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域扩张研究的具体体现）澳大利亚学者休斯甚至认为公共管理就是由传统公共管理

（public administration)和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两个阶段构成。当

然公共管理（public administration)的构成没有这么简单（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此处

不论）。但公共管理（public management)的管理主义路线，借用经济学和私人部门管理

的理论和方法的志向则是公共管理研究和实践者的共同追求，公共部门管理创新引入新

理论和新方法的行为则是很多公共管理学者的不解追求。 

因此，政策科学与公共管理创新就成了公共管理学、政治学和经济学共同关注的领

域，也是这几个学科诸多学者们研究的交叉、综合、渗透和追问的共同问题。 

二、该学科的主要研究方向及研究内容 

1．政策科学与公共管理创新理论与实践 

系统借鉴西方政策科学的研究成果，综合运用政治学、行政学、法学、社会学、经

济学等学科理论，采用系统方法，社会实验方法、案例分析法等方法、研究政策公共管

理创新基本理论和实践。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1）理论研究。主要研究政策现象和公

共部门管理创新的规律性，即研究政策指定和执行的系统过程的一般规律性，研究公共

部门管理创新的影响因素和过程。（2）实证分析。通过具体政策的制定、执行和公共部

门管理创新行为政府管理的规律性。如公共部门人力资源开发路径选择、政府管理创新

对策等。 

2．政府管理职能与公共政策实践 

系统借鉴政策科学、公共管理学的研究成果，综合运用政治学、行政学、法学、社

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理论，采用系统方法，社会实验方法、案例分析法等方法、研究政

府管理职能与公共政策的基本理论和实践。主要研究内容包括：（1）政府管理职能理论

研究。主要研究政府管理职能的范围、过程、演变规律等问题。（2）公共政策实践研究。

包括经济政策、社会保障政策、公共安全政策、公共卫生政策、教育政策及公共政策效

果评估等。 

3．政府组织变革和政策能力 

综合运用政治学、行政学、法学和管理科学的理论、原则和方法，阐明政府组织变

革和政策能力提升的有关问题。主要研究内容包括：（1）政府组织变革规律的理论研究。

研究国内外关于组织变革规律的相关理论问题，分析和研究国外主要发达国家和具代表

性的发展中国家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及其机构设臵、政府绩效问题，为中央和地方

政府改革和建设提供理论指导和政策建议。 （2）政府创新的成本、收益与绩效研究。

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运用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的基本理论，深入探讨

政府的成本、收益与效率等问题。 （3）政策能力的提升研究。政策能力亦称政府能力

或政府效能，是指政府实际能够履行职责和功能的程度，它要解决的是政府如何去做、

通过什么方式去做的问题。 

http://baike.baidu.com/view/7840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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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政策工具研究与应用 

主要研究包括（1）政策工具的理论研究。探讨政策工具的内涵、特征和功能，政策

工具的分类、选择与评价及其标准，主要的市场化工具、工商管理技术和社会化手段应

用的范围、机制和各自的优劣。（2）政策工具的应用研究。实证分析说明政策工具及技

术的潜在价值和实际效果，如何引起公共管理方式创新，如何改善政府功能和提高行政

效率。（3）演化路径和发展趋势。研究国内外政策工具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的现状和

发展趋势。 

该学科学术带头人和学术梯队简介 

尹庆双  西南财经大学副校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高校学校

公共管理类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四川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全国行

政管理学会理事，四川省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副会长，四川省高校政治经济学教研会副

会长，“全国高校优秀青年教师”，“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奖”获得者，

“中国人民银行优秀教师”，“四川省教学名师”，“四川省有突出贡献专家”。主要

研究劳动经济、公共管理。先后承担国家社科基金科研课题、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科研课

题、国家计委科研课题、四川省社科基金科研课题、校 211课题等 20余项。公开出版和

发表科研成果 50余项，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经济研究参考》及《人大报刊复印

资料》转载。多项成果获四川省政府奖，教育部奖以及学会奖。 

边慧敏  西南财经大学副校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和技

术带头人，四川省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专家，中国人力资源开发指导委员会理事，中国行

政管理学会理事会理事，中共中央组织部和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人才测评专家。曾赴日

本东京国际交流基金中心学习。从事公共部门人力资源、领导学的教学和研究。所主持

的《人力资源管理》课程被评为四川省精品课程和国家精品课程，主持的人力资源管理

专业被评为四川省特色品牌专业，所带领的教学团队被评为四川省人力资源管理优秀教

学团队。先后发表论文 50余篇，担任主编或参编专著 20余部。作为课题负责人或主研

人员曾参与国家、省部级、企业集团的科研课题和规划项目共 50多项。曾获得四川省政

府、全国学会及省级学会科研奖，并多次获得省部级和学校优秀教学成果奖。 

唐兴霖  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同行评议专家、国

家教育部项目评审专家、国家博士后基金评审专家、台湾政治大学客座教授、西南大学

兼职教授。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理事、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

全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市政治学会理事、上海市行政管理学会理事、广东

省政务信息化专家组成员（2002-2004）。主要研究公共行政管理理论、公共组织、政策

分析理论与方法、当代中国政治与行政等。著作有《公共行政学：历史与思想》、《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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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行政组织原理：体系与范围》、《国家与社会之间——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中介组织》、

《西方行政学说史》（副主编）、《经济发展与地方政府：对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一项研

究》（副主编）等，在《政治学研究》、《中国行政管理》、《新华文摘》发表论文 6

篇，《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报刊《政治学》、《公共行政》、《管理科学》、

《中国政治》、《社会工作》等刊物转载 23篇，CSSCI39篇，共计发表文章 100余篇。

主持国家和省级科研项目十多项。获中山大学 1997 年马应彪奖励金奖励、获 1999年度

中山大学世川良一优秀青年教育基金奖励、获上海交通大学 2008年度"晨星青年学者奖

励计划(SMC优秀青年教师奖)"（2008-2010）。《论转型社会的制度短缺问题》一文获

1997年度中山大学学报优秀论文奖、《论市场化进程中的政府经济职能多元性》一文获

1999年第二届全国行政管理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公共服务：公务员精神的实质》一

文获 2006人事部"公务员精神研讨会"征文三等奖、《整体型社会政策---发展型社会政

策的理性认识》，获 2012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论文二等奖。 

幸强国  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公共经济政策、西部城市群及相关政策。在

中国管理科学、中国行政管理、光明日报、哲学动态、自然辩证法通讯、发表论文 68

篇，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8篇，含核心期刊 25篇。主持在研项目：西部城市群集

聚的经济动力研究，十一五 211特色项目（课题周期：2007-2011年）。《行政管理学》

2009年获四川省精品课程（主持人）， 获得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奖 1 项（2000）；四

川省社科联奖 2项（2002，2004）；西南财经大学年度科研奖、杭州大学董氏奖、全国

性学会奖、省级学会奖等科研奖项 14项。 

章群  教授、博士生导师，党总支书记。中国劳动法学会理事、中国社会法学会理

事、中国高校知识产权法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指南专家、教育部课题评

审专家、四川省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专家顾问、四川省人民政府研究室顾问、四川省灾后

重建专家、四川省国资委咨询专家、四川省知识产权协会副秘书长、四川省女性人才协

会常务理事、四川省高院特邀司法调解员、成都市政协社法委立法协商专家、成都市劳

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委员、成都市工会法制委员会委员，《现代人才》杂志编委，兼职律

师。主要研究劳动与社会保障法、行政法。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省级以及校管、横

向课题十余项。在《中国法学》、《政治与法律》、《财经科学》、《经济体制改革》、

《中国劳动》等权威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相关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刊登。多

次获得中国法学会西部法治论坛优秀论文二等奖、泛珠三角合作与发展法治论坛优秀论

文二等奖、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西南财经大学优秀科研成果等奖励。 

任勤  经济学博士，教授，美国梅西（Mercer University）大学访问学者。中国行

政管理学会会员。主要研究公共产品理论与实践、政府经济管理、公共政策分析。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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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学动态》、《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近 30篇，出版独立专著 1部，

合著和参编著作 7部。 

廖宏斌  政治学博士、副院长、教授。四川省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学会副秘书长。四

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公共政策创新研究中心”和西南财经大学校级重点研

究基地项目“社会风险与政府危机管理研究中心”负责人和主持者。主要研究公共部门

绩效与战略管理、转型时期的公共治理与变革。发表论著多项、独立主持和协助完成国

家社科、教育部人文社科及各类政府机构委托研究课题 30余项。 

臧文斌  经济学博士，副院长，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卫生政策，

公共经济。在《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发表论文多篇， 主持教育部等课题多

项。 

唐代盛  法学博士、副教授、应用经济学博士后。现为中国人口学会会员、中国人口

学会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人力资源教学与实践委员会会员、RLDWL（Regional & Local 

Development Work & Labour）会员。主要研究劳动经济学、公共人力资源管理。主持国

家社科基金 1项。在《管理世界》、《经济学家》、《改革》、《人口研究》、《求实》

等权威期刊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40多篇。作为主编、副主编或参与编著著作 10余部。 

邓燕华  政治学博士、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抗争政治、社会政策、危机管

理。发表 SSCI论文 2篇，在《中国社会科学》、《管理世界》、《社会学研究》发表论

文 3篇。 

马珂  副教授、行政管理系主任、华东师范大学和法国里昂高师博士学位。主要研究

领域为政治学理论、基层治理、政府绩效管理等。主要学术成果：《后民族主义的认同

建构及其启示》（专著），在《中国行政管理》、《人民日报〃理论版》、《城市问题》

等学术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主持西南财经大学“211”三期青年成长项目，主持西

南财经大学校级课题，主研西南财经大学“211”三期重大项目。 



 

6 

 

该学科培养方案（含培养目标、课程体系、主要培养环节及学位论文要求） 

一、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依托学校经济学、管理学学科优势，与国内外一流的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研究机构进

行广泛学术交流与合作，着力开展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设计和理论创新问题研究，致力

于培养具有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研究、教学和实务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 

经过培养的博士研究生应达到以下具体要求： 

——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学术修养，较强的专业水平，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高层

次人才。 

——掌握本学科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以及必要的相关领域知识，熟练掌握

一门外国语，能顺利运用外语进行研究和专业交流，熟练应用计算机进行研究工作。 

——具有独立从事本学科研究工作和专门工作的能力，能正确运用所掌握的理论和方

法，解决本学科的实践问题，在专业领域和工作实践做出创新和贡献的高层次人才。 

——具有健康的心理和体魄。 

（二）生源要求和选拔方式 

具有扎实的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公共管理类专业知识为核心支撑，人文文化知

识、现代科技和科技文化基础为辅助，经、管、文、法多学科、复合型的知识结构；经

济和管理决策思维能力；运用数学工具和办公软件进行数据处理的能力；突出的文字表

达和组织协调沟通能力，以及具有与本专业相关学科的知识和基本技能及自我学习、开

发智力和提高思维的能力；具有较高政治水平、思想品格、道德品质和专业人才特质。

选拔方式按照教育部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有关规定和学校相关办法执行。 

（三）课程体系的设计方案及依据 

按照学校博士研究生课程设臵要求，课程体系由必修课、选修课组成。其中，必修课

注重学生思想道德、外语技能、基本专业知识培养。选修课则拓展学生综合知识面、强

化项目管理理论与知识体系。研究生培养实行学分制， 程学分不得低于 36 学分。课程

依据本专业博士研究生培养大纲，借鉴国内外著名大学开设课程设计。 

课程设臵方案如下： 

类别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开课学期 

公共必修课 

（必修，9个学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理论与实践 
3 54 1 

英语（基础） 3 54 1 

英语（专业） 3 54 2 

专业必修课 公共管理前沿问题研 3 5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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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修，9个学分） 究 

政策科学前沿问题研究 3 54 1 

政治学前沿问题研究 3 54 1 

方向必修课 

（必修，6个学分） 

新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研

究 
2 36 2 

公共组织管理与绩效评估

研究 
2 36 2 

政府职能与政策工具研究 2 36 2 

选修课 

（选修，至少 6个

学分） 

政治科学 2 36 2 

公共管理理论发展史 2 36 2 

当代中国政治前沿研究 2 36 2 

经济政策研究 2 36 2 

社会政策研究 2 36 2 

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实践案

例 
2 36 2 

社会创新与社会组织 2 36 2 

发展经济学 2 36 2 

福利经济学 2 36 2 

制度经济学 2 36 2 

二、培养和学位的基本要求 

1．人才培养基本要求 

1.1 学习年限。全日制攻读博士学位，学习年限原则上为 3年；在职攻读博士学位，

学习年限原则上为 4 年，但无论全日制还是在职攻读博士学位，保留学籍时间不超过 6

年。优秀者可提前毕业（见《西南财经大学研究生提前毕业管理办法》）。人才培养实行

学分制，总学分要求不低于 36学分。 

1.2 培养方式。（1）学习和研究并重。第一学年集中学习基本理论（公共课）为主；

第二学年以专业课学习为主；在此基础上对政策科学与公共管理创新有关现实问题进行

调查和实证研究；第三学年选择具有理论和实际价值的研究主题撰写学位论文。（2）在

导师的指导或带领下从事科学研究，参加课题调查和研究，积极撰写论文，参加学术会

议交流。（3）利用多种机会参与社会实践，特别是与地方政府、企业合作，参与地区经

济建设发展的研究，培养和提高综合素质和实际工作能力。（4）日常教学管理。实行校

院二级管理，以学校研究生院统一管理为主。 

政策科学与公共管理创新博士学位学分要求 

总学分 课程学习 科研与学术活动环 教学与社会实践 



 

8 

 

学位课 
非学位

课 

节 环节 

≥36 24 ≥6 3 3 

 

1.3 科研活动要求。至少参加科研课题研究一项（参照西南财经大学科研等级分类

目录），考核合格者，取得 1个学分。在论文申请答辩前，结合导师的研究方向或自身的

学位论文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申请书”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书”为样式撰写一

份基金申请书。考核合格者，取得 1个学分。科研要求以校研究生院最新规定为准。 

1.4 学术活动要求：（1）参加学术报告或学术沙龙至少 3 次以上，结合学位论文选

题，撰写学科发展综述。（2）参加一次学校学术月活动并提交论文。（3）积极参加国内

外学术报告活动，每名博士生至少作 1 次学术报告。达到上述要求，考核通过者，取得

1个学分。 

1.5 考核方式：课程考试可以采取笔试、课程论文等考核形式。研究生应在完成课

程学习后进行中期考核。中期考核要求见《西南财经大学研究生中期考核实施办法》。 

2．学位论文基本要求 

2.1 选题及写作要求：（1）论文选题应是本专业的前沿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和现实意义。（2）论文应有充分、翔实的资料基础，包括广泛阅读文献资料和获得必要

的实证研究资料。（3）论文必须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和最新进展进行全面综述和中肯

评价。（4）论文应有新的视角和方法。（5）论文必须条理清晰，逻辑严密，行文流畅，

援引文献全面、准确。（6）论文必须提出创造性见解。 

2.2 资格审核 

根据专业培养方案中对资格审核的要求，特制定此实施规定。 

（1）学位课程审核。总学分要求 36 学分。其中公共必修课 9 学分，专业必修课 9

学分，研究方向课 6 学分。博士生如第一外国语为英语，第二外国语可作为选修；如不

是英语，则必修英语作为第二外国语。 

（2）学术研究审核。在指定的国内期刊上发表 1篇 A级论文（或者 2篇 B1级论文、

或者 1篇 B1级论文加 2 篇 C刊论文、或者 1篇外文 C级论文、或者主持 1项省部级以上

课题；与导师共同撰写的论文，若是第二作者，可视同第一作者）。学术论文应是本专业

及本人研究方向的文章。一般应与撰写的学位论文有相应的关联性。 

（3）专业教学实践。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完成本专业本科生（包括成教生）或硕士

生的一门专业课程的教学。应有完整的教学讲授大纲与多媒体课件。应附上相关的教学

记录及导师对本门课程的评估。 

（4）综合学习研究报告。包括专业学习的总结；学习期间开展学术研究的概述；学

位论文选题的基本方向及选题的理由；关于选题的资料积累及其分析。综合学术研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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