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北工业大学公共管理硕士（MPA）课程介绍 

序    号：1   课程编号：13P001 

课程名称：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   任课教师：高旭红  

英文译名：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先修要求：无 

内容简介： 

《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是公共管理硕士的核心课程。课程研究范围是马克思主

义政党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夺取全国政权后，以实现和建设社会主义为宗旨的基

本理论和基本实践活动。课程立足于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宏大背景，以马克思列宁

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同时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

与时俱进的精神，系统阐述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与发展、社会主义本质、发展阶段、发展

动力、发展战略等重大理论问题；分类探讨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

设、社会建设、执政党建设与对外关系；集中分析当今时代新发展对社会主义的机遇和挑

战等问题。 

主要参考书： 

（1）李景治，薄国良主编：《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修订版）》，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 2010。 

（2）高放等主编：《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第五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2008。 

（3）《科学社会主义》杂志社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若干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

究》，人民出版社 2010。 

 

序    号：2   课程编号：13P002 

课程名称：MPA英语   任课教师：张  鹏 

先修要求： 

内容简介：该课程主要是针对MPA研究生所开的必修课程。主要讲授的是与MPA相

关的知识、以及 MPA 的基本专业词汇，同时强调语言运用能力的培养，注重语言基本技



能的训练和巩固。本课程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在对外交往中用英语进行会话、发言、讨论

问题的能力和技巧，同时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 

主要参考书： 

（1）《MPA英语教程》. 陶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MPA英语听说教程》. 任林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序    号：3    课程编号：13P003 

课程名称：公共管理学    任课教师：杨  瑾  庞小宁 

英文译名：Publik Management 

先修要求：行政学、管理学 

内容简介：公共管理是以政府为主的公共组织与其他社会组织一道共同管理公共事

务，并通过制度创新和管理方式创新达到良好治理目标的管理活动。本课程的主要内容有：

公共管理理论；公共管理职能；公共管理主体与公共管理组织；公共部门政治管理；公共

部门规划管理；公共部门资源管理；公共部门法治管理；非营利组织管理；当代西方行政

改革与公共管理创新；当代中国行政改革与政府管理创新。本课程教学将理论讲授方法和

案例教学方法结合起来，旨在培养高素质、强能力的新型公共管理人才。 

主要参考书： 

（1）李单鹏. 公共管理学.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5。 

（2）汪玉凯. 公共管理.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 

（3）陈振明. 公共管理原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序    号：4   课程编号：13P004 

课程名称：公共政策分析   任课教师：周  炯  商存慧 

英文译名：Analysis of Public Policy 

先修要求：公共政策学 

内容简介：《公共政策分析》是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的最重要的核心课程

之一。该课程主要介绍公共政策分析或政策科学的基本概念、理论和方法及分析技术，从

而提高公共政策的理论素养和实践能力。 



主要参考书： 

（1）《公共政策分析》. 陈振明编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公共政策分析导论》. （美）威廉.N.邓恩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序    号：5   课程编号：13P005 

课程名称：政治学   任课教师：樊明方  崔义中 

英文译名：Politics 

先修要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内容简介：政治学理论是社会政治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它可以规范和引导人们的政

治活动，提高人们的政治认识能力，并且为社会政治的发展提供理论方向和方法指导。规

范着政治学研究的基本角度、观点及其社会政治能力。本门课程通过对国家与阶级、国家

的历史类型与更替、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国家形式与国家机构、国家与民族、

政党制度与政治团体、政治文化、政治发展、时代与国际政治等政治现象的过程和本质进

行理论联系实际的研讨和分析，探讨政治发展的规律性及政治文明建设的途径，了解和把

握有关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理论观点。 

主要参考书： 

（1）《政治学原理》. 王惠岩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年 7月版。 

（2）《当代政治学基本理论》. 王惠岩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序    号：6 课程编号：13P006 

课程名称：公共经济学 任课教师：毛加强  王春萍 

英文名称：Public Economics  

先修要求：宏微观经济学 

内容简介：本课程是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部门经济行为的一门学科。主要内容

包括；政府经济活动的范围与方式；政府宏观经济干预的方式、结果和效果评价；政府微

观经济干预的依据和方式；政府制度安排职能；公共支出理论；政府收入理论。 

主要参考书： 

（1）毛加强. 政府经济学. 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2005.10。 

（2）（美）鲍德威，威迪逊. 公共部门经济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7。 



（3）（美）哈维·S·罗森. 财政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6。 

 

序    号：7   课程编号：13P007 

课程名称：行政法   任课教师：肖周录   李亚娟 

英文译名：Administrative Law 

内容简介：行政法课程体系的教学内容以中国行政法治的基本状况为核心，对我国重

要的行政法典进行讲解，如行政组织法、公务员法、行政行为法、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

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等。对我国行政执法以及行政法的适用和实施

进行讲解。通过行政立法和行政执法的教学让学生掌握中国行政法的基本制度，熟悉行政

法治的基本状况，并初步掌握行政法治实践中需要的一些基本知识和技能。 

第一部分为行政法学理。主要对行政法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行讲授，其中包括行政法

学、行政权的趋势、行政法的基本观念、行政法的渊源、行政法的基本原则等重要内容。 

第二部分为体制行政法。包括体制行政法的构成、行政组织的基本问题、行政主体、

公务员、行政编制。 

第三部分为行政行为法。包括行政行为法的构成、行政行为的基本问题、抽象行政行

为、具体行政行为、行政程序。第四部分为行政救济法。包括行政救济法的构成、行政监

察、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赔偿等内容。 

主要参考书： 

（1）姜明安. 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第

2版。 

（2）罗豪才. 主编《行政法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3）马怀德. 主编《行政诉讼法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4）马怀德. 主编《国家赔偿法学》.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序    号：8   课程编号：13P011 

课程名称：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任课教师：丁社教  杨  瑾 

英文译名：Research Methods for Management 

先修要求：无 

内容简介：管理研究方法以管理研究的工作过程为主线，对探索研究取向、明确研究



问题，开发研究思路、选择研究方法、设计度量工具、开展数据采集、整理分析数据、形

成研究结论以及传播研究成果等项内容进行系统讲述。此外，依据管理研究的种类，系统

介绍实证研究，对策研究、专题研究、分析研究与描述研究的方法，并探讨各种管理研究

方法的特点及哲学基础。 

主要参考书： 

（1）李怀祖著. 《管理研究方法论》（第 2版）.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2）贾怀勤著. 《管理研究方法》. 机械工业出版社。 

（3）林桂军编. 《论文规范指导与研究方法》.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序    号：9 课程编号：13P009 

课程名称：电子政务 任课教师：来  爽  刘咏芳 

英文名称：Electronic Government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先修要求：掌握基本计算机操作应用技术，掌握 OFFICE 软件基本功能，能够利用浏

览器浏览互联网查找资料 

内容简介：现代政府管理所面对的社会经济环境系统，已经从一个工业化时代走向信

息化时代，为适应这一变化的需要，加快以互联网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在政府管理中的

应用，对于改善政府的服务能力和水平、提高政府工作绩效具有重要的意义。《电子政务

与信息技术》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应用学科，主要研究以计算机网络、通信技术为核心的

IT技术在政府信息化管理中的应用。本课程密切反映了在信息化的背景条件下对公共管理

高级人才的新要求、新变化和新特点，力求针对 MPA 专业的特点，突出理论创新和强化

实务技能两个方面，讲述现代政府电子化信息化领域中最具先进性和实用性的理论与实践

问题。 

本课程分为上、中、下两篇，上篇为理论基础篇，重点阐述电子政务的基本理论问题，

详细介绍电子政务在国内外的发展状况，讨论了在电子政务发展过程中政府改革与创新问

题，深入探讨数字政府与公共事业管理的关联性问题；中篇为技术基础篇，主要介绍电子

政务系统中涉及的信息技术，包括计算机网络技术、通信技术、数据库技术、软件技术及

网络安全技术等；下篇为应用篇，主要研究电子政务信息资源开发与管理实践中的问题，

涉及电子政府发展、应用、规划和技术层面的典型案例。最后还附有电子政务实验及操作

指南。 



主要参考书： 

（1）《信息技术与电子政务》. 王浣尘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4。 

（2）《电子政府概论》. 张锐昕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5。 

（3）《电子政务信息资源开发与管理》. 甘利人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7。 

（4）《电子政务案例》. 姚国章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5。 

（5）《电子政务概论》. 刘咏芳编著. 自编讲义，2004.9。 

 

序    号：10   课程编号：13P018 

课程名称：政府公共关系理论与实践   任课教师：崔义中  庞小宁 

英文译名：Public Relations of Government 

先修要求：公共关系学 

内容简介：本课程旨在通过政府公共关系理论与知识的教学，提高学生的公共关系意

识和应用公共关系理论解决政府工作中的出现的各种问题的能力，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条件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课程内容共分三个单元讲授，第一单元主要

是公共关系的基本概念，政府公共关系的兴起和发展历程，政府公共关系在中国的产生和

发展现状，要求学生掌握公共关系的发展规律，政府公共关系的社会条件，增强公关观念，

提高服务意识和运用公共关系理论指导政府工作实践的自觉性。第二单元主要介绍政府公

共关系主体、客体和传播媒体。要求学生了解各种公共关系机构及其职能，熟悉政府公共

关系的对象及特点，并能熟练运用各种公共关系媒介开展公共关系工作。第三单元分主要

介绍政府公共关系的动态表现，包括政府公共关的基本活动形式，公共关系活动的运作过

程，以及政务人员的礼仪。要求学生掌握公共关系技巧和方法，能运用各种形式开展政府

公共关系活动，并能应用公共关礼仪与公务活动中，通过树立个人形象达到塑造政府形象

的目的。 

主要参考书： 

（1）《政府公共关系理论与实践》. 赵伟鹏等编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2）《有效公共关系》. 第八版 卡特利普、森特、布鲁姆. 华夏出版社。 

（3）《中国政府公共关系》. 陈耀春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 1月版。 

（4）《政府公共关系》. 詹文都主编.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年 3月版。 



 

序    号：11 课程编号：13P019 

课程名称：公共部门危机管理 任课教师：庞小宁  崔义中 

英文译名：Crisis Management In Government 

先修要求：管理学基本原理  

内容简介：本课程通过理论研究和案例分析，详尽探讨了转型期我国危机形态的根源

及特征，从不同角度勾勒了现代危机管理的基本框架，提供了非常规决策治理的整体战略

设计和制度安排，为促进公共智力结构的顺利转型和社会协调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模式。 

主要参考书： 

（1）[澳]罗伯特·希斯，王诚，宋炳辉，金瑛译. 危机管理. 北京：中信出版社，2001。 

（2）薛澜，张强，钟开斌. 危机管理—转型期中国面临的挑战.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

社，2003。 

序    号：12   课程编号：13P020 

课程名称：政府形象学   任课教师：华艳君  高旭红 

英文译名：The Government Image 

先修要求：政府公共关系 

内容简介：理解与掌握政府形象的概念界定、内涵、特征等基本理论问题；理解政府

形象与信息传播的关系、政府传播的特点、途径、方法；信息时代对政府形象带来的新挑

战、舆情掌控与引导；国家形象塑造；地方政府形象塑造。 

主要参考书： 

（1）俞可平主编. 《中国地方政府创新》.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颜如春主编. 《现代政府形象管理》. 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谢庆奎主编. 《当代中国政府》. 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序    号：13 课程编号：13P021 

课程名称：劳动就业法律制度 任课教师：李亚娟  杨云霞 

英文译名：Labor Law 

先修要求： 

内容简介：劳动就业是市场经济国家重要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劳动就业法律制度则是



调整劳动就业关系以及与此有密切联系的其他关系的法律。研究的对象是劳动就业法律及

其发展规律。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劳动就业法律属于社会法范畴，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 1．劳动法的性质与历史；2．国际劳动立法；3．劳动关系与劳动合

同；4．工资与工时；5．劳动安全卫生、劳动保险与福利；6．职业培训与晋升；7．工会

与集体合同；8．就业促进；9．就业机会与劳动权利平等；10．劳动权利救济。通过本课

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劳动法产生历史背景及其原因；当代各国劳动法的发展趋势；现阶

段中国的劳动立法的特点及国际劳动立法的主要内容。系统掌握与劳动就业相关的基本法

律制度，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的劳动法理论和知识以及劳动法律、法规、政策来分析和解决

劳动就业领域现实的能力。 

主要参考书： 

（1）黄越钦. 《劳动法新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常凯. 《劳权论》.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年版。 

（3）佘云霞. 《国际劳动标准：演变与争议》.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4）石美遐 Lisa Stearns. 《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劳工标准与劳动法研究》. 中国劳

动与社会保障出版社，2005年版。 

（5）英 凯瑟琳 巴纳德. 《欧盟劳动法》. 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 

（6）李炳安. 《劳动权论》. 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出版。 

（7）林嘉. 《劳动法评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8）杨燕绥. 《劳动法新论》.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年版。 

 

序    号：14 课程编号：13P010 

课程名称：项目管理 任课教师：杨  瑾   张  婷  

英文译名：Project Management 

先修要求：无 

内容简介：本课程以美国 PMI体系为基本线索，在对项目管理方法详细介绍的基础上，

重点讲解了项目管理的实用性，并结合中国的项目管理环境，就项目管理本土化建设进行

了探索。同时，还介绍了公共项目管理的基本模式和项目管理资格认证体系。 

主要参考书： 

（1）王长峰等编著.《现代项目管理概论》. 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1。 

（2）白思俊等编著.《现代项目管理概论》. 电子工业出版社，2006.10。 



 

序    号：15   课程编号：13P023 

课程名称：项目计划与控制   任课教师：来  爽   刘咏芳 

英文译名：Project Planning & Controlling 

先修要求：  

内容简介：本课程从项目的计划与控制的角度阐述其原理、过程、及方法工具。项目

计划是项目组织根据项目目标的规定，对项目实施工作进行的各项活动作出的周密安排。

项目计划围绕项目木匾的完成系统地确定项目的任务、安排任务进度、编制完成任务所需

的资源预算等，从而保证项目能够在合理的工期内，用尽可能低的成本和尽可能的高的质

量完成。项目计划是项目管理的一大职能，是项目实施的基础。 

由于项目计划工作面临许多的不确定性，在实施过程中又常常面临多种因素的干扰，

因此，在项目按计划实施的过程中，项目的进展必然会偏离预期轨道，这就需要进行项目

控制。所谓的项目控制，是指项目管理者根据项目进展的情况，对比原计划（或既定目标），

找出偏差、分析成因、研究纠偏措施的全过程。 

主要参考书： 

（1）《项目计划技术》. （美）帕维兹.F.拉德 主编，电子工业出版社，2008.5。 

（2）《项目成本与进度综合控制》. （美）厄休特. 库恩 主编，电子工业出版社，

2008.4。 

（3）《项目管理软件》. 胡艳春 主编，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6.12。 

（4）《项目策划》. 卢长宝 主编，电子工业出版社，2008.1。 

 

序    号：16 课程编号：13P024 

课程名称：项目论证与评估 任课教师：张  婷   李  慧 

英文译名：Project Proof & Evaluation 

先修要求：经济学、管理学、会计学原理、经济数学、运筹学等 

内容简介：项目论证与评估工作是对拟实施项目的技术先进性、经济合理性、实施可

能性和风险性等方面进行全面、科学的技术经济分析。“先论证、再决策、后实施”是现

代项目管理的基本原则。项目论证与评估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有着自己一套比较完整的

知识体系和特定的内容，综合了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本课程全面阐述了项目论证与评估



的基本内容、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又侧重其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主要讲授项目运行环

境的评估、项目技术评估、项目财务评估、项目国民经济评估、项目环境影响评估、项目

社会影响评估、项目风险评估和项目综合评估等主要内容。 

本课程是公共管理硕士专业的一门重要学位课程，根据公共管理专业的专业方向和人

才培养目标，本课程旨在使学生全面了解项目论证与评估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框架，项目评

估的基本概念、理论、原则和方法的运用。为学生以后深入学习、研究有关工程实际工作

奠定基础。 

通过学习使学生基本掌握项目前评估、项目环境评估、项目技术评估、项目经济评估、

项目风险评估、项目后评估等有关内容和方法。 

主要参考书： 

（1）《项目论证与评估》. 戚安邦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年 2月。 

（2）《项目管理学》. 戚安邦主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 6月。 

（3）《项目管理》. [美]杰克.R.梅瑞狄斯等著，电子工业出版社，2002年 8月。 

（4）《投资项目管理学》. 俞文青著，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 

（5）《投资项目评估》. 周惠珍编著，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 

（6）《投资项目社会评价方法》. 张五英等主编，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 

（7）《投资环境评价与投资决策》. 张敦富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8）《投资项目风险分析》. 于九如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1999。 

 

序    号：17   课程编号：13P025 

课程名称：项目风险管理   任课教师：张婧文  李  慧 

英文译名：Project Risk Management 

先修要求：公共管理学  项目管理概论 

内容简介：本课程着重介绍项目风险的客观规律，研究项目风险管理产生发展及其基

本概念体系，阐述项目风险规划、风险识别、风险估计、风险评价、风险应对、风险监控

等过程管理的基本框架、科学方法和实用技术工具。注重加强理论结合实际的能力，紧密

联系当前公共事业领域的情况和特点，通过相关经典案例加深对公共事业项目风险管理的

感性和理性认知。 

主要参考书： 



（1）王长峰. 《现代项目风险管理》.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白思俊. 《现代项目管理》.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3）[美]约翰·拉夫特里. 《项目管理风险分析》.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4）[美]保罗·罗耶. 《项目风险管理—一种主动的策略》.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序    号：18 课程编号：13P012 

课程名称：沟通、谈判与冲突管理 任课教师：赵明华   贺  苗 

英文译名：Management Mentality Communication and Conflict Control     

先修要求：《管理学原理》 

内容简介：现代社会竞争与发展的焦点在与组织内部成员之间，及其与外部组织的有

效沟通和各种冲突的合理解决，在软管理日趋重要的时代，公共部门公共事业与行政管理

实践，《管理心理沟通与冲突管理》都将是其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管理心理沟通与冲

突管理》是一门在管理心理学、管理沟通、组织行为学等学科基础上形成的一门新兴的交

叉边缘学科，广泛涉及行为学、管理学、心理学、成功学、社会学和文化学等学科领域。 

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管理心理沟通、冲突管理和管理心理沟通与冲突管理中领导艺术

与方法等三个部分：（一）沟通概论—沟通的理论模式、影响沟通的因素及沟通的主要方

式与方法分析。其核心内容为人际沟通与人际关系改善，具体内容包括沟通中如何增强人

际吸引力、如何塑造人格形象、如何保持合理的交往状态以及倾听、赞美等沟通技巧；（二）

冲突概论—冲突的根源、性质与成因；冲突过程与阶段；冲突管理的对策、解决方案。其

核心内容为冲突的预防、化解和根本解决的路径和心理方略；（三）管理心理沟通与冲突

管理中领导艺术与方法，包括知人、用人、育人的艺术、领导的权力艺术和领导人格魅力。 

学习与掌握《管理心理沟通与冲突管理》的理念、策略与技巧，即有助于个体的事业

成功、个性完善和心理健康，又有益于提高管理者和组织的效率和工作质量。 

主要参考书： 

（1）苏东水著. 《管理心理学》.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2月。 

（2）陈春花主编. 《管理沟通》.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1年 8月。 

（3）申明等编著. 《管理沟通》. 企业管理出版社，1997版。 



 

序    号：19 课程编号：13P013 

课程名称：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 任课教师：庞小宁  张星 

英文译名：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Of Public Sector 

先修要求：管理学基本原理  

内容简介：人力资源是一种具有特殊经济性和社会性的、能给组织带来巨大回报和效

益，并可以持续开发和有效利用的资源。本课程对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的管理理论与实践，

包括权利与义务、人员分类、考核与奖惩、培训教育等方面，进行了全面地论述。 

主要参考书： 

（1）[美]罗纳德·克林格勒，约翰·纳尔班迪.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与战略（4

版）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01。 

（2）[美]加里·德勒斯. 人力资源管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1999。 
 

序    号：20 课程编号：13A005 

课程名称：社会调查方法 任课教师：黄庆华  贺  苗 

英文译名：Social Investigation Methods 

先修要求：具备统计学、社会学、管理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必要的背景知识。 

内容简介：社会调查这门学科的主要特点是：第一，社会调查是一门方法性学科。社

会调查是人们认识社会的认识根据和手段的知识体系，是一门为理论研究、政策研究、工

作研究提供途径、程序和手段的方法性学科。第二，社会调查是一门综合性学科。一方面，

此学科涉及多领域、多学科的知识，是这些知识的综合运用；另一方面，调查研究者必须

运用系统理论知道社会调查活动。第三，社会调查是一门实践性学科。其主要内容不是一

些抽象的理论知识和逻辑推理，而是一系列具体方法和操作技术，是直接面向现实并直接

为现实服务的实践性学科。  

主要参考书： 

（1）《社会调查教程》（第三版）. 水延凯等编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年 5月。 

（2）《社会研究方法教程》（第一版）. 袁方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年 2月。 
 

序    号：21   课程编号：13P014 

课程名称：宏观经济政策分析   任课教师：王春萍  毛加强 



英文译名：Macroeconomic policy Analysis 

先修要求：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 

内容简介：（300字左右） 

一、宏观经济政策概述 

宏观经济政策是指国家或政府为了增进整个社会经济福利、改进国民经济的运行状

况、达到一定的政策目标而有意识和有计划地运用一定的政策工具而制定的解决经济问题

的指导原则和措施。 

二、财政政策 

财政政策是指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而规定的财政工作的指

导原则，通过财政支出与税收政策来调解总需求。 

1．财政政策手段：税收、国家预算、国债、购买性支出和财政转移支付等。 

2．自动稳定器 

3．斟酌使用的财政政策 

4．挤出效应（Crowding out effect） 

三、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是政府为实现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所指定的关于货币供应量和货币流通组

织管理的基本方针和基本准则。 

1．货币政策工具： 

（一）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法定存款准备金、再贴现率、公开市场业务 

（二）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消费者信用控制、证券市场信用控制、不动产信用控制、

优惠利率。 

（三）其他政策工具：直接信用控制。 

2．货币政策效果： 

（一）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内涵 

（二）货币政策数量功效 

四、两种政策的混合使用  

1．扩张财政和紧缩货币：利率上升 

2．紧缩财政和紧缩货币：产出下降 

3．紧缩财政和扩张货币：利率下降 



4．扩张财政和扩张货币：产出上升 

主要参考书： 

（1）《现代经济政策学原理》周炼石，南海出版社。 

（2）《经济政策原理与设计》丁伯根，商务印书馆 1988年。 

（3）《经济政策学》野尻武敏，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0年。 

（4）《经济政策原理：价值与技术》尼古拉，阿克塞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2001。 

 

序    号：22   课程编号：13P015 

课程名称：项目质量管理   任课教师：杨  瑾   张  婷   

英文译名：Project Quality Management 

先修要求：  

内容简介：项目质量管理的发展、作用与概念；项目质量管理过程与主要思想；项目

质量规划、项目质量保证与标准化；项目质量控制；质量经济性与质量成本；六西格玛管

理；服务质量与顾客关系管理；价值工程与价值管理。 

主要参考书： 

（1）王祖和. 项目质量管理.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 

（2）（美）克洛彭博格，佩特里克. 项目质量管理.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 

（3）宋明顺. 质量管理学.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序    号：23   课程编号：13P016 

课程名称：项目采购与成本管理   任课教师：来  爽   杨  瑾 

英文译名： 

先修要求：项目管理概论  

内容简介：《项目费用管理》是MPA（项目管理方向）的一门重要选修课。项目管理

实践中很少有项目是在不追加投资的情况下完成的。从课程性质上讲，项目费用管理主要

包括项目费用预算、项目费用筹集（项目融资）和项目费用控制三大板块。通过本课程的

学习，学员应当掌握项目费用的构成（主要包括项目设计成本、项目采购成本、项目人力

资源成本、施工机械成本和项目质量成本等）、项目费用预算方法、资本市场、项目融资

模式、项目费用控制工具等内容。 



主要参考书： 

（1）《项目成本管理》. 赵涛、潘欣鹏主编. 中国纺织出版社，2004.2。 

（2）《工程项目成本管理》. 郭继秋、唐慧哲主编. 化学工业出社，2005.9。 

（3）《现代项目成本管理》. 纪建悦、许罕多主编. 机械工业出社，2009.6。 

 

序    号：24   课程编号：13P017 

课程名称：项目投融资管理   任课教师：张婷  李慧 

英文译名：Project of investing and financing 

先修要求：财务管理  项目管理 

内容简介：20世纪 90年代以来，项目融资作为一种将公共部门和民营项目连接在一

起的新的融资方式，主要运用于油气田、水电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等一些大型工程项目开

发和建设上。基于以上背景，结合国内外相关的项目融资实例，本课程主要对项目融资的

理论形成与发展过程，风险评估，融资结构设计，项目的借款能力评估，贷款方的信用要

求，项目现金流计划和期望收益率的度量，税收和会计处理等方面进行讲解和分析，使学

生能够掌握项目融资的基本流程和核心内容。 

主要参考书： 

（1）张朝兵. 《项目融资理论与实务》. 经济管理出版社，2006年。 

（2）张极井. 《项目融资》. 中信出版社，2004年。 

（3）马秀岩，卢洪升. 《项目融资》.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 

（4）王铁军. 《中国地方政府融资 22种模式成功案例分析》.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