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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16 周六上午

8:30-8:40 开幕式 主持人：朱亚鹏

马骏教授（中山大学副校长、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公

共行政评论》杂志主编）致辞

肖滨教授（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院长、《公共行

政评论》杂志社社长）致辞

8:40-8:50 合影

8:50-10:10 第一场研讨 主持人：公婷

8:50-9:20

保护、激励和中国公私部门养老

金待遇差异的精算评价
贾洪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专家点评
叶娟丽（武汉大学）

岳经纶（中山大学）

9:20-9:50

中国房地产税的支付能力探究 张平（复旦大学）

侯一麟（美国西拉丘斯大学）

专家点评
张光（厦门大学）

王秋石（罗格斯大学）

9:50-10:10 讨论

10:10-10:20 休息

10:20-11:40 第二场研讨 主持人：米加宁

10:20-10:50

行政体制与城镇化进程中乡镇

政府职能转变——以浙江省小
城市试点改革为例

高翔（浙江大学）

专家点评
敬乂嘉（复旦大学）

何艳玲（中山大学）

10:50-11:20

小组机制：科层治理运动化的实

践路径
原超（山西大学）

专家点评
孔繁斌（南京大学）

公婷（香港城市大学）

11:20-11:40 讨论

12:00 午餐（紫荆园宴会厅）

2016.1.16 周六下午

14:30-15:50 第三场研讨 主持人：孔繁斌

14:30-15:00

研发补贴的依赖度、连续性与企

业研发投入
温明月（南京大学）

专家点评
朱春奎（复旦大学）

王秋石（罗格斯大学）

15:00-15:30

财政分权、支出导向与地方政府

治理绩效：市场化转型时期的中

国经验（1997-2009）

游宇（厦门大学）

庄玉乙（香港中文大学）

专家点评 敬乂嘉（复旦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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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美丽（中山大学）

15:30-15:50 讨论

15:50-16:00 休息

16:00-18:00 “公共管理研究前沿”圆桌论坛 主持人：马骏

（按姓氏拼音顺序）陈天祥、公婷、何艳玲、敬乂嘉、孔繁斌、罗

梁波、米加宁、马骏、牛美丽、王秋石、肖滨、岳经纶、杨海文、

叶娟丽、朱春奎、朱亚鹏

18:00 晚餐（紫荆园宴会厅）

2016.1.17 周日上午

8:30-09:50 第四场研讨 主持人：敬乂嘉

8:30-9:00

中央政府注意力变动机制探究

——基于毛泽东年谱中 2614段
批示的实证

陈思丞（清华大学）

专家点评
郁建兴（浙江大学）

孔繁斌（南京大学）

9:00-9:30

调试与变迁：中国共产党民主观

的演变 (1921-2015)——基于历
届党代会报告的词频分析

郑吉峰（武汉大学）

专家点评
孔繁斌（南京大学）

公婷（香港城市大学）

9:30-9:50 讨论

9:50-10:00 休息

10:00-11:20 第五场研讨 主持人：陈天祥

10:00-10:30

公众满意度与政府客观绩效的

关联性研究——基于广东省的
实证分析

李文彬（华南理工大学）

专家点评
张光（厦门大学）

米加宁（公共管理学报）

10:30-11:00

媒体报道能提升政府决算信息

披露质量吗？
张琦、郑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专家点评
郁建兴（浙江大学）

朱春奎（复旦大学）

11:00-11:20 讨论

11:20-11:30 休息

11:30-12:20 公共管理学术期刊交流 主持人：朱亚鹏

（按姓氏拼音顺序）罗梁波、米加宁、杨海文、叶娟丽、朱亚鹏

12:30 午餐（紫荆园宴会厅），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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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公共行政评论》杂志青年学者工作坊

会议主要日程

会议地点：中山大学梁銶琚堂第一会议室

1月 16日上午

8:30-8:40 会议开幕式

8:40-8:50 合影

8:50-10:10 第一场研讨

10:10-10:20 休息

10:20-11:40 第二场研讨

12:00 午餐（紫荆园宴会厅）

1月 16日下午

14:30-15:50 第三场研讨

15:50-16:00 休息

16:00-18:00 “公共管理研究前沿”圆桌论坛

18:00 晚餐（紫荆园宴会厅）

1月 17日上午

8:30-9:50 第四场研讨

9:50-10:00 休息

10:00-11:20 第五场研讨

11:20-11:30 休息

11:30-12:30 公共管理学术期刊交流

12:30 午餐（紫荆园宴会厅）

午餐后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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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公共行政评论》杂志青年学者工作坊

与会名单

一、校外专家名单（按姓氏拼音顺序排）

序号 姓名 单位 职称/职务

1 公婷
香港城市大学公共与社会

行政学系
教授

2 敬乂嘉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

事务学院
教授，副院长

3 孔繁斌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教授，院长

4 罗梁波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编辑部

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杂志

社马克思主义部副主任/甘
肃行政学院学报常务副主

编

5 米加宁
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学报
教授，系主任、主编

6 王秋石
罗格斯大学公共事务与管

理学院
助理教授

7 郁建兴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教授，院长

8 叶娟丽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

学院

教授，《武汉大学学报（人

文科学版）》副主编

9 朱春奎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

事务学院
教授

10 张光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 教授

二、青年学者名单（按姓氏拼音顺序排）

序

号
作者 单位 职称

1 陈思丞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在读博士

2 高翔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副教授

3 贾洪波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社会保障研究所 副研究员

4 李文彬

赖琳慧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李文彬：副教授

5 温明月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后 助理研究员

6 原超 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讲师

7 游宇

庄玉乙

游宇：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

庄玉乙：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
在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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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作者 单位 职称

8 郑吉峰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博士研究生

9 张平

侯一麟

张平：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院

侯一麟：美国西拉丘斯大学马克斯韦尔公

民与公共事务学院

张平：讲师

侯一麟：教授

10 张琦

郑瑶

张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政府会计研究所；

郑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
张琦：教授

三、中山大学与会学者名单（按姓氏拼音顺序排）

序号 作者 单位 职称/职务

1 陈天祥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

事务管理学院
教授

2 何艳玲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

事务管理学院
教授，公共管理学系主任

3 马骏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

事务管理学院

教授，中山大学副校长、中国公

共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公共行

政评论》杂志主编

4 牛美丽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

事务管理学院

副教授，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

副主任

5 肖滨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

事务管理学院

教授，院长、《公共行政评论》

杂志社社长

6 杨海文 中山大学学报

教授，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编审、

兼任《现代哲学》中国哲学学科

编辑

7 岳经纶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

事务管理学院

教授，副院长、中山大学社会保

障与社会政策研究所所长、中山

大学志愿服务与社会政策研究中

心副主任、中山大学流动人口卫

生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特邀专

家

8 朱亚鹏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

事务管理学院

教授，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副

主任、《公共行政评论》杂志编

辑部主任、社会保障与社会政策

研究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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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

尊敬的各位老师：

欢迎莅临“首届《公共行政评论》杂志青年学者工作坊”，有劳您留意以下事项：

1. 住宿地点：中山大学荣光堂。地址：广州海珠区新港西路 135号中山大学南
校区北门 350号荣光堂（靠近中山大学北校门），电话：020-84112138。敬请留
意入住时间为下午 14：00，退房时间为中午 12：00（可否提前入住或延迟退房
需要视酒店房态而定，敬请谅解），请需要提前离会的老师请留意退房时间。

2. 机场至中山大学荣光堂交通指引：1）从机场乘坐机场快线 10号线到“新珠
江大酒店”站下车，步行（20分钟）或打车（5分钟）进入中大北门（靠近滨江
路的校门）后直走约 500米左右到达。2）乘坐出租车从中山大学北门进入后直
走 500米左右到达（费用约为 140元）；3）在机场乘坐地铁到达中山大学鹭江站
（地铁 8号线）B出口，再打车 10元左右到中大北门，进入后直走 500米左右
到达。敬请留意，中大北门的关闭时间为晚上 11点。若您在此时间后到达，请
从南门（靠近新港西路的校门）进入，然后一直往北走即可见到荣光堂。

3. 报到时间：1月 15日，报到点设于酒店接待处，报到时间为下午 14点至 20
点，到达酒店后自行办理入住即可。

4. 就餐信息：
日期 用餐安排

1.15 晚餐：紫荆园慎思房

1.16
早餐：荣光堂西餐厅

午餐：紫荆园宴会厅

晚餐：紫荆园宴会厅

1.17
早餐：荣光堂西餐厅

午餐：紫荆园宴会厅

1月 16日嘉宾签到、入场时间为 8:00-8:30，会议开幕式开始时间为 8:30，会议
地点为：梁銶琚堂第一会议室。16日早上，我们会安排学生助理于 8点在荣光
堂前台等候，指引您前往会场。

5.

6. 咨询指南：会议期间如果您有交通、生活问题咨询，可联系王晓茵老师
13570422514，秦玥老师 15017556199。

7.校园地图及地铁路线图（详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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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銶琚堂
中山大学北门

中山大学南门

政务学院

中大荣光堂紫荆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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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您的光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