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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简   报 
                                                                   2011年 2-3月 

  

☆学院新闻 

学院召开党政联席会议确定新学期工作计划并落实部署 

2010级MPA开学典礼暨 2010届MPA授位典礼隆重举行 

我院成功举办首届全国财政学青年教师及博士生学术研讨会 

学院 2011年度招聘工作顺利开展 

蒋洪教授获聘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 

胡怡建教授被聘为全国税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 

☆学生风采 

2011年度德勤税务精英挑战赛赛前培训 

张笑寒博士后出站 

☆聚焦两会  蒋洪教授特写 

☆科研动态 

公共政策与管理研究讲座活动预告 

《学术发现与争辩论坛》成功举办 

《2011国民经济运行报告》顺利出版 

我院教师发表多篇 SSCI论文 

人大预工委回复我院刘小川教授主持提交的“预算法修改”项目报告 

赵宏斌副教授合作项目获 2010年度高等学校科学研究成果奖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交流动态 

美国密西西比大学政治学与国际研究Croft讲席终身教授郭钢来我院讲学 

美国南加州大学资深研究员Richard Little来我院访问 

日本东京大学小林雅之教授来我院访问 

我院邓淑莲副教授参加哈佛大学预算改革案例研究国际研讨会并做主题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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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召开党政联席会议确定新学期工作计划并落实部署 

2011年 3月 8日，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在红瓦楼 326会议室召开，会议由牛铭实

院长主持，学院党政领导全员列席参加。会议上讨论了年度招生、教学管理制度、

科研管理制度等方面议题。通过了 2011年科研会议资助项目，申报课题资助方案及

管理规范的方案，进一步完善了学院科研奖励资助制度。在教学管理方面，确定了

以教学与管理制度建设为重点推进任务。完善硕博连读淘汰制度，注重高质量的教

材编写工作，使科研成果与教学改革相得益彰；抓好新建学位点开局工作，加快研

究生导师队伍建设工作，落实研究生导师工作会议；平衡好专业学位与学术型学位

协调发展，强调走特色的学科发展之路。此外，会议还讨论了学科发展与现有组织

结构调整思路、凤凰楼施工等议题。会议落实了组建学院校友会工作规划，并部署

了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10周年院庆具体工作。 

☆2010级MPA开学典礼暨 2010届MPA授位典礼隆重举行 

2011年 3月 5日，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0级 MPA开学典礼暨 2010届 MPA授

位典礼在校行政楼二楼报告厅隆重举行。典礼由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彭剑斌副书记

主持，公管学院指导教师、毕业生及亲属、新学员近 300 人参加了典礼。MPA 中心

主任曾纪茂副教授首先介绍了出席的学院领导、指导教师代表，及我院 MPA发展的

历史、现状及学科特色；其后，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牛铭实院长致辞，他寄语 MPA

毕业生在今后的道路上，学以致用，发挥所长，在工作岗位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为社会进步与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也期望毕业生们关注母校的发展，欢迎常回母

校看看；并欢迎新学员加入到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共同学习。接着是毕业生代表张

薇薇发言，发言回顾了两年中学习生活的点滴，在这段珍贵的学习经历中，老师的

严谨负责的态度，同学间的互助的友好氛围，让人感动。通过学习，不仅在知识上

充实了自己，思想上也得到了升华。随后，牛铭实院长为毕业生逐一颁发学位证，

学院党总支宋健敏书记，俞卫常务副院长分别为优秀毕业生、优秀毕业论文颁发证

书。出席典礼的领导还有刘小川副院长、及研究生部等部门有关方面负责人。典礼

结束后牛铭实教授、刘小川教授等 5位专家还为 120名 MPA新学员开设了系列专题

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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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成功举办首届全国财政学青年教师及博士生学术研讨会 

3月 26日，由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主办的 2011年（首届）全国

财政学青年教师及博士生学术研讨会在国定路校区行政大楼举行。 

研讨会吸引了全国众多财政学青年教师、博士生踊跃投稿。论文稿件的内容涉

及财政支出、转移支付、税制设计、养老保险、土地财政等多个方面。经专家评审

后，最终来自华中科技大学、厦门大学、西南交通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高校的 12

篇优秀论文入选。 

26日上午，研讨会在我校行政大楼三楼会议室开幕。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

管理学院副院长刘小兵教授、副院长刘小川教授在开幕式上先后致辞，并向与会同

志介绍了本次活动的意义和主旨。我校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财政系朱为群教授、徐

曙娜副教授、曾军平副教授、于洪副教授、郑春荣副教授、孔晏博士等应邀参加本

次研讨会。武汉大学博士生导师刘穷志教授、厦门大学博士生导师刘榆教授、上海

财经大学博士生导师朱为群教授、浙江财经学院李永友教授等多位资深财政学专家

分别在交流发言中对入选论文作了深入指导和点评，并围绕财政学领域有关问题展

开讨论。我校青年教师曾军平副教授、在读博士生黄威的分别就自己的入选论文参

加了交流发言。 

研讨会于 26日下午结束。作为我校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首次为青年教师和博士

生举办的研讨会，会议旨在进一步促进我国财政学学科的发展和创新，为财政学领

域优秀新人提供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通过论文宣讲、专家点评互动达到拓宽研究

视野、启发研究思维的目的，同时也为参会者将来进一步开展学术交流和合作打下

基础。研讨会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取得圆满成功。今后我院计划每年举行一次财政

学青年教师及博士生系列的学术性会议。力争将该研讨会办成一项有影响力的、持

续的财政学界“新面孔论坛”，更好地传承并推进我国财政学理论与实践的研究。 

☆学院 2011年度招聘工作顺利开展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加大学科建设力度，加强师资建设，学院积极地在国内、

国外引进高水平人才充实师资队伍。2011年度国内招聘面试工作于 3月 6日顺利开

展。本次招聘主要针对应届博士生，从全国 30多名应征者中挑选出来自南开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大学等知名高校的 6名候选人，涉及应用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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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公共管理学等学科。本次面试在程序上，由各学科学术骨干教师、教师代表组

成招聘委员会，通过应征者个人试讲、招聘小组面谈、教师交流等形式，全方位考

察候选人。牛铭实院长、宋健敏书记、俞卫常务副院长等学院领导全程参加了招聘

工作。本次国内招聘工作由杨翠迎老师组织实施的。海外招聘工作由牛铭实院长与

学院特聘教授丁元老师共同组织，前期寻找甑选候选人工作已结束，于 3月 11、12 

日在杜克大学进行了第一批候选人的试讲、面谈工作。并将于 4月 16日在丁元教授

任教的加州州立大学面试第二批的候选人。 

☆蒋洪教授获聘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 

3月 15日下午，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成立 60周年纪念大会在市政府举行。

蒋洪教授获聘上海市政府参事。市委副书记、市长韩正出席会议，并向包括蒋洪教

授在内的 10位新聘市政府参事颁发聘任证书。 

市政府参事室最早成立于 1951年 2月，主要担负草拟、修改、审议行政法规和

工作报告的任务，在参政议政、建言献策、咨询国是、民主监督、统战联谊等方面

发挥了积极作用。蒋洪教授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一直关注财政透明度和预算法问题，

呼吁政府信息公开，4次参加全国两会先后递交 17项提案，由他发起的中国省级财

政透明度调查项目已经连续进行了三年，对于推动中国政府信息公开，特别是预算

公开，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 

☆胡怡建教授被聘为全国税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 

3月 18日，我院胡怡建教授应邀参加国务院学位办、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举办的全国金融等 28个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成立会议。教育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及有关部委相关局司领导、全国社会工作、教育、建筑学、

工程、军事、工商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秘书长、各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参加了会议。会议讨论了《全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

会章程》，研究各教指委工作规则及 2011年工作要点。胡怡建教授被聘为全国税务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有关领导向各成

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颁发了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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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度德勤税务精英挑战赛赛前培训 

3月 24日，由上海财经大学公管学院学生会学术部举办的“德勤精英税务大赛

赛前培训”在二教举行。亲临本次培训的学院领导有彭剑斌副书记，刘小兵副院长。

刘小兵副院长做了热情洋溢的赛前动员，鼓励参赛选手沉着应对，做好充分的准备

工作，争取再创佳绩。培训中，07届的税务参赛团队还介绍了参赛的过程与经验，

分享了在繁复整理和学习过程中会深切地感受到知识与快乐同行的感受，并利用历

届赛事真题进行举例讲解。队员们对参赛过程中的辛酸与快乐的真情描述打动了现

场同学。此次赛事培训旨在让大学生见识商业市场的真实情况，提高大学生的分析

与表达能力，培养比赛技巧。最后，彭剑斌副书记做了培训总结，再次重申了参赛

规则，并表达了对参赛选手再创佳绩的殷切希望。 

☆张笑寒博士后出站 

张笑寒博士于 2008年 12月进入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国民经济学专业博士

后流动站（指导教师为王克强教授），2010年 12月份通过评审答辩顺利出站。在站

期间，张笑寒博士成功申请了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现代化进程中东部地区农村妇

女土地权益保障研究》和上海市社科基金项目《上海郊区农村土地承包权流转与农

民权益保护研究》，其专著《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制度解析与实证研究》得到上海

市哲学社会科学出版基金资助，并在《农村经济》、《中国土地科学》、《华中农业大

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近十篇学术论文，取得了优异的学术科研成果。 

☆聚焦两会  蒋洪教授特写 

2011年 3月 3日-13日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蒋洪教授作为政

协委员向大会提交了关于财政透明度、预算法修改的《大力弘扬先进，莫让典型成

点缀》、《关于修改预算公开中若干不合理规定的建议》、《建立干部财产收入公示制

度是当务之急》、《预算法必须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宪法精神》、《预算公开必须要

有法律规定性》、《必须不折不扣将政府全部收支纳入预算》、《人大的预算审批权应

得到充分的法律保障》、《预算审批之前的支出授权不能过度》、《政府行政部门的预

算变更权应适当限制》九项提案。 

3 月 3 日，做客中央电视台[新闻 1+1]栏目两会专访《带着民意来》，蒋洪教授

在节目中再次呼吁财政透明。他介绍四川省白庙乡和河南省焦作市财政信息公开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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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情况，财政与预算公开的实行，民众对政府信任度提高，许多矛盾在萌芽状态化

解。在本次的两会提案中要求中央对先进典型要加大推广力度。 

3 月 8 日，蒋洪教授就中央财政预算报告接受央视[新闻 1+1]栏目采访。在节目

中，他指出今年中央预算加大了民生的投入，减少了三公消费。但在财政预算报告

中只看见数字的增减，数字背后的实际情况具体内容还不清楚，需要进一步的改进。

要保证政府花钱符合公众利益，最基本的就是要让社会众参与到这个过程中来。要

更好地发挥人大政协的作用，将预算报告细化、报告提供的信息与时间也需进一步

的改进。 

此外，他还接受中国青年报、南方人物周刊、时代周报、人民网等媒体的专访，

介绍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对全国 31 个省级政府的财政透明度状况做了

连续三年的跟踪调查和评估的情况。目前财政透明度状况还在处于低水平徘徊，呼

吁对财政透明的典型经验进行推广，为阳光财政的推进出谋划策。 

蒋洪教授作为财政领域有重大影响力学者，一直关注着中国财政事业的发展；

他更是一个公共管理理论的实践者，作为政协委员，4 次参加全国两会先后递交相

关财政透明等方面的 17项提案，倡导阳光财政，呼吁政府信息公开；此外他发起的

《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项目连续三年评价了中国财政信息公开的状况，引起了社

会广泛的关注与讨论，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对此做出一些积极的回应，深刻地影响

并推进了中国的政府信息公开的进程。 

☆公共政策与管理研究讲座活动预告 

由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和公共治理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公共政策与管理研究讲座

系列活动预告如下，本学期活动由李会平老师组织负责，有意做主题研究交流的老

师可与李会平老师联系，欢迎有兴趣的老师参与。 

 
 日期 主题 主讲人 背景介绍 

1 3月 4日 MPA 论文写作模板 耿曙 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 

2 3月 7日 老年人健康的经济学研究 王俊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学院副教授 

3 

 

3月 18日 Building Urban Resilience in 

East Asia 

Richard 

Little 

Professor, Director, The Keston Institute for 

Public Finance and Infrastructure Policy、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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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月 24日 The Tragedy of the 

Nomenklatura:  

Career Incentives and Political 

Radicalism during China's 

Great Leap Famine 

陈硕 香港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 

5 3月 25日 中国问题研究对政治科学的

贡献: 以两个具体课题为例 

郭刚 Croft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Mississippi 

6 4月 1日 全球化与跨国移民 朱柔弱 台湾中正大学教授、牛津大学社会学博士 

7 4月 7日 题目未定 周志忍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8 4月 15日 Collaborative service delivery 

in China 

敬乂嘉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

授、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公共政策博士 

9 4月 22日 政府绩效评估－中英两国的

比较 

郭俊华 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 

10 4月 29日 题目未定 唐世平 复旦大学教授 

11 5月 6日 公民社会与治理专题 郁建兴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 

教授、博士生导师 

12 5月 20日 题目届时通知 吴建南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副院

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13 6月 4日 Meeting the challenges and 

striving for urban sustainability 

in China 

象伟宁 美国北卡大学夏洛特分校教授、华东师范

大学“千人计划”学者、美国加州伯克利

大学地理学博士 

14 6月 17日 State-Society Dynamics and the 

Rise of a Labor Export 

Economy in a State-Designated 

Poor County of Central China 

杨红星 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美国芝加哥大学社

会学博士 

 

☆《学术发现与争辩论坛》成功举办 

3月 15日，《学术发现与争辩论坛》在红瓦楼 326会议室成功举办了第二期，

本期的主题是“家财型财政的概念及其运用”、“平税等补制的效率和公平考察”，论

坛由刘小兵博士主持，刘守刚博士和朱为群博士分别做主题交流发言，论坛吸引了

相关专业教师、在读博士生近二十人参加并进行了激烈讨论。《学术发现与争辩论坛》

是由朱为群博士发起创办的，为学院教师和在读博士生提供一个开放的工作讨论平

台，论坛通过科学规范的学术报告与争辩，营造良好的学术研究氛围，促进科研工

作深入开展；通过建立制度化、常规化的活动形式安排，配套博士生培养工作新机

制，师生展示交流学术研究新发现，促进研究高层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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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国民经济运行报告》顺利出版 

《2011国民经济运行报告》由我院国民经济学科组编撰，日前由河南人民出版

社出版。报告认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是国家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主要手

段，也是保障国民经济安全运行的重要依据。科学编制并组织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规划，不仅有利于合理有效地配置公共资源，引导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

作用，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而且也更成为当前国

内外各方关注的热点问题。该报告在紧密结合上海市“十二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规划编制实践的基础上，积极吸收了国内外经济领域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研究的最新成果，通过理论研究、国际比较、社会调研、实证分析等四种方法，深

入探讨了“十二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编制的理论问题与实践问题。我院杨

大楷教授、王克强教授、高晓晖副教授、方芳副教授、简德三副教授、张学文副教

授和曹建元副教授参加了该报告的研究。 

☆我院教师发表多篇 SSCI论文 

我院耿曙老师，李华老师、俞卫老师分别在 SSCI刊物 Asian Survey（地区研究

类二区），Health Policy（卫生政策与服务类三区）发表论文。 

耿曙老师的论文“Agents of Taiwan-China Unification? The Political Roles of 

Taiwanese Business People in the Process of Cross-Strait Integration”，从政治学的角度

分析了台商在两岸关系的政治角色及作用，通过比较分析不同时期的对台政策和经

济贸易依存、民众认知的关系和特点，假设并剖析台商代理型、人质型、缓冲型、

游说型四种政治角色类型，认为台商在大陆地区的经济联系与社会联系日趋紧密的

过程中，在政治上主权和统一的问题面前，能促进中国社会的整合，在更大的一体

化上发展可能形成一个双赢的局面。 

李华老师、俞卫老师的论文“Enhancing community system in China’s recent health 

reform:An effort to improve equity in essential health care”。论文回顾了中国社区卫生

中心的政策制定并基于筹资水平和追求利润的差异分析了医疗服务选择的影响因

素。通过分析 2006年和 2007年从两个不同的融资能力和管理战略城市的调查数据，

比较所选城市之间的改变前后的资助政策选择。认为社区卫生系统缺少资金是迅速

发展的瓶颈，城市之间的经济差距是改善基本卫生保健权益的主要障碍，建议社区

卫生中心限制高费用的服务。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9

☆人大预工委回复我院刘小川教授主持提交的预算法修改项目报告 

2月 1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发函回复上海财经大学于 2010年 8

月报送《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20100315修改稿）〉的修改意见》。预算

法修改意见项目是由我院刘小川教授发起主持的。在提交的修订意见中对预算法修

改稿提出了在预算原则、临时预算、预算未通过、权责发生制、地方政府发债、超

收收入、地方政府或有负债、预算调整权限、预算审查和预算报告关系、预算形式

与收支分类等十个方面问题修改建议，在回函中，人大预工委对此项工作给予充分

肯定并对提交的修改意见高度评价，“研究内容全面深入细致，许多修改建议对于

此次预算法修改以及以后加强预算审查监督和进一步完善预算法律制度都具有重要

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赵宏斌副教授合作项目获 2010年度高等学校科学研究成果奖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经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审核，教育部批准，

由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评出 304项 2010年度高等学校科学研究成果奖。我院赵宏斌

副教授参与合作项目《中国高等教育资源的区域分布特点和协调发展对策研究》获

得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该课题由中南大学，山东经济学院，湖南大学，上海财经大

学，四川大学，上海大学，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内蒙古科技大学，山西财经大学，

大连海事大学，青海民族学院十一所高校科研人员共同完成。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

秀成果奖（科学技术）授予在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专利技术

实施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和单位，分设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

奖（包含推广类）和专利奖。评选面向全国高等院校，每年评审一次，由教育部组

织评选。2010年度评选出科技进步奖 135项，其中一等奖 52项。 

☆邓淑莲副教授参加哈佛大学预算改革案例研究国际研讨会并做主题发言 

2011年 2月 4-5日，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与国际预算合作组织在哈佛大学肯尼

迪学院举办了“预算改革案例研究国际研讨会”。会议邀请了来自英国牛津大学、伦

敦商学院、美国华盛顿大学、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中国上海财经大学等世界各地

知名大学、研究机构的 20多名专事预算研究的学者参加，会议以发展中国家和发达

国家近年来典型的公共预算改革案例研讨为主题，展开了深刻的分析与交流，会议

还促成了国际合作研究项目，就公共预算国际间的学术合作研究达成初步意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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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邓淑莲副教授应邀参加会议，在会议上就中国近年来预算改革进程及面临的挑战

做主题演讲，发言获得热烈反响，并被邀请参加公共预算国际比较研究合作项目。 

☆美国南加州大学资深研究员 Richard Little来我院访问 

2011年 3 月 18日，美国南加州大学资深研究员，凯斯顿财政与基础设施政策

研究中心主任 Richard Little来我院访问。Richard Little研究员对灾害管理有深入的

研究，在基础设施建设融资、项目管理等领域亦有建树。在加入南加州大学之前，

曾在首府华盛顿担任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the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基础设施

与环境建造研究部的主任，创建并指导了一系列关于美国基础设施建造的研究项目。 

常务副院长俞卫教授、副院长刘小兵教授会见了 Richard Little研究员。随后，

他为我院师生做了题为“Building Urban Resilience in East Asia”的学术报告，在报

告中，他针对东亚地区正经历城市化及出现的城市脆弱性问题，探讨如何使风险管

理的原则来实施管理战略确保实现更具适应力的城市。首先他按照贫困人口的比例，

以东亚地区八个国家为研究对象，细分为中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

柬埔寨，老挝，蒙古三个小组进行比较研究；从城市化与经济转型、基础设施规划、

地理因素与气候变化等方面进行详细分析，并列举海地地震，智利地震，新西兰地

震的灾害管理实例，强调有效的风险管理可大幅度提高城市抗灾能力和社会适应力，

而理解风险是提高城市灾害管理能力的关键。最后对东亚地区提高城市灾害管理能

力提出了短、中、长期目标与计划：短期内，发展社会信任，使公民相信各国政府

和其他机构所采取的行动是诚实的和利于公民利益的。要加强灾害风险常识教育，

增强公民灾害应对意识。同时加强信息传播体系建设。中期内，应注重发展技术能

力，以确定和划分区域，防止潜在的自然灾害影响；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保持高性

能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进行合理的城市规划；制定全面的灾难风险融资战略，保

证最贫困的社会成员有一定的保护。长期内，应努力减少贫困，贫穷者最易受自然

灾害的伤害。 消除腐败，有效的规划和监管不能建立在腐败的公共过程之上。随后，

他与在座师生进行了深入交流，气氛热烈。 

19日，在宋健敏书记的主持下，他与我院公共管理学科教师就基础设施和交通

建设、灾害管理等方面的研究展开了交流并商谈了合作计划。Richard Little 建议学

院从自身优势出发，侧重灾害恢复力的制度建设研究。此外他介绍了与世界银行亚

洲区合作开展“中国城市灾害管理”的项目情况，探讨与我院教师展开合作研究的

形式并达成合作出版专著的意向，介绍世界银行增强城市恢复力的融资工具，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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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其对中国的适应性问题。同时还商谈了共同开设“基础设施与现代社会”课程事

宜，并达成初步的共识。 

☆日本东京大学小林雅之教授来我院访问 

2011年 3月 21日，日本东京大学高等财经研究所小林雅之教授应邀访问我院

并做“日本高等教育的财政问题”的主题报告。在报告中，小林教授绍了目前日本

高等教育市场及在市场化过程中日本政府财政投入情况。教育无法用价格进行调控

而只能依靠考试来作为调整工具。教育不能完全依靠支付能力来调整市场需求，教

育的社会性要兼顾社会的公平性问题。在政府财政投入方面，缩减了政府财政对大

学的经济支持的同时，提高了对个别高校的科研支持，重点支持以建立世界一流大

学为目标的大学。最后分析了高校市场化过程中出现学术腐败、学生公共服务的思

想减弱等问题。报告由马志远老师担任主持和翻译，刘小兵副院长出席了报告活动

并与小林教授进行了深入交流。 

☆美国密西西比大学政治学与国际研究 Croft讲席终身教授郭钢来我院讲学 

3月 25日，美国密西西比大学政治学与国际研究 Croft 讲席终身教授郭钢应邀

来我院讲学。本次郭钢教授带来的讲座题为《中国问题研究对政治科学的贡献: 以

两个具体课题为例》。在讲座中首先介绍了海外中国政治研究的“供需”情况，指出

目前在海外关于中国方面的研究学者的就业情况相对较好，其原因主要有两点：第

一，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实力在国际地位上日益提升，逐渐恢复；第二是因为设立了

多个研究中国的专门学习机构和中国留学生数量的增加，海外对中国文化的认识有

了更多的认识。同时指出，目前海外的中国政治研究同样存在“困境”---成长的困

难暂时无可避免：目前对中国的研究普遍是从中国本身出发作为立足点有一定的局

限性，另外在海外的高校中，中国的政治研究在学术会议上或者与主流政治学科交

流上具有相当的差距。但他认为目前研究中国政治对比较政治学方面是有重要的贡献

的，并以政治经济周期以及经济全球化两个实例介绍了中国比较政治学的研究实例。 

本次讲座由我院海归教师李会平助理教授主持。讲座结束后，郭钢教授与在场的

师生进行互动。郭钢教授在交流中指出，目前做中国研究的学者不需要重新走国外实

证政治发展过程中的弯路，可以直接追赶当前世界比较政治学研究的最前沿的问题。

对中国政治的定向性研究和特殊国情研究对比较政治学是具有很大贡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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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动态 

2011年 3月 7日下午 2点，中央财经大学医疗改革政策评价与老龄健康保障跨

学科创新研究团队负责人王俊副教授应邀在我校行政楼三楼会议室做了题为“老龄

健康的经济学思考”的学术报告。报告由常务副院长俞卫教授主持，学院宋健敏书

记、刘小兵副院长，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杨翠迎教授、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

执行主任李华副教授、及部分年轻教师和相关专业的研究生 30多人听取了报告。王

俊副教授首先从老龄化趋势、中国的养老传统和现有的计划生育政策的角度介绍了

有关老龄化与老龄健康问题的研究背景，强调老龄化与老龄健康问题的研究需要众

多学科共同参与，现已经成为许多国家的国家战略重要组成部分。在汇报中，他归

纳整理了现有的海外社会科学方面有关老龄健康问题的研究成果，分别从微、宏观

的角度分析了老龄健康问题与经济学研究的关系，探讨了开展老龄健康问题的经济

学研究方面的理论热点问题。报告结束后，王俊副教授就开展老龄健康合作研究等

方面与相关专业老师进行了会谈。 

 

2011年 3月 24日，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博士候选人陈硕应邀做题为“The 

Tragedy of the Nomenklatura: Career Incentives and Political Radicalism during China's 

Great Leap Famine”的讲座。讲座从独特的视角重新审视了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激进

行为的特点，以我国特殊时期——大跃进时期为切入点，细致分析了大跃进时期我

国特殊的国情和晋升机制引起的激进行为，最终导致了部分地区在三年自然灾害时

期的因饥荒造成死亡率大幅上升的现象。讲座结束后，陈硕博士与在场的师生交流

了 SSCI 论文发表的心得，并详细介绍了论文修改中与审稿老师互动过程，现场气

氛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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