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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简介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背景下的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

社会治理面临着新的挑战，聚焦公共治理与绩效，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新时代公共管

理研究的应有之义。 

正值兰州大学建校 110 周年和兰州大学管理学院建院 15 周年之际。为进一步推动我国公共管理

研究的深入发展，加强国内外公共管理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的学术交流，兰州大学管理学院和兰州

大学中国政府绩效管理研究中心将于 2018 年 11 月 9-11 日承办“中国公共管理学术年会（2018）

暨第四届公共管理青年学者论坛”。会议主题是新时代的公共治理与绩效：问题、挑战与学术回应。 

 

 

 

主办单位 

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公共管理专业委员会 

中国管理现代研究会青年工作委员会 

 

承办单位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 

兰州大学中国政府绩效管理研究中心 

 

支持单位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3 / 40 
 

支持期刊 

《管理世界》 

《新华文摘》 

《公共管理学报》 

《中国行政管理》 

《公共行政评论》 

《社会科学研究》 

《行政论坛》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图书与情报》 

《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 

《公共管理评论》 

《理论与改革》 

《实证社会科学》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Journal of Asian Public Policy 

Public Personnel Management  

Journal of Chinese Governance 

 

支持媒体 

新华社、新华网、人民日报、经济日报、中新社、中新网、甘肃电视台、甘肃日报 

 

论坛指导委员会（按姓氏拼音排序） 

包国宪、何文盛、马骏、吴建南、肖滨、薛澜、钟杨 

 

论坛主席团 

轮值主席：王学军 

主席团成员（按姓氏拼音排序）： 

何艳玲、敬乂嘉、李亚、刘鹏、刘帮成、杨立华、杨永恒、朱旭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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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须知 

一、参会须知 

    1、参加“中国公共管理学术年会（2018）暨第四届公共管理青年学者论坛”的嘉宾，请于 11

月 9 日 9：00 -18：00 在飞天大酒店一楼报到处签字报到，并领取会议材料。（会议材料包括与会嘉

宾的会议手册、胸牌、桌签、餐券等，请您在会议期间佩戴胸牌，凭餐券用餐，若您参加分论坛发言，

请携带桌签，并自行摆放到相应位置。） 

2、会议于 2018 年 11 月 10 日 9：00 正式开始，请参会者于 8：30 统一从酒店步行进入会场，

酒店大厅将有专人引导，请最迟于 8：50 之前进入会场就座。 

3、请参会者在会议期间佩戴胸牌进入会场。未经会务组同意，会场内谢绝录音、摄像。 

4、参会时请关闭手机或置于振动状态，会场内禁止吸烟。 

5、会议期间参会者对会议有意见或建议，请及时与会务组联系，以便改进工作。 

 

二、交通路线 

1、从兰州中川机场到兰州大学盘旋路校区（飞天大酒店、萃英大酒店）：乘坐机场大巴（东线）

在东方大酒店下车，即可到达兰州大学正门对面，票价 30 元。或者乘坐城际列车到兰州火车站，票

价 30 元左右，再乘坐 1 路/10 路/16 路/110 路/131 路公交车到兰州大学站下车。飞天大酒店、萃

英大酒店分别在下车点以北和以东 100 米以内。 

2、从兰州站到兰州大学盘旋路校区（飞天大酒店、萃英大酒店）：乘坐 1 路/10 路/16 路/110

路/131 路公交车到兰州大学站下车，共两站，票价 1 元；也可以步行前往，路程在 2 公里左右，时

间约 25 分钟。 

3、从兰州西站到兰州大学盘旋路校区（飞天大酒店、萃英大酒店）：乘坐 1 路公交车到兰州大学

站下车，共 13 站，票价 1 元；也可以乘坐城际列车到兰州火车站，再乘坐 1 路/10 路/16 路/110 路

/131 路公交车到兰州大学站下车。 

参会嘉宾交通费用自理，会务组不安排车辆接送，请提前确认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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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气指南 

 

11 月上旬兰州天气寒冷，日夜温差大，请您注意添加衣服，注意保暖。 

 

四、会议工作餐安排 

 

 

五、会务组联系方式 

 

王学军：09318912007（总协调及主论坛） 

单菲菲：15214045988（主编圆桌论坛） 

王子琦：18393919180（超级论坛） 

郎  玫：13359491677（平行分论坛） 

陈  强：18794751032（会务组织） 

常  远：13919127245（会议日程） 

高  睿：13893358199（后勤接待） 

联系邮箱：gpm@lzu.edu.cn 

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天水南路 222 号兰州大学管理学院 

邮编：730000 

 

日期 时间 地点 

11 月 9 日 17：30-19：30 飞天大酒店一楼西餐厅自助晚餐（凭餐券用餐） 

11 月 10 日 12：00-13：20 飞天大酒店三楼宴会厅自助午餐（凭餐券用餐） 

11 月 10 日 18：30-20：30 飞天大酒店三楼宴会厅桌餐（凭餐券用餐） 

mailto:gpm@lzu.edu.cn


 6 / 40 
 

 

会议总议程 

 

日期 时间 内容 地点 

11 月 9 日 

09：00-18：00 注册报到 

飞天大酒店 

19：00-21：30 期刊主编圆桌论坛 

11 月 10 日 

09：00-09：20 开幕式 大学生活动中心报告厅 

09：20-09：30  合影 大学生活动中心 

09：30-12：00 主题报告 大学生活动中心报告厅 

12：00-13：15 午餐 飞天大酒店 

13：30-15：10 超级论坛 大学生活动中心报告厅 

15：20-16：45 平行分论坛 A1-A6 

大学生活动中心 5 楼 16：45-17：00 茶歇   

17：00-18：25 平行分论坛 B1-B6 

18：30-20：30 晚餐 飞天大酒店 

11 月 11 日 

 

08：30-09：55 平行分论坛 C1-C6 

大学生活动中心 5 楼 09：55-10：10 茶歇 

10：10-11：35 平行分论坛 D1-D6 

11：40-12：00 会议闭幕、颁奖及下届会议交接仪式 大学生活动中心报告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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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刊主编圆桌论坛”日程 

 

时间：11 月 9 日 19：00-21：30 

地点：飞天大酒店三楼甘肃厅 

主持人：单菲菲，兰州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 

 

时间 内容 

19：00-19：20 管理世界杂志社副总编苏杨教授报告 

19：20-19：40 《公共管理学报》主编米加宁教授报告 

19：40-21：00 参会期刊代表介绍期刊情况 

21：00-21：30 交流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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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主编圆桌论坛”参会名单 
 

邀请期刊 嘉宾姓名 

《管理世界》 苏  杨 

《新华文摘》 胡元梓 

《公共管理学报》 米加宁 

《中国行政管理》 李宇环 

《公共行政评论》 朱亚鹏 

《社会科学研究》 陈  果 

《行政论坛》 温美荣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谭  力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闫  健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师迎祥 

《图书与情报》 魏志鹏 

《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马  亮 

Journal of Asian Public Policy 和经纬 

Public Personnel Management 

《实证社会科学》 
刘帮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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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议程 

 

时间：11 月 10 日上午 09：00-09：30 

地点：大学生活动中心报告厅 

主持人：姚成福，兰州大学管理学院党委书记 

 

会议开幕式 

时间 内容 

09：00-09：20 

兰州大学校领导致辞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名誉院长、中国政府绩效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包国宪教授致辞 

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公共管理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清华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  朱旭峰教授致辞 

09：20-09：30 合影 

 

 

 

主题报告 

 

时间：11 月 10 日上午 09：30-12：00 

地点：大学生活动中心报告厅 

主持人：孔繁斌，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时间 报告人 题目 

09：30-09：50 刘国材 Roles of Govern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09：50-10：10 陈振明 公共管理的学科转型：科学基础与中国特色  

10：10-10：30 周志忍 新时代政府绩效管理的重大问题  

10：30-10：45 茶歇 

10：45-11：05 郁建兴 县域医疗共同体：强基层的新开拓  

11：05-11：25 包国宪 中国政府绩效管理 40 年：从评价、管理到治理 

11：25-12：00 交流讨论 

12：00-13：30 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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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论坛 

 

 

时间：11 月 10 日下午 13：30-15：10 

地点：大学生活动中心报告厅 

主持人：王学军，兰州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时间 报告人 题目 

13：30-13：40 朱旭峰 公共政策的绩效如何评估？ 

13：40-13：50 杨永恒 “十三五”规划中期评估的实践与思考 

13：50-14：00 何艳玲 替代式机构改革（1958-2018）：逻辑与未来 

14：00-14：10 杨立华 
促进研究型专家和实践型专家间的协作： 

公共政策中的专家参与及其治理实践 

14：10-14：20 刘帮成 如何激发基层干部干事创业：一个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框架 

14：20-14：30 刘  鹏 建设中国特色的监管科学 

14：30-14：40 和经纬 发展中国家的政策企业家：比较研究纲领 

14：40-14：50 马  亮 分管领导体制下的政府部门 

14：50-15：10 讨论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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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报告及超级论坛嘉宾介绍 

主题报告嘉宾： 

 

 

 

 

 

 

 

 

 

 

主题报告主持人： 

 

 

 

刘国材，美国中佛罗

里达大学公共行政

学系教授，美国公共

管理学会（ASPA）前

会长 

陈振明，厦门大学公

共事务学院教授，教

育部“长江学者”特

聘教授，“万人计划”

哲学社会科学领军

人才 

周志忍，兰州大学管

理学院外聘教授兼萃

英讲席教授，北京大

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郁建兴，浙江大学公

共管理学院院长、教

授，教育部“长江学

者”特聘教授，“万

人计划” 哲学社会

科学领军人才 

包国宪，兰州大学管

理学院名誉院长、教

授。教育部高等学校

教学名师，“万人计

划”第一批教学名师 

孔繁斌， 南京大

学政府管理学院

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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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论坛嘉宾： 

 

  

 

 

 

 

 

 

 

 

 

 

 

 

 

 

 

 

 

 

 

 

 

 

 

 

 

 

 

 

 

 

 

 

 

 

朱旭峰，清华大学公

共管理学教授、副院

长。“国家杰出青年

科学基金”获得者 

杨永恒，清华大

学公共管理学院

教授、副院长。

“国家优秀青年

科学基金”获得

者 

何艳玲，中山大学政

治与公共事务管理

学院教授，中山大学

城市与地方治理研

究中心主任 

杨立华，北京大学政

府管理学院教授 

刘帮成，上海交通大

学国际与公共事务

学院教授，副院长 

刘鹏，中国人民大

学公共管理学院行

政管理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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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论坛主持人： 

 

 

 

 

 

 

 

 

 

 

 

 

 

 

 

 

 

 

和经纬，香港教育大

学亚洲及政策研究

学系副教授、副主任 

马亮，中国人民

大学公共管理

学院行政管理

学系副教授 

王学军，兰州大学管

理学院副教授、副院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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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分论坛一览 

(11 月 10 日下午) 

 

时间 平行论坛 地点 平行论坛主题 联络人 主持人 点评人 

11 月 10 日 

15：20-16：45 
平行论坛 A 

A1 
大学生活动中心 

5 楼 501  
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 毛雪雯 曹惠民 程赛琰 

A2 
大学生活动中心 

5 楼 502  
政府行为与公共财政 孙  斐 廖逸儿 马  亮 

A3 
 大学生活动中心 

5 楼 503 
社区治理与建设 沈孝强 叶贵仁 单菲菲 

A4 
 大学生活动中心 

5 楼 505 
政府创新与创新扩散 郎  玫 唐  娜 朱亚鹏 

A5 
大学生活动中心 

5 楼 506  
腐败与监管 李一男 雷叙川 柳亦博 

A6 
 大学生活动中心 

5 楼 507 
行政体制改革 霍春龙 俞  楠 张乾友 

11 月 10 日 

16：45-17：00 
茶歇 

11 月 10 日 

17：00-18：25 
平行论坛 B 

B1 
大学生活动中心 

5 楼 501  
政策议程设置与政策执行 毛雪雯 丁  姿 陈  果 

B2 
大学生活动中心 

5 楼 502  
治理与地方政府绩效 孙  斐 孙  斐 冷向明 

B3 
 大学生活动中心 

5 楼 503 
城市治理与发展 沈孝强 张  权 叶  林 

B4 
 大学生活动中心 

5 楼 505 
绩效预算与绩效评估 郎  玫 张红春 郎  玫 

B5 
大学生活动中心 

5 楼 506  
乡村治理研究 李一男 蒋华杰 沈永东 

B6 
 大学生活动中心 

5 楼 507 
绩效信息与管理 霍春龙 徐国冲 马佳铮 

11 月 10 日 

18：30-20：30 
晚餐 

 

 

 



 15 / 40 
 

平行分论坛一览 

(11 月 11 日上午) 

 

 

时间 平行论坛 地点 平行论坛主题 联络人 主持人 点评人 

11 月 11 日 

08：30-09：55 
平行论坛 C 

C1 
大学生活动中心 

5 楼 501  
公共文化与公共服务 毛雪雯 宁  靓 矫海霞 

C2 
大学生活动中心 

5 楼 502  
协作治理与区域发展 孙  斐 杨  梅 吴旭红 

C3 
 大学生活动中心 

5 楼 503 
三农问题研究 沈孝强 聂建亮 王向东 

C4 
 大学生活动中心 

5 楼 505 
环境治理研究 郎  玫 李晓蕙 张国兴 

C5 
大学生活动中心 

5 楼 506  
社会福利与老龄化 李一男 林文亿 孟  溦 

C6 
 大学生活动中心 

5 楼 507 
公民参与研究 霍春龙 张智新 郭  磊 

11 月 11 日 

09：55-10：10 

 

茶歇 

11 月 11 日 

10：10-11：35 
平行论坛 D 

D1 
大学生活动中心 

5 楼 501  
政策评估与政策变迁 毛雪雯 寇晓东 刘军强 

D2 
大学生活动中心 

5 楼 502  
协同治理与社会民生 孙  斐 侯志阳 杨立华 

D3 
 大学生活动中心 

5 楼 503 
社会改革与发展 沈孝强 汤兆云 闫  健 

D4 
 大学生活动中心 

5 楼 505 
公共管理者与基层公务员 郎  玫 刘  佳 刘帮成 

D5 
大学生活动中心 

5 楼 506  
网络、大数据与方法 李一男 谭海波 王欢明 

D6 
 大学生活动中心 

5 楼 507 
慈善组织与志愿服务 霍春龙 杨黎婧 和经纬 

 

会议联络人联系方式： 

 

毛雪雯：18109496262                                       郎  玫：13359491677 

孙  斐：13893409963                                       李一男：15117225783 

沈孝强：15088715577                                       霍春龙：13893109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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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幕式议程 

 

时间：11 月 11 日上午 11：40-12：00 

地点：大学生活动中心报告厅（盘旋路校区） 

主持人：吴建祖，兰州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时间 内容 

11：40-12：00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名誉院长、中国政府绩效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包国宪教授会议总结 

会议优秀论文颁奖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 王学军副教授与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 张毅教授交接举办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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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论坛发言人一览 

平行论坛 A1 

论坛主题：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                                       联络人：毛雪雯 

主持人：曹惠民                                                     时间：11 月 10 日 15：20-16：45 

点评人：程赛琰                                                     地点：大学生活动中心 5 楼 501  

 

论文 作者 单位 

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处置机制研究 李志刚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中国核电登峰之路应急预案建设剑指何方？——基于

中外反核运动的比较研究 
肖群鹰 西安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我国城市公共安全风险的生成机制研究——基于衡阳

6.29 事件一个案例研究 
曹惠民、唐佳忆 中国矿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谁在威胁数字治理时代的数据安全——对隐私数据泄

露问题的实证分析 
刘芳、徐慧慧 山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政务新媒体在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的回应能力及其影

响因素分析 
章昌平、钱杨杨 桂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与传媒学院 

中国减灾政策的概览、变迁及演进趋势——基于 1989

—2017 年 1764份政策文本的实证研究 
赵官虎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 

 

 

 

平行论坛 A2 

论坛主题：政府行为与公共财政                                       联络人：孙  斐 

主持人：廖逸儿                                                     时间：11 月 10 日 15：20-16：45 

点评人：马  亮                                                     地点：大学生活动中心 5 楼 502  

 

论文 作者 单位 

公共财政如何促进教育公平？——基于广东省“基础

教育创强”专项资金绩效评价 
廖逸儿、原珂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政治市场视角下财政透明度的影响因素研究——基

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刘月阳 

西安交通大学 

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从舆论到政策：重大涉农网络舆情与政府政策议程设

置的内在逻辑 
刘璎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 

基于 DEA-Malmquist指数的创新政策绩效评估研究—

—以我国医药产业为例 
刘兰剑、葛贝贝 长安大学共管理与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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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 A3 

论坛主题：社区治理与建设                                           联络人：沈孝强 

主持人：叶贵仁                                                     时间：11 月 10 日 15：20-16：45 

点评人：单菲菲                                                     地点：大学生活动中心 5 楼 503  

 

论文 作者 单位 

中国超大城市市社区：空间生产与基层治理 叶林 
中山大学 

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 

吉林省推进特色小镇建设的路径探析 刘鹏、关云芝 中共吉林省委党校 

开放小区道路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缓解拥堵问题？基于

西安市调研数据的 VISSIM 程序的系统仿真研究 

郭锦、吕书鹏、

王亦清、史启

元、李月森 

西安交通大学 

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社区教育、社区能力与社区共建共治共享——基于武汉市

D 社区的案例分析 

冷向明、张艳

秋、黄琳 
华中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治理型”政权：结构功能视角下经济发达镇的角色转型 叶贵仁、欧阳航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城市社区安全韧性的内涵特征、学理因由与基本原理 何继新、贾慧 天津城建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分论坛 A4 

论坛主题：政府创新与创新扩散                                      联络人：郎  玫 

主持人：唐  娜                                                    时间：11 月 10 日 15：20-16：45 

点评人：朱亚鹏                                                    地点：大学生活动中心 5 楼 505  

 

论文 作者 单位 

“互联网+政务服务”建设效果：基于创新扩散理论

的实证研究 

冯小东、王雪晴、

锁利铭 
电子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所有制区隔与跨域合作创新——基于 2005—2015年

三大城市专利数据 
刘婧玥、殷存毅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地方政府合作研究：以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为例 唐娜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政策爆发：非渐进政策扩散模式及其生成逻辑——以

特色小镇政策的省际扩散为例 
杨志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地方政府创新可持续性的影响因素及其交叠效应研

究——基于西北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 
郎玫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 

中国预算绩效管理政策扩散的影响因素分析——基

于中国省级政府的实证研究 
何文盛、杜丽娜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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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 A5 

论坛主题：腐败与监管                                               联络人：李一男 

主持人：雷叙川                                                     时间：11 月 10 日 15：20-16：45 

点评人：柳亦博                                                     地点：大学生活动中心 5 楼 506  

 

论文 作者 单位 

能力诅咒：腐败官员的经济业绩考察 2010-2016 梅赐琪、司腾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廉洁拐点的地方经验与政策意涵——基于 G 省廉情

评估调查数据的分析 
张军 

中山大学 

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 

反腐败如何影响政府信任？——基于“2015 年城乡社

会治理调查”的实证研究 

雷叙川、余林星、

赵海棠 

西南交通大学 

公共管理与政法学院 

论政府反身信任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逻辑——基于

PRIC 场域分析 
马子博 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分论坛 A6 

论坛主题：行政体制改革                                              联络人：霍春龙 

主持人：俞  楠                                                      时间：11 月 10 日 15：20-16：45 

点评人：张乾友                                                      地点：大学生活动中心 5 楼 507 

 

论文 作者 单位 

土地托管政策制定过程：确定观念对手 
董玄、陈思丞、 

孟庆国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徘徊不定的市管县与省管县之争——基于改革

开放 40 年行政区划改革的反思 
薛金刚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The diffusion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among 

institutions 
刘玮辰、史冬波 

上海交通大学 

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论新时代政府行政督查体制的变革 俞楠 
华东理工大学 

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的政策变迁和央地互动：

一种倡议联盟框架解读 
董鹏 东北大学文法学院 

我国公务员制度改革试点“嵌套模式”的治理

逻辑—以上海公务员分类管理改革为例 
潘娜、刘琦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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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 B1 

论坛主题：政策议程设置与政策执行                                   联络人：毛雪雯 

主持人：丁  姿                                                     时间：11 月 10 日 17：00-18：25 

点评人：陈  果                                                     地点：大学生活动中心 5 楼 501 

 

论文 作者 单位 

目标群体的社会建构如何转化为公共政策？—

—一个政策议程嵌套的解释框架 
张勇杰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不同的政策企业家类型影响了政策执行效果

吗？基于 A市街角官僚层面政策创新执行过程

的实证研究 

丁姿、唐娜、樊烨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公安管理学院 

“双元性执行”：地方创业政策的执行逻辑研

究——以 H市人社部门为例 
龚翔荣 暨南大学人文学院  

中国大气污染防治政策演进中的央地互动——

基于科学计量方法的文本量化分析 

袁梦、孟凡蓉、 

陈子韬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多源流理论”视阈下兰州市公交车免费乘坐

政策议程研究 
毛雪雯、刘王平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 

 

 

分论坛 B2 

论坛主题：治理与地方政府绩效                                      联络人：孙  斐 

主持人：孙  斐                                                    时间：11 月 10 日 17：00-18：25 

点评人：冷向明                                                    地点：大学生活动中心 5 楼 502 

 

论文 作者 单位 

作为一种政治实践的绩效管理 张乾友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After the president left my town： Chinese state 

leaders’domestic visits impact on local 

government performance 

任皓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中国特色治理模式：制度建设加运动式治理的组合拳 任星欣、余嘉俊 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何谓基层？  喻君瑶、马卫红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系 

国家治理话语体系的“第四种叙事”及其环世界 柳亦博 山东师范大学 

打开地方政府绩效评价的价值结构黑箱――基于杭

州综合绩效评价的混合研究 
孙斐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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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 B3 

论坛主题：城市治理与发展                                           联络人：沈孝强 

主持人：张  权                                                     时间：11 月 10 日 17：00-18：25 

点评人：叶  林                                                     地点：大学生活动中心 5 楼 503 

 

论文 作者 单位 

“选择”而非“执行”：对于政策试点成败的补充性

解释 
张权、谢荻帆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政府如何通过社会组织推动城市社区共同生产？ 

——基于南京市两个社区的案例研究 
陆海燕 

江苏科技大学 

人文社科学院公共管理系 

城市功能疏散的理论建构和逻辑 张雪帆、周寒 
中山大学 

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 

大城市初级中学空间配置效率与公平研究：以武汉

市主城区为例 
田艳平、张斌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理念下城市更新的合作治理研

究 

张舟、谭荣、 

沈孝强 
重庆大学建设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新时代背景下社区治理体制创新路径研究——以北

京市 D社区为例 
王蕾、代晓娜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分论坛 B4 

论坛主题：绩效预算与绩效评估                                        联络人：郎  玫 

主持人：张红春                                                      时间：11 月 10 日 17：00-18：25 

点评人：郎  玫                                                      地点：大学生活动中心 5 楼 505 

 

论文 作者 单位 

繁文缛节何以发生：精准扶贫绩效评估的基层实践

与异化机制 
李倩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网上行政审批绩效评估“双元和合”模式的构建 
姜秀敏、张峰旭、

韩笑  

大连海事大学 

公共管理与人文艺术学院 

观照绩效建构黑箱：地方政府绩效管理的透明度研

究 
张红春  贵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我国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制度分析：对 2003—

2018 年改革的审视 
何文盛、蔡泽山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 

分论坛 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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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主题：乡村治理研究                                              联络人：李一男 

主持人：蒋华杰                                                     时间：11 月 10 日 17：00-18：25 

点评人：沈永东                                                      地点：大学生活动中心 5 楼 506 

 

论文 作者 单位 

村庄位置对农村基础设施的影响研究——基于

2017 年中国农村基础设施调研结果的分析 
蒋华杰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论治理有效的整体性乡村治理体系的构建——基

于广东两个整体治理创新实践案例的研究 
张树旺、杨秋婷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新经纪机制：中国乡村治理结构的新变化——基于

泉州市 A村乡贤理事会的运作实践 
原超 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村庄治理绩效何以可能：一个社会价值建构的分析

框架和经验事实——广州市下围村“蝶变”的案例

研究 

单菲菲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 

 

 

分论坛 B6 

论坛主题：信息绩效与管理                                            联络人：霍春龙 

主持人：徐国冲                                                      时间：11 月 10 日 17：00-18：25 

点评人：马佳铮                                                      地点：大学生活动中心 5 楼 507 

 

论文 作者 单位 

从行政支配到行政主导：我国食品安全合作监管演

进研究 
徐国冲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 

美加澳英四国政府绩效报告的文本架构与制度规

范经验与启示 
阳盛益 浙江理工大学法政学院 

基于大数据的公共服务绩效信息质量优化研究 张廷君 福建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绩效信息公开与政府响应：基于政府门户网站建设

第三方评估数据的断点回归分析 
李晓方 南京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澳大利亚政府绩效管理法制化及其启示 冉敏 甘肃政法学院 

基于改进突变级数法的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能力

评价研究 
刘兰剑、史盼 长安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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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 C1 

论坛主题：公共文化与公共服务                                     联络人：毛雪雯 

主持人：宁  靓                                                   时间：11 月 11 日 08：30-09：55 

点评人：矫海霞                                                   地点：大学生活动中心 5 楼 501 

 

 

论文 作者 单位 

中国省际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测度与区域均衡

发展路径研究 

宿杨、李国正、 

艾小青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从“一家包办”到“多元协作”——乡村振兴视阈

下的公共文化服务治理逻辑的变迁 
潘娜、刘伟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 

大数据驱动下的公共服务供需匹配研究——基于

精准管理视角 
宁靓、张卓群 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 

政府如何通过社会组织推动城市社区共同生产？ 

——基于南京市两个社区的案例研究 
陆海燕 

江苏科技大学 

人文社科学院公共管理系 

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的价值识别及演进逻辑 李少惠、王婷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 

 

 

 

分论坛 C2   

论坛主题：协作治理与区域发展                                       联络人：孙  斐 

主持人：杨  梅                                                     时间：11 月 11 日 08：30-09：55 

点评人：吴旭红                                                     地点：大学生活动中心 5 楼 502 

 

论文 作者 单位 

“一带一路”倡议对地方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及机

制研究---以 Y市物流产业为例 

布和础鲁、赵静、 

陈玲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多元协作治理中主体间信任程度对其协作程度的影

响：基于内蒙古 15 个旗县草原治理的实证研究 
常多粉、杨立华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服务公私合作治理研究 王欢明 
大连理工大学 

人文学部公共管理系 

区块链推动中国虚拟社会治理信任模式的构建 杨梅 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区域差距的政治根源：干部分类考核与区域发展不

平衡 
钟灵娜 

华中师范大学 

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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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 C3 

论坛主题：三农问题研究                                             联络人：沈孝强 

主持人：聂建亮                                                     时间：11 月 11 日 08：30-09：55 

点评人：王向东                                                     地点：大学生活动中心 5 楼 503 

 

论文 作者 单位 

摇晃的产业链：农业产业中的政府、企业和农户 刘军强、鲁宇 
中山大学 

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 

城镇化进程中土地利用变化的农户地域性认同研究 赵一航、许恒周 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 

农村福利治理：内涵、基本要素与实现路径 聂建亮 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政策学习视角下的城乡建设用地指标交易政策优化 

——基于重庆地票与河南省复垦券的分析 

王明生、郭忠兴、 

刘晓静、汪险生 
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土地依赖性、农地流转行为与农户分化 
孙小宇、郑逸芳、 

许佳贤 
福建农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分论坛 C4 

论坛主题：环境治理研究                                             联络人：郎  玫 

主持人：李晓蕙                                                     时间：11 月 11 日 08：30-09：55 

点评人：张国兴                                                     地点：大学生活动中心 5 楼 505 

 

论文 作者 单位 

环境治理模式的新变革——政策融合 孙优帅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基于适宜开发类型的无居民海岛管理对策——以大

连市长海县为例 
李晓蕙、冯苏 

大连海事大学 

公共管理与人文艺术学院 

合法性追求与策略性选择：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行

动逻辑 
李胜 

江西财经大学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地方政府生态环境监管：困境阐释与消解路径 周伟 
西北政法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财政压力如何影响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效率——基于

公共价值冲突和环保垂改视角的实证研究 
包国宪、关斌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 

环保约谈提高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效率了吗？ 

—基于双重差分方法的实证分析 
吴建祖、王蓉娟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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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 C5 

论坛主题：社会福利与老龄化                                         联络人：李一男 

主持人：林文亿                                                     时间：11 月 11 日 08：30-09：55 

点评人：孟  溦                                                     地点：大学生活动中心 5 楼 506 

 

论文 作者 单位 

The Impact of China’s Three Social Health 

Insurance on Healthcare Expenditures and 

Health Service Utilization 

白桂花、朱旭峰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转型时期区域不平衡与福利态度差异——基于广东

省 2017 年福利态度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张虎平、张艺嘉 

中山大学 

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 

经济发展下社会福利水平的测量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广东省的实证分析 
李胜会、邓思颖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我国养老服务成本的标准设计与治理思路——基于

公共服务标准化视角 
姜宏青、徐晶 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 

积极老龄化视角下老年人生活质量影响因素研究 林文亿 暨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适应性治理与整体性协同：民政兜底保障的江苏探

索 
张亚玲、郭忠兴 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分论坛 C6 

论坛主题：公民参与研究                                             联络人：霍春龙 

主持人：张智新                                                     时间：11 月 11 日 08：30-09：55 

点评人：郭  磊                                                     地点：大学生活动中心 5 楼 507 

 

论文 作者 单位 

监管机构声誉与公民维权方式选择互动机制研究—

—以食品安全监管为例 
刘嘉 中国人民大学 

所有制结构、民营化程度与公共责任的实现——基

于中国城市供水的实证分析 
李乐 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当代中国农民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基

于 2015年 CGSS数据的分析 
张智新、孙严 

首都经贸大学 

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价值范式对社区治理中利益相关者关系网络构

建的研究 
王蕾、冯子璇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话筒前三分钟”还是“有效的参与者”？：地方

合作治理中公共价值的传导方式对公民参与深入程

度的影响机制 

张弘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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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 D1 

论坛主题：政策评估与政策变迁                                     联络人：毛雪雯 

主持人：寇晓东                                                   时间：11 月 11 日 10：10-11：35 

点评人：刘军强                                                   地点：大学生活动中心 5 楼 501 

 

论文 作者 单位 

中国电子废物管理政策评估研究 

李金惠、张姣、 

刘丽丽、 

董庆银、杨洁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 

从政策学习到政策变迁：以中国循环经济政策为例 范承铭、朱俊明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风险规避：阻碍中国政策变迁的制度因素 钱蕾 
中山大学 

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 

西安市创新创业政策评估研究：文本与执行 刘园园、寇晓东 西北工业大学人文与经法学院 

新兴产业的政策演变研究：基于国家体育产业基地 许焰妮 北京体育大学管理学院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央顶层设计政策体系及特点—

—基于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

决策的分析 

张勇 岭南师范学院法政学院 

 

 

分论坛 D2 

论坛主题：协同治理与社会民生                                     联络人：孙  斐 

主持人：侯志阳                                                   时间：11 月 11 日 10：10-11：35 

点评人：杨立华                                                   地点：大学生活动中心 5 楼 502 

 

论文 作者 单位 

政府民生治理机制的变革逻辑与创新路径 董田甜 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社会质量能否让政府形象更美好？——幸福感的中

介效应 
侯志阳 华侨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联合惩戒”：违法建设的跨部门协同治理——以

J 市为例 
周晨虹 济南大学政法学院 

新时代优化网络社会发展的协同治理机制研究 张元 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社会公平对合作行为影响机制的实验研究 方学梅、张苑松 
华东理工大学 

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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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 D3 

论坛主题：社会改革与发展                                         联络人：沈孝强 

主持人：汤兆云                                                   时间：11 月 11 日 10：10-11：35 

点评人：闫  健                                                   地点：大学生活动中心 5 楼 503 

 

论文 作者 单位 

政务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一个基本框架的构想 马冉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构建新时代智库发展框架——基于结构功能主义 傅雨飞、马凯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基于知识图谱的地方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研究热点

及变迁——以 SSCI 和 A&HCI 数据库文献为对象 
申丽娟 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农民工社会融合的代际比较——基于 2013年流动

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分析 
汤兆云 华侨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民族地区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构建及应用研究 刘宇霞、常雅莉 内蒙古工业大学 

 

 

分论坛 D4 

论坛主题：公共管理者与基层公务员                                 联络人：郎  玫 

主持人：刘  佳                                                   时间：11 月 11 日 10：10-11：35 

点评人：刘帮成                                                   地点：大学生活动中心 5 楼 505 

 

论文 作者 单位 

政府部门伦理型领导如何影响下属组织公民行

为？——公共服务动机和组织公平感的双重视角 
陈鼎祥 、刘帮成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制度环境如何激发基层公务员的创业精神？——

基于自我决定的研究视角 
谭新雨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公务员绩效评估公正感对组织政治知觉的影响研

究——基于西安市的实证分析 
刘佳、蒋晚倩 陕西师范大学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 

年龄歧视、体面劳动与基层公务员创新绩效的关系

研究 
姜雨峰、马继鹏 长春工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超越“效率-公平”二元价值取向：公共管理者的

公共价值偏好结构与测量 
王学军、王子琦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 

官员特征与政府绩效目标的关系及其转变：对新时

代官员政绩观重塑的验证 
王智孝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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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 D5 

论坛主题：网络、大数据与方法                                     联络人：李一男 

主持人：谭海波                                                   时间：11 月 11 日 10：10-11：35 

点评人：王欢明                                                   地点：大学生活动中心 5 楼 506 

 

论文 作者 单位 

公共管理实验研究方法的评价体系及其应用：以国

际期刊论文为例 
李晓倩、马亮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哪些因素限制了当代中国“政策网络”研究的理论

知识贡献？——基于 79篇文献的计量研究 
黄河、常多粉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我国网络实名制的实施困境及其治理——基于新浪

微博用户的调查 
谭海波、梁榕蓉 

湖南大学法学院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网络官僚主义的路径依赖与规避研究 孙卓华 山东大学法学院 

大数据中的百年公共行政学—基于百万数字化书籍

的文化影响力分析 
吴旭红 北方民族大学管理学院 

 

 

分论坛 D6 

论坛主题：慈善组织与志愿服务                                     联络人：霍春龙 

主持人：杨黎婧                                                   时间：11 月 11 日 10：10-11：35 

点评人：和经纬                                                   地点：大学生活动中心 5 楼 507 

 

论文 作者 单位 

公益 4.0：中国公益慈善的区块链时代 张楠、王名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慈善组织参与儿童大病医疗救

助模式的研究——基于多案例的比较分析 
王晟昱、何兰萍 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 

政府资助影响社会组织筹资：基于中国 2680 家基金

会的实证研究 
沈永东、虞志红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超越公众评价：基于公共价值的警务效能评价机制

研究 
杨黎婧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国有企业社会政策工具效应研究 郭磊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企业志愿服务强度对员工志愿参与度的跨层次影响 侯俊东、金晓文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经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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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注意事项 

一、PPT 准备以及论文宣讲 

1、每个分会场都已配备会议专用电脑，请各位宣讲人在会议前将 PPT 文件拷贝至相应会场的专用电脑桌面文件夹

中（如有与会者需要使用自己的专门电脑，请提前到所在分会场与所在分会场志愿者进行沟通和协助）； 

2、所有参会论文都需要在分论坛上宣讲，每篇论文有 1 位宣讲人； 

3、每场分论坛有 15 分钟的讨论时间，每篇论文的宣讲时间为 10 分钟，最多不超过 10 分钟； 

4、在宣讲时间还剩 2 分钟时，工作人员会给出提示，请宣讲人留意。 

二、分论坛主持人 

1、每场分论坛安排 1 位主持人，负责引导该场论坛的会议流程和组织领导； 

2、主持人应在宣讲开始前提醒参会嘉宾注意分论坛相关事项，特别是宣讲时间； 

3、主持人应严格控制每篇论文的宣讲时间，在宣讲人超时的情况下予以提醒和引导； 

4、自由讨论阶段，主持人应把握好每个提问及回应的时间，确保该场分论坛按时结束且不影响接下来活动进行； 

5、如遇到分论坛主持人或点评人因故未能到场的情况，由在场参会嘉宾自行推选或邀请主持人和点评人； 

6、如遇到分论坛中有部分发言者因故无法参会的情况，由分论坛主持人灵活把握发言和讨论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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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学者通讯录（按姓氏字母顺序排序） 

 

序号 参会学者姓名 工作单位 电子邮箱 

1 白桂花 清华大学 baiguihua@mail.tsinghua.edu.cn 

2 包国宪 兰州大学 baogx@lzu.edu.cn 

3 布和础鲁 清华大学 mongolchulu@126.com 

4 蔡泽山 兰州大学 caizeshantongxue@163.com 

5 曹惠民 中国矿业大学 sealiang2008@126.com 

6 曹姝华 重庆大学  TPA@cqu.edu.cn 

7 常多粉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Luckychangdf@163.com 

8 常雅莉 内蒙古工业大学 1120183765@qq.com 

9 陈鼎祥 上海交通大学 cdx1217@foxmail.com 

10 陈  果 《社会科学研究》 具体联系方式见期刊官网 

11 陈  琳 《理论与改革》 具体联系方式见期刊官网 

12 陈振明 厦门大学 zmchen@xmu.edu.cn 

13 程会翔 陕西师范大学 2577195923@qq.com 

14 程赛琰 兰州大学 saiyancheng@126.com 

15 代晓娜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1020432738@qq.com 

16 单菲菲 兰州大学 Shanfeifei2006@126.com 

17 邓思颖 华南理工大学 584935200@qq.com 

18 丁  翔 南京大学 xiangding@nju.edu.cn 

19 丁  姿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20052420@ppsuc.edu.cn 

20 董  鹏 东北大学 dongpeng110111@163.com 

mailto:baogx@lzu.edu.cn
mailto:mongolchulu@126.com
mailto:1120183765@qq.com
mailto:cdx1217@foxmail.com
mailto:saiyancheng@126.com
mailto:20052420@ppsuc.edu.cn
mailto:dongpeng110111@163.com


 31 / 40 
 

21 董田甜 南京师范大学 esterdong@163.com 

22 董  玄 清华大学 dongxuanen@163.com 

23 杜丽娜 兰州大学 dulina2886@163.com 

24 樊胜岳 中央民族大学 syfanac@163.com 

25 范承铭 清华大学 fcm17@mails.tsinghua.edu.cn 

26 方学梅 华东理工大学 fangxuemei0111@163.com 

27 冯小东 电子科技大学 fengxd1988@hotmail.com 

28 冯子璇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641395046@qq.com 

29 傅雨飞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fuyufei666@126.com 

30 葛贝贝 长安大学 1030181742@qq.com 

31 龚翔荣 暨南大学 aaron300@qq.com 

32 关  斌 兰州大学 guanb17@lzu.edu.cn 

33 关云芝 中共吉林省委党校 308773500@qq.com 

34 郭  锦 西安交通大学 guojinstu@outlook.com 

35 郭  磊 同济大学 guolei06064@tongji.edu.cn 

36 郭起飞 大连海事大学 qifeiguo@aliyun.com 

37 郭淑云 华中师范大学 1832057948@qq.com 

38 何继新 天津城建大学 hejixinst@163.com 

39 何艳玲 中山大学 2006hyl@163.com 

40 和经纬 香港教育大学 jwhe@eduhk.hk 

41 侯俊东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houjundong@163.com 

42 侯志阳 华侨大学 1662949809@qq.com 

43 胡元梓 《新华文摘》 具体联系方式见期刊官网 

mailto:esterdong@163.com
mailto:dongxuanen@163.com
mailto:guojinstu@outl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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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黄  河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63095108@qq.com 

45 霍春龙 兰州大学 chunlonghuo5555@163.com 

46 姜宏青 中国海洋大学 hqjiang@ouc.edu.cn 

47 姜秀敏 大连海事大学 cherryjxmm@163.com 

48 蒋华杰 中国人民大学 jstxjianghuajie@163.com 

49 蒋晚倩 陕西师范大学 nancy215265@126.com 

50 矫海霞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具体联系方式见期刊官网 

51 孔繁斌 南京大学 kongfanbin@nju.edu.cn 

52 寇晓东 西北工业大学 459865176@qq.com 

53 郎  玫 兰州大学 langmeiwei@qq.com 

54 雷叙川 西南交通大学 leixuchuan@126.com 

55 冷向明 华中师范大学 xiangmingleng@mail.ccnu.edu.cn 

56 李  辉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22052260@ ppsuc.edu.cn 

57 李  乐 北京邮电大学 lileaswy@126.com 

58 李  倩 中国政法大学 liqianpkusg@126.com 

59 李  胜 江西财经大学 leesheng29@163.com 

60 李晓方 南京理工大学 enlai2@aliyun.com 

61 李晓蕙 大连海事大学 lixiaohuilyn@163.com 

62 李晓倩 清华大学 xiaoqianli@tsinghua.edu.cn 

63 李一男 兰州大学 liyinan@lzu.edu.cn 

64 李宇环 《中国行政管理》 具体联系方式见期刊官网 

65 李  悦 华东师范大学 leeyue2017@126.com 

66 李志刚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420213565@qq.com 

mailto:chunlonghuo5555@163.com
mailto:nancy215265@126.com
mailto:kongfanbin@nju.edu.cn
mailto:459865176@qq.com
mailto:langmeiwei@qq.com
mailto:leixuchuan@126.com
mailto:xiangmingleng@mail.ccnu.edu.cn
mailto:lileaswy@126.com
mailto:liqianpkusg@126.com
mailto:leesheng29@163.com
mailto:enlai2@aliyun.com
mailto:lixiaohuilyn@163.com
mailto:xiaoqianli@tsinghua.edu.cn
mailto:liyinan@lz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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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廖逸儿 华南理工大学 646671276@qq.com 

68 林文亿 暨南大学 linwenyi2008@163.com 

69 刘帮成 上海交通大学 liubangcheng@sjtu.edu.cn  

70 刘  芳 山东师范大学 liufang7698@126.com 

71 刘国材 美国中佛罗里达大学 Kuotsai.Liou@ucf.edu 

72 刘  佳 陕西师范大学 hebe21109@126.com 

73 刘  嘉 中国人民大学 liujia17@ruc.edu.cn 

74 刘婧玥 清华大学 Jingyuelau@163.com 

75 刘军强 中山大学 Liujq26@mail.sysu.edu.cn 

76 刘  鹏 中国人民大学 liu.peng@ruc.edu.cn 

77 刘  鹏 中共吉林省委党校 601621450@qq.com 

78 刘  琦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634208117@qq.com 

79 刘  伟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1169564726@qq.com 

80 刘玮辰 上海交通大学 Vickyliu26@sjtu.edu.cn 

81 刘  璎 兰州大学 lxyu3262016@163.com 

82 刘园园 西北工业大学 813605525@qq.com 

83 刘月阳 西安交通大学 15689100037@163.com 

84 柳亦博 山东师范大学 Postdrliuyibo@vip.163.com 

85 陆海燕 江苏科技大学 mslhy7479@sina.com 

86 马继鹏 长春工业大学 1019476535@qq.com 

87 马佳铮 上海行政学院  wwwmjz@163.com 

88 马  凯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995156589@qq.com 

89 马  亮 中国人民大学 liangma@ruc.edu.cn 

mailto:liujia17@ruc.edu.cn
mailto:Vickyliu26@sjt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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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马  冉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403644152@qq.com 

91 马子博 西北大学 ma.zibo.boy@163.com 

92 毛雪雯 兰州大学 maoxw@lzu.edu.cn 

93 孟凡蓉 西安交通大学 frm@xjtu.edu.cn 

94 孟  溦 华东师范大学 wmeng@cpa.edu.cn 

95 米加宁 《公共管理学报》 具体联系方式见期刊官网 

96 聂建亮 西北大学 njlemail@126.com 

97 宁  靓 中国海洋大学 ningjing1981@hotmail.com 

98 欧阳航 华南理工大学 18825139143@163.com 

99 钱  蕾 中山大学 ql_sysu@126.com 

100 钱杨杨 桂林理工大学 792323359@qq.com 

101 冉  敏 甘肃政法学院 kethleenrm@163.com 

102 任  皓 清华大学  renh14@mails.tsinghua.edu.cn 

103 任星欣 重庆大学 renxingxin@cqu.edu.cn 

104 申丽娟 西南大学 ljshen0210@163.com 

105 沈孝强 兰州大学 shenxq@lzu.edu.cn 

106 沈永东 浙江大学 yongdongshen@zju.edu.cn 

107 史  盼 长安大学 1159956192@qq.com 

108 司  腾 清华大学 sitengarenas@163.com 

109 宋小金 桂林理工大学 843273107@qq.com 

110 苏  杨 管理世界杂志社 具体联系方式见期刊官网 

111 孙  斐 兰州大学 sunfei@lzu.edu.cn 

112 孙小宇 福建农林大学 sdwfzcsxy@163.com 

mailto:ma.zibo.boy@163.com
mailto:maoxw@lzu.edu.cn
mailto:frm@xjtu.edu.cn
mailto:wmeng@cpa.edu.cn
mailto:renxingxin@cqu.edu.cn
mailto:shenxq@lzu.edu.cn
mailto:yongdongshen@zju.edu.cn
mailto:1159956192@qq.com
mailto:843273107@qq.com
mailto:sunfei@lzu.edu.cn
mailto:sdwfzcsxy@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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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孙  严 首都经贸大学 851541349@qq.com 

114 孙优帅 同济大学 sunyoushuai@tongji.edu.cn 

115 孙卓华 山东大学 155329539@qq.com 

116 谭海波 湖南大学 634171786@qq.com 

117 谭  力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具体联系方式见期刊官网 

118 谭全银 清华大学 qy_tan@mail.tsinghua.edu.cn 

119 谭新雨 上海交通大学 tanxinyu1989@foxmail.com 

120 汤兆云 华侨大学 tzyun1971@163.com 

121 唐  娜 华中科技大学 tn_027@126.com 

122 田艳平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typ@zuel.edu.cn 

123 汪  红 西北工业大学 1435747333@qq.com 

124 王欢明 大连理工大学 Whm715@dlut.edu.cn 

125 王  蕾 首都经贸大学 759711412@qq.com 

126 王凌歌 中国海洋大学 aqyzwlg@163.com 

127 王明生 南京农业大学 2016109060@njau.edu.cn 

128 王蓉娟 兰州大学 wangrongjuan00@163.com 

129 王晟昱 天津大学 wangshengyu_005@163.com 

130 王  婷 兰州大学 twang09@lzu.edu.cn 

131 王向东 兰州大学 wangxiangdong@lzu.edu.cn 

132 王学军 兰州大学 wangxuejun@lzu.edu.cn 

133 王亦清 西安交通大学 646313824@qq.com 

134 王智孝 兰州大学 wangzhx17@lzu.edu.cn 

135 王子琦 兰州大学 wangzq13@lzu.edu.cn 

mailto:851541349@qq.com
mailto:sunyoushuai@tongji.edu.cn
mailto:tanxinyu1989@foxmail.com
mailto:Whm715@dlut.edu.cn
mailto:759711412@qq.com
mailto:aqyzwlg@163.com
mailto:2016109060@njau.edu.cn
mailto:wangrongjuan00@163.com
mailto:wangshengyu_005@163.com
mailto:twang09@lzu.edu.cn
mailto:wangxuejun@lzu.edu.cn
mailto:646313824@qq.com
mailto:wangzhx17@lzu.edu.cn
mailto:wangzq13@lz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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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魏志鹏 《图书与情报》 具体联系方式见期刊官网 

137 温美荣 《行政论坛》 具体联系方式见期刊官网 

138 吴旭红 北方民族大学 191408078@qq.com 

139 肖群鹰 西安工业大学 qy987@sina.com 

140 宿  杨 北京大学 863998227@qq.com 

141 徐国冲 厦门大学 xuguochong1983@163.com 

142 徐慧慧 山东师范大学 Iceriver_@126.com 

143 徐  晶 中国海洋大学 545483776@qq.com 

144 许焰妮 北京体育大学  xuyanni@bsu.edu.cn 

145 薛金刚 清华大学  xue_jingang2011@163.com 

146 闫  健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具体联系方式见期刊官网 

147 阳盛益 浙江理工大学 ouyang7410zstu.edu.cn 

148 杨黎婧 南京大学 lijingyang@nju.edu.cn 

149 杨立华 北京大学 lihua.yang@pku.edu.cn 

150 杨  梅 新疆大学  506667765@qq.com 

151 杨永恒 清华大学 yhyang@tsinghua.edu.cn 

152 杨  志 南京大学 zhiyang@smail.nju.edu.cn 

153 叶贵仁 华南理工大学 ygr77@126.com 

154 叶  林 中山大学 yelinnow@163.com 

155 余林星 西南交通大学 Xye940813@163.com 

156 俞  楠 华东理工大学 cnshwind@163.com  

157 郁建兴 浙江大学 yujianxing@zju.edu.cn 

158 喻君瑶 深圳大学 422097002@qq.com 

mailto:191408078@qq.com
mailto:qy987@sina.com
mailto:863998227@qq.com
mailto:xuguochong1983@163.com
mailto:Iceriver_@126.com
mailto:545483776@qq.com
mailto:xuyanni@bsu.edu.cn
mailto:xue_jingang2011@163.com
mailto:lijingyang@nju.edu.cn
mailto:lihua.yang@pku.edu.cn
mailto:506667765@qq.com
mailto:yhyang@tsinghua.edu.cn
mailto:zhiyang@smail.nju.edu.cn
mailto:ygr77@126.com
mailto:yelinnow@163.com
mailto:Xye940813@163.com
mailto:cnshwind@163.com
mailto:yujianxing@zju.edu.cn
mailto:422097002@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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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袁  梦 西安交通大学 mengyuan1001@qq.com 

160 原  超 山西大学 yuannandi@163.com 

161 张国兴 兰州大学 guoxingzh@lzu.edu.cn 

162 张  弘 兰州大学 zhangh15@lz.edu.cn 

163 张红春 贵州大学 zhcgzu@163.com 

164 张虎平 中山大学 zhanghp26@mail12.sysu.edu.cn 

165 张  津 华中师范大学 1365355086@qq.com 

166 张  军 中山大学 zhjun08@foxmail.com 

167 张  楠 清华大学 zhang-nan@tsinghua.edu.cn 

168 张乾友 南京大学 zhangqianyou@nju.edu.cn 

169 张  权 北京大学 476269404@qq.com 

170 张树旺 华南理工大学 shwzhang@scut.edu.cn 

171 张廷君 福建师范大学  Nice_zoe@hotmail.com 

172 张雪帆 中山大学 zhangxf55@mail.sysu.edu.cn 

173 张亚玲 南京农业大学 2017209008@njau.edu.cn 

174 张艺嘉 中山大学 454679985@qq.com 

175 张  毅 华中科技大学 yizhanghn@sina.com 

176 张  勇 岭南师范学院 zhangyhn@126.com 

177 张勇杰 中国人民大学 zhangyongjie@ruc.edu.cn 

178 张  元 大连理工大学 zhangyuan_cumt@163.com 

179 张智新 首都经贸大学 zzx1898@126.com 

180 张  舟 重庆大学 zhangzhou@cqu.edu.cn 

181 张卓群 中国海洋大学 458036896@qq.com 

mailto:mengyuan1001@qq.com
mailto:yuannandi@163.com
mailto:zhangh15@lz.edu.cn
mailto:zhcgzu@163.com
mailto:zhanghp26@mail12.sysu.edu.cn
mailto:1365355086@qq.com
mailto:zhjun08@foxmail.com
mailto:zhang-nan@tsinghua.edu.cn
mailto:zhangqianyou@nju.edu.cn
mailto:476269404@qq.com
mailto:shwzhang@scut.edu.cn
mailto:Nice_zoe@hotmail.com
mailto:zhangxf55@mail.sysu.edu.cn
mailto:2017209008@njau.edu.cn
mailto:454679985@qq.com
mailto:zhangyhn@126.com
mailto:zhangyongjie@ruc.edu.cn
mailto:zhangyuan_cumt@163.com
mailto:zzx1898@126.com
mailto:zhangzhou@cqu.edu.cn
mailto:45803689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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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章昌平 桂林理工大学 25593024@qq.com 

183 赵  闯 大连海事大学 zhaochuang2008@dlmu.edu.cn 

184 赵官虎 兰州大学 zhaogh16@lzu.edu.cn 

185 赵一航 天津大学 zhaoyihang@tju.edu.cn 

186 钟灵娜 华中师范大学 zhonglingna1988@163.com 

187 周晨虹 济南大学 zhchh2916@yeah.net 

188 周  寒 中山大学 zhouhan1008@163.com 

189 周  伟 西北政法大学 zhouwei78cn@163.com 

190 周志忍 北京大学 zrzhou2000@pku.edu.cn 

191 朱旭峰 清华大学 zhuxufeng@tsinghua.edu.cn 

192 朱亚鹏 《公共行政评论》 具体联系方式见期刊官网 

 

mailto:25593024@qq.com
mailto:zhaogh16@lzu.edu.cn
mailto:zhaoyihang@tju.edu.cn
mailto:zhonglingna1988@163.com
mailto:zhouwei78cn@163.com
mailto:zrzhou2000@pk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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