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富強教授簡介

（歷史學、國際關係）

張富強，1957 年 3 月出生，獲浙江大學歷史學本科和碩

士學位，華中師大歷史學博士學位；現為華南理工大學法學

院教授（1995 年獲教授職稱，2015 年獲二級教授崗）、澳門

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長期從

事中國近代史、中國近代法制史、經濟法和財稅法理論與實

務的研究。

擔任中國法學會財稅法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財稅法教

育研究會副會長，澳門國際仲裁學會（第一）副會長，廣東

省法學會財稅法學研究會會長，北京大學財經法研究中心客

座研究員，廣東省律師高級職稱評審委員會成員等。

英國倫敦大學瑪麗王后學院歷史系訪問學者，美國哥倫

比亞大學中國研究中心高級訪問學者，多次應邀赴法國、德

國和荷蘭等國作學術訪問，並率中國財稅法學研究會代表團

赴美國參加“中美稅法高層論壇”。

主持國家和教育部社科基金專案各一項，廣東省社科基

金（重點、一般和青年）專案 5 項，廣州市社科基金 2項，

先後主持全國人大財政委員會、全國人大常委會預算委員會、

國家稅務總局和廣東省委、有關廳局委託的多項研究課題。

先後出版中國近代史、中國經濟法、財稅法發展史與實

務等專著 15 部，譯著 3部，高水準學術 CSSCI 論文 100 多篇，



其中（1）中國近代史論文（CSSCI 及重要刊物）32 篇；（2）

粵港澳大灣區及“一帶一路”CSSCI 論文 27 篇：（3）財稅法、

經濟法理論與實務CSSCI 論文 33 篇；（4）高水準雜誌譯文（英

譯中、法譯中）5篇。

先後擔任國務院“財稅行政法規專家清理工作”工作組

副組長暨“財稅行政法規清理” 課題組副組長，省市人大常

委會立法顧問，參與國家和省市多項立法及參與《消費稅法》、

《增值稅法》、《稅收徵收管理法（徵求意見稿）、《企業所得稅

法》等專家座談會；主持起草廣州市人大常委會《市政設施

條例》和《供水條例》。

先後獲授“廣東省優秀中青年社會科學家”稱號（1994

年）和“廣東省優秀青年科學家”提名獎（1997 年），廣東省

宣傳部“十百千”跨世紀人才（1996-2000 年），獲得“第六

屆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省政府獎，2015

年）和第八屆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2019

年）。

一、主要學術經歷

1、作為國內恢復高考首批大學生，于 1982 年 1 月獲得

杭州大學（現浙江大學）歷史系歷史學學士學位。

2、師從毛昭晰教授（時任浙江省文化廳副廳長、浙江省

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于 1985 年 6 月



獲得世界史碩士學位。

3、師從章開沅教授（時任華中大學校長、國務院學位辦

歷史組組長），于 1988 年 12 月獲得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

博士學位（中外經濟關係史研究方向）。

4、1988-2001 年，任職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先後擔任哲

學研究所副所長、中西文化研究中心研究所副主任和法學研

究所副所長（主持工作）；1992 年獲歷史學副研究員資格、1995

年和 1997 年先後獲歷史學研究員和法學研究員資格，從事中

國近代史、近代中外關係史、近代法制史、經濟法和財稅法

發展史與實務的研究工作。

5、2001-2003 年，擔任華南師範大學法律系主任、法學

學科A崗，從事近代法制史、經濟法和財稅法發展史與實務

的教學和研究工作。

6、2003 年至今，先後擔任華南理工大學法學院籌備組

組長、書記兼副院長、法學學科帶頭人、經濟法學科負責人、

校財經法研究所所長、博士生導師、博士後合作導師等，從

事近代法制史、經濟法和財稅法發展史與實務的教學和研究

工作。

二、境外主要訪學經歷

1、1993－1994 年英國倫敦大學瑪麗王后學院歷史系訪問

學者，期間應邀赴法國、德國和荷蘭作學術訪問。



2、1997 年 11-12 月美國政府國際訪問者（International

Visitor）。

3、1999 年應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喬·愛

德華的邀請，作為該校的高級訪問學者。

4、2008 年 9-10 月作為中國財稅法學研究會代表團成員，

前往德國慕尼克參加德國馬普智慧財產權研究所主辦的“中

德稅法高級論壇”。

5、2010 年 9-10 月率中國財稅法學研究會代表團赴美國

伊里諾斯州立大學，出席中美財稅法學高層論壇。

6、2015 年和 2018 年先後率大陸財稅法學代表團赴臺灣

出席海峽兩岸財稅法高層論壇。

三、國家和省社會基金專案

1、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專案“稅收公平正義價值下房地產

稅立法的頂層設計”（批准號：14BFX098）已結項(等級：良

好)。

2、2013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專案：“營

改增”試點擴圍與國民收入分配正義價值的實現

（13YJA820065），已結項（免送審）。

3、主持 2011 年度廣東省社科基金專案：“論稅權結構

由稅權力本位向稅權利本位的轉型”，已結項（等級：良好）。

4、主持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基金專案：“廣東民間投資



融資法律問題研究”（03/04E03），於 2009 年 6月結項（獲優

秀證書：G06N4040120）；

5、主持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十五”規劃研究項目《WTO

基本原則與廣東依法治省的新發展》（編號：02D65），已結項。

6、主持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九五”規劃研究重點專案

《WTO與所得稅法的國際比較》(科研經費 1.5 萬元，獨立完

成，已項)。

7、主持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八五”研究規劃青年專案：

《粵海關十年報告（1882-1942）》，已結項。

8、主持廣東省教育廳人文科學重點基地研究專案“泛珠

區域合作法制建設研究”（編號：06jdxm002），已結項。

9、主持廣州市社科聯基金重點專案《法治政府與建設廣

州市現代化大都市的制高點》（2008 年結項）。

10、主持廣州市哲學社會科學基金專案《公共財政與和

諧廣州》（編號：07Z37），已結項。

11、擔任國務院“財稅行政法規專家清理工作”工作組

副組長暨“財稅行政法規清理” 課題組副組長。

12、擔任全國人大財政委員會委託專案“中華人民共和

國稅收基本法”專家起草組成員，並負責第三章的起草。

13、主持全國人大預算委員會委託的《物業稅法立法可

行性研究報告》和《稅務代理法立法可行性研究報告》

14、負責國家稅務總局委託的《納稅人誠實納稅推定權



研究》和《納稅人依法律納稅的權利研究》。

15、主持《優化法制環境與珠江三角洲經濟發展》，系廣

東省委交給的大型研究課題《珠江三角洲地區率先實現現代

化研究》系列研究課題之一，已結項。

16、主持廣東省人大常委會的重點研究課題《廣東依法

治省的理論與實踐》，已結項。

17、主持廣東省政府專案《廣東省志－社會科學志》中

的《法學志》，現已結項。

18、主持由省委黃麗滿副書記交辦的《法律援助最低經

費保障制度》課題研究（名列第 1），已於 2000 年 10 月完成

並上報省委。

19、主持公安廳的重點研究項目：《禁賭對策研究》，已

經結項。

20、主持廣東省司法廳、廣東省律師協會的重點研究課

題《中外律師制度與實務》，已結項。

四、參與國家和省市立法

先後擔任廣州市人大常委會第一屆立法顧問、廣州市政

協第一屆法制顧問、廣東省法制辦專家顧問、廣東省政府研

究中心特約研究員等職；多次參加《預算法》及其《預算法

實施條例》（修訂稿）、《稅收徵收管理法》（修訂稿）、《企業

所得稅法》、《個人所得稅法》（修訂稿）、《增值稅》（徵求意



見稿）和《消費稅法》（徵求意見稿）等國家以及省市立法專

家論證會，並參與《稅收基本法》（專家稿）和《財政轉移支

付法》起草，主持《廣州市市政管理條例》和《廣州市供水

節水條例》等多項地方性法規的起草、論證和修改工作；有

不少立法建議得到國家和省市有關立法部門的重視和採納。

五、主要學術榮譽

1994 年獲授“廣東省優秀中青年社會科學家”稱號；

1997 年獲“廣東省優秀青年科學家”提名(獎)；

1996 年獲授廣東省宣傳部“十百千”跨世紀人才（首屆

1996-2000 年）；

2015 年 11 月獲“第六屆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

等獎”（省政府獎）；

2019 年 11 月獲“第八屆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

等獎”（省政府獎）；

2020 年 11 月被評為“廣東省 2014-2020 年度全省法學會

系統先進個人”（省政府獎，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廣東

省法學會）。

六、主要學術論著

（一）出版的代表性專著有：

（1）《西勢東漸與東方世界的回應》（廣東省優秀中青年



社會科學家文庫，廣東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20 萬字）；

（2）《廣州現代化歷程》（與樂正等合著，名列第一，獲

1993 年度廣東省社會科學出版基金資助），廣州出版社 1993

年版。

（3）《潮汕文化與歷史》（與丁旭光合著，名列第一），

山東美術出版社 1997 年版；

（4）《香港律師制度與實務》（即“香港律師制度發展

史”），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版。

（5）《跨世紀的法治系統工程—廣東依法治省的理論與

實踐》（共同主編，獲廣東省社會科學出版基金資助），廣東

人民出版社 2000 版。

（6）《中外依法禁賭的實踐與探索》,群眾出版社 2002 年

版。

（7）《21 世紀經濟法學前沿問題研究》，群眾出版社 2002

年 12 月版。

（8）《廣東法學志》，廣東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9）《經濟法學》，法律出版社 2005 年版；

（10）《經濟法概論》，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 2005 年版;

（11）《構建和諧廣東的法律思考》，群眾出版社 2006 年

版。

（12）《稅法學》，法律出版社 2007 年版；

（13）《近代法制改革者—伍廷芳》，廣東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14）《經濟法通論》，法律出版社 2013 年版。

（15）《公平正義價值下中國房地產稅立法研究》，法律

出版社 2020 年版。

（二）出版的代表性譯著譯文主要有：

1、代表性譯著

（1）《中國資產階級的黃金時代（1911-1937 年）》，上海

人民出版社 1994 版（2008 年再版），原著者是法國高等社會

科學院中國研究與資料中心前主任白吉爾（Marie-Claire

Bergere）教授，原著為法文；

（2）譯作：《粵海關十年報告（1882-1941 年）》（系廣東

省哲學社會科學“八五”研究規劃課題），廣州出版社 2000

年版；

（3）《香港律師執業行為規範》，法律出版社 1999 年 5月版；

（4）校作：《孫中山與廣東》（英譯本，本人校），廣東

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約 39萬字）。

2、代表性譯文

（1）《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的蕭條對中國通商口岸經濟

的影響（1921-1923 年）》，載《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北京），

第 15期（1990 年 10 月），原文為英文，約 3.5 萬字；

（2）《福州船政局學生留歐的前前後後》，《辛亥革命叢

刊》（中華書局 1991 年，第八輯，約 3.5 萬字）；



（3）《資產階級與辛亥革命的關係》，《國外辛亥革命研

究動態》（武漢）1987 年第六輯，原文為法文，約 1.5 萬字；

（4）《漢口日記－－外人對於辛亥革命的記載》（本人負

責校），載《辛亥革命叢刊》（中華書局 1997 年 5 月）第９輯

（約 1.5 萬字，英譯漢），；

（5）《大來日記－－美國商會關於中國遊記》（本人負責

校），載《辛亥革命叢刊》（中華書局 1997 年 5 月）第 9輯（約

1.6 萬字，英譯漢）。

（三）發表的代表性學術論文：

1、中國近代史論文（CSSCI 及重要刊物或論文集）

（1）《唐廷樞與近代民族航運業》，《唐廷樞國際學術研

討會入選論文》，《唐廷樞研究》第 2輯，將於文獻出版社 2021

年底前出版；

（2）《論不同的國際秩序觀》，載《廣東省社科院歷史與

孫中山研究所建所五十周年紀念文集》，銀河出版社 2008 年

11 月版，第 525 一 541 頁。

(3)《唐廷樞與近代民族企業》，《社會科學戰線》（CSSCI）

1988 年第 3期，約 1.4 萬字；

（4）《關於中國近代買辦的歷史作用再評價》，載《福建

論壇》（CSSCI），1988 年第 3期，為人大複印資料《中國近代

史》1988 年第 8期轉載；

(5)《法制變革先驅：伍廷芳》，羊城晚報 2011 年 9月 11



日 B12 整版。

（6）《論李鴻章“弱國和戎”思想》（LA POLITIQUE DE

" CONCILIATION AL'EGARD DES BARBARES " DE LI

HONGCHANG : BREVE ANALYSE DE SA RELATION

AL'IDEE DE "PAYS FAIBLE"）,載法國《中國研究》（CAHIERS

D'ETUDES CHINOISES,NO. 10,INALCO, PARIS,1992 ），第

81-136 頁，約 3.5 萬字；

（7）《中國資產階級研究的一個新嘗試－評白吉爾<中國

資產階級的黃金時代>一書》，載《中國近代經濟史資料》（上

海），1987 年第 8輯，約 1.4 萬字；

(8)《關於李鴻章日記及其英譯本的真偽》，載《近代史

研究》（CSSCI），1989 年第 1期，並由《新華文摘》（北京）

1989 年第 4期摘登；

（9）《湘軍集團與借師助剿》，載《史學月刊》（CSSCI），

1988 年第 6期，並為人大複印資料《中國近代史》1989 年第

1期轉載；

（10）《西亞和地中海地區黑曜石考古含義述略》，載《世

界歷史》（北京）1988 年第 4期，約 1.4 萬字；

（11）《人類早期航海之謎初探》，載《華中師大學報》，

1989 年第 1期，並為人大複印資料《世界歷史》1989 年第 9

期轉載，約 1.3 萬字；

（12）《建國以來李鴻章研究述評》，載周軍等編：《李鴻



章與中國近代化》，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9 年出版，約 3.6 萬字；

（13）《李鴻章的民族經濟主義思想簡論》，載《社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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