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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制表

学位授予单位
（盖章）

名称：重庆大学

代码：10611

申请一级学科
名称：公共管理

代码：1204

本一级学科
学位授权类别

□博士二级

■硕士一级 □ 硕士二级

□博士特需项目

□无硕点



 

说  明
 

一、单位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编、北京大学出

版社2004年3月出版的《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管

理信息标准》中的代码填写。

二、学科门类名称、一级学科名称及其代码、专业学位类别

名称及其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2011年颁布的《学

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填写。

三、除另有说明外，本表填写中涉及的人员均指人事关系隶

属本单位的在编人员以及与本单位签署全职工作合同（截至

2016年12月31日合同尚在有效期内）的专任教师（含外籍教师

），兼职人员不计在内；表中涉及的成果（论文、专著、专利、

科研奖项、教学成果等）均指署名第一单位获得的成果。

四、本表中的学科方向参考《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一级学科

简介》中本学科的学科方向填写，填写数量根据本一级学科点申

请基本条件所要求的学科方向数量确定。

五、除另有说明外，所填报各项与时间相关的内容均截至

2016年12月31日，“近五年”的统计时间为2012年1月1日至

2016年12月31日。

六、本表中的科研经费应是本学科实际获得并计入本单位财

务账目的经费。

七、本表不能填写任何涉密内容。涉密信息请按国家有关保

密规定进行脱密，处理至可以公开后方可填写。

八、本表请用A4纸双面打印，左侧装订，页码依次顺序编排

。封面及填表说明不编页码。本表复制时，必须保持原格式不变

。本表封面之上，不得另加其他封面。

九、本学科获得学位授权后，本表格将做为学位授权点专项

评估的材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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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学科简介与学科方向

I-1  学科简介

    公共管理是重庆大学建设“双一流”大学、发挥咨政育人作用的重要支撑学科，是重庆市重点学科。1995年
开设行政管理本科专业；拥有公共管理一级学科硕士点、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授权点；2013年设立公
共经济与公共政策二级学科博士点，形成了本-硕-博贯通一体的公共管理人才培养体系。
    1.特色
    研究方向稳定。已形成地方政府治理、行政管理、社会保障、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等学科方向。
    区域研究特色突出。围绕西部地区重大政策问题展开研究，有20余项咨政报告获得转化或应用；拥有重庆大
学首个文科省级协同创新中心——地方政府治理重庆市2011协同创新中心。
    学科交叉特色鲜明。围绕公共政策和公共经济推进学科交叉，拥有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公
共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入选中国智库索引首批来源智库；并承担了1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
攻关项目、2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学术型和应用型并重互动的人才培养特色明显。是重庆市首家本-硕-博贯通的公共管理学术人才培养单位
；拥有重庆市干部教育培训基地、重庆市公务员培训基地，形成了党政干部学员参与重要科研项目、科研成果用
以培训党政干部的双向互动机制。
    2.优势
    学科排名全国前列。在教育部第三轮学科评估中，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全国排名第10位（并列）；同时，中国
科学评价研究中心（RCCSE）、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和武汉大学中国教育质量评价中心
（ECCEQ）等联合发布报告显示重庆大学公共管理硕士（MPA）排名全国第五。
    研究平台较高。拥有重庆市2011协同创新中心、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是重庆大学“十三五规
划”重点发展学科，重庆大学“双一流”建设支持学科。
    研究实力突出。在编专任教师达54人，教授17人，博士学位比例达87%；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发表论文
340篇，获省部级奖励20多项，获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国家级项目30多
项，学科方向带头人及骨干全部主持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科研经费2531万元，纵向经
费占比2/3。
    3.社会需求
    当前西部公共管理领域面临不少难题：政府治理手段单一，治理能力与东部差距较大，多元主体参与不足
，治理体系需要完善；行政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面临诸多瓶颈，干部素质亟待提高；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
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均高于全国；生态脆弱、贫困程度深，对接“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等战略举措不够。
    以上急待从地方政府治理、行政管理、社会保障、公共政济与公共政策等视角给予理论分析和提供现实解决
方案。作为西部唯一的直辖市，重庆当前尚无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博士点，迫切需要设立来强化重大战略问题研究
、培养高层次人才，破解上述难题，引领公共管理学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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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学科方向按照各学科申请基本条件的要求填写。

I-2  学科方向与特色

学科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领域、特色与优势（限200字）

地方政府治理

主要领域：社会治理、政府治理及绩效、经济治理、智库等。特色优势：一是
与政府部门有长期、紧密的合作；二是有重庆大学首个文科省级协同创新中心
——重庆市2011地方政府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协同单位有多家政府部门及高校
；三是有比较优势，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8项，国
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项，发表CSSCI论文50余篇；方向带头人及骨干均有
高水平论文发表，都主持过国家级课题。教授 4人，博士生导师3人。

行政管理

主要领域：公共行政、公共人力资源管理、文化行政等。特色优势：一是具有
长达22年的专业积累，已培养本方向学术型研究生1000余人；二是在公共人力
资源管理方面具有影响力，参与中组部、国家公务局的人才招录选拔和科学研
究；三是国内外学术影响不断扩大。承担国家级课题5项，学术带头人及骨干
均承担有国家级项目，发表CSSCI论文50余篇，获省部级教学或科研奖励7项。
研究团队梯队完善，现有教授4人，其中博士生导师3人。

社会保障

主要领域：城乡社会保障、老年社会保障、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社会政策及责
任等。特色优势：一是注重围绕西部特殊地区（农村）和特殊群体的社会保障
与政策开展实证研究；二是依托重庆大学中国公共服务评测与研究中心校级平
台，综合运用管理学、法学、经济学等跨学科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有系列成
果；三是研究实力突出。现有教授4人，其中博士生导师2人。共承担国家社科
基金4项，发表CSSCI论文50余篇，出版著作4部。

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

主要领域：人口、资源、环境经济、产业发展及政策、地方财政政策、区域发
展政策等。特色优势：一是学科交叉特色，注重运用公共经济学、数量经济学
、公共管理等理论方法进行研究；二是注重定量方法对公共政策问题的实证研
究；三是拥有“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二级学科博士点和省级人文社科重点研
究基地，教授5人，博士生导师3人。共承担国家级课题10余项，其中包括教育
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项目1项，发表CSSCI论文60余篇，专著6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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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3  支撑学科情况

I-3-1  本一级学科现有学位点情况

学位点名称 授权层次类别 学位点名称 授权层次类别

1204-公共管理 硕士一级 公共管理 专业硕士（MPA）

I-3-2  与本学科相关的学位点情况（含专业学位类别）

学位点名称 授权层次类别 学位点名称 授权层次类别

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 博士二级 0202-应用经济学 博士一级

0301-法学 博士一级 0201-理论经济学 硕士一级

1201-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士一级 0402-心理学 硕士一级

1202-工商管理 博士一级 0352-社会工作 硕士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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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海外经历”是指在境外高校/研究机构获得学位，或在境外高校/研究机构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时间3个月以上。

2. “导师/博导人数”仅统计具有导师/博导资格且2016年12月31日仍在指导研究生的导师，含在外单位兼职担任导

师/博导人员。

 

注： “资助时间”不限于近5年内，可依据实际资助情况填写历次资助时间。

Ⅱ  师资队伍

II-1 专任教师基本情况

专业技术职务 人数
合计

35岁
及以下

36至
40岁

41至
45岁

46至
50岁

50至
55岁

56至
60岁

61岁及
以上

博士学
位教师

海外经
历教师

外籍
教师

正高级 17 0 2 3 3 6 0 3 14 11 0

副高级 21 4 8 6 2 1 0 0 19 11 0

中 级 16 10 1 5 0 0 0 0 14 3 0

其 他 0 0 0 0 0 0 0 0 0 0 0

总 计 54 14 11 14 5 7 0 3 47 25 0

最高学位非本单位人数（比例） 导师人数（比例） 博导人数（比例）

35 人   ( 64.81 % ) 38 人   ( 70.37 % ) 11 人   (  20.37 % )

II-2  省部级及以上教学、科研团队（限填5个）

序
号 团队类别 团队名称 带头人

姓名 资助时间 所属学科

1 重庆市 省级创新团队 地方政府治理协同创新
中心

孟卫东、张邦
辉 201503 1204-公共管理

2 重庆市 省级创新团队 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研
究中心 刘渝琳 200312 1204-公共管理

3 重庆大学 重庆大学中国公共服务
与评测研究中心 张邦辉 201405 1204-公共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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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3  各学科方向学术带头人与学术骨干（按各学科申请基本条件要求填写，每个方向不少于3人）

方向名称 地方政府治理 专任教师数 10 正高职人数 4

序号 姓名 年龄（岁
）

最高学
位

专业技术
职务

学术头衔或人才
称号

国内外主要学术
兼职

培养博士生 培养硕士生

招生 授学位 招生 授学位

1 陈升 42 博士 正高级 重庆大学高层
次引进人才;

清华大学客座
研究员；重庆
市人民政府应
急管理专家组
特聘专家

4 0 18 6

2 彭小兵 41 博士 正高级 无;

重庆市突发事
件卫生应急专
家咨询委员会

委员

2 0 19 17

3 曹跃群 41 博士 正高级 无;

国家社科基金
委评审专家、
国家发改委服
务员专家委员
会委员、重庆
市深改办项目

组专家

2 0 7 3

4 杨宝 31 博士 副高级 无;

重庆市社科联
青年咨政专家
，中国人民大
学非营利组织
研究所兼 职

研究员

0 0 13 4

方向名称 行政管理 专任教师数 18 正高职人数 5

序号 姓名 年龄（岁
）

最高学
位

专业技术
职务

学术头衔或人才
称号

国内外主要学术
兼职

培养博士生 培养硕士生

招生 授学位 招生 授学位

5 李 志 52 博士 正高级
重庆市高校优
秀中青年学术

骨干;

国家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
职业培训专家
；重庆市机构
编制执行情况
评估专家；重
庆市心理学会
副理事长

4 0 121 113

6 罗 章 53 博士 正高级 无;

中华人力资源
研究会常务理

事,美国
ASPA会员

3 0 76 71

7 贺芒 46 博士 正高级 重庆市首批文
化人才;

重庆市行政管
理学会理事 0 0 30 15

8 王睿 34 博士 副高级 无; 重庆可持续发
展研究院专家 0 0 3 1

方向名称 社会保障 专任教师数 11 正高职人数 4

序号 姓名 年龄（岁
）

最高学
位

专业技术
职务

学术头衔或人才
称号

国内外主要学术
兼职

培养博士生 培养硕士生

招生 授学位 招生 授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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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请按表I-2所填学科方向名称逐一填写

2.“学术头衔或人才称号”填写“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等，一人有多项“学术

头衔或人才称号”或多项“国内外主要学术兼职”的，最多填写两项。

3.“培养博士生/硕士生”（包括在外单位兼职培养的研究生）均指近五年的招生人数和授予学位人数。

9 张邦辉 51 博士 正高级
重庆市有突出
贡献中青年专

家;

中国行政管理
学会理事、中
国政治学会理
事、重庆市行
政管理学会常
务理事、重庆
市政治学会副
会长、重庆市
社会保障监督
委员会委员

4 0 24 19

10 杨代福 39 博士 正高级 无; 中国软科学研
究会理事 0 6 3

11 冉戎 39 博士 副高级 无; 重庆市社科联
青年咨政专家 1 0 13 6

12 肖云 61 学士 正高级 无;
全国政法院校
经济法学协会

理事
0 0 30 25

方向名称 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 专任教师数 15 正高职人数 5

序号 姓名 年龄（岁
）

最高学
位

专业技术
职务

学术头衔或人才
称号

国内外主要学术
兼职

培养博士生 培养硕士生

招生 授学位 招生 授学位

13 刘渝琳 51 博士 正高级
教育部“新世
纪优秀人才支
持计划”;

国家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
职业培训专家

9 7 39 34

14 陈立泰 47 博士 正高级 无;
重庆市技术经
济和管理现代
化协会理事

3 0 35 24

15 蒲艳萍 52 博士 正高级 无; 重庆市财政学
协会理事 1 0 23 25

16 谭志雄 36 博士 副高级 无; 重庆市社科联
青年咨政专家 0 0 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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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4 各学科方向学术带头人与学术骨干简况

学科方向名称 地方政府治理

姓名 陈升 性别 男 年龄(岁) 42 专业技术
职务 正高级 学术头衔

重庆大学
高层次引
进人才;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

间）

博士 重庆大学，技术经济及管
理，200506

所在院系 公共管理学院

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
）简介

研究领域为政府治理、政府治理绩效、应急管理、发展规划等。清华大学博士后，重庆市
人民政府应急管理专家组特聘专家，国家重大改革项目首席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评议专家，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国家高端智库（试点）—清华大
学国情研究院客座研究员。主持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项、国家社科重点项目1项，国
家发改委项目2项，省部级项目13项，发表论文40余篇，其中权威和重要期刊9篇；引用率
超过300次，出版专著2部；撰写2份调查报告，被国家发改委采纳。获重庆市发展研究奖
二等奖，获省部级以上领导批示，论文《智库影响力及其影响机理研究》入选“全国5篇
智库研究重要成果”。

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
3项）

成果名称（获奖、论文、专著、专
利、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精准扶贫绩效及其影响因素：基
于东中西部的案例研究

中国行政管理，P88-93，他引
6次 2016-09 第一作者

县级政府灾后重建能力与绩效的
纵向变化研究

公共管理学报，P38-48，140-
141， 他引1次 2014-07 第一作者

智库影响力及其影响机理研究
——基于39个中国智库样本的实

证研究

科学学研究，P1305-1312，他引
13次 2015-09 第一作者

目前主持的主要科研项
目（限3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重点项目
我国中长期规划决策机制及方法
论研究：基于五年规划实施绩效

视角

201507
-

201706
3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高效减灾与重建：灾害冲击与灾
后重建绩效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
机制研究——基于灾害周期的视

角

201512
-

201812
60

国家发改委重点招标项目 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管理方式
研究

201410
-

201502
25

近五年主讲课程情况
（限3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
对象

201402-201606 政府治理前沿专题 64 博士研究
生

201302-201306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32 本科生

201502-201706 公共管理经典文献选读 32 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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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方向名称 地方政府治理

姓名 彭小兵 性别 男 年龄(岁) 41 专业技术
职务 正高级 学术头衔 无;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

间）

博士 重庆大学，技术经济及管
理，200406

所在院系 公共管理学院

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
）简介

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治理与公共政策等。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问学者；重庆市社会
科学专家库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通讯评审专家，国家留学基金项目通讯评审专家
，重庆市突发事件卫生应急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主持国家级、省部级课题10余项，发表
论文60余篇，出版专著4部、教材1部，省部级科研获奖3项。首批重庆市高等学校青年骨
干教师资助计划获得者，获得重庆大学“先进工作者”称号、重庆大学“优秀青年教师奖
”、重庆大学“黄尚廉院士青年创新奖”。承担《管理学》、《社会管理创新》（本科生
）、《公共政策分析》（研究生）、《公益慈善事业管理》（本科生）、《公益慈善与社
会发展》（通识与素质教育选修课）等课程的教学。

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
3项）

成果名称（获奖、论文、专著、专
利、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城市房屋拆迁研究：利益博弈与
政策设计 电子工业出版社，印数3000册 2016-04 第一作者

邻避效应向环境群体性事件转化
的机理研究——以四川什邡事件

为例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P78-89，
他引9次 2014-11 第一作者

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治理——借力
社会组织“诉求-承接”的视角 社会科学家，P14-19 2016-09 第一作者

目前主持的主要科研项
目（限3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基于邻避效应涌现机制的环境群
体性事件产生机理与治理研究

201601
-

201912
35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青年基金项目

邻避运动、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演
变及防治研究：借力社会组织

“诉求-承接”的视角

201305
-

201512
8

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一般
项目

三峡库区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金融
支持模式创新研究

201307
-

201506
1.5

近五年主讲课程情况
（限3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
对象

201503-201605 社会管理创新 16 本科生

201203-201606 公共政策分析 160 硕士研究
生

201210-201612 管理学 240 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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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方向名称 地方政府治理

姓名 曹跃群 性别 男 年龄(岁) 39 专业技术
职务 正高级 学术头衔 无;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

间）

博士 重庆大学，技术经济及管
理，200812

所在院系 公共管理学院

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
）简介

主要研究领域为经济治理与政策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主持世界银行项目2项
，主持重庆市社科基金项目、市发改委等规划研究项目40余项。公开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
，代表性论文主要发表在《管理世界》、《经济学季刊》、《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经济科学》、《统计研究》等刊物上。专著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科学出版社公开出
版。先后奖得重庆市科技进步奖1次、重庆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奖3次等，科研成果被新华
通讯社转载。兼任国家社科基金委评审专家、国家发改委服务员专家委员会委员、重庆市
深改办项目组专家、市级多个部门和区县的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

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
3项）

成果名称（获奖、论文、专著、专
利、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公共政策背景下农业资本投入运
行机制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印数3000
册 2014-01 第一作者

关于优化大都市区四大类工业品
市场布局的建议 重庆市发展研究奖二等奖 2015-01 第一作者

中国省际资本服务测算：概念、
框架和指数构建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P35-
50，他引11 次 2013-12 第一作者

目前主持的主要科研项
目（限3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西部项目 我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时空演变
及优化路径研究

201306
-

201412
18

重庆市发改委软科学研究计划项
目

重庆核心区、拓展区四类工业品
市场布局方案

201308
-

201312
24

重庆市科委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 重庆市R&D投入与产业发展关系
及路径研究

201211
-

201311
10

近五年主讲课程情况
（限3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
对象

201509-201601 公共经济与政府治理 48 硕士研究
生

201409-201501  财政金融理论与政策 48 硕士研究
生

201402-201407 应用经济学 48 博士研究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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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方向名称 地方政府治理

姓名 杨宝 性别 男 年龄(岁) 31 专业技术
职务 副高级 学术头衔 无;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

间）

博士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
，201206

所在院系 公共管理学院

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
）简介

研究领域为社会治理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项《社会服务方式创新的模式选择
及其理论建构》，主持省部级重大科研项目1项《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管理的路径与战略
研究》（重大决策咨询项目），主持《重庆市精准扶贫、定向扶贫研究》、《志愿服务组
织发展实证研究》、《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发展规律及管理策略研究》等一般省部级
项目3项，主持地方政府部门项目等3项，科研经费累计到位50多万元。在《VOLUNTAS》、
《中国行政管理》、《公共管理学报》、《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等SSCI、CSSCI期刊发表
学术论文10多篇。研究成果获得民政部二等奖，撰写两份决策建议分别被省部级领导肯定
性批示多次。

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
3项）

成果名称（获奖、论文、专著、专
利、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Alienation of Civic
Engagement in China? -- Case
Studies on Social Governance

in Hangzhou

VOLUNTA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oluntary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SSCI），P2150

-2172，他引1次

2016-10 第一作者

社区自治中的内生惩罚：自主组
织规制搭便车行为的策略研究

中国行政管理，P 74-78，他引
1次 2016-05 第一作者

政社合作与国家能力建设：基层
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考察

公共管理学报，P 51-
59，141，他引15次 2014-02 第一作者

目前主持的主要科研项
目（限3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青年项目 社会服务方式创新的模式选择及
其理论建构

201306
-

201612
18

重庆市重大决策咨询研究课题 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管理的路径
与战略研究

201306
-

201406
6

国家民政部“中国社会组织与管
理”理论研究部级课题 志愿服务组织发展实证研究

201505
-

201510
1

近五年主讲课程情况
（限3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
对象

201509-201706 非营利组织管理 96 本科生

201009-201701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48 硕士研究
生

201303-201706 社会学 240 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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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方向名称 行政管理

姓名 李志 性别 男 年龄(岁) 52 专业技术
职务 正高级 学术头衔

重庆市高
等学校优
秀中青年
学术骨干

;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

间）

博士 西南大学，发展与教育心
理学，200806

所在院系 公共管理学院

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
）简介

研究领域为公共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公共政策参与等。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省
部级重大招标项目、重大决策咨询项目等省部级以上课题20余项，主持企事业单位人力资
源开发与管理项目60余项，科研成果获得省部级奖励11项，其中一等奖3项。出版《三峡
库区人力资源开发》《人才资源开发与管理实证研究》等多部学术著作，在《中国行政管
理》、《国家行政学院学报》、《Chinese Management Studies》（SSCI）等学术期刊发
表CSSCI/SSCI论文60余篇。学术论文被引用3430多次，下载105800多次，近10篇论文被中
国人民大学图书复印资料全文复印。多篇决策建议被重庆市领导肯定性批示。

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
3项）

成果名称（获奖、论文、专著、专
利、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公民网络政策参与的制度沟通及
其实现路径——基于2015年网络

六大舆情的分析

中国行政管理，P115-119，他引
2次 2016-06 第一作者

国外“从福利到工作”福利政策
的发展趋势及启示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P118-122，
他引1次 2013-04 第一作者

重庆市全面提升大学生综合素质
与实践能力研究（专著） 重庆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二等奖 2015-01 第一作者

目前主持的主要科研项
目（限3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一般项目 中国“制造业强国”需求的技能
人才队伍建设及保障机制研究

201305
-

201602
18

重庆市重大决策咨询研究课题 重庆市高素质法治人才队伍建设
研究

201512
-

201712
8

国家公务员局特别委托课题 基于公务员考生面试技巧的识别
与控制研究

201611
-

201712
10

近五年主讲课程情况
（限3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
对象

201209-201612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 216 硕士研究
生

201202-201609 绩效与薪酬管理 200 本科生

201209-201603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292
博士研究
生、 硕
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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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方向名称 行政管理

姓名 罗章 性别 女 年龄(岁) 53 专业技术
职务 正高级 学术头衔 无;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

间）

博士 西南大学，教育学
，200806

所在院系 公共管理学院

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
）简介

研究领域为行政管理、公共服务、文化发展等。主持省部级重大决策咨询课题4项，主持
市政协重大理论研究课题与地方“13.5”规划等项目3项。五年间在CSSCI期刊发表学术论
文6篇，人大复印资料全文索引1篇；在EI上发表文章3篇；另外3篇论文入选国际会议论文
并作主题发言。近5年先后获得“宝钢教育基金”全国优秀教师、公共管理硕士（MPA）全
国优秀教师、公共管理硕士（MPA）全国优秀案例奖、重庆大学“最受欢迎教师”提名奖
、重庆大学2015届优秀本科毕业设计指导奖、重庆大学“科技园丁奖”等荣誉。

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
3项）

成果名称（获奖、论文、专著、专
利、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赋能领导力：地方治理中政府领
导力结构的关键要素

人大复印资料《管理科学》
，P11-15，他引2次 2014-12 第一作者

民族乡村旅游开发中的三组博弈
关系及其改善——以贵州X苗寨

为例
社会科学家，P83-98，他引2次 2015-09 第一作者

Analysis of decision
discourse on state
governance in China

proceedings

2015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15-10 第一作者

目前主持的主要科研项
目（限3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重庆市重大决策咨询研究课题 基于非均衡发展的地方政府公共
服务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201306
-

201506
6

重庆市重大决策咨询研究课题 重庆地方政府治理能力指标体系
建构研究

201404
-

201412
6

重庆市重大决策咨询研究课题 国内外文化产业发展及重庆应对
研究

201405
-

201602
8

近五年主讲课程情况
（限3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
对象

201603-201611    Public Administration 96 硕士研究
生

201209-201612   公共政策学 216 本科生

201603-201612 社会科学研究前沿 96 博士研究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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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方向名称 行政管理

姓名 贺芒 性别 女 年龄(岁) 47 专业技术
职务 正高级 学术头衔 无;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

间）

博士 四川大学，中国现当代文
学，200906

所在院系 公共管理学院

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
）简介

研究领域为网络公共行政、文化行政管理、公共文化服务等。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
究规划基金1项；重庆市社科规划办项目2项；主持重庆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重大决策咨询
项目1项；主持重庆市沙坪坝区科委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1项。近五年间在CSSCI期刊发表
学术论文12篇；出版1部学术著作。《重庆市文化强市路径研究报告》进入《重庆市社会
科学项目成果提要》（2014），重庆市沙坪坝区科委软科学项目研究报告《创新文化的培
育与沙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研究》结论被重庆市经信委部分采纳，被沙坪坝区经信委全
部采纳。研究报告《重庆市农民工城市文化融合机制研究》，受到重庆市有关部门的关注
，被推荐参加重庆市青年人才论坛。

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
3项）

成果名称（获奖、论文、专著、专
利、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后现代语境下公共行政话语解构
研究——以网络公共事件中的流

行话语符号为例

中国行政管理，P87-91，他引
2次 2015-05 第一作者

网络环境下行政“公共性”意义
建构的符号学思考

中国行政管理，P67-70，他引
2次 2013-02 第一作者

后现代话语的接受模式及现实困
境——以公共政策话语为例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P68-71，他引2次 2012-03 第一作者

目前主持的主要科研项
目（限3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一般项目

网络环境下基于符号学的行政
“公共性”建构

201202
-

201406
9

重庆市重大决策咨询 研究课题 重庆市文化强市路径研究
201305

-
201403

6

重庆市社科规划 一般项目 网络公共事件中强化政府公信力
的话语符号建构路径研究

201412
-

201512
1.5

近五年主讲课程情况
（限3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
对象

201409-201612 公共组织概论 96 本科生

201309-201412 社会工作伦理 64 硕士研究
生

201209-201312 公务文书 64
本科生、
硕士研究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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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方向名称 行政管理

姓名 王睿 性别 男 年龄(岁) 34 专业技术
职务 副高级 学术头衔 无;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

间）

博士 重庆大学，技术经济及管
理，201012

所在院系 重庆大学发展研究中心

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
）简介

研究领域为行政体制机制、发展政策设计、人才政策等。作为负责人主持研究国家发改委
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科技部研究项目等国家级、省部级等科研项目近20项。公开发表论
文10余篇，由商务印刷出版社等出版专著1部，参编3部。民政部研究奖、重庆市发展研究
奖三等奖2项。目前主讲《区域发展专题》、《SPSS应用方法》、《电子政务》等课程。

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
3项）

成果名称（获奖、论文、专著、专
利、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西部地区向西开放总体战略构想
研究 中国软科学，P74-83，他引29次 2013-04 第一作者

农村小额信贷激励机制研究:进
展、局限与启示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P44-50，他引12次 2012-06 第一作者

关于加快两江新区发展的意见建
议 重庆市发展研究奖三等奖 2012-09 第一作者

目前主持的主要科研项
目（限3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国家发改委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 扩大内陆地区对内对外开放体制
研究

201607
-

201707
8

国家民政部委托项目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农村专业经济
协会发展与运行机制研究

201202
-

201205
1

国家发改委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 西部地区设立人才开发基金问题
研究

201605
-

201705
10

近五年主讲课程情况
（限3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
对象

201509-201612 区域发展与公共政策 64 硕士研究
生

201209-201212 电子政务 32 本科生

201409-201512 SPSS应用方法 128 硕士研究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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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方向名称 社会保障

姓名 张邦辉 性别 男 年龄(岁) 51 专业技术
职务 正高级 学术头衔

重庆市有
突出贡献
中青年专

家;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

间）

博士 重庆大学，环境与资源保
护法学，201006

所在院系 公共管理学院

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
）简介

研究领域为农村社会保障、老年社会保障、最低生活保障等。现任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我校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二级学科博士生导师。作为负责人主持
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重庆市重大决策招标项目、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等国家
级、省部级等科研项目近20项。公开发表论文40余篇，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专著
1部，作为副主编出版教材1部，参编2部。获全国统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重庆
市科学技术奖科技进步奖二等奖、重庆市第八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重庆市发展研
究奖二等奖等省部级奖励和表彰。目前主讲《公共政策分析》、《社会保障专题》、《社
会政策》、《宪法学》等课程。

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
3项）

成果名称（获奖、论文、专著、专
利、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社会保障的政府责任研究（专著
）

重庆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社会科
学著作类二等奖 2014-03 第一作者

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及其治理
对策研究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P200-206，他引1次 2016-02 第一作者

发展型社会政策视角下的重庆市
社会救助体系完善研究 咨询报告 2016-01 第一作者

目前主持的主要科研项
目（限3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一般项目 劳动力流出地农村老年人养老保
障的制度研究

201406
-

201706
18

唐仲英基金项目 公益促进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完善
的实践研究

201605
-

201905
93

重庆市社科规划特别委托项目 城乡统筹视域下的我市农村社会
保障体系研究

201205
-

201305
3

近五年主讲课程情况
（限3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
对象

201402-201407 公共政策分析 48 硕士研究
生

201409-201501 社会保障专题 48 博士研究
生

201509-201601 社会政策 32 硕士研究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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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方向名称 社会保障

姓名 杨代福 性别 男 年龄(岁) 39 专业技术
职务 正高级 学术头衔 无;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

间）

博士 武汉大学，行政管理
，200806

所在院系 公共管理学院

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
）简介

研究领域为社会政策及工具等。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二级学科博士生导师。共主持国家社
会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中央高校基本业务费项目等科研项
目4项，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项目、重庆市重大决策咨询招标课题、武汉市晨光计划软科学研究孵化器建设项目等项目
7项。公开发表论文20余篇，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专著1部，参译著作1部。多篇论
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管理科学》全文转载。目前主讲《公共政策》、《社
会管理创新》、《政府绩效管理》等课程。

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
3项）

成果名称（获奖、论文、专著、专
利、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政策工具选择研究：基于理性与
政策网络的视角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总印数
3000册 2016-04 第一作者

西方政策创新扩散研究的最新进
展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P122-126，
他引1 次 2016-01 第一作者

社会政策执行力及其影响因素的
定量分析

社会主义研究，P100-108，他引
1次 2016-04 第一作者

目前主持的主要科研项
目（限3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一般项目 我国社会治理创新扩散理论建构
与实证研究

201406
-

201706
20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青年基金项目 中国政策工具创新及其扩散研究

200912
-

201212
5

中央高校基本业务费项目 提升我国地方政府社会政策执行
力实证研究——以重庆市为例

201207
-

201407
3

近五年主讲课程情况
（限3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
对象

201402-201407 公共政策 48 本科生

201609-201612 社会管理创新 32 本科生

201502-201507 政府绩效管理 32 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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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方向名称 社会保障

姓名 冉戎 性别 男 年龄(岁) 39 专业技术
职务 副高级 学术头衔 无;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

间）

博士 重庆大学，技术经济及管
理，201006

所在院系 公共管理学院

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
）简介

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责任等。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二级学科博士生导师，兼任重庆市社科
专家、重庆市青年咨政专家和市人资局咨询专家。近年来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1项，重
庆市重大决策咨询项目1项，重庆市重庆经济体制改革课题1项，中央高校基金重点课题
1项，重庆市教委人文社科项目1项，参研其它国家和省部级10余项。在中英文学术期刊发
表论文2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1部，教材1部。目前主讲《统计学》、《福利经济学》、《
财政与税收》、《高级微观经济学》等课程。

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
3项）

成果名称（获奖、论文、专著、专
利、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A competitive study on
effective use of human
resources in china‘s

provinces

ACTA
OECONOMICA（SSCI），P187-

196，他引1次
2015-12 通讯作者

An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input–output

efficiency of human
resource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CTA
OECONOMICA（SSCI），P197–20

7，他引1次
2015-12 通讯作者

非政府组织关联、责任战略延续
性与融资约束

南开管理评论，P178-192， 他
引1 次 2016-06 第一作者

目前主持的主要科研项
目（限3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西部项目 非政府组织促进我国社会责任建
设的路径研究

201206
-

201506
15

重庆市发改委重大经济体制改革
研究计划项目

不同功能区统筹城乡改革路径及
任务研究之一：都市功能拓展区

改革路径及任务

201403
-

201503
12

重庆市发改委重大经济体制改革
研究计划项目

社会事业优质服务资源城乡互动
机制研究

201110
-

201310
12

近五年主讲课程情况
（限3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
对象

201402-201407 统计学 48 本科生

201502-201507 财政与税收 32 本科生

201609-201612 高级微观经济学 48 硕士研究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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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方向名称 社会保障

姓名 肖云 性别 女 年龄(岁) 61 专业技术
职务 正高级 学术头衔 无;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

间）

学士 南充师范学院，政治历史
，198006

所在院系 马克思主义学院

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
）简介

研究领域为农民工社会保障、弱势群体就业保障、养老服务、社区服务等。作为负责人主
持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等国
家级、省部级等科研项目近10项。公开发表论文50余篇，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专著
1部，参编1部。重庆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等奖三等奖一项。目前主讲《社会保障法制专题
》、《社会保障》、《劳动法》等课程。

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
3项）

成果名称（获奖、论文、专著、专
利、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区融入主观
判断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重
庆市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数据的分

析

城市问题，P91-99，他引2 次 2015-04 第一作者

优势视角下失独老人的养老困境
及相应对策

人口与发展，P1007-112，他引
45次。 2014-01 第一作者

高龄老人入住养老机构意愿 西北人口，P29-30,35，他引
28次 2012-02 第一作者

目前主持的主要科研项
目（限3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一般项目 我国失能老人多元需求分析与长
期照护服务体系的构建

201206
-

201412
15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一般项目

扶贫开发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
度有效衔接研究

201101
-

201301
6

重庆市社科规划研究项目 重点
项目

重庆城乡社区服务发展中的差异
与社区服务体系的构建研究

201212
-

201409
3

近五年主讲课程情况
（限3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
对象

201402-201407 社会保障法制专题 48 硕士研究
生

201409-201501 社会保障 48 本科生

201509-201601 劳动法 32 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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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方向名称 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

姓名 刘渝琳 性别 女 年龄(岁) 51 专业技术
职务 正高级 学术头衔

教育部
“新世纪
优秀人才
支持计划

”;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

间）

博士 重庆大学，技术经济及管
理，200606

所在院系 公共管理学院

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
）简介

主要研究领域为从事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宏观经济政策分析等。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副院长，澳大利亚Monash大学访问学者、 美国Missouri-Columbia大学高级访问学者、美
国Geroge Mason University高级研究学者，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
才计划获得者，重庆市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重庆市宣传文化首批“五个一批”人才
（理论类）获得者，担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自然基金项目”等评审专家；主
持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项目30多项，其中：国家级科研项目7项。在《管理世界》、《数
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金融研究》、《中国软科学》、《中国管理科学》、《管理工
程学报》等高水平期刊发表论文近30篇；在国外期刊发表论文5篇；多篇论文被《新华文
摘》、《人大复印资料》转载以及被EI、ISTP检索。承担博士生《制度经济学》、硕士生
《计量经济学》、本科生《计量经济学》等课程教学工作，教学效果良好。

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
3项）

成果名称（获奖、论文、专著、专
利、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防范“贫困化增长” 商务印书馆，印数3000册 2014-11 第一作者

基于通货膨胀和风险偏好视角的
资产配置研究

中国管理科学，P46-53， 他引
1次 2016-05 第一作者

政府优惠政策对区域经济发展影
响的双门槛效应研究 中国软科学，P87-99，他引8次 2012-11 第一作者

目前主持的主要科研项
目（限3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重大攻关项目 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研究

201311
-

201712
80

国家发改委重大招标项目 西部地区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
势体制与政策研究

201206
-

201706
1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防范贫困化增长FDI评价与优化
机制研究

201101
-

201412
23

近五年主讲课程情况
（限3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
对象

201409-201501 制度经济学 32 博士研究
生

201203-201206 人口经济学 32 硕士研究
生

201603-201606 高级计量经济学 32 硕士研究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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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方向名称 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

姓名 陈立泰 性别 男 年龄(岁) 47 专业技术
职务 正高级 学术头衔 无;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

间）

博士 四川大学，政治经济学
，200506

所在院系 公共管理学院

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
）简介

主要研究领域为产业经济、区域发展政策、公共政策等，担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审专家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评审专家、教育部博士点专项基金项目评审专家、教育部
学位中心通讯评议专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省部级项目5项，在《管理世界》、
《科研管理》等高水平期刊发表论文多篇。承担本科生《新生研讨课——全球化与中国经
济发展》、《区域经济学》、《跨国公司经营与管理》等课程；研究生《金融学前沿专题
》；《国际经济与贸易前沿专题》；《经济学研究方法 》等课程教学工作，教学效果良
好。

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
3项）

成果名称（获奖、论文、专著、专
利、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西部地区服务业集聚与城镇化互
动发展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印数
1000册 2015-10 第一作者

环境约束下的中国城镇化效率及
其影响因素研究 科研管理，P178-186，他引15次 2014-11 第一作者

创新单元对区域创新的贡献研究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P92-
99，他引3次 2012-06 第一作者

目前主持的主要科研项
目（限3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一般项目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长江经济带城
市群联动发展研究

201506
-

201812
18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西部项目 西部地区服务业集聚与城镇化互
动发展研究

201107
-

201307
12

其它部门人文社科及软科学项目 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获批重大机
遇研究

201610
-

201712
21.8

近五年主讲课程情况
（限3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
对象

201409-201501 金融学前沿专题 32 硕士研究
生

201509-201601 政治经济学专题 32 硕士研究
生

201603-201606 国际经济与贸易前沿专题 32 硕士研究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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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方向名称 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

姓名 蒲艳萍 性别 女 年龄(岁) 51 专业技术
职务 正高级 学术头衔 无;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

间）

博士 重庆大学，技术经济及管
理，200706

所在院系 公共管理学院

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
）简介

主要研究领域为地方财政金融政策、劳动经济与就业政策等。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
项目1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项，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等省部级项目多项
，主持重庆市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重点项目1项；在《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中国经济问题》、《经济学家》等高水平期刊
上发表论文60余篇，独立出版专著3部，合作出版《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
经济学理论与实践》、《西方经济学》等教材四部；获重庆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及重庆
市发展研究奖等省部级奖6项；承担《微观经济学》、《高级微观经济学》、《公共经济
学》等本科、硕士与博士研究生课程教学工作。

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
3项）

成果名称（获奖、论文、专著、专
利、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中国资本投资效率及其影响因素
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印数
2000册 2016-10 第一作者

西部农村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与
对策——新农村建设新问题研究 科学出版社，印数2000册 2012-02 第一作者

西部农村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与
对策——新农村建设新问题研究

重庆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类
三等奖 2014-03 第一作者

目前主持的主要科研项
目（限3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重点项目 多态叠加下的中国劳动力市场新
表现与新挑战研究

201507
-

201812
3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一般项目 我国资本投资效率研究
201207

-
201512

15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一般项目

西部地区农民持续增收模式与机
制研究——基于农村经济可持续

发展的视角

201202
-

201509
9

近五年主讲课程情况
（限3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
对象

201209-201612 公共经济学 160 博士研究
生

201203-201306 高级微观宏观经济学 96 硕士研究
生

201209-201612 微观经济学 56 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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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本表填写表II-3中所列人员的相关情况，每人限填一份，人员顺序与表II-3一致。本表可复制。

2.“近五年代表性成果”仅限填写本人是第一作者（第一专利权人等）或通讯作者的情况，成果署名单位不限。

学科方向名称 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

姓名 谭志雄 性别 男 年龄(岁) 36 专业技术
职务 副高级 学术头衔 无;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

间）

博士 重庆大学，技术经济及管
理，201106

所在院系 公共管理学院

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
）简介

研究领域为产业经济政策、资源环境政策等。作为负责人主持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重
庆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子课题）等国家级、省部级等
科研项目近10余项。公开发表论文10余篇，由重庆出版专著1部。重庆市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等奖二等奖1项。目前主讲《人口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人
口资源与环境经济政策》等课程。

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
3项）

成果名称（获奖、论文、专著、专
利、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区域碳交易模式及实现路径研究 中国软科学，P76-84，他引36次 2012-04 第一作者

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关系实证研
究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P110-
117，他引23 次 2015-04 第一作者

中国能源消费适度与区域经济增
长协调研究 重庆出版社，印数3000册 2014-08 第一作者

目前主持的主要科研项
目（限3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青年项目
“双转移”视角下中西部城市新
区产业聚集与新型城镇化互动发

展研究

201406
-

201707
18

国家发改委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 “十三五”时期重点流域水环境
综合治理的主要问题与对策

201506
-

201512
8

重庆市科技计划项目集成示范计
划121科技支撑示范工程

重庆都市观光农业科技示范园建
设协同管理示范与提升

201407
-

201612
30

近五年主讲课程情况
（限3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
对象

201302-201306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政策 48 硕士研究
生

201302-201306 宏观经济学 64 本科生

201309-201312 发展经济学 32 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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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有本学科授权并招生的，填本学科情况；本学科无学位授权的，填写相近学科情况;前两项都没有的，可填联合培

养情况；三类中只能选填一类。

2.“招生人数”填写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招生、录取的全日制研究生人数，专业学位授权点的人数包括全国

GCT考试录取的在职攻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授予学位人数”填写在本单位授予学位的各类研究生数（含全日制、非全

日制研究生及留学研究生）。

Ⅲ   人才培养

Ⅲ-1-1 研究生招生与学位授予情况

Ⅲ-1-1 博士研究生招生与学位授予情况（□本学科 ■相近学科  □联合培养）

人数              年度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招生人数 0 3 14 9 10

授予学位人数 0 0 0 0 2

Ⅲ-1-2 硕士研究生招生与学位授予情况（■本学科  □相近学科  □联合培养）

人数               年度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招生人数 194 242 225 225 235

授予学位人数 154 137 121 122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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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2  课程与教学

Ⅲ-2-1  目前开设的硕士研究生主要课程（不含全校公共课）

序
号 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主  讲  教  师

学时/学分 授课语言
姓  名 专业技术

职务 所 在 院 系

1 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
前沿 专业必修课 戴坚 副高级 本校 公共管理学院 32 /2 中文

2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专业必修课 杨宝 副高级 本校 公共管理学院 48 /3 中文

3 公共政策分析 专业必修课 彭小兵 正高级 本校 公共管理学院 32 /2 中文

4 政治学研究专题 专业必修课 龚宏龄 副高级 本校 公共管理学院 32 /2 中文

5 公共管理专业英语 专业必修课 罗章 正高级 本校 公共管理学院 16 /1 英文

6 行政领导学专题 专业选修课 赵泽洪 正高级 本校 公共管理学院 32 /2 中文

7 社会保障前沿专题 专业选修课 钟兴菊 副高级 本校 公共管理学院 32 /2 中文

8 制度经济学 专业选修课 刘渝琳 正高级 本校 公共管理学院 32 /2 中文

9 公共经济学 专业选修课 蒲艳萍 正高级 本校 公共管理学院 32 /2 中文

10 公共危机管理与决策
专题 专业选修课 刘晓民 副高级 本校 公共管理学院 32 /2 中文

11 政府发展规划的理论
和实践专题 专业选修课 陈升 正高级 本校 公共管理学院 32 /2 中文

12 政府绩效管理专题 专业选修课 杨代福 正高级 本校 公共管理学院 32 /2 中文

13 公共管理心理与行为
研究前沿 专业选修课 李志 正高级 本校 公共管理学院 32 /2 中文

14 人力资源测评与管理
研究专题 专业选修课 陈永进 正高级 本校 公共管理学院 32 /2 中文

15 管理心理与行为研究
专题 专业选修课 陈培峰 副高级 本校 公共管理学院 32 /2 中文

16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开
发与管理研究专题 专业选修课 李志 正高级 本校 公共管理学院 32 /2 中文

17 社会治理研究专题 专业选修课 杨宝 副高级 本校 公共管理学院 32 /2 中文

Ⅲ-2-2  拟开设的博士研究生主要课程（不含全校公共课）

序
号 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主  讲  教  师

学时/学分 授课语言
姓  名 专业技术

职务 所 在 院 系

1 公共管理理论前沿专
题 专业必修课 罗章 正高级 本校 公共管理学院 32 /2 英文

2 公共政策分析 专业必修课 彭小兵 正高级 本校 公共管理学院 32 /2 中文

3 社会保障前沿专题 专业必修课 张邦辉 正高级 本校 公共管理学院 32 /2 中文

4 制度经济学前沿专题 专业必修课 刘渝琳 正高级 本校 公共管理学院 32 /2 中文

5 公共经济学前沿专题 专业必修课 蒲艳萍 正高级 本校 公共管理学院 32 /2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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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课程类型”限填“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一门课程若由多名教师授课，可多填；授课教师为外单位人员

的,在“所在院系”栏中填写其单位名称，并在单位名称前标注“▲”。

2.在本学科无硕士学位授权点的，填写相关学科课程开设情况。

 

注：同一成果获得多种奖项的，不重复填写。

6 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专
题 专业必修课 李志 正高级 本校 公共管理学院 32 /2 中文

7 政治学研究专题 专业必修课 杨代福 正高级 本校 公共管理学院 32 /2 中文

8 区域发展管理 专业选修课 陈立泰 正高级 本校 公共管理学院 32 /2 中文

9 管理心理与行为前沿
专题 专业选修课 陈永进 正高级 本校 公共管理学院 32 /2 英文

10 机制设计理论与方法 专业选修课 冉戎 副高级 本校 公共管理学院 32 /2 中文

11 地方政府治理 专业选修课 陈升 正高级 本校 公共管理学院 32 /2 中文

12 社会治理研究前沿专
题 专业必修课 杨宝 副高级 本校 公共管理学院 32 /2 中文

Ⅲ-2-3  近五年获得的省部级及以上教学成果奖

序
号 获奖类别 获奖等级 获奖成果名称 主要完成人 获奖年度

1 重庆市 省级教学成
果奖 三等奖

基于市场、社会与学校资源整合的
“六位一体”创新创业教育实践模式

的构建与实践
李志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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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限填写除导师外本人是第一作者（第一专利权人等）或通讯作者的成果。

2.“学位类别”填“博士、硕士、学士”，“录取类型”填“全日制、非全日制”。

3.在本学科无学位授权点的，可填写相关学位点在校生成果。

Ⅲ-3  近五年在校生代表性成果（限填10项）

序
号

成果名称（获奖、论文
、专著、专利、赛事名
称、展演、创作设计等

）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及引用
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专利类型及专
利号，参赛项目及名次，创作设计获奖

时间 学生姓名
学位类别（录取
类型/入学年月
/学科专业）

1
精准扶贫绩效及其影
响因素：基于东中西

部的案例研究
中国行政管理，P88-93，他引6次 2016-09 潘虹

硕士 全日制
2013-09 1204-
公共管理 一级

学科

2
中国省际公共资本投
入效率差异及影响因

素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P 22-40，他
引20次 2016-06 吴明娥

博士 全日制
2014-09 0202-
应用经济学 一

级学科

3 劳动力流动和政府保
护的工资上涨效应 经济科学，P41-52，他引2次 2016-01 梅新想

博士 全日制
2010-09 0202-
应用经济学 一

级学科

4

政府应急管理能力及
应急管理绩效的比较
实证研究——基于汶
川地震与芦山地震受

灾群众的视角

灾害学，P160-164，他引2次 2016-07 刘思利

硕士 全日制
2012-09 1204-
公共管理 一级

学科

5
中国公共决策论辩的
异化现象及其理性回

归
中国行政管理，P119-112，他引2次 2015-06 全薇

硕士 全日制
2013-09 1204-
公共管理 一级

学科

6
城市规模分布与区域
经济增长——来自中

国的证据
世界经济文汇，P91-117，他引2次 2015-05 梁甄桥

硕士 全日制
2013-09 0202-
应用经济学 一

级学科

7
资源型产业企业节能
绩效影响因素实证研
究：以山西省为例

管理评论，P13-20，他引1次 2015-04 刘泽

硕士 全日制
2012-09 1204-
公共管理 一级

学科

8 灾后重建能力与绩效
的实证研究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P156-161，他
引4次 2014-08 毛咪

硕士 全日制
2012-09 1204-
公共管理 一级

学科

9
环境约束下的中国城
镇化效率及其影响因

素研究
科研管理，P 178-186，他引15次 2014-11 梁超

硕士 全日制
2014-09 0202-
应用经济学 一

级学科

10
网络环境下行政“公
共性”意义建构的符

号学思考
中国行政管理，P67-70，他引2次 2013-02 龚汪洋

硕士 全日制
2011-09 1204-
公共管理 一级

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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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表仅统计本单位是“项目主持单位”或“科研主管部门直接管理的课题主持单位”的科研项目。

Ⅳ  科学研究

Ⅳ-1 科研项目数及经费情况

类别    计数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项目数
（个）

经费数
（万元）

项目数
（个）

经费数
（万元）

项目数
（个）

经费数
（万元）

项目数
（个）

经费数
（万元）

项目数
（个）

经费数
（万元）

国家级项目 4 60 4 72 5 100 5 170 4 117.1

其他政府项
目 33 264.6 22 270.25 31 279.2 20 214 14 119.2

非政府项目
（横向项目

）
12 99.66 10 150.76 5 40 19 264.57 25 310.28

合计 49 424.26 36 493.01 41 419.2 44 648.57 43 546.58

目前承担科研项目 近五年纵向科研项目

总数（项） 总经费数（万元） 总数（项） 总经费数（万元）

40 640 142 1666.35

近五年国家级科研项目 近五年省部级科研项目数

总数（项） 总经费数（万元） 总数（项） 总经费数（万元）

22 519.1 50 290.25

年师均科研项目数（项
） 0.79 年师均科研经费总数（万元） 9.38 年师均纵向科研经费数（万元

） 6.17

省部级及以上科研获奖数 9

出版专著数 25 师均出版专著数 0.46

近五年公开发表学术论
文总篇数 340 师均公开发表学术论文篇数 6.30

近五年来，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科快速发展，获得各类研究项目共计213项（国家级项目22项，省部级项目32项
，横向项目71项），其中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1项、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2项，国家社科基金
项目（含一般、青年和西部项目）18项，所有项目经费累计2531万元，纵向项目经费累计1666万元；在国内外重
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340篇，出版专著25部，科研成果获得省部级奖励共20余项。
政府部门、重庆大学给予公共管理学科发展很大支持，投入建设经费达900多万元，其中研究平台建设100万元
，国家级项目的配套经费660万，企业、社会支持与捐赠220余万元。
学校和学院设立了两级完善的常态化科研激励机制，每年奖励金额达200多万元以上。建立了促进研究生参与高
水平科研、发表高水平论文的激励机制，每年组织学术论文评选，奖励金额达10万元左右。毕业生已有16人继续
攻读博士研究生。设立了重庆大学“费孝通勤学奖”，对全国优秀博士论文、硕士论文进行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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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同一项目获得多项奖励的，不重复填写。

 

Ⅳ-2  近五年获得的省部级及以上代表性科研奖励（限填5项）

序
号 奖励类别 获奖等级 获奖项目名称 获奖人 获奖年度

1 重庆市 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奖 省级科研获奖; 一等 中国农民工生活质量评价与保障制度研究 刘渝琳 2014

2 重庆市 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奖 省级科研获奖; 二等 社会保障的政府责任研究 张邦辉 2014

3 重庆市 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奖 省级科研获奖; 三等 西部农村经济发展长效机制与对策——新农村

建设新问题研究 蒲艳萍 2014

4 重庆市 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奖 省级科研获奖; 三等 人才资源开发与管理实证研究 李志 2014

5 重庆市人民政府发展研
究奖; 一等 重庆文化强市系列研究及建议 李志 2012

Ⅳ-3  近五年发表的代表性学术论文、专著（限填20项）

序
号 名  称 作者 时间 发表刊物/出版社 备注（限100字）

1
智库影响力及其影响机
理研究——基于39个中
国智库样本的实证研究

陈升 2015-09 科学学研究
重要期刊，被下载1774次，他
引13次。入选2015年全国5篇
智库研究重要成果（论文）。

2

公民网络政策参与的制
度化沟通及其实现路径
——基于2015年网络六

大舆情的分析

李志 2016-06 中国行政管理

权威期刊，下载1040次。被重
庆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
中心）网站等转载。

3 非政府组织关联、责任
战略延续性与融资约束 冉戎 2016-06 南开管理评论 权威期刊，被下载54次，他引

1次。

4 基于通货膨胀和风险偏
好视角的资产配置研究 刘渝琳 2016-05 中国管理科学 权威期刊，被下载300多次

，他引2次。

5
社区自治中的内生惩罚
：自主组织规制搭便车

行为的策略研究
杨宝 2016-02 中国行政管理

权威期刊，该文的主要观点及
案例入库首届全国优秀公共管
理教学案例。

6 西方政策创新扩散研究
的最新进展 杨代福 2016-02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权威期刊，被下载496次，他

引1次。

7

后现代语境下公共行政
话语解构研究——以网
络公共事件中的流行话

语符号为例

贺芒 2015-05 中国行政管理 权威期刊，被下载505次，他
引2次。

8
政府合作与国家能力建
设：基层社会管理创新

的实践考察
杨宝 2014-11 公共管理学报

权威期刊，该论文被香港中文
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收录
，他引14次。

9
县级政府灾后重建能力
与绩效的纵变化研究
——以汶川地震为例

陈升 2014-07 公共管理学报
权威期刊，该论文被国务院发
展研究中心收录，被下载
652次，他引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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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限填署名为本单位且作者是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的论文、专著。在“备注”栏中，可对相关成果的水平、影响力等

进行简要补充说明。

10
国外“从福利到工作
”福利政策的发展趋势

及启示
李志 2013-08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权威期刊，该论文被下载
340多次，他引1次 。被中国
经济网、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
重点基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研究中心）网站等转载。

11 论食品安全监管中的政
府信息公开 潘丽霞 2013-04 中国行政管理 权威期刊，被下载1730次，他

引27次。

12
价值转换与政府再造
————以南京市政务

超市的发展为例
胡晓芳 2012-09 中国行政管理 权威期刊，被下载433次，他

引5次。

13

Alienation of Civic
Engagement in China?

Case Studies on
Social Governance in

Hangzhou

杨宝 2016-05 中国行政管理 SSCI期刊，该杂志是国际第三
部门研究会会刊，他引1次。

14

An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input-output

efficiency of human
resource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冉戎 2015-12 ACTA OECONOMICA
SSCI期刊，在Research
gate网上被阅读5次，他引1次
。

15
政策工具选择研究：基
于理性与政策网络的视

角
杨代福 2016-04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国家级出版社，印数3000。

16 西部地区服务业集聚与
城镇化互动发展研究 陈立泰 2015-10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国家级出版社，印数1000。

17 防范“贫困化增长” 刘渝琳 2014-11 商务印书馆

国家级出版社，印数3000。该
成果的相关观点已经被国家商
务部贸易经济研究所采纳，被
重庆市经济与贸易委员会采纳
应用。

18 公共政策背景下农业资
本投入运行机制研究 曹跃群 2014-0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国家级出版社，印数3000。

19

政治行政分合视阈中的
行政公共性：基于西方
公共行政理论流派演进

维度的考量

胡晓芳 2012-07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国家级出版社，印数1500册。
同名的博士论文，他引10次
，平均被引频次5.0，总下载
次数1530。

20
西部农村经济发展长效
机制与对策——新农村

建设新问题研究
蒲艳萍 2012-02 科学出版社

国家级出版社，印数2000。该
专著2014年3月获重庆市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类三等奖
；该专著第五章问卷调查形成
的研究报告《劳务经济发展对
重庆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
及其对策研究》2012年9月获
重庆市发展研究奖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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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限填近五年完成并转化/应用的成果，包括：发明专利、咨询报告、智库报告、标准制定及其他原创性研究成果等。

Ⅳ-4  近五年代表性成果转化或应用（限填10项）

序
号 成果名称 成果类型 主要完成人 转化或应用情况（限100字）

1

关于尽快制定中国
（重庆）自由贸易
试验区人才发展政

策的建议

咨询报告 王睿 2016年12月，获得省部级领导肯定性批示。

2
高度关注我市精准
扶贫的‘不精准

’问题
智库报告 杨宝 2016年8月，发表于《重庆社科智库成果要报》

，获得省部级领导的肯定性批示。

3
大数据助推重庆市
重大行政决策科学

化
咨询报告 张邦辉 2016年7月19日，获省部级领导肯定性批示并被相

关部门采纳。

4

应高度关注我市
“五大功能区域
”建设中企业发展
面临的人才保障瓶

颈

咨询报告 李志 2016年1月20日，获得省部级领导批示，由重庆市
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采纳为领导决策参考。

5

重庆创新运用“互
联网+服务群众

”理念方便群众办
事

咨询报告 陈升 2016年1月13日，获得省部级领导的肯定性批示。

6 重庆世行五期扶贫
项目竣工报告 咨询报告 曹跃群

2015年3月，研究报告将国内政府主导扶贫模式与
国际上社区主导扶贫模式有机结合，同时发挥两
种模式的优势。研究成果首先获得重庆市扶贫办
领导批示，进而被国务院扶贫办国扶中心采纳。

7 防范贫困化增长 咨询报告 刘渝琳
2015年1月被重庆市对外贸易经济委员会采纳应用
；2016年5月被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采
纳。

8
高度关注我市民间
组织发展的“三大

隐患”
咨询报告 杨宝

2014年11月，发表于重庆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
心《决策建议》，获得省部级领导的肯定性批示
。

9
“十二五”时期长
江上游流域综合开

发治理研究

其他原创性研究成
果 研究报告 谭志雄

2012年5月，研究报告对该流域的功能区划较为科
学，综合开发治理机制研究有深度，所提的分类
分区综合开发治理思路对国家发改委的实际工作
有借鉴意义，成果获得重庆市第八次社会科学二
等奖。

10 关于推进两江新区
建设的意见建议 咨询报告 李佳 2012年2 月获得省部级领导肯定性批示，并获得

重庆市政府发展研究奖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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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仅统计本单位是“项目主持单位”或“科研主管部门直接管理的课题主持单位”的科研项目。

Ⅳ-5  近五年承担的代表性科研项目（限填10项）

序
号 名称（下达编号） 来源 类别 起讫时间 负责人 本单位到账经

费（万元）

1
建设人口均衡型社

会研究
（13JZD02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重大项
目 2013-09-2016-12 刘渝琳 80

2

我国中长期规划决
策机制及方法论研
究：基于五年规划
实施绩效视角
（15AZD016）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重点项
目 2015-07-2017-06 陈升 32

3

多态叠加下的中国
劳动力市场新表现
与新挑战研究
（15AZD02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重点项
目 2015-07-2017-12 蒲艳萍 32

4

高效减灾与重建
：地震灾害冲击与
灾后重建绩效的影
响因素及其作用机
制研究——基于灾
害周期的视角
（7147302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
目 2015-01-2018-12 陈升 60

5

基于邻避效应涌现
机制的环境群体性
事件产生机理与治

理研究
（7157302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
目 2016-01-2019-12 彭小兵 42.95

6

劳动力流出地农村
老年人养老保障的

制度研究
（14BSH12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一般项
目 2014-06-2016-06 张邦辉 18

7

中国“制造业强国
”需求的技能人才
队伍建设问题及保

障机制研究
（13BGL076）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一般项
目 2013-06-2014-12 李志 18

8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
长江经济带城市群
联动发展研究
（15BJL11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一般项
目 2015-06-2018-06 陈立泰 18

9

我国社会治理创新
扩散理论建构与实

证研究
（14BSH017）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一般项
目 2014-06-2017-06 杨代福 18

10

社会服务方式创新
的模式选择及其理

论建构研究
（13CGL11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青年项
目 2013-06-2016-06 杨宝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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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表仅限申请音乐与舞蹈学、戏剧与影视学、美术学、设计学学位授权点的单位填写。

Ⅳ-6  近五年代表性艺术创作与展演

Ⅳ-6-1  创作设计获奖（限填5项）

序
号

获奖作品/节目名
称 所获奖项与等级 获奖时间 相关说明（限100字）（如：本单位主要获

奖人及其贡献等）

Ⅳ-6-2  策划、举办或参加重要展演活动（限填5项）

序
号

展演作品/节目名
称 展演名称 展演时间

与地点
相关说明（限100字）（如：本单位主要参

与人及其贡献等）

Ⅳ-6-3  其他方面（反映本学科创作、设计与展演水平的其他方面，限3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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Ⅴ  培养环境与条件

Ⅴ-1  近五年国际国内学术交流情况

计数    项目 主办、承办国际或全国性
学术年会（次）

在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上
报告（次）

邀请境外专家讲座报告
（次）

资助师生参加国际国内学
术交流专项经费（万元）

累计 5 48 17 20

年均 1 9.6 3.4 4

Ⅴ-1-1  近五年举办的主要国际国内学术会议（限填5项）

会议名称 主办或承办时间
参会人员

总人数 境外人员数

中美社会工作教育高级研讨班暨重庆社会工作骨干人才高级
研修班 2016-07 120 2

中国经济新常态与深化综合改革国际研讨会暨中国留美经济
学会2015年度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5-06 400 30

首届民主湖公共管理论坛暨第二届西南地区MPA教育发展研讨
会 2015-05 150 0

重庆市行政管理学会2013年会暨“中国梦”与政府建设研讨
会 2013-12 120 0

中国和美国医药卫生改革与医院管理比较研讨会 2012-08 100 12

Ⅴ-1-2  近五年在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上报告情况（限填10项）

序号 报告名称 会议名称及地点 报告人 报告类型 报告时间

1 工业化进程中环境污
染

第七届21世纪的公共管理：机
遇与挑战国际学术研讨会，澳

门
张鹏 分会报告 2016-10

2 公共行政的历史哲学
回溯与当代治理探索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第十届行政
哲学研讨会暨“行政历史哲学

与当代治理”，北京
赵有声 分会报告 2016-10

3

“农村政策‘悬浮
’问题研究——基于
C市宅基地退出政策传

播效果的探讨”

“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公共政策
创新”国际学术研讨会，武汉 龚宏龄 分会报告 2016-10

4

The Positive Effect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on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in

China: An Analysis
Based on an OLG

Model and
Provincial Panel

Data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n

Economics，西班牙
谭娅 分会报告 2016-02

5 高校新型智库的发展
方向与现实路径

“中国公共管理过去、现在和
未来”高峰论坛，杭州 张邦辉 大会报告 2015-10

6 控制的意外之喜：政
社团结如何形成？

“中国地方治理：研究前沿与
未来发展”国际研讨会，香港 杨宝 大会报告 201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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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报告类型”填“大会报告”和“分会报告”。

7
防治环境群体性事件
中的政府购买社会工
作服务模式研究

第三届中国特色社会工作学术
交流会“社会治理现代化视野
下社会工作职业能力建设

”，南昌

彭小兵 分会报告 2014-11

8
地方政府社会治理能
力与绩效的实证研究
——以重庆市为例

“公共管理与国家治理转型
”论坛，北京 陈升 分会报告 2014-10

9

On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Consciousness of
Citizen Supervision

in the Civil
Servant Selection

Process

2014年公共管理国际会议
(ICPA 10th)，成都 陈永进 分会报告 2014-10

10

对公务员考核“五要
素”内容的质疑：基
于科学绩效考核的视

角

全国首届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
理研讨会，北京 李志 大会报告 20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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Ⅴ-2  可用于本一级学科点研究生培养的教学/科研支撑

Ⅴ-2-1  图书资料情况

中文藏书（万
册）

外文藏书（万
册）

订阅国内专业
期刊（种）

订阅国外专业
期刊（种）

中文数据库数
（个）

外文数据库数
（个）

电子期刊读物
（种）

33.7 3.4 156 32 131 125 315

Ⅴ-2-2 代表性重点实验室、基地、中心、重点学科等平台（限填5项）

序号 类别 名称 批准部门 批准时间

1 重庆市“2011”协同创新培育
; 地方政府治理协同创新中心 省部级 重庆

市 教育厅 2015-03

2 其他省部级与国防重点基地; 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省部级 重庆
市 教育厅 2013-04

3 省部级重点学科; 公共管理 省部级 重庆
市 教育厅 2011-12

4 省部级重点学科; 理论经济学 省部级 重庆
市 教育厅 2011-12

5 重点智库; 重庆大学中国公共服务评测与
研究中心 重庆大学 2014-05

Ⅴ-2-3  仪器设备情况

仪器设备总值（万元） 320 实验室总面积
（㎡） 141.7 最大实验室面

积（㎡） 81.6

Ⅴ-2-4 其他支撑条件简述（按各学科申请基本条件填写，限200字）

    学院有设备先进的实验中心，科研用房达1000平方米，服务器、计算机、复印机等设备30余台。
    拥有重庆市干部教育培训基地、重庆市公务员培训基地等5个人才实践基地。
    建立了完善研究生奖助学金体系，覆盖面达91%，生均培养经费2万元；重视学风和学术道德，每年入学进行
专题教育。设有20万元经费支持师生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常年设立“公管讲坛”和“湖畔学术沙龙”。
    和美国南加州大学等高校建立联合培养机制，有20余名研究生交换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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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同一重点实验室/基地/中心有多种冠名的，不重复填写。

2.“批准部门”应与批文公章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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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授予单位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意见：

“公共管理”学科具有较强的学科实力和良好的建设基础，为适应服务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并经重庆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同意申报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

主席:          （学位评定委员会章）

年            月           日

学位授予单位承诺：

    本单位申报表中提供的材料和数据准确无误、真实可靠，不涉及国家秘密并可公开，同意上报。本
单位愿意承担由此材料真实性所带来的一切后果和法律责任。
    特此承诺。

法人代表: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