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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公共管理学科的专门学术期刊' 从*##% 年创刊起本刊一直得到国内外
学术界同仁的支持与认可* *#)& 年本刊共刊发了&# 篇文章! 专栏文章"& 篇,
年学者工作坊) 优秀论文" 篇, 一般论文% 篇, 理论评述$ 篇, 书评& 篇,
(青
博士论文摘要* 篇*
专栏是本刊的重要特色之一* *#)& 年本刊共刊登了)) 个专栏' 具体选题包
括! 风险, 灾害, 危机研究' 公私伙伴关系的欧洲经验' 政府绩效评估的一致
性与激励作用' 腐败感知! 基于两岸五城的实证研究' 腐败测量, 多元认知与
廉政政策优化' 政府购买服务研究' 老龄化, 新社会风险与发达国家社会政策
改革' 监管改革' 制度环境, 政策扩散与创新' 电子政务使用' 中期财政框架!
国际经验与中国借鉴*
这些专栏大致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专栏关注中国国家治理实践中的热点问题和重大问题' 回应乃至引
领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的最新动向和改革创新' 如( 风险, 灾害, 危机研究)
专栏, ( 政府绩效评估的一致性与激励作用) 专栏, ( 腐败感知! 基于两岸五城
的实证研究) 专栏, ( 腐败测量, 多元认知与廉政政策优化) 专栏, ( 政府购买
服务研究) 专栏, ( 监管改革) 专栏, ( 制度环境, 政策扩散与创新) 专栏,
子政务研究) 专栏*
(电
该类选题又大致可粗分为以下四个面向!
一, 面向社会现实' 结合社会热点适时组织专栏讨论相关问题*
公共安全问题一直是社会大众关注的热点问题' 去年( % 4)* ) 天津滨海新
区爆炸事件的发生' 更是引起了公众对公共安全问题的极大关注+ 而风险, 危
骏# 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8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 教授% 肖滨# 中山
" 马
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8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 教授% 朱亚鹏# 中山大学公共管理研
究中心8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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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管理也极为考验政府的管理能力* 在此一背景下' 本刊适时组织了( 风险,
灾害, 危机研究) 专栏' 在*#)& 年第) 期推出' 专门探讨面向风险社会的知识
生产' 并为实务界提供理论的参考和实证的依据* 食品安全问题和出行的便捷
与安全问题也是大众关注的热点问题* *#)& 年( 月' 交通运输部等七部门发布
了" 关于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和" 网络预
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两份文件' 对出租车和网约车等相关事项
作出了相关的规范和指导意见' 引发了全国性的热议* 值此' 本刊组织了( 监
管改革) 专栏' 在*#)& 年第$ 期推出' 就互联网( 专车) 问题和食品安全问题
探讨了相关的政府监管改革问题*
二, 面向国家治理实践' 回应国家治理实践的重大问题*
反腐与廉政建设问题' 是我国当前一个极为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自十
八大以来' 我国的反腐倡廉工作取得了极大的成绩' 鼓舞人心* 但如何更好地
认识腐败进而反腐败以及巩固反腐败的成果' 实现国家的廉政, 善治' 仍有许
多问题需要去进行深入的研究* *#)& 年第" 期' 本刊在杂志版面安排上作了一
个比较大的尝试' 推出了一期廉政专刊! ( 腐败感知! 基于两岸五城的实证研
究) 和( 腐败测量, 多元认知与廉政政策优化) 两个专栏共% 篇文章' 集中讨
论廉政政策, 腐败与反腐败等相关问题* 此两个专栏的组织者和撰稿者' 有来
自大陆高校的学者' 也有来自香港与台湾高校的学者' 他们出色的研究和作品'
让本专刊一经推出' 便在海内外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反响和好评*
三, 面向新技术' 探讨新技术在公共行政实践应用中有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在过去十多年间' 新技术的不断出现为电子政务的提升带来新的工具并注
入新的动力' 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的到来更是为电子政务走向集约化和精准化
带来了新的机遇* 要抓住这一机遇' 需要更加强调对于( 用户需求) 的识别以
及对公众使用侧的重视' 从而进一步改善电子政务在服务供给以及政民互动方
面的效率和效用* 为此' 本刊在*#)& 年第& 期组织了( 电子政务使用) 专栏'
从电子政务的用户视角关注个体层面的需求' 对电子政务$ 包括移动政务% 的
使用及其影响进行相关探讨+ 并冀此抛砖引玉' 希望未来有更多的文章关注公
众电子政务使用及其影响' 从而构建( 以需求为中心) 的电子政务理论框架'
推动未来电子政务更好地转型和发展*
四, 面向学科建设' 讨论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中的( 经典) 议题*
发表于*#)& 年第* 期的( 政府绩效评估的一致性与激励作用) 专栏, *#)&
年第+ 期的( 政府购买服务研究) 专栏和*#)& 年第$ 期的( 制度环境, 政策扩
散与创新) 专栏' 大体属于此类* 这些专栏的组建没有紧跟社会热点' 在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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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置上也不是非常( 前沿) ' 但其中所选用的文章都有着对相关研究议题的进
一步推进* 本刊认为' 不断地对( 经典) 议题进行深入而细致的研究' 是为学
科建设添砖加瓦与构筑学科坚实基础积淀的必不可少的工作* 因此' 本刊除提
倡( 前沿) 研究外' 也非常欢迎能对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中的( 经典) 议题进
行深入而细致的研究的文章*
第二类专栏主要关注和总结公共行政实践的国际经验' 以期借他山之石以
攻玉' 为中国的相关改革和治理实践提供经验借鉴和理论依据* 该类专栏主要
包括( 公私伙伴关系的欧洲经验) ( 老龄化, 新社会风险与发达国家社会政策改
革) ( 中期财政框架! 国际经验与中国借鉴) 三个专栏*
私伙伴关系的欧洲经验) 专栏三篇文章分别对英国, 荷兰和爱尔兰的公
(公
私伙伴关系发展进行了归纳和反思* 黄景驰和弗莱德4 米尔$ `@<= A<.@% 的文
章对英国公私伙伴关系项目的决策体系进行了回顾和分析' 并通过访谈对相关
的决策程序, 问题和效果进行了分析* 乔普4 柯彭扬$ O55- L5--<2,.2 % 和马
丁4 德容$ A.@712 \<O52U% 的文章对荷兰引入合同式伙伴关系的三个发展阶段
进行了分析' 指出了其与荷兰法团主义传统所内生的制度式伙伴关系的差异*
约恩4 里夫斯$ Z512 V<<?<9% 从交易成本理论角度研究了两个失败的案例' 发
现在公私伙伴关系项目管理中' 交易成本因为项目公共性和政治干扰而出现的
膨胀* 以上三文皆由相应国家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 或与中国学者合作% 撰文'
为我国相关领域的实践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龄化, 新社会风险与发达国家社会政策改革) 专栏立足后工业社会的时
(老
代背景' 以( 新社会风险) 为观察视角' 并呼应着我国( 未富先老) 的社会现
实' 以及今年下半年长期照护保险在多个城市展开政策试点的情况' 基于海外
的案例研究, 经验介绍来提供如下方面的知识和信息! $ ) % 在新社会政策的思
维下' 长期照护政策如何回应新社会风险- $ * % 推动旧社会政策向新社会政策
范式转移的过程中' 哪些因素在起作用' 经历了怎样的政策变迁过程- $ " % 如
何实现跨部门, 跨政策领域的协作' 以构建整合性的社会政策体系' 更好地回
应新社会风险- 本刊希望能以这样一个小专栏' 推动新社会风险, 新社会政策
更多, 更好地进入国内学术研究议题与公共政策议题' 并助力当前长期照护政
策的发展与完善*
随着经济增长放缓和社会政策的频繁出台' 财政支出的短期和中长期压力
迅速增加' 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日益严峻' 财政可持续问题十分紧迫* 与其他并
行的财政预算改革相比' 中期财政规划的编制可说是一个迫在眉睫的议题* 基
于该种情形的判断' 本刊组建了( 中期财政框架! 国际经验与中国借鉴) 专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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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通过检验韩国, 法国, 英国, 德国四个发达国家在中期财政框架实施的经
验' 为中国中期财政框架乃至以后的中期预算框架的编制和应用提供有益的借鉴*
论文和理论述评栏目是本刊重要的栏目' 此两个栏目在本年度也刊登了不
少视角新颖, 理论扎实的文章* 例如! 林闽钢, 梁誉的" 社会服务国家! 何以
可能与何以可为# 通过对欧洲)+ 个福利国家社会给付结构的分析' 讨论了国外
相关社会政策的演进经验' 对我国相关政策的制定和改革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钟玲娜, 耿曙, 陈玮的" 甄选与激励! 中国政府人事层级细分的内在机制# 认
为尽管中国政府明确划分了行政级别' 但在现有的行政级别内还存在着更细致
划分的职务层级' 据此提出了( 层级细分) 的概念来解释这一现象' 并运用相
关人事调动情况' 对其理论假设进行检证' 藉此探讨中国政府甄选和拔擢官员
的制度逻辑* 公共政策是一个时间现象' 几乎所有的政策研究文献都会关注到
时间及其重要性' 但学界至今尚未形成关于时间与公共政策的一般性理论分析
框架* 基于此一研究现状' 堵琴囡, 唐贤兴的" 找回时间! 一项新的公共政策
研究议程# 把时间当成公共政策的内生变量' 从时间观念, 时间规则和时间策
略三个维度建立了一个概念性的框架' 并以此一初步框架' 为研究时间与公共
政策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作为本刊特色之一的书评栏目' 一如既往地坚持为广大读者推介优秀的学
科著作' 并为读者提供一个交流读书心得的园地' 以一期一篇的节奏共发表了&
篇书评' 为读者推介了& 部优秀的学科著作* ( 博士论文摘要) 栏目今年共刊登
了* 篇博摘' 恳请各位在近年取得博士学位的年轻学者在新的一年踊跃为我们
惠赐佳作*
较诸往年' 本刊今年在栏目设置上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变化' 就是新开辟
了一个( 青年学者工作坊优秀论文选登) 栏目* 为培养公共行政学研究的新生
力量' 并为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的学术新秀提供一个展示和交流的平台' 中山
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 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联合本刊发起并于*#)&
年) 月)& ')( 日成功举办了首届" 公共行政评论# 杂志青年学者工作坊* 此次
盛会得到了学界诸同仁的鼎力支持' 共收到了来自海内外"# 多所高校))# 多篇
投稿* 经过严格, 规范的遴选' 最终选出了)# 篇优秀论文' 并邀请相关资深学
者, 期刊编辑与这些优秀论文的作者参与了此次盛会* 为展示此一盛会所取得
的成绩' 本刊特开辟了此一栏目选登部分优秀论文' 以飨读者7
除在内容上精益求精外' 本刊亦不放松对刊物运行机制的建设' 我们深知'
一份刊物要保持长期的良好发展' 还必须依靠完善的刊物运行机制* *#)& 年本
刊继续坚持并严格执行匿名评审制度* 匿名评审制度已经成为本刊工作流程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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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评审人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对待每一篇来稿' 并就稿件的完
善给予中肯的意见' 从而保证了刊发文章的质量* 在此' 我们要衷心感谢理解
和支持本刊匿名评审制度的投稿者' 感谢*#)& 年参与匿名评审的全体学者*
后另附全年评审人名单% *
$文
经过[ 年的发展' 目前本刊的来稿越来越多* 实力强大的作者队伍确保了本
刊品质' 也极大地提高了本刊学术声誉* 借此机会' 本刊特别感谢鼎力支持本
刊的海内外作者与关注本刊的广大读者7 在各界朋友的厚爱和支持下' 本刊的
办刊质量不断提升' 社会影响逐步扩大* 在杂志的办刊支持上' *#)& 年' 本刊也
再次获得了( 理论粤军4教育部在粤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建设) 项目的资助*
刊物的完善和改进' 离不开学界同仁的鼎力支持' 这是本刊得以茁壮成长
的基础+ 离不开本刊学术委员会和编辑委员会全体同仁的辛勤劳动' 他们为本
刊做了许多实质性和创造性的工作* 在本年度工作即将结束之际' 我们向他们
致以最诚挚的谢意和良好的祝愿7 在此' 我们要特别感谢各位编委, 专栏组稿
人和匿名评审人的辛勤工作和奉献7
本刊将继续关注和回应中国政府与政治重大转型问题' 跟踪学科发
*#)( 年
展的前沿理论和问题* 我们非常欢迎学术界同仁以本刊为平台' 探讨公共管理
理论前沿与新方法, 公共管理跨学科研究, 国家创新, 社会管理创新, 财政政
策, 行政伦理, 绿色监管, 精准扶贫, 智慧城市研究, 地方治理创新, 环境治
理问题, 公共卫生问题, 信访制度问题, 信息技术发展与公共管理, 决策过程,
重大政策评估, 工作&生活平衡, 儿童福利, 教育政策与教育管理问题等议题*
此外' 我们也将对书评栏目进行改版' 改版后的书评栏目在内容上将以两种形
式出现' 一是深度评论型书评' 二是资讯介绍性书评' 欢迎各位学者为我们踊
跃赐稿7
我们深知刊物的持续发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这需要学术共同体的共同支
持和学科的不断创新* 在新的一年中' 我们将在众多作者和读者的支持下持续
前行' 坚持刊好文' 办好刊' 继续完善' 追求卓越' 为中国公共管理学科发展
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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