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级学科：  行政管理  

英文名称：  Public Administration  

代    码：  120401  

 

一、 专业领域简介(中英文)  

 公共管理学是综合运用管理学、政治学、公共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理论和

方法系统研究公共管理组织和公共管理过程及其规律的学科，其目标是促使公

共组织尤其是政府组织更有效地提供公共物品。公共管理一级学科下设行政管

理、社会保障、土地资源管理、教育经济与管理、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等

五个二级学科，并设有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 

  中国海洋大学公共管理学科拥有公共管理一级学科（2011年）、公共管理

专业硕士（MPA ,2005 年）授予权，目前有硕士生指导教师 16人，其中教授 8

人，副教授 6人，讲师 2人，设有行政管理、教育经济与管理、社会保障、土

地资源管理 4个公共管理硕士二级学科。20世纪 90年代以来，硕士点教师在

《中国行政管理》、《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山东社会科学》、《环境

保护》等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200多篇；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

文社科基金、山东省社科规划基金课题、国务院各部门和省政府重点项目 20余

项，科研成果多次获得国家和省部级奖励。 

  行政管理专业是山东省最早拥有行政管理硕士点的两所高校之一，经过二十

多年的发展，遵循学校“强化发展特色，协调发展综合，以特色带动综合，以

综合强化特色”的发展思路，以行政管理理论与方法为依托，以“海洋”与

“环境”作为发展特色，已经在国内外学界具有了初步的影响力。特别是在

“海洋行政管理”研究方向达到国内领先水平。专业设有行政管理与海洋事务

研究所，其涉及的主要领域海洋环境管理、海洋危机管理、海岸带综合管理等

特色领域。 

  Public management is a discipline of studying on the process and 

law of public organization which utilizing management, political 

science, public economics, sociology and other disciplines theory and 

methods synthetically. The aim of this discipline is to improve 

public organization especial government to provide public goods.  As 

the first class discipline, The discipline of public management has 

five second class discipline, which is pubic administration, social 

security, land resources management, educational economy and 

management, social medicine and health management. Beside, the 

discipline also has the  master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MPA) 

professional degree. 

  The discipline of pubic management in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holds the first class of discipline and grant power of MPA 

professional degree. Now the department of public management has 16 



master’s tutor, which include 8 prfessor,6 associate professor and 2 

Lecturer. What’s more, holds four second class discipline of pubic 

administration, social security, land resources management, 

educational economy and management, social medicine and health 

management. Since 1990s, the master tutors publish more than 200 

professional papers on the journals including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Chinese population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 

Environment protect. Furthermore, tutors undertake more than 20 

research projects including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und,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fund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Shandong 

social science fund. Research achievements have won national and 

provincial awards.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is one of the first two universities 

which hold master degre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Shandong 

province. After the development of 20 years, public administration of 

OUC has establishe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dea of Relying on the 

theory and method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with " sea" and 

"environment" as the characteristic of discipline., which is under 

development idea of OUC of Strengthen the development of features,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grated, with characteristics to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comprehensive strengthening features. At 

present, Master’s degree has a preliminary impact on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academia. Especially in the research direction of 

ocean public administration, master’s degree has reach domestic 

leading level. Master’s degree holds the institut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marine affair, which involves the research fields 

of Marine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marine crisis management, coastal 

zone integrated management and others. 

 

  

 

二、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具备较高的政治理论素质，掌握现代行政管理基本理论及行政

学、管理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方面基本知识，并具有较强的管理、经

营、策划、调研、交际能力，能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政策

研究、管理规划、行政立法、行政监察、机关管理、文秘以及科研工作的复合

型、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能够胜任党政机关公务员工作，能够在企事业单

位、社会公共组织承担管理工作，具备在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从事公共管理相

关专业教学和学术研究的能力。 



 

三、 招生对象  

  须符合下列条件： 

  1.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品德良好，遵纪守法。 

  2.身体健康状况符合国家和我校规定的体检要求。 

  3.须符合下列学历等条件之一： 

  （1）国家承认学历的应届本科毕业生。 

  （2）具有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毕业学历的人员。 

  在校研究生报考须在报名前征得所在培养单位同意。 

 

四、 研究方向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五、 修读年限  

3年 

 

六、 学分要求和培养体系  

总学分不低于 36.0学分； 

核心模块总学分不低于 21.0学分，计入总学分； 

学位公共课总学分不低于 7.0学分，计入总学分； 

学位基础课计入总学分； 

学位专业课 计入总学分； 

拓展模块 总学分不低于 12.0学分，计入总学分； 

公共选修课 总学分不低于 2.0学分，计入总学分； 

专业选修课总学分不低于 8.0学分，计入总学分； 

专业英语 计入总学分； 

论文写作与学术规范总学分不高于 1.0学分，不低于 1.0学分，计入总

学分； 



补修课不计入总学分； 

保障模块计入总学分； 



栏目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是否 

必修课   

是否 

学位课   
考核方式  

核
心
模
块  

学
位
公
共
课  

000K0012   研究生外国语(上)  2.0  72.0  是  是   

000K0013   研究生外国语(下)  2.0  36.0  是  是   

000K001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0  36.0  是  是   

000K0015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0  18.0  是  是   

学
位
基
础
课  

120K0110   公共经济学专题   2.0  32.0  是  是  考试  

120K0201   公共管理学专题   2.0  32.0  是  是  考试  

120K0202   公共管理研究方法   2.0  32.0  是  是  考试  

120K0203   公共政策专题   2.0  32.0  是  是  考试  

学
位
专
业
课 

 

120K0062   政治学理论专题   3.0  48.0  否  是  考试  

120K0076   行政管理专题   2.0  32.0  否  是  考查  

120K0116   海洋行政管理   2.0  32.0  否  是  考查  

120K0117   行政法专题  2.0  32.0  否  是  考查  

120K0204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专题   2.0  32.0  否  是  考查  

拓展模块 
 

专业选修课  120K0114   比较行政制度   2.0  32.0  否  否  考查  



栏目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是否 

必修课   

是否 

学位课   
考核方式  

120K0119   非营利组织管理专题   1.0  16.0  否  否  考查  

120K0217   SPSS 软件应用  2.0  32.0  否  否  考查  

120K0351   行政伦理专题   2.0  16.0  否  否  考查  

120K0352   行政管理名著选读   1.0  16.0  否  否  考查  

120K0353   地方政府管理专题   2.0  32.0  否  否  考查  

120K0354   公共财政管理专题   1.0  16.0  否  否  考查  

120K0355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专题   1.0  16.0  否  否  考查  

专

业

英

语   

120K0223   公共管理的理论与实务   1.0  16.0  否  否  考查  

论

文

写

作

与

学

术

规

范   

120H0006   硕士论文写作与学术规范   1.0  16.0  是  否  考查  



栏目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是否 

必修课   

是否 

学位课   
考核方式  

补
修
课  

120K0081   政治学  0.0  64.0  否  否  考查  

120K0146   行政管理  0.0  64.0  否  否  考查  

保
障
模
块  

1  学术活动(前沿讲座)  2.0   是  否  考查  

10  实践训练  1.0   是  否  考查  

2  学位论文开题报告   0.0   是  否  考查  

7  中期筛选  0.0   是  否  考查  

9  论文研究进展报告   0.0   是  否  考查  



七、 培养环节  

  学术型学位硕士的培养环节包括五项：实践训练，前沿讲座，开题报告，中

期筛选，论文研究进展报告。每一环节按照以下填写说明填写。各环节须注明

学期、方式、标准及考核形式。 

  1.实践训练： 

  不定期组织去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及社区开展社会调查及社会服务工作，

时间分散于各学期。根据本人提交的实践报告进行考核。 

  2.前沿讲座： 

  前沿讲座主要以两种方式进行： 

  （1）由本系教师就前沿问题作专题报告，时间定为第 3学期。 

  （2）定期邀请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就重大理论问题和前沿问题作学术报告，

时间分散于各学期。 

  根据本人提交的报告与各学期讲座考勤进行考核。 

  3.学位论文开题报告： 

  研究生应首先在导师的指导下做好学位论文的选题工作。研究生在撰写硕士

学位论文前必须完成开题报告并通过答辩。开题报告答辩一般安排在第 2学年

第 2学期中期进行（经导师同意并符合 2 年毕业条件的研究生在第 1学年第 2

学期期末进行）。开题报告人应围绕选题理由与研究价值、研究现状与文献综

述、主要内容与框架结构、研究方法与学术路径、重点难点与预期目标、研究

进度与实施计划等内容，向答辩专家做详细陈述，并回答现场提问。 

  4.中期筛选： 

  中期筛选在第 2学年第 1学期准备，在课程学习后（第 2学年第 2学期）进

行（经导师同意并符合 2年毕业条件的研究生在第 1学年第 2学期期末进行中

期筛选）。中期筛选包括对研究生政治思想表现、学习态度、学术作风，课程

学习的学分和成绩等进行综合考察。 

  5.论文研究进展报告： 

  论文研究进展报告在第 3学年第 1学期进行。 

  论文研究进展报告分为中、外文专业文献综述报告和学位论文中期报告两种

形式。 

  （1）中、外文专业文献综述报告 

  研究生在第 1学期至第 3学期期间查阅 20篇以上与其研究方向有关的专业

外文文献，撰写 6000 字以上的书面文献综述；查阅 50篇以上与研究方向有关

的中文文献，撰写 8000字以上的书面文献综述。此项工作由导师根据各研究生

的特点所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有组织、有计划地实施，并及时督促，按导师的

要求标准予以考核。 

  （2）学位论文中期报告 

  研究生应当在论文撰写开始后 3个月内向导师提交学位论文中期报告，汇报

资料收集与整理情况并提交文献研究综述报告、论文写作的总体进展情况汇

报、提炼的主要观点及论据、论文的创新点、撰写中遇到的困难和解决的设

想，以及预计提交学位论文初稿的时间。 

 



八、 学位论文  

 （1）从事学位论文研究的时间不少于 1年。 

  （2）学位论文必须在导师的指导下由硕士生独立完成。 

  （3）学位论文要求概念清楚、立论正确、结构合理、逻辑严谨、行文通

顺、层次分明、格式规范、结论明确，有一定的创新，能体现硕士生坚实的理

论基础、较强的独立科研能力和优良的学风。 

  （4）论文定稿时字数不少于 4万字。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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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进行。 

 

九、 学位授予  

  参照《中国海洋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的规定进行。 

 

十、 其他要求  

填写说明：各专业领域可根据本专业领域实际情况，列出对本专业领域研究生

培养过程中相关的其它要求。 

 

十一、 备注  

 1.研究生培养方案按照系统模版予以填写，要求各专业领域明确 1位负责人

负责其所在专业领域培养方案的制订、修订及落实。 

  2.在培养方案制定过程中，要让导师、骨干专家、任课教师共同参与论证，

同时吸纳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用人单位的专家参与，使培养方案切实体现权威

性、科学性和应用性。 

  3.注重知识的系统性和课程间的逻辑关系，围绕培养目标设置课程体系，避

免因人设课。 

  4.重视培养环节，要明确研究生资格考试、学位论文开题报告、论文研究进

展报告、前沿讲座和实践训练等环节的具体组织方式和达到的预期效果。 

  5.必须填写完善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教学大纲应包括课程负责教师、教学

目标、课程内容、教学方式、教学要求、学时数、考核方式、学生成绩计算方

式和方法、参考书目、详细教学计划等。教学大纲中涉及的课程代码、学分、

学时等信息要与培养方案总体设置保持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