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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 年中达环境法学教育促进计划 

评审结果通报 

 

在各高校的积极参与和支持下，2020-2021 年“中达环境法学者”、 2020-

2021 年“中达环境法青年学者奖”、 2020-2021 年“中达环境法优秀学位论文

奖”、2021年“中达环境法学位论文奖学金”的申请和评审工作已经圆满结束。

现正式公布评审结果： 

 

一、根据《中达环境法学者评选及实施办法》以及《中达环境法青年学者奖

评选办法》的相关规定，计划实施委员会组织评审委员对“中达环境法学者”、

“中达环境法青年学者奖”申请人进行初评，并于 8 月 13 日举行线上终评会，

评审结果如下： 

(一) 经过与会全体评审委员的讨论和无记名投票，最终选出 2020-2021 年“中

达环境法学者”，两位获奖人分别是： 

 武汉大学 秦天宝教授 

获奖理由如下： 

秦天宝教授是我国环境法学界中青年学者中的佼佼者。多年来，他专心致力

于环境法学研究、教学和社会服务。他谨守学术道德规范，学术成果丰富，教学

效果好，咨政服务成果突出，对环境法学科的发展和社会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在

他的领导下，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的各项工作兴旺发达，走上了一个新台阶。 

他提出应当从环境法治的“中国问题”出发，研究中国环境法治的特有问题、

凝练中国环境法治的价值理念、回应中国环境法治的时代诉求、建构中国环境法

治学术体系和制度体系。他注重以学术成果积极服务国家环境法治建设。他曾挂

职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副庭长，并参与了多部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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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的起草论证工作。他致力于在国际上争取话语主动权，尝试以中国论述与世

界沟通。他发表英文论著近 40 篇（部），以中国代表团法律顾问的身份参与了国

际环境公约的相关谈判。他主编第一本由中国学者主办的英文环境法杂志

Chines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Law。他受聘多家海外高校，还被联合国环境署

（UNEP）聘为多项官方报告的审稿专家。 

                                                     

 宁波大学 钭晓东教授 

获奖理由如下： 

钭晓东教授从事环境法学教学研究逾 25 年，长期坚守环境法学教学第一线，

在《中国法学》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被《新华文摘》等转载 12 篇次，

出版《论环境法功能的进化》等学术著作数部，获国家社科成果文库、浙江省哲

学社科一等奖等多个奖项；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四项，其中重大项目两项，重

点项目一项，项目验收免检一项，优秀两项；咨询报告数十篇，其中二十余篇曾

先后获得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及生态环境部部长等领导人批示。 

作为法学院院长，钭晓东教授大力支持和发展环境法学学科，注重环境法学

卓越人才培养，精心打造学生环境法学团队，获国家级挑战杯等成果；成果上《学

习强国》，受中央电视台专访。因贡献突出，获选国家百千万人才/有突出贡献中

青年专家、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浙江“万人计划”人文社科领军人物、法治浙江 15

周年“十大法治人物”等称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钭晓东教授为中国环境法治建设、环境法学教学和研究发展作出了显著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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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经过与会全体评审委员的讨论和无记名投票, 最终选出 2020-2021 年“中

达环境法青年学者奖”，三位获奖人分别是：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张宝副教授 

获奖理由如下： 

张宝副教授是八零后年轻人中在环境法学方面学术成果和科研能力十分突

出的学者。他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 2 项，作为子课题负责人参与国家重大项

目 4 项，主持其他各类研究课题近 20 项，出版学术专著 2 部，并在 CSSCI 来

源刊物上发表论文 20 余篇，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以

及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或摘编。他理论联系实践，承担了《武汉市供水条例》

等多部地方立法的起草工作，在高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挂职，并担任多家

法院的环境资源审判咨询专家，为推动国家和地方的环境法治发展做出了贡献。

在教书育人方面，他承担了大量的环境法学教学工作，具有优良的师德师风，获

得各种奖励 10 余项。同时，他热心学术公益事业，担任法学院学位委员会委员

和经济法系主任，负责湖北省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秘书处、环境法研究网、

环境法学文库等的日常工作，组织举办了多次环境法高端论坛或讲座，对环境法

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较大贡献。 

 

 上海财经大学 叶榅平教授： 

获奖理由如下： 

叶榅平教授一直从事环境法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指导了十余位环境法学方

向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并专门为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开设《自然资源法律制度》

等课程；在《法学研究》、《管理世界》、《法学》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

其中，《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双重权能结构》一文曾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

秀成果二等奖，另有部分成果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转载；出版了《自然资

源国家所有权的理论诠释与制度建构》等学术专著，其提出的“自然资源国家所

有权的双重权能结构”理论、“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行使的人大监督”理论等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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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法学界的高度关注；先后主持完成了数项环境资源法方向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和省部级项目。                                      

叶榅平教授作为一个青年骨干教师，短短的时间内在环境法学领域里取得了

骄人的教学和研究成果，为环境法学的教学和研究作出了显著的贡献。 

 

 上海社会科学院 彭峰研究员 

获奖理由如下： 

彭峰研究员勤奋敬业，学术水平优秀，业务能力突出，发展潜力深厚，科研

成果丰富，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1 项，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1 项，上海

市哲社系列专项 1 项，并主持全国人大及国家部委项目 5 项，及其他项目约 20

多项。在核心期刊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50 多篇，并发表意大利语论文 1 篇，

英文论文 1 篇，独著 2 部，译著 1 部。在其所在学科领域中青年学者中影响突

出。 彭峰研究员咨政能力强，牵头成立了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环境

资源立法基地，参与多部国家立法和行政法规的起草和意见咨询，多项立法建议

被采纳和获得批示。具有国际化视野，多语种背景，多次受国家留学基金委、欧

盟和法国的项目资助。 彭峰研究员学术影响力获得学界认可，入选上海市浦江

人才、首批创新工程青年人才、中国法学会研究会青年人才，首批上海法学会法

学法律青年人才库。 

 

  



 

 

5 
 

二、根据《中达环境法优秀学位论文奖评选办法》的相关规定，计划实施

委员会组织外审专家对 2020-2021 年“中达环境法优秀学位论文奖”申报论文

进行初评，并于 8 月 13 日的终评会上，由全体评审委员进行讨论和无记名投

票，最终选出 2020-2021 年“中达环境法优秀学位论文奖”十二位获奖人分别

是： 

推荐院校 姓名 学位 论文题目 

武汉大学 彭中遥 博士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制度研究 

中国政法大学 王若谷 博士 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法律机制研究 

清华大学 黄春潮 博士 论环境刑法观的演变 

中国人民大学 梁晓敏 博士 环境行政法律责任规范的体系化研究 

武汉大学 吴良志 博士 我国公益诉讼中职权主义适用研究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张琪 硕士 能源正义视域下能源普遍服务制度的规范构造 

中国政法大学 崔梦钰 硕士 行政机关环境损害救济模式的选择与衔接 

北京大学 梁忠 博士 我国水资源权利体系研究 

北京大学 吴可婷 硕士 论保护优先原则在国土空间规划立法中的确立 

中国人民大学 韩睿 硕士 环境公共地役权构建研究 

武汉大学 赖云龙 硕士 环境行政罚款数额确定规则研究 

中国政法大学 黄鹏辉 博士 论环境法的损害担责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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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21 年“中达环境法学位论文奖学金”各校初步评定结果及申报材料

经 8 月 13 日评审委员会会议审核，确定最终获奖名单如下： 

学校 姓名 在读学历 论文题目 

清华大学 

杨雪 博士  生态环境损害责任制度研究 

陈英达 博士 用能权权利属性及其制度构成 

朱娇 硕士  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请求权主体研究    

蒋佳佳 硕士  塑料废弃物治理视角下我国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的完善 

江小琳 硕士  电力数据权益归属研究 

北京大学 

李若英 博士 中国执政党对环境法治的调适政策研究 

冯令泽南 博士 保护地自然资源权属及利用问题研究 

梅奕来 硕士 生态环境监测违法行为的认定及其法律规制 

何婧涵 硕士 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之诉前程序研究 

武汉大学 

刘梦遥 博士 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研究 

丰月 博士 环境法上金钱给付义务的体系化研究 

刘怡 硕士 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研究 

闫灵惠 硕士 我国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模式研究 

赵博瑜 硕士 
生态环境损害救济路径的整合研究—以行政权和司法权

关系为视角 

中国人民大学 

丁存凡 博士 生态环境损害救济路径研究 

康杨洁羽 博士 环境非诉行政执行司法审查研究 

钱昊 硕士 中央环保督察公众参与的法治化研究 

张媛媛 硕士 海洋放射性废物倾倒国际法规制研究 

凌小淇 硕士 可再生能源利用公共地役权研究 

郑州大学 宋丽塬 硕士 森林资源生态价值评估法律制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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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紫 硕士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举证责任分配研究 

闫步月 硕士 大数据时代环境风险沟通机制完善研究 

王倩 硕士 我国风电消纳法律制度的完善研究 

王毓轩 硕士 论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视域下恢复性司法制度的构建 

中国政法大学 

董宜君 硕士 行政违法性对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影响研究 

路畅 硕士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法律责任研究 

张滢雪 硕士 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的程序构建 

陈羽彤 硕士 环境影响评价和排污许可制度的衔接研究 

李哲 博士 政府生态环境损害救济职责研究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冀鹏飞 博士 公民能源权的法理证成与规范构造 

靖珍珍 硕士 《民法典》视域下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司法适用研究 

汪紫嫣 硕士 论环境侵权诉讼中被侵权人关联性的证明 

汪露依 硕士 环境金钱责任的序位与衔接研究 

张晨晨 硕士 论重大过失在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中的适用 

上海交通大学 

李芳涛 硕士 
应急视野下医疗废物处置的污染规制研究-以新冠疫情期

间上海市处置实践为例 

张富炳 硕士 论惩罚性赔偿在环境侵权中的法律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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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达环境法学教育促进计划实施委员会向“中达环境法学者”秦天宝教授、

钭晓东教授，“中达环境法青年学者奖”获奖者张宝副教授、叶榅平教授和彭峰

研究员表示衷心祝贺，并期望他们在环境法学领域进一步潜心钻研、开拓创新，

为中国环境法治建设的跨越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委员会向“中达环境法优秀学

位论文奖”获奖者彭中遥、王若谷、黄春潮、梁晓敏、吴良志、张琪、崔梦钰、

梁忠、吴可婷、韩睿、赖云龙、黄鹏辉，以及“中达环境法学位论文奖学金”获

得者表示衷心祝贺，并希望他们再接再厉，学以致用，为中国环境法治的建设贡

献力量！  

 

委员会对各高校的参与和配合表示衷心感谢，并期望参与计划的高校对中达

环境法学教育促进计划的实施继续给予支持！ 

 

 

 

中达环境法学教育促进计划实施委员会 

2021 年 9 月 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