出正式参会邀请函；
五、本次会议不收取会务费，主办方承担参会人员在沪期间的食宿费，往返交通费自理。
六、论坛联系人：周老师 021-57090417
电子邮箱：sizhengluntan2017@126.com
信息来源：华东政法大学
http://www.ecupl.edu.cn/f7/90/c650a63376/page.htm

“大学文化建设和大学精神培育”理论研讨会征文通知
时间：2017 年 12 月
地点：福建（福州）
一、会议主题
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推进大学文化建设和大学精神培育。
二、征文参考选题
1. 大学文化的内涵、性质和基本特征研究
2. 如何巩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大学文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与大学文化建设
4.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与大学精神发展
5. 红色文化育人与大学文化建设
6. 大学文化与“双一流”建设
7. 区域文化和专业特色对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的影响
8. 社会思潮对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的影响
9. 西方大学文化与中国大学文化比较研究
10. 网络文化与大学文化建设
1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学文化建设基本经验
12. 新时期如何进一步增强大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为提高会议质量，本次研讨会采取以文入会形式，欢迎各地各高校从事相关理论研究
和实际工作的专家学者和教职员工撰写研究论文（8000 字以内），踊跃投稿。教育部社科中
心将组织专家评选出约 80 篇优秀论文结集出版，入选论文作者将被邀请参会。征文截稿时
间为 2017 年 9 月 6 日，研讨会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三、联系方式及征文邮箱
联系人：王非
电 话：010-62514699，18612319785
征文电子邮箱：jybzhengwen@126.com。
信息来源：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
http://shekzx.moe.edu.cn/edoas2/skzx/content.jsp?id=1498182556188860&infoid=14
59216280433215

“互联网经济”专题研讨会征稿启事
时间：2017 年 12 月 9 日
地点：北京大学
“互联网经济”专题研讨会，现向海内外学者公开征稿，选题包括但不限于：
互联网经济与传统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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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与经济增长；
互联网与经济结构转型
互联网金融
数据经济
共享经济
投稿论文提交截止日期为 2017 年 11 月 3 日（星期五），请将完整论文电子版提交至：
ceqworkshop@nsd.pku.edu.cn。邮件主题请采用“作者姓名+论文题目”。论文中请包括作
者联系方式（电子邮箱和电话号码），我们预计于 2017 年 11 月 17 日（星期五）之前通知
作者论文是否被会议录用。在作者同意情况下，部分参会论文将在《经济学》（季刊）专
辑上发表。
会议期间的食宿由主办方提供，交通费用请参会者自理。
信息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http://www.nsd.pku.edu.cn/home/xinwen/2017/0704/29808.html

中国会计学会财务成本分会 2017 学术年会暨第 30 次理论研讨会征文启事
时间：2017 年 9 月 21-22 日
地点: 安徽蚌埠
一、会议主题
1.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的财务、会计与成本问题研究
2. 共享经济下的财务、会计与成本问题研究
欢迎围绕上述问题以及其他相关财务、会计与成本问题，提交会议论文。
二、论文征文事项
1．征文截止日期
2017 年 8 月 1 日（以邮件发出日期为准）。应征论文必须为尚未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
学会秘书处将组织有关专家对应征论文进行遴选，并在 2017 年 9 月 1 日前发出会议论文录
用通知和参会回执。会议期间将举办优秀论文评选。
2．应征论文格式要求
（1）首页包括：论文题目（一般不超过 20 字，小二号黑体字）、作者信息（包括姓
名、工作单位、通信地址及邮编、电子邮箱、手机号码，小四号宋体字）。
（2）次页包括：中英文摘要（200-300 字，五号宋体字）、中英文关键词（3-5 个，
五号宋体字）、论文正文（五号宋体字）、参考文献。论文正文行间距设置为单倍行距。
（3）应征论文应为 word 文档，用“第一作者姓名+论文题目”作为文件名，用 A4 纸
排版。
3．论文登载
被会议录用的论文将在中国会计学会网站上登载，同时将被中国学术期刊电子杂志社
的“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收录，如不同意收录，请在应征论文的第一页加以说
明。优秀论文推荐至《会计研究》期刊。
4．中国会计学会会员参会
本次会议优先面向中国会计学会会员。有意参会者，请提前入会。入会方法：登录中
国会计学会网站(www.asc.org.cn)，点击“入会申请”按钮，进入入会流程页面。入会咨
询：asc68520682@163.com。
5．论文投稿信箱
以电子邮件方式投稿，不必邮寄纸质论文。投稿时请同时发送以下两个邮箱，邮件主
题注明作者姓名和“征文”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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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安徽财经大学会计学院会务组（安徽省蚌埠市曹山路 962 号安徽财经大学 2 号行
政楼会计学院 604 办公室，233030）
邮箱：nianhui30@163.com
联系人：王老师、陈老师
联系电话：0552-3170736
（2）中国会计学会财务成本分会秘书处（辽宁省大连市尖山街 217 号东北财经大学会
计学院，116025）
邮箱：15542395150@163.com
联系人：耿老师
联系电话：15542395150
信息来源：安徽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http://accounting.aufe.edu.cn/s/62/t/299/96/aa/info104106.htm

中国会计学会高等工科院校分会第 24 届学术年会(2017)征文启事
时间：2017 年 10 月 21-22 日（周六-周日）
地点：重庆
一、本次年会的主题是“会计转型与经济发展：机遇与挑战”。重点关注《会计改革与发
展“十三五”规划纲要》所提出的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抓住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国有企业改革深化、大数据战略实施的机遇，全面推动会计
转型升级，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服务。
应征论文主要围绕下述选题方向：
1.五大发展理念下的会计改革路径
2.“互联网+”、大数据环境下的会计、财务与审计实务
3.会计转型、会计信息与资本市场
4.会计转型、财务治理、风险管控与企业战略
5.会计人才管理转型与方式创新
6.融合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的会计框架体系
7.管理会计理论前沿、工具创新与最佳实践
8.工科院校的会计学科建设、会计人才培养模式与教学范式改革
二、征文要求
1.应征论文必须为尚未公开发表的中英文学术论文，论文类型包括规范研究、实证研
究、案例研究、调查研究等，字数以不超过 1 万字为宜。
2.请参照《会计研究》刊登论文的格式进行排版，并请用单独一页列示作者的详细信
息（包括文章标题、所有作者的姓名、性别、职称或职务、工作单位、研究方向、电子信
箱，论文联系人的姓名、通信地址、座机电话、移动电话、传真等）。
3.征文截止日期为 2017 年 9 月 25 日（鼓励尽早提交），组委会将组织专家对应征论
文进行遴选，在 2017 年 10 月 5 日前发出正式的会议论文录用通知和参会邀请函。
4.会议拟从应征论文中遴选高质量优秀论文进行学术研讨，并将推荐至《会计研究》、
《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等重要期刊。入选优秀论文将在中国会计学会网站上登载，
并被中国知网的“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收录（不同意的烦请注明）。
5.应征论文的电子稿(word 文档)请发送至 gkkj2017@126.com，文件名为“第一作者+
论文标题”，并在邮件主题中注明“2017 工科院校会计年会征文”。
三、联系方式
1.联系地址：重庆工商大学会计学院（重庆市南岸区学府大道 19 号；邮编：40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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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会务联系人：郭敏，13883471066，023-62769379，64111893@qq.com。
3.论文联系人：黄辉，13883755799，023-62768215，84643898@qq.com；
姚晓琴，13008315800，023-62768453，1219298618@qq.com。
信息来源：中国会计学会

http://www.asc.net.cn/News/NewsContent.aspx?NewsID=07848522-2fec-40b3-8b14-8a6
342da2d0a&PageCode=MENU_BQ

第八届能源经济与管理学术年会
时间：2017 年 9 月 22-24 日
地点：北京
会议交流与投稿的论文重点包括但不局限于以下议题：
能源转型、能源产业革命、能源效率与节能、能源经济、能源贸易、能源安全、气候
变化经济、碳交易市场、低碳发展路径、能源金融、新能源产业政策、能源技术创新、能
源贫困与健康、能源系统建模、能源综合评估模型、环境经济、绿色发展、家庭能源消费、
低碳消费行为、大数据背景下的能源管理与政策创新等。本届会议接收中文、英文投稿。
优秀论文将被推荐至会议支持期刊。
全文截稿日期：2017 年 08 月 25 日
联系人：毕得；姬晨阳；陈占明
联系电话：15650761695；18813033126；13810000157
E-MAIL：energy_2017@163.com
会议网站：http://econ.ruc.edu.cn/upfile/file/20170321173252_74000.pdf
信息来源：中国学术会议在线
http://www.meeting.edu.cn/meeting/meeting/notice/meetingAction-84474!detail.ac
tion

第四届中国二语习得研究高层论坛会议通知
时间：2017 年 12 月 8—10 日
地点：上海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
论坛具体议题（包括但不限于下列）：
1） 语言学视角下的二语习得研究；
2） 社会文化视角下的二语习得研究；
3） 心理认知视角下的二语习得研究；
4） 课堂环境内外的二语习得研究；
5） 其他与二语习得相关的研究；
本次论坛不收会务费，交通费和住宿费自理。
如果您计划参加此次盛会，请将个人信息以及中文或英文摘要（300 字）于 2017 年 9
月 1 日前发至会务邮箱：sufesla2017@126.com 。经专家评审后，正式邀请函将于 2017 年
10 月 15 日发出。
信息来源：外语学术科研网
http://iresearch.unipus.cn/news/detail.php?NewsID=3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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