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管理学院 2021 年研究生招生宣传内容简介 

 

一、 学院院标图片 

 

二、 学院简介 

管理学院成立于 2006 年 12 月，学院目前拥有一支职称、学历、年龄等

结构合理，以及教学和科研实力雄厚的师资队伍，学院现有专职教授 6人（三

级教授 3人），获得博士学位的教师达 85%，拥有国外学习经历的教师占 25%。

省特聘教授 1人、省人才工程千人层次 1人，省高校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1人。

沈阳市拔尖人才 3 人，学院拥有行政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人力资源管理

等三个本科专业，在硕士层次拥有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及下属的行政管理、社

会保障、公共政策、公共人力资源管理、公共管理评估等五个二级学科方向，

每年招收全日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和非全日制专业学位型硕士研究生。近年

来，学院不断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高质量就业率位列学校前茅，毕业生绝大

多数已成为工作岗位的骨干力量，培养质量也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 

学院拥有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与环境，设有专职教师的教授研究室、案例

制作室、教学讨论室、公共管理综合实验平台、人才评价中心实验室等教学

和实践平台。学院的图书资料中心拥有专业藏书 2 万余册，管理类的权威学

术期刊达 140余种。 

在科学研究方面，近五年来完成了近 10 余项国家社科基金和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与国家相关部委合作完成了《中国福利彩票公益发展蓝皮书》《中国社会

保障绿皮书》等权威型皮书，直接撰写了《辽宁省医养结合条例》《医疗保险门

诊病种目录》《养老机构服务标准》等重要政策规划的起草工作；参与辽宁省民

政厅社会组织等级评估工作；4项案例被国务院学位办、教育部公共管理学科教



指委收纳进入案例库，7项产学研合作项目得到教育部批准。10余项科研成果获

得辽宁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三等奖，2项教学成果获得辽宁省教学

成果一等奖。此外，每年都有 4-5项资政建议被副省长以上领导批示，还完成了

辽宁省人大议案 8篇，撰写了一系列政府管理领域的系列成果，在国家权威出版

社出版了《政府知识管理创新理论与管理研究》、《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研究》

等 12 部专著，出版了规划教材《中国社会组织概论》《管理沟通实务》《研究

方法讲座》《管理思想史》等 14 部规划教材。团队成员也经常直接参与地方政

府的发展规划起草与修订工作；在政府信息化与管理效能领域，为沈阳市信息协

会的成立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目前，公共管理学科已初步成为省内一流和东北地区知名的公共管理人才培

养摇篮、学术研究基地和咨政智库平台，在政府管理理论与实践、社会福利与社

会救助、养老保障、医疗改革与卫生政策评估、公共人力资源规划开发与管理、

公共组织绩效和公共项目的评估与管理等方面，产生了积极的学术影响和政策实

践的引领作用，在学术界和政策制定领域占有重要的地位。 

 

三、 学科专业特色 

公共管理一级学科下所属的二级学科研究方向，既保留了教育部规定的行政

管理学科和社会保障学科，又增加了新规定的公共政策学科方向，此外，还打造

了公共人力资源和公共管理评估研究方向，学科形成了以行政管理领域理论研究

与实践探索为核心，以社会保障与公共人力资源管理为两翼，以公共政策和公共

管理评估为特色的学科建设体系。 

核心学科重在行政管理的基本理论、政府意识形态管理、政府危机管理、社

会组织管理的研究。两翼学科重在体现普惠制民生保障和公共人才的管理研究，

支撑学科重在政策制定和评估，特别是对政策的仿真研究。学科的特色主要体现

在注重与政府部门的合作，借助团队成员擅长于社会调查和统计分析的研究方法，

协助公共部门进行了大量的政策调研和实证分析，聚焦于区域发展中的人才与人

力资源管理的具体问题、政府公务人员的素质培育与提升问题，公共管理学科平

台已经成为政府政策制定和公共服务中不可或缺的“智库”。 

 

 

 

 



四、 招生专业目录 

专业代码和名称 
招生

人数 
初试科目 复试科目 

120400公共管理（学术型） 51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或 202俄语

或 203 日语 

③636 公共管理 

④866 管理学 

 

-01（全日制）行政管理 14 行政管理学 

-02（全日制）社会保障 13 社会保障 

-03（全日制）公共政策 6 公共政策（土地政策、

社医政策、教育政策） 

-04（全日制）公共人力资源管理 13 人力资源管理 

-05（全日制）公共管理评估 5 公共管理评估 

125200公共管理（专业学位） 42 ① 199 管理类联考综合

能力 

② 202 俄语或 203 日语

或 204 英语二 

思想政治理论 

五、 导师简介 

（一）行政管理专业 

孟迎辉老师简介 

孟迎辉，法学博士，辽宁省特聘教授。先后毕业于

华中师范大学和中共中央党校，分别获硕士和博士学位。

现任沈阳师范大学三级教授，行政管理专业学科带头人，

沈阳师范大学教学名师。兼任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理

事；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行政文化研究会理事；国

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通讯评议专家；辽宁省行政管理学

会常务理事；辽宁省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常务理事；辽宁

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评审专家；辽宁省自然科

学学术成果奖评审专家。 
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2项、省部级项目 10余项。在《光明日报》、

《求是》、《中国行政管理》等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40 余篇，多篇被转载。科

研成果曾 6次荣获辽宁省人民政府哲学社会科学科研成果二、三等奖。  

 

 

 



张韬老师简介 

张韬，男，东北大学管理学博士，教授，硕士生导

师，公共政策学科带头人，研究方向为公共政策理论与

实践、政府治理与改革。现任沈阳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副

院长，辽宁省公共管理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辽

宁省软科学研究会副理事长、辽宁省高校教师培训专家

库专家、沈阳市拔尖人才。 

国家级大学视频公开课、辽宁省大学视频公开课、

辽宁省精品课《沟通与演讲》主持人。辽宁省级优秀教

学团队带头人，辽宁省教学成果奖一等奖主持人，第五届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

奖和辽宁省教学成果奖特等奖课题组成员。主讲的《管理沟通实务》慕课版已在

学堂在线网络教学平台开放。 

主持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辽宁省教育厅科学研究经费项目及沈阳

市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等 10余项课题，在《光明日报》理论版、《东北大学学

报》和《领导科学》等重点学术刊物发表论文 20余篇，出版著作 4 部。 

赵敬丹老师简介 

赵敬丹，女，辽宁锦州人，中共党员，吉林大学管理学

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软实力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现任沈

阳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曾

在日本北海道教育大学访学。主要社会兼职：辽宁省行政管

理学会常务理事，辽宁省社会组织评估专家组成员，辽宁省

公务员面试考官，沈阳市信息协会会长。 

主要研究方向是政府治理与社会组织管理、基层社会治

理等。主持和作为核心成员完成国家级和教育部重大重点项

目子课题 2项，主持和作为核心成员完成省社科规划基金重点项目和省部级项目

20余项，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国家一级出版社出版专著及教材 3 部；在《中

共中央党校学报》、《社会科学辑刊》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20 余篇，并被多次转

载；提交咨政建议、议案等多次获得省市级领导批示。曾荣获“辽宁省普通高等

学校优秀青年骨干教师”、“沈阳市优秀青年知识分子”等荣誉称号。主讲《管理

学》、《公共事业管理》、《社会组织理论》等课程。 

 

 

 



郭蕊老师简介 

郭蕊，1980年 8月出生，辽宁沈阳人，毕业于吉林大

学行政学院行政管理专业，获管理学博士学位。现任沈阳

师范大学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教师，公共管理系主任，

副教授职称。 

主要从事地方政府治理、公共政策分析等方面的研究。

主讲课程有《公共政策学》（本科）、《领导科学》（本科）、

《公共政策分析》（研究生）、《电子政务》（研究生）。 

目前已出版学术专著 1部，主持或参与国家、省、市

项目 20 余项，在国家、省级期刊上发表论文 20余篇。 

 

（二）社会保障专业 

王海燕老师简历 

王海燕，三级教授，管理学院院长，博士毕业于日

本北海道大学。硕士生导师，兼职硕博导师，研究方向为

社会保障理论与实践。沈阳市拔尖人才、沈阳市人才咨询

专家、沈阳市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委员。 

王海燕，中国社会保障学会理事，国家社会科学基

金、教育部留学基金、辽宁省社科基金等项目评审专家，

辽宁省公共管理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辽宁省慈善总会常务理事、辽宁省社会

学会常务理事、辽宁省社会福利协会副会长。 

王海燕教授主讲的研究生课程有：社会保障研究、社会研究方法、专业日语

等课程。曾主持完成过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教育部课题、民政部课题、省社科基

金重点和一般项目等近 30余项课题，出版专著和教材 6部，发表论文 30余篇。

曾获得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三等奖，其它科研奖励 20 余项。2018

年获辽宁省教学成果一等奖，主讲的《社会保障概论》是辽宁省精品资源共享课。

曾指导研究生获得省挑战杯二等奖，辽宁省城市管理项目竞赛一等奖。提交咨政

建议多次被有关部门呈送省委、省政府领导参阅，三篇咨政建议获副省长批示。 

 

 



鲁捷老师简介 

鲁捷，男，辽宁省大连人，1964 年 2 月出生，教授。研究

方向为社会保障专业社区养老方向，物业管理。1985 年毕业于

辽宁师范大学中文系，沈阳市2018年度高层次人才之高级人才。

全国市长研修学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干部学院）客座教授。

现任中国物业管理协会法律政策工作委员会委员、标准化委员

会委员、产学研委员会委员。现任辽宁省房地产行业协会监事、

专家委员会副主任、物业专业委员会副主任；辽宁省侵权责任

法研究会副会长；辽宁物业学会副秘书长；辽宁省物业管理协

会物业政策研究室主任；沈阳市业主委员会协会常务理事；沈阳市皇姑区物业管

理协会理事；沈阳市皇姑区委组织部“”红色物业”工程特聘专家顾问；沈阳市

皇姑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党建促进会“红色物业”党建顾问。 

沈阳市房产局特聘学术顾问，参与《辽宁省物业管理条例》《沈阳市物业管

理条例》修订稿起草、论证；大连市人大立法委特聘为“制定《大连市物业管理

条例》专家顾问”，参加起草、论证工作。 

主持完成省级以上科研课题 6项，沈阳市房产局应用课题 3项；主持校级教

改项目 2 项；主编专业教材 10 部，其中新编物业管理法规案例分析、物业管理

实务被评为国家“十二五”规划教材；出版专著 1部，以第二编著身份出版专著

1 部；撰写教研论文 12 篇，其中中文核心期刊 7 篇；发表省级以上行业论文 40

余篇获得省级以上教学表彰 7项；主讲课程“物业管理实务”被评为省级精品课

程。获得辽宁省社会保障学会优秀论文二等奖 2 次；获中国物业管理协会 2015

物业管理课题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 1次。 

王家宝老师简历 

王家宝，1963年 9月出生于大连，北京大学人口所人口经

济学博士毕业，现为沈阳师范大学管理学院社会保障专业副教

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领域主要为人口学、社会保险基金、

精算技术，擅长于定量分析方法。主讲的课程有：人口学、精

算技术、土地经济学、地籍调查与统计等四门课程。 

  长期以来，王家宝副教授承担了多项省市级课题，主

要有社会保险基金的筹资与支付、低保边缘户救助制度研究、

我国不同地区职工养老金差异及对策研究、残疾人生活质量研究等。此外，对保

险精算领域的研究也颇有建树，根据二十多年教学实践的总结，还撰写了《精算

技术基础》，在内容组合以及应用练习等方面，充分体现精算技术原理与测算的

专业性、实用性，大量的习题答案为学习者提供了极大方便。 

 

 



于榕老师简历 

于榕，女，经济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访问学者、

公共管理系主任、辽宁省社会学会理事。任教以来主要讲授《经

济学原理》、《公共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社会保障概论》、

《社会福祉专题研究》等课程。任教期间多次参加国际学术会

议，并发表 5篇国际论文；发表国内期刊论文 20多篇；著作一

部；编写教材 2 本；主持并参与国家级、省级等课题近 20 项；

研究报告、课题、论文曾分别获得省级、市级奖项；多次带领

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获得大学生假期社会实践活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指导大学生、研究生“挑战杯”比赛和“大创”比赛，其中“挑战杯”曾获 2

项省级三等奖；2017 年荣获沈阳师范大学“我心目中的好老师”称号。 

邵祥东老师简历 

邵祥东（1972-），管理学博士学位，副教授。现任院设

研究所所长。全国研究生 MPA 案例大赛评审专家（教育部）、

全国公共管理案例大赛评审专家（教育部）、全国 MPA教学案

例入库评审专家（教育部）、国家民政部本级彩票公益金项目

评审专家；国家卫健委老龄工作专家；辽宁省“十四五”老龄

事业发展规划编制专家组组长（省卫健委），辽宁省社会组织

评估专家组成员（省民政厅），辽宁省卫健委老龄工作专家，

民进辽宁省委第十二届委员会参政议政特邀专家。主要研究方

向是社会保障、公共管理。 

主持和作为核心成员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5项、主持和作为核心成员

完成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等省部级项目 37 项。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国家一

级出版社出版专著、教材 11 部（含参编）。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认定并资助

的 A类重要期刊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182篇。提交咨政建议 6篇、省人大议案 1

项，咨政建议多次被有关部门呈送省委、省政府领导参阅，两篇咨政建议获副省

长批示。获省政府奖及省部级科研成果奖 28 项。 

 

（三）公共政策专业 

张韬老师简介 

张韬，男，东北大学管理学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公

共政策学科带头人，研究方向为公共政策理论与实践、政府治

理与改革。现任沈阳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辽宁省公共管

理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辽宁省软科学研究会副理事长、

辽宁省高校教师培训专家库专家、沈阳市拔尖人才。 



国家级大学视频公开课、辽宁省大学视频公开课、辽宁省精品课《沟通与演

讲》主持人。辽宁省级优秀教学团队带头人，辽宁省教学成果奖一等奖主持人，

第五届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和辽宁省教学成果奖特等奖课题组成员。主讲的

《管理沟通实务》慕课版已在学堂在线网络教学平台开放。 

主持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辽宁省教育厅科学研究经费项目及沈阳

市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等 10余项课题，在《光明日报》理论版、《东北大学学

报》和《领导科学》等重点学术刊物发表论文 20余篇，出版著作 4 部。  

赵小汎老师简介 

赵小汎，男，1977年出生，2008年 6月毕业于中国科学

院，生态学博士，2008 年 12 月被聘研究生导师。2010 年 4 月

被聘副教授、2016年 7月由学院聘为院聘教授。研究方向为公

共政策、土地管理、生态管理。2017 年 8 月-2018 年 8 月在美

国普渡大学访学，2018 年 10 月被聘土地利用与生态管理研究

所所长。 

目前在科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专著 4 部，

在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教材 1部。在《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World Ecology》、《Journal of Forestry Research》、《地理科

学》、《经济地理》、《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干旱区资源与环境》、《土壤》、《水

土保持研究》等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 70余篇，其中 SCI 4篇、EI 12篇、CSSCI/CSCD 

30篇。承担完成国家水体污染控制/治理科技重大专项、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

程重要方向项目、教育部产学研课题（2项）、辽宁省自然资源厅课题（经费 20.6

万）、丹东市“十四五”规划重大招标课题（经费 8万）、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

金（3 项）、辽宁省社科联课题（7 项，含重点 1 项）、辽宁省教育厅课题、辽宁

省科协课题、沈阳市科协课题（2 项）及横向等其他课题共 30 余项。咨政建议

被辽宁省人大采纳 2 篇，在中共辽宁省委《咨询文摘》发表 1篇。学术成果获奖

30余篇次，其中辽宁省政府奖 1次。 

兼任中国生态经济学会理事、辽宁生态学会理事、辽宁信用经济工作委员会

特邀研究员、辽宁省青年社科人才、辽宁省“百千万”人才、辽宁省国土资源科

技奖励评审专家、辽宁省自然资源领域专家、沈阳市高层次人才、沈阳市科技管

家和科技特派员、沈阳市信用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沈阳师范大学优秀科技人才、

SCI期刊《Frontiers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 Engineering》、CSSCI/CSCD

期刊《生态学报》、《资源科学》、《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中国环境科学》、《长

江流域资源与环境》等审稿专家。 

 

 

 



王越老师简介 

王越（1988.8-），女，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土地

利用与政策。 

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万人层次人选，沈阳市高级人

才，中国地理学会会员，《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审稿专家。 

目前，作为第一主持人主持辽宁省社科规划基金 1 项、辽

宁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 2 项、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 1

项，在《Ecological Indicators》、《经济地理》、《自然资源学

报》、《资源科学》、《干旱区资源与环境》等本领域权威期刊发

表论文 10 余篇，合著专著 2 部，以第一完成人获市级、学会级论文奖 5 项。主

讲研究生课程包括《土地利用学》、《土地管理学》、《土地经济学》等，本科课程

包括《社会研究方法》、《社区管理》等。 

 

（四）公共人力资源管理专业 

索柏民老师简介 

索柏民，男，1971-04-19，辽宁省盘锦人，中共党员，沈

阳师范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党总支书记兼副院长，管理学博士，

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和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硕士生导师。辽

宁省管理科学研究会副理事长兼学会党支部副书记。主要研究

方向：组织知识管理与战略管理、政府信息化与政府知识管理、

公共人力资源管理。 

曾经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外企业再造中的知识

管理模式比较研究（02BJY042,优秀结题项目,第三完成人），主持和参与完成辽

宁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辽宁省教育厅项目、辽宁经济社会发展课题、辽宁省研

究生教育创新项目、辽宁省教育厅创新团队项目 10 余项；在《中国科技论坛》、

《研究与发展管理》、《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等学术期刊上公开发

表学术论文 20 余篇；在 IEEM、ICPA、ICSSSM、ICMSE 等国际会议论文集上公开

发表英文论文 10篇，被 EI、ISTP、ISSHP等检索 8篇；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等出版学术著作 3 部；近 10 篇学术论文获得辽宁省自然科学学术成

果二、三等奖。主持和参与完成省教改项目 3项、校级教改项目 3项；公开发表

教改论文 2篇；主编《战略管理》和《组织行为学》教材 2部。指导学生获批国

家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1项、省级创新创业项目 1项，并顺利结题；指导学生获

得大学生挑战杯国家铜奖 1项、省级特等奖和一、二、三等奖近 10项；2012-2017

年期间，连续获得辽宁省和学校大学生挑战杯和假期社会实践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2005年和 2007年，获得学校青年科研标兵称号；2008年获得学校三育人先进个

人；2009 年获全国 MPA 优秀教学奖称号；2012 年指导的 MPA 研究生刘宇学位论

文获辽宁省优秀 MPA 学位论文；2015 年获全国 MPA 教育指导委员会优秀教师称

号；2015 年获沈阳市优秀硕士生指导教师称号。 

 



李斌老师简介 

李斌，女，1967年 8月 12日出生，沈阳师范大学管理学

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公共人力资

源管理、公共经济学。讲授的课程主要有：经济学研究、公共

人才发展战略研究、公共人才激励与保障研究、公共经济学、

货币银行学等。 

在教学中提倡实践教学，主持沈阳师范大学教改项目“实

践型人才培养模式与辽宁区域经济发展研究——以经济学课程

为例”。同时，被学生评为沈阳师范大学第五届“我心目的好老

师”。 

在相关研究领域相继发表学术论文 40 多篇，撰写著作 2 部；主持省、市级

科研项目 19 项，参与课题多项。其中，主持辽宁社科基金项目 2 项、主持辽宁

省财政厅基金项目 4 项、主持辽宁省社科联项目 7项、主持沈阳市社科联项目 4

项、主持校级项目 2 项。咨政建议“金融支持辽宁中小企业发展的对策建议”由

中共辽宁省委政策研究室签发在《咨询文摘》上。多项研究成果获得奖励。  

陈国宏老师简介 

陈国宏，1970—，男，博士，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现就职于沈阳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创新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主要社会职务：辽宁省政协委员，民建沈阳市委副主委，辽宁

省监察委员会特约监察员，民建辽宁省委经济委副主任。主要

研究产业集群、公共人力资源管理等。 

博士毕业于东北大学,主要讲授人力资源管理、绩效考核与

管理、电子政务、管理学研究等课程。先后主持辽宁省社会科

学规划基金、辽宁省财政厅、辽宁省教育厅、辽宁省社会科学

界联合会、辽宁省科协、沈阳市科技局等科研项目 20 余项，科研经费累计 20

万余元。先后以第一作者，在核心期刊和国际会议发表论文 20 余篇，其中 EI

检索 5篇、核心期刊 5篇。出版个人专著一部、主编教材多部。调研报告和资政

建议先后获得省委书记和省政协主席批示多次。指导本科生、研究生参加国家和

辽宁省的各种比赛，获得国家铜奖一次，省级特等奖 3次，其他奖项多次。 

于娇老师简介 

于娇，管理学博士，毕业于大连理工大学，硕士生导师，南

开大学博士后。辽宁省管理科学研究会会员，沈阳市行为科学学

会会员。 

研究方向：政府补贴、公共人力资本、创新管理等领域。 

在《世界经济》（经济学类权威期刊）、《经济理论与经济

管理》（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财经科学》（CSSCI）、

 



《Resources Policy》（SSCI）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20 余篇。出版《基业长

青与营商环境优化》、《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研究》等著作，同时，主持完成中国

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以及辽宁省科协科技创新智库

项目、辽宁省社科规划基金等多项科研项目。 

入选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先后获得辽宁省自然科学学术成果奖、沈

阳市社会科学优秀学术成果奖、中国平安励志计划奖、辽宁省管理科学研究会优

秀论文奖、沈阳师范大学优秀人才支持计划·杰出青年学者等荣誉，并指导学生

获得优秀毕业论文，指导学生参加“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获奖。 

 

（五）公共管理评估专业 

金福老师简介 

金福，1964年 2月生，辽宁阜新人，1986年毕业于内蒙古

师范大学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2006年获大连理工大学管理学

博士学位，现为沈阳师范大学管理学院三级教授、沈阳师范大

学与日本城西国际大学联合培养博士项目（就业、创业方向）

博士生导师、公共管理评估二级学科带头人、硕士生导师、数

字经济与创新管理研究所所长，曾任副院长、沈阳师范大学企

业管理校级重点二级学科带头人，中国劳动保障科学研究院仿

真研究基地高级访问学者、特聘研究员（2013-2015），民革辽

宁省委委员，民革沈阳市委副主委，民革沈阳市委参政议政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

任，民革沈阳师范大学支部主委，沈阳市政协第十三、十四、十五届委员，沈阳

市政协参政议政专家库专家，沈阳市公平竞争审查专家库入选专家，辽宁省科技

厅项目评审转专家、东北科技专家服务云平台入库专家，2018 年入选沈阳市创

新人才计划，2018 年成为第一批沈阳市科技管家及科技特派员。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成果评审专家，教育部学位论文评审专家，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奖评审专家、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评审专家，中智集团（沈阳公司）人力资源招聘专家。 

目前主要从事公共管理评价、政府绩效管理、国有企业转型、社会政策仿真

与方法论、数据治理与创新、政府决策咨询等研究工作，在《中国软科学》（A

刊）、《科学学研究》（A 刊）、《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A 刊）、《自然辩证法通

讯》（B刊）等期刊发表论文 60余篇，有 2篇论文被中国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有 8 篇国际会议论文（英文）被 CPCI-S/ISTP 检索，著作 11 部，其中《知识型

组织智力资源管理》获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三等奖，著作《中国技术思想史

论》（科学出版社，2004，合著）曾获得教育部中国高校第四届人文社会科学交

叉科学类三等奖，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三等奖，著作《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政策仿

真研究》（2014）是公共政策仿真模拟研究的代表作。主持省部级课题 20 余项、

横向课题 7项，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3 项，获得多

项论文奖励、多项参政议政成果、政协提案、调研成果得到政协与党派系统的奖

励或领导批示等（中国百度学者号 Scholar ID：CN-BE75AAGJ），论文被引 228，

成果数 60、G指数 14） 



王鹤春老师简介 

性别：男     

出生年月：1973.9               

学位：博士   

职称：副教授 

职务：智能产业研究所所长 

电话：13889353409 

研究方向：管理创新、技术创新与案例研究 

2013-2015 年度沈阳师范大学优秀教师；2010 年 7 月毕业于大连理工大学

管理学院技术经济及管理专业，获管理学博士学位，2013年 10月博士后出站于

大连理工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后流动站。主持课题 24 项，其中国家社科基

金 1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 1项，教育部国家博士后基金委项目 1 项，省级项

目 10项（重点项目 1 项），在发表各类论文 67篇，学校认定 A类 5 篇，EI检索

14 篇，ISTP 检索 13 篇，中国人大书报资料全文转载 3 篇,专著 6 部，主编教材

1本，参编教材 2本；获省级奖励 8项，市级奖励 5项，其他各类科研与教学奖

励 25项。 

 

六、 有代表性的项目、成果、获奖及突出的基地、中心等 

学院拥有的公共管理一级学科是辽宁省一流特色学科，学院设有政府管

理与改革研究所、社会福利研究所、数字经济与创新管理研究所、智能产业

研究所、公益彩票研究所等 5 个院属研究所，拥有知识科学与知识管理研究

中心、公务员素质教育研究中心、社区服务研究中心和创新创业研究中心等 4

个研究中心。学院还拥有辽宁省社科联设立的辽宁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基地—

—辽宁区域发展与管理研究基地、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设立的“公务员

培训基地”、“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省委宣传部设立的“意识形

态调研中心”等教育和研究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