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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历
所在律所：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专业资格： 11101199810998745

职

务： 合伙人

执业年限： 20-25年

电

话：13701134607

地
层

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甲6号SK 大厦31

邮

箱：chenjihong@zhonglun.com

学

位：硕士

毕业院校：Chicago-Kent College of Law/清华大学/西安
交通大学

所学专业：本科：理工/研究生：理工/LLM：比较法
性

民

别：男

族：汉族

政治面貌：党员
工作语言：中文

英文

专业领域：[非诉]常年法律顾问

[非诉]专项法律服务

[诉讼]行政案件

社会职务
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办公室，知识产权战略专家
国家知识产权专家库，知识产权专家
北京市知识产权保护协会，常务理事
全国律师协会信息网络与高新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国家AVS 标准组，知识产权专家
北京市重点产业知识产权联盟，知识产权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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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法律顾问

知识产权与竞争纠纷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中国作家协会版权调解委员会，委员
北京市律师协会电信法委员会，主任
北京市律师协会电子商务委员会 副主任（2001~2005）
中国互联网协会 “电子数据司法与实践专家
中国支付清算协会聘请为专家组专家
中国互联网协会法治工作委员会顾问
北京通信法制研究会理事
中国人民大学律师学院授课并受聘为兼职教授

所获表彰及荣誉事项
2013年 北京市律师协会 “北京市十佳知识产权律师”称号
2017年度中国最佳电信法律师
中伦13个业务领域和47名律师荣登The Legal 500 Asia Pacific 2017榜单
中伦48名律师入选2016年《钱伯斯指南》 “领先律师
合伙人陈际红律师被Corporate Intl Magazine评选为2016年度最佳中国电信法律师

ALB 2015年中国15佳知识产权律师”
北京高院发布2007年十大知识产权案例，陈际红律师代理案件名列第二

工作经历
03/2008 至今，中伦律师所，合伙人;
09/1996~03/2008， 律师，合伙人， 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等国内知名律师事务所。

个人业绩
“Wide Open Window: Measures for FIEs Engaging in Online and Vending Machine Sales”，China Law and Practice，2010
年
信息网络与高新技术法律前沿2005，主编，法制出版社，2005年12月
信息网络与高新技术法律论坛，合作者、编委，法律出版社2003年8月
千年虫挑战法律，法律出版社，1999年10月
信息网络与高新技术法律前沿2007，合作者、编委，法律出版社2008年
信息网络与高新技术法律前沿2009，合作者、编委，法律出版社2010年

“China’s Efforts to Establish Technical Standards and Its IPR Policy”, 演讲，2006年美国律师协会年会
“How to Protect Your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China?”, 演讲，2006年法兰克福书展；
“典型视频标准专利许可协议的比较”，信息技术与标准化，2006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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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专利与开源软件的发展”，信息网络完全，2006年第11期
“期刊媒体与互联网合作中的法律问题”，中国司法，2002年第7期
专题演讲“外国资本投资中国电信产业的法律问题”，全国律协网络.电子商务.法律研讨会，2000年10月；中国律师，2001年
第7期

“GNU GPL 的法律分析及LINUX 在中国的发展”，中国律师,2000年8期
“自由软件与商业化矛盾吗？”，中国计算机报，2000年5月第35期
“认识GNU GPL 发展Linux”，中国计算机报，2000年6月第39期
“互联网时代的中国律师”，中国律师，2000年第6期
“千年虫的法律问题”，北京律师，2000年第1期
“中国律师迎战千年虫”， 中国律师,1999年12期
“美国Y2K 法案介绍与分析”，中国律师报，1999年12月29日
“《落泪是金》案的法律思考”，当代司法，1999年第8期
专题演讲：“我国企业在解决2000年问题中应关注的法律问题”，信息产业部全国计算机2000年研讨会，1999年5月

“IT技术发展对《著作权法》修改的影响”，全国律师协会《著作权法（草案）》研讨会，1999年
“谨防2000年官司缠身”，中国计算机报，1999年3月第13期
“解决Y2K 进程中的法律问题”，计算机世界，1999年5月第18期
“千年虫问题的法律思考”，中国律师报，1999年1月第5期
“著作权的保护对象和侵权认定方法的再思考”，中国律师报，1999年第98期
“中国律师关注千年虫”，当代司法，1999年第6期
“千年虫的法律麻烦”，法制日报，1998年第4855期
“基于Petri 网的FMS 自动建模研究”，东南大学学报，1995年总第25期
“平面连杆机构综合优化平衡的振动相应法”，西安交通大学学报，合作者，1995年第29期
The Optimum Balance of Shaking Force and Shaking Moment of Linkage”, co-Author, Mech. Mach. Theory, Vol.30, No.4
1995

学术著作
《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征求意见稿）》 法律评析
《关于清理规范互联网网络接入服务市场的通知》解读

Get the Deal Through e-Commerce 2012，中国章节作者，2012
Wide Open Window: Measures for FIEs Engaging in Online and Vending Machine Sales,2010, China Law and Practice
IP Legal Proceedings and Enforcements in China, 2010, China Law and Practice
“China’s Efforts to Establish Technical Standards and Its IPR Policy”, 演讲，2006年美国律师协会年会
“How to Protect Your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China?”, 演讲，2006年法兰克福书展
“典型视频标准专利许可协议的比较”，信息技术与标准化，2006年第8期
“软件专利与开源软件的发展”，信息网络完全，2006年第11期
信息网络与高新技术法律前沿2005，主编，法制出版社，200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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