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共管理 1204 硕士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 

 

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南京医科大学创建于 1934 年，时名江苏省立医政学院。建校时

即设有卫生行政管理科、卫生教育科及医科专业，卫生行政管理科招

收专科起点学历毕业生，培养医官和医学管理人才。因此，学校是我

国最早开展卫生事业管理教育的高等院校。1997 年，社科部与公共

卫生系联合招收卫生事业管理专业五年制本科生。2000 年，成立公

共事业管理系。2002 年 7 月，在社科部与公共事业管理系的基础上

组建医政学院。本校医学与管理融合发展的悠久历史，为公共管理学

位授权点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保障和基础。 

2011 年公共管理学科获批江苏省内医药院校唯一的公共管理一

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2014 年获批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

授权点，2014 年获批自主设置交叉学科人文医学博士学位授权点，

2016 年获批自主设置交叉学科健康政策与管理博士学位授权点。公

共管理学科为“十三五”江苏省重点（培育）学科，目前已入选“十

四五”江苏省重点学科（B 类）。2021 年，公共事业管理专业获批国

家级本科一流专业建设点。“社会科学总论”ESI 全球学科排名前 1%。

软科中国公共管理学科排名全国前 30%，江苏省第 4 位。获批 3 项公

共管理学科省级（培育）智库和基地，分别是：2016 年获批江苏省重



点培育智库“健康江苏研究院”，2019 年获批江苏省决策咨询研究基

地“江苏老龄化社会研究基地”，2020 年获批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

重点研究基地“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社会风险治理研究中心”。建设有

2 个江苏省高校哲社优秀创新团队，分别是：2017 年获批“健康政策

创新研究团队”，2020 年获批“公共健康政策与管理创新研究团队”。 

本学位授权点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立足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及医疗

卫生事业发展，围绕“健康中国”、“健康江苏”重大战略发展需求，

为实现卫生健康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紧盯培养学生的

核心社会竞争力，在狠抓教学质量的同时，注重学生人文素质、自主

管理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的培养，为江苏及全国卫生行政部门、医疗

保障管理部门、医疗卫生机构、医药卫生企业等提供了大批高层次、

高水平、高质量的管理人才。学位授权点人员结构合理、科研能力较

强，学术积淀深厚，在省内处于领先地位，在全国具有较高影响力。 

 

二、本年度建设取得成绩 

（一）人才培养 

1.研究生招生与就业 

公共管理一级学科硕士点设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公共政策、

社会保障、行政管理四个二级学科。近五年，第一志愿考录比约 4:1，

共授予硕士学位 78人，其中 6人继续攻读博士学位（3人出国读博），

获江苏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1 篇，无抽检不合格论文。2021 年招收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 22 人，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一次性就业率 100%。 



2.教学管理 

本学位授权点制定《医政学院关于学生参加学科竞赛的奖励办法

（试行》，鼓励学生参与各级各类公共管理案例分析大赛；制定《医

政学院研究生学术行为规范实施办法》，规范学院研究生学术行为，

严明学术纪律；制定《医政学院关于硕士研究生导师参与学术学位硕

士研究生指导的规定（试行）》，规范导师管理，优化导师队伍。完成

其他教学管理规章制度的修订，包括《医政学院教学环节管理制度》、

《医政学院领导听课制度》《医政学院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医政学

院学系主任工作会议制度》、《医政学院关于教学差错、事故认定及处

理的有关规定》、《医政学院公共事业管理（卫生事业管理）专业实践

教学基地建设与管理办法》等，建立学系主任、课程负责人、教学秘

书、教师、教学委员会相关责任制度。研究生奖学金全覆盖，生均培

养经费远超教育部规定标准。 

3.教学成果 

2021 年获批 1 项教育部首批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获批

江苏高校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省级重点培育项目 1 项。获批校研

究生教育研究项目 8 项，校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4 门，校研究生线上精

品课程 1 项。申报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 1 项。开发建设医院

突发呼吸道传染病应急管理虚拟仿真实验项目和医院危急值管理虚

拟仿真实验项目各 1 项。获江苏省研究生公共管理案例分析大赛二

等奖 2 项，三等奖 1 项，3 人获“优秀指导教师”奖。 

（二）师资队伍 



1.基本情况 

本学位授权点目前共有专任教师 57名，专任教师平均年龄 42.56

岁，其中中青年骨干教师（≤45 岁）占 68.42%，80.7%的教师获得博

士学位，教授 19 人，副教授 26 人。师资队伍总体上以中青年为主，

学源分布广泛。本学位授权点还配有一支以具有较高理论水平和丰富

实践经验的管理专家为主的兼职教师队伍，共有学术学位硕导 28 人、

学术学位博导 7 人。 

2.师资培养制度 

本学位授权点制定《医政学院中青年教师发展方案》、实施青年

教师导师制，通过新进教师导师制、中青年教师国内外进修、中青年

教师实践锻炼等培养方式，提高中青年教师教学科研水平和国际交流

能力。建立学术团队制度，团队成员开展教学和科研协作，制定《医

政学院学术团队考核办法》，定期对团队进行考核，提高团队成员的

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制定《医政学院业务学习制度》，定期组织学

院教职工在学院和学系两个层面进行业务学习。设立“医政学院重点

培育项目”，每项资助不少于 2 万元，支持中青年教师开展科学研究。 

（三）科学研究 

1.学科现状 

公共管理学科目前为江苏省重点学科（B 类）、全国本科一流专

业建设点。“社会科学总论”ESI 全球学科排名前 1%。软科中国公共

管理学科排名全国前 30%，江苏省第 4位。目前已形成四个学科方向：

①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②公共政策；③社会保障；④行政管理。 



2.教研平台 

本学位授权点现设有省级重点（培育）智库—健康江苏研究院、

江苏省决策咨询研究基地—江苏老龄化社会研究基地、江苏高校哲学

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社会风险治理研究中心、

卫生管理培训中心、卫生政策研究中心、人口健康与社会发展研究中

心、医院管理研究所、全科医学研究中心 8 个教研平台；“健康政策

创新研究团队”、“公共健康政策与管理创新研究团队”获批江苏省高

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创新团队；在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医疗机构、保

险机构等挂牌教学科研实践基地共 21 家。 

3.研究成果 

本学位授权点教职工 2021 年获批国家级课题 4 项，省级课题 5

项，其他横向及各类课题 38 项，包含工信部与国家卫健委联合试点

项目“5G+医疗健康应用”项目 1 项，应急管理服务技术规范获江苏

省地方标准立项 2 项；发表高质量 SCI、SSCI 期刊论文 34 篇，CSSCI

和核心期刊论文 36 篇；决策咨询报告 9 篇被省委、省政府内参采用，

5 篇受到省部级领导批示。在《新华日报》、《群众》等权威媒体发表

文章 9 篇；获 2020 年“江苏发展研究奖”二等奖和三等奖各 1 项，

“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二等奖 1 项。 

4.学术会议 

2021 年成功举办第六届健康江苏建设与发展高峰论坛暨江苏省

医学会医学教育分会第二次学术年会。近五年，本学位点承办全国或

国际性学术会议 8 次，邀请境外专家讲座报告 9 次，师生在重要学术



会议上报告 44 次，资助师生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专项经费 64.2 万

元。 

（四）国际交流 

本学位授权点与瑞典卡洛琳斯卡医学院、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

波士顿大学、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等国外高校有密切的交流与合

作。与瑞典卡罗琳斯卡医学院联合培养博士 2 名，合作开展国际课题

2 项。与南卡罗来纳大学等签订硕士生联合培养协议。 

（五）社会服务 

本学位授权点为各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民政、物

价等部门提供大量政策咨询服务，提交了大量卫生发展规划、决策咨

询与条例草案等。卫生管理培训中心为全国医院、卫生系统培训大量

管理人员，为全国和江苏的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学位授权点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人才队伍建设亟待加强 

1.专任教师总数较少，人数远低于全国医药类院校专任教师人数，

受招聘名额等方面影响，人员增速较慢； 

2.人才层次亟待提高，目前本学位授权点国内外知名高校毕业的

师资人员逐年增多，但师资队伍中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带头人和拔尖

人才缺少； 

3.人才引进机制有待完善，对口专业博士毕业生吸引力度不够，

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待遇还需提高，评价标准也需进一步完善； 



4.青年教师培养仍待加强，青年教师导师责任制实施过程中目标

性不强，实施过程有待进一步加强管理。 

（二）教育教学工作还较薄弱 

1.课程体系建设不够完善，本学位授权点已设置完备的公共管理

专业课程，但在网络教学、慕课资源建设方面较为薄弱，在较高学术

价值的卫生管理特色教材、精品课程、教学案例库等方面还需加强； 

2.缺少高水平的教学成果，国家级和省级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

研究生培养创新工程项目数量偏少； 

3.教学科研基地利用不充分，本学位授权点与多所企事业单位建

立合作关系，但还需探索深层次的合作共建机制。 

（三）学科高质量发展不充分 

1.高层次科研项目和成果不足，科研团队和研究方向需要进一步

凝练和聚焦； 

2.学科平台影响力不足，还没有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交叉

学科博士点招生规模受限。 

 

四、下一年度建设计划 

（一）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进“三全育人”示范项目，加

强学生党建和学风建设。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知识教

育和社会实践教育。细化落实“课程思政”要求，争取立项校级及以

上课程思政项目。落实教师“双学双强”制度，继续实施支部组织力

提升计划，推进全省样板支部建设。 



（二）加强医学与管理学交叉融合，突出创新创业课程设置和教

学，重点实现创新课程与创业实践融通，激发学生创新实践的热情和

主动性；加强教学科研基地的建设和应用，利用好平台和基地进行实

践教育，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三）实施绩效考核制度改革，激发学位授权点教职工的工作积

极性，促进教职员工更好地工作。 

（四）严格研究生导师遴选和奖惩制度，落实《医政学院关于硕

士研究生导师参与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指导的规定（试行）》，进一步

规范导师管理，优化导师队伍。 

（五）组织师生积极参与公共管理案例编写工作，办好首届全国

卫生健康治理案例大赛。 

（六）筹办第五届健康政策与管理金陵论坛、第七届健康江苏建

设与发展高峰论坛，提高公共管理学科影响力。 

（七）“健康江苏研究院”围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形成高质量

研究报告，力争获得有关领导批示；加强校府、校企和行业合作，服

务地方，积极提供技术支持与服务。 

（八）鼓励教师积极参与国家级规划教材、省级规划教材和重点

教材等编写工作，鼓励教师多出书、出好书、出新书。 

（九）开展教育教学类研究课题申报，为研究成果转化提供经费

和宣传推广支持，探索具有公共管理类专业特色的教育研究与改革模

式，形成一系列优秀教学成果。 

（十）组织学位授权点教职工积极申报国家级、省级课题，开展



课题申报学习报告会和专家指导会，提高申请成功率。推进学术团队

考核与建设。 

（十一）加强与境外高校的科学研究深度合作。积极与瑞典卡罗

林斯卡医学院、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等深入合作，通过合作课题申报、

共同研究、教师互访等，提升教师的国际合作研究能力。联合发表高

质量学术成果，举办国际会议和论坛，扩大影响力。继续推进海外智

库建设。 

 

五、保障措施 

（一）党建与思想保障 

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学位授权点高质量发展。抓好领导班子自身

建设，发挥“领头雁”作用。扎实推进支部书记“双带头人”制度，

制定党支部责任清单，开展“书记项目”。建立支部书记、学系主任

兼聘制度。实行党员目标化管理，强化党员的责任和担当。加强师德

师风建设，实行考核评聘一票否决制。 

（二）组织与职能保障 

成立学位授权点建设工作责任组和督查组，明细分工，责任到人，

开展年度自查和督查，及时总结研讨。各学系、中心、办公室根据领

导小组的工作部署，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对学位授权点任务分解、细

化，将改革任务落实到位。 

（三）机制与制度保障 

细化、深化、优化学位授权点各项相关制度，以制度建设提高学



位授权点综合管理水平。将过程管理与目标管理相结合，实施“教师

信息化考勤”和“教师业绩目标化管理”，进一步完善教师绩效考核

制度，优化和落实“综合绩效考核方案”。 

（四）文化与健康保障 

秉承“崇德尚能，博学健行”的院训精神，大力弘扬先进，营造

奋斗拼搏、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发挥党群组织的作用，用好“教工

之家”，增进教职工思想交流、学科交叉和团结合作，提高凝聚力，

增强教职工的主人翁意识。成立院友总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