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共管理学院──── 

 

  院系代码：003             地  址：郑州市科学大道 100 号        邮政编码：450001 

  联系部门：公共管理学院    电  话：0371-67781562；0371-67763543（公共管理硕士）                  

联 系 人：李维维；何欣峰（公共管理硕士） 

说明：跨一级学科加试 

专业代码、名称 

及研究方向 

指  导 

教  师 

招生 

人数 
考试科目 备  注 

003 公共管理学院(0371-67781  268                           

   562)                                                

010101▲马克思主义哲学      9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复试科目： 

01(全日制)认识论与思维科学       郑永扣  ②201 英语一              马克思主义 

                           潘中伟  ③751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哲学原著选 

02(全日制)人与文化                 寇东亮  ④826 中西方哲学史 读 

03(全日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 魏长领    同等学力（ 

  代中国 胡爱玲                           含跨专业） 

                            加试科目： 

                                                      ①马克思主 

                                                      义哲学发展       

    史 

                                                      ②现代西方 

                                                      哲学     

                                                      拟接收推免 

                                                      生 1 名。    

                                                                 

010102 中国哲学              2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复试科目： 

01(全日制)中国古代哲学             李晓虹  ②201 英语一              中国哲学原 

02(全日制)中国近现代哲学 崔波  ③751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著选读 

                          史鸿文  ④826 中西方哲学史        同等学力（ 

            张永超   含跨专业） 

                                                      加试科目： 

                                      ①马克思主 

                            义哲学发展       

    史 

                            ②伦理学原   

    理 

                                                       

010103 外国哲学  2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复试科目： 

01(全日制)西方哲学史 杨伟涛  ②201 英语一              西方哲学原 

02(全日制)现代西方哲学 崔增宝  ③751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著选读 

   ④826 中西方哲学史         同等学力（ 

                            含跨专业） 

                            加试科目： 



 

                            ①马克思主 

                            义哲学发展       

    史 

                            ②现代西方 

    哲学 

     

010105 伦理学                6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复试科目： 

01(全日制)管理伦理学               魏长领 

张宜海 
 

②201 英语一              伦理学原理 

02(全日制)政治伦理学 寇东亮  ③751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同等学力（ 

03(全日制)经济伦理学               杨伟涛  ④826 中西方哲学史 含跨专业） 

04(全日制)环境伦理学 乔学杰           加试科目： 

                            ①马克思主 

                                                      义哲学发展       

                                                      史 

                                                      ②现代西方       

                                                      伦理学 

                                                       

010107 宗教学  2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复试科目： 

01(全日制)宗教学原理 辛世俊  ②201 英语一              宗教学原理 

 张永超  ③751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同等学力（ 

02(全日制)宗教史 李晓虹  ④826 中西方哲学史          含跨专业） 

 崔 波                           加试科目： 

                            ①马克思主 

                            义哲学发展       

                            史 

                            ②宗教史 

     

030201 政治学理论            8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复试科目： 

01(全日制)政治学理论与方法         郑志龙  ②201 英语一              中外政治制 

                           陈文新  ③752 政治学原理（一）    度         

 夏德峰  ④813 西方政治思想史      同等学力（ 

02(全日制)区域政治发展             樊红敏                           含跨专业） 

                           白贵一                           加试科目： 

03(全日制)政府体制与公共治理         秦国民                           ①当代中国 

                           马润凡                           政府与政治 

                           谢海军                           ②行政管理 

                           刘晓靖                           学         

                                                      拟接收推免 

                                                      生 1 名。    

     

030202 中外政治制度          5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复试科目： 

01(全日制)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       高卫星  ②201 英语一              中外政治制 

                           白贵一  ③752 政治学原理（一）    度         



 

                           陈文新  ④828 中国近现代史      同等学力（ 

02(全日制)比较政府与政治           石杰琳                           含跨专业） 

                           马润凡                           加试科目： 

                                                      ①当代中国 

                                                      政府与政治 

                                                      ②行政管理 

                                                      学         

                                                      拟接受推免 

                                                      生 1 名。    

                                                                 

030203 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  5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产主义运动             ②201 英语一              复试科目： 

01(全日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甘剑锋  ③752 政治学原理（一）    中国特色社 

   论研究   ④813 西方政治思想史 会主义理论 

02(全日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辛世俊   体系研究 

03(全日制)当代国外社会主义理 任俊英   同等学力（ 

  论与实践 董克汨                           含跨专业） 

04(全日制)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 谢海军                           加试科目： 

会主义现代化问题研究                            ① 马克思主 

                            义哲学     

                                                      ②中共党史 

    拟接收推免 

                                                      生 1 名。    

     

030206 国际政治              5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复试科目： 

01(全日制)国际政治理论与网络   余丽  ②201 英语一              国际政治学 

  空间安全治理 石杰琳  ③752 政治学原理（一）    概论 

 张书祥  ④828 中国近现代史 跨专业加试      

02(全日制)全球化与区域治理 任俊英   科目： 

      梁思源   ①国际政治 

                                  学综合知识 

                                                      ②国际关系 

                                                      史      

                                                      拟接收推免 

                                                      免生 1 名。 

                                                      本专业报考 

    第一学历限 

    全日制统招 

    本科考生。 

     

030301 社会学                8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复试科目： 

01(全日制)城乡社会学               程建平  ②201 英语一              社会问题概 

                           范会芳  ③753 社会学理论          论         

                           岳磊  ④816 社会工作与社会研究  同等学力（ 



 

02(全日制)社会性别与社会发展              蒋美华  方法 含跨专业） 

                           张艳霞                       加试科目： 

03(全日制)社会工作与社会管理                         韩文甫                           ①管理学原 

                           韩恒                           理与方法   

                                         ②社会心理 

                            学         

                            拟接收推免 

                                                      生 1 人。    

                                                       

035200 社会工作          30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复试科目： 

         ②204 英语二 社会工作法 

01 (全日制)救助社会工作            韩文甫  ③331 社会工作原理         规与政策 

                           许冰  ④437 社会工作实务                      加试科目： 

 李晓芳   ①社会保障 

02 (全日制)社区建设与管理               程建平   概论     

                           范会芳                           ②现代社会  

 罗英豪   福利思想  

 岳磊   拟接收推免 

03 (全日制)妇女与儿童社会工作 蒋美华                           生 5 名。 

 张艳霞    

 陈红    

     

     

120401▲行政管理            41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复试科目： 

01(全日制)政府管理理论与绩效      郑志龙  ②201 英语一              行政管理学 

   评估                       牛书成  ③754 公共管理学（一）    同等学力（ 

                           别荣海  ④817 政治学基础          含跨专业） 

                           杨冬艳                           加试科目： 

                           余兴龙                           ①当代中国 

 李葆珍   政治制度 

 李莹   ②组织行为 

 何水   学         

 丁辉侠   拟接收推免 

 孙远太   生 5 人。    

02(全日制)公共政策分析             霍海燕                            

 冯少雅    

                           赵凤萍                            

                           李占乐                            

                           孙发锋                            

03(全日制)公共组织与人力资源  刘学民                                      

   管理                        韩恒                                      

                           王文成                                      

                           梁思源                                      

04(全日制)政府治理与改革           高卫星                                      



 

 樊红敏                                      

                           王瑞                                      

                           刘兆鑫                                      

 马琳                                      

 钟培武    

05(全日制)政府体制与创新 秦国民    

 杨朝聚    

 周金恋    

 张秋立    

                                                                 

120404 社会保障              5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复试科目： 

01(全日制)社会保障理论与实务       韩文甫  ②201 英语一              社会保障理  

 范会芳  ③754 公共管理学（一）    论 

02(全日制)社会福利与救助           程建平  ④818 社会保障学          同等学力（ 

 刘学民   含跨专业） 

03 (全日制)社会政策 霍海燕                           加试科目： 

                        蒋美华                           ①社会保险 

                                                      学 

                                                      ②社会救助 

                                                      与社会福利 

                            拟接收推免   

                            生 2 名。  

                             

125200 公共管理          127 ①199 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            

 01 (全日制)公共管理硕士             ②204 英语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