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政治学一级学科研究生培养方案（留学研究生） 

学院  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  培养类别   硕士  

一级学科名称  政治学  学科代码  0302 

适用年级  从 2021 级开始  修订时间  2021 年 6 月  

研究方向  

政治学理论  

中外政治制度  

国际政治  

国际关系  

基本修业年限  硕士：  3 年  

学分  硕士：总学分≥ 31 学分，其中课程学分≥ 28 学分，实践模块及培养环节≥ 3 学分  

学科概况  

（200 字内）  

政治学是研究政治现象及其一般规律性的学科，其学术体系围绕以国家为核心的公共权力的理论和实践而展开，注重学生扎实的理论功底和参与公共事务活动的能力，

能够从事政治学科的学术研究，应用政治学理论创造性地分析和解决当前国内、国际政治生活中的具体问题。中国海洋大学 2005 年获批政治学理论、国际政治硕士

点，2011 年获批政治学一级学科硕士点。本专业现有教师 20 人，其中教授 7 人，副教授 8 人，讲师 5 人。本学科在政治学理论、中外政治制度、国际政治、国际关

系领域已经形成稳定的研究方向和研究团队。 

培养目标  

（200 字内）  

本学科着力于培养面向政府管理、社会管理和外交外事、高校教学等领域的应用型和研究型人才。要求具备较为深厚的政治学理论基础和较宽的知识面，掌握政治学

的科学研究方法，培养严谨的学风，熟练掌握一门外语，能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 

课程体系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中文名称  
学  

分  

开课  

学期  

授课团队  

（课程负责人前请标☆

号）  

教材  

格式：[序号] 作者.书名

（，译者）.出版地：出版

者，出版年. 

示例：[1] 竺可桢. 物理

学. 北京：科学出版社，

1973. 

硕士  考核方式  

备注（含硕

博共享、前

置课等）  



公共课 

硕士 8 分 

000K0006 中国概况 3 夏秋 ☆周红 自编讲义 必修 考试 硕博共享 

000K1064 汉语 I 1 夏秋 
☆王颖，李蔚然，韩梅，

孙德华，于媛颖，王燕飞 

[1] 王淑红，么书君，严

禔等. 发展汉语初级口语

（1）. 北京：北京语言大

学出版社，2015. 

必修 考试 硕博共享 

000K1065 汉语 II 1 春 
☆王颖，李蔚然，韩梅，

孙德华，于媛颖，王燕飞 

[1] 王淑红，么书君，严

禔等. 发展汉语初级口语

（1）. 北京：北京语言大

学出版社，2015. 

[2] 王淑红，么书君，严

禔等. 发展汉语初级口语

（2）. 北京：北京语言大

学出版社，2015. 

必修 考试 硕博共享 

000K9001 学术论文写作 2 夏秋 ☆李  辉，董利民 自编讲义 必修 考试 硕博共享 

000K9002 学术道德与规范 1 夏秋 ☆黄  杰，国晓光 自编讲义 必修 考试 硕博共享 

基础课  

硕士≥ 8 学分  

120K0062 政治学理论专题 2 夏秋 ☆允春喜 自编讲义 必修 考试  

120K0340 比较政治学专题 2 夏秋 ☆黄  杰 自编讲义 必修 考试  

120K0277 国际政治学专题 2 春 ☆孙  凯 自编讲义 必修 考试  

新开课  

120K0478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2 夏秋 ☆王  通，杨晓昕 自编讲义 必修 考试  

核心专业课  

硕士≥ 8 学分  

120K0280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专题 2 春 ☆弓联兵，王  通 自编讲义  方向必修 考试 

政治学理论、

中外政治制度

必修 

新开课  

120K0479 
中国传统国家治理研究 2 春 ☆王泉伟，允春喜 自编讲义  方向必修 考试 

政治学理论、

中外政治制度

必修 

新开课  

120K0480 
西方政治思想专题 2 春 ☆陈  霞，马红邑 自编讲义  选修 考试  



新开课  

120K0481 
国家理论研究 2 夏秋 ☆国晓光 自编讲义  选修 考试  

新开课  

120K0482 
民主理论专题 2 夏秋 ☆王宇环 自编讲义  选修 考试  

新开课  

120K0483 
政治社会学专题 2 夏秋 ☆王  通 自编讲义  选修 考试  

新开课  

120K0484 
海洋法与海洋安全 2 春 ☆金永明 自编讲义  方向必修 考试 

国际政治、国

际关系必修 

120K0078 当代中国外交 2 夏秋 ☆郭培清 自编讲义  方向必修 考试 
国际政治、国

际关系必修 

新开课  

120K0485 
国际关系历史与理论 2 夏秋 ☆宋宁而，管  颖 自编讲义  选修 考试  

新开课  

120K0486 
区域与国别研究专题 2 春 

☆曹文振，金永明，郭培

清，孙 凯，等 
自编讲义  选修 考试  

新开课  

120K0487 
国际政治经济专题 2 春 ☆宋宁而，杨晓昕 自编讲义  选修 考试  

新开课  

120K0488 
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 2 夏秋 ☆孙  凯，董利民 自编讲义  选修 考试  

专业课  

硕士≥ 4 学分  

120K0342 政治学前沿问题 2 夏秋 ☆黄  杰 自编讲义  选修 考查  

新开课  

120K0489 
公共安全与风险治理研究 2 春 ☆弓联兵，王  雪 自编讲义  选修 考查  

新开课  

120K0490 
地方政府治理专题 2 春 ☆王泉伟 自编讲义  选修 考查  

新开课  

120K0491 
政治学经典著作选读 2 夏秋 ☆马红邑 自编讲义  选修 考查  

新开课  

120K0492 
海洋政治专题 2 春 ☆曹文振 自编讲义  选修 考查  

新开课  国际关系与国际法专题 2 春 ☆金永明，董利民 自编讲义  选修 考查  



120K04793 

新开课  

120K04794 
地缘政治学专题 2 春 ☆董利民 自编讲义  选修 考查  

120K0286 极地政治与法律 2 春 ☆郭培清 自编讲义  选修 考查  

补修课程  

（不计入总学分）  

120K0147 政治学原理  4 夏秋 ☆王宇环 自编讲义  选修 考查  

120K0273 比较政治制度  3 夏秋 ☆曹文振 自编讲义  选修 考查  

120K0115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  3 春 ☆弓联兵 自编讲义  选修 考查  

实践模块  

实践模块  硕士  学分  基本内容  
考核细则  

（该模块应在毕业资格审核前通过考核）  

实践训练  必修  1 实践训练包括教学实践、科研训练和社会实践。 

详见《中国海洋大学学科学术学位研究生实践模块和培养环节实施细则

（政治学）》 

 

学术活动 必修  0 或 1 
研究生在读期间至少参加 8 场次学术讲座，其中，包括作 1次主题发言

类学术报告。 

培养环节  

培养环节  硕士  学分  基本内容  

考核细则  

（除学位论文答辩外，其他培养环节应在毕业资格审核前通过考

核）  

开题审核 必修 1 
重点考查硕士生的开题报告、课程学分完成情况和思想政治等综合表

现。 

详见《中国海洋大学学术学位研究生实践模块和培养环节实施细则（政治

学）》。特别说明：开题审核和论文答辩时间间隔要求不少于 1 年。 



 

论文研究

进展报告 
必修  1 

详细阐述论文研究工作的进展情况和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对研究内

容、研究方法等进行诊断。导师应对论文研究进展报告做出综合评估，

督促研究生顺利开展课题研究和学位论文撰写。 

学位论文

答辩 
必修   综合考查研究生理论基础、知识结构、研究能力和成果水平等。 

学位授予 

学位论文要求：  

1. 从事学位论文研究的时间不少于 1 年，须在导师的指导下由硕士生独立完成。 

2. 论文用中文撰写，定稿时字数不少于 4 万字。 

3. 学位论文的评审、答辩和学位申请与授予等工作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和《中国海洋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等文件规定进行。 

4. 特别说明：本学科硕士学位论文评审按照《中国海洋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评审工作细则》执行。即：由 2 位副教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具有硕士生指导教师资

格的校外同行专家评阅。若论文只有 1 份评审意见中存在异议或有 1 份答辩意见为“重大修改后重新评阅”且不存在异议的可以按照学校规定和程序申请复议。其他

情况，论文作者需在导师指导下认真修改论文，原则上于下一批次学校集中组织论文送审时再次提交送审申请，且在最长修业年限内方可申请学位。 

科研成果要求： 

学校鼓励、奖励硕士研究生在国内外期刊上公开发表高质量学术论文，但对硕士研究生在读期间的科研成果不做统一、明确的要求。 

未满足基本修业年限的申请者（即申请提前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应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全部课程和其他培养环节的考核，成绩全部良好（75 分）以上，创新能力

强，以中国海洋大学为第一完成单位，在《中国海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目录（2019 版）》（海大文科字〔2019〕2 号）及补充规定（海大文内字〔2020〕1

号）公开发表至少 2 篇学术论文。 

编写成员：孙凯、弓联兵  

学院 (中心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席签字：                                  学院 (中心 )公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