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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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播学

代码：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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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发展简况：新闻传播学是重庆大学建设综合性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1998年开办广播电视新闻学本科
；2004年获批新闻学、传播学、广播电视艺术学三个二级学科硕士点；2006年获批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硕士点
；2010年获批新闻与传播硕士专业学位；2013年依托法学一级学科博士点自主设置新闻法学博士方向，初步形成
本-硕-博的新闻传播人才培养体系。

    二、特色与优势：
    1.师资队伍专业水准高，具有学术影响。现有专任教师35人，其中教授13人，副教授11人，90%的教师拥有
博士学位，外单位学位获得者83%。拥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2人，新闻出版总署“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
人才”1人，全国新闻传播学科二级学会会长1人、副会长1人，中国新闻奖、长江韬奋奖评委1人，《中国新闻传
播学年鉴》编委1人，人大复印资料《新闻与传播》编委1人，《国际新闻界》编委1人。
    2．学科方向凝炼，各有主攻而又相互支撑。已形成传播学、网络与新媒体、媒介伦理与法规、新闻传播史
论四个稳定的学科方向。关注学术前沿，传播学注重传媒文化、媒介社会学等新兴领域；把握传媒发展动向，网
络与新媒体研究形成比较优势；积极进行学科交叉，媒介伦理与法规研究快速成长；突出学校区位特点，以抗战
大后方为据点拓展新闻传播史论研究。
    3．学科成长快速，充满学术活力。近五年共主持各类科研项目106项，其中，教育部重大项目1项，国家社
科基金15项，省部级项目41项，纵向经费累计415.2万，总经费累计991.67万；发表论文359篇，其中SSCI期刊
3篇，CSSCI期刊171篇；出版学术专著30部；先后举办全国性学术会议或高端论坛10余次，影响广泛，声誉日著
。2015年，重庆大学新闻学院成为中国记协确定的试点报送中国新闻奖的18家新闻院系之一。

    三、社会需求与申请必要性：当今时代已成为媒介化社会，传媒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中的作用
日益突出。作为直辖市和国家中心城市，重庆迄今尚无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亟需加强学科平台建设。设
立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对于重庆市具有填补空白的作用，对于重庆大学完善学科布局，推进双一流建设
，服务地方经济与国家传播战略，促进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整体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人才培养及思想政治教育：到2016年，已有新闻传播学硕士毕业生11届。近五年每年硕士招生70人以上
，博士招生4人以上，硕士授位60人以上。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统领人才培养，新闻学、新闻传播与影视
艺术先后成为重庆市特色专业与特色学科专业群，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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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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播学

本方向主要研究领域是媒介文化与媒介批评、媒介社会学、传播前沿探索，力
求理论联系实际。拥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新闻出版总署全国新闻出版行
业领军人才1人。近五年已承担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项，国家社科基金项
目3项。在《新闻与传播研究》《政治学研究》《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
《新闻大学》等刊物发表一批高质量的论文，出版《消费时代与中国传媒文化
的嬗变》《问题与学理：新闻传播论稿》《风险传播论》等多部专著。

网络与新媒体

依据“广播电视与数字传播”而设立，本方向以网络与新媒体理论、互联网与
社会治理、网络舆情与危机传播、媒体融合理论及实践为主要研究领域。近五
年来已主持网络与社会治理、网络谣言治理、网络舆情与危机传播等领域的国
家社科基金项目5项，在《新闻与传播研究》《政治学研究》《中国行政管理
》《国际新闻界》等刊物发表一大批高质量的论文，出版《网络舆情学》《当
代中国网络谣言的社会心理研究》《舆论应对危机传播》等多部专著。

媒介伦理与法规

本方向以新闻传播学为理论起点，探索法治社会背景下和新媒介环境下传播领
域各层次的媒介伦理规范建构与法律法规建设问题，着重研究媒介伦理规范、
新闻传播法治。本方向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1人。近五年共获得国家社科
基金3项，省部级项目9项，在《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等刊物发表了一批
学术论文，出版《新闻传播与法治》《灾难报道伦理研究》《新闻出版（版权
）法律完善研究：基于政府职能视角》等多部专著。

新闻传播史论

新闻传播史论是新闻学的核心学科方向。本方向以抗战大后方新闻史、共和国
新闻史、日伪时期新闻史、中外传播媒介史为主要研究领域，运用历史学、新
闻传播学的理论与方法，探讨中外新闻传播的观念、行为、制度及其与社会的
互动。近五年已承担“抗战爆发前后中国对日国防地理的构想与实践”等国家
社科基金项目4项，在《新闻与传播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刊物发表一批高
质量的学术论文，出版《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重庆的舆论话语权研究》等多
部专著。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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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法学 博士 0552-新闻与传播硕士 专业学位

0503-新闻传播学 硕士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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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1-法学 博士一级 010101-马克思主义哲学 硕士一级

0812-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博士一级 0501-中国语言文学 硕士一级

0202-应用经济学 博士一级 0602-中国史 硕士一级

1202-工商管理 博士一级 1303-戏剧与影视学 硕士一级

1201-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士一级 1305-设计学 硕士一级

1204-公共管理 硕士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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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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1 5 1 2 2 1 1 10 6 0

副高级 11 3 3 2 2 1 0 0 11 5 0

中 级 11 5 2 2 2 0 0 0 10 3 1

其 他 0 0 0 0 0 0 0 0 0 0 0

总 计 35 9 10 5 6 3 1 1 31 14 1

最高学位非本单位人数（比例） 导师人数（比例） 博导人数（比例）

29 人   ( 82.86 % ) 22 人   ( 62.86 % ) 7 人   (  2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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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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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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播学 专任教师数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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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天策 54 博士 正高级
教育部“新世
纪优秀人才支
持计划”;

中国新闻史学
会网络传播研
究会会长；重
庆市记协新闻
舆论研究专业
委员会副秘书

长

3 0 20 10

2 田先红 36 博士 正高级 无;

华中科技大学
中国乡村治理
研究中心特邀

研究员

1 0 9 0

3 汤天甜 33 博士 副高级 无; 0 0 0 20 12

4 潘妮妮 36 博士 副高级 无;

重庆大学经略
研究院研究员
；民主促进会
重庆市委理论
研究研究会研

究员

0 0 0 0

方向名称 网络与新媒体 专任教师数 10 正高职人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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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小安 37 博士 正高级 无;

中国新闻史学
会舆论学研究
委员会常务理

事

4 0 21 14

6 曾润喜 33 博士 正高级 无;

中国新闻史学
会网络传播史
研究委员会秘

书长

2 0 13 3

7 吴小君 40 博士 正高级 无; 0 0 0 13 10

8 游滨 49 硕士 正高级 无;

全国高等学校
文科学报研究
会常务理事
；重庆市期刊
协会副会长

0 0 0 0

方向名称 媒介伦理与法规 专任教师数 6 正高职人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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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张小强 42 博士 正高级
教育部“新世
纪优秀人才支
持计划”;

重庆大学国家
网络空间安全
与大数据法治
战略研究院研
究员；融智库
重庆分库理论

专家

1 0 26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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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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刘海明 50 博士 正高级 无;

中国新闻史学
会媒介法规与
伦理研究委员
会常务理事

0 0 0 0

11 杨秀 35 博士 副高级 无;

中国广告协会
学术委员会委
员、重庆市广
告协会常务委

员

0 0 5 0

12 李成波 36 博士 副高级 无; 0 0 0 5 0

方向名称 新闻传播史论 专任教师数 6 正高职人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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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瑾 54 博士 正高级 无; 0 0 0 14 27

14 齐辉 39 博士 正高级 无;
中国新闻史学
中国新闻教育
史研究会理事

2 0 8 5

15 龙伟 38 博士 正高级 无; 0 0 0 0 0

16 李兴亮 46 博士 副高级 无; 0 0 0 16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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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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播学

姓名 董天策 性别 男 年龄(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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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大学，文艺学专业
，2006

所在院系 新闻学院

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
）简介

长期从事新闻传播理论、媒介文化与媒介批评、网络与新媒体等领域的研究。2007年获广
东省“南粤优秀教师”称号，2008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新闻出版总署“全
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先后主持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国家级项目、省部级项
目共十多项，发表论文250多篇，其中权威、CSSCI期刊论文120篇，出版专著和教材9部。
2006、2009年获教育部人文社科成果三等奖2项，2009、2011年获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成
果奖2项（二等、三等各1项）。2006至2011年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主
持工作），作为学科带头人先后领衔创建暨南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新闻传播学
一级学科博士点、广东省重点学科、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等学科专业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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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论新闻传播学术创新

新闻与传播研究》，P14-
23，CNKI引用2次，人大复印资
料《新闻与传播》2013年第7期

全文转载

2013-04 第一作者

从网络集群行为到网络集体行动
——网络群体性事件及相关研究

的学理反思

《新闻与传播研究》，P80-
99，CNKI引用3次，人大复印资
料《新闻与传播》2016年第7期

全文转载

2016-04 第一作者

试论人民日报官方微博新闻评论
的话语方式

《国际新闻界》，P81-
91，CNKI引用38次 201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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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重大攻关项目

大众传媒在文化建设中的功能和
作用机制研究

201206
-

201712
7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一般项目 网络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引导与
治理研究

201106
-

201712
15

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特别委托重大项目

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宣传中的
“重庆元素”

201511
-

20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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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09-201701 新闻传播理论研究 144 博士研究
生

201309-201701 新闻传播理论 192 硕士研究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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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3-201606 媒介批评研究 96 硕士研究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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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方向名称 传播学

姓名 田先红 性别 男 年龄(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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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专
业，2010

所在院系 新闻学院

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
）简介

研究方向为媒介社会学、政治社会学。已在《政治学研究》《管理世界》《中国社会科学
》（内部文稿）《社会》《开放时代》发表文章70余篇，其中权威、CSSCI论文30余篇。
有10余篇文章被人大复印资料等期刊全文转载。出版个人独著2部，主编集刊1份。独著《
治理基层中国：桥镇信访博弈的叙事》被评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度“十大好书
”和“优秀原创学术著作”。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信访局重大招标项目、教
育部人文社科基金等各类课题共计10项。获省部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项。兼任教
育部人文社科基金评审专家；《政治学研究》《社会学研究》《社会》等权威、CSSCI刊
物审稿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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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理基层中国：桥镇信访博弈的
叙事，1995-2009

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P1-
350，印3000册，获省级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2012-05 第一作者

阶层地权：农村地权配置的一个
分析框架

管理世界，P69-88，CNKI引用
32次，人大复印资料《农业经济
研究》2013年第12期全文转载
，获省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

奖

2013-09 第一作者

阶层政治与农民上访的逻辑：基
于浙北C镇的案例研究 政治学研究，P98-109 201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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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一般项目 新时期完善我国信访制度巩固党
的群众基础研究

201306
-

201701
18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规划基金项目

和谐社会背景下健全农村信访治
理机制研究

201010
-

201301
7

国家信访局信访理论研究一般项
目

“互联网+”时代创新农村基层
信访工作模式研究

201603
-

20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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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09-201706 质化传播研究方法 48 研究生

201602-201701 政治学原理 64 本科生通
识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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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方向名称 传播学

姓名 汤天甜 性别 女 年龄(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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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大学，新闻学，2012 所在院系 新闻学院

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
）简介

重庆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广播电视理论、风险传播、国家
形象传播以及舆情研究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项，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子课题1项，主持省部级课题及其他课题5项，参与国家、省部级（重点）课题多项。已在
《现代传播》《南京社会科学》《新闻记者》《中国出版》《中国广播电视学刊》《电视
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文章50余篇，其中CSSCI及核心期刊论文20余篇。出版个人专著1部
（人民出版社），参与出版著作2部（北京大学出版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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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险传播论——以中国电视新闻
报道为例

人民出版社，P1-440，总印
3000册 2015-08 第一作者

探析大数据时代收视率调查体系
的创新与优化

现代传播，P99-101，CNKI被引
2次 2015-05 第一作者

媒体报道框架与程式化的民族风
险报道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P172-177 201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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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青年项目 基于风险社会视角下中国电视传
播的响应机制与应对策略研究

201406
-

201806
2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重点项目
(子课题)

“核心价值观引领民生新闻采编
的职业规范”

201306
-

201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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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09-201401 广播电视概论 32 本科生

2016.09-2017.01 广播电视新闻研究 32 硕士研究
生

2017.02-2017.06 传播与社会 32 本科生



12

学科方向名称 传播学

姓名 潘妮妮 性别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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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学，中外政治制度
，2009；早稻田大学，国际关系

，2012
所在院系 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
）简介

政治学博士，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经略研究院研究员。曾先后就读
于北京大学（2003年法学学士<国际政治专业>、2009年政治学博士<中外政治制度方向
>）和日本早稻田大学（2012年政治学博士<国际关系方向>）。主要研究领域为比较政治
、国际政治、政治传播。近年来主要进行日本政治、媒体政治和东亚区域关系研究，在《
日本学刊》《国际政治研究》《新闻大学》《国际论坛》《读书》等刊物发表论文10篇。
在多家报纸和网络媒体不定期发表评论文章，为《观察者网》专栏作者。主讲政治学（本
科专业），日本政治与社会（本科通识），政经法经典导读（研究生），中国政治制度史
（研究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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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析日本的“网络右翼” 《国际政治研究》，2015年第
6期，第，第64-79页。 2015-12 第一作者

五毛？公民？——互联网传播中
“自干五”的缘起和话语分析

《新闻大学》，2015年第3期
，第91-100页。 2015-05 第一作者

《特定秘密保护法》与日本国民
权利浅析

《日本学刊》，2014年第5期
，第75-89页。 201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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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部项目 日本大众传媒的新保守主义转型
与东亚安全研究

201512
-

201812
1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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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09-201701 政治学 144 本科生

201409-201701 日本政治与社会 96 本科生

201509-201701 中国政治制度史 96
硕士研究
生/本科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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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方向名称 网络与新媒体

姓名 郭小安 性别 男 年龄(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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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理论专
业，2009

所在院系 新闻学院

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
）简介

主要研究网络与新媒体，兼任重庆大学青年科协副主席、中国新闻史学会舆论学研究委员
会常务理事、中国新闻史学会公共关系学会常务理事、人民网新媒体智库特邀研究员、
“金旗奖”专家评委等。在《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现代传播
》等刊物发表学术文章40余篇，其中CSSCI论文30余篇，兼任《国际新闻界》《武汉大学
学报》《探索》等刊物组稿专家或审稿专家。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个人专著2部
，参编著作3部，博士论文获湖北省2010年优秀博士论文奖，连续获得国家社科基金2项
（2010、2015），主持重庆市社科规划等其他课题12项。担任“舆论学”等课程主讲教师
，参与博士研究生课程“新闻传播学前沿专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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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中国网络谣言的社会心理研
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P1-
276，总印数3000册 2015-03 第一作者

舆论的公共性与公众性价值：生
成、偏向与融合——一项思想史

的梳理
新闻与传播研究，P53-66 2016-12 第一作者

网络抗争中谣言的情感动员:策
略与剧目

国际新闻界，P56-69，CNKI被引
28次，人大复印资料《新闻与传

播》2014年第5期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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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项目 网络谣言的社会心理及应对策略
研究

201006
-

201408
1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一般项目 网络时代共意性社会运动的媒介
动员机制研究

201507
-

201807
20

庆市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网络抗争的情感动员策略及应对
201406

-
20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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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09-201412 舆论学 32 本科生

201509-201706 政治学原理 96 本科生

201309-201706 社会舆情与危机管理 96 硕士研究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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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方向名称 网络与新媒体

姓名 曾润喜 性别 男 年龄(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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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中科技大学，行政管理
专业，2011

所在院系 新闻学院

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
）简介

研究方向为公共政策传播、风险沟通与非传统安全、网络舆情与国家治理等。主持1项国
家课题和1项国家重大课题子课题，7项省部级课题和多项校级或横向科研项目。在《政治
学研究》《管理世界》《中国行政管理》《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新华文摘》《情
报学报》《图书情报工作》《光明日报》等期刊报纸发表论文80余篇。受国家出版基金资
助出版专著1部，其它专著和教材2部。指导多名研究生获得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连续三年
指导学生获得省级大学生科研成果一等奖。担任“政府与社会”“网络与新媒体”等课程
主讲教师，参与博士研究生课程“新闻传播学前沿专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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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议程互动过程中的公民网络
参与及合作解 国际新闻界，P110-128 2016-06 第一作者

社区支持感对城市社区感知融入
的影响 中国行政管理，P43-49 2016-12 第一作者

基于知识管理视角的大数据研究
网络与结构 情报学报，P1173-1184 201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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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青年项目 互联网环境下的政策议程设置研
究

201207
-

201604
15

重庆市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互联网虚拟社会风险管理框架与
治理机制研究

201610
-

201809
0.6

湖北省科技支撑计划人才支持项
目

湖北省网络公共事件风险管理框
架与治理模式研究

201409
-

20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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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03-201701 政府与社会 64 本科生

201603-201607 网络与新媒体 32 本科生

201209-201501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64 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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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方向名称 网络与新媒体

姓名 吴小君 性别 男 年龄(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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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传媒大学，语言学与
应用语言学，2009

所在院系 新闻学院

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
）简介

研究方向为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网络与新媒体。在《新闻与传播研究》《现代传播》《科
学社会主义》《中国出版》《情报理论与实践》等期刊发表学术文章近20篇，其中
CSSCI论文12篇，出版专著2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项目、重庆市社科规划项
目等省部级以上课题6项以及多项校级或横向课题。2015年挂职重庆市南川区区长助理期
间，分管区政府新闻发布、网站建设等工作。2009年以来主讲课程总计5门，包括“数字
电视传播”“网络传播学”“传播理论前沿”等，指导本科和研究生获得国家大学生创业
训练计划等创新研究成果9项、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7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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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女性农民工在海外当代纪录
电影中的呈现与表达

新闻与传播研究，P66-
79，CNKI被引次数3 2013-07 第一作者

从网络热点到网络群体性事件的
舆论转化机制

现代传播，P111-114，CNKI被引
次数10 2012-11 第一作者

舆论应对危机传播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P1-
213，总印数300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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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项目 群体性突发事件中提高“微媒体
”舆论引导管理能力研究

201306
-

201712
18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规划基金项目

身份嬗变与舆论角力：重大突发
公共事件中提高新媒体舆论引导

能力研究

201202
-

201502
7

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一般项目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提高网络等
新媒体舆论引导能力研究

2012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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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09-201401 影视鉴赏--优秀影视作品鉴赏 32 本科生

201309-201401 名牌电视栏目与作品赏析 32 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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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方向名称 网络与新媒体

姓名 游滨 性别 女 年龄(岁)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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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硕士 重庆大学，自动化，1997 所在院系 期刊社

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
）简介

长期从事编辑出版工作，任期刊社副社长10年。兼任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常务理
事、全国理工农医院校社科学报联络中心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教育部名栏工程入选期刊联
络中心副理事长、重庆市期刊协会副会长、重庆市高校期刊研究会副理事长等学术职务
，多次担任重庆市期刊综合质量考核、编校质量考核、期刊好作品评选、期刊年检工作评
委，主要从事学术期刊编辑出版研究，主持、主研国家级、省部级、司局级、全国性学会
科研项目10余项，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科研成果获重庆市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1项、三
等奖1项（省部级），其他奖7项，应邀在学术会议上做大会报告、主题发言20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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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学术期刊质量保障体系建设
的思路与举措

编辑学报，P152-153，CNKI他引
10次 2012-02 第一作者

高校科技学术期刊构建科学传播
平台研究

编辑学报，P416-418，CNKI他引
3次 2013-05 第一作者

学术期刊数字化发展趋势及应因
策略

编辑之友，P36-41，CNKI他引
2次 201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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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西部项目 学术期刊的数字化转型升级研究
201506

-
201806

18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规划基金项目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期刊数字化建
设研究

201407
-

201712
9

重庆市社科规划办哲学社会科学
规划研究项目重点项目 传统报刊数字化转型升级研究

201412
-

20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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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09-201701 数据结构 320 本科生

201209-201701 数据挖掘实践 80 硕士研究
生



17

学科方向名称 媒介伦理与法规

姓名 张小强 性别 男 年龄(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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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理学专业
，2006

所在院系 新闻学院

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
）简介

主要研究领域为传播法与伦理。2013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同年入
选首批教育部、中宣部高校与新闻单位从业人员互聘“千人计划”，出版学术著作3部
，在《国际新闻界》《法商研究》等CSSCI期刊论文20余篇，5篇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
全文转载。主持各类科研项目10余项，其中国家级1项，省部级3项。主持重庆市教学改革
重点项目1项，重庆市研究生教改项目1项，主持建设重庆大学优质课程1门。承担本科生
课程：网络传播、网络与新媒体、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经典导读、媒介素养等；硕士、博士
生课程：数字媒体策划案例、数字出版与知识产权法、网络与新媒体研究、媒介法与伦理
（博士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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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出版（版权）法律完善研究 知识产权出版社，P1-235页，印
数1000册 2015-08 第一作者

传统新闻机构对社交媒体的控制
及其影响

国际新闻界，P149-164，CNKI被
引2次 2014-12 第一作者

我国科技期刊版权协议文本存在
问题与修改建议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P526-
531，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出版
业》2013年9期全文转载，被引

10次

201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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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外学术成果出版规范与标准
比较研究

201307
-

201712
16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部级社科
研究项目 ——

职能转变与完善新闻出版（版权
）法律法规问题研究

201310
-

201505
1.7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科研项目

我国体制改革和网络化背景下的
新闻出版（版权）制度完善

201312
-

20170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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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09-201507 网络传播 240 本科生

201309-201507 数字出版与知识产权法 72 硕士生

201603-201707 媒介伦理与法规 32 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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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方向名称 媒介伦理与法规

姓名 刘海明 性别 男 年龄(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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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
，2010

所在院系 新闻学院

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
）简介

研究方向为新闻伦理、媒体版权、网络舆情与媒体应急管理等。主持2项国家课题和2项省
级社科规划项目。在《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新闻记者》《编辑之友》《社会科学
研究》《中州学刊》《情报杂志》等期刊发表CSSCI论文15篇。在商务印书馆、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等出版4部学术著作。担任“媒体法规与伦理”“新闻
评论”“危机传播与新闻发布”等课程主讲教师，参与博士研究生课程“媒体法规与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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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灾难报道伦理研究 商务印书馆，总印数3000册 2012-11 第一作者

报纸版权问题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印数
3000册 2013-12 第一作者

媒体版权纠纷中的和解现象及其
批判

国际新闻界，P18-24，CNKI他引
3次 201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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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博时代媒体问题应急管理研究
201307

-
201612

16

四川省社科联规划项目 伦理视阈下的网络舆情预警问题
研究

201111
-

201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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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09-201501 新闻学概论 48 本科生

201503-201507 新闻评论 48 本科生

201503-201507 新闻伦理 48 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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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方向名称 媒介伦理与法规

姓名 杨秀 性别 男 年龄(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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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旦大学，新闻学，2012 所在院系 新闻学院

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
）简介

主要研究新闻传播法学、广告学，兼任中国广告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重庆市广告协会常
务委员。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博士后特别资助、重庆市社科规划项目等7项研究项目
。其中国家级2项，省部级项目3项。在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中国出版、重庆大学学报
（社科版）、编辑之友等权威及各类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论文曾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
载或获评省部级一等奖。已出版著作2部。曾赴台湾铭传大学、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等地进
行学术交流。曾被遴选为第21批中国博士后西部服务团成员。主讲《广告学概论》、《媒
介伦理与法规》课程，参与博士生课程《媒介法与传播伦理研究》的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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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析网络舆论司法监督功能的内
容及其特征

新闻大学，P88-95，CNKI被引
5次,人大复印资料《新闻与传播

》2013年第11期全文转载
2013-04 第一作者

新闻媒体、记者权利保障视阈下
新闻业监管规范的现状及问题反

思

国际新闻界，P162-173，CNKI被
引4次 2014-06 第一作者

大数据时代定向广告中的个人信
息保护

国际新闻界，P138-155，CNKI被
引1次 201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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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媒体时代司法公开促进司法公
正的路径和策略研究

201507
-

201712
18

重庆市社科基金博士项目 新媒体时代以司法公开促进司法
公正的路径研究

201410
-

201712
0.3

重庆大学科研创新能力提升专项
项目

互联网广告多元共治生态圈建构
研究

201705
-

20200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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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03-201307 全球化与媒介融合 48 研究生

201309-201707 广告学概论 128 本科生

201603-201707 媒介伦理与法规 96 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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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方向名称 媒介伦理与法规

姓名 李成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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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学，人口学，2014 所在院系 新闻学院

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
）简介

主要研究老龄健康与传播的交叉学科研究、社会调查与统计分析、网络与新媒体传播。目
前已在 《AGING & MENTAL HEALTH》《中央党校学报》《中国青年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
论文和理论文章20余篇，独立出版专著1本，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和重庆市社科基金各1项
，参与包括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儿童基金、国家老龄委和民政部等单位在内的科研项
目共计10余项，曾执行了一次全国范围内的老年人抽样调查，是国际报告“中国实施《马
德里国际老龄行动计划》十周年评估报告”的主要执笔人之一。担任《媒介市场调查》《
社会学概论》《社会调查与统计分析》《统计学基础》等课程主讲教师，参与博士研究生
课程“新闻传播学前沿专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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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rban and Rural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Life

Satisfaction among Older
Chinese Adults

Aging and Mental
Health(SCI/SSCI） 2015-10 第一作者

北京市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研究
（2000-2010年） 中国人口出版社，P1-203 2016-06 第一作者

当前我国养老服务工作的改进 中央党校学报，P87-91，CNKI引
用6次 201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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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部老年人口健康素养状况及促
进机制研究

201606
-

201809
20

重庆市社科基金博士项目 西部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变迁研究
（2000-2010年）”

201410
-

201605
0.3

中央高校重庆大学跨学科研究项
目

老龄传播视角下的西部老年人媒
介使用追踪研究

201506
-

201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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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11-201706 媒介市场调查 184 本科生

201509-201706 社会学概论 128 本科生

201509-201706 社会调查与统计分析 216 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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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方向名称 新闻传播史论

姓名 张瑾 性别 女 年龄(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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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大学，中国近现代史
，1999

所在院系 新闻学院

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
）简介

重庆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副院长，硕士生导师，重庆市市级“五个一批”理论类人才，富
布赖特学者。长期从事民国城市史、抗战新闻史研究，近10年来着重研究中外文献中的战
时重庆形象。主持过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一般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
重大项目以及省部级重大项目等。出版专著一部，合著专著三部，其中，个人专著获重庆
市第四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在《近代史研究》《史学月刊》《抗日战争研究》等
刊发表论文30余篇。主讲本科生及研究生的“中国新闻传播史”“抗战陪都文化专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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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重庆的舆
论话语权研究

重庆出版社，2015年12月，总印
数3000册 2015-08 第一作者

探寻海外档案中的战时重庆图像
：以哈佛大学白修德档案为例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P52-59，CNKI被引1次 2013-04 第一作者

新都抑或旧城：抗战时期重庆的
城市形象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版）：P146-160 201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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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时陪都重庆形象建构研究
2016
-

2020
2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重大项目
(子课题)

“侵华日军无差别轰炸的史料整
理与研究”

2014
-

2019
5

重庆市哲学社科抗战文化重大委
托项目 抗战时期媒体内迁

2013
-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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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09-201607 中国新闻传播史 64 本科生

201309-201612 中国新闻传播史论 96 硕士研究
生

201309-201701 陪都抗战文化专题 128 硕士研究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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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方向名称 新闻传播史论

姓名 齐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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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近现
代史专业，2007

所在院系 新闻学院

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
）简介

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新闻传播史,抗战新闻传播史，民国新闻传播史等，兼任中国新闻教
育史学会理事。2012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访问学者，2016年香港城市大学访问学者
，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重庆市人文社科基金项目，黑
龙江省人文社科基金项目多项。在《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新
闻记者》等刊物发表论文30多篇，其成果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引，获得首届中国新闻史
学会优秀学术奖、中国新闻学青年学者优秀成果奖，黑龙江省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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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论抗战时期日本对华广播侵略
与殖民宣传 —以日本在“满洲

国”的放送活动为中心
新闻与传播研究，P55-65 2015-09 第一作者

纪念我们自己的节日—“九一
”记者节与中国报人新闻职业形

象的建构
国际新闻界，P150-164 2015-07 第一作者

抗战前日本在华新闻舆论势力的
扩张与建构-以满铁在华新闻活

动为中心解读

现代传播,P99-104，CNKI被引
1次 201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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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一般项目 抗战时期日本对华新闻侵略与殖
民传播

201609
-

201912
2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重大项目
(子课题) 百年中国新闻史料的整理与利用

201506
-

201806
5

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
目 重庆抗战新闻传播史

201506
-

20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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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2016 中外新闻史 96 硕士研究
生

2014-2016 中国新闻传播史 144 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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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方向名称 新闻传播史论

姓名 龙伟 性别 男 年龄(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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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史
，2009

所在院系 新闻学院

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
）简介

主要研究方向为新闻出版史、文化传播史。2009年、2013年先后两次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
目，作为主要研究人员参与4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3项教育部课题的研究。出版学术专著
2部、主编著作1部，在《近代史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文艺研究》《中共党史研究
》《中国史研究》（韩）《社会科学战线》《社会科学研究》《宗教学研究》、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Sino-Christian Studies等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
文30余篇。学术成果曾获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担任本科生“马克思主义
新闻理论”、本科、研究生“中国新闻史”课程主讲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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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明星”：民国广播播音员
的职业生态与社会生活

新闻与传播研究，P78-89,
CNKI引用4次 2013-04 第一作者

声浪中的娱乐：近代广播的兴起
与娱乐形态的嬗替 文艺研究，P91-100 2015-07 第一作者

媒介与社会：民国广播史论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2016，p1-218 201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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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对上海报业
治理整顿的历史经验研究

201307
-

201712
18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基金 从私营报刊到人民报刊：建国初
期私营报刊的转型研究

201706
-

20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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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3-201707 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 32 本科生

201703-201707 中国新闻史论 48 硕士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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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传播史论

姓名 李兴亮 性别 男 年龄(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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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大学，新闻传播学，
2005

所在院系 新闻学院

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
）简介

主要研究领域为传媒与社会发展、影视传播、网络传播。2015入选教育部、中宣部高校与
新闻单位从业人员互聘“千人计划”。出版学术著作1部，在《新闻界》《当代电影》等
CSSCI期刊发表论文10余篇，主持省部级1项。承担本科生课程：新闻评论、传播学概论、
美学；硕士生课程：新闻传播理论史、新闻传播学专业经典选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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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荧屏中的历史消费 吉林出版集团，印数3000册 2015-05 第一作者

辛亥革命时期的媒体思想探索 社会科学家,P148-151 2014-05 第一作者

政府与媒体的双重视域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P121-125，CNKI被引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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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社科基金项目 大数据视野下的网络问政平台与
地方管理机制创新

201412
-

201712
3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跨学科
项目

地方网络问政平台制度建设与信
息管理创新研究

201204
-

201612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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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09-201601 新闻评论 96 本科生

201509-201601 新闻传播学说史 72 硕士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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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4 4 4

授予学位人数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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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80 75 71 74

授予学位人数 66 83 60 62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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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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传播理论 专业必修课 董天策 教授 本校 新闻学院 48 /3 中文

2 中国新闻传播史 专业必修课 张瑾 教授 本校 新闻学院 48 /3 中文

3 新闻传播法规与伦理 专业必修课 杨秀 副教授 本校 新闻学院 32 /2 中文

4 传播研究方法 专业必修课 田先红 研究员 本校 新闻学院 32 /2 中文

5 新闻业务研究 专业选修课 欧阳照 副教授 本校 新闻学院 48 /3 中文

6 新闻评论研究 专业选修课 涂光晋 教授 外校 ▲中国人民大
学新闻学院 32 /2 中文

7 广播电视新闻研究 专业选修课 汤天甜 副教授 本校 新闻学院 32 /2 中文

8 网络与新媒体研究 专业选修课 董天策 教授 本校 新闻学院 32 /2 中文

9 媒介经营管理研究 专业选修课 朱春阳 教授 外校 ▲复旦大学新
闻学院 32 /2 中文

10 公关理论与实务 专业选修课 陈先红 教授
外校 ▲华中科技大
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

院
32 /2 中文

11 书刊编辑与出版研究 专业选修课 张小强 教授 本校 新闻学院 32 /2 中文

12 中外名记者研究 专业选修课 齐辉 研究员 本校 新闻学院 32 /2 中文

13 舆情分析与危机管理 专业选修课 郭小安 研究员 本校 新闻学院 32 /2 中文

14 媒介文化研究 专业选修课 彭逸林 教授 本校 新闻学院 32 /2 中文

15 媒介批评研究 专业选修课 董天策 教授 本校 新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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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传播理论研究 专业必修课 董天策 教授 本校 新闻学院 48 /3 中文

2 中国新闻传播史专题
研究 专业必修课 张瑾 教授 本校 新闻学院 48 /3 中文

3 新闻传播研究方法论 专业必修课 田先红 研究员 本校 新闻学院 48 /3 中文

4 媒介与社会发展研究
专题 专业选修课 刘海明 教授 本校 新闻学院 32 /2 中文

5 网络与新媒体研究 专业选修课 郭小安 研究员 本校 新闻学院 32 /2 中文

6 媒介融合研究 专业选修课 曾润喜 研究员 本校 新闻学院 32 /2 中文

7 媒介经营管理研究 专业选修课 朱春阳 教授 外校 ▲复旦大学新
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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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策略传播（广告与公
关）研究 专业选修课 陈先红 教授

外校 ▲华中科技大
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

院
32 /2 中文

9 媒介伦理与法规 专业选修课 张小强 教授 本校 新闻学院 32 /2 中文

10 数据挖掘与计算社会
科学 专业选修课 邹东升 副教授 本校 计算机学院 32 /2 中文

11 新闻传播学前沿专题 专业选修课 董天策 教授 本校 新闻学院 32 /2 中文

12 新闻传播学说史专题 专业选修课 龙伟 研究员 本校 新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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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 构建复合型实践体系，促进研究生创

新实践能力提升 郑小林等 2013

2 重庆大学教学成果奖 一等
创新平台 延伸教学 实践树人——以
重庆市舆情信息特殊人才培养体系建

设为例
肖铁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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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时期中国报人对
新闻道德的讨论与突
围（1914-1949）

新闻与传播研究（CSSCI，A类期刊
），P111-119 2016-02 杨石华

硕士 全日制
2014-09 0503-
新闻传播学 一

级学科

2
网络民族主义运动中
的米姆式传播与共意

动员

国际新闻界（CSSCI，A类期刊），P54-
74，CNKI引用2次 2016-11 杨绍婷

博士 全日制
2015-09 0301-
法学 一级学科

3
探析大数据时代收视
率调查体系的创新与

优化

现代传播（CSSCI，A类期刊），P99-
101，CNKI引用2次 2015-05 汪红春

硕士 全日制
2013-09 0552-
新闻与传播 专
业学位类别

4
媒介议题、公众议题
与政策议题的转变及

关系

现代传播（CSSCI，A类期刊），P69-
74, CNKI引用4次 2016-03 蒋欣欣

硕士 全日制
2015-09 0503-
新闻传播学 一

级学科

5 自媒体传播在公共卫
生事件中的信息噪音

新闻记者（CSSCI）,P64-66, CNKI引用
1次 2016-05 班志斌

硕士 全日制
2015-09 0552-
新闻与传播 专
业学位类别

6
试论大数据背景下
“被遗忘权”的属性

及其边界

学术研究（CSSCI），P31-36，CNKI引
用4次 2015-09 梁辰曦

博士 全日制
2014-09 0301-
法学 一级学科

7 网络民粹主义三种叙
事方式及其反思 理论探索（CSSCI），P65-69，引用3次 2015-09 雷闪闪

博士 全日制
2014-09 0301-
法学 一级学科

8 网络风险事件中的集
体行动研究 中州学刊（CSSCI），P168-172 2016-11 刘聪

硕士 全日制
2014-09 0503-
新闻传播学 一

级学科

9
媒介传播从受众到用
户模式的转变与媒介

融合

科技与出版（CSSCI），P123-
128，CNKI引用6次 2015-07 郭然浩

硕士 全日制
2014-09 0503-
新闻传播学 一

级学科

10
“中央通讯社”与抗
战时期中国报业格局

的嬗变

辽宁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CSSCI），P104-108, CNKI引用1次 2015-03 淡雪琴

硕士 全日制
2014-09 0552-
新闻与传播 专
业学位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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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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85 3 52 3 55 4 80 3 60

其他政府项
目 6 14.5 7 13.4 14 25.6 10 21.7 4 8

非政府项目
（横向项目

）
7 75.2 6 62.77 9 151.5 17 166 11 121

合计 15 174.7 16 128.17 26 232.1 31 267.7 18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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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305.9 56 4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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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332 41 83.2

年师均科研项目数（项
） 0.61 年师均科研经费总数（万元） 5.67 年师均纵向科研经费数（万元

） 2.37

省部级及以上科研获奖数 3

出版专著数 30 师均出版专著数 0.857

近五年公开发表学术论
文总篇数 359 师均公开发表学术论文篇数 10.26

    2017年6月16日，广州日报数据和数字化研究院（GDI）发布“2017广州日报大学一流学科排行榜”，重庆大
学新闻传播学列全国第22位，重庆第一，西部第二，仅次于川大。

    学科带头人董天策教授曾有多项科研获奖：2006年，《新闻传播学论稿》获教育部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
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专著）；2009年，《民生新闻：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范式》获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奖二等奖（论文）；同年，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三等奖（论文
）；2011年，《新闻公关广告之互动研究》获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专著）。曾有两项教学成
果奖：2005年，“《新闻事业经营管理》教材建设及教学研互动模式”获第五届广东省教学成果奖一等奖（集体
，排名第三）；2009年，“与传媒紧密结合的新闻传播实践教学创新模式”获第六届广东省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集体，排名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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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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省 江西省第十五次
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省

级科研获奖;
二等 治理基层中国：桥镇信访博弈的叙事 田先红 2013

2
江西省 江西省第十六次
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省

级科研获奖;
二等 阶层地权：农村地权配置的一个分析框架 田先红 2015

3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
星光电视文艺优秀评论

奖;

三等 引进模式类明星真人秀节目的本土传播策略分
析——以江苏电视为例

孙良斌
、杨尚
鸿、李
曼丽

2016

4 第三届“全国新闻学青
年学者优秀学术成果”;

优秀成果
:专著 风险传播论——以中国电视新闻报道为例 汤天甜 2016

5 第三届“全国新闻学青
年学者优秀学术成果”;

优秀成果
:论文

抗战前日本在华新闻舆论势力的扩张与建构
——以“满铁”在华新闻活动为中心的解读 齐辉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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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论新闻传播学术创新 董天策 2013-02 新闻与传播研究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
中心A类期刊，CNKI引用2次
，人大复印资料《新闻与传播
》2013年7期全文转载。

2

从网络集群行为到网络
集体行动——网络群体
性事件及相关研究的学

理反思

董天策 2016-02 新闻与传播研究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
中心A类期刊，CNKI引用3次
，人大复印资料《新闻与传播
》2016年7期全文转载
；2017年获中国新闻史学会优
秀成果三等奖。

3
舆论的公共性与公众性
价值：生成/偏离及融合
——一项思想史的梳理

郭小安 2016-12 新闻与传播研究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
中心A类期刊，CNKI引用1次。

4
中国女性农民工在海外
当代纪录电影中的呈现

与表达
吴小君 2013-07 新闻与传播研究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
中心A类期刊，CNKI被引用3次
。

5
新的“明星”：民国广
播播音员的职业生态与

社会生活
龙伟 2013-04 新闻与传播研究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

中心A类期刊，CNKI引用4次。

6

试论抗战时期日本对华
广播侵略与殖民宣传
——以日本在“满洲国
”的放送活动为中心

齐辉 2015-09 新闻与传播研究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
中心A类期刊，CNKI被引1次。

7

伪满时期日本对东北的
新闻监管与舆论控制
——以伪满弘报处为中

心讨论

齐辉 2013-07 国际新闻界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
中心A类期刊，CNKI引用4次
，中国新闻史学会首届“新闻
传播学国家级学会三等奖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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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网络抗争中谣言的情感
动员:策略与剧目 郭小安 2013-12 国际新闻界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
中心A类期刊，CNKI被引28次
，人大复印资料《新闻与传播
》2014年5期转载。

9
新闻媒体、记者权利保
障视阈下新闻业监管规
范的现状及问题反思

杨秀 2014-06 国际新闻界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
中心A类期刊，CNKI被引4次。

10

传统新闻机构对社交媒
体的控制及其影响：基
于对国外30家机构内部

规范的分析

张小强 2014-12 国际新闻界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
中心A类期刊，CNKI被引用2次
。

11

国际新闻的“媒介驯化
”和“公民驯化”：以
中国报纸和博客关于日
本311大地震的报道为例

张伟伟 2015-04 国际新闻界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
中心A类期刊

12 政策议程互动过程中的
公民网络参与及合作解 曾润喜 2016-06 国际新闻界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

中心A类期刊

13 浅析网络案件舆论的功
能、意义及特征 杨秀 2013-04 新闻大学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
中心A类期刊，CNKI被引用8次
，人大复印资料《新闻与传播
》2013年11期全文转载。

14

抗战前日本在华新闻舆
论势力的扩张与建构
——以“满铁”在华新
闻活动为中心的解读

齐辉 2015-11 现代传播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
中心A类期刊，CNKI被引用1次
，教育部高等学校新闻传播学
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
高等教育学会新闻学与传播学
专业委员会第三届“全国新闻
学青年学者优秀学术成果
”（2016）。

15
阶层政治与农民上访的
逻辑——基于浙北C镇的

案例研究
田先红 2015-12 政治学研究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
中心A类期刊，CNKI被引用3次
。

16 问题与学理：新闻传播
论稿 董天策 2012-12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新闻学与传播学名家论丛
”系列之一,出版后赵振宇、
吴文虎、赵建国、柯泽、贾广
惠、王君玲等多位教授先后发
表书评，对该书给予高度评价
，充分肯定其学理创新价值。

17 风险传播论——以中国
电视新闻报道为例 汤天甜 2015-08 人民出版社

教育部高等学校新闻传播学类
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高
等教育学会新闻学与传播学专
业委员会第三届“全国新闻学
青年学者优秀学术成果
”（2016）

18 当代中国网络谣言的社
会心理研究 郭小安 2015-03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当代中国网络谣言的社会心
理研究 》内容主要包括理论
篇、实证篇和应对篇三个部分
。 2015年12月，《新闻研究
导刊》发表书评《认真研究网
络谣言的社会心理》给予高度
评价。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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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
重庆的舆论话语权研究 张瑾 2015-02 重庆出版社

郑保卫教授所作的书序给予高
度评价，认为“是近年来新闻
史学研究领域尝试回归新闻本
体研究范式的一种探索，也是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党报宣传
史研究的开拓性成果”。郑教
授的书序收入《中国新闻传播
学年鉴》2016卷。

20 新闻出版（版权）法律
完善研究 张小强 2015-08 知识产权出版社

本书系统分析了我国现行新闻
出版与版权法律法规中涉及经
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
、公共服务四大政府职能的条
款存在的问题,并给出了完善
建议。研究成果为修订相关法
律法规提供参考,以促进新闻
出版法治建设,并开辟新闻传
播法学研究的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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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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报中宣部舆论信
息（2012-2016 咨询报告 肖铁岩等

近五年来，上报中宣部舆情信息4170多条（篇
），采用331条（篇）。其中获得中央领导批示
40条（次），获得中宣部好信息奖20条（次
），参与中宣部特殊任务111条（次）。报教育部
舆情信息3862多条（篇），采用869余条（篇）。

2 新闻舆情信息参考
（2012-2015） 咨询报告 卓光俊等

2012年3月，按协议向乌鲁木齐晚报社报送《新疆
舆情信息参考》，每周1期。截止2015年12月31日
，总计报送1040期。《参考》由乌鲁木齐晚报社
报送新疆自治区及乌鲁木齐市领导参阅，同步发
行新疆地区各级政府机构、大型企事业单位。

3
关于改进长江韬奋
奖评奖操作方式的
建议（2012）

咨询报告 董天策

在2012年中国新闻奖暨长江韬奋奖评选会上建议
，长江韬奋奖参评人选应制作一个两三分钟的业
务成就音视频短片，在评议大会上统一播放。同
时，将参评人选放在分组讨论环节加以评议。中
国记协采纳该建议，从2014年起在长江韬奋奖评
选中实施。

4
中国科技期刊版权
协议示范文本
（2012-2013）

标准制定 张小强

《中国科技期刊版权协议示范文本》经中国高校
科技期刊研究会采纳推广，被国内多家期刊编辑
部采纳，规范了期刊版权协议文本，降低了中国
期刊出版的版权风险。

5 食品药品舆情的研
判及引导（2014） 咨询报告 郭小安

2014年12月，受国家食品药品监察管理总局宣传
司委托，完成《康泰疫苗事件的舆情演化、应对
及反思》《福喜事件的舆情分析报告》（共计3万
字），并被邀请到国家食药总局做主题报告，受
到宣传司领导好评，被聘为国家食药总局青年学
者联盟成员。

6
网络舆情的预警、

研判及引导
（2015）

咨询报告 郭小安
2015年6月，受重庆市委统战部委托，完成“新媒
体代表性人士新媒体从业人员重要人士的作用发
挥研究”的调研报告（共计3万字）。

7
网络舆情的研判及

引导（2015-
2016）

咨询报告 郭小安

完成重庆大学党委宣传部委托的舆情专项报告若
干，如2015年6月的《东方之星沉船事件舆情报告
》，2016年11月的《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对中美
关系的影响》等咨询报告。

8
新闻传播与媒介法

治年度研究
（2015、2016）

智库报告 杨秀等
《新闻传播与媒介法治年度研究报告(2015)》、
《新闻传播与媒介法治年度研究报告(2016)》已
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9 新媒体发展问题研
究 智库报告 杨秀

研究论文《社交媒体与司法传播研究——基于
“李天一案”原创微博的实证分析》被收录入由
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新媒体蓝皮书：中国新
媒体发展报告No.5（2014）》。

10

新闻传播学术型与
专业型硕士分类培
养的体系建构与模
式创新（2014-

2016）

其他原创性研究成
果 重庆市研究生
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成果

董天策

培养方案《重庆大学新闻传播学学术学位研究生
培养方案》（2016）、《重庆大学新闻与传播硕
士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2014）已
为重庆大学研究生院采用；研究论文《新闻与传
播专业型硕士的培养目标与模式》发表在《新闻
与写作》2014年第4期。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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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众传媒在文化建
设中的功能和作用

机制研究
（12JZD020）

教育部重大攻关项
目

重大攻
关项目 201206-2017012 董天策 63.0

2

网络时代“共意性
社会运动”的媒介
动员机制研究
（15BXW04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一般项
目 201506-201807 郭小安 18.0

3
网络群体性事件的
预防、引导与治理
研究（11BXW02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一般项
目 201106-201712 董天策 13.3

4
战时陪都重庆形象

建构研究
（16BZS03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一般项
目 201608-201909 张瑾 19.0

5 官报与清末新政研
究（15BZS07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一般项

目 201512-201812 刘琼 18.0

6
国内外学术成果出
版规范与标准比较
研究(13BXW017)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一般项
目 201306-201412 张小强 16.0

7

基于风险社会视角
下中国电视广播的
相应机制与应对策
略研究(14CXW01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青年项
目 201406-201707 汤天甜 18.0

8

群体性突发事件中
提高“微媒体”舆
论引导管理能力研
究(13CGL144)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青年项
目 201306-201608 吴小君 16.0

9

新媒体时代司法公
开促进司法公正的
路径及策略研究
(15XXW00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西部项
目 201506-201712 杨秀 18.0

10

新媒体时代核心价
值观培育与民族文
化传播的整合机制
研究(15XKS04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西部项
目 201506-201712 温健琳 18.0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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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56 32 48

年均 2.2 11.2 6.4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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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中国新媒体传播学年会 2015-05 230 4

2015中国传播学论坛 2015-11 200 2

中国媒介法治与新闻伦理规范高端论坛 2015-04 50 0

传播媒体与文化建设高端论坛 2016-12 60 0

第八届中国青年传播学者论坛 2015-10 8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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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传媒政策的范式
迁移与重建：一个思

想史的考察

“文化传播与社会伦理”国际
论坛，加拿大，温哥华，西门
菲莎大学（城中分校）林思齐

国际交流中

董天策 大会报告 2013-08

2

Chongqing in
Wartime Newspapers

and Wartime
Newspapers in
Chongqing”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AAS) Annual
Conference, San Diego

张瑾 分会报告 2013-03

3

Adoption, Adaption
and Control: News
Organizations’
Social Media

Policies and Their
Impact on
Journalism

澳大利亚与新西兰传播学学会
（ANZCA）2014年年会，澳大
利亚，墨尔本，斯威本科技大

学

张小强 分会报告 2014-07

4
运动式治理到行政吸
纳-一项对网络意见领
袖专项整治的反思

第二届国家传播战略高层论坛
暨第三届品牌传播论坛，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郭小安 大会报告 2014-12

5
新都抑或旧都——抗
战时期的重庆城市形

象

战争与历史记忆：抗战胜利七
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台北，台
北国史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
所、国立故宫博物院主办

张瑾 分会报告 2015-07

6
抗战前满铁与日本在
华新闻舆论势力的建

构

第九届世界华文传媒与华夏文
明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新闻
史学会公共关系分会成立大会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

齐辉 分会报告 2015-08

7
新媒体从业人员的政
治效能感与政治参与

意愿

“全球化时代的传播、媒介与
政府治理”国际学术论坛，北

京，中国传媒大学
郭小安 分会报告 201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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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报告类型”填“大会报告”和“分会报告”。

8
社会化媒体对社会变
革的推动作用——以
网络公共事件为视点

2016中国新媒体传播学年会
，杭州，浙江大学 董天策 大会报告 2016-05

9 当前新闻实践的几个
问题

中俄新闻教育与传媒发展论坛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马胜荣 大会报告 2016-07

10 ISP法律责任的完善与
网络治理的新路径

第三届中国传媒公信力论坛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 杨秀 大会报告 20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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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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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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人文社科普及基地; 经略研究院 重庆市社科联 2015-05

2 重庆大学校级研究中心; 新闻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院 重庆大学 2011-11

3 重庆大学院级实验教学中心; 全媒体传播实验中心 重庆大学 2008-10

Ⅴ-2-3  仪器设备情况

仪器设备总值（万元） 687.62 实验室总面积
（㎡） 720.80 最大实验室面

积（㎡）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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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媒体传播教学实验中心年均开设实验项目137项，年均实验人数2069人，年均实验人时数76367学时。学生通过
该实验平台在校内外各类专业实践活动（如竞赛）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本学科有支持研究生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的相关政策，积极组织和鼓励学生参加各类学术活动，有一定比例的研
究生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并有一定数量的研究生能在国内外的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

本学科有完善的奖助学金制度、学风和学术道德建设制度及研究生学位管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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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授予单位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意见：

“新闻传播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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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