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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辞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深入发展。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的兴起，为传统公共管理学科的研究对象

和研究范式带来了深刻的变革。人类社会经农耕时代、工业时代，而今迈

入了数字化时代，引发了政府治理手段的数智化变革。面对如此社会巨变，

政府治理手段必须与时俱进，才能达成善治的国家治理目标。

党的二十大为新征程上构建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公共管理学术与学

科融通，擘画了发展的新愿景。为应对全球百年变局和数智化技术革命的

全新挑战，中国公共管理学界迫切需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全球前沿

的管理科学方法与中国丰富的公共管理实践相结合，坚持人民至上、自信

自立、守正创新、问题导向、系统观念和胸怀天下，加快构建中国公共管

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

在此背景下，着眼于解决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推进我国行政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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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行政管理学科建

设论坛。聚焦行政管理最新实践需求，围绕构建中国行政管理学科自主知

识体系的基础性、国际性、前瞻性问题，交流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的最新

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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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行政管理学科建设论坛”能
够对数字化时代下公共管理创新发展问题，系统地做出科学的回应、适度

的前瞻和思想的引领。

预祝本次论坛圆满成功！

东北财经大学副校长 赵建国

2022年 12月 20日 于大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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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12月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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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行政管理学科/专业建设论坛，共同探讨和

展望我国行政管理学科建设和专业教育的未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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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共财政、数字政府与数字治理、政府改

革与治理、比较政府、政府绩效管理、非营利组织与公共事业管理等细分领域，构建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探讨数字化时代行政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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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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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获批国家留学基金委创新型人才国际合作培养项目“数字经济与

数字治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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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022年行政管理学科建设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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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 煌 武汉大学国家治理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国务院学科评议组召集人

姜晓萍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

李树茁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

苏 竣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全国公共管理类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孙 萍
东北大学文法学院教授、全国公共管理类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

谭安奎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院长、全国公共管理专业学位研

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许晓东
华中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公

共管理类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杨开峰
中国人民大学交叉科学研究院院长、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兼秘书

长、全国公共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

朱春奎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全国公共管理专业学位研

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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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志平 东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主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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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主要内容

● 行政管理基础理论与前沿进展

党的二十大为新征程上构建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公共管理学术与学科融通，擘画

了发展的新愿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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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着行政管理学科的基本范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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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行政管理学科建设研讨

本次学术论坛邀请了国内高校从事行政管理领域研究的专家学者，围绕新时代面

向高质量 发展的行政管理的相关研究，交流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的最新成果，聚焦

国内国际行政管理最新实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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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推进我国行政管理学科的高质量发展。

● 行政管理人才培养和专业建设研讨

本次学术论坛邀请行政管理专业国家教指委委员、公共管理学院院长等专家学者，

围绕行政管理专业改革创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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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行政管理新思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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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行政管理学科/专业建设论坛将于北京时间 2022年 12月 20日 19:00 腾讯

会议（955-432-7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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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帅邦（东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

E-mail：fanshuaibang@dufe.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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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行政管理学科建设论坛

2022年 12月 20日（姓氏拼音排序）

主题 时间 内 容 主持人

开幕式

19:00-19:10 赵建国 东北财经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刘德海

东北财经

大学公共

管理学院

院长

19:10-19:20
丁 煌 武汉大学国家治理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召

集人

主题一：

行政管理

学科的基

础理论

19:20-19:30 姜晓萍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公共管

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
胡世前

东北财经

大学公共

管理学院

副院长

19:30-19:40 李树茁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

19:40-19:50
苏 竣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全国公共管理类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主题二：

行政管理

学科前沿

动向

19:50-20:00
孙 萍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全国公共管理类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范帅邦

东北财经

大学公共

管理学院

副院长

20:00-20:10
谭安奎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院长、全国公共管理专

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20:10-20:20 许晓东 华中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公

共管理类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主题三：

行政管理

专业建设

20:20-20:30 杨开峰 中国人民大学交叉科学研究院院长、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兼秘书

长、全国公共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
谢志平

东北财经

大学公共

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

系主任

20:30-20:40 朱春奎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全国公共管理专业学位研

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

20:40-20:50 东北财经大学行政管理专业建设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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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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一流专业负责人（劳动与社会

保障），国务院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全国就业领域专家库专家、

入选财政部第一批社会保障人才库，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常务理

事兼教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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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研究》《财政

研究》《中国人口科学》《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中国管理科学》《经济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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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特聘教授，

辽宁省社会保障省级重点学科带头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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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 煌 教 授

武汉大学国家治理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国务院学科

评议组召集人、教育部高等学校公共管理类本科教学指导委员

会委员。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攻关项目《公共

政策概论》首席专家、国家精品课程《行政学原理》负责人，

中国公共政策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理事、中国

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理事。主要研究领域为公共（行政）管理

与公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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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晓萍 教 授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四川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院

长，四川大学城乡基层社会治理研究院院长、中国社会安全研

究中心主任，全国干部教育培训四川大学基地常务副主任。教

育部重要人才计划入选者，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科领军人才，

“四个一批”文化名家。全国MPA教指委委员，国务院学位

委员会第八届公共管理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

会公共管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政治学会常务理事，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常务理事。四川省委首批智库“社会治理与

公共政策”负责人、首席专家，四川大学“管理科学与国家治理”一流学科群建设责

任教授、四川大学 2035先导计划“国家安全与应急管理”方向负责人。

李树茁 教 授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

安交通大学亚欧研究中心主任。兼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

员、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国家级人才称号获得者、国家万人

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陕西省杰出人才。曾获复旦管理

学杰出贡献奖（公共管理）等奖励和荣誉。主要研究领域为人

口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公共政策分析与评价，已主持或合作主

持 30多项国家级和国际合作项目，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社会科学基金、国家部委，联合国组织，国际基金和国际合作

（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南加州大学、Santa Fe 研究所、世界银行发展研究部、法

国国立人口研究中心等）。已经发表 300余篇中英文学术论文

苏 竣 教 授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家级人才称号获得者，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群体“公共政策理论与治理机制研究”学

术带头人，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国家有

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现任清华大学智

库中心主任，智能社会治理研究院院长、科教政策研究中心主

任，全国人工智能社会实验总体专家组组长，教育部公共管理

类学科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清华一哈佛低碳发展与公共政策国际研讨会

(2014-2018)联席主席。研究领域为公共政策、科技政策、智能社会治理、能源与环境

政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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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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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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安奎 教 授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

导师，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全国公共管理

专业硕士（MPA）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研究领域包

括：政治哲学、公共伦理、西方政治思想史等。主持国家社

会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中山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青年教师桐山基金项目等五项。出版专著、译

注等共计十部。在《哲学研究》《现代哲学》《探索与争鸣》

《社会科学辑刊》等期刊发表多篇高质量学术论文。

许晓东 教 授

华中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现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高等学校公共管理学科本科教学指导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系统工程学会教育系统工程专业委员

会主任委员；湖北省社科联副主席；湖北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

会委员；国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主任；《公

共管理评论》学术委员会委员。主持或参与教育部重大科研项

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重点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省部级重大项目等各类课

题 40余项。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9 2022年行政管理学科建设论坛

杨开峰 教 授

中国人民大学交叉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务院学位办公共管理学科评议组成员兼秘书长、全国公共

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Public
Performance & Management Review主编、《公共管理与政策

评论》主编、中国机构编制管理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管理现

代化研究会公共管理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中国行政管理学

会常务理事；在 Public Administration, American Revi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Public Performance & Management

Review, 以及《中国行政管理》《社会科学研究》等期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朱春奎 教 授

朱春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上海市科技创新与公共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

学上海机关事务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兼任全国公共管理专业

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公

共管理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常务理事、

担任《复旦公共行政评论》副主编，《公共行政评论》、《公

共管理与政策评论》、《复旦教育论坛》、《行政科学论坛》、

《创新科技》、《中国科技论坛》编委。研究成果多次获得

省级以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实用社会科学成果奖和科技进步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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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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

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高等教育管理分会第五

届理事长、应急管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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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余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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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等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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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完成省部级以上科研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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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国家领导人批示 2次，省部级领导批示 4次，国家级

内参刊发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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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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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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篇决策咨询建议被

国家部委、省市政府批示采纳。

谢志平 主 任

东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主任，副教授，硕

士生导师，湖北汉川人。先后获武汉大学法学学士、硕士，复

旦大学管理学博士。在《光明日报》《政治学研究》《公共行

政与人力资源》《武汉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专业论文二十余

篇，有论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和《人大复印资料》转载。

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辽宁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辽

宁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辽宁省社科联研究项目等七项，有

课题结项获评优秀。出版学术专著一部，主编教材四部，其中

独立编著《行政管理学》（经济科学出版社）获评十二五国家

规划教材（网络教育系列），主讲《行政管理学》获评教育部国家精品课程（网络教

育系列）。东北财经大学“师德模范”、“十大最有影响力恩师”“优秀共产党员”

等称号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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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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与区域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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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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