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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CITRAL Texts a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联合国贸法委文件与一带一路 
 

Supreme People’s Court National Judges College 

8:30am – 10:00am, 26 October 2016 

 

中国国家法官学院一带一路研究院与国际争议解决研究院联合主办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11 号 
2016 年 10 月 26 日 早上 8 点半 至 10 点 

 

Programme:  
 
08.30	   Registration	  登记入场	   	  

09.00	   Welcome	  Address:	  President	  Professor	  HUANG	  Yongwei,	  National	  Judges	  College	  

	   国家法官学院院长	  黄永维 教授 致辞	  

09.10	   Keynote	  Address:	  UNCITRAL	  Texts	  a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中心主任  
李伯乐（João Ri be i r o）  

	   Mr.	  Joao	  Ribeiro,	  Head,	  UNCITRAL-‐RCAP	  	  

 专题演讲：联合国贸法委文件与一带一路	  

09.40	   Discussions	  and	  Q	  &	  A	  

	   现场交流讨论	  

10.00	   End	  of	  the	  programme	  

	   议程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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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aker’s Profile: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中心  
主任  
李伯乐（João Ri be i r o）  
 
李伯乐是联合国法律事务厅国际贸易法司，即联合国贸法会秘书处的法律官员，亦为贸法会

亚太中心自 2012年成立以来的第二任主任。自从 2013年加入贸法会秘书处出任此职以来，
李伯乐不断积极推广贸法会的法规、向区内各国提供技术援助、并同活跃于贸易法改革项目

的各个国际和区域组织建立合作关系。 
 
李伯乐是葡萄牙人，曾为葡萄牙司法部国际事务处负责人、伊比利亚 –  美洲国家及葡萄牙
语系国家司法部长会议副秘书长、葡萄牙国家人权委员会委员、葡萄牙与美国、澳门永久双

边合作委员会委员。在任期间负责司法部的发展合作政策，即非洲、东帝汶和东欧法律改革

技术援助项目。曾领导多个国际组织中的国家代表团：欧洲犯罪问题委员会（CDPC）、欧洲
国家反腐败组（GRECO）、欧洲理事会、第 36 届欧盟委员会（CATS）、经合组织国际商业交
易贿赂工作组（2011年为其管理团队成员）。 
 
李伯乐拥有科英布拉大学法律学位以及科英布拉大学和澳门大学的联合硕士学位。首次在亚

洲期间（2002-  2008 年），担任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社会事务与文化秘书处的法律顾问，
以及澳门大学法学院、管理学院、社会和人文科学院高级讲师，教授国际法、国际商法、商

法、经济一体化法律、宪法学与中国政治制度。此外也参与了多场国际综合运动赛事的筹

办，包括 2005 年在澳门举行的第四届东亚运动会担任首席运营官、2007 年在澳门举办的第
二届亚洲室内运动会担任顾问、以及 2009 年在里斯本举行的第二届葡萄牙语系运动会担任
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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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aker’s Profile: 
 
João Ribeiro is currently Head of the UNCITRAL Regional Centre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During his career he was Head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of the Ministry of Justice of Portugal,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Conferences of Ministers of Justice, both of the Iberian-American 
countries and of the Portuguese Speaking countries, member of the Portuguese National 
Commission for Human Rights and member of the Portuguese Permanent Bilateral Cooperation 
Commissions with the USA and Macau. In that period, he was in charge of the Ministry's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policies, namely several technical assistance projects for law reform in 
Africa, Timor Leste and Eastern Europe. In that capacity, he led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treaty 
negotiations and national delegations to GRECO, several Committees of the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OECD’s working group on Bribery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ransactions 
(becoming a member of its Management Group in 2011). During his first experience in Asia (2002-
2008) he was legal adviser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Macau SAR. In that capacity he was appointed 
to the Education Legislation Reform Working Group and to the Commission for the Harmonization 
of Procurement Rules. He also lectured at the Faculties of Law, Management and of Social and 
Human Sciences of the University of Macau where he taught International Law, International 
Business Law, Business Law, Economic Integration Law, Constitutional Law and Chinese Political 
System. Mr Ribeiro has also extensive experience as legal counsellor and manager of international 
multisport events such as the 4th East Asian Games – Macau 2005 (Chief Operating Officer), the 2nd 
Asian Indoor Games – Macau 2007 and the 1st and 2nd Lusophone Games – Macau 2006 & Lisbon 
2009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He was legal and policy adviser of the Deputy-Prime Minister of 
Portugal (2001-2002). He holds a Law Degree from the University of Coimbra and Master’s 
Degrees from the Universities of Coimbra and Macau. 
 
 
 
Host: 
 

Dean Professor HUANG Yongwei  
 
黄永维，男，汉族，1963年 8月出生，河北永年人，1985年 10月入党，研究生学历，诉讼
法学博士。现任国家法官学院党委书记、院长，西南政法大学兼职教授。 
 
1982 年 7 月毕业于西南政法学院，到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工作。1984 年 10 月至
1985 年，任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县人民法院书记员、助理审判员。1986 年 1 月任河北省高
级人民法院业大分校教师。同年 10 月至 1987 年 10 月，任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办公室秘书
科副科长、院长秘书、党组秘书，《人民法院报》河北记者站站长。1987 年 10 月至 1990
年 12 月，任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办公室秘书组长、助理审判员，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新闻
发言人。1990 年 12 月至 1993 年 10 月，任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办公室副主任兼院长秘书、
审判员。1993 年 10 月至 1996 年 7 月，任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秘书（正处级）。
1996 年 7 月，任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告诉申诉庭副庭长（主持工作）。1997 年 1 月，任河
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告诉申诉庭庭长。2000 年 3 月，任河北省高级人民法
院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事经济审判监督庭庭长、审判监督第二庭庭长。2000 年至 2001 年，
赴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学习，获工商管理学硕士（MBA）。2003 年 3 月，任河北省秦皇岛
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2006 年 4 月，任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副庭长。 2012
年 11月，任国家法官学院院长。2016年 3月，任国家法官学院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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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ator: 
 
扬  帆博士  

 

 
国际争议解决研究院 理事 
WilmerHale 英国伦敦常驻学者 
特许仲裁员协会东亚分会中国事务委员会副主席 
英国大律师资格及特许仲裁员协会资深会员 

扬帆博士出生于中国广东。先后在上海，巴黎，伯明翰和伦敦研习法律。2005 年获英格兰

及威尔士大律师资格，是英国林肯大律师公会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位中国大陆籍会员。2006

年获英国皇家特许仲裁员协会会员资格（MCIArb）。2007 年受英国皇家特许仲裁员协会聘

任为研究员。2008 年受聘于美国纽约州最大的律师事务所 Skadden，是该律师事务所位于伦

敦的欧洲总部争议解决专业领域中唯一一名中国大陆籍律师。2009 年加入香港城市大学法

学院任教至今。2011 年获英国伦敦大学（玛丽亚皇后学院）授予的博士学位。2012 年获英

国皇家特许仲裁员协会资深会员资格（FCIArb）。扬博士是香港国际仲裁中心（HKIAC）

的仲裁员，CEDR（国际有效争议解决中心）及香港调解资历评审协会（HKMAAL）认证的

调解员。她的教学和研究方向以中国与国际商法比较、中国与国际仲裁及调解比较以及跨境

纠纷解决为主。扬博士还是受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UNCITRAL）邀请的法规专家，特别擅

长于《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纽约公约》）、《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仲裁示

范法》以及《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适用和解释等问题。此外，扬博士对国际商

事合同法比较，特别是英国和香港合同法也有深入研究。 

 
Registration: 
 
The programme is free of charge. Places are limited and allocated on first-come-first-
served basis. Interested parties please complete the Application Form below at the next 
page and return it to info@idracademy.org. 
	  
提供免费茶点，免费入座。座位有限，先到先得。请电邮：info@idracadem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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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CITRAL Texts a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联合国贸法委文件与一带一路 
 

Supreme People’s Court National Judges College 

8:00am – 10:00am, 26 October 2016 

国家法官学院一带一路研究院与国际争议解决研究院联合主办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11 号 
	  

2016年 10月 26日星期三早上 8:30	  －	  10:00	  
	  

Application	  Form	  注册登记表	  	  
	  
	  
	  

	  
Name: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	  Address:	  	  电子邮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y	  Time	  Telephone	  Number:	  	  联系电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ddress: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Organisation	  单位／机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Occupation:	  职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若有其他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ignature:	  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