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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财政与公共政策研究所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求是楼公共管理学院四层报告厅 

时间：2017 年 11 月 4 日-5 日 

 

  

  

  

  

  

  

第六届公共政策年会（2017） 
——制度、秩序与中国公共政策过程 

  

会议手册 

  



第六届公共政策年会（2017年） 

会议日程 

日期  时间  内容  

2017-11-3 15:00 住店京外与会代表报到、签到  

主会场 

2017-11-4 

8:30-12:30 

四层报告厅 

8:00-8:30 签到（求是楼四层报告厅） 

开 幕 式 

主 持 人 ：毛寿龙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 

8:30-9:00 

致辞嘉宾： 

【李家福】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 

【毛寿龙】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 

【杨宏山】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助理、公共财政与公

共政策研究所所长 

主 旨 演 讲 

主持人：杨宏山，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9:00-9:30 
主旨演讲一：公共政策研究的秩序维度 

毛寿龙 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 

9:30-10:00 
主旨演讲二：社会政策与政府责任 

朱旭峰 教授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10:00-10:15 讨论与对话 

10:15-10:40 合影与茶歇 

10:40-11:10 
主旨演讲三：从抗争到参与：公共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研究 

朱德米 教授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11:10-11:40 

主旨演讲四：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理查德·塞勒理论贡

献简评  

冯兴元 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11:40-12:10 
主旨演讲五： 政策学习的理论发展与实践意蕴  

杨宏山 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12:10-12:30 讨论与对话 

12:30- 午餐  



 会场一 

2017-11-4 

14:00-15:50 

求是楼 320 

超级论坛：中国政策创新、学习与扩散 

主持人：许光建 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 

14:00-14:15 
我国不同领域政策扩散的动力和机制研究----基于期望效用模型的分析 

黄燕芬 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14:15-14:30 
利益博弈、政策学习与扩散：中国城市网约车政策的实证研究     

马亮  副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14:30-14:45 
政策创新扩散的多重逻辑——基于数字化城市管理政策的实证分析    

李智超  副教授  电子科技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14:45-15:00 

Same Project, Different Endings- Comparative Case Studies on MIMBY 

facility Construction in Beijing   

刘伟  副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15:00-15:15 

Experimentalist Governance with Interactive Central–Local Relations: 

Making New Pension Policies in China 

朱旭峰/赵慧   教授/讲师  清华大学/首都师范大学 

15:15-15:30 
省级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扩散的多维审视   

邹东升/陈思诗  教授/研究生  西南政法大学 

15:30-15:40 
评议人：许光建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朱旭峰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15:40-15:50 回应、自由讨论 

会场二 

2017-11-4 

14:00-15:50 

求是楼 216 

  

专题论坛一：智库与政策过程研究  

主持人：韩万渠  副教授  河南师范大学公共政策与社会管理创新研究中心 

14:00-14:15  
主动介入与被动介入：智库介入政策过程的两类方式及其比较分析   

柏必成 副教授 河南行政学院 

14:15 -14:30  

新媒体环境下民间智库影响公共政策过程机制研究 ——以“一带一路”

为例      

果佳/张玲  副教授/研究生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14:30-12:45  
高校学者在决策过程中的角色探析——以大庆市忠旺项目事件为例   

吕姝凝  博士研究生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14:45-15:00  
科技咨询在重大问题领域科学决策过程中的作用机理 

王友云  教授  铜仁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15:00-15:15 
论民主党派与科学民主决策    

贺凯  博士研究生  农工党中央办公厅/中国社会科院 

15:15-15:30 评议人：罗梁波，《甘肃行政学院学报》主编 

15:30-15:50 回应、自由讨论 

15:50—16:00 茶歇 



会场一 

2017-11-4 

16:00-18:00  

求是楼 320 

专题论坛二：国家治理与政府职能 

主持人：李文钊 副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16:00-16:15  
从共享单车的发展透视政府职能的扩张 

许光建 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 

16:15-16:30 
论公共管理研究的复合化 

罗梁波，《甘肃行政学院学报》主编 

16:30-16：45 
论政策执行的“断裂带”及其作用机制    

薛立强  副教授  天津商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16:45-17:00 
“三个不能等”与国家治理：以太原市地税局改革为例 

尉子旺 山西省太原市地税局局长 

17:00-17:15 
治理中的社会力：台湾非营利组织发展   

郭俊偉  副教授 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17:15-17:30 
现代国家治理：理论模型、中国探索与未来展望 

李文钊  副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17:30-17:45 评议人：毛寿龙 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17:45-18:00 回应、自由讨论 

会场二 

2017-11-4 

16:00-18:00 

求是楼 216 

专题分论坛三：政策问题与制度变迁  

主持人：朱德米 教授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16:00-16:15  
我国政府资产多重分类与会计政策预期研究    

姜宏青  教授  中国海洋大学 

16:15 -16:30  
论以合法性为中心的公共决策原则体系构建   

朱海波  教授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学报执行主编 

16:30-16:45  
公众参与对邻避政策问题源流建构的影响分析   

刘晶晶  讲师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16:45-17:00  
风险规避——中国政策变迁的制度因素   

钱蕾  博士研究生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 

17:00-17:15 
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变迁逻辑   

任雪娇  博士研究生  山西大学 

17:15-17:30 
应用行为公共政策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杭承政  博士研究生 清华大学 

17:30-17:45 评议人：朱海波教授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 广东行政学院学报执行主编 

17:45-18:00  回应、自由讨论 

18:00- 晚餐 



会场一 

2017-11-5 

8:30-10:40 

求是楼 320 

专题论坛四：政策执行与评估 

主持人：踪家峰 教授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8:00-8:30 签到（求是楼 320） 

8:30-8:45 
中国大学的资源分配：行政、学术抑或兼而有之？ 

范永茂  副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8:45-9:00 
基于扎根理论的农地社会保障功能研究及其政策启示   

崔许锋  讲师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9:00-9:15 
政策试点选择的科学性：标准与现状   

张权  博士后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9:15-9:30 
新中国以来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政策的实践与经验启示   

耿新  副研究员  中南民族大学 

9:30-9:45 
经济学院建构、适应与优化：智能政务的推进机制   

薛泽林  助理研究员  上海社会科学院 

9:45-10:00 
中外政策执行研究前沿比较——为“行动者中心视角”正名   

宋宪策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 

10:00-10:20 
评议人：邹东升 教授  西南政法大学  

        毛桂荣 教授  日本明治学院大学 

10:20-10:40 回应、自由讨论 

会场二 

2017-11-5 

8:30-10:40 

求是楼 216 

专题五：公共决策与公共政策实践 

主持人 谢治菊 教授 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地区公共政策研究院 

8:00-8:30 签到（求是楼 216） 

8:30-8:45 
公共政策的知识基础与决策权配置    

王礼鑫  副教授 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  

8:45-9:00 
大数据优化政府决策的机理、风险及规避    

谢治菊  教授 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地区公共政策研究院 

9:00-9:15 
朝令夕改政策过程中多元主体及行动策略研究   

韩万渠  副教授  河南师范大学公共政策与社会管理创新研究中心 

9:15-9:30 
数量型政策工具在化解产能过剩中的应用——以我国煤炭行业为例 

董长贵/李佳颖  助理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9:30-9:45 
行政决策中地方官员避责策略研究：现实类型、隐性要素及制度根源    

刘滨  博士研究生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 

9:45-10:00 

鲍莫尔成本病、医疗保险、过度医疗与中国医疗费用的上涨——基于

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宁晶  博士研究生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10:00-10:15 评议人：王礼鑫  副教授 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 

10:15-10:40 回应、自由讨论 

 

主会场 

11:00-12:20 

 

四层报告厅 

10:40-11:00 茶歇 

11:00-11:50 

论文发表与杂志编辑自由对话 

主持人：罗梁波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主编 

对话学者： 

  李文钊，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副主编 

李鑫，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改革内参》  

11:50-12:20 
闭幕总结发言与明年会议安排 

毛寿龙  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 

12：30 午餐 

11月 5 日下午 与会代表离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