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通企〔2020〕83号 
                                                               

 

 

关于举办信息通信行业《民法典》 

专题研修班的通知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移动

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

铁塔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各级通信

管理局、行业协会，中国通信企业协会会员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

“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

大成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是

一部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基础性法律，对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对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

保障人民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为贯彻落实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中央政法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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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网信办、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教育部、司法部、全国

普法办等八部门关于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学习宣

传工作的部署要求，促进信息通信行业各企、事业单位领导

干部、职工，特别是法务工作人员对《民法典》的学习理解，

提升法律服务能力，中国通信企业协会信息通信法治工作委

员会决定举办“信息通信行业《民法典》专题研修班”。现

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研修内容 

（一）《民法典》介绍及重点解读 

（二）《民法典》合同编解析及对外合作常见法律风险

及防范 

（三）《民法典》在通信业务中的影响及实务应用 

（四）数据合规与 5G 

（五）数据跨境转移的流动性安全问题 

（六）民法典时代个人信息保护和开发 

（七）数字化转型下的企业法务合规管理体系建设 

二、研修对象 

（一）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

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部、直属单位及各

省、地市级公司中高层管理人员及法务工作人员；（每集团

25-35人） 

（二）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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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等集团公司总部、直属单位及各省、

地市级公司中高层管理人员及法务工作人员；（每集团 15-25

人） 

（三）各级通信管理局、通信行业协会主管人员；（每

单位 1-2 人）； 

（四）中国通信企业协会会员单位；（每单位 1-2 人） 

（五）中国通信企业协会信息通信法治工作委员会全

体成员。 

三、研修时间及地点 

（一）研修时间 

报到：2020 年 9月 22 日 

研修：2020 年 9月 23 日—24日 

（二）研修地点 

山西省太原市山西饭店（地址：太原市迎泽区五一广场

纯阳宫 51号，电话：0351-6688888） 

（研修不安排接站，请自行前往） 

四、研修费用 

2900 元/人（含报名费、研修费、资料费、研修期间餐

费、证书费）。 

研修期间食宿统一安排。往返差旅费及研修期间住宿费

自理。 

五、报名方法及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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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名方法 

请于 2020 年 9月 15 日前将填写完整的《报名回执》及

研修费汇款转账凭证电子版文件发送至中国通信企业协会

txqx2019@163.com（注明单位名称及“民法典”字样）。如

需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请将经单位财务核对后的开票信息

清楚填写在报名回执中。 

收款单位：中国通信企业协会 

账  号：0200  0033  0900  5403  113 

开 户 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长安支行 

（二）联系方式 

中国通信企业协会培训部 

宋老师 18612568779      王老师 13911072637  

六、结业事项 

学员修完规定课程后，由中国通信企业协会颁发结业证

书。（研修课时可记入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时） 

 

附件：1.研修日程安排（拟） 

2.报名回执 

3.研修地址路线图 

 

中国通信企业协会 

2020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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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研修日程安排（拟） 

      山西饭店 

9 月 22日（星期二） 报  到 酒店一层大堂 

9 月 23日（星期三）   主持人：中国通信企业协会副秘书长、信息通信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李北林 

8：30——8：40 领导讲话 
中国通信企业协会信息通信行业法治工

作委员会主任        李国斌 

8：40——11：30 

《民法典》介绍及重点解读 

1. 立法背景、重大意义、基本原则、时代特

征、价值共识等 

2. 结合社会热点问题对《民法典》进行解读 

全国人大法工委民法室副处长 

孙艺超 

11：30——13：30 午餐/午休 

13：30——15：30 
《民法典》合同编解析及对外合作常见法律风

险及防范 

君泽君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 

冯豪亮 

15：30——17：30 《民法典》在通信业务中的影响及实务应用 
多省通信管理局特聘讲师 

王琛磷 

17：30——19：00 晚    餐 

9月 24日（星期四）     主持人：信息通信法治工作委员会主任  辛勇飞 

8：30——10：30 数据合规与 5G 

中国通信企业协会信息通信法治工作委

员会副主任、中国移动法律与监管事务

部副总经理      于莽 

10：30——12：00 数据跨境转移的流动性安全问题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互联网法律研究中

心研究员     刘耀华 

11：30——13：30 午餐/午休 

13：30——15：30 民法典时代个人信息的保护和开发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特聘副研究员 

韩旭至 

15：40——17：30 数字化转型下的法务合规管理体系建设 
江苏省企业法制工作协会副会长 

薛兴华 

17：30——-18：00 中国通信企业协会信息通信法治工作委员会会议 

17：30——19：00 晚    餐 

9月 25日 

（星期五） 
返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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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报 名 回 执 
（信息通信行业《民法典》专题研修班） 

单位名称  

序号 姓  名 性别 民族 部门及职务 联系电话 邮  箱 

住宿要求 

单住：350元/间·天，含单早 

合住：400元/间·天，含双早 

1       □单住     □合住    □不住宿 

2       □单住     □合住    □不住宿 

3        

入 住 

时 间 

2020年 9月       日      午       时 

（预留房间未入住的空置费用由学员自负） 

离 店  

时 间 

2020年 9月       日      午       时 

（酒店房费结算时间为 14：00） 

付款方式 □银行转帐                     □现场刷卡                      □现场交纳现金 

发票信息 

1. 发票抬头：                                                       4. 帐号： 

2. 纳税人识别码：                                                   5. 单位注册地址： 

3. 开户行名称：                                                     6. 联系电话：  

备    注 
1. 住宿费用由酒店开具。 

2. 研修费用由中国通信企业协会开具。 

报名联系人 

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                    电话： 

邮箱： txqx2019@163.com      电话： 宋老师 18612568779    王老师 13911072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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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研修地址路线图 

 

山西省太原市山西饭店 

地址：太原市迎泽区五一广场纯阳宫 51 号     电话：0351-6688888 

 

乘车路线： 

1. 太原武宿国际机场：机场距酒店 13公里，打车约为 35 元；或乘坐机场大巴

至五一广场下车，费用 18 元，酒店位于五一广场西北角。 

2. 太原火车南站：太原南站距离酒店约 8 公里，打车约 25 元；或乘坐 201 路

公交车至五一广场站下车，向北步行 300 米即到。 

3. 太原火车站：太原火车站距离酒店约 1.5 公里，打车 8 元；或乘坐 1 路、6

路、10路、804 路等公交车至五一广场站下车，向北步行 300 米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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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信企业协会秘书处                  2020年 8月 26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