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级学科：  土地资源管理  

英文名称：  Land Resource Management  

代    码：  12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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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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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学报》、《山东社会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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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资源管理专业于 2012年 9月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目前有硕士生指导

教师 4人，其中教授 1人，副教授 2人，讲师 1人，聚焦于土地资源管理基本

理论、城乡规划与区域空间政策、海洋国土资源开发与管理等研究方向。2010

年以来，土地资源管理专业教师主持国家级课题 3项，省部级课题 5项，市厅

级及其它纵向课题 10余项，横向课题 20 余项，发表学术论文和出版专著约

100篇（部）。土地资源管理专业还设立了“土地资源管理实验室”，以强化

学科建设及推动学科特色化发展，提升学科服务国家和地方社会经济发展能

力。 

  The discipline of Land resources management comprehensively 

applies related knowledge concerning geography, economics, 

management, law, computer technology and other fields to deal with 

land planning and utilization affairs. This discipline educates 

professional elites familiar with basic theories of modern management 

science, economics and resources science, acquiring proficiency in 

basic knowledge of land resources management, mastering professional 

skills in measurement, charting, planning and spatial data 

processing, who can engage in works in relation to land survey, land 

use planning, land registry management, land management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and other relevant fields. The land resources management 

discipline in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focuses on some academic 



fields, such as fundamental theories of land resources management, 

urban-rural planning and regional spatial policy,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of marine territory resources, which featured in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marine territory resources,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marine territory resources, spatial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of marine territory resources, and ecological safety 

policy system of marine territory resources. 

 

二、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拥护党的基本路

线，热爱祖国，遵纪守法，治学严谨，学风端正，专业基础扎实，具有较强的

科研能力和实际工作能力，能够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公共管理

方面的高级专门人才。具体要求：掌握土地资源管理的基础知识和研究方法，

了解本领域的学术动态，能够从事与本学科有关的研究、教学和其它实际工

作。学位论文独立完成，具有一定的理论创新性或实际应用价值。能够胜任党

政机关公务员工作，能够在规划设计、房地产管理、土地测绘与评估等企事业

单位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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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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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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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K0209   土地资源管理基本理论与实践   2.0  32.0  否  是  考查  

120K0210   城市规划与管理   2.0  32.0  否  是  考查  

120K0211   土地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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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K0124   社区管理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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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K0189   行政领导学专题   2.0  32.0  否  否  考查  

120K0216   非营利组织管理   2.0  32.0  否  否  考查  

120K0217   SPSS 软件应用  2.0  32.0  否  否  考查  

120K0219   海洋与生态文明   2.0  32.0  否  否  考查  

120K0220   海洋教育专题研究   2.0  32.0  否  否  考查  

120K0222   公共管理名著选读   1.0  16.0  否  否  考查  

120K0345   制图与空间分析方法   2.0  32.0  否  否  考查  

120K0346   海洋国土资源开发与管理   2.0  32.0  否  否  考查  

120K0351   行政伦理专题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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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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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术

规

范   

补
修
课  

120K0347   城市管理学  3.0  48.0  否  否  考查  

120K0395   土地资源管理   3.0  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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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