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防控中的人权保障”网上研讨会

会议日程

主办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

中国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

复旦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

武汉大学人权研究院（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

山东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

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

广州大学人权研究院（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

南开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

会务承办单位

南开大学人权研究中心

会议时间：

2020 年 3 月 28 日星期六

会议平台：

ZOOM 会议（软件下载网址：https://www.zoom.cn/download1.htm）

腾讯会议（备用）软件下载网址：https://cloud.tencent.com/act/event/tencen
tmeeting_free?fromSource=gwzcw.3375071.3375071.3375071&u
tm_medium=cpc&utm_id=gwzcw.3375071.3375071.3375071

登陆测试

时间：3月 26 日星期四晚上 19：00-20：00

地点：ZOOM 会议室

会议 ID：953 024 6612

会议网址：https://zoom.com.cn/j/9530246612

腾讯会议室（备用）

会议 ID：321 853 060

会议网址：https://meeting.tencent.com/s/5VA4VDT3b9464

会议议程：

登陆会议室

时间：3月 28 日星期六上午 8：00

地点：ZOOM 会议室

会议 ID：953 024 6612

会议网址：https://zoom.com.cn/j/9530246612

https://www.zoom.cn/download1.htm
https://cloud.tencent.com/act/event/tencentmeeting_free?fromSource=gwzcw.3375071.3375071.3375071&utm_medium=cpc&utm_id=gwzcw.3375071.3375071.3375071
https://cloud.tencent.com/act/event/tencentmeeting_free?fromSource=gwzcw.3375071.3375071.3375071&utm_medium=cpc&utm_id=gwzcw.3375071.3375071.3375071
https://cloud.tencent.com/act/event/tencentmeeting_free?fromSource=gwzcw.3375071.3375071.3375071&utm_medium=cpc&utm_id=gwzcw.3375071.3375071.3375071
https://zoom.com.cn/j/9530246612
https://meeting.tencent.com/s/5VA4VDT3b9464
https://zoom.com.cn/j/9530246612


腾讯会议室（备用）

会议 ID：798 899 453

会议网址：https://meeting.tencent.com/s/5gxpkqF088e73

开幕式

时间：3月 28 日上午 8：30—8：40

第一单元 疫情防控中的生存权保障

时间：3月 28 日上午 8：40—10：20

主持人：中国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张伟教授

点评人：华中科技大学人权法学研究院院长汪习根教授

发言时间：发言每人 10 分钟，点评 10 分钟，问答 15 分钟

编号 发言人 题目 单位 职称

1 张永和
生命健康权是疫情防控中的基

本人权

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

院
教授

2 沈太霞
疫情防控中获得医疗救治和公

共卫生服务权利的保障
暨南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

3 王静姝
疫情防控中健康权保障的范围

与标准

中国政法大学人权研究

院
博士生

4 郭亮
疫情防控中的社会恐慌与非理

性治理

华中科技大学人权法律

研究院
副教授

5 刘红春

赋权与规制：疫情社区防控中基

本生活水准权利政社协同保障

的法治路径

云南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

6 朱军
疫情防控中的基本生活水准权

的限制及其合法性控制路径

东南大学人权研究院/
河南大学法学院

讲师

7 魏文松
疫情防控中公民受教育权的保

障：经验逻辑与推进理路
东南大学人权研究院 博士生

第二单元 疫情防控中的知情权与表达权

时间：3月 28 日上午 10：30—12：00

主持人：复旦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陆志安副教授

点评人：山东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李忠夏教授

发言时间：发言每人 10 分钟，点评 10 分钟，问答 15 分钟

编号 发言人 题目 单位 职称

1 卜 卫
“硬核”、数字鸿沟与社会表达——

疫情防控中的传播与人权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

传播研究所
教授

2 黎尔平
疫情防控中的“黑中医”与表达自

由
昆明理工大学 教授

3 姚 军
疫情期间个人信息权利及行使的法

理正当性解析（暂定）

复旦大学法学院（暨国

家人权教育和培训基
副教授

https://meeting.tencent.com/s/5gxpkqF088e73


地）

4 何 苗
疫情期间个人信息保护的困境及破

解之道

武汉大学法学院/武汉

大学人权研究院

特聘副

研究员

5 王进文

疫情防控新药研发中人体试验“知

情同意”问题研究——以受试者自

主权为核心的展开

中南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

6 尚海明 疫情防控凸显中国电信权保障优势
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

院
讲师

第三单元 疫情防控中的弱势群体权利保障

时间：3月 28 日下午 14：00—15：40

主持人：南开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副主任唐颖侠副教授

点评人：中国人民大学人权研究中心秘书长陆海娜副教授

发言时间：发言每人 10 分钟，点评 10 分钟，问答 15 分钟

编号 发言人 题目 单位 职称

1 张万洪
疫情中的弱势群体——以老年人和

残疾人为例
武汉大学人权研究院 教授

2 刘志强 疫情下人权保障三种面相 广州大学人权研究院 教授

3 淡乐蓉
疫情防控中女性医护人员的身体权

利的保障
青海民族大学法学院 教授

4 唐淑艳
疫情防控中弱势儿童受教育权的法

治保障
东南大学人权研究院 博士生

5 宋尧玺
脆弱的老年：能力导向下的后疫情

时代老年人权利保护
广州大学人权研究院

助理研

究员

6 刘 远
疫情威胁下的老年人——权利视角

的分析
武汉大学 博士生

7 常 健 疫情防控中的弱势群体权利保障 南开大学人权研究中心 教授

第四单元 疫情防控中的人身自由与权利平等

时间：3月 28 日下午 15：50—18：00

主持人：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执行院长张永和教授

点评人：广州大学人权研究院执行院长陈佑武教授

发言时间：发言每人 10 分钟，点评 10 分钟，问答 15 分钟

编号 发言人 题目 单位 职称

1 徐军华
PHEIC 情势下旅行限制措施的合法性

与合理性：以国际人权法为视角

华中科技大学法学

院、人权法律研究院
教授

2 朱 颖 基层社区网络化防疫与人权保障话语
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

究院
教授

3 杨红文 疫情防控中人身自由和隐私权的保障 广西民族大学 教授

4 潘 俊 大数据疫情防控中个人隐私的保护
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

究院
讲师



5 何士青
疫情防控中的邻避现象及其法律消解

——基于平等权保障的视角

华中科技大学人权法

律研究院、法学院
教授

6 蔡高强
疫情防控中平等与不受歧视权利的保

障

湘潭大学人权研究院

法学院
教授

7 李子瑾
疫情防控中平等与不受歧视权利的保

障

浙江理工大学法政学

院
讲师

8 原新利
抗疫援鄂医护人员子女中考加分政策

的宪法学检视
兰州理工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

9 张颂昀
关于抗疫医护子女加分政策的公平性

审视
东南大学人权研究院 博士生

10 伍科霖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法治与人权考

量——基于抗击 2019 新型冠状病毒引

发的思考

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

究院
博士生

闭幕总结

时间：3月 28 日下午 18：00—18：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