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社会保障学科/专业建设论坛 

 

 

#腾讯会议：  

 

 

                        主办单位 ： 

                          东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2022 年 11 月 26 日  

中国大连  东北财经大学 

 

  

 

 

 

 

 

 

 

 

 

 

 

 

联合发起单位：

东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

厦门大学社科处

浙江大学社会科学学部

南京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

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东北大学文法学院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广西

280-157-499



 

 

 

1 

 

2022 年社会保障学科/专业建设论坛 

   

 

 

 

  

东北财经大学副校长 赵建国 

2022 年 11 月 26 日 于大连 

  

主办单位致辞 

致 辞

进入 21 世纪以来，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的兴起，为传统公共管理模

式带来了深刻的变革。数字时代的到来推动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

变革与重塑，如何运用数字技术完成治理过程、达到治理目的，通过数字

技术赋能实现治理创新，不断推动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是当前国家治理

理论与实践中的重大议题。

为应对技术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全新挑战，中国公共管理学界迫切需

要将最前沿的公共管理理念与中国公共管理实践相结合，开放创新、包容

互惠。在此背景下，为了迎合时代需求、配合国家人才培养需要、进一步

推进我国劳动与社会保障学科与专业建设的高质量发展，东北财经大学公

共管理学院邀请全国十余家高校的资深专家学者，发起 2022 年社会保障

学科/专业建设论坛。围绕新时代面向高质量发展的社会保障的相关研究，

交流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的最新成果，聚焦国内国际社会保障最新实践，

展开多视角、多学科、建构性地讨论和对话。

尖山星海，风华正茂。我们期待“2022 年社会保障学科/专业建设论坛”

能够对数字化时代下公共管理的创新发展做出科学的回应、适度的前瞻和

思想的引领。

预祝本次论坛 满成功！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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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社会保障学科/专业建设论坛 

 

 东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11 月 26 日邀请十余家高校公共管理学院院长、研

究机构主任、资深专家学者，发起 2022 年社会保障学科/专业建设论坛，以“新时代社

会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体，共同探讨和展望我国社会保障教育的未来，旨在尝试建

立数字化时代下公共管理学科的基本范式、核心概念和框架体系，进一步完善数字政

府、数字治理、信息安全、社会治理等细分领域的知识结构和学科体系，探讨数字化

时代劳动与社会保障学科的人才培养规律和教育体系。 

 东北财经大学坐落于辽宁省辽东半岛南端的浪漫海滨都市——大连。学校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以一流学科建设为统领，着力突出高水平经管学科群的战略地位和

引领功能。应用经济学、统计学、工商管理、公共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理论经济

学 6 个一级学科入选辽宁省高等学校一流学科 A 类。东北财经大学遵循“博学济世”

校训，坚持立足辽宁、面向全国、走向世界，坚持“育人为本、学科引领、人才强校、

质量优先、开放合作、特色发展”六大发展战略，东北财经大学正向着全面建设“国际

知名、财经特色突出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目标迈进。 

 东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是我国最早一批以国家教育部新专业目录“公共管理”

为学科发展方向的学院之一。1999 年 9 月 8 日，东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成立。经

过 20 年的不懈努力，公共管理学院获得了长足发展。2006 年获批社会保障博士学位

授权点和公共管理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2011 年获批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博士学位

授权点，成为全校第六个拥有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的单位；2012 年获准建立公共

管理一级学科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我校公共管理学科是辽宁省一流学科（A 类）和特

色学科，在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位列前 30%；公共管理一级学科进入辽宁省一流特

色建设学科第一层次；2018 年 5 月，获批“辽宁省公共管理研究生创新与学术交流中

心”。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 2019 年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经过二十余年的

建设与发展，公共管理学院形成了门类齐全、结构完善的学科体系。

论坛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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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社会保障学科/专业建设论坛 

 

本次论坛邀请的嘉宾如下： 

会议嘉宾 （以中文姓氏拼音为序） 

赵建国 东北财经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教授 

丁建定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教授 

高和荣 厦门大学党委宣传部/教师工作部部长、社科处处长、教授 

何文炯 浙江省省咨询委委员，浙江大学社会科学学部副主任、教授 

林闽钢 南京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鲁  全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史云贵  

孙  萍 东北大学文法学院教授 

 

 

 

王立剑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党委副院长、教授 

向运华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教授 

杨翠迎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会议组委会  

刘德海 东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郭劲光 东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胡世前 东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范帅邦 东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刘晓梅 东北财经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李  佳 东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劳动与社会保障系主任、副教授 

  

论坛简介 

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教授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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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社会保障学科/专业建设论坛 

论坛主要内容 

● 社会保障基础理论与前沿进展 

为了贯彻落实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

社会保障体系，本次论坛邀请我国高校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和公共管理学界著名专家学

者，围绕着劳动与社会保障学科的基本范式、核心概念和框架体系，细分领域的知识

结构和学科体系，人才培养规律和教育体系，做论坛主题报告。 

● 社会保障学科建设研讨 

本次学术论坛邀请了国内高校从事劳动与社会保障领域研究的专家学者，围绕新

时代面向高质量发展的社会保障的相关研究，交流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的最新成果，

聚焦国内国际社会保障最新实践，并展开多视角、多学科、建构性地讨论和对话，并

以此学术论坛的召开，进一步推进我国社会保障学科的高质量发展。 

● 社会保障人才培养和专业建设研讨 

本次学术论坛邀请社会保障专业国家教指委委员、公共管理学院院长等专家学者，

围绕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改革创新、师资队伍、教学资源、质量保证体系等各方面存

在问题和社会需求，坚持标准导向、特色导向，探讨劳动与社会保障新思想、新理念、

新方法、新标准、新体系，完善协同育人和实践教学机制相结合，明晰新文科示范性

本科专业的建设路径。 

论坛活动时间 

2022 年社会保障学科/专业建设论坛将于北京时间 2022 年 11 月 26 日 19:00 腾讯

会议（ ）正式启动。请各位参会师生和人员设置为静音状态。 

联系方式： 

李佳（东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劳动与社会保障系主任） 电话：18840929629  

    E-mail：lijia_@dufe.edu.cn  

论坛简介 

280-157-499

mailto:lijia_@dufe.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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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社会保障学科/专业建设论坛 

 

2022 年社会保障学科/专业建设论坛 

 2022 年 11 月 26 日（姓氏拼音排序）   

主题 时间 内  容 主持人 

主题一：

社会保障

学科的基

础理论 

 

19:00-19:10 东北财经大学赵建国副校长致辞 

刘德海 

东北财经大

学公共管理

学院院长 

19:10-19:20 
强化社会保障基础理论与基本学理教学与研究的若干思考 

丁建定  教授 

19:20-19:30 
民生保障：社会保障的新议题 

高和荣  教授 

主题二：

社会保障

学科前沿

动向 

19:30-19:40 
适度加强定量分析训练 

何文炯  教授 

刘晓梅 

东北财经

大学社会

保障研究

中心主任 
19:40-19:50 

 

林闽钢  教授 

主题三：

社会保障

学科建设 

19:50-20:00 
社会保障学科建设的几个转变——以人民大学为例 

鲁  全  教授 

郭劲光 

东北财经

大学公共

管理学院

副院长 

20:00-20:10 
 

史云贵  教授 

主题四：

社会保障

人才培养 

20:10-20:20 

公共管理专业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基于“公共管理类专业课程思政建设

指南”的思考 

孙  萍  教授 

胡世前 

东北财经

大学公共

管理学院

副院长 
20:20-20:30 

创新型社会保障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王立剑  教授 

主题五：

社会保障

专业建设 

20:30-20:40 
基于一级学科视角的社会保障专业建设思考 

向运华  教授 范帅邦 

东北财经

大学公共

管理学院

副院长 

20:40-20:50 
基于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的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建设问题思考 

杨翠迎  教授 

20:50-21:00 
东北财经大学劳动与社会保障国家一流专业建设工作汇报 

李  佳  主任 

会议日程 

中劳动与社会保障本科一流专业建设点

新文科背景下公共管理类专业建设的若干思考

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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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社会保障学科/专业建设论坛 

 

2022 年社会保障学科/专业建设论坛 

（按中文姓氏首字母排序） 

 赵建国  副校长 

   东北财经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清华大学博士后，加拿

大蒙特利尔大学访问学者，辽宁特聘教授，辽宁省社会保障省

级重点学科带头人。在就业保障、公共管理等研究领域，主持

及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世界卫生组织课

题、亚洲开发银行、国家科技部公益课题、教育人文社科项目、

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 20 余项。 先后在 AISS、JAS、RJAS、ET、

ITJ、《人民日报（理论版）》《光明日报（理论版）》《世界经济》《中国管理科

学》《中国人口科学》《统计研究》《改革》等重点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110 余篇，

全国霍英东青年教师奖获得者，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百人层次人才，辽宁省高等学

校优秀人才，辽宁省高等学校教学名师，辽宁省优秀青年骨干教师，辽宁省省级精品

课（公共经济学）负责人，大连市领军后备人才，东北财经大学青年杰出学者。 

 

丁建定  教  授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院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湖

北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华中科技大学养老服务研究中心”

主任，中国老龄协会老龄科学研究基地主任。中国社会保障学

会副会长兼教学委员会主任，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学类专业教

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国社会工作专业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委员，中国社会学会社会发展与社会保障专业委员会会长，民

政部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等，《社会保障评论》《社会保障研

究》《社会保障制度》等著名学术期刊学术委员。  

嘉宾简介（姓氏拼音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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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社会保障学科/专业建设论坛 

高和荣  教  授 

厦门大学党委宣传部/教师工作部部长、社科处处长，厦

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厦门大学社会保障学位点负责人，

厦门大学医疗保障与健康中国交叉学科创新团队负责人。研究

领域：社会保障、社会政策、社会福利。主要代表作：《底线

公平：基础普惠型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设》（专著）《风

险社会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构》（专著）《普遍整合的福

利体系》（合著）《提升社会质量的社会政策建设》（合著）。 

 

何文炯  教  授 

浙江省省咨询委委员，浙江大学社会科学学部副主任，民

生保障与公共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老龄和健康研究中心主任，

共享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风险管理与劳动保障研究所所长；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研究会副会长，

中国保险学会第八届、第九届副会长。 

 

 

林闽钢  教  授 

国家级人才称号获得者，南京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民政部专家咨

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教育部公共管理类

学科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国养老服务业专家委员会委

员、中国社会政策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中国社会保障学会社

会救助分会会长。中国社会保障学会社会救助分会会长。公开

在《中国社会科学》等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100 多篇，出版

著作（含教材）15 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1 项，教

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1 项，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项目 4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 项，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项目 2 项，其他省部

级项目 9 项。 

 

  

嘉宾简介（姓氏拼音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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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社会保障学科/专业建设论坛 

鲁  全  教  授  

 

 

史云贵  教  授 

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教育部高等学校公共管理类

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

教育部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四川省、成都市决策咨询专家。

主要研究中国政府与政治、地方政府治理、绿色发展与绿色治理、

行政体制改革、公共政策、城乡基层治理等。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和省部级课题 10 余项，地方横向课题

出版个人专著、教材 6 部；在《政治学研究》《中国行政管理》

《社会科学战线》《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等杂志发表学术论文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教学科研成果曾获四川省人民政府一等奖

 

 

孙  萍  教  授 

东北大学文法学院行政管理系教授、博士生指导教师，教

育部高等学校公共管理类学科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全国 MPA 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公

共管理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辽宁省教育厅社会科

学委员会管理学部委员；辽宁省政协委员；辽宁省行政学会副

会长。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宝钢优秀教师；辽宁省第七批

优秀专家；辽宁省教学名师；辽宁省优秀教师。主要研究方向

为行政管理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公共政策、社会治理等。 

嘉宾简介（姓氏拼音排序） 

广西

2015）。

20余项；

70余篇，10余篇被新华文摘、

1次，二等奖2次，三等奖4次。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

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第十一、十

二、十三届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全国青联）委员、社会科学

界别秘书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能力建设中心培训专家。主

要研究方向为：社会保障管理、养老保险、社会政策过程。相

关研究成果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社会科学》

《社会保障评论》等学术期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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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社会保障学科/专业建设论坛 

王立剑  教  授 

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

学院副院长。 “陕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青年英才支持计划”

入选者、西安交通大学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A 类教授）入

选者、陕西省优秀博士论文获得者、中国社会保障学会青年委

员会委员。

目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 项，民

政部民政政策理论研究委托课题等科研项目 20 余项；以第一

作者发表论文 60 余篇。 

 

向运华  教  授 

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社会保障研究》杂志副主编，

《管理研究》集刊联合主编，劳动经济学会保险福利分会副会长，

湖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2010 年中

国社科院理论经济学博士后出站，2011 年 9 月-2012 年 9 月国家

留学基金公派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问学者。 

 

杨翠迎  教  授 

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副

院长、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兼社会保障研究中

心主任，曾获浙江省“新世纪 151 人才工程”第二层次培养人员、

上海市浦江人才、三八红旗手等称号。主要从事公共管理、公

共经济政策、社会保障等研究。主持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

上项目 2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 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 项，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子课题 1 项，上海市人民政府

决策咨询重点课题多项等。在《社会保障研究》《人口学刊》

《人口与经济》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几十篇。担任国家自然科

学资金通讯评审专家、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通讯评审专家、国家博士后基金通讯评审

专家、复旦大学出版社外审专家等。  

嘉宾简介（姓氏拼音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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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社会保障学科/专业建设论坛 

会议组委会简介 

刘德海  院  长 

东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辽宁特聘教授。长期

从事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域研究工作，在 EJOR、IJPE、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Social Networks、《管理科学学报》

《公共管理学报》《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等重要期刊发表

论文，主持应急管理领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5 项，荣获

辽宁省自然科学三等奖，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

三等奖等奖励、辽宁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 

 

郭劲光  副院长 

东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美国富布赖特

(Fulbright)学者、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获得者、

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百”人层次入选者。中国系统工程学会

社会经济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技术

创新与战略管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数字辽宁建设专家咨询

委员会委员、辽宁省行政管理学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领域为

公共政策、数字政府、乡村振兴。在《管理世界》《公共管理

学报》《中国工业经济》《统计研究》《南开管理评论》等核心刊物和《光明日报（理

论版）》《人民日报（理论版）》发表论文百余篇；主持有四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

两项教育部科研研究项目，30 余项省、市科研项目；曾多次获得辽宁省政府奖、辽宁

省自然科学优秀学术成果奖和社会科学进步奖等。 

胡世前 副院长 

现任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曾任韩国水原科技大学

和韩国汉阳大学研究教授。期间在国内外期刊发表高水平论文

30 余篇、主持完成省级部以上科研课题 20 余项。积极发挥民

主党派和政协委员参政议政优势，呈报高水平决策咨询成果 20

余篇，多次获得九三学社中央、辽宁省政协、九三学社辽宁省委

的表彰及嘉奖，并获得 2022 年辽宁省劳动模范。
 

组委会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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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社会保障学科/专业建设论坛 

 

范帅邦  副院长 

东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智慧政府与智能治理

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区域与城市发展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国家网信办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项目专家。主要从事公共管理、

行政管理、智慧政府、区域经济与产业政策、水文与资源环境

政策等领域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在《公共管理评论》《地理科

学》《经济地理》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刘晓梅  教  授 

东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 

社会保障学会理事、养老服务分会常务理事、大连市养老福利

协会会长、大连市委市政府政策咨询专家、大连市侨界巾帼之

星。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亚洲开发银行

课题、日本 ODA 项目，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民

政部课题等 30 多项。在国内《管理世界》等期刊上发表论文

70 余篇，出版专著 3 部，教材 2 部。在国外期刊上发表论文

20 余篇，出版专著 1 部。获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奖一等奖。

 

李  佳  主  任  

东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保障系主任、副教授、清

华大学访问学者。在财政研究、社会保障评论、社会保障研究、

社会科学辑刊、IJSSST、AJFST 等国内外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30

余篇；出版专著 2 部，获辽宁省自然科学学术成果奖二等奖；

主持或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

社科基金、教育部重点基地项目、教育部一般项目、辽宁省社

科基金、辽宁省教育厅项目等省部级课题 20 余项，省部级奖

励 5 项。 

 

  

组委会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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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社会保障学科/专业建设论坛 

东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诚聘海内外英才 
东北财经大学以“培育卓越财经人才，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使命，遵循“博学济世”校训，坚持立

足辽宁、面向全国、走向世界，向着全面建设“国际知名、财经特色突出的高水平研究型
大学”目标迈进 

公共管理学院培养具有战略思维、社会责任感的现代公共管理者，建设国际化研究型的一流公管学院 

公共管理学院急需人才和学科方向 

        人才层次：星海讲习教授、星海青年学者、特聘优博 

学科方向：社会保障、行政管理、智慧城市管理、应急管理 

1.常任轨 

毕业于国（境）外知名高校或科研院所，或毕业所在学科为国际一流水平学科。已发表高水

平的学术论文或已取得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具备良好的科研创新能力和科研潜质，并表现出符合

常任教职条件的可能性；年龄一般在 35 周岁（含）以下。 

2.教师及科研人员 

长聘制岗位面向在高校或科研机构工作的具有副教授以上职称的教师或科研人员，应具有《东

北财经大学职称评审管理办法》各级别职务规定的任职条件中应达到的学术水平；预聘制岗位面

向没有副高级以上职称优秀博士，设置 A、B、C 三类优博岗位，年龄一般在 35 周岁（含）以下。 

其中，A 类岗位需已取得发表在外文 TOP 期刊、具有重要学术影响的标志性研究成果，经同

行专家评审，具有达到 A 类岗位考核要求的潜质； 

B 类岗位需已取得发表在中文 TOP 期刊或外文 A 类期刊、具有一定学术影响的标志性研究

成果，经同行专家评审，具有达到 B 类岗位考核要求的潜质； 

C类岗位需已取得发表在中文A类期刊或外文B类期刊的高水平研究成果，经同行专家评审，

具有达到 C 类岗位考核要求的潜质。 

国内顶尖大学或在国（境）外毕业的应聘人员如果有 高水平的外文工作论文，并且已经进入

符合上述岗位要求的期刊 的审核程序，评审意见积极正面，经同行专家评议具有较大的发 表可

能性，视同满足该岗位条件。 

3. 特聘优博待遇  

（1）基础年薪：学校提供 40 万（A 类）、30 万（B 类）和 20 万（C 类）人民币年薪（税前，所

得税由 学校代扣代缴，按月发放，人民币支付）；  

（2）奖励年薪：在学术期刊目录规定的管理学科 TOP 类外文期刊上每发表 1 篇论文，年薪增加 10

万；B 类外文期刊 1 篇论文年薪增加 2 万，可累加； 

（3）聘期内学校提供总额为 15 万（A 和 B 类）、10 万（C 类）安家费（税前，第一年支付 5 万，

其余分 5 年支付）；  

（4）聘期内学校为每人提供 18 万（A 和 B 类）、9 万（C 类）科研启动经费，每年 3 万元额度支

付（从学院学科建设经费支付，根据学校财务规定按票据实报实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