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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项合格评估量化指标表

序号 指标 输入 备注

1 本校MPA办学主体（学院）数量 1

2 学费拨付给办学主体（学院）的比例 65%

3 MPA教学是否计入教师工作量 是

4 2017-2020学年年平均录取人数 16

5 2017-2020学年年平均报录比 234.3%

6 在公共部门工作的MPA研究生比例 56.76%

7 专职教师数量 40人

8 专职教师中具有副高以上职称的比例 75%

9 专职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的比例 82.5%

10 兼职教师数量 20人

11 参加教指委主办的师资培训活动的人次 26人次

12 每学年为MPA研究生举办的专题讲座次数 9 三年共 28次

13 每学年组织MPA研究生参加调研活动的次数 4
20年 7次，19年
2次，18年 2次，

平均每年 4次

14 最新一届毕业生在本校校园完成的学分比例 95%
38/40，社会实践

2学分

15 学制（学生正常毕业年限） 3

16 每学分学时 17

17
近三学年中国公共管理专业学位教学案例库

的参评案例数量
6

18
近三学年中国公共管理专业学位教学案例库

的入库案例数量
0

19
近三学年中国研究生公共管理案例大赛参评

案例数量
9

20
近三学年中国研究生公共管理案例大赛获奖

案例数量
0

21 是否有专门的MPA教学管理机构 是

22 专职MPA教学管理人员数量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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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他表格和材料

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专项合格评估方案附表 1

1.0 学校MPA教育基本情况表

学校代码：10316 学校名称：中国药科大学 填表日期：2021年 06月 25日
单位名称 负责人 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 电子邮箱 通信地址 邮编

学校主管单位 中国药科大学研究生院 丁锦希
常务副

院长
86185287

136051
52326

1360515232
6@163.com

南京市江宁区龙

眠大道 639号
211198

MPA教育管理部门 中国药科大学MPA教育中心 徐伟 主任 86185198
138519
42851

xu2012wei
@126.com

南京市江宁区龙

眠大道 639号
211198

MPA教育管理部门 中国药科大学MPA教育中心 路云 副主任 86185036
138158
75578

luyuncpu@1
63.com

南京市江宁区龙

眠大道 639号
211198

MPA教育管理部门 中国药科大学MPA教育中心 唐文熙 副主任 86185036
137703
02713

tokammy@1
63.com

南京市江宁区龙

眠大道 639号
211198

MPA教育管理部门 中国药科大学MPA教育中心 董田甜 副主任 86185036
139518
29569

esterdong@
cpu.edu.cn

南京市江宁区龙

眠大道 639号
211198

MPA教育管理实施部门
中国药科大学MPA教育中心办

公室
凌小贤 主任 86185036

139138
15359

75081889@
qq.com

南京市江宁区龙

眠大道 639号
211198

MPA教育管理实施部门
中国药科大学MPA教育中心办

公室
刘会胜

教学

秘书
86185036

137766
51198

Liufs3873@
163.com

南京市江宁区龙

眠大道 639号
211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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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专项合格评估方案附表 2

1.1 基础学科情况表

填表日期：2021年 06月 25日
一、公共管理一级学科硕、博士点情况

学科名称 硕士点批准时间 博士点批准时间 教师数量 教授数量 副教授数量

公共管理 2019.5.6 —— 40 11 17
二、公共管理二级学科硕、博士点情况

学科名称 硕士点批准时间 博士点批准时间 教师数量 教授数量 副教授数量

三、授权点设点基础与建设发展概述

中国药科大学于 2014年获批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授权点，学校委员会经充分调研与论证，于 2018年表决通过将公共管理

列为重点建设学科。中国药科大学公共管理一级学科的相关学科如下：药学一级学科下自主设置的二级学科社会与管理药学、药物经济学

（分别于 2003年和 2006年获批硕、博士点），药学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下的管理药学领域（2010年增设）。

相关学科情况一览表

学科名称 硕士点批准时间 博士点批准时间 教师数量 教授数量 副教授数量

社会与管理药学 2003.1.31 2003.1.31 33 12 12
药物经济学 2006.1.30 2006.1.30 29 8 8
药学（管理药学） 2010.9.8 —— 51 20 20

我校 2019年获批将企业管理二级学科硕士点动态调整至公共管理一级学科硕士点，补足了公共管理学科生态体系。公共管理学术学位

硕士点于 2020年招收研究生 13名，2021年招收 15名。目前，学术学位为专业学位提供了雄厚的科研基础，专业学位在学科支撑下实现人

才培养与社会服务，形成良好循环。

结合服务“健康中国”战略、完善学校学科生态、扩大MPA教育覆盖面的需要，2019、2020年陆续将MPA教育方向从原来的“国家药物

政策”、“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医药产业经济与政策”调整为“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社会保障（医疗保障方向）”和“公共政策”。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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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优化人才培养模式，夯实MPA教育基础，我校还于 2020年全优通过“健康服务与管理（120410T）”本科专业论证并于 2021年正

式招生。2021年，计划继续在公共管理学科下申报“医疗产品管理（120412T）”本科专业，加速十四五期间向公共管理学科领域转型的战略

布局。目前我校MPA教育围绕着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社会保障、公共政策三个特色方向高质量发展。

中国药科大学MPA学科基础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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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专项合格评估方案附表 3

1.2 学校支持政策文件（见附表 3）

1.2.1 关于印发《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的通知

1.2.2 历年MPA研究生报名与录取人数情况

1.2.3 关于增加中国药科大学公共管理专业硕士招生指标的请示

1.2.4 中国药科大学关于调整MPA教育中心成员的通知

1.2.5 中国药科大学国际医药商学院公共管理硕士（MPA）课程管理的规定

1.2.6 中国药科大学召开增列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授权点专家论证会

1.3.1 关于中国药科大学支持公共管理硕士MPA教育经费的证明

1.3.2 关于下达 2019年学校综合预算事宜的通知

1.3.3 关于拨付 2020年学校综合预算事宜的通知

1.3.4 关于下达 2021年学校综合预算事宜的通知

1.3.5 国际医药商学院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建设与教学激励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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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专项合格评估方案附表 4

1.4 MPA教学设施和信息服务情况汇总表

填表日期：2021年 06月 25日
序号 指标 数量或情况

1 MPA教学可用的多媒体教室数量 江宁校区 A教学楼和 B教学楼：5间
2 案例教室（学习讨论室）数量 3间
3 MPA研究生能否使用学校图书馆 能

4 学校图书馆藏书量（万册）

馆藏书可利用总量约 451余万册，其

中印刷型文献 100余万册，可利用电

子资源近 350万册。可提供利用的中

文电子期刊 2万余种、外文电子期刊

近 2万种

5 学院图书馆藏书量（万册） 2.15
6 MPA研究生能否使用学校校园网 能

7 MPA研究生能否使用学校图书馆的电子数据库 能

8 学校图书馆的电子数据库数量

中文数据库 23个，外文数据库 79个，

试用数据库 21个，自建数据库 3个，

开放获取资源 142个
注：多媒体教室指配备计算机、投影仪、音响等电子设备的教室；案例教室和学习讨论室指配备了活动桌椅，使得桌椅排列模式能轻松地在授课

模式、小组讨论和集体讨论模式间转变，满足案例教学和MPA研究生学习讨论需要的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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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专项合格评估方案附表 5

2.5 近三学年的复试工作办法和复试题目汇总（见附表 5）

国际医药商学院在 2018和 2019年招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复试工作安排主要根

据当年的《中国药科大学招收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办法》制定方案。由国际医药

商学院主要领导和研究生导师组成学院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领导小组，负责领导本院的

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对考试的内容、时间和考场的纪律都作出了严格的要求，笔试、

面试、录取过程严谨、规范、公平。复试包含笔试和综合测试部分，总分 400分。为了

体现我校MPA人才培养特色，复试笔试部分主要包含药事法规（80分）及管理学原理

（80分）和思想政治理论（40分）三方面内容，共计 200分；综合测试包含文献检索

能力测试（100分）、专业英语能力测试（20分）和专业知识面试（80分）,共计 200

分。最终按初试成绩和复试成绩加总，分数从高到低依次录取。此外积极开展工作监督，

由学院研究生复试工作领导小组，对本院复试过程和结果的公平、公正负责，并负责对

考生提出的质疑进行解释。详见附表 5：

2.5.1 中国药科大学 2018年招收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办法

2.5.2 国际医药商学院 2018年招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安排

2.5.3 国际医药商学院 2018年招收硕士研究生综合测试安排

2.5.4 中国药科大学 2019年招收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办法

2.5.5 中国药科大学国际医药商学院 2019年招收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方案

2.5.6 国际医药商学院 2019年招收硕士研究生复试综合测试时间、地点安排汇总表

2.5.7 MPA研究生入学复试题目汇总（2018年、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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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专项合格评估方案附表 6

2.6.1 历年MPA报名与录取情况汇总表

填表日期：2021年 06月 25日

年份 招生类型 计划招生人数 报名人数 实际录取人数 录取最高分 录取最低分 录取平均分

报录比（报名人数/
实际录取人数

*100%）

2017年 全国统考招生（1月份考试） 10 20 10 561.68 505.85 528.56 200%
2018年 全国统考招生（1月份考试） 10 22 10 529.02 487.11 503.40 220%
2019年 全国统考招生（1月份考试） 30 85 30 430.31 364.44 386.36 283%
2020年 全国统考招生（1月份考试）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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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专项合格评估方案附表 7

2.6.2 历年MPA研究生信息汇总表

填表日期：2021年 06月 25日

序号
入学

时间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政治

面貌
大学毕业院校

参加工

作时间
工作单位

工

作

单

位

是

否

为

公

共

部

门

职务级别
授MPA学

位日期

1 2015 金鹤龄 男 汉 1990.11 党员 江苏警官学院 2012.07 中国药科大学 是 科员 2018.06.30

2 2015 沈玉珊 女 汉 1987.06 党员 中国药科大学 2010.07
常州市金坛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
是 副主任 2018.06.30

3 2015 夏锦鉴 男 汉 1989.09 党员 江苏警官学院 2012.07 中国药科大学 是 科员 2018.06.30
4 2015 丁健涛 男 汉 1989.08 群众 上海海事大学 2018.07 中国建设银行 否 科员 2018.06.30
5 2015 金琦 女 汉 1987.12 党员 中国药科大学 2009.08 南京市卫健委 是 副处长 2018.06.30

6 2015 徐静 女 汉 1990.01 党员 南京审计大学 2012.08
南京江北新区中央商务区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
否 职员 2018.06.30

7 2015 韩笑 男 汉 1987.10 党员 扬州大学 2011.01 中国农业银行南京分行 否 科员 2018.06.30
8 2015 陈玉 女 汉 1989.10 党员 甘肃政法大学 2013.09 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是 主任科员 2018.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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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016 孙毅 男 汉 1990.04 党员 南京财经大学 2012.07
南京市玄武区食品药品安全监督

所
是 科员 2019.06.30

10 2016 王本鹏 男 汉 1984.06 群众 中国矿业大学 2006.07 中共泗洪县委宣传部 是 科员 2019.06.30
11 2016 赵彬彬 女 汉 1989.09 党员 江苏师范大学 2011.07 泗洪县瑶沟乡人民政府 是 科员 2019.06.30
12 2016 董经昕 女 汉 1982.11 群众 安徽医科大学 2004.07 江苏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是 科员 2019.06.30

13 2016 匡京 男 汉 1989.11 党员 上海电力学院 2011.07
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税务

总局
是 科员 2019.06.30

14 2016 阮文 女 汉 1979.07 群众 中国药科大学 2000.07 江苏九州通医疗供应链 否 职员 2019.06.30
15 2016 王怡薇 女 汉 1989.04 群众 中国药科大学 2011.07 南京乐曼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否 职员 2019.06.30
16 2016 单晨 女 汉 1990.03 党员 河南中医药大学 2012.07 扬子江药业 否 职员 2019.06.30
17 2016 李宝安 男 汉 1990.10 党员 新疆财经大学 2012.07 江苏省新沂市商务局 是 科员 2019.06.30
18 2016 李佳 男 汉 1986.08 党员 中国药科大学 2008.07 南京瑞恩医药有限公司 否 职员 2019.06.30
19 2017 池秀云 女 汉族 1989.11 群众 华东师范大学 2012.07 南京正科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否 无 2020.06.30

20 2017 曹嘉成 男 汉族 1987.12 群众 中国药科大学 2010.06
江苏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

审评中心
是 科员 2020.06.30

21 2017 蔡翔宇 男 汉族 1988.12 群众 南京林业大学 2011.07
南京市建邺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

执法大队
是

一级行政

执法员
2020.06.30

22 2017 王青 女 汉族 1987.09 党员 中国药科大学 2010.07 东部战区总医院 是 药师 2020.06.30
23 2017 刘毅 男 汉族 1984.02 党员 中国药科大学 2006.07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是 无 2020.06.30
24 2017 王玥坤 女 汉族 1991.08 党员 中国药科大学 2014.08 东部战区总医院 是 药师 2020.06.30
25 2017 董天啸 男 汉族 1986.10 党员 南京农业大学 2007.08 江苏省卫生健康委 是 副处级 2020.06.30
26 2017 桂宏宇 男 汉族 1983.11 群众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2006.08 兆科药业（合肥）有限公司 否 无 2020.06.30
27 2017 陈慧 女 汉族 1988.05 党员 中国药科大学 2011.07 南京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否 无 2020.06.30
28 2017 潘冉 男 汉族 1989.07 群众 中国药科大学 2011.07 默沙东（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否 无 2020.06.30
29 2018 王茹 女 汉族 1988.04 群众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2.07 中国工商银行泗阳支行 否 职员 2021.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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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2018 章观保 男 汉族 1989.10 群众 沈阳药科大学 2011.07 正大天晴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否 经理 2021.06.30
31 2018 朱玉丹 女 汉族 1988.10 群众 中国药科大学 2011.08 南京正大天晴制药有限公司 否 经理 2021.06.30
32 2018 王佳奇 男 汉族 1986.08 党员 中国药科大学 2008.07 凯杰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否 经理 2021.06.30
33 2018 徐国兰 女 汉族 1990.11 群众 中国药科大学 2013.07 南京海辰药业有限公司 否 职员 2021.06.30
34 2018 侯钦誉 男 汉族 1993.03 群众 中国药科大学 2015.07 南京百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否 经理 2021.06.30
35 2018 李琳焕 男 汉族 1989.12 党员 中国药科大学 2013.07 青岛汉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否 经理 2021.06.30

36 2018 邵晓龙 男 汉族 1991.08 群众 中国药科大学 2014.08
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
否 职员 2021.06.30

37 2018 葛峰 男 汉族 1993.03 群众 中国药科大学 2015.07 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否 经理 2021.06.30
38 2019 李静芝 女 汉 1982.05 群众 河北师范大学 2009.07 北京玉德未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否 副总经理 -

39 2019 解春萌 女 汉 1986.02 党员 中国药科大学 2008.07
前沿生物药业（南京）股份有限

公司
否 市场经理 -

40 2019 张磊 男 汉 1988.01 群众 河北科技大学 2010.07 北京康利华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否 总经理 -
41 2019 傅玲 女 汉 1983.08 群众 中国药科大学 2005.08 上海埃秀马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否 注册总监 -

42 2019 焦凡凡 男 汉 1989.03 群众 中国药科大学 2012.03 心凯诺医疗（上海）有限公司 否
临床监察

员
-

43 2019 葛展虹 女 汉 1993.09 群众 中国药科大学 2015.06
远西联合海外（南京）医药有限

公司
否 文员 -

44 2019 刘东翔 男 汉 1983.11 群众 江西中医药大学 2015.07 南京圣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否 产品经理 -
45 2019 刘晶晶 女 汉 1993.02 群众 中国药科大学 2015.07 上海慧永人才咨询有限公司 否 助理顾问 -

46 2019 马东青 女 汉 1990.03 党员 南京医科大学 2012.05 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 否
市场准入

经理
-

47 2019 史红静 女 汉 1990.06 群众 南京师范大学 2013.07 滁州味吉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否 科员 -
48 2019 汤梦璐 女 汉 1991.08 党员 南京工业大学 2013.07 中国药科大学 是 科员 -
49 2019 吴迪 男 汉 1984.05 群众 中国药科大学 2007.07 南医大逸夫医院 是 副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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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2019 徐锋 男 汉 1986.01 群众 中国药科大学 2007.07
中国学术创业协会生物医药园区

发展联盟
是 科员 -

51 2019 杨强 男 汉 1990.03 党员 中国药科大学 2015.08 中国药科大学 是 科员 -
52 2019 殷伟 男 汉 1983.01 党员 中国药科大学 2005.07 中国药科大学 是 科员 -

53 2019 张万萍 女 汉 1987.07 群众 徐州医科大学 2009.07 南京杜瑞医药有限公司 否
市场部经

理
-

54 2019 张蕴文 女 汉 1990.12 党员 中国药科大学 2014.03 南京宁卫医药有限公司 否
中级学术

经理
-

55 2019 邹晓婷 女 汉 1982.02
积极

分子
中国药科大学 2005.07 中国药科大学 是 科员 -

56 2019 祖新颖 男 汉 1994.09 党员 沈阳药科大学 2013.07 香港澳美制药厂 否 地区经理 -
57 2019 童圣灵 男 汉 1992.04 党员 中国药科大学 2014.08 江苏吉贝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否 科员 -
58 2019 顾彭 男 汉 1992.05 党员 南京医科大学 2014.08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否 产品经理 -
59 2019 王绪旺 男 汉 1993.07 团员 吉林农业大学 2016.09 无 否 无 -
60 2019 唐清 女 汉 1986.05 党员 中国药科大学 2009.08 江苏省宿迁卫生中等专业学校 否 教师 -
61 2019 张新明 男 汉 1992.11 党员 济南大学 2016.09 沭阳县应急管理局 是 科长 -

62 2019 刘鹏程 男 回 1995.11
积极

分子
中南民族大学 2015.09 无 否 无 -

63 2019 杨华荣 女 汉 1993.06 团员 安徽财经大学 2016.11 无 否 无 -
64 2019 李尚镁 南 汉 1988.02 党员 中国药科大学 2011.08 利贞（福建）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否 总经理 -
65 2019 丰玫玫 女 汉 1978.10 群众 河北医科大学 2001.07 海南苏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否 副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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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专项合格评估方案附表 8

3.7.1 近三学年MPA专兼职教师情况汇总表

填表日期：2021年 05月 06日
序

号
指标 数量或比例

1 MPA教师总数 60人
2 MPA专职教师数量 40人
3 MPA兼职教师数量 20人
4 MPA专职教师中具有副高以上职称或博士学位的比例 95.0%
5 MPA专职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的比例 85.0%
6 MPA专职教师中具有副教授职称的比例 45.0%
7 MPA专职教师中具有教授职称的比例 30.0%
8 在公共部门任职的兼职教师（含论文导师）占MPA教师总数比例 33.3%

序

号
姓名 教师类别 工作单位

出生

年月
学历 学位

最终

专业
职称 职位

何时起

任现职

所授

MPA课

程（所承

担MPA
教学任

务）

讲授次

数（承担

教学任

务次数）

曾给哪些

班授课

（曾承担

的具体教

学任务）

1 马爱霞 专职教师
中国药科大学国

际医药商学院
1961.11 研究生 博士

社会与

管理药

学

教授 院长 2015.06
卫生技术

评估

（HTA）
5次

2015级
2016级
2017级
2018级
2019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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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徐伟 专职教师
中国药科大学国

际医药商学院
1975.11 研究生 博士 管理学 教授

副院

长
2020.07

社会保障

改革专题
4次

2016级
2017级
2018级
2019级

3 丁锦希 专职教师
中国药科大学研

究生院
1971.07 研究生 博士 管理学 教授

常务

副院

长

2020.05
医药知识

产权
5次

2015级
2016级
2017级
2018级
2019级

4 常峰 专职教师
中国药科大学计

财处
1972.05 研究生 博士 管理学 教授 处长 2016.07

会计与财

务管理
4次

2015级
2016级
2017级
2018级

5 褚淑贞 专职教师
中国药科大学国

际医药商学院
1965.02 研究生 硕士 管理学 教授

系主

任
2010.05

医药产业

政策
5次

2015级
2016级
2017级
2018级
2019级

6 梁毅 专职教师
中国药科大学国

际医药商学院
1964.12 研究生 博士 管理学 教授

系主

任
2015.06

药品监督

管理
4次

2016级
2017级
2018级
2019级

7 陈永法 专职教师
中国药科大学

组织部
1965.06 研究生 博士 管理学 教授 部长 2019.06

社会研究

方法
5次

2015级
2016级
2017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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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级
2019级

8 茅宁莹 专职教师
中国药科大学国

际医药商学院
1973.05 研究生 博士 管理学 教授

副院

长
2020.07

公共政策

分析
5次

2015级
2016级
2017级
2018级
2019级

沟通、交

流与谈判

技巧

5次

2015级
2016级
2017级
2018级
2019级

9 曹阳 专职教师
中国药科大学国

际医药商学院
1966.12 研究生 博士 管理学 教授 无 2018.07

公共经济

学
5次

2015级
2016级
2017级
2018级
2019级

10 邵蓉 专职教师
中国药科大学国

际医药商学院
1962.09 研究生 博士

社会与

管理药

学

教授 无 2003.08
社会研究

方法
5次

2015级
2016级
2017级
2018级
2019级

11 王儒年 专职教师 中国药科大学马 1965.11 研究生 博士 历史学 教授 院长 2011.07 政治学 1次 2019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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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主义学院

研究生道

德与学术

规范

5次

2015级
2016级
2017级
2018级
2019级

马克思主

义与社会

科学方法

论

5次

2015级
2016级
2017级
2018级
2019级

12 唐文熙 专职教师
中国药科大学国

际医药商学院
1986.09 研究生 博士 管理学

副教

授

系主

任
2020.07

公共政策

分析
5次

2015级
2016级
2017级
2018级
2019级

卫生技术

评估

（HTA）
5次

2015级
2016级
2017级
2018级
2019级

13 路云 专职教师
中国药科大学国

际医药商学院
1978.04 研究生 博士 管理学

特聘

研究

员

教研

室主

任

2014.07 社会实践 5次

2015级
2016级
2017级
2018级
2019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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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庄倩 专职教师
中国药科大学国

际医药商学院
1983.12 研究生 博士 管理学

副教

授
无 2019.07

会计与财

务管理
4次

2015级
2016级
2017级
2018级

15 李亦兵 专职教师
中国药科大学国

际医药商学院
1966.09 研究生 硕士 经济学

副教

授
无 2010.05

社会保障

改革专题
4次

2016级
2017级
2018级
2019级

16 陈在余 专职教师
中国药科大学国

际医药商学院
1968.11 研究生 博士 经济学

副教

授
无 2008.12

社会保障

改革专题
4次

2016级
2017级
2018级
2019级

17 侯艳红 专职教师
中国药科大学国

际医药商学院
1981.12 研究生 博士 管理学

副教

授
无 2012.05

公共伦理

学
4次

2016级
2017级
2018级
2019级

18 徐丽华 专职教师
中国药科大学国

际医药商学院
1972.04 研究生 硕士 法学

副教

授
无 2010.05

宪法与行

政法
4次

2016级
2017级
2018级
2019级

19 罗卫国 专职教师
中国药科大学国

际医药商学院
1970.03 研究生 博士 管理学

副教

授

教研

室主

任

2018.01
沟通、交

流与谈判

技巧

5次

2015级
2016级
2017级
2018级
2019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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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吴方 专职教师
中国药科大学国

际医药商学院
1982.06 研究生 博士 管理学

副教

授

中心

主任
2020.07

公共管理 5次

2015级
2016级
2017级
2018级
2019级

社会组织

管理
1次 2019级

21 徐怀伏 专职教师
中国药科大学国

际医药商学院
1966.12 研究生 博士 管理学

副教

授
无 2003.04

公共管理 5次

2015级
2016级
2017级
2018级
2019级

社会组织

管理
1次 2019级

22 席晓宇 专职教师
中国药科大学国

际医药商学院
1978.07 研究生 博士 经济学

副教

授
无 2019.07

医药产业

政策
5次

2015级
2016级
2017级
2018级
2019级

23 田磊 专职教师
中国药科大学国

际医药商学院
1985.11 研究生 博士

社会与

管理药

学

副教

授
无 2020.07

卫生技术

评估

（HTA）
5次

2015级
2016级
2017级
2018级
2019级

24 胡霞 专职教师 中国药科大学国 1973.12 研究生 博士 社会与 副教 教研 2010.05 公共经济 4次 2016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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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医药商学院 管理药

学

授 室主

任

学 2017级
2018级
2019级

25 刘永军 专职教师
中国药科大学国

际医药商学院
1973.05 研究生 博士 管理学

副教

授
无 2010.06 社会实践 5次

2015级
2016级
2017级
2018级
2019级

26 濮恒学 专职教师
中国药科大学马

克思主义学院
1968.11 研究生 硕士 法律

副教

授
无 2014.07 政治学 1次 2019级

27 董高伟 专职教师
中国药科大学马

克思主义学院
1979.12 研究生 博士 哲学

副教

授
无 2013.07 政治学 1次 2019级

28 李勇 专职教师
中国药科大学国

际医药商学院
1980.01 研究生 博士 经济学

副教

授

教研

室主

任

2010.05
社会研究

方法
2次

2015级
2016级

29 董田甜 专职教师
中国药科大学国

际医药商学院
1979.09 研究生 博士 管理学

副教

授

MPA
教育

中心

副主

任

2020.11
公共政策

分析
0次 -

30 周吉芳 专职教师
中国药科大学国

际医药商学院
1984.04 研究生 博士 医学

副教

授
无 2020.08

公共政策

分析
0次 -

31 李洪超 专职教师
中国药科大学国

际医药商学院
1981.01 研究生 博士 理学 讲师

教研

室主

任

2018.03
卫生技术

评估

（HTA）
5次

2015级
2016级
2017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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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级
2019级

32 张昆 专职教师
中国药科大学国

际医药商学院
1985.03 研究生 博士 管理学 讲师 无 2014.09

会计与财

务管理
4次

2015级
2016级
2017级
2018级

33 柳鹏程 专职教师
中国药科大学国

际医药商学院
1987.11 研究生 硕士

社会与

管理药

学

讲师 无 2015.07
药品监督

管理
4次

2016级
2017级
2018级
2019级

34 张乐乐 专职教师
中国药科大学国

际医药商学院
1987.05 研究生 博士 法学 讲师 无 2016.05

宪法与行

政法
4次

2016级
2017级
2018级
2019级

35 李树祥 专职教师
中国药科大学国

际医药商学院
1979.11 研究生 博士 管理学 讲师 无 2012.09

公共管理 5次

2015级
2016级
2017级
2018级
2019级

社会组织

管理
1次 2019级

36 蒋蓉 专职教师
中国药科大学国

际医药商学院
1985.01 研究生 博士 管理学 讲师 无 2011.09

社会研究

方法
2次

2018级
2019级

37 刘佳源 专职教师
中国药科大学国

际医药商学院
1989.04 研究生 博士 管理学 讲师 无 2018.09

公共伦理

学
2次

2018级
2019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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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

管理
1次 2019级

沟通、交

流与谈判

技巧

2次
2018级
2019级

38 刘立春 专职教师
中国药科大学国

际医药商学院
1980.02 研究生 博士 管理学 讲师 无 2019.09

医药知识

产权
5次

2015级
2016级
2017级
2018级
2019级

39 王利军 专职教师
中国药科大学马

克思主义学院
1977.02 研究生 硕士

科学社

会主义
讲师 无 2005.07

政治学 1次 2019级

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

理论与实

践

5次

2015级
2016级
2017级
2018级
2019级

40 徐建 专职教师
中国药科大学马

克思主义学院
1979.09 研究生 博士

马克思

主义理

论与思

想政治

教育

讲师 无 2008.07 政治学 1次 2019级

41 陈时飞 兼职教师
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局
1962.07 研究生 博士 理学 -

副局

长
2018.01 - - -

42 王越 兼职教师
江苏省市场监督

管理局
1962.12 研究生 博士

社会与

管理药

主任

医

副局

长
2016.0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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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师，

高级

工程

师

43 张欣涛 兼职教师
中国食品药品检

定研究院
1975.09 研究生 博士

社会与

管理药

学

副主

任药

师

无 2014.07 - - -

44 唐民皓 兼职教师
上海食品药品安

全研究会
1953.09 研究生 硕士

社会与

管理药

学

高级

经济

师

会长 2005.01 - - -

45 华文 兼职教师
南京市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1963.02 本科 学士

化学

制药

高级

工程

师

副局

长
2005.07 - - -

46 李国亮 兼职教师
江苏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1968.12 研究生 硕士

微生物

与生化

制药

副主

任药

师

副科

长
2003.06 - - -

47 李明 兼职教师
江苏省药品不良

反应监测中心
1980 研究生 硕士 药理学

副主

任药

师

职员 2003.08 - - -

48 孙骏 兼职教师
江苏省药品不良

反应监测中心
1971.06 研究生 博士

中药

药剂

主任

药师

主任

助理
2003.07 - - -

49 焦灵利 兼职教师
江苏省药品不良

反应监测中心
1967.11 研究生 硕士 中药学

主任

药师

副主

任
2003.02 - - -

50 毕昊容 兼职教师
江苏省兽药饲料

质量检验所/江
1968.07 本科 学士

中药专

业

研究

员

副所

长
1990.08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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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省动物卫生监

督所

51 李新天 兼职教师
南京市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1968.05 研究生 硕士

心血管

药理

高级

工程

师

副处

长
2000.01 - - -

52 韩凤 兼职教师

中国药学会《中

国药学杂志》编

辑部

1960.02 本科 学士 药学

编审

(相当

于教

授)

副主

编、

编辑

部主

任

2001.04 - - -

53 肖鲁 兼职教师
中国药学会科技

开发中心
1957.06 本科 学士

卫生事

业管理

副主

任医

师

副主

任
2008.12 - - -

54 张清奎 兼职教师
国际知识产权局

医药生物审查部
1953.05 研究生 硕士

化学

工程

研究

员
部长 1981.05 - - -

55 陈兵 兼职教师 中国药学会 1964.02 研究生 硕士 理学
副研

究员

副秘

书长
2007.11 - - -

56 薛松 兼职教师
广东省医药价格

协会
1970.12 研究生 硕士

行政

管理

副主

任医

师

秘书

长
2011.04 - - -

57 陶剑虹 兼职教师

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局南方医药经

济研究所

1965.01 研究生 博士

社会与

管理药

学

主任

药

师、

执业

药师

副所

长
2017.06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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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李林康 兼职教师 中国罕见病联盟 1959.06 研究生 硕士 管理学 - - - - - -

59 刘奇志 兼职教师
南京市卫生健康

委员会
1974.01 研究生 博士 医学 中级 处长 2019.06 - - -

60 倪永兵 兼职教师
南京市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1975.10 研究生 博士 理学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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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专项合格评估方案附表 9

3.7.2 近三学年MPA课程教学情况汇总表

填表日期：2021年 06月 25日
序号 指标 数量、名单或比例

1 课程总数 20门
2 教师总数 40人
3 仅有 1名任课教师的核心课程 0门
4 仅有 1名任课教师的方向必修课程 0门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类别
课程学

时

授课对象

（届别、班号）
课程人数 课程起讫时间

任课教师

姓名 职称 学位

1 公共管理 核心课 51
2018级 9 2018-2019学年第一学期 徐怀伏 副教授 博士

2019级 28 2019-2020学年第一学期
吴方 副教授 博士

李树祥 讲师 博士

2 公共政策分析 核心课 34 2018级 9 2018-2019学年第一学期
茅宁莹 教授 博士

唐文熙 副教授 博士

3 公共经济学 核心课 51
2018级 9 2018-2019学年第二学期 曹阳 教授 博士

2019级 28 2019-2020学年第二学期 胡霞 副教授 博士

4 宪法与行政法 核心课 34
2018级 9 2018-2019学年第二学期 徐丽华 副教授 硕士

2019级 28 2019-2020学年第二学期 张乐乐 讲师 博士

5 公共伦理学 核心课 34
2018级 9 2018-2019学年第二学期 侯艳红 副教授 博士

2019级 28 2019-2020学年第二学期 刘佳源 讲师 博士

6 社会研究方法 核心课 34
2018级 9 2018-2019学年第二学期

陈永法 教授 博士

邵蓉 教授 博士

2019级 28 2019-2020学年第二学期 李勇 副教授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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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蓉 讲师 硕士

7 社会保障改革专题 专业必修课 34
2018级 9 2018-2019学年第一学期 徐伟 教授 博士

2019级 28 2019-2020学年第一学期
陈在余 副教授 博士

李亦兵 副教授 博士

8 医药知识产权 专业必修课 34
2018级 9 2018-2019学年第一学期 丁锦希 教授 博士

2019级 28 2019-2020学年第一学期 刘立春 讲师 博士

9 药品监督管理 专业必修课 34
2018级 9 2018-2019学年第二学期 梁毅 教授 博士

2019级 28 2019-2020学年第二学期 柳鹏程 讲师 硕士

10
卫生技术评估

（HTA）
专业必修课 34

2018级 9 2018-2019学年第一学期
马爱霞 教授 博士

唐文熙 副教授 博士

2019级 28 2019-2020学年第一学期
田磊 副教授 博士

李洪超 讲师 硕士

11

社会组织管理

（由原《人力资源

与绩效管理》调整

而成）

专业选修课 34 2019级 28 2019-2020学年第二学期

吴方 副教授 博士

徐怀伏 副教授 博士

李树祥 讲师 博士

刘佳源 讲师 博士

12 医药产业政策 专业选修课 34
2018级 9 2018-2019学年第二学期 褚淑贞 教授 硕士

2019级 28 2019-2020学年第二学期 席晓宇 副教授 硕士

13 会计与财务管理 专业选修课 34
2018级 9 2018-2019学年第一学期 常峰 教授 博士

2019级 28 2019-2020学年第一学期
庄倩 副教授 博士

张昆 讲师 博士

14
沟通、交流与谈判

技巧
专业选修课 34

2018级 9 2018-2019学年第二学期 茅宁莹 教授 博士

2019级 28 2019-2020学年第二学期
罗卫国 副教授 博士

刘佳源 讲师 博士

15 政治学 专业选修课 34 2019级 28 2019-2020学年第二学期 王儒年 教授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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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原《公共管理

与公共政策专题研

究》调整而成）

董高伟 副教授 博士

濮恒学 副教授 硕士

徐建 讲师 博士

王利军 讲师 硕士

16 社会实践 实训课程 34
2018级 9 2018-2019学年第二学期 路云 副教授 博士

2019级 28 2019-2020学年第二学期 刘永军 副教授 博士

17
学术英语写作与翻

译
公共基础课 34

2018级 9 2018-2019学年第一学期
刘露 副教授 硕士

任俊强 讲师 硕士

2019级 28 2019-2020学年第一学期

蒋玮 讲师 硕士

侯晶琼 讲师 硕士

郑桂学 讲师 学士

18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与实践
公共基础课 34

2018级 9 2018-2019学年第一学期
王利军 讲师 硕士

2019级 28 2019-2020学年第一学期

19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

科学方法论
公共基础课 17

2018级 9 2018-2019学年第一学期 王儒年 教授 博士

2019级 28 2019-2020学年第一学期 张有才 讲师 博士

20
研究生道德与学术

规范
公共基础课 17

2018级 9 2018-2019学年第一学期
王儒年 教授 博士

2019级 28 2019-2020学年第一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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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专项合格评估方案附表 10

3.9.1 近三学年的MPA教师科研成果汇总表

填表日期：2021年 06月 25日
指标 比例

具有科研成果的专职教师比例 92.5%

序号 姓名 专著、论文、课题、案例开发、教学创新等 来源
承担的工

作
科研起讫时间 科研成果概述

1 徐伟

2017版和 2009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对比研究 中国卫生经济 通讯作者 2018.01.05
主要研究方向为医疗保险与

国家药物政策。主持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项目各 1 项，主持国家教育

部、卫计委、江苏省等省部级

研究项目 20余项。

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

表论文近百篇，SCI、CSSCI
论文十多篇，先后主持和参与

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卫生部、

建设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江苏省教育厅等下达的

科研课题。

医疗保障药品分类与编码标准研究 中国医疗保险 通讯作者 2019.09.05
国家谈判药品可获得性研究——基于苏州市

公立医院采购数据的实证分析
卫生经济研究 通讯作者 2020.12.09

“4+7”集中带量采购实施效果分析——基于 9
试点地区药品销售数据

中国卫生政策研

究
通讯作者 2021.02.25

市级统筹背景下城镇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筹资

政策优化研究
卫生经济研究 通讯作者 2021.02.26

我国重大疾病防治用药、公共卫生用药、临床

急需特效药中的专利药情况研究

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
主持 2018.03-2018.12

江苏省医药发展战略研究——综合协调组 中国工程院 主持 2018.12-2019.12
取消异地就医备案管理快速评估 国家医疗保障局 主持 2019.05-2019.06

关于完善异地就医备案和转诊制度的研究 国家医疗保障局 主持 2019.07-2019.10
我国药品与医用耗材的医保支付管理研究 国家医疗保障局 主持 2019.08-2019.12

2 邵蓉

新修订《药品管理法》中假劣药相关条款的主

要变化及对执法的影响研究
中国药房 通讯作者 2020.09.10

围绕药品监管和立法、医保药

品价格管理、医药产业可持续

发展等方向，主持国家各部委中美药品患者援助项目实施方式比较研究 中国卫生政策研 通讯作者 2020.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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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企业研究课题多项，发表论

文百余篇。

究

创新药物风险投资策略现状研究 中国新药杂志 通讯作者 2020.11.15
制药企业实施药品患者援助项目的行为意愿

及影响因素研究
中国药房 通讯作者 2020.12.30

药品价量协议在医保准入谈判中的应用研究 卫生经济研究 通讯作者 2021.01.28
医药产业重点短板技术与解决路径研究 工业和信息化部 主持 2019.08-2021.03

西藏自治区藏药产业发展状况和科学监管对

策研究

西藏自治区药品

监督管理局
主持 2020.06-2021.03

药品价格管理办法及药品价格规则研究 国家医疗保障局 主持 2020.07-2020.12

集中带量采购中的法律问题研究

国家医疗保障局

（医药价格和招

标采购司）

主持 2020.08-2021.01

我国医保药品支付标准（价格）制定研究
广东医药价格协

会
主持 2020.11-2021.06

3 茅宁莹

基于交易成本理论的高校医药科技成果转化

困境成因分析
科技管理研究 通讯作者 2020.05.13

围绕我国生物医药领域技术

创新政策及药品供应保障体

系建设等领域开展深入研究，

研究成果分别荣获江苏省高

校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

成果三等奖，江苏社科联优秀

成果一等奖，近三学年发表论

文 18篇，主持课题 10余项。

高校医药成果转移转化的困境及对策 中国高校科技 通讯作者 2020.06.15
医药科技成果价值评估方法探析——基于创

新价值链的视角
科技管理研究 通讯作者 2020.09.20

医药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与影响因素探析——
基于三螺旋视角

科技管理研究 通讯作者 2020.10.20

基于动态 TOPSIS法的中、美、日医药创新能

力与潜力评价研究
科技管理研究 通讯作者 2020.11.10

我国医药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中国药学会 主持 2018.06-2019.12
江苏省卫生健康地方标准现状及发展对策研 江苏省卫健委 主持 2019.06-20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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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科技成果与知识

产权管理实施细则研究
国家卫健委 主持 2019.12-2021.04

职业化专业化药品检查员队伍建设研究
中国药品监督管

理研究会
主持 2020.02-2020.07

产学研深度融合视角下江苏省生物医药技术

创新体系构建研究
江苏省科技厅 主持 2020.12-2021.06

4 丁锦希

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发展趋势分

析
中国医疗保险 第一作者 2019.05.05

研究方向为医保管理与医药

市场准入，为公共部门提出政

策建议，建议多次被采纳，并

致以感谢信。近三学年来，共

主持 100余项科研课题，出版

专著 1部，发表论文 34篇。

医保谈判准入创新生物制品支付标准调整机

制研究

中国医药工业杂

志
第一作者 2019.06.27

集中带量，还是挂网议价采购——生物类似物

采购模式研究

中国医药工业杂

志
通讯作者 2020.04.10

我国创新药专利期限补偿计算方式探讨 中国新药杂志 通讯作者 2020.12.15
高值耗材实施集中带量采购的主要障碍及对

策研究
卫生经济研究 通讯作者 2021.03.31

评估、准入与调整——全球视角下的创新药物

HTA评价与医保管理
化学工业出版社 专著 2020.08

广东省罕见病综合医疗保障机制研究 广东医保局 主持 2020.01-2021.02
基本药物政策研究 国家卫健委 主持 2020.01-2020.12

基于集中带量采购的《药品集中采购管理办

法》研究
国家医保局 主持 2020.06-2021.06

医保结算清单应用指导和跟踪评估 国家医保局 主持 2020.06-2021.12

5 马爱霞
Cost-Effectiveness of Elbasvir/Grazoprevir

Versus Daclatasvir Plus Asunaprevir in Patients
Clinical drug
investigation

通讯作者 2018.11.24
主要围绕我国医疗保险及药

物政策等领域开展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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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Chronic Hepatitis C Virus Genotype 1b
Infection in China

2018 年 8 月至今累计主持并

完成了国家级、省部级和企业

委托题课题 33项，为进一步

优化我国基本医疗保险政策

提供了理论和实证支撑。

不同类型临床证据在卫生决策中的应用进展：

以英国 NICE为例

中国循证医学杂

志
通讯作者 2020.01.25

复发或难治性霍奇金淋巴瘤治疗方案的药物

经济学评价
中国药物经济学 通讯作者 2020.02.15

CAR-T细胞免疫疗法治疗血液恶性肿瘤系统

综述
中国新药杂志 通讯作者 2020.03.15

帕博利珠单抗用于治疗经一线治疗失败的不

可切除或转移性黑色素瘤的预算影响分析
中国药物评价 通讯作者 2020.04.28

医保集采与谈判药品政策实施效果评估
江苏省医疗保障

研究会
主持 2021.01-至今

6 常峰

国内外医师培养方式的比较及对策研究 中国医药导报 通讯作者 2018.07.15

致力于医保药品准入的规则

和价格治理机制研究。近三学

年来，发表论文 30余篇，多

篇论文为第一作者，主持课题

50余项，先后为国家医保局、

国务院医改办、国家发改委等

部委撰写多份政策研究报告，

为我国医保政策发展、药品合

理定价提供了智力支持。

我国基层部分基本药物全额保障经验研究
中国卫生事业管

理
通讯作者 2019.01.15

布鲁姆目标教学法应用于社区慢病健康教育

的进展
中国健康教育 通讯作者 2019.04.25

医保定点零售药店及医保药师编码标准研究 中国医疗保险 第一作者 2020.05.05
新时代医药采购改革的成效分析和问题研究 中国医疗保险 第一作者 2020.07.05
城乡医保整合后的待遇保证水平和基金运行

情况分析

江苏省医保研究

会
主持 2019.01-2019.12

新时期药品集中采购趋势及机制优化 中国价格协会 主持 2020.01-2020.12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反垄断执法相关领域

第三方评估课题研究

广东省市场监督

管理局
主持 2020.01-2020.12

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操作规范研究 国家医保局 主持 2020.01-2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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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保定点零售药店、医保药师编码标准应用指

导和跟踪评估

中国社会保障学

会
主持 2020.01-2020.12

7 褚淑贞

中德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对比及我国的启示 医学与社会 通讯作者 2019.05.10

围绕医药产业政策和发展规

划等方面展开深入研究，近三

学年发表论文 40余篇，多篇

论文为第一作者，主持课题

10 余项。从理论层面探寻了

新时代医药产业的发展方向，

以期创造良好的医药竞争与

发展环境。

基于 PMC指数的生物医药产业政策评价研究 中国新药杂志 通讯作者 2020.07.15
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生物医药产业政策

主题挖掘及量化评价研究
中国药房 通讯作者 2020.11.27

商洛市现代中药产业发展规划编制
陕西省商洛市发

展改革委员会
主持 2017.12-2018.12

永阳生物医药产业园区可行性及战略规划研

究

南京市溧水区人

民政府永阳街道

办事处

主持 2018.02-2018.12

医用耗材集中采购质量评价体系研究
江苏省医药行业

协会
主持 2020.03-2020.12

我国阿尔兹海默症医疗保障研究
江苏省医药行业

协会
主持 2020.03-2020.12

社会共治视角下江苏省药品应急管理体系建

设研究

江苏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主持 2020.11-2022.06

8 梁毅

美国药品风险评估与减轻政策的简介与启示
中国合理用药探

索
通讯作者 2020.05.15 以相关法律法规为依托，结合

专业知识，对药品、医疗器械

等质量安全监管所涉及到的

问题进行剖析阐述。近三学年

来，发表论文近 10篇，多篇

论文为第一作者，主持课题

20 余项，推动了我国药品、

医疗器械向高质量标准、高质

药品委托生产过程的法律法规问题 中国药物经济学 通讯作者 2020.11.15
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下中欧药品委托生产质

量管理政策比较研究

中国医药工业杂

志
通讯作者 2021.02.10

新版药品生产企业 GMP实务
军事医学科学出

版社
专著 2019.12

新版药品经营企业 GSP实务 军事医学科学出 专著 20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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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水平发展。版社

9 陈永法

印度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研究 价格理论与实践 第一作者 2018.09.06

致力于医药政策与法规、药品

注册管理、药物经济评价等研

究，近三学年来发表论文 40
余篇，多篇论文为第一作者，

主持课题超过 10项，并多次

参与国家政府部门的政策制

定，高思想、高站位指导我国

医药政策法规体系的完善工

作。

美国处方药付费法案的演变特点及对我国新

药审评的启示

中国卫生政策研

究
第一作者 2019.02.25

美国药品注册申请人合规管理机构设置情况

及对我国的启示
中国药房 通讯作者 2020.06.29

澳大利亚药品安全治理研究及对我国的启示 中国药房 通讯作者 2020.03.15
美国 FDA基于产品类别的检查机构改革及启

示

国际药学研究杂

志
通讯作者 2020.02.29

美国药品流通监管
中国医药卫生出

版社
主编 2019.11

国际药事法规 东南大学出版社 主编 2021.01
2018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评估研究

（化学药与生物制品）

国家卫健委药政

司
主持 2019.09-2020.03

省部级重点实验室混合机制管理及建设实证

研究

甘肃省药品检验

研究院
主持 2020.06-2021.06

国内外主要临床诊疗指南收录药品情况分析
国家卫健委药具

管理中心
主持 2021.03-2021.06

10 曹阳

基于供给侧视角下我国区域卫生资源配置效

率研究
卫生软科学 通讯作者 2018.11.15 研究内容主要关注以下两个

方向：1、社会医疗保障问题，

例如医疗保险、养老、长期照

护问题等。2、医药产业政策

研究，重点研究技术创新、产

学研合作等方面的内容。

2018.9-2021.6 期间总共发表

失能老人长期照护保险筹资水平及机制设计

——以江苏省为例

中国卫生事业管

理
通讯作者 2019.01.15

我国老年人异地养老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 CHARLS数据的实证分析
卫生软科学 通讯作者 2020.03.13

Assessment and Prediction of the Demand for Global Journal of 通讯作者 2020.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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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11篇论文，出版专著 1部，

主持江苏省软科学课题 1项。

Long-term Care for the Elderly in China Nursing
我国医药制造业产学研合作创新效率研究

——基于三阶段 DEA模型
科技管理研究 通讯作者 2021.01.20

江苏医药产学研融合机制研究 吉林大学出版社 专著 2020.07
江苏省医药产业产学研深度融合机制研究

（BR2018048）
江苏省软科学研

究计划项目
主持 2018.07-2019.02

11 唐文熙

Impact of public hospital pricing reform on
medical expenditure structure in Jiangsu, China:

a synthetic control analysis

BMC Health
Services Research

通讯作者 2019.07.23

主持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

年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

点项目子课题、江苏省社科精

品工程、江苏省教育厅哲学社

会科学基金课题等。近 3年在

Value in Health、BMC Public
Health 、 BMC Anesthesia 、
BMC Health Service
Research、中国卫生政策研

究、中国卫生经济、中国医院

管理等杂志上发表一作/通讯

论文 30余篇，SCI/SSCI累计

影响因子 50+。

Per-Prescription Drug Expenditure by Source of
Payment and Income Level in the United States,

1997 to 2015
Value in Health 第一作者 2019.08.20

Safety of intraoperative hypothermia for patients:
meta-analyses of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and observational studies

BMC
Anesthesiology

通讯作者 2020.08.15

Inequality in health service utilization among
migrant and local children: a cross-sectional

survey of children aged 0–14 years in Shenzhen,
China

BMC Public
Health

通讯作者 2020.11.07

Effectiveness and efficiency of non-drug therapy
among community-dwelling adults with

hypertension in China: A protocol for network
meta-analysis and cost-effectiveness analysis

Frontiers in
Medicine

通讯作者 2021.02.25

混合预付制对县域医疗服务体系整合的影响

及作用机制研究：典型案例比较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青年项目
主持 2017.01-20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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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中国背景下基层卫生服务能力提升研究：

理论与机制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重点项目子课

题

子课题

主持
2018.01-2022.12

江苏省公立医院医药价格改革深化研究
江苏省社科应用

研究精品工程
主持 2019.06-2019.12

12 路云

基于全科团队和分级诊疗的基层健康管理模

式优化探讨
卫生经济研究 通讯作者 2019.05.23

致力于健康管理、医药卫生体

制改革研究。近三学年来，主

持课题 30余项，其中包含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并有多

项国家医保局、卫健委委托课

题。依托于课题，近三学年发

表论文高达 30余篇，多篇论

文为第一作者，是医药卫生领

域优秀的青年学者。

基于复杂性科学理论的中国老年人共病护理

管理模式研究
中国全科医学 通讯作者 2019.09.02

老年共病指数的应用与推广问题研究
中国慢性病预防

与控制
通讯作者 2020.07.15

江苏省老年共病患者患病率及健康相关生命

质量研究：基于 EQ-5D量表效用值的测算
中国全科医学 通讯作者 2020.07.15

医药组织绩效计划环节的调查研究 中国药物经济学 通讯作者 2020.11.15
基于社会网络理论的老年慢性病健康管理最

优模式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
主持 2017.01-2020.12

新时期药品集中采购趋势及发展方向研究 陕西省价格协会 主持 2017.01-2020.12
生物制品国际价格收集分析 国家医保局 主持 2017.01-2020.12

药品国际价格采集与分析方法研究 国家医保局 主持 2017.01-2020.12
全省深化医改“十四五”规划专项课题（药品供

应保障制度研究子课题）
湖北省卫健委 主持 2017.01-2020.12

13 庄倩

A Real-Time Detection Method of System
Failure Based on Kalman Filtering

Wireless Personal
Communications

第一作者 2018.09.01
主要从事管理学科的方法研

究和地区间的发展不平衡问

题研究。参与主持多项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和省部级科研项

我国西部地区在医药产业转移中的发展定位

思考
西藏大学学报 第一作者 2018.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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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近三学年发表 3篇学术论

文，SCI和 SSCI双检索论文

1篇，CSSCI论文 1篇，核心

1篇。

我国医药产业技术创新体系本地化研究 中国新药杂志 第一作者 2018.12.10
基于卡尔曼滤波的制药企业财务困境预警研

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
主持 2016.01-2019.12

中美制药企业可持续发展研究

——基于 CSR报告质量的研究
科技部 主持 2020.09-2021.08

14 李亦兵

Insight into improving antidepressant adherence
and symptoms by pharmacist intervention: A

review

Tropical Journal
of Pharmaceutical

Research
通讯作者 2019.01.15

从事医药产业政策研究相关

领域的科研工作，近三学年发

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课题，都

与教师本人正从事的《社会保

障改革专题研究》教学和社会

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科研方

向息息相关。其中发表的文章

中包括一篇 SCI、一篇中文核

心。

我国医药行业可竞争性与市场效率研究——
兼析带量采购对药品价格的影响分析

价格理论与实践 通讯作者 2019.04.29

Empirical Analysis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
Capita Health Expenditure and Economic

Growth Based on Vector Autoregressive Model
(VAR) in Mongolia

Theoretical
Economics
Letters

通讯作者 2020.03.19

我国基本医疗保险体制的现状与未来探究 横向课题 主持 2018.12-2021.12
健康管理数据支持多样化应用研究 横向课题 主持 2019.11-2022.12

我国公共卫生政策及公共卫生实践探究 横向课题 主持 2020.10-2023.12
健康、卫生保健和卫生政策的中国经验探究 横向课题 主持 2020.10-2023.12

15 陈在余

医保全民覆盖背景下居民医疗费用的影响因

素分析——基于 2005—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

分析

湖南农业大学学

报（社科版）
通讯作者 2019.04.28

擅长计量经济与微观政策研

究，主要研究方向是健康经济

学及医疗保障。对于医保政策

的研究较为透彻，并主持了医

保研究相关的国自科课题，以

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身份发

表 C刊以及核心论文。

城乡医保普及对居民医疗费用控制的影响分

析
中国卫生经济 第一作者 2021.01.05

城乡医保、医疗供给方行为与居民医疗费用不

合理增长研究：量化分解与影响机制分析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
主持 2019.1-202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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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侯艳红

移动医疗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发展建议
中国卫生信息管

理杂志
通讯作者 2018.06.20

关注我国医药产业的发展，结

合医药行业的特点和管理学

一般理论进行深入研究，重点

围绕公共伦理学和移动医疗

领域等方面。目前发表论文多

篇，横向项目多项。

移动医疗运营模式及商业路径分析 卫生经济研究 通讯作者 2018.08.31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完善及走向 卫生经济研究 通讯作者 2018.12.06

ICH-GCP E6(R2)指导下的临床试验伦理学思

考
中国药物评价 第一作者 2020.02.28

Coordination of a Dual-Channel Pharmaceutical
Supply Chain Based on the

Susceptible-Infected-Susceptible Epidemic
Mode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第一作者 2020.05.08

中国家庭资产配置与健康管理研发平台 上海中医药大学 主持 2018.08-2019.08
移动健康管理用户使用粘性研究 上海中医药大学 主持 2019.08-2020.08

基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区域应急医疗体系

构建

江苏省社科基金

研究专项重点项

目

参与 2020.08-2023.08

17 吴方

大数据背景下智慧医养护一体化 5I模式研究 河海大学学报 第一作者 2021.05 致力于健康服务资源配置优

化、医药产业经济与政策、医

药行业人才发展等方面的研

究，同时将先进的研究成果应

用于医药领域做出积极的贡

献，其中江苏省社科基金研究

专项重点项目“基于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的区域应急医疗体

系构建研究”成果被中共江苏

基于双三角验证的我国临床检查员核心胜任

素质探讨

中国新药与临床

杂志
第一作者 2021.01.25

欧盟临床检查员职业化制度的经验与启示
中国新药与临床

杂志
第一作者 2020.07.23

日本临床检查员职业化制度的经验与启示
中国新药与临床

杂志
第一作者 2019.12.25

关于优化江苏卫生应急体系的对策建议
江苏宣传工作动

态
独立作者 2021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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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宣传部社科基金成果专

刊刊登。
基于首诊响应差异性的基层医疗资源配置优

化研究

教育部人文社会

科学基金青年项

目

主持 2019-2022

基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区域应急医疗体系

构建研究

江苏省社科基金

研究专项重点项

目

主持 2020.03-2020.12

分级诊疗制度背景下的江苏省基层医疗资源

适应性配置研究

江苏省高校哲学

社会科学研究一

般项目

主持 2019-2021

我国临床检查员胜任素质模型构建研究
沈阳药科大学亦

弘商学院
主持 2017-2019

18 席晓宇

Community pharmacists’ opinions and practice
of pharmaceutical care at chain pharmacy and

independent pharmacy i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linical
Pharmacy

第一作者 2019.04.12

从事药物政策、医保政策、药

物经济学、药学服务、药品监

管等领域的科学研究；自 2018
年 9 月以来共发表中文期刊

论文 34 篇，并发表 SCI 和
SSCI期刊论文 15篇，具有一

定的学术成果积累和学术影

响力；参与了医保政策、药物

经济学和药学服务领域的研

究课题 30余项，部分研究成

果被我国药物政策参考和采

纳，或用于国家药品目录调整

工作参考资料，为我国医药卫

生政策的构建和实施提供了

Doctor’s presenteeism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 cross-sectional survey

study in China
BMJ Open 第一作者 2019.07.30

Assessment of factors influencing
communication in clinical pharmacy

Evaluation & the
Health

Professions
通讯作者 2019.12.11

我国二级医院临床药学服务现状及问题研究

(一):研究简介及临床药学服务基本条件分析
中国药学杂志 第一作者 2018.12.15

江苏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及药学服

务建设现状的调查与思考
中国药房 通讯作者 2019.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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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助益。PedsQL4.0儿童生存质量普适性核心量表与九

维儿童健康效用量表 CHU-9D的映射关系研

究

复旦大学卫健委

卫生技术评估重

点实验室

主持 2019.05-2020.12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基层多元共治生态体系构

建及实证研究——基于社会资本理论

江苏省社科应用

研究精品工程
主持 2020.09-2021.01

江苏省医保特药政策实施效果评估
江苏省医疗保险

研究会
主持 2019.10-2020.10

互联网+药品生产监管数据融合分析研究
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局
主持 2019.12-2020.08

我国临床药师与医师协作水平影响因素与提

升策略研究——基于协作工作关系（CWR）模

型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员会青年科

学基金项目

主持 2021.01-2023.12

19 田磊

真实世界研究与随机对照试验在临床实践及

卫生决策中应用的比较
中国医院药学 第一作者 2019.01.09

主要从事卫生经济学和药物

经济学的教学、科研工作。现

任《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杂

志审稿人。近三学年以第一作

者及通讯作者在 SCI、北大核

心等影响力较高期刊发表论

文 8篇，主持课题超过 10项。

传统改善病情抗风湿药物疗效不佳或不耐受

的类风湿关节炎患者药物经济学研究的系统

评价

中国循证医学 通讯作者 2019.11.25

不同类型临床证据在卫生决策中的应用进展：

以英国 NICE为例
中国循证医学 第一作者 2020.01.25

Cost-Effectiveness of Tofacitinib for Patients
with Moderate- to- Severe Rheumatoid Arthritis

in China.

Pharmaco
Economics

第一作者 2020.09

Is there an efficacy-effectiveness gap between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and real-world

studies in colorectal cancer: a systematic review

Transl Cancer
Research

通讯作者 2020.11



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专项合格评估自我总结报告附件

43

and meta-analysis.
山东省诊疗项目纳入医保支付情况经济学评

价
山东省医保局 主持 2019.12-2020.03

20 胡霞

欧美国家与我国利用社交媒体收集药物不良

反应的应用现状对比及启示
中国药房 第一作者 2021.04.14

研究方向为国际医药产业政

策、国际医药产业竞争力评

价。近三学年发表学术论文 2
篇，均为北大核心期刊，其中

一篇为 CSSCI 与北大核心双

检索论文。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医药产品贸易潜

力测算
统计与决策 第一作者 2020.09.29

21 刘永军

多替拉韦相关用药方案用于艾滋病抗病毒治

疗的临床进展与经济性研究
中国艾滋病性病 通讯作者 2019.02.26

在 2018年 2020年 3年内，发

表论文近 20篇，其中核心期

刊 3篇，主持医药企业委托的

10多项横向课题研究。

艾司西酞普兰治疗儿童和青少年抑郁症的

Meta分析

中国新药与临床

杂志
通讯作者 2019.06.14

泮托拉唑对比奥美拉唑治疗胃溃疡的成本效

果分析
中国药物评价 通讯作者 2019.06.28

螺旋断层放射治疗系统应用的预算影响分析 中国医学装备 通讯作者 2020.06.15
阿齐沙坦酯治疗原发性高血压安全性和有效

性的Meta分析
中国新药杂志 通讯作者 2020.08.04

22 董田甜

新时代大学生职业发展战略架构与实施路径 高校教育管理 第一作者 2018.08 围绕民生保障和社会治理研

究方向，近三学年发表论文 1
篇和专著 1部，主持国家级项

目 2项，省部级项目 1项，参

与撰写的多份报告中涉及民

生问题部分对地方相关部门

政策制定和执行起到直接或

当代中国民生政治发展研究
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
专著 2018.09

中国共产党民生观的创生、演进与革新研究
国家社会科学基

金一般项目
主持 2019-2023

中国共产党民生观的演进逻辑与实践路径研

究

中国博士后科学

基金面上资助项
主持 2019-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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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促进作用。目

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谱系与发展逻辑研究
江苏省社会科学

基金项目
主持 2018-2019

23 李洪超

Economic Evaluation of Cisplatin Plus
Gemcitabine Versus Paclitaxel Plus Gemcitabine

for the Treatment of First-Line Advanced
Metastatic Triple-Negative Breast Cancer in
China: Using Markov Model and Partitioned

Survival Model

Advances in
Therapy

通讯作者 2020.07.09

主要从事药物经济学以及医

药卫生政策相关领域的研究，

包括药物经济学和卫生技术

评估方法的研究，创新药物经

济性评价研究，医保准入相关

政策研究等。参与制定了《中

国药物经济学评价指南》2011
版、2015版以及 2020版，负

责了多个 First-in-class类型的

创新药物的经济性评价项目，

近三学年发表 SCI论文 10余
篇，中文核心期刊论文 20余
篇。

Cost Effectiveness of Ceritinib and Alectinib
Versus Crizotinib in First-Line Anaplastic
Lymphoma Kinase-Positive Advanced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Clinical Drug
Investigation

第一作者 2020.02

Cost-Effectiveness Analysis of Oral
Direct-Acting Antivirals for Chinese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patitis C

Applied health
economics and
health policy

通讯作者 2020.11.19

Cost-effectiveness of Osimertinib vs
Docetaxel-Bevacizumab in Third-Line

Treatment in EGFR T790M Resistance Mutation
Advanced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in

China

Clinical
Therapeutics

通讯作者 2020.11

Economic Evaluation of Rituximab +
Recombinant Human Thrombopoietin vs.

Rituximab for the Treatment of Second-Line
Idiopathic Thrombocytopenic Purpura in China

Frontiers in
Medicine

通讯作者 2021.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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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柳鹏程

中国公立医院药品市场“吉芬化”现象形成机

制研究

中国卫生事业管

理
第一作者 2018.05.15

针对药品监督管理方向进行

了深入研究，协助国家药品监

督管理部门出台相关的法规

政策。

中美两国医保预算影响分析研究文献的质量

评估
中国药房 第一作者 2019.06.30

浅析 ICH E2指导原则中MAA/MAH药物警戒

职责及其启示

中国医药工业杂

志
第一作者 2020.02.10

药品研发企业开展MAH委托生产的影响因素

研究

中国医药工业杂

志
通讯作者 2020.10.10

基于异维 A酸案例浅析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

药品风险控制措施

中国医药工业杂

志
第一作者 2020.11.10

国家药物警戒风险沟通制度的完善研究
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局
主持 2020.07至今

国内外药品上市后风险管理计划制度比较研

究

国家药监局药品

评价中心
主持 2020.08至今

曲马多复方制剂在吸毒人群中使用现状及影

响因素分析

江苏省药品不良

反应监测中心
主持 2018.08-2019.08

新版《药品管理法》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研究

广东省食品药品

审评认证技术协

会

主持 2019.09-2019.12

战胜新冠疫情、勇夺“双胜利”——关于后疫情

时代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建议

苏州市生物医药

产业创新中心
主持 2020.06-2020.12

25 李勇

大病保险对我国中老年人家庭灾难性卫生支

出影响实证分析

中国卫生政策研

究
第一作者 2019.06.25

主要研究方向：健康经济学与

医疗保障。在 Ope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卫生经济研

究、中国卫生政策研究等经济

“互联网+”破除分级诊疗困境 卫生经济研究 通讯作者 2019.10.18
江苏省医疗卫生机构床位利用效率分析 医学与社会 通讯作者 2019.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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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类权威、CSSCI期刊、核

心刊物上发表专业学术论文

近 20篇，主持参与 4项课题，

包括国家纵向课题以及省部

级课题。

分级诊疗背景下患者门诊就医选择行为实证

研究
中国医院管理 第一作者 2020.06.05

Evaluation of Efficiency of Primary Medical and
Health Institutions Based on DEA and Entropy

Weight TOPSIS

Ope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通讯作者 2020.07.13

促进江苏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保险支付改革

研究

江苏省高校哲学

社会科学基金
主持 2017.05-2020.12

促进我国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医疗资源合理

配置改革路径研究

教育部人文社科

基金
主持 2019.03-2021.12

我国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执行影响因素及对策

研究

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局信息中心
主持 2019.11-2020.08

26 张乐乐

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防控的法治体系研究

国家社会科学基

金 2020年度重大

项目

参与 2020-2023

围绕诸如重大疫情治理等医

药领域现实问题中的法律问

题展开研究，并以独立作者身

份在《贵州民族研究》、《理

论与改革》、《山东社会科学》

等 CSSCI 来源期刊以及多家

省级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篇，

并参与多项国家级、省部级科

研课题研究。

全球卫生法视角下的重大疫情国际卫生治理

机制研究

2020年度江苏高

校哲学社会科学

研究一般项目

主持 2020-2021

全球卫生治理框架下的WHO重大疫情治理机

制研究

四川医事卫生法

治研究中心 2020
年度项目

主持 2020-2022

江苏省重大疫情卫生治理机制优化研究——
基于域外比较与借鉴的视角

2020年度江苏省

社科应用研究精

品工程课题

主持 2020-2021

特大城市重大疫情卫生治理机制优化研究
2020年四川教育

部社科基地安全
主持 2020-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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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项目重点课

题

27 李树祥

基于社会网络视角的江浙沪地区医药产业空

间分布特征分析
中国医药工业志 第一作者 2018.07.26

主要研究方向为医药产业，组

织网络等，近三学年以第一作

者身份在中国医药工业杂志、

中国药房、上海医药等期刊发

表论文 10余篇，主持横向课

题纵向课题数项。

社会网络分析视角下的长江经济带医药产业

空间分布与关联网络分析
中国药房 第一作者 2020.01.15

我国药品注册法规体系的演变分析——基于

文本挖掘方法
中国新药杂志 第一作者 2020.01.15

江苏省生物医药专利合作网络演化特征分析 科技管理研究 第一作者 2021.01.20
我国医药制造业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文本分析

——以上市公司为例
中国药房 通讯作者 2021.02.26

2019年江苏省医药产业发展报告
江苏省医药行业

协会
主持 2019.07-2022.12

江苏省生物医药创新研究：专利视角
江苏省哲学社会

科学项目
主持 2019.07-2023.06

28 蒋蓉

欧盟生物类似药临床使用激励及风险管理措

施分析
中国药学杂志 第一作者 2019.11.22

围绕国内外药品监管政策与

立法研究，主持和参与课题研

究 10余项，发表论文 10余篇。

台湾地区健保支付中仿制药价格制定与调整

方式分析
医药导报 第一作者 2020.03.01

欧盟临床试验药物拓展使用管理制度分析
中国新药与临床

杂志
第一作者 2020.05.25

中美药品患者援助项目实施方式比较研究
中国卫生政策研

究
第一作者 2020.10.25

美国药品即时审评制度分析及对我国的启示 中国药学杂志 第一作者 2020.12.08
部分省份基层零售药店药学技术人员情况调 国家药品监督管 主持 2020.06-2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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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研究 理局

执业药师继续教育管理制度研究
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局
主持 2020.06-2020.12

2019年度南京市食品安全状况报告白皮书
南京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
参与 2020.03-2020.10

29 刘佳源

When guanxi meets structural holes: Exploring
the guanxi networks of Chinese entrepreneurs on

digital platforms

Journal of
Strategic

Information
Systems

通讯作者 2018.10.25

在 2018至 2021这三年内发表

论文 5篇，其中 SSCI四篇，

CSSCI一篇。主持江苏省自然

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和江

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

般项目。

Promoting tacit knowledge application and
integration through guanxi and

structural holes

Journal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第一作者 2020.09

关系与结构洞的碰撞：科技成果转化中的隐性

知识转化
科技进步与对策 第一作者 2020.11.04

Customer concentration and corporate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通讯作者 2020.11.01

Filling structural holes? Guanxi-based
facilitation of knowledge sharing within a

destination network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Change
Management

第一作者 2021.01

关系填充结构洞:科技成果转化团队中的隐性

知识转化

江苏省自然科学

基金青年基金项

目

主持 2019.07-202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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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网络与隐性知识转化对高校科技成果转

化绩效的影响机理

江苏高校哲学社

会科学研究一般

项目

主持 2020.09-2021.09

30 刘立春

从 FTC v. Actavis 案看美国“反向支付

和解协议的反垄断法律适用”的争议
电子知识产权 第一作者 2019.09.01

围绕知识产权、专利强制许可

等研究方向，对中国药品专利

制度的现状、缺陷进行研究，

并提出相关优化建议。近三学

年以发表论文 4 篇，均为

CSSCI期刊。

药品专利权期限补偿研究

——兼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修正案（草

案）》第 42条第 2款
科技管理研究 第一作者 2019.12.01

突发疫情下的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客体研究 电子知识产权 第一作者 2020.10.01
新创企业专利对于风险投资决策的影响研究

———基于中国创业板企业的实证分析
科研管理 通讯作者 2020.10.01

基于药品专利诉讼战略的技术创新研究 法律出版社 专著 2019.03.01
健康中国背景下驱动原始创新的药品专利特

权制度优化研究
国家教育部 主持 2019.01-2021.12

31 徐怀伏

日本新药审评绩效考核方案及其对中国的借

鉴
中国新药杂志 第一作者 2018.08.10

主要研究方向为医药技术经

济及政策研究、基本药物制

度。近三学年在中国医院药学

杂志、中国新药杂志、工业技

术经济、中国药房等杂志发表

学术论文 10余篇。

两权分离与民营企业避税行为研究——基于

2010～2016年公司治理的经验证据
工业技术经济 第一作者 2018.05.10

临床药师工作评价初探综述
中国医院药学杂

志
通讯作者 2020.04.28

医院药师工作压力及其测量方法研究现状 中国药房 通讯作者 2020.01.15
药店药学服务对消费者购买行为影响 经营管理者 通讯作者 2020.05.10

32 张昆

医药价格与采购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措施研究 国家医疗保障局 参与 2019.09-2019.12 研究方向：产业链管理、健康

经济学。主持及参与多项国家

社科基金、自然科学基金和省

包容性绿色发展视角下环境规制的红利分配

格局测度及优化路径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参与 2020.10-202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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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级科研项目。

33 罗卫国
基于标杆管理理论的医药市场营销专业品牌

化建设
药学教育 第一作者 2018.12.25

主要从事战略管理和市场调

研的教学与科研，近三学年以

第一作者身份在药学教育中

发表 1篇学术论文。

34 周吉芳 他山之石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专著 2021.01

自 2020年 7月入职以来积极

完成科研工作，研究领域覆盖

临床医学、卫生经济学、卫生

政策和卫生管理理论，主动申

请申报课题 2项，发表专著 1
部。

35 徐建

思政课从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优化研究
中央高校基本科

研业务经费
主持 2018.01-2019.06

主要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的教学进行理论研究,对课程

线上平台进行建设。

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内容和评价改革
中国药科大学校

级教改课题
主持 2017.06-2019.06

《社会契约论》经典导读课程立项
中国药科大学校

级课程建设课题
主持 2019.06-2020.06

《政治学》研究生线上课程建设
中国药科大学校

级课程建设课题
主持 2020.12-2021.1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生线上课程建设
中国药科大学校

级课程建设课题
参与 2020.09-2021.09

36 王儒年

自由教育与通识教育关系研究 现代交际 通讯作者 2019.01.30 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的教学与研究，主要研究

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

史，近三学年以通讯作者以及

纽曼自由教育思想及其对大学思政教育的启

示

东北农业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
第一作者 2019.08.26

浅谈高校对“95后”非正式群体的管理 现代交际 通讯作者 2019.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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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身份发表数篇学术

论文。

浅析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现状与解决措

施
现代交际 通讯作者 2020.01.30

37 濮恒学

FDA行政管理指南
中国医药科技出

版社
主编 2018.01

联系教学内容进行科研工作，

用科研成果促进教学开展。
FDA监管程序手册

中国医药科技出

版社
主编 20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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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专项合格评估方案附表 11

3.9.2 近三学年的MPA教师管理实践经历汇总表

填表日期：2021年 06月 25日
指标 比例

具有管理实践经历的专职教师比例 20%
序号 姓名 管理实践经历（含挂职、兼职等） 实践单位、部门 实践起讫时间 承担的工作

1 马爱霞

中国中药协会药物经济学专委会 中国中药协会 2015年至今 副主任委员

中国药学会药物经济学专业委员会 中国药学会 2008年至今 委员

江苏省药学会药物经济学专委会 江苏省药学会 2015年至今 主任委员

2 常峰

国际卫计委药物政策专家库 国际卫计委 2016年至今 专家

中国卫生经济学会药物政策专委会 中国卫生经济学会 2017年至今 副主任委员

江苏省价格协会医药价格分会 江苏省价格协会 2015年至今 副会长

3 陈永法

中国医药新闻信息协会政策研究中心 中国医药新闻信息协会 2017年至今 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药品监管研究会

药品监管史专业委员会
中国药品监管研究会 2014年至今 副主任委员

中国药学会药事管理专业委员会 中国药学会 2016年至今 委员

4 徐伟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医疗保障专业委员会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 2016年至今 委员

5 唐文熙

江苏省药学会药物经济学专业委员会 江苏省药学会 2015.11至今 委员

医药卫生管理高校联盟青年委员会 医药卫生管理高校联盟 2016.11至今 副秘书长

青年编委 《中国医院管理》 2018.12至今 委员

公立医院评估专家 国务院发改委 2017年至今 专家

6 刘永军 江苏艾洛特医药研究院董事会 江苏艾洛特医药研究院 2018.08.31至今 商业模式设计、政府关系维护

7 陈在余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科教司重大专项处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2017.09—2018.08 药物经济评价项目管理

8 张乐乐 苏州市生物医药产业创新中心 苏州市生物医药产业园 2020.08至今 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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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专项合格评估方案附表 12

3.10.1 近三学年的MPA师资培训情况汇总表

填表日期：2021年 06月 25日
序号 指标 次数或情况

1 参加全国MPA教指委主办的师资培训活动的人次 26人次

2 MPA核心课程教师参加师资培训活动的总人次 112人次

3 是否每位MPA核心课程教师每年均参加 1次以上师资培训活动 是

序号 姓名
是否为MPA
核心课程教师

参加的师资

培训活动名称
主办单位

活动规模

（参加人数）
活动的主要内容

活动起讫

时间

1 茅宁莹 是

全国MPA“应急管

理”专业方向建设

及师资培训研讨会

全国公共管理专

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指导委员会

280余名教师

1. 邀请相关专家做“应急管理”相关专

题报告；

2. 研讨交流MPA“应急管理”关专题、

专业方向及课程建设。

2020.05.23-
2020.05.24

第三届案例大赛启

动会暨参赛培训会

全国公共管理专

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指导委员会

420余名师生

1.邀请本次师资培训督导介绍案例大赛

评选标准、流程和规则；

2. 邀请案例大赛决赛案例作者等案例

教学专家介绍案例编写经验；

3. 邀请第二届案例大赛最佳案例奖队

伍分享案例编写经验；

4. 邀请第二届案例大赛四强队伍指导

教师和队长分享参赛经验；

5. 邀请第二届案例大赛优秀组织奖院

校代表分享组织经验。

2018.09.29
2018.09.30

首届全国医药类院

校MPA教育发展

论坛暨医药类院校

MPA教育联盟筹

浙江中医药大学 近 100人 医药类院校MPA建设经验交流与分享。 2019.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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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会议

新时代国家治理与

以能力为中心的

MPA教育

中国药科大学 100余名师生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全国

公共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

会秘书长杨开峰教授基于全国 MPA 教

育发展的现状及未来趋势，结合中国人

民大学公管学院 MPA 教育的经验与做

法，从MPA 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适

应国家需求的培养能力、适应能力要求

的培养内容、适应能力要求的教学方式

等四个方面做了全面阐述。报告采用了

大量的实证数据，从多个国际视角阐述，

理论探讨与案例讲述相结合，观点新颖，

内容充实。

2019.01.04

从传统公共行政到

现代公共行政—西

方理论与中国借鉴

中国药科大学 约 100人

丁煌教授系统全面地回顾了我国公共管

理学科建设历史与发展现状，结合当前

我国社会与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对公

共管理学科的重要价值进行了深刻地分

析；丁教授通过阐述我国与西方国家行

政管理的行政生态环境的不同，提出我

国公共管理研究与学科建设应该有选择

地借鉴西方公共管理学的理论成果、方

法和原则。

2018.09.21

国际医药商学院举

行MPA兼职导师

聘任仪式暨“当我

遇见那些生而不凡

的生命”学术报告

中国药科大学

MPA专职教师

马爱霞、徐伟、

茅宁莹、常峰、

褚淑贞、徐丽华、

李亦兵、徐怀伏、

陈在余、唐文熙、

1. 马爱霞院长介绍了学院的办学定位、

学科发展、科研团队、学术活动、MPA
专业建设等情况；

2. 朱红书记宣读公共管理MPA专业兼

职导师的聘用决定，马爱霞院长向三位

兼职导师颁发聘书；

2020.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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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吉芳、席晓宇、

蒋蓉、李树祥、

柳鹏程、刘佳源、

刘立春、张乐乐、

田磊、李洪超等

50余名师生

3. 李林康理事长还为参会师生做了学

术报告《当我遇见那些生而不凡的生

命》，分享了自己与罕见病成骨不全症

的结缘以及多年努力推动政策的成果。

健康经济大讲堂 中国药科大学 100余名师生

南京审计大学经济学院王洪亮教授围绕

“中国居民健康不平等的实证分析”，在

对传统研究方向进行改进的基础上，重

点 介 绍 了 Generalized Ordered Logit
Model 与 RIF-I-OLS 研究方法，并对研

究结果进行了讨论，指出了未来可以进

一步展开研究的方向。

2020.11.21

2 曹阳 是

全国MPA核心课

程“公共经济学”教
学与案例研讨会

全国公共管理专

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指导委员会

110余名教师

关于《公共经济学》教学纲要修订的说

明、公共经济学课程教学经验分享、《公

共经济学》的启发式教学要点、公共经

济学与公共管理、优化资源配置视角下

新旧动能转换的现实需求与实现路径、

共经济学视角下的放管服改革与营商

环境建设、公共经济学的地方实践。

2019.12.28-
2019.12.29

健康经济大讲堂 中国药科大学 100余名师生

南京审计大学经济学院王洪亮教授围绕

“中国居民健康不平等的实证分析”，在

对传统研究方向进行改进的基础上，重

点 介 绍 了 Generalized Ordered Logit
Model 与 RIF-I-OLS 研究方法，并对研

究结果进行了讨论，指出了未来可以进

一步展开研究的方向。

2020.11.21

EQ-5D量表应用研 中国药科大学 药物经济学专业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经济教研室 2018.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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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的部分教师、研

究生以及部分本

科生

副研究员王沛博士全面系统地向与会师

生们介绍了 EQ-5D量表的使用，并通过

展示量表和实例分析生动地比较了

EQ-5D-3L与EQ-5D-5L在健康效用值测

量以及应用时的区别。王沛博士还通过

回顾相关中英文文献，对 EQ-5D在非卫

生经济学和卫生经济学中的应用分别进

行了详细阐述，并简要分析了 EQ-5D现

今的研究现状，对学术研究方向提出了

许多建设性的建议。

3 徐怀伏 是

全国MPA核心课

程“公共管理”教学

与案例研讨会

全国公共管理专

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指导委员会

149名教师 邀请专家做“公共管理”的专题报告。
2019.11.23-
2019.11.24

全国MPA核心课

程“公共管理”教学

与案例研讨会

全国公共管理专

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指导委员会

175名教师 邀请专家做“公共管理”的专题报告。
2019.04.20-
2019.04.21

全国MPA“公共危

机与应急管理”课
程教学与案例研讨

会

全国公共管理专

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指导委员会

160余名教师
邀请专家做“公共危机与应急管理”的
专题报告。

2019.03.23-
2019.03.24

第三届案例大赛启

动会暨参赛培训会

全国公共管理专

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指导委员会

420余名师生

1.邀请本次师资培训督导介绍案例大赛

评选标准、流程和规则；

2.邀请案例大赛决赛案例作者等案例教

学专家介绍案例编写经验；

3.邀请第二届案例大赛最佳案例奖队伍

分享案例编写经验；

4.邀请第二届案例大赛四强队伍指导教

师和队长分享参赛经验；

2018.09.29
2018.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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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邀请第二届案例大赛优秀组织奖院校

代表分享组织经验。

国际医药商学院举

行MPA兼职导师

聘任仪式暨“当我

遇见那些生而不凡

的生命”学术报告

中国药科大学

MPA专职教师

马爱霞、徐伟、

茅宁莹、常峰、

褚淑贞、徐丽华、

李亦兵、徐怀伏、

陈在余、唐文熙、

周吉芳、席晓宇、

蒋蓉、李树祥、

柳鹏程、刘佳源、

刘立春、张乐乐、

田磊、李洪超等

50余名师生

1. 马爱霞院长介绍了学院的办学定位、

学科发展、科研团队、学术活动、MPA
专业建设等情况；

2. 朱红书记宣读公共管理MPA专业兼

职导师的聘用决定，马爱霞院长向三位

兼职导师颁发聘书；

3. 李林康理事长还为参会师生做了学

术报告《当我遇见那些生而不凡的生

命》，分享了自己与罕见病成骨不全症

的结缘以及多年努力推动政策的成果。

2020.11.26

4 胡霞 是

全国MPA核心课

程“公共经济学”教
学与案例研讨会

全国公共管理专

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指导委员会

110余名教师

关于《公共经济学》教学纲要修订的说

明、公共经济学课程教学经验分享、《公

共经济学》的启发式教学要点、公共经

济学与公共管理、优化资源配置视角下

新旧动能转换的现实需求与实现路径、

共经济学视角下的放管服改革与营商

环境建设、公共经济学的地方实践。

2019.12.28-
2019.12.29

2020第四届中国药

科大学药物经济学

能力建设项目

江苏省药学会药

物经济学专业委

员会和中国药科

大学药物经济学

评价研究中心

近 200人 系统讲授了卫生技术评估及药物济学的

专业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
2020.09.24-
2020.09.27

2018年中国药科大

学药物经济学能力
中国药科大学 50余人 药物经济学理论方法介绍与实战训练。

2018.10.20-
2018.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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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

—TreeAge Pro软件

应用培训班

5 吴方 是

全国MPA核心课

程“社会组织管理”
教学与案例研讨会

全国公共管理专

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指导委员会

180余名教师
邀请专家做有关“社会组织管理”的专

题报告。
2021.03.27-
2021.03.28

专家思想进团队—
如何提高学术能

力？

中国药科大学 近 50名师生
《党政研究》编辑郝儒杰做“如何提高论

文写作能力”专题报告。
2021.04.19

第七期江苏省骨干

研究生导师研修班

江苏省学位委员

会、江苏省教育厅
70余人

研修班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研究生教育工作重要指示以及全国研究

生教育会议精神开展主题班会，学员们

踊跃发言，就自身学习体会和工作实际

进行深入的交流与研讨。

2020.08.24-
2020.08.28

中国人民大学人力

资源师资培训班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100余人 人力资源管理学习。

2019.08.02-
2019.08.04

Social Networks in
a Transnational

World:Chinese and
Indian

Entrepreneurs in the
United States

加利福尼亚大学

洛杉矶分校
30余人 中、美、印度学者关于社会网络的交流。 2018.10.13

美国南加州大学国

际药政管理研究中

心访问学者

美国南加州大学 — 医药行业政策与监管学习交流。
2018.04.12-
2019.04.25

6 侯艳红 是

MPA核心课程“公
共伦理”教学与案

例研讨会

全国公共管理专

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指导委员会

约 300人 “公共伦理”教学与案例研讨。
2021.05.15-
2021.05.16

专家思想进团队— 中国药科大学 近 50名师生 《党政研究》编辑郝儒杰做“如何提高论 2021.0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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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提高学术能

力？

文写作能力”专题报告。

“江苏MPA论坛”
暨“江苏师大公共

管理研究生论坛”

第十届江苏MPA
论坛组委会、江苏

师范大学公共管

理与社会学院、江

苏师范大学MPA
教育中心

150余名师生

1. 总结 20年来江苏公共管理专业硕士

教育的经验，推动江苏MPA 院校间的

合作，增加MPA 研究生之间的学术交

流，进一步扩大江苏MPA 教育在全国

的影响；

2. 公共管理研究生论文比赛。

2020.11.14

“礼来杯”第十五届

中国医药经管法研

究生论坛暨健康产

业发展研究论坛

中国药科大学国

际医药商学院
100余人

开展学术分享与交流，共同探讨我国医

药卫生体制改革现状与发展。
2019.12.08

“礼来杯”第十四届

医药经管法研究生

论坛暨健康产业发

展论坛

中国药科大学国

际医药商学院
100余人

1. 学习了药品供应保障与基本药物政

策新思路；

2. 深入学习与了解全民医保发展形势

与内在矛盾。

2018.12.02

7 唐文熙 是

全国MPA核心课

程“社会研究方法”
教学与案例研讨会

全国公共管理专

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指导委员会

240余名教师 邀请专家依次授课。
2021.01.16-
2021.01.17

第五届中国研究生

公共管理案例大赛

启动会暨参赛培训

会

全国公共管理专

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指导委员会

1.7万人

1. 总结第四届中国研究生公共管理案

例大赛的参赛经验，进一步探讨 MPA
案例教学方法，提升案例编写和案例教

学水平，推动MPA教育质量提升；

2. 对各MPA培养单位师生进行赛前培

训，讲授案例编写的原则、方法和基本

要求，进一步提升案例编写质量，并引

导 MPA学生关注公共管理实际问题，

探寻更好的治理之道。

2020.10.11
全天、

2020.10.12-
2020.10.18

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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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全国医药类

院校 MPA 教育发

展论坛暨“新时代

新文科 新公管”研
讨会

全国医药类院校

MPA教育联盟
300人 MPA教育发展研讨。

2020.12.18-
2020.12. 20

国际医药商学院举

行MPA兼职导师

聘任仪式暨“当我

遇见那些生而不凡

的生命”学术报告

中国药科大学

MPA专职教师

马爱霞、徐伟、

茅宁莹、常峰、

褚淑贞、徐丽华、

李亦兵、徐怀伏、

陈在余、唐文熙、

周吉芳、席晓宇、

蒋蓉、李树祥、

柳鹏程、刘佳源、

刘立春、张乐乐、

田磊、李洪超等

50余名师生

1. 马爱霞院长介绍了学院的办学定位、

学科发展、科研团队、学术活动、MPA
专业建设等情况；

2. 朱红书记宣读公共管理MPA专业兼

职导师的聘用决定，马爱霞院长向三位

兼职导师颁发聘书；

3. 李林康理事长还为参会师生做了学

术报告《当我遇见那些生而不凡的生

命》，分享了自己与罕见病成骨不全症

的结缘以及多年努力推动政策的成果。

2020.11.26

“江苏MPA论坛”
暨“江苏师大公共

管理研究生论坛”

第十届江苏MPA
论坛组委会、江苏

师范大学公共管

理与社会学院、江

苏师范大学MPA
教育中心

150余名师生

1. 总结 20年来江苏公共管理专业硕士

教育的经验，推动江苏MPA 院校间的

合作，增加 MPA 研究生之间的学术交

流， 进一步扩大江苏MPA教育在全国

的影响；

2. 公共管理研究生论文比赛。

2020.11.14

我国生物类似药审

评审批及医保管理

研讨会

中国药科大学 100人 探讨我国我国生物类似药审评审批及医

保管理体系建设。
2019.06.15

2018年中国药科大

学药物经济学能力
中国药科大学 50余人 药物经济学理论方法介绍与实战训练。

2018.10.20-
2018.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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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

——TreeAge Pro软
件应用培训班

8 蒋蓉 是

全国MPA核心课

程“社会研究方法”
教学案例研讨会

全国公共管理专

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指导委员会

170余名教师

专题讲座和研讨，讲座内容有《例解方

法》、《社会研究方法慕课教学》、《案

例教学》、《公共管理的大数据方法》、

《MPA论文中案例研究方法和规范》、

《质性研究中的田野调查和研究》、

《MPA社会研究方法课程设计》。

2018.11.10-
2018.11.11

国际医药商学院举

行MPA兼职导师

聘任仪式暨“当我

遇见那些生而不凡

的生命”学术报告

中国药科大学

MPA专职教师

马爱霞、徐伟、

茅宁莹、常峰、

褚淑贞、徐丽华、

李亦兵、徐怀伏、

陈在余、唐文熙、

周吉芳、席晓宇、

蒋蓉、李树祥、

柳鹏程、刘佳源、

刘立春、张乐乐、

田磊、李洪超等

50余名师生

1. 马爱霞院长介绍了学院的办学定位、

学科发展、科研团队、学术活动、MPA
专业建设等情况；

2. 朱红书记宣读公共管理MPA专业兼

职导师的聘用决定，马爱霞院长向三位

兼职导师颁发聘书；

3. 李林康理事长还为参会师生做了学

术报告《当我遇见那些生而不凡的生

命》，分享了自己与罕见病成骨不全症

的结缘以及多年努力推动政策的成果。

2020.11.26

“礼来杯”第十五届

中国医药经管法研

究生论坛暨健康产

业发展研究论坛

中国药科大学国

际医药商学院
100余名

开展学术分享与交流，共同探讨我国医

药卫生体制改革现状与发展。
2019.12.08

我国台湾地区医药

管理制度系列讲座
中国药科大学 160余人

报告主题分别为：《台湾地区药物品质

与使用安全管理法制》（余万能理事长）、

《台湾地区健保法制与支付制度》（陈

2018.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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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沛副教授）、《医疗机构与数据管理》

（余启民副教授）。

9 李树祥 是

第三届比较公共管

理/政策研究与教

学研讨会

全国公共管理专

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指导委员会

120余名教师 比较公共管理/政策：机遇、创新与路径
2018.10.20-
2018.10.21

全国MPA学位论

文分类与写作研讨

会暨第八届优秀论

文经验分享会

全国公共管理专

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指导委员会

283名教师、29
名学生

分享MPA论文写作的指导经验与写作

经验。
2019.11.09-
2019.11.10

国际医药商学院举

行MPA兼职导师

聘任仪式暨“当我

遇见那些生而不凡

的生命”学术报告

中国药科大学

MPA专职教师

马爱霞、徐伟、

茅宁莹、常峰、

褚淑贞、徐丽华、

李亦兵、徐怀伏、

陈在余、唐文熙、

周吉芳、席晓宇、

蒋蓉、李树祥、

柳鹏程、刘佳源、

刘立春、张乐乐、

田磊、李洪超等

50余名师生

1. 马爱霞院长介绍了学院的办学定位、

学科发展、科研团队、学术活动、MPA
专业建设等情况；

2. 朱红书记宣读公共管理MPA专业兼

职导师的聘用决定，马爱霞院长向三位

兼职导师颁发聘书；

3. 李林康理事长还为参会师生做了学

术报告《当我遇见那些生而不凡的生

命》，分享了自己与罕见病成骨不全症

的结缘以及多年努力推动政策的成果。

2020.11.26

10 刘佳源 是

第三届中国研究生

公共管理案例大赛

全国公共管理专

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指导委员会

约 100人 公共管理案例大赛。
2019.05.30-
2019.05.31

全国MPA“公共政

策分析”教学与案

例研讨会

全国公共管理专

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指导委员会

近 200名教师
邀请专家做有关“公共政策分析”的专

题报告。
2019.03.30-
2019.03.31

全国MPA“领导理 全国公共管理专 130余名教师 邀请专家做有关“领导理论与实践”的 2019.01.05-
2019.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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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与实践”课程教

学与案例研讨会

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指导委员会

专题报告。

国际医药商学院举

行MPA兼职导师

聘任仪式暨“当我

遇见那些生而不凡

的生命”学术报告

中国药科大学

MPA专职教师

马爱霞、徐伟、

茅宁莹、常峰、

褚淑贞、徐丽华、

李亦兵、徐怀伏、

陈在余、唐文熙、

周吉芳、席晓宇、

蒋蓉、李树祥、

柳鹏程、刘佳源、

刘立春、张乐乐、

田磊、李洪超等

50余名师生

1. 马爱霞院长介绍了学院的办学定位、

学科发展、科研团队、学术活动、MPA
专业建设等情况；

2. 朱红书记宣读公共管理MPA专业兼

职导师的聘用决定，马爱霞院长向三位

兼职导师颁发聘书；

3. 李林康理事长还为参会师生做了学

术报告《当我遇见那些生而不凡的生

命》，分享了自己与罕见病成骨不全症

的结缘以及多年努力推动政策的成果。

2020.11.26

“礼来杯”第十五届

中国医药经管法研

究生论坛暨健康产

业发展研究论坛

中国药科大学国

际医药商学院
100余人

开展学术分享与交流，共同探讨我国医

药卫生体制改革现状与发展。
2019.12.08

11 徐伟 否

2020全国MPA院

长工作会议

全国公共管理专

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指导委员会

400余人

1. “应急管理专业方向及课程建设”和
“‘互联网+’背景下的MPA教学改革”专
题研讨会；

2. 2020年全国MPA院长工作会。

2020.11.04
下午、

2020.11.05
全天

江苏公共管理学科

联盟成立大会

江苏省管理学类

研究生教育指导

委员会

近 100人 建立江苏省公共管理学科联盟。 2020.12.27

第十届江苏MPA
论坛暨江苏师大公

共管理研究生论坛

江苏MPA论坛组

委会
200人 总结江苏省 MPA 教育经验，推动江苏

省MPA院校间合作。
2020.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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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际药品集中采购

工作交流会

各省卫健委及药

品集中采购部门
近 100人 省际药品（高值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工

作交流。
2018.09.16

国际医药商学院举

行MPA兼职导师

聘任仪式暨“当我

遇见那些生而不凡

的生命”学术报告

中国药科大学

MPA专职教师

马爱霞、徐伟、

茅宁莹、常峰、

褚淑贞、徐丽华、

李亦兵、徐怀伏、

陈在余、唐文熙、

周吉芳、席晓宇、

蒋蓉、李树祥、

柳鹏程、刘佳源、

刘立春、张乐乐、

田磊、李洪超等

50余名师生

1. 马爱霞院长介绍了学院的办学定位、

学科发展、科研团队、学术活动、MPA
专业建设等情况；

2. 朱红书记宣读公共管理MPA专业兼

职导师的聘用决定，马爱霞院长向三位

兼职导师颁发聘书；

3. 李林康理事长还为参会师生做了学

术报告《当我遇见那些生而不凡的生

命》，分享了自己与罕见病成骨不全症

的结缘以及多年努力推动政策的成果。

2020.11.26

我国生物类似药审

评审批及医保管理

研讨会

中国药科大学 100人 探讨我国生物类似药审评审批及医保管

理体系建设。
2019.06.15

12 梁毅 否

全国MPA“政府绩

效管理”课程教学

与案例研讨会

全国公共管理专

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指导委员会

130余名教师
邀请专家做有关“政府绩效管理”的专

题报告。
2019.04.13-
2019.04.14

新时代国家治理与

以能力为中心的

MPA教育

中国药科大学 100余名师生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全国

公共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

会秘书长杨开峰教授基于全国 MPA 教

育发展的现状及未来趋势，结合中国人

民大学公管学院 MPA 教育的经验与做

法，从MPA 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适

应国家需求的培养能力、适应能力要求

的培养内容、适应能力要求的教学方式

2019.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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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四个方面做了全面阐述。报告采用了

大量的实证数据，从多个国际视角阐述，

理论探讨与案例讲述相结合，观点新颖，

内容充实。

从传统公共行政到

现代公共行政—西

方理论与中国借鉴

中国药科大学 约 100人

丁煌教授回顾了我国公共管理学科建设

历史与发展现状，结合当前我国社会与

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对公共管理学科

的重要价值进行了深刻地分析；丁教授

通过阐述我国与西方国家行政管理的行

政生态环境的不同，提出我国公共管理

研究与学科建设应该有选择地借鉴西方

公共管理学的理论成果、方法和原则。

2018.09.21

2020年甘肃省《药

品管理法》、《疫

苗管理法》培训班

江苏省药监局党

组书记、局长王胜
230余人

1.上海市食品药品安全研究会会长唐民

皓教授详细解读了《疫苗管理法》和《药

品管理法》；

2.梁毅教授围绕药品流通领域如何落实

《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作专题报告；

3.国家级药品 GSP检查员就如何做好药

品流通领域监管执法工作作专题辅导。

2020.10.27-
2020.10.28

我国生物类似药审

评审批及医保管理

研讨会

中国药科大学 100人 探讨我国我国生物类似药审评审批及医

保管理体系建设。
2019.06.15

13 褚淑贞 否

全国MPA学位论

文分类与撰写指导

研讨会

全国公共管理专

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指导委员会

350余名师生

1. 邀请专家做“学位论文”专题报告：

2. 指导教师代表分享指导经验、论文作

者代表分享撰写经验；

3. 分享制定MPA学位论文分类文件的

经验。

2018.12.28-
2018.12.29

全国MPA教学管 全国公共管理专 220多名代表 MPA教学管理中心的相关问题。 2018.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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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作研讨会 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指导委员会

新时代国家治理与

以能力为中心的

MPA教育

中国药科大学 100余名师生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全国

公共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

会秘书长杨开峰教授基于全国 MPA 教

育发展的现状及未来趋势，结合中国人

民大学公管学院 MPA 教育的经验与做

法，从MPA 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适

应国家需求的培养能力、适应能力要求

的培养内容、适应能力要求的教学方式

等四个方面做了全面阐述。报告采用了

大量的实证数据，从多个国际视角阐述，

理论探讨与案例讲述相结合，观点新颖，

内容充实。

2019.01.04

社会保障的学科定

位、发展状况与未

来趋势

中国药科大学 100余人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全国著名社会

保障专家童星教授做《社会保障的学科

定位、发展状况与未来趋势》报告。

2019.11.14

国际医药商学院举

行MPA兼职导师

聘任仪式暨“当我

遇见那些生而不凡

的生命”学术报告

中国药科大学

MPA专职教师

马爱霞、徐伟、

茅宁莹、常峰、

褚淑贞、徐丽华、

李亦兵、徐怀伏、

陈在余、唐文熙、

周吉芳、席晓宇、

蒋蓉、李树祥、

柳鹏程、刘佳源、

刘立春、张乐乐、

田磊、李洪超等

1. 马爱霞院长介绍了学院的办学定位、

学科发展、科研团队、学术活动、MPA
专业建设等情况；

2. 朱红书记宣读公共管理MPA专业兼

职导师的聘用决定，马爱霞院长向三位

兼职导师颁发聘书；

3. 李林康理事长还为参会师生做了学

术报告《当我遇见那些生而不凡的生

命》，分享了自己与罕见病成骨不全症

的结缘以及多年努力推动政策的成果。

2020.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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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余名师生

14 李亦兵 否

全国MPA“社会保

障”课程教学与案

例研讨会

全国公共管理专

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指导委员会

130余名教师 邀请专家做“社会保障”的专题报告。
2018.12.08-
2018.12.09

国际医药商学院举

行MPA兼职导师

聘任仪式暨“当我

遇见那些生而不凡

的生命”学术报告

中国药科大学

MPA专职教师

马爱霞、徐伟、

茅宁莹、常峰、

褚淑贞、徐丽华、

李亦兵、徐怀伏、

陈在余、唐文熙、

周吉芳、席晓宇、

蒋蓉、李树祥、

柳鹏程、刘佳源、

刘立春、张乐乐、

田磊、李洪超等

50余名师生

1. 马爱霞院长介绍了学院的办学定位、

学科发展、科研团队、学术活动、MPA
专业建设等情况；

2. 朱红书记宣读公共管理MPA专业兼

职导师的聘用决定，马爱霞院长向三位

兼职导师颁发聘书；

3. 李林康理事长还为参会师生做了学

术报告《当我遇见那些生而不凡的生

命》，分享了自己与罕见病成骨不全症

的结缘以及多年努力推动政策的成果。

2020.11.26

社会保障的学科定

位、发展状况与未

来趋势

中国药科大学 100余人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全国著名社会

保障专家童星教授做《社会保障的学科

定位、发展状况与未来趋势》报告。

2019.11.14

15 陈在余 否

第四届中国研究生

公共管理案例大赛

启动会暨参赛培训

会

全国公共管理专

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指导委员会

450余名师生

1. 学习 MPA 教学管理有关的最新政

策、文件；

2. 交流MPA教学管理工作经验和心得

等；

3. 研究MPA教学管理工作面临的基于

和挑战。

2019.10.19-
2019.10.20

国际医药商学院举

行MPA兼职导师

聘任仪式暨“当我

中国药科大学

MPA专职教师

马爱霞、徐伟、

茅宁莹、常峰、

1. 马爱霞院长介绍了学院的办学定位、

学科发展、科研团队、学术活动、MPA
专业建设等情况；

2020.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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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见那些生而不凡

的生命”学术报告

褚淑贞、徐丽华、

李亦兵、徐怀伏、

陈在余、唐文熙、

周吉芳、席晓宇、

蒋蓉、李树祥、

柳鹏程、刘佳源、

刘立春、张乐乐、

田磊、李洪超等

50余名师生

2. 朱红书记宣读公共管理MPA专业兼

职导师的聘用决定，马爱霞院长向三位

兼职导师颁发聘书；

3. 李林康理事长还为参会师生做了学

术报告《当我遇见那些生而不凡的生

命》，分享了自己与罕见病成骨不全症

的结缘以及多年努力推动政策的成果。

“礼来杯”第十四届

医药经管法研究生

论坛暨健康产业发

展论坛

中国药科大学国

际医药商学院
100余人

1. 学习了药品供应保障与基本药物政

策新思路；

2. 深入学习与了解全民医保发展形势

与内在矛盾。

2018.12.02

16 柳鹏程 否

全国MPA核心课

程“公共政策分析”
教学与案例研讨会

全国公共管理专

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指导委员会

210余名教师
邀请专家做有关“公共政策分析”的专

题报告。
2020.07.11-
2020.07.12

国际医药商学院举

行MPA兼职导师

聘任仪式暨“当我

遇见那些生而不凡

的生命”学术报告

中国药科大学

MPA专职教师

马爱霞、徐伟、

茅宁莹、常峰、

褚淑贞、徐丽华、

李亦兵、徐怀伏、

陈在余、唐文熙、

周吉芳、席晓宇、

蒋蓉、李树祥、

柳鹏程、刘佳源、

刘立春、张乐乐、

田磊、李洪超等

50余名师生

1. 马爱霞院长介绍了学院的办学定位、

学科发展、科研团队、学术活动、MPA
专业建设等情况；

2. 朱红书记宣读公共管理MPA专业兼

职导师的聘用决定，马爱霞院长向三位

兼职导师颁发聘书；

3. 李林康理事长还为参会师生做了学

术报告《当我遇见那些生而不凡的生

命》，分享了自己与罕见病成骨不全症

的结缘以及多年努力推动政策的成果。

2020.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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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来杯”第十四届

医药经管法研究生

论坛暨健康产业发

展论坛

中国药科大学国

际医药商学院
100余人

1. 学习了药品供应保障与基本药物政

策新思路；

2. 深入学习与了解全民医保发展形势

与内在矛盾。

2018.12.02

17 李洪超 否

全国MPA学位论

文分类与写作研讨

会暨第八届优秀论

文分享会

全国公共管理专

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指导委员会

约 3000人 MPA学位论文写作。
2019.11.09-
2019.11.10

国际医药商学院举

行MPA兼职导师

聘任仪式暨“当我

遇见那些生而不凡

的生命”学术报告

中国药科大学

MPA专职教师

马爱霞、徐伟、

茅宁莹、常峰、

褚淑贞、徐丽华、

李亦兵、徐怀伏、

陈在余、唐文熙、

周吉芳、席晓宇、

蒋蓉、李树祥、

柳鹏程、刘佳源、

刘立春、张乐乐、

田磊、李洪超等

50余名师生

1. 马爱霞院长介绍了学院的办学定位、

学科发展、科研团队、学术活动、MPA
专业建设等情况；

2. 朱红书记宣读公共管理MPA专业兼

职导师的聘用决定，马爱霞院长向三位

兼职导师颁发聘书；

3. 李林康理事长还为参会师生做了学

术报告《当我遇见那些生而不凡的生

命》，分享了自己与罕见病成骨不全症

的结缘以及多年努力推动政策的成果。

2020.11.26

当前健康效用研究

的热点问题
中国药科大学

药物经济学专业

的部分教师、博

士和硕士研究生

新加坡国立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和医学院

的罗南教授从新的估值方法——离散选

择实验、新的效用值工具、基于经验和

想象的健康状态效用值、EQ-5D四方面

来介绍当前关于健康效用研究的热点问

题。罗南教授首先介绍了关于离散选择

实验的历史和流程，并以 EQ-5D为例阐

述了这种新的估值方法的应用；接着讲

2019.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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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了 QLUC-10D 和 PROPr 这两种新的

健康效用值工具，分析比较了经验的和

想象两种测量健康状态效用值方式的优

缺点，最后引入了当前关于 EQ-5D量表

研究的的三个热点问题：儿童版、农村

人群、文化适用性。

Responsiveness and
Minimally
Important

Difference: What,
Why, and How

中国药科大学

药物经济学专业

的部分教师、博

士和硕士研究生

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金雪晶博士讨论了

“Measure”和“Measurement”的联系与区

别，介绍了量表测量过程中的响应度

（Responsiveness）的相关概念与计算知

识，并阐述了最小显著变化（Minimally
Important Difference，MID）的定义、计

算方式、在 PRO评估中的应用与存在的

一些局限。

2018.12.12

EQ-5D量表应用研

究
中国药科大学

药物经济学专业

的部分教师、研

究生以及部分本

科生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经济教研室

副研究员王沛博士全面系统地向与会师

生们介绍了 EQ-5D量表的使用，并通过

展示量表和实例分析生动地比较了

EQ-5D-3L与EQ-5D-5L在健康效用值测

量以及应用时的区别。王沛博士还通过

回顾相关中英文文献，对 EQ-5D在非卫

生经济学和卫生经济学中的应用分别进

行了详细阐述，并简要分析了 EQ-5D现

今的研究现状，对学术研究方向提出了

许多建设性的建议。

2018.12.05

真实世界数据及大

数据在医保决策中

的使用及国际最新

中国药科大学 100余人

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吕志强博士以简洁

生动的语言向与会师生介绍了真实世界

数据和大数据的概念、使用真实世界数

2018.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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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展 据做医保决策的优势、美国真实世界数

据在医保决策的使用现状，以及美国和

国际新方法的前沿动态等内容。

18 邵蓉 是

第二届“三医联动”
下的粤港澳大湾区

医药企业发展战略

高峰论坛

广东省药学会、广

东省生物医药创

新技术协会、东莞

暨南大学研究院、

知一学堂

近 500人

研讨新形势下医药行业如何变局？医药

企业发展战略如何优化与调整？尤其是

医药企业在新产品研发、创新技术提升、

市场准入方面的战略。“三医联动”的主

体之间如何交流对话？

2020.12.26-
2020.12.27

第四届药品安全与

政策国际论坛

西安交通大学药

品安全与政策研

究中心、美国哈佛

医学院人口医学

系、陕西省卫生改

革发展研究中心、

ISPOR中国西北

分会

350人

国内外专家学者共同探讨药品安全与政

策研究新进展，围绕新修订的《药品管

理法》开展药事管理热点问题研讨，并

积极推动国内外在该领域的能力建设和

多方合作。

2019.09.27-
2019.09.29

省际药品集中采购

工作交流会

各省卫健委及药

品集中采购部门
近 100人 省际药品（高值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工

作交流。
2018.09.16

19 陈永法 是

国际药事监管科学

论坛暨首届教育者

峰会

中国药科大学
70余位药事监管

领域的教育学者

1.围绕药事监管科学相关专业设置情

况，由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南加州

大学、马里兰大学、乔治亚大学，欧洲

药事监管科学协会（TOPRO）、乌德勒

支大学、哥本哈根大学，韩国成均馆大

学、延世大学、梨花女子大学，北京大

学、西安交通大学、沈阳药科大学、澳

门大学及中国药科大学等 15 所高校就

各校的学科规划、课程设置、师资力量

等进行专题介绍；

2020.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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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与会代表还围绕“产业发展背景下的

药事监管学科发展”和“全球化背景下的

国际化人才培养”两大主题，就监管科学

与医药产业发展需求、医药产业全球化

与监管科学人才培养的课程设计、国内

外高校间深入协作等话题开展圆桌研

讨。

第四届药品安全与

政策国际论坛

西安交通大学药

品安全与政策研

究中心、美国哈佛

医学院人口医学

系、陕西省卫生改

革发展研究中心、

ISPOR中国西北

分会

350人

国内外专家学者共同探讨药品安全与政

策研究新进展，围绕新修订的《药品管

理法》开展药事管理热点问题研讨，并

积极推动国内外在该领域的能力建设和

多方合作。

2019.09.27-
2019.09.29

我国台湾地区医药

管理制度系列讲座
中国药科大学 160余人

报告主题分别为：《台湾地区药物品质

与使用安全管理法制》（余万能理事长）、

《台湾地区健保法制与支付制度》（陈

俞沛副教授）、《医疗机构与数据管理》

（余启民副教授）。

2018.10.18

20 徐丽华 是

国际医药商学院举

行MPA兼职导师

聘任仪式暨“当我

遇见那些生而不凡

的生命”学术报告

中国药科大学

MPA专职教师

马爱霞、徐伟、

茅宁莹、常峰、

褚淑贞、徐丽华、

李亦兵、徐怀伏、

陈在余、唐文熙、

周吉芳、席晓宇、

蒋蓉、李树祥、

1. 马爱霞院长介绍了学院的办学定位、

学科发展、科研团队、学术活动、MPA
专业建设等情况；

2. 朱红书记宣读公共管理MPA专业兼

职导师的聘用决定，马爱霞院长向三位

兼职导师颁发聘书；

3. 李林康理事长还为参会师生做了学

术报告《当我遇见那些生而不凡的生

2020.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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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鹏程、刘佳源、

刘立春、张乐乐、

田磊、李洪超等

50余名师生

命》，分享了自己与罕见病成骨不全症

的结缘以及多年努力推动政策的成果。

社会保障的学科定

位、发展状况与未

来趋势

中国药科大学 100余人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全国著名社会

保障专家童星教授做《社会保障的学科

定位、发展状况与未来趋势》报告。

2019.11.14

从传统公共行政到

现代公共行政——
西方理论与中国借

鉴

中国药科大学 约 100人

丁煌教授全面系统回顾了我国公共管理

学科建设历史与发展现状，结合当前我

国社会与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对公共

管理学科的重要价值进行了深刻地分

析；丁教授通过阐述我国与西方国家行

政管理的行政生态环境的不同，提出我

国公共管理研究与学科建设应该有选择

地借鉴西方公共管理学的理论成果、方

法和原则。

2018.09.21

21 李勇 是

专家思想进团队—
如何提高学术能

力？

中国药科大学 近 50名师生
《党政研究》编辑郝儒杰做“如何提高论

文写作能力”专题报告。
2021.04.19

教育部第十二期马

工程重点教材任课

教师示范培训

教育部教材局 300人 对马工程教材《财政学》进行示范培训。
2019.11.11-
2019.11.14

从传统公共行政到

现代公共行政——
西方理论与中国借

鉴

中国药科大学 约 100人

丁煌教授回顾了我国公共管理学科建设

历史与发展现状，结合当前我国社会与

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对公共管理学科

的重要价值进行了深刻地分析；丁教授

通过阐述我国与西方国家行政管理的行

政生态环境的不同，提出我国公共管理

2018.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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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与学科建设应该有选择地借鉴西方

公共管理学的理论成果、方法和原则。

22 张乐乐 是

国际医药商学院举

行MPA兼职导师

聘任仪式暨“当我

遇见那些生而不凡

的生命”学术报告

中国药科大学

MPA专职教师

马爱霞、徐伟、

茅宁莹、常峰、

褚淑贞、徐丽华、

李亦兵、徐怀伏、

陈在余、唐文熙、

周吉芳、席晓宇、

蒋蓉、李树祥、

柳鹏程、刘佳源、

刘立春、张乐乐、

田磊、李洪超等

50余名师生

1. 马爱霞院长介绍了学院的办学定位、

学科发展、科研团队、学术活动、MPA
专业建设等情况；

2. 朱红书记宣读公共管理MPA专业兼

职导师的聘用决定，马爱霞院长向三位

兼职导师颁发聘书；

3. 李林康理事长还为参会师生做了学

术报告《当我遇见那些生而不凡的生

命》，分享了自己与罕见病成骨不全症

的结缘以及多年努力推动政策的成果。

2020.11.26

“礼来杯”第十五届

中国医药经管法研

究生论坛暨健康产

业发展研究论坛

中国药科大学国

际医药商学院
100余人

开展学术分享与交流，共同探讨我国医

药卫生体制改革现状与发展。
2019.12.08

“礼来杯”第十四届

医药经管法研究生

论坛暨健康产业发

展论坛

中国药科大学国

际医药商学院
100余人

1. 学习了药品供应保障与基本药物政

策新思路；

2. 深入学习与了解全民医保发展形势

与内在矛盾。

2018.12.02

23 马爱霞 否

国际医药商学院举

行MPA兼职导师

聘任仪式暨“当我

遇见那些生而不凡

的生命”学术报告

中国药科大学

MPA专职教师

马爱霞、徐伟、

茅宁莹、常峰、

褚淑贞、徐丽华、

李亦兵、徐怀伏、

陈在余、唐文熙、

1. 马爱霞院长介绍了学院的办学定位、

学科发展、科研团队、学术活动、MPA
专业建设等情况；

2. 朱红书记宣读公共管理MPA专业兼

职导师的聘用决定，马爱霞院长向三位

兼职导师颁发聘书；

2020.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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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吉芳、席晓宇、

蒋蓉、李树祥、

柳鹏程、刘佳源、

刘立春、张乐乐、

田磊、李洪超等

50余名师生

3. 李林康理事长还为参会师生做了学

术报告《当我遇见那些生而不凡的生

命》，分享了自己与罕见病成骨不全症

的结缘以及多年努力推动政策的成果。

第十一届华夏药物

经济学论坛

中国药科大学、中

国药学会药物经

济学专业委员会

世界各地的 50
多位学者、400
多位政府部门、

医药企业精英

就“卫生决策中经济证据的发展与应用、

上市后药品价值证据的应用、研究质量

与人才培养、重点疾病领域的证据研究、

患者报告产出与卫生技术评估、医保准

入国际经验及药物经济学研究方法与规

范进展”等药物经济学与卫生技术评估

领域的 7个热点焦点问题进行探讨。

2019.06.29-
2020.06.30

与加拿大阿尔伯塔

大学开展交流合作

座谈
中国药科大学 8人

1. 国际交流合作处朱志龙老师从建校

历史、院系设置、科研成果和学校联合

培养模式等方面向 Jeffery等人介绍了我

校及国际合作办学情况；

2. 丁锦希副院长对我院的本科教学、研

究生培养、科研团队建设作了重点介绍，

卫生经济教研室李洪超主任介绍了学院

课程设置，并分享了我院药物经济学评

价中心承接和参加课题情况；

3. Jeffery副院长从学校愿景和使命、科

研经费来源、人才培养、学位设置和毕

业要求等方面对阿尔伯塔大学进行了介

绍，着重介绍 APERSU健康测量团队；

4. 聘请 Jeffery Johnson教授为我院长期

合作教授和药物经济学评价中心首席顾

2019.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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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新时代国家治理与

以能力为中心的

MPA教育

中国药科大学 100余名师生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全国

公共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

会秘书长杨开峰教授基于全国 MPA 教

育发展的现状及未来趋势，结合中国人

民大学公管学院 MPA 教育的经验与做

法，从MPA 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适

应国家需求的培养能力、适应能力要求

的培养内容、适应能力要求的教学方式

等四个方面做了全面阐述。报告采用了

大量的实证数据，从多个国际视角阐述，

理论探讨与案例讲述相结合，观点新颖，

内容充实。

2019.01.04

从传统公共行政到

现代公共行政——
西方理论与中国借

鉴

中国药科大学 约 100人

丁煌教授回顾了我国公共管理学科建设

历史与发展现状，结合当前我国社会与

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对公共管理学科

的重要价值进行了深刻地分析；丁教授

通过阐述我国与西方国家行政管理的行

政生态环境的不同，提出我国公共管理

研究与学科建设应该有选择地借鉴西方

公共管理学的理论成果、方法和原则。

2018.09.21

24 丁锦希 否

“第三届南药高峰

论坛”暨“中国药科

大学粤港澳/广州

校友联谊会”

广东省药学会、中

国药科大学粤港

澳校友会

300余人

1. 学校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丁锦希教

授以“创新药物市场准入新趋势”为题进

行主题演讲；广东省药学会副理事长兼

秘书长郑志华以“处方精简、优化用药、

减少伤害”为题作分享；

2. 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执法监督处

副处长罗穗就“从抽检和执法角度看药

2020.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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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面临的风险和挑战”进行精彩演讲；

3. CFDA 南方医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宗云岗以“中国医药经济及业态发展趋

势”进行分享与交流。论坛旨在给校友一

个互相交流、学习的开放平台，共同探

索医药产业未来发展之路。

2019年（第 12届）

中国医药战略大会

中国医药工业研

究总院、中国农工

党中央青年工作

委员会指导，中国

医药工业信息中

心、泰州医药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

管委会

300余人

以“产业进阶——高质量发展”为主题，

立足医药行业变革的时代背景，对产业

现状、行业发展进行深入的探讨交流，

对促进医药行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2019.11.17

与加拿大阿尔伯塔

大学开展交流合作

座谈
中国药科大学 8人

1. 国际交流合作处朱志龙老师从建校

历史、院系设置、科研成果和学校联合

培养模式等方面向 Jeffery等人介绍了我

校及国际合作办学情况；

2. 丁锦希副院长对我院的本科教学、研

究生培养、科研团队建设作了重点介绍，

卫生经济教研室李洪超主任介绍了学院

课程设置，并分享了我院药物经济学评

价中心承接和参加课题情况；

3. Jeffery副院长从学校愿景和使命、科

研经费来源、人才培养、学位设置和毕

业要求等方面对阿尔伯塔大学进行了介

绍，并着重介绍了 APERSU健康测量团

队；

2019.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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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聘请 Jeffery Johnson教授为我院长期

合作教授和药物经济学评价中心首席顾

问。

从传统公共行政到

现代公共行政——
方理论与中国借鉴

中国药科大学 约 100人

丁煌教授全面系统回顾了我国公共管理

学科建设历史与发展现状，结合当前我

国社会与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对公共

管理学科的重要价值进行了深刻地分

析；丁教授通过阐述我国与西方国家行

政管理的行政生态环境的不同，提出我

国公共管理研究与学科建设应该有选择

地借鉴西方公共管理学的理论成果、方

法和原则。

2018.09.21

25 常峰 否

国际医药商学院举

行MPA兼职导师

聘任仪式暨“当我

遇见那些生而不凡

的生命”学术报告

中国药科大学

MPA专职教师

马爱霞、徐伟、

茅宁莹、常峰、

褚淑贞、徐丽华、

李亦兵、徐怀伏、

陈在余、唐文熙、

周吉芳、席晓宇、

蒋蓉、李树祥、

柳鹏程、刘佳源、

刘立春、张乐乐、

田磊、李洪超等

50余名师生

1. 马爱霞院长介绍了学院的办学定位、

学科发展、科研团队、学术活动、MPA
专业建设等情况；

2. 朱红书记宣读公共管理MPA专业兼

职导师的聘用决定，马爱霞院长向三位

兼职导师颁发聘书；

3. 李林康理事长还为参会师生做了学

术报告《当我遇见那些生而不凡的生

命》，分享了自己与罕见病成骨不全症

的结缘以及多年努力推动政策的成果。

2020.11.26

社会保障的学科定

位、发展状况与未

来趋势

中国药科大学 100余人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全国著名社会

保障专家童星教授做《社会保障的学科

定位、发展状况与未来趋势》报告。

2019.11.14

2018（第三届） 中国医药新闻信 约 500人 与会专家就完善基本药物制度、“4+7” 2019.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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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 国际大健康

会议

息协会政策研究

中心、创新大健康

产业联盟

带量采购、零售药店分类分级等医药政

策,以及基层医药基层情况、批零一体

化、“互联网+”应用等发展动态,进行了

分享和交流。

26 周吉芳 否

第六届中国药科大

学、江苏省药学会

药物经济学能力建

设项目研修培训

中国药科大学 20人 药物经济学能力建设。
2021.03.18-
2021.03.21

国际医药商学院举

行MPA兼职导师

聘任仪式暨“当我

遇见那些生而不凡

的生命”学术报告

中国药科大学

MPA专职教师

马爱霞、徐伟、

茅宁莹、常峰、

褚淑贞、徐丽华、

李亦兵、徐怀伏、

陈在余、唐文熙、

周吉芳、席晓宇、

蒋蓉、李树祥、

柳鹏程、刘佳源、

刘立春、张乐乐、

田磊、李洪超等

50余名师生

1. 马爱霞院长介绍了学院的办学定位、

学科发展、科研团队、学术活动、MPA
专业建设等情况；

2. 朱红书记宣读公共管理MPA专业兼

职导师的聘用决定，马爱霞院长向三位

兼职导师颁发聘书；

3. 李林康理事长还为参会师生做了学

术报告《当我遇见那些生而不凡的生

命》，分享了自己与罕见病成骨不全症

的结缘以及多年努力推动政策的成果。

2020.11.26

第五届中国药科大

学、江苏省药学会

药物经济学能力建

设项目研修培训

中国药科大学 30人 药物经济学能力建设。
2020.12.24-
2020.12.27

2020第四届中国药

科大学药物经济学

能力建设项目研修

培训班

中国药科大学 20人 药物经济学能力建设。
2020.9.24-
202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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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董田甜 否

课程思政高质量建

设路径专题研讨会

南京大学教学研

究中心
125人 专家主旨演讲。 2021.04.22

江苏公共管理学科

联盟成立大会

江苏省管理学类

研究生教育指导

委员会

近 100人 建立江苏省公共管理学科联盟。 2020.12.27

28 刘立春 否

国际医药商学院举

行MPA兼职导师

聘任仪式暨“当我

遇见那些生而不凡

的生命”学术报告

中国药科大学

MPA专职教师

马爱霞、徐伟、

茅宁莹、常峰、

褚淑贞、徐丽华、

李亦兵、徐怀伏、

陈在余、唐文熙、

周吉芳、席晓宇、

蒋蓉、李树祥、

柳鹏程、刘佳源、

刘立春、张乐乐、

田磊、李洪超等

50余名师生

1. 马爱霞院长介绍了学院的办学定位、

学科发展、科研团队、学术活动、MPA
专业建设等情况；

2. 朱红书记宣读公共管理MPA专业兼

职导师的聘用决定，马爱霞院长向三位

兼职导师颁发聘书；

3. 李林康理事长还为参会师生做了学

术报告《当我遇见那些生而不凡的生

命》，分享了自己与罕见病成骨不全症

的结缘以及多年努力推动政策的成果。

2020.11.26

“礼来杯”第十五届

中国医药经管法研

究生论坛暨健康产

业发展研究论坛

中国药科大学国

际医药商学院
100余人

开展学术分享与交流，共同探讨我国医

药卫生体制改革现状与发展。
2019.12.08

“礼来杯”第十四届

医药经管法研究生

论坛暨健康产业发

展论坛

中国药科大学国

际医药商学院
100余人

1. 学习了药品供应保障与基本药物政

策新思路；

2. 深入学习与了解全民医保发展形势

与内在矛盾。

2018.12.02

29 刘永军 否
生物医药企业家培

育

南京市江宁区政

府
约 200人 学习研讨江宁区生物医药行业创新创业

领军人才培养模式。
2021.04.08

30 罗卫国 否 2019年工商管理类 教育部高等学校 约 200人 本次论坛围绕着如何全面实施推进“六 2019.12.07-
2019.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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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课建设高峰论坛 工商管理类专业

教学指导委员会

卓越一拔尖”计划 2.0，实施一流课程（金

课）“双万计划”进行了探讨。

31 席晓宇 否

国际医药商学院举

行MPA兼职导师

聘任仪式暨“当我

遇见那些生而不凡

的生命”学术报告

中国药科大学

MPA专职教师

马爱霞、徐伟、

茅宁莹、常峰、

褚淑贞、徐丽华、

李亦兵、徐怀伏、

陈在余、唐文熙、

周吉芳、席晓宇、

蒋蓉、李树祥、

柳鹏程、刘佳源、

刘立春、张乐乐、

田磊、李洪超等

50余名师生

1. 马爱霞院长介绍了学院的办学定位、

学科发展、科研团队、学术活动、MPA
专业建设等情况；

2. 朱红书记宣读公共管理MPA专业兼

职导师的聘用决定，马爱霞院长向三位

兼职导师颁发聘书；

3. 李林康理事长还为参会师生做了学

术报告《当我遇见那些生而不凡的生

命》，分享了自己与罕见病成骨不全症

的结缘以及多年努力推动政策的成果。

2020.11.26

“礼来杯”第十五届

中国医药经管法研

究生论坛暨健康产

业发展研究论坛

中国药科大学国

际医药商学院
100余人

开展学术分享与交流，共同探讨我国医

药卫生体制改革现状与发展。
2019.12.08

2018年中国药科大

学药物经济学能力

建设项目

——TreeAge Pro软
件应用培训班

中国药科大学 50余人 药物经济学理论方法介绍与实战训练。
2018.10.20-
2018.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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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田磊 否

国际医药商学院举

行MPA兼职导师

聘任仪式暨“当我

遇见那些生而不凡

的生命”学术报告

中国药科大学

MPA专职教师

马爱霞、徐伟、

茅宁莹、常峰、

褚淑贞、徐丽华、

李亦兵、徐怀伏、

陈在余、唐文熙、

周吉芳、席晓宇、

蒋蓉、李树祥、

柳鹏程、刘佳源、

刘立春、张乐乐、

田磊、李洪超等

50余名师生

1. 马爱霞院长介绍了学院的办学定位、

学科发展、科研团队、学术活动、MPA
专业建设等情况；

2. 朱红书记宣读公共管理MPA专业兼

职导师的聘用决定，马爱霞院长向三位

兼职导师颁发聘书；

3. 李林康理事长还为参会师生做了学

术报告《当我遇见那些生而不凡的生

命》，分享了自己与罕见病成骨不全症

的结缘以及多年努力推动政策的成果。

2020.11.26

真实世界数据及大

数据在医保决策中

的使用及国际最新

进展

中国药科大学 100余人

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吕志强博士以简洁

生动的语言向与会师生介绍了真实世界

数据和大数据的概念、使用真实世界数

据做医保决策的优势、美国真实世界数

据在医保决策的使用现状，以及美国和

国际新方法的前沿动态等内容。

2018.11.26

注：“师资培训活动”包含各类师资培训活动、进修、学术研讨和学术交流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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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专项合格评估方案附表 13

3.10.2 近三学年的本校MPA教师教学研讨记录

填表日期：2021年 06月 25日
序号 研讨的起讫时间 研讨主题 活动规模（参加人数）

1 2018.09 公共伦理学的学术研究纵深发展 6
2 2018.09.17 MPA公共管理学课程教学方案讨论 30
3 2018.10.16 卫生技术评估教学方案论证 7

4 2018.11
公共伦理学日常教学中执政主体作为权利主体和道德主体的双

重性研究分析
7

5 2018.11.19 MPA教学案例分析方法研讨 28
6 2018.12.01 卫生技术评估用人单位岗位需求 4
7 2019.03 公共伦理学中廉政体系的建设研究 6
8 2019.04.11 如何针对MPA学生的社会实践问题拓展相关知识点 30

9 2019.05.17
如何有效实现分级诊疗/基层首诊如何进行政策引导/双向转诊/

急慢分治/上下联动/家庭医生/医联体
2

10 2019.06.26 MPA课程教学模式研讨——翻转课堂设计 30
11 2019.08 政府行为与公共责任二者之间的关系研究 2
12 2019.08.30 基本医保制度/城乡医保统筹/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大病医疗保险 2
13 2019.09.12 卫生技术评估研究案例讨论 3

14 2019.11.09
医疗救助/商业保险/如何解决居民异地就医报销/健康扶贫工程

的政策效应
2

15 2020.04 公共伦理学中前沿性问题研究 2
16 2020.05.18 医药院校MPA案例教学模式的总结汇报 9
17 2020.06.19 改革药物政策、减轻患者用药负担/新冠病毒疫情对我国医疗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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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制度的新挑战/第二轮药品带量采购的政策效应

18 2020.09 ICH-GCP E6(R2)指导下的临床试验伦理学思考 2
19 2020.10.30 MPA课程混合教学方式方法讨论 30
20 2021.03.18 公共管理领域内的热点焦点问题研讨 3

21 2021.04.21
后疫情时代的中国公共卫生经验的总结/医养结合模式的探讨/

健康管理/互联网+医疗、保险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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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专项合格评估方案附表 14

4.11 近三学年培养计划及变更说明 （见附表 14）
填表日期：2021年 06月 25日

请提供有关材料

2019年 6月，根据全国公共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全关于印发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的通知》（教指

委〔2019〕14号）的文件精神和对专业学位研究生必修课及选修课开设的要求，将原MPA《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专题研究》、《人力资源与绩效

管理》两门课程调整为《政治学》、《社会组织管理》。详见附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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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专项合格评估方案附表 15

4.12.1 近三学年的教材使用情况汇总表

填表日期：2021年 06月 25日

序号 任课老师 课程名称 教材名称 作者/主编 出版社 出版日期

1 徐怀伏、吴方、李树祥等 公共管理学 《公共管理学（第三版）》 张成福 党秀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0年
2 曹阳、胡霞 公共经济学 《公共经济学》 张思锋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年
3 侯艳红，刘佳源 公共伦理学 《公共伦理学》 高力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年

4 茅宁莹、刘佳源、罗卫国 沟通、交流与谈判技巧
《管理沟通：成功管理的基石

（第四版）》
魏江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9年

5 常峰、庄倩、张昆 会计与财务管理 《会计学原理》 吴水澎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5年

6 徐伟、李亦兵、陈在余 社会保障改革专题研究
《社会保障概论(马工程重点教

材）》
邓大松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年

7 陈永法、蒋蓉 社会研究方法 《社会研究方法》 陈振明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年

8
吴方、徐怀伏、李树祥、

刘佳源
社会组织管理 《社会组织管理概论》 陈德权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6年

9
马爱霞、李洪超、唐文熙、

田磊
卫生技术评估 《卫生技术评估》 陈洁，于德志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3年

10 徐丽华、张乐乐 宪法与行政法 《宪法与行政法学》 于水 科学出版社 2014年
11 梁毅、柳鹏程 药品监督管理 《中国药事法理论与实务》 邵蓉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9年
12 茅宁莹、唐文熙 公共政策分析 《公共政策分析导论》 陈振明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年
13 褚淑贞、席晓宇 医药产业政策 《产业政策：总结、反思与展望》 林毅夫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年
14 丁锦希、刘立春 医药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管理（第二版）》 朱雪忠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年
15 王儒年、董高伟、濮恒学 政治学 《政治学概论》 张永桃 高等教育出版社 人 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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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出版社

16
刘露、任俊强、蒋玮、侯

晶琼、郑桂学
学术英语写作与翻译

《How ToWrite and Publish a
Scientific Paper (eighth edition)》

Santa Barbara
California:
Greenwood.

2016年

17 王利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

践研究》
本书编写组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年

18 王儒年、张有才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

法论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

论》
本书编写组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年

19 王儒年、田兴荣、于静
研究生学术道德与学术规

范
《研究生学术道德培育研究》 黄富峰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年

20 吴幼萍、徐怀伏、吴方
人力资源与绩效管理（已改

为社会组织管理）

《医药组织人力资源管理（第一

版）》
徐怀伏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5年

21 徐怀伏、吴方、李树祥
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

专题研究（已改为政治学）
《公共政策学》 朱春奎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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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专项合格评估方案附表 16

4.12.2 近三学年的教学大纲汇总表 （见附表 16）
请提供近三学年MPA教师使用的教学大纲。规范的教学大纲一般包括：课程名称、课程简介(课程描述和目标)、授课计划(内容、案例、习题、时

间)、评价标准等。

课程名称 授课时间 课程负责人 学时 课程性质 授课对象 开课单位 考核方式

卫生技术评估 Ⅰ 马爱霞 34 必修课 MPA 商学院 考查

公共管理 Ⅰ 徐怀伏 54 必修课 MPA 商学院 考试

公共政策分析 Ⅰ 茅宁莹 34 必修课 MPA 商学院 笔试

社会保障改革专题 Ⅰ 徐伟 34 必修课 MPA 商学院 期末论文与过程性考核

医药知识产权 Ⅰ 丁锦希 34 必修课 MPA 商学院 论文

公共经济学 II 曹阳 51 必修课 MPA 商学院 试卷或论文

公共伦理 II 侯艳红 34 必修课 MPA 商学院 考试

沟通、交流与谈判技巧 II 茅宁莹 34 选修课 MPA 商学院 课程论文

会计与财务管理 II 常峰 34 选修课 MPA 商学院 论文

社会研究方法 II 陈永法 34 必修课 MPA 商学院 课程论文

社会组织管理 II 吴方 34 选修课 MPA 商学院 过程考核

宪法与行政法 II 徐丽华 34 必修课 MPA 商学院 论文考核

药品监督管理 II 梁毅 34 必修课 MPA 商学院 考查

政治学 II 王儒年 34 选修课 MPA 商学院 考试

医药产业政策 II 褚淑贞 34 选修课 MPA 商学院
考试（80%）、课堂及

出勤（20%）

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专

题研究（已改为政治学）
Ⅰ/Ⅱ 徐怀伏 51 必修课 MPA 商学院 论文和讨论

人力资源与绩效管理

（已改为社会组织管

理）

Ⅰ/Ⅱ 吴幼萍 34 选修课 MPA 商学院 论文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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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专项合格评估方案附表 17

4.13 近三学年的专题讲座汇总表

填表时间：2021年 06月 25日

序号 讲座题目
主讲人

举办地点 举办时间 听众人数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1 健康效用值的测量与评价 李顺平 山东大学 副教授 经管文楼 233 2018年 5月 30日 60

2 一带一路、互利共赢

丁锦希、Ms.
Ivetta

Brodskaya、
徐晓媛等 7
位学者

中国药科大学、

PROTEK-SVM等

教授\
PROTEK-SVM
供应部主管等

经管文楼 111报
告厅

2018年 6月 16日 130

3
从传统公共行政到现代公共行

政——西方理论与中国借鉴
丁煌 武汉大学 教授

经管文楼 111报
告厅

2018年 9月 21日 140

4 我国台湾地区医药管理制度

余万能、余

启民、周迺

宽

台湾地区药事质

量改革协会/台湾

东吴大学/美国加

州大学太平洋医

学中心心脏外科

理事长/副教授/教
授

经管文楼 111报
告厅

2018年 10月 18日 160

5 药事监管科学发展与人才培养 陈永法 中国药科大学 教授
经管文楼 111报

告厅
2018年 11月 2日 70

6
真实世界数据及大数据在医保

决策中的使用及国际最新进展
吕志强

美国南卡罗莱纳

大学
博士

经管文楼 111报
告厅

2018年 11月 22日 140

7
药物经济学证据在卫生决策中

的应用

翟所迪/李洪

超

北京大学医学部

药物评价中心/中
教授/博士

中国药科大学江

宁校区多功能厅
2018年 12月 1日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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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药科大学

8 价值医疗取向的国家医改
刘国恩、董

朝晖

北京大学国家发

展研究院、中国劳

动和社会保障科

学研究院医疗保

障研究室

教授、副主任 千人大礼堂 2018年 12月 2日 500

9 培养药学领域新一代领导者
Grant
Lawless

美国南加州大学
药物与健康经济

系主任

经管文楼 111报
告厅

2018年 12月 4日 130

10 EQ-5D量表应用研究 王沛 复旦大学 博士
经管文楼 111报

告厅
2018年 12月 5日 120

11
Responsiveness and Minimally
Important Difference: What,

Why, and How
金雪晶

加拿大阿尔伯塔

大学
博士

经管文楼 111报
告厅

2018年 12月 12日 130

12
新时代国家治理与以能力为中

心的MPA教育
杨开峰

中国人民大学公

共管理学院
院长

经管文楼 111报
告厅

2019年 1月 17日 120

13
生物类似药医保管理的国际经

验”

王莉、殷志

勇、孙坚彤

等 8位学者

江苏省人民医院

血液科、江苏省药

品监督管理局药

品注册管理处、苏

州市立医院药学

部等

主任
经管文楼 111报

告厅
2019年 6月 15日 160

14
卫生决策中经济证据的发展与

应用、上市后药品价值证据的

应用

李树泉、谢

锋

澳大利亚纽卡斯

尔大学、中国药科

大学、加拿大麦克

马斯特大学等

教授 江宁会展中心
2019年 6月 29-30

日
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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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当前健康效用研究的热点问题 罗南 新加坡国立大学 教授
经管文楼 111报

告厅
2019年 7月 1日 140

16
社会保障的学科定位、发展状

况与未来趋势
童星 南京大学 教授

经管文楼 111报
告厅

2019年 11月 14日 120

17
药物经济学研究设计与模型分

析

李洪超、唐

文熙、田磊

等 7位老师

中国药科大学 主任/副教授/博士
南京市丽湖雅致

酒店

2019年 11月 30-12
月 1日

80

18 医改十年：突破与思考

刘国恩、李

江宁、傅卫、

胡大洋等 4
位老师

北京大学国家发

展研究院、国家药

品监督管理局药

品注册管理司综

合处、国家卫健委

卫生发展研究中

心

教授、处长、主任

中国药科大学江

宁校区千人大礼

堂

2019年 12月 8日 800

19
快速卫生技术评估提升药物经

济学

李洪超、唐

文熙、田磊

等 6位老师

中国药科大学 主任/副教授/博士
南京市丽湖雅致

酒店

2019年 12月 18日
-12月 21日

30

20 创新药企全球化的机遇与挑战 吴晓滨 百济神州 总裁

中国药科大学会

议中心二楼学术

报告厅

2019年 12月 19日 370

21 HE空中课堂系列讲座

李洪超、唐

文熙、田磊

等 6位老师

中国药科大学 主任/副教授/博士

“CPU药物经济

学评价研究中

心”微信公众号

2020年 4月 23日 35847次

22 药物经济学模型入门
李洪超、唐

文熙、田磊
中国药科大学 主任/副教授/博士

南京市丽湖雅致

酒店

2020年 9月 24-
9月 27日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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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8位老师

23 GRADE在指南制作中的应用 费宇彤 北京中医药大学 副院长 线上讲座 2020年 11月 24日 110

24
中国居民健康不平等的实证分

析
王洪亮 南京审计大学 教授

经管文楼 111报
告厅

2020年 11月 24日 120

25 当我遇见那些生而不凡的生命 李林康
国家卫健委罕见

病诊疗与保障
副主任 经管文楼 233 2020年 11月 25日 40

26
“礼来杯”第十六届中国医药经

管法研究生论坛暨健康产业发

展研究论坛

杨志光、刁

仁昌、刘国

恩

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体制改革

司、南京市医疗

保障局、北京大

学国家发展研究

院

副司长、局长、

教授

万豪大酒店/中国

药科大学江宁校

区

2020年 12月 1日 900

27 环境与健康经济 孙传旺 厦门大学 教授
江宁校区行政中

心二楼报告厅
2020年 12月 1日 300

28
药物经济学概述与 Stata软件

应用

李洪超、唐

文熙、田磊

等 8位老师

中国药科大学 主任/副教授/博士
南京市丽湖雅致

酒店
2020年 12月 29日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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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专项合格评估方案附表 18

4.14.1 近三学年MPA毕业生社会实践报告汇总表

填表时间：2021年 06月 25日

序号 姓名 年级 社会实践单位 实践报告题目 校外指导老师
校内指导

老师
成绩

1 李静芝 2019级 南京中医药大学
2021医药产业创新生态构建调查报

告
谭勇 褚淑贞 94

2 解春萌 2019级 南京鼓楼医院 HIV感染者的挽救性治疗调查报告 时臻 晏双生 89
3 张磊 2019级 北京市药监局 制药企业的国际监管调查报告 康鹏程 丁锦希 85

4 傅玲 2019级 上海市药监局
新型生物质品作为药品注册申报调

查报告
宗鸿亮 刘永军 93

5 焦凡凡 2019级 上海市药监局

评价外周血管支架系统治疗下肢动

脉硬化闭塞症安全性和有效性调查

报告

赵振心 吴方 84

6 葛展虹 2019级 南京师范大学
相互宝“大病互助计划”用户使用意愿

与接受行为调查报告
周晓琨 曹阳 81

7 刘东翔 2019级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

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2021年医药代表备案管理制度实行

状况调查报告
陈波 茅宁莹 92

8 刘晶晶 2019级
上海市人力资源与社

会保障局

疫情后时代国内创新药公司高端人

才需求调查报告
朱珠 陈在余 91

9 马东青 2019级 江苏省医保局
江苏省职工医保门诊共济保障机制

调查报告
张晓 徐伟 82

10 史红静 2019级 扬州大学
高水分挤压技术在植物基生产中的

应用调查报告
储乔 梁毅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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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汤梦璐 2019级 常州市药监局 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必要性调查报告 屠永悦 梁毅 80

12 吴迪 2019级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逸

夫医院

“一问管到底”模式在门诊工作中的应

用调查报告
黄莹莹 刘永军 84

13 徐锋 2019级 南京中医药大学
2020中国生物医药园区竞争力分析

调查报告
芮国忠 董田甜 89

14 杨强 2019级 南京医科大学
高等学校公用房使用绩效标准调查

报告
丁素军 吴方 81

15 殷伟 2019级 南京师范大学 南京时间银行推广调查报告 王雨顺 茅宁莹 85

16 张万萍 2019级 南京市药监局
注射用甲磺酸萘莫司他上市后临床

研究调查报告
马铮 李勇 90

17 张蕴文 2019级 南京市卫健委
乙酰半胱氨酸对比氨溴索治疗儿童

慢性湿性咳嗽的药物经济学研究
沈海涛 陈永法 96

18 邹晓婷 2019级 南京市卫健委 南京市老年群体养老方式意愿调查 刘奇志 徐怀伏 90
19 祖新颖 2019级 杭州市卫健委 国内外基因检测调查报告 李富强 马爱霞 84

20 童圣灵 2019级 江苏省药监局
抗抑郁药 JJH201501原料及制剂质量

调查报告
李海岛 李勇 83

21 顾彭 2019级 江苏省药监局 艾瑞昔布三期临床试验研究调查 梁天 徐怀伏 81

22 王绪旺 2019级 江苏省教育考试院
江苏省新高考改革下高校招生录取

系统的变革调查报告
刘明岩 茅宁莹 88

23 唐清 2019级
江苏省宿迁卫生中等

专业学校
职业学校二级管理实践调查报告 张生玉 路云 84

24 张新明 2019级 沭阳县应急管理局
县级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面

临的挑战调研
马冬亮 马爱霞 95

25 刘鹏程 2019级 江苏省医药行业协会
江苏省医药产业发展年度报告

（2019）
沈松泉 褚淑贞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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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杨华荣 2019级 滁州市博世高中 青年高中教师业务能力培训调查 田涛 李亦兵 93

27 李尚镁 2019级 南京鼓楼医院
基于互联网医院医生教育与患者健

康管理调查报告
李美芳 唐文熙 90

28 丰玫玫 2019级
海南省创新创业

研究院

海南自贸港建设背景下医药产业创

新发展机制调查
李伟铭 路云 83

29 葛峰 2018级 宜昌市药监局
麻醉药品持续改进无痛分娩诊疗调

查
刘皎 陈永法 95

30 朱玉丹 2018级 南京市药监局 新医改背景下的药学服务模式调查 顾惊涛 丁锦希 95

31 邵晓龙 2018级 南京市药监局
南京市 DTP药房药学服务现状研究

调查
顾惊涛 徐怀伏 95

32 徐国兰 2018级 南京市民政局
南京市“时间银行”养老志愿服务居民

参与意愿调研
朱丽叶 茅宁莹 84

33 王佳奇 2018级 江苏师范大学
学校结核潜伏感染筛查及干预可行

性研究
李敬文 冯国忠 82

34 侯钦誉 2018级 南京市中医院
公立三甲医院医学视频科普患者需

求情况及医生参与度调研
陈汝一 茅宁莹 83

35 李琳焕 2018级 青岛市药监局
体外诊断试剂产品出口管理政策调

查
杨帆 褚淑贞 89

36 章观保 2018级 南京市卫健委 带量采购制度效果分析调查 刘奇志 马爱霞 91

37 王茹 2018级 宿迁市医保局
社保税费征收对中小企业的成本影

响调查
沈正球 冯国忠 93

38 池秀云 2017级 南京恒正药物研究院
电子处方流转平台模式监管调查调

查报告
陆荣政 徐怀伏 95

39 曹嘉成 2017级
江苏省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认证审评中心

江苏省药品 GMP检查员职业化研究

调查报告
焦灵利 陈永法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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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蔡翔宇 2017级
南京市建邺区城市管

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城市管理执法中存在的问题调查报

告—以南京市为例
张俊良 董田甜 86

41 王青 2017级
东部战区总医院

药剂科

我国公立医院门诊药事服务费调查

报告
王楠 丁锦希 84

42 刘毅 2017级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

儿童医药GCP办公室
儿科人群临床试验伦理问题调查 张建民 马爱霞 87

43 王玥坤 2017级
东部战区总医院

药剂科

南京市三级甲等医院药师审方制度

落实情况调查报告
王楠 陈永法 84

44 董天啸 2017级
江苏省卫生健康委体

改处

江苏省公立医院委员会实质运行情

况分析
王琳琳 常峰 93

45 桂宏宇 2017级 南京市药监局
江苏省药物临床试验开展现状调查

报告
杨莉华 马爱霞 90

46 陈慧 2017级 江苏省药品审评中心
中国创新药物注册审批中鼓励政策

调查报告
姚晓敏 徐晓媛 95

47 潘冉 2017级 上海民政局 中国代孕的可行性调查报告 王翀翔 马爱霞 96
备注：2019级学生仅进行实践计划尚未调研

注：未曾在公共管理部门工作过的MPA研究生须到政府部门或非政府公共机构进行社会实践。在公共部门工作的研究生可在原单位完成社会实践，

但仍需撰写实践报告。毕业生的实践报告均应存档（纸质版或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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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专项合格评估方案附表 19

4.14.2 近三学年MPA研究生调研活动情况汇总表

填表时间：2021年 06月 25日

序号 带队老师 调研主题 调研地点 调研时间

参

加

人

数

调研成果

1 褚淑贞 罕见病SMA用药的地方保障模式 安徽滁州、广州、佛山 2021.03 2
形成调研案例，参加第五

届全国MPA案例大赛

2 茅宁莹 中国罕见病社会共治之路

中国罕见病联盟、

戈谢病患者组织、

北京病痛挑战基金会

2021.02 1
形成调研案例，参加第五

届全国MPA案例大赛

3 董田甜 江苏“惠民保”发展现状分析

江苏省医疗保障局，药明康

德，中国平安保险、中国人

寿，太平洋保险，泰康养老

2021.01 4
形成调研案例，参加第五

届全国MPA案例大赛

4 唐文熙
“后疫情”背景下医生职业压力与

创伤报告——以南京市为例
10家南京市属公立医院 2021.01 4

形成调研案例，参加第五

届全国MPA案例大赛

5 周吉芳 新冠疫情冲击下的药品管理 上海 2021.01 4 形成调查报告

6 唐文熙
零差率”后公立医院医药价格改革

效果评估——以南京为例
16家南京市公立医院 2020.05 5

形成MPA案例：终结“以
药补医”之殇:以价格改

革推动江苏公立医院现

代管理机制突破，参加江

苏省公共管理案例大赛

7 陈永法 南京市三级甲等医院药师审方制 南京 2020年 1月 2 形成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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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落实情况 —3月
8 陈永法 药品经营现代物流基本情况 南京 2020.03.14 10 形成报告

9 徐怀伏 江宁区网格员现状分析 秣林街道某党政服务中心 2020.01 2
形成调研案例，参加第四

届全国MPA案例大赛

10 褚淑贞 处方药网络销售现状 南京 2020.01 4
形成调研案例，参加第四

届全国MPA案例大赛

11 茅宁莹 时间银行 姚坊门社区 2020.01 3
形成调研案例，参加全国

第四届MPA案例大赛

12 徐怀伏
丹阳开发区史巷社区网格化管理

现状分析
丹阳市开发区史巷社区 2020.01 4 形成案例大赛参赛作品

13 梁毅

药品质量受权人功能“失灵”——
基于长春长生疫苗事件的案例分

析

长春
2019年 1月
27-31日

5
形成调研案例，参加全国

第三届MPA案例大赛

14 丁锦希
《我不是药神》——病有所医“药

问谁”
南京

2019年 1月
20-23日

5
形成调研案例，参加全国

第三届MPA案例大赛

15 常峰
关于“两票制”有关落实情况的调

研
泰州

2018年 5月
—6月

5 形成调查报告

16 褚淑贞
破解药品短缺之“痛”-反思白血病

救命药一药难求的困境
南京

2018年 4月
—5月

5 形成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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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专项合格评估方案附表 20

4.15 素质及学风教育制度及工作情况 （见附表 20）
填表时间：2021年 06月 25日

请附上有关材料（扫描件）

4.15.1中国药科大学研究生素质及学风教育管理制度

4.15.2中国药科大学研究生考试监考人员职责

4.15.3中国药科大学考试考场规则

4.15.4中国药科大学研究生考试违规处理办法

4.15.5中国药科大学国际医药商学院公共管理硕士（MPA）研究生导师资格审定工作实施办法

4.15.6中国药科大学研究生导师上岗审定工作实施办法（试行）

4.15.7中国药科大学研究生学术规范

4.15.8中国药科大学学术不端行为查处办法

4.15.9中国药科大学教学事故的认定与处理规定

4.15.10中国药科大学学生违纪处分管理规定（试行）

4.15.11中国药科大学学风建设实施细则

4.15.12中国药科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基本要求及格式规范

4.15.13中国药科大学研究生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的规定（2017版）

4.15.14中国药科大学对抽检评议有不合格意见的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处理办法

4.15.15中国药科大学硕士专业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试行）

4.15.16让青春在奋斗和担当中绽放——我院第十九期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顺利开班

4.15.17“新时代 新担当”——我院举办第六期

4.15.18我院举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培训会

4.15.19国际医药商学院“三位一体”党（团）支部共建工作方案

4.15.20“守初心，担使命，做新时代有为青年”—国际医药商学院举行学生党支部素质拓展训练活动

4.15.21初心不忘，使命在肩，奋斗有我 ——我院举行第二十期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开班仪式

4.15.22我院开展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活动

4.15.23我院举办心晴工作室“3.20”专场活动：你需要知道的抑郁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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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专项合格评估方案附表 21

4.16 近三学年MPA核心课程学生评价情况汇总表

填表时间：2021年 06月 25日

序号 课程名称 授课班级名称 听课人数
回收评价

表份数
评价时间 总平均分

1 卫生技术评估 19级MPA 28 28 2019-2020第一学期 98.83
2 公共管理 19级MPA 28 28 2019-2020第一学期 97.95
3 公共政策分析 19级MPA 28 28 2019-2020第一学期 94.32
4 社会保障改革专题 19级MPA 28 28 2019-2020第一学期 93.52
5 医药知识产权 19级MPA 28 28 2019-2020第一学期 98.66
6 公共经济学 19级MPA 28 28 2019-2020第二学期 94.29
7 公共伦理 19级MPA 28 28 2019-2020第二学期 99.55
8 沟通交流与谈判技巧 19级MPA 28 28 2019-2020第二学期 96.96
9 会计与财务管理 19级MPA 28 28 2019-2020第二学期 96.34
10 社会研究方法 19级MPA 28 28 2019-2020第二学期 98.39
11 社会组织管理 19级MPA 28 28 2019-2020第二学期 97.77
12 宪法与行政法 19级MPA 28 28 2019-2020第二学期 94.38
13 药品监督管理 19级MPA 28 28 2019-2020第二学期 98.84
14 医药产业政策 19级MPA 28 28 2019-2020第二学期 92.41
15 政治学 19级MPA 28 28 2019-2020第二学期 96.61
16 公共管理 18级MPA 9 9 2018-2019第一学期 98.89
17 公共政策分析 18级MPA 9 9 2018-2019第一学期 98.33
18 社会保障改革专题 18级MPA 9 9 2018-2019第一学期 9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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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医药知识产权 18级MPA 9 9 2018-2019第一学期 99.50
20 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

专题研究（已调整为政治学）
18级MPA 9 9 2018-2019第二学期 99.60

21 会计与财务管理 18级MPA 9 9 2018-2019第二学期 99.72
22 卫生技术评估 18级MPA 9 9 2018-2019第二学期 99.70
23 沟通交流与谈判技巧 18级MPA 9 9 2018-2019第二学期 99.60
24 人力资源与绩效管理（已调

整为社会组织管理）
18级MPA 9 9 2018-2019第二学期 99.50

25 公共经济学 18级MPA 9 9 2018-2019第二学期 99.60
26 宪法与行政法 18级MPA 9 9 2018-2019第二学期 99.17
27 公共伦理 18级MPA 9 9 2018-2019第二学期 99.60
28 社会研究方法 18级MPA 9 9 2018-2019第二学期 99.70
29 医药产业政策 18级MPA 9 9 2018-2019第二学期 99.60
30 药品监督管理 18级MPA 9 9 2018-2019第二学期 9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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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专项合格评估方案附表 22

5.17 近三学年教学案例使用情况汇总表

填表时间：2021年 06月 25日

序号 课程名称及课时数 案例名称 课时数 案例开发者（案例来源） 教学案例使用目的

1

《公共经济学》

（51课时）

经济学视角下的雾霾天气

治理问题
4 曹阳、胡霞

本案例从公共经济学外部性理论角度

探析雾霾的形成机理，引导学生从经

济学视角来分析并解决公共卫生治理

问题。

2
收费公路：中国特色的暴

利“冠军”
4 曹阳、胡霞

通过剖析中国收费公路的费用收取情

况，引导学生们学会运用公共经济学

理论分析公共服务管理问题。

3

《医药产业政策》

（34课时）

“互联网+”—未来医药行

业的发展趋势
3 褚淑贞

随着大健康产业的发展、公共政策的

进一步利好、新的信息技术在公共卫

生领域的应用以及改变，公共管理事

业必将有巨大的提升。引导学生关注

公共管理领域发展最新动向并有一定

的思考。

4 仿制药的行业政策分析 3 褚淑贞

结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印发

国家药品安全“十二五”规划的通知》和

《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

度的意见》，预测分析公共卫生政策

对公共管理事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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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共伦理学》

（34课时）

“女王诉达德利和史蒂芬

斯案”伦理学思考
3 侯艳红

理论层面：通过案例的分析与教学，

让学生对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最大

最小值规则有更加直观的认识。

实践层面：引导学生将理论知识运用

于公共管理的实践中，提升并延展案

例教学的效果。

6 “黄禹锡案”伦理学思考 3 侯艳红

理论层面：通过案例的分析与教学，

让学生对公共卫生服务中生命伦理以

及职业伦理有更深刻的认识。

实践层面：通过引导学生围绕课堂所

学案例开展课后研究和分组讨论、汇

报，激发学生在自主学习中创造性。

并让学生们对于公共管理事业有更深

层次的认识。

7

《社会研究方法》

（34课时）

自我意识与角色认同：中

国独生子女青少年的社会

化过程及其后果

3 陈永法、蒋蓉

本章节主要旨在培养学生结合社会研

究方法及公共管理研究领域，选择合

理的相关公共管理研究题目，并根据

研究需要设计科学的公共管理研究路

径和方法，从而完成一份完整详细的

公共管理研究设计。

8
领导者真的能起到榜样作

用吗？——一项基于公共

品博弈实验的研究

3 陈永法、蒋蓉

本章节旨在培养学生了解公共管理研

究的概念与逻辑，掌握公共管理研究

的程序与类型，以及基本公共管理设

计的组成及公共管理研究中影响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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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卫生技术评估（HTA）》
（34课时）

城市社区糖尿病患者双向

转诊成本效果评估方案
3 马爱霞、李洪超

本节教学为公共健康相关评估研究设

计，主要教学目的：掌握评估研究设

计的一般范式、流程及质量标准；为

城市社区糖尿病患者管理相关的公共

健康管理应用提供相关建议。

10
预充式导管冲洗器的系统

评价
3 马爱霞、李洪超

本研究的目的基于全社会角度，通过

对现有文献的全面检索、系统综述，

比较预充式导管冲洗器与手工配液用

于导管维护时产生的效益，以期为公

共卫生应用提供相关建议。通过本案

例的分析，帮助学生了解公共管理的

过程、要点、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以

及相应的解决方案，使学生更好地运

用公共管理。

11

《社会保障改革专题》

（34课时）

基本医疗保险支付方式改

革（DRGs）的地方实践
3 李亦兵

我国在公共卫生体制方面的改革会持

续深入，推行按照 DRGs 收付费是推

动我国社会公共管理医疗保险支付方

式改革和提高公共服务质量与服务效

率的重要举措。

12
成都市完善农民工社会保

障权益的探索
3 李亦兵

随着城市化的建设的发展，如何解决

好农民工社会权益问题关系到我国公

共卫生事业发展和社会的稳定，解决

好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是构建和谐社

会的重要战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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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医药知识产权》

（34课时）

专利悬崖期的授权仿制药

战略——基于阿托伐他汀

的分析

3 丁锦希、刘立春

围绕着公共管理政策经常会发生如专

利侵权、专利无效等诉讼，让学生明

确相关概念。通过引导学生围绕课堂

所学案例开展课后研究和分组讨论、

汇报，激发学生在自主学习中创造性。

14

“Bolar例外”条款案

——基于第一三共株式会

社等诉诉北京万生药业有

限责任公司侵犯专利权纠

纷案

3 丁锦希、刘立春

通过案例的分析与教学，让学生了解

“Bolar 例外”条款和公共健康之间的

关系。在此基础上，通过案例研究进

一步思考如何运用“Bolar 例外”条款

帮助我国公共管理部门加快仿制药上

市进度，增加我国公民的药品可及性，

以保障我国公共健康的安全。

15

《公共政策分析》

（34课时）

民以食为天——如何通过

宏观政策维护人民饮食安

全

3 茅宁莹、刘立春、柳鹏程

带领学生们思考市场经济条件下，如

何发挥公共管理政策在实际问题中的

作用

16

高房价成为经济陷阱？

——从《国务院关于坚决

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

涨的通知》看公共政策制

度过程

3 茅宁莹、刘立春、柳鹏程

通过对这一案例的分析，让学生们能

够从中认识到，一项由政府发布的公

共政策的本质、构成、环境以及运行

都体现着国家意志，是政府制定切实

可行、系统完整的宏观经济政策及社

会政策，处理好市场与政府之间，政

府各部门、机构之间，人民群众与政

府之间的矛盾关系的反映，公共政策

执行后能够达到实际目标、实现良好

效应，这对于政府提高决策质量，促



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专项合格评估自我总结报告附件

106

进社会发展是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17
《药品监督管理》

（34课时）

过期医疗器械的使用案例

分析
3 梁毅、柳鹏程

让学生们深刻认识到公共管理相关部

门依法行政和切实维护行政相对人的

合法权益是十分重要的。公共卫生管

理部门必须建议切实可行的制度，才

的保证在实施自由量裁权时有章可

循，合理合法、正确、公平、公正的

实施行政处罚。

18 行政垄断行为的案例分析 3 梁毅、柳鹏程

通过案例让学生们加深对公共管理相

关的法律法规的了解，并学会与实际

结合。

19

《沟通、交流与谈判

技巧》

（34课时）

山东特大疫苗案例分析药

品监管问题
3 茅宁莹

带领学生们进行深入探讨国家和省级

针对公共卫生事业中公共管理部门积

极采取措施，成为今后应对类似事件

的经验参照。

20
我国针对甲型 HIN1流感

大事件的应对策略
3 茅宁莹

本案例采取了威胁全球安全的流感事

件，介绍国际和国内政府以及公共组

织对公共卫生管理的应对措施，引导

学生分析案例中对策的得失，并深入

思考面对公共卫生安全事件是的沟通

策略。

21
《社会组织管理》

（34课时）

关于我国孤儿药产业发展

策略的启示——基于部分

国家及地区孤儿药产业发

展的案例分析

3 吴方

引领学生思考我国孤儿药的公共政策

环境与市场环境，尝试运用管理学的

原理和方法解决孤儿药难以拥有更健

康的成长环境的现实问题，为我国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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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药产业的发展提供创新想法与可行

策略。

22

日本医药处方外流的实践

探索对我国的启示——基

于电子处方系统研究的案

例分析

3 吴方

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思考如何进一

步落实我国处方外流政策，并尝试借

鉴国外先进经验建立和完善我国电子

处方系统，解决我国公共健康管理实

践过程中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23

《公共管理学》

（51课时）

温州市政府的行政管理改

革——基于案例对比分析
4 徐怀伏

通过案例的分析与教学，让学生对抽

象的公共管理学知识在实践中的应用

过程有更加直观的认识。在此基础上，

通过案例研究进一步思考公共管理部

门如何因地制宜为全社会提供服务。

24
我国互联网医疗医保支付

方式探索——基于广州的

案例分析

4 徐怀伏

通过对广州市互联网医疗医保支付范

围、支付水平与支付方式的研究这一案

例的分析与教学，让学生对互联网医保

支付相关政策有更加直观的认识。引导

学生思考互联网医保支付政策和广州市

等探索经验对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探索的

启示。

25
《宪法与行政法》

（34课时）

公民就有关规范性文件提

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案

例评析

3 徐丽华、张乐乐

引导学生了解我国的审查方式与流

程，并对公共管理相关法律法规进行

解读。

26
不履行行政协议的行政诉

讼案例评析
3 徐丽华、张乐乐

让学生们明确相关概念，行政协议强

调诚实信用、平等自愿,一经签订,各方

当事人必须严格遵守,公共卫生管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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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行政机关无正当理由不得在约定之

外附加另一方当事人义务或单方变更

解除。

27

《会计与财务管理》

（34课时）

“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会

计准则国际趋同研究
3 常峰、张昆

“一带一路”是 2013年习主席在出访哈

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所提出的伟

大战略。这是一个全新的模式，促进

沿线国家全方位沟通与交流，使我国

改革开放在新时代形成新格局。带领

学生们分析“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会

计准则国际趋同的必要性以及相应的

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策略。

28
对各项经济业务按借贷记

账法规则编制会计分录
3 常峰、张昆

让学生们通过真实案例学会会计学的

基本方法并运用于公共卫生管理实际

操作中，结合国家相关政策、行业环

境状况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价。

29

《政治学》

（34课时）

国家权力的来源：教皇格

里高利七世的权力
3 王儒年、徐建

帮助学生深刻了解公共管理的内涵。

教化权力具有公共权力性质，是特定

历史时期或特定国家的产物，宗教权

力是其中一种重要的外在表现形式。

30
公共权力的本质：米底人

国王的产生
3 王儒年、徐建

从政治学角度出发，与学生们一同探

讨社会精英如何通过提供公正以及提

供保护的角色来获取公共权力，届时

为公共管理事业。



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专项合格评估自我总结报告附件

109

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专项合格评估方案附表 23

5.18.1 近三学年参加入库评审的教学案例汇总表

填表时间：2021年 06月 25日

序号 案例名称 开发者 素材来源 开发经费
是否通过评审加入中国

公共管理教学案例中心

1 时间银行：存时间 换养老——以南京市的

实践为例
茅宁莹

“时间银行”政策；南京姚

坊门社会组织管理服务中

心“时间银行”；2019 年 7
月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南京市养老服务时间银

行实施方案（试行）》的

通知。

20000 已加入中国药科大学公

共管理教学案例库

2
药品质量受权人功能“失灵”——从长

春长生疫苗事件看我国药品质量安全底线

“之殇”
梁毅 长春长生疫苗事件 20000 已加入中国药科大学公

共管理教学案例库

3 “药”便捷还是“药”安全？——从公共

管理角度分析处方药网络销售如何被监管
褚淑贞

2019年12月 1日，新的《药

品管理法》开始正式实施，

删掉了修订草案中“不得

通过药品网络销售第三方

平台直接销售处方药”的
规定。

20000 已加入中国药科大学公

共管理教学案例库

4 “隐秘的角落”——网格化管理的常态化与

特殊化管理研究
徐怀伏 城市社区基层治理 20000 已加入中国药科大学公

共管理教学案例库

5 终结“以药补医”之殇——以价格改革 唐文熙 江苏省2015年全面取消公 80000 已加入中国药科大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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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江苏公立医院现代管理机制突破 立医院“药品加成”。 共管理教学案例库

6
疫情之下如何守护全民的“健康”

——新冠肺炎疫情社区爆发后的武汉市应

急医疗体系分析

吴方

新冠肺炎期间湖北省武汉

市应急医疗体系的建设进

程与实践成效。

40000 已加入中国药科大学公

共管理教学案例库

7 我国医药流通行业空间分布特征分析

——现状与发展
杨树祥

通过应用社会网络分析方

法对我国的医药流通行业

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

20000 已加入中国药学硕士专

业学位教学案例库

8
减轻高价抗癌药患者负担的国际经验

研究——基于澳大利亚“赫赛汀计划”的案

例研究

颜建周

本案例来源于澳大利亚保

障抗癌药物可及性的“赫赛

汀计划”。
20000 已加入中国药学硕士专

业学位教学案例库

9
美国创新药物政策环境对我国的启示

——基于阿法依泊汀（EPO）研发的案例

分析

颜建周

美国安进制药公司的阿法

依泊汀（EPO）从研发到

上市的全过程分析。

20000 已加入中国药学硕士专

业学位教学案例库

10 贝伐珠单抗多国上市注册审评程序的

比较
蒋蓉

贝伐珠单抗在不同国家或

地区上市历程比较，各地

区药品注册审批政策体系

以及各地区药品注册审评

主要程序与要点。

20000 已加入中国药学硕士专

业学位教学案例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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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专项合格评估方案附表 24

5.18.2 近三学年参加中国研究生公共管理案例大赛情况汇总表

填表时间：2021年 06月 25日
序号 案例名称 开发团队名单 素材来源 是否获奖 获得奖项

1

“药品质量受权人功能

‘失灵’”
——从长春长生疫苗

事件看我国药品质量

安全底线“之殇”

指导老师：梁毅

队员名称：邵晓龙、田

文淼、葛峰、侯钦誉、

王佳奇

长春长生疫苗事件 否 -

2 病有所医药问谁—基

于南京市的调查分析

指导老师：丁锦希

队员名称：徐国兰、陈

琳宁、王茹、朱玉丹、

李琳焕

《我不是药神》

故事原型
否 -

3

“药”便捷还是“药”安
全？——从公共管理

角度分析处方药网络

销售如何被监管

指导老师：褚淑贞

队员名称：刘鹏程、张

万萍、李静芝、张新明、

张磊

新的《药品管理法》开

始正式实施，删掉了修

订草案中“不得通过药

品网络销售第三方平

台直接销售处方药”的
规定。

否 -

4
“隐秘的角落” ——网

格化管理的常态化与

特殊化管理研究

指导老师：徐怀伏

队员名称：吴迪、王绪

旺、童圣灵、祖新颖

对网格员进行实地调

研访谈，以网格员小李

的一天为题，集结了网

格化管理中的诸多典

型问题予以探讨。

否 -

5 时间银行：存时间 换

养老——以南京市的

指导老师：茅宁莹

队员名称：殷伟、刘东

2019年 12月，由南京

民政部牵头在全市层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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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为例 翔、徐锋、徐国兰 面推行养老服务“时间

银行”，目前国内尚无

先例。

6

白衣英雄的"人间世

"——南京市医生群体

职业压力、婚姻状况及

创伤调查

指导老师：唐文熙

队员名称：邢倩、祖新

颖、李尚镁

对江苏省南京市各大

医院中从事临床工作

的一线医生进行了问

卷调查和访谈。

否 -

7

花小钱能否保大病

——江苏“惠民保”可
持续发展的实践与反

思

指导老师：董田甜

队员名称：刘泽瑶、马

东青、杨强

“惠民保”一经推出后

产生的燎原式爆发态

势，对政府部门、商业

保险公司和患者等多

角度访谈调研。

否 -

8

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从 CARD 救助

戈谢病患者案例探索

罕见病的社会共治之

路

指导老师：茅宁莹

队员名称：王绪旺、苏

沁凝、吴迪、殷伟

CARD 救助戈谢病患

者案
否 -

9

丝缕阳光如何照亮隐

蔽 的 角 落 ? —— 从

SMA(脊髓性肌萎缩

症)来看罕 见病用药

保障之困

指导老师：褚淑贞

队员名称：刘鹏程、李

静芝、韩朦

通过实地调研，了解脊

髓性肌萎缩症患者家

庭、与当地医保局和企

业相关人员进行访谈。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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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专项合格评估方案附表 25

6.19.1 MPA教学管理人员情况汇总表

填表时间：2021年 06月 25日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学历 职务 岗位职责 办公电话 手机 邮箱

1 徐伟 男 46 博士
MPA教育中

心主任
全面负责学院MPA教学管理工作 86185036 13851942851

xu2012wei@
126.com

2 路云 女 43 博士
MPA教育中

心副主任
分管MPA教学管理工作 86185036 13815875578

luyuncpu@16
3.com

3 唐文熙 女 35 博士
MPA教育中

心副主任
分管MPA教学管理工作 86185036 13770302713

tokammy@1
63.com

4 董田甜 女 40 博士
MPA教育中

心副主任
分管MPA教学管理工作 86185036 13951829569

esterdong@1
63.com

5 凌小贤 男 43 硕士

MPA教育中

心办公室主

任

负责MPA教学日常管理工作 86185036 13913815359
75081889@q

q.com

6 刘会胜 男 48 硕士
MPA教育中

心秘书
具体负责MPA教学管理工作 86185036 13776651198

Liufs3873@1
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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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专项合格评估方案附表 26

6.19.2 MPA教学管理制度文件汇总（见附表 26）

6.19.2.1 中国药科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招生资格审核与招生指标分配办法

6.19.2.2 中国药科大学攻读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总则

6.19.2.3 中国药科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管理办法

6.19.2.4 中国药科大学研究生实践基地建设管理办法

6.19.2.5 中国药科大学硕士专业学位授予工作细则

6.19.2.6 中国药科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暂行规定

6.19.2.7 中国药科大学涉密研究生学位论文保密管理的规定

6.19.2.8 中国药科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盲审办法

6.19.2.9 中国药科大学关于硕士学位论文答辩管理工作的规定

6.19.2.10 中国药科大学对抽检不合格学位论文的处理方法

6.19.2.11 中国药科大学关于在学位论文工作中加强学术规范管理的暂行规定

6.19.2.12 中国药科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材料归档管理办法

6.19.2.13 中国药科大学国际医药商学院公共管理硕士（MPA）课程管理的规定

6.19.2.14 中国药科大学国际医药商学院公共管理硕士（MPA）课程考核和成绩管理规

定

6.19.2.15 中国药科大学国际医药商学院公共管理硕士（MPA）研究生管理办法

6.19.2.17 中国药科大学国际医药商学院公共管理硕士（MPA）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职

责

6.19.2.18 商学院关于成立MPA学位论文审查委员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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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专项合格评估方案附表 27

6.20 近三学年教学质量保障工作总结（见附表 27）

一、组织保障

二、教学管理制度保障

1.课程教学管理制度

2.课程课件及检查制度

3.教学质量和评估制度

4.导师岗位责任制度

5.专业建设激励办法

三、学生考核制度保障

1.考核制度

2.规范学位论文环节

四、教学质量资源保障

1.师资队伍简介

2.师资培训和课程团队

3.讲座和学术活动

五、师生沟通渠道和机制保障

1.沟通渠道

2.师生定期研讨沟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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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专项合格评估方案附表 28

6.21.1 近三学年定期集中教学情况汇总表

填表时间：2021年 06月 25日
指标 情况

能否为MPA研究生提供校内宿舍 能

序号 定期集中时间 开设课程数 教师人数 课时总数 学生人数

01 2017.9-2018.1每周六周日 9 22 289 10
02 2018.1-2018.6每周六周日 11 21 391 10
03 2018.9-2019.1每周六周日 9 22 289 9
04 2019.1-2019.6每周六周日 11 21 391 9
05 2019.9-2020.1每周六周日 9 22 289 28
06 2020.2-2020.6每周六周日 11 21 391 28



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专项合格评估自我总结报告附件

117

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专项合格评估方案附表 29

6.21.2 近三学年MPA教学点情况汇总表

填表时间：2021年 06月 25日
序号 教学点名称 教学点地址 所设班次 教学人数 课程数 课时数 学分

01 中国药科大学江宁校区 南京市 2017级 10 9 289 17
02 中国药科大学江宁校区 南京市 2017级 10 11 391 23
03 中国药科大学江宁校区 南京市 2018级 9 9 289 17
04 中国药科大学江宁校区 南京市 2018级 9 11 391 23
05 中国药科大学江宁校区 南京市 2019级 28 9 289 17
06 中国药科大学江宁校区 南京市 2019级 28 11 391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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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专项合格评估方案附表 30

7.22 MPA毕业生学位论文信息统计表

填表时间：2021年 06月 25日
序号 年级 姓名 导师 论文题目 答辩时间

1 2015 金鹤龄 邵蓉 高校行政管理人员绩效考核体系研究 2019.6.4
2 2015 沈玉珊 邵蓉 媒体视角下药品监管能力提升策略研究 2019.6.4
3 2015 夏锦鉴 陈永法 高校医药类课程考核存在问题及其改革研究——以中国药科大学为例 2019.6.4
4 2015 丁健涛 马爱霞 我国医疗消费信贷风险点及其应对策略研究 2019.6.4
5 2015 金琦 褚淑贞 有限政府视角下的民营医院发展策略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2019.6.4
6 2015 徐静 徐怀伏 政府对我国医药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研究 2019.6.4
7 2015 韩笑 邵蓉 江苏省快速检测在食品流通监管中的建设现状及完善对策研究 2019.6.4
8 2015 陈玉 徐怀伏 我国城管法治化进程的路径探析——以合肥市为例 2019.6.4
9 2016 孙毅 徐晓媛 新媒体时代中国大众健康传播的社会责任研究——以“百姓健康网”为例 2019.6.4
10 2016 王本鹏 邵蓉 基于公共管理视角下的泗洪县眼科手术器械产业政策探究 2019.6.4
11 2016 赵彬彬 刘永军 泗洪县乡镇基层医疗卫生人力资源配置现状及对策研究 2019.6.4
12 2016 董经昕 陈永法 江苏省药品集中采购制度完善研究 2019.6.4
13 2016 匡京 邵蓉 基于税务机关的角度谈税收筹划对医药企业的影响 2019.6.4
14 2016 阮文 刘永军 中国医疗器械标识系统构建研究 2019.6.4
15 2016 王怡薇 邵蓉 我国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的监督与管理 2019.6.4
16 2016 单晨 冯国忠 “互联网+医疗健康”背景下我国公立医院慢病管理模式研究 2019.6.4
17 2016 李宝安 茅宁莹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新医药产业招商引资策略研究——以新沂市为例 2019.6.4
18 2016 李佳 丁锦希 国外创新药物条件审批制度研究及启示 2020.6.5
19 2017 池秀云 徐怀伏 电子处方流转平台模式探讨及监管展望 2020.6.5
20 2017 曹嘉成 陈永法 江苏省药品 GMP检查员职业化研究 202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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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017 王青 丁锦希 我国公立医院门诊药事服务费的政策探讨 2020.6.5
22 2017 刘毅 马爱霞 基于质量风险控制视角的儿童临床试验伦理问题研究 2020.6.5
23 2017 王玥坤 陈永法 南京市三级甲等医院药师审方制度落实情况及对策研究 2020.6.5
24 2017 董天啸 常峰 江苏省公立医院管理委员会实质运行情况分析 2020.6.5
25 2017 桂宏宇 马爱霞 江苏省药物临床试验开展现状研究 2020.6.5
26 2017 潘冉 马爱霞 中国代孕的可行性研究 2020.6.5
27 2018 王茹 冯国忠 全面二孩政策下职业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2021.6.6
28 2018 章观保 马爱霞 带量采购制度的效果分析 2021.6.6
29 2018 朱玉丹 丁锦希 不同医保支付方式对糖尿病患者经济负担的影响研究 2021.6.6
30 2018 王佳奇 冯国忠 国内结核感染筛查两步法的实施应用研究 2021.6.6
31 2018 徐国兰 茅宁莹 “时间银行”养老志愿服务居民参与意愿及影响因素——以南京市为例 2021.6.6
32 2018 侯钦誉 徐晓媛 新媒体环境下江苏地区医院舆情危机的应对策略研究 2021.6.6

33 2018 李琳焕 褚淑贞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防疫物资出口监管政策研究——以新型冠状病毒检

测试剂为例
2021.6.6

34 2018 邵晓龙 徐晓媛 医药分开背景下 DTP药房药学服务能力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2021.6.6
35 2018 葛峰 陈永法 ERAS理念在南通市三级医院麻醉科应用调查研究 2021.6.6

36 2019 李静芝 褚淑贞
从基药与医保制度药品目录构建逻辑分析药品商保目录对实现多层次医疗保

障体系建设的作用
未答辩

37 2019 焦凡凡 吴方 临床研究协调员工作压力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未答辩

38 2019 葛展虹 曹阳 相互宝大病互助计划用户使用意愿与接受行为研究——基于 UTAUT模型 未答辩

39 2019 刘晶晶 陈在余 不同模式养老机构运营效果对比——以南京市为例 未答辩

40 2019 杨强 吴方 南京市生命健康产业科技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研究 未答辩

41 2019 张蕴文 陈永法 公共管理视角下有效规范医药代表职业行为的研究 未答辩

42 2019 邹晓婷 徐怀伏
以创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为目标的

校地合作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建设路径研究
未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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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2019 祖新颖 马爱霞 新时期基层街道办事处多元合作治理模式改革 未答辩

44 2019 顾彭 徐怀伏 新冠疫情背景下我国城镇居民失业保障情况与对策分析——以 H市为例 未答辩

45 2019 唐清 路云 网格化管理视域下的中职学校校园安全管理 未答辩

46 2019 张新明 马爱霞 县级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面临的挑战和对策研究 未答辩

47 2019 刘鹏程 褚淑贞 合作治理视域下地方罕见病用药保障模式研究——以 SMA为例 未答辩

48 2019 李尚镁 唐文熙 全国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下单体零售药店的生存挑战与出路 未答辩

49 2019 丰玫玫 路云 海南自贸港建设背景下医药产业创新发展机制分析 未答辩

50 2019 解春萌 晏双生 美国同情用药政策及其对我国同情用药建设的启示研究 未答辩

51 2019 张磊 丁锦希 我国药品注册核查与美国 FDA批准前检查的对比研究 未答辩

52 2019 傅玲 刘永军 HPV疫苗研发应用状况及发展趋势国内外对比研究 未答辩

53 2019 刘东翔 茅宁莹 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政策下原研替代面临的挑战及对策研究 未答辩

54 2019 马东青 徐伟 南京市职工医保门诊共济保障机制的研究 未答辩

55 2019 史红静 梁毅 全球新冠疫情防治背景下对中药提取物国际化发展的思考 未答辩

56 2019 汤梦璐 梁毅 非全日制研究生培养及就业情况调查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未答辩

57 2019 吴迪 刘永军 南京市 YF医院“一问管到底”模式下门诊患者满意度调查及评价研究 未答辩

58 2019 徐锋 董田甜 生物医药产业园区生态创新与系统治理研究——以南京市江宁高新区为例 未答辩

59 2019 殷伟 茅宁莹 藏医药传承与发展相关政策研究 未答辩

60 2019 张万萍 李勇 不同养老养老模式对老年人健康影响及对策研究 未答辩

62 2019 童圣灵 李勇 基本医保对我国居民基层就诊行为的影响及医保政策优化研究 未答辩

63 2019 王绪旺 茅宁莹 江苏省新高考改革选考科目政策问题与对策研究 未答辩

64 2019 杨华荣 李亦兵 我国大病医疗救助政策实施效率研究 未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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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专项合格评估方案附表 31

7.23.1 近三学年MPA研究生及毕业生研究成果汇总表

填表时间：2021年 06月 25日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级 研究课题、发表论文、奖励名称
发表或表彰

时间
发表刊物 获奖称号

1 金鹤龄 男 2015 《新形势下高校后勤安全信息化建设研究》 2020.12.20 《高校后勤研究》 -

2 邵晓龙 男 2018
《在助力全球抗击疫情中推动中医药文化海

外传播》
2020.04.20 《中医药文化》 -

3 夏锦鉴 男 2015 《课程教学过程性考核方法改革的初步研究》 2018.04.15 《法制与社会》 -

4
金鹤龄、

夏锦鉴
男 2015 《浅析物流管理与高校保卫工作的有机结合》 2016.05.30 《科教文汇》（下旬刊） -

5
金鹤龄、

夏锦鉴
男 2015 《浅析我国高校保卫部门执法权》 2016.03.25 《法制与社会》 -

6 夏锦鉴 男 2015 《浅论如何建立我国网络舆情的引导机制》 2015.07.05 《法制与社会》 -

7 马冬青 女 2019 《我和我的MPA》 2020.11.14 -
江苏MPA二十周年征

文评选中三等奖

8 王绪旺 男 2019 《雨夜药大修MPA有感》 2020.11.14 -
江苏MPA二十周年征

文评选中三等奖

9 吴迪 男 2019 《我的MPA修行之路》 2020.11.14 -
江苏MPA二十周年征

文评选中二等奖

10 李尚镁 男 2019
《终结“以药补医”之殇：以价格改革推动江苏

公立医院现代管理机制突破》
2020.12.5 -

江苏省研究生公共管理

案例分析大赛三等奖

11 葛峰 男 2018
《药品质量受权人功能‘失灵’——基于长春

长生疫苗事件的案例分析》
2019.10.17 -

江苏高校公共管理案例

分析大赛三等奖

12 邵晓龙 男 2018 《药品质量受权人功能‘失灵’——基于长春 2019.10.17 - 江苏高校公共管理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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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生疫苗事件的案例分析》 分析大赛三等奖

13 王佳奇 男 2018
《药品质量受权人功能‘失灵’——基于长春

长生疫苗事件的案例分析》
2019.10.17 -

江苏高校公共管理案例

分析大赛三等奖

14 侯钦誉 男 2018
《药品质量受权人功能‘失灵’——基于长春

长生疫苗事件的案例分析》
2019.10.17 -

江苏高校公共管理案例

分析大赛三等奖

15 金鹤龄 男 2015 - 2016.05.30 -

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高

校保卫学会 2016-2017
年度校园安全管理科学

研究优秀成果奖

16 夏锦鉴 男 2015 - 2016.03.25 -

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高

校保卫学会 2016-2017
年度校园安全管理科学

研究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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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专项合格评估方案附表 32

7.23.2 MPA优秀毕业生情况汇总表

填表时间：2021年 06月 25日
序号 姓名 性别 毕业时间 任职单位 现任职务 升职情况或获奖情况 升职或获奖时间 授奖单位

1 金鹤龄 男 2018.06 中国药科大学 科员

获奖：2013年南京市内部安全保卫先

进个人

2014-2015学年中国药科大学招生宣

传先进个人

2016年江苏省第五届大学生安全知识

竞赛优秀指导老师

2016年中国药科大学新闻宣传工作先

进个人

2016年南京市内部安全保卫先进个人

2017-2018学年招生宣传先进个人

升职：2016.12晋升八级职员

2017.5晋升副科长

2020.12晋升七级职员

获奖：2013.12；
2015.12；
2016.12；
2017.01；
2016.12；
2018.12。

升职：2016.12；
2017.05；
2020.12

南京市公安局；

中国药科大学；

江苏省大学生安全知识

竞赛组委会；

中国药科大学；

南京市公安局；

中国药科大学

2 沈玉珊 女 2018.06 常州市金坛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
副主任

获奖：2015年金坛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先进个人；

2016年金坛区嘉奖；

2017年金坛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信息先

进个人；

2018年金坛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信息先

进个人；

2019年金坛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信息先

进个人。

获奖：2015.12
2016.05
2017.12
2018.12
2019.12

金坛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金坛区人民政府；

金坛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金坛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金坛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3 金琦 女 2018.06 南京市卫健委 副处长 获奖：2018年 江苏省征兵工作先进 获奖：2018 江苏省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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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

2018年 南京市特殊教育发展先进个

人

2019年 南京市对标找差创新实干推

动高质量发展先进个人；

2020年 南京市优秀民生工作者

升职：2017.5 晋升主任科员

2021.2 晋升副处长

2019
2020

升职：2017.05
2021.02

南京市特殊教育工作联

席会议（市教育局）；

南京市发改委；

南京市民生办（市发改

委）

4 王青 女 2020.06 东部战区总医院 药师 通过中级职称评定 2020.09 东部战区总医院

5 王玥坤 女 2020.06 东部战区总医院 药师 通过主管药师资格认证 2020.08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6 董天啸 男 2020.06 江苏省卫生健康

委
副处级 提任副处级干部 2020.12 江苏省卫生健康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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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专项合格评估方案附表 33

8.24.1 近三学年与公共部门合作培养MPA情况汇总表

填表时间：2021年 06月 25日
序号 入学年份 委托（合作）培养单位 培养人数

1 2018 国家医保局 1
2 2018 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2
3 2018 江苏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直属分局 1
4 2018 甘肃省药品检验研究院 1
5 2019 江苏省科技厅 1
6 2019 国家卫健委 1
7 2019 中国药品监督管理研究会 2
8 2019 广州市医疗保障局 1
9 2019 国家药监局信息中心 3
10 2019 国家卫健委药政司 1
11 2019 江苏省医药行业协会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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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专项合格评估方案附表 34

8.24.2 近三学年与公共部门科研合作情况汇总表

填表时间：2021年 06月 25日
序号 合作单位 合作项目名称 合作启动时间 合作项目经费 项目内容 项目进展情况 项目负责人

1 国家卫生计生委

药政司

2012年版基本药物

目录评估研究
2018.3 6

通过文献研究等研究方式，对以往

版本和WHO的基药目录进行研究，

分析评估 2012年版基本药物目录，

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系列建议。

结题 陈永法

2 国家卫健委药政

司

2018版国家基本药

物目录评估研究（化

学药品与生物制品）

2019.9 6

通过文献研究等研究方式，对WHO
的基药目录和一些重要临床指南进

行研究，分析评估 2018版国家基本

药物目录（化学药品与生物制品），

并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建议。

结题 陈永法

3 甘肃省药品检验

研究院

省部级重点实验室

混合机制管理及建

设实证研究

2019.6 6

通过文献研究，案例研究，实地调

研和访问专家等研究方式，以国家

药监局中药材及饮片质量控制重点

实验室建设运行为实例研究，构建

省部级重点实验室科技创新平台混

合治理机制，提出适应国情的省部

重点实验室科技创新平台治理对

策。

在研 陈永法

4 国家医保局

关于起草《药品价格

和集中采购管理办

法》等部门规章的政

策研究

2018.1 20

通过分析，明确价格管理与集中采

购的目标、原则与重点，出具指导

意见，为部门规章的起草提供有益

助力。

结题 丁锦希

5 国家卫健委 推动地方在基层医 2018.1 9.8 全面调查了解基本药物基层全额保 结题 丁锦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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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卫生机构开展部

分基本药物全额保

障试点实施方案研

究

障现状，基于我国基本药物全额保

障的必要性分析，探讨我国地方在

基层开展基本药物全额保障的可行

性，并出具我国基本药物基层全额

保障的推进路径与实施方案。

6 北京市发改委
新形势下药品采购

与保障模式研究
2018.1 15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

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课题研究

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为新形势下

药品采购与保障模式提供指导意见

结题 丁锦希

7 国家卫计委
药物强制许可途径

及方案研究
2018.1 6

参考国际上强制许可的案例，结合

合我国专利法相关要求和国际强制

许可经验，研究我国强制许可能力，

提出药物强制许可可行性途径及方

案。

结题 丁锦希

8 广东社会保险学

会

制定医保支付标准

管理方案研究课题
2018.11 48

立足于国家机构改革框架下的药品

医保支付标准管理方案研究，利用

大数据测算形成药品医保支付标

准，作为公立医院、民营医院和社

会药房的药品医保报销的结算基

准，为政府提供科学参考依据。

结题 丁锦希

9 国家医保局
国际药品招标采购

经验和做法研究
2019.1 10

梳理域外典型国家和地区的药品招

标采购制度，明晰其关键操作，对

比分析不同做法的优劣势，并基于

我国国情，出具药品集中采购完善

方案与建议。

结题 丁锦希

10 国家医保局
医保结算清单数据

标准研究
2019.1 30

根据国家医疗保障局信息业务标准

化工作总体部署，在国家医保局规

划财务和法规司的领导下，未指定

结题 丁锦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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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的医保结算清单数据标准提供

决策参考。

11 国家医保局

我国基本医疗保险

法律和政策体系建

设

2019.1 10

以我国基本医疗保险法律和政策为

研究对象，重点探讨“现状与趋势”、
“法律政策框架体系”以及“重点法

律文件”三项问题，未完善基本医疗

保险法律和政策体系提供参考。

结题 丁锦希

12 国家医保局

新加坡中央公积金

制度及其对我国的

启示课题研究项目

2019.1 10

以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制度为研究对

象，深入分析其“筹资机制”、“支付

机制”以及“基金转化机制”，以前瞻

性视角探寻我国基本医保制度“个
人账户”可能的改革方向，为制度完

善出具合理化建议。

结题 丁锦希

13 国家医保局
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改革三个重点问题
2019.1 18

以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中的

问题为研究对象，重点探讨“参保性

质”、“个人账户”以及“医保医疗的

关系”三个具体问题，为进一步厘清

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性质与职

能定位，完善我国基本医疗保险的

制度建设提供有益助力。

结题 丁锦希

14 国家医保局
药品医保支付标准

制定规则研究
2019.1 9.1

系统梳理域内外典型国家和地区药

品医保支付标准制定规则，明晰不

同制定模式的具体操作与优劣势，

并基于我国国情，出具我国药品医

保支付标准制定规则方案。

结题 丁锦希

15 国家卫健委

中国药品状况调查

和政策研究（价格报

销）

2019.1 8
全面梳理总结现行药物政策，评估

基本药物、仿制药品、短缺药品等

政策落实情况，研究国家药物政策

结题 丁锦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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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标和内容，推动建立以临床需

求为导向的药物政策体系。

16 甘肃医保局

医保支付体制下药

品采购与医保药品

支付标准联动应用

研究

2019.1 5

通过研究新医保支付体制下，药品

采购价格与医保支付标准的关联

性，探析支付标准制定方向的合理

性，进而为医保支付标准确定提供

决策参考。

结题 丁锦希

17 国家医保局

国际医疗保障基金

监管经验和做法研

究

2020.1 12

以医保基金监管为重点研究对象，

从监管内容、监管措施、惩处措施

等方面展开，对比域内外做法，分

析不同做法的优劣势，并基于我国

国情，出具我国医保基金监管的完

善建议。

结题 丁锦希

18 广东医保局
广东省罕见病综合

医疗保障机制研究
2020.1 20

基于广东省级统筹的改革方向，有

效整合各统筹层级基金，引入商业

保险协同支付、罕见病专项基金等

多方参与机制，构建满足罕见病患

者保障需求的综合医疗保障体系，

对罕见病用药实行“分类管理、分类

保障”，为探索推进全国省级统筹与

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起到改革示范

效应。

结题 丁锦希

19 国家卫健委 基本药物政策研究 2020.1 9

通过政策梳理、制度比较、实证调

研等方法，剖析基本药物政策自身

的巩固、优化和发展问题，以及与

医保、医疗相关政策的衔接问题，

提出我国基本药物政策发展建议，

为国家“十四五”医改方案的制定提

结题 丁锦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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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参考。

20 国家医保局
医保结算清单应用

指导和跟踪评估
2020.6 37.6

根据国家医疗保障局信息业务标准

化工作总体部署，在国家医保局规

划财务和法规司的领导下，为制定

统一的医保结算清单数据标准提供

决策参考。

在研 丁锦希

21 国家医保局

基于集中带量采购

的《药品集中采购管

理办法》研究

2020.6 30

为将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试点探

索的、行之有效的主要政策、配套

措施、工作机制和执行体系以法律

条文的形式固化下来，填补当前药

品招采中存在的法律空白，规范药

品公共采购市场，开展药品集中采

购管理办法及药品集中采购立法研

究。

在研 丁锦希

22 江苏省医保研究

会

医保支付标准引导

药品医用耗材价格

市场形成机制研究

2020.6 10

秉持分类采购的理念，利用文献梳

理等方法，总结域外分类采购标准，

总结共性之处，并结合我国医药卫

生体制改革相关政策，明确分类采

购标准，为更优发挥不同采购模式

的控价作用奠定基础。

在研 丁锦希

23 国家医疗保障局

跟踪梳理江苏、浙

江、湖南等省份基本

医保市地级统筹推

进情况

2020.12 15

梳理江苏、浙江、湖南等省份统筹

层次基本情况，评估分析市地级统

筹工作进展，选取典型城市对比分

析后提出推进市地级统筹的政策建

议。

在研 丁锦希

24 江苏省医疗保险

研究会

城乡医保整合后的

待遇保证水平和基

金运行情况分析

2018.4 7
在城乡医保整合的背景下，对医保

待遇水平的变化和城乡居民的待遇

进行调研，对医保整合后对保障水

结题 常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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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和医保基金运行情况分析。

25 国家卫计委药具

管理中心

降低高值医用耗材

费用研究课题委托

协议书

2018.7 6.3

对高值医用耗材从研发生产到流通

使用等各项政策进行梳理总结，研

究分析影响高值医用耗材费用的相

关因素，提出合理的意见建议。研

究分析供应保障情况，对高值医用

耗材供应保障现状进行研究分析。

结题 常峰

26 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药政司

我国药品价格特点

研究
2018.9 9

全面调查了解我国上市药品的价格

现状,从多维度对药品价格比较分

析;并从多角度对存在的药品价格

差异现象进行分析，探讨我国药品

价格管理政策对药品价格形成的影

响。

结题 常峰

27 国家医疗保障局
国办发[2015]7号文

件实施情况评估
2019.7 15

评估 7 号文的落实情况，剖析部分

政策未落实或未完全落实的原因。

评估 7 号文政策落实后的成效和问

题，剖析成效不显著以及问题存在

的原因。总结药品招标采购的地方

特色做法，把握 7号文待完善和改

进的方面。

结题 常峰

28 国家医疗保障局

医药价格与采购面

临的主要问题和措

施研究

2019.9 10

全面梳理国家和各省市在“十三五”
规划期间的发布的医药价格相关政

策，详细了解政策落地、推进情况，

并就各医改政策对药品价格形成机

制及药品价格变化产生的影响展开

分析。

结题 常峰

29 国家医疗保障局
第二批带量采购药

品价格预判分析
2019.11 30 分析目录内境外药品价格信息，研

究确定第二批带量采购药品目录: 结题 常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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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依据是《中国上市药品目录

集》。

30 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

药品供应保障体系

研究
2019.12 9

研究注册、生产、流通、使用和支

付等相关政策体系，研究各政策的

概述及内涵、制度现状、对药品供

应保障的影响、存在的问题、国际

经验。提高药品的可及性和促进合

理用药，完善我国药品供应保障机

制。

结题 常峰

31 广东省市场监督

管理局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

理局反垄断执法相

关领域第三方评估

课题研究

2020.1 55 为广东省反垄断执法各项工作提供

智力支持和专业咨询服务。
结题 常峰

32 中国价格协会
新时期药品集中采

购趋势及机制优化
2020.6 26

持续跟踪国家和地方药品带量采购

工作，对带量采购的实施情况进行

综合评估,总结经验教训，提出政策

建议。

结题 常峰

33 无锡医疗保障局
无锡医药招采模式

和规则库研究
2020.7 16

分析无锡医药阳光采购的品种遴

选、采购规则、谈判方法、企业信

用评价、阳光招采平台运行规则等

具体做法,提炼无锡医药阳光采购

的特有模式特点,为完善和优化无

锡市药品和医用耗材招标采购模式

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结题 常峰

34 国家医疗保障局
药品集中带量采购

操作规范研究
2020.8 24.97

持续跟踪国家和地方药品带量采购

工作，对带量采购的实施情况进行

综合评估，总结经验教训,提出政策

建议，并形成操作规范,为今后药品

结题 常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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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带量采购工作提供技术支持。

35 国家医疗保障局

医保定点零售药店、

医保药师编码标准

应用指导和跟踪评

估

2020.11 19
跟踪和指导评估医保定点零售药

店、医保药师编码在应用地区的应

用情况。

在研 常峰

36 江苏省医药质量

管理协会

药品质量安全风险

防控体系建设
2019.8.20 1.935 协助完善风险预防体系，落实风险

管控机制。
在研 梁毅

37

江苏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泰州

医药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直属分

局

联合疫苗产业情况

及发展趋势分析
2018.7 4.178 对我国联合疫苗产业的发展现状进

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发展对策。
结题 褚淑贞

38 江苏省科技厅

新形势下江苏先进

生物医药和新型医

疗器械产业集群竞

争力提升路径研究

2020.5 5

生物医药和新型医疗器械产业园区

是医药产业发展的载体，针对江苏

工业园区的发展现状，拟提出提升

竞争力的路径，供相关部门参考

在研 褚淑贞

39 江苏省医药行业

协会

我国阿尔兹海默症

医疗保障研究
2020.9 3

对我国阿尔兹海默症医疗保障的现

状进行调研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

保障对策

结题 褚淑贞

40 江苏省医药行业

协会

医用耗材集中采购

质量评价体系研究
2020.9 3

目前医用耗材集中采购质量评价缺

乏完整的权威体系，本研究在我国

医用耗材采购的现状分析基础上提

出初步的质量评价体系，拟对相关

部门提供借鉴

结题 褚淑贞

41 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药政司

我国重大疾病防治

用药、公共卫生用

药、临床急需特效药

中的专利药情况研

2018.3 5.726

1. 按照《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管理办

法》中“国家基本药物遴选应当按照

防治必需、安全有效、价格合理、

使用方便、中西药并重、基本保障、

结题 徐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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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临床首选和基层能够配备的原则，

结合我国用药特点，参照国际经验，

合理确定品种（剂型）和数量”原则

提出建议纳入我国基本药物目录的

专利药品种。

2. 对建议纳入基本药物目录中的

专利药品分别从临床必要性、有效

性、可及性、经济性和合理性提出

论证依据。

3. 围绕如何通过完善基本药物制

度促进相关专利药品的公平可及，

提出政策建议。

42 国家卫生保障局
药品分类与编码标

准研究
2018.8 43.032

系统梳理各省市医保药品分类体系

与编码规则，比较各个编码之间的

异同点，分析其中的影响因素；研

究药品分类与编码的赋权规则，明

确各级权限职责；研究我国各省市

药品分类与编码的动态调整机制及

其管理制度，分析存在的缺陷和原

因，提出合理的意见建议或解决方

案。

结题 徐伟

43 国家医疗保障局

医药服务管理司

各国医保药品目录

管理研究
2018.11 7.159

立足于当前我国医保部门完善基本

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用

药管理相关政策，和逐步建立完善

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的现

实，以各国医保药品目录及其管理

规定作为研究对象，全面剖析国际

医保药品目录管理的成功经验，以

结题 徐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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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为我国医保药品目录的管理提出

科学可行的政策建议。

44 中国工程院
江苏省医药发展战

略研究综合协调组
2018.12 10

结合江苏省医药产业发展现状，从

化学药品产业、医疗器械产业、医

疗服务产业等角度为江苏省医药产

业的持续发展建言献策。

结题 徐伟

45 国家医疗保障局
中药饮片编码标准

研究
2019.1 13.54

研究我国目前现有中药饮片标准及

特征，为我国统一的国家中药饮片

编码规则的制定提供参考与依据。

结题 徐伟

46 国家医疗保障局

医保药品编码标准

数据库和动态维护

研究工作方案

2019.2 54.17

在国家医保局统一医保药品分类与

代码数据库基础上，研究医保药品

编码动态维护规则，为国家医保药

品编码的落地提供保障。

结题 徐伟

47 江苏省医保研究

会

国家谈判药品支付

数据分析与医疗保

障绩效研究

2019.3 5.804

分析我国谈判药品的支付数据，将

谈判药品在医保中的支付情况进行

分析，通过对纳入医疗保障的谈判

药品支付进行讨论，对医保绩效情

况进行研究，以期进一步优化谈判

药品的支付方式，完善医疗保障绩

效考核机制。

结题 徐伟

48 国家医保局基金

监管司

取消异地就医备案

管理快速评估
2019.5 6.77

通过对异地就医政策的分析以及欧

盟跨境医疗，结合部分对异地就医

备案实施不同政策的地区数据的实

证分析，探究未来是否能够取消异

地就医？

结题 徐伟

49 广州医疗保障局

互联网基本医疗服

务医保支付方式课

题研究

2019.7 2.878
本研究拟在整理我国互联网医疗发

展现状的基础之上，以广州市为例，

通过实地调研、专家访谈等形式，

结题 徐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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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借鉴美国、法国等国家在互联

网医疗方面的医保支付政策，从医

保支付范围、支付水平、支付方式

三方面，探索构建广州市互联网医

疗医保报销体系，以期为未来我国

互联网医疗医保支付提供信息参

考。

50 国家医疗保障局

基金监管司

关于完善异地就医

备案和转诊制度
2019.7 6.772

本研究通过对全国各省异地就医备

案和转诊核心环节政策的对比，从

异地就医人群划分、待遇设计等方

面对异地就医备案和转诊政策进行

优化。

结题 徐伟

51
国家医疗保障局

规划财务与法务

司

我国药品与医用耗

材的医保支付管理

研究

2019.8 6.772

对我国药品及医用耗材的医保支付

管理现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结合

当前国际上部分先进国家和地区的

相关经验，为完善我国药品及医用

耗材医保支付范围、支付标准、支

付管理的动态调整机制及支付方式

等医保支付管理内容提供可行性建

议和方案

结题 徐伟

52 苏州医疗保障局

苏州市基本医疗保

险和生育保险市级

统筹基本政策和待

遇标准调整方案风

险评估

2019.12 5

基于政策分析和大数据测算结果，

从合法性、合理性和风险可控性等

方面对决策草案《苏州市基本医疗

保险和生育保险市级统筹基本政策

和待遇标准调整办法》进行风险评

估。旨在系统梳理苏州市市级统筹

政策调整的主要风险点，并提出可

行的化解风险的主要措施，切实提

结题 徐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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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市级统筹政策落实的可行性。

53 江苏省医保研究

会

江苏省医疗服务价

格动态调整机制研

究

2020.5 5

本研究通过国内外医疗服务价格调

整政策的比较，将江苏省医疗服务

价格与其他地区进行横向对比，从

政策启停条件、调价规模、调价类

别对江苏省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

机制的设计提供可行性建议。

结题 徐伟

54 国家医疗保障局

基金监管司

跨省异地就医门诊

费用直接结算试点

工作运行效果研究

2020.7 6.86

评估长三角地区跨省异地就医门诊

直接结算政策试点运行效果，梳理

现行试点工作中存在的难点与堵

点，并总结典型地区的工作经验，

以期探索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实

现路径。

在研 徐伟

55
国家医保局医疗

保障事业管理中

心

医疗保障经办机构

内控机制研究
2020.7 17.22

加强医疗保障公共服务机构内控机

构建设，完善提升医疗保障经办机

构内部控制标准，建立运作规范、

管理科学、监控有效、考评严格的

内部控制管理规程，实现医疗保障

经办业务的全流程的标准化、精细

化、智能化，保障医保基金安全，

维护广大参保者的合法权益，研究

制定国家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内控规

程。

在研 徐伟

56 广东省医疗保障

局事业管理中心

省级统筹视角下广

东省内跨市就医基

本医疗保险直接结

算研究

2020.7 14

本研究首先以广州市和汕头市本地

参保人本地住院病案首页及医保结

算数据、省内其他统筹区参保人流

入至广州市、汕头市异地住院患者

病案首页及医保结算数据为例，旨

在研 徐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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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评估异地就

医直接结算中本地患者以异地流入

患者不同支付方式下医疗费用、医

保基金支出、患者就医选择影响。

基于此，探索省级统筹视角下，广

东省内跨市就医基本医疗保险直接

结算实施按病种分值付费的可行性

方案。其次，基于广东省 21个统筹

区提交的门诊特定病种统计报表数

据，基于各统筹区患者省内跨市流

动率，理论测算若开通省内门诊特

定病种直接结算，就诊人次、医疗

费用及医保基金的变化情况，以期

为完善广东省内跨市就医医保管理

政策提供理论与实证依据。

57 广东省医保研究

会

广州市医疗保险智

能审核运行分析及

优化研究

2020.8 7.5

本研究首先从智能审核规则制定、

规则修改、规则运行及审核人员工

作标准等方面，对广州市医保智能

审核体系实际运行现状进行评估，

从理论和实践上归纳广州智能审核

的特色、运行成效及运行过程中存

在的问题；其次，本研究对全国各

地市智能审核规则制定、运行过程、

事后审核结果反馈过程中申诉流程

以及智能审核全流程过程进行全面

探索，梳理分析全国各地市不同智

能审核运行模式，并对比分析各种

不同运行模式的优劣点；最后，本

研究基于各地市经验，并结合广州

结题 徐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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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实际运行情况，设计广州智能审

核工作标准，从而对现有工作制度

进行优化完善。

58 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

与医保报销目录政

策衔接研究

2020.11 6.75

分析国家基本药物在医疗机构中的

使用与配备情况，在此基础上进一

步对比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和医保报

销目录在遴选、使用、管理等方面

的区别与联系，同时结合其他国家

或地区优秀的基本药物管理经验，

明晰我国基本药物目录未来的定位

和发展方向，以及如何与医保报销

目录进行政策街接。

在研 徐伟

59 国家医疗保障局

医药服务管理司

国内外治理高值医

用耗材主要做法与

政策研究

2020.11 1.8602

分析国内外高值医用耗材审评审批

制度、苏州市医保支付制度和实际

支出情况，对医用耗材带量采购、

医用耗材国际支付比较，对高值耗

材产业发展进行分析，从而支撑高

值耗材采购等政策的优化。

结题 徐伟

60 江苏省卫生健康

委员会

江苏省卫生健康地

方标准现状及发展

对策研究

2018.4 1.42

以江苏省卫生健康领域地方标准为

研究对象，对江苏省卫生健康地方

标准进行梳理评估，并基于理论分

析和现实状况研究，借鉴先进地方

卫生健康领域地方标准的建设经

验，形成研究报告，对江苏省卫生

健康领域地方标准的发展及工作推

进提供参考和建议。

结题 茅宁莹

61 中国药品监督管

理研究会

监管科学发展视角

下的药品监管人才
2018.9 2.837 从我国药品监管的实际出发，基于

对长三角地区药品监管现状、药品
结题 茅宁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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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素质模型研究

——基于长三角区

域的调查研究

监管人才培养情况，并结合国外关

于药品监管的实践经验，从监管科

学发展的视角研究与构建药品监管

人才能力素质模型。

62 中国药学会

我国医药创新能力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研究

2018.9 5.8042

梳理与分析医药产业创新特点，基

于国内外创新能力评价理论，结合

使用德尔菲法、层次分析法等方法，

构建与研究我国医药创新能力评价

指标体系。

结题 茅宁莹

63 教育部社科司

基于精算模拟的我

国商业医疗保险税

收政策研究（第三

期）

2018.3 1.6

本研究建立 PSM 和 DID 模型从宏

观层面分析 2017 年颁布的税收优

惠是否对试点城市商业健康保险需

求产生促进作用；其次，采用保险

精算方法，在对税优政策实施效果

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对税收优惠

补偿力度是否能满足社会医疗保险

补偿不足进行探讨；最后从商业健

康保险的税收优惠体系、监管体系、

产品种类、健康管理服务、与社会

医疗保险的合作等方面对我国商业

健康保险在税收环境中的改善提出

可行性建议。

结题 席晓宇

64 财政部预算评审

中心

新药审批监管制度

及预算绩效评估研

究（研究中心）

2018.10 14.511

本研究在介绍发达国家新药审批监

管制度及预算绩效考核方案的同

时,结合我国现状，分析发达国家方

案的合理之处,并以此为基础提出

对我国药品审评监管的借鉴意义,
以期建立我国药品审评机构的绩效

结题 席晓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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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体系,提升我国药品审评机构

形象,进而间接提升药品审评效率。

65
广东省食品药品

审评认证技术协

会

新版《药品管理法》

上市许可持有人制

度研究

2019 0.6
新版《药品管理法》上市许可持有

人制度分析、对行业的影响以及实

操过程中的相关法律文本研究。

结题 柳鹏程

66
广东省食品药品

审评认证技术协

会

中国药物警戒制度

研究
2019 1.2

中国药物警戒制度法律现状研究；

制药企业药物警戒体系构建，关键

警戒活动要素研究。

结题 柳鹏程

67 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局

国家药物警戒风险

沟通制度的完善研

究

2020 6
研究国内外药物警戒风险沟通制

度，对比分析为我国药物警戒风险

沟通制度完善提供建议。

在研 柳鹏程

68 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局

国内外药品上市后

风险管理计划制度

比较研究

2020 8

对国内外药品上市后风险管理计划

制度进行梳理，在分析比较的基础

上，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药品上市

后风险管理计划企业指南。

在研 柳鹏程

69
国家医疗保障局

医药价格和招标

采购司

关于起草《药品价格

和集中采购管理办

法》等部门规章的政

策研究项目

2018.1 2

通过分析，明确价格管理与集中采

购的目标、原则与重点，出具指导

意见，为部门规章的起草提供有益

助力。

结题 李伟

70 南京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

2017年南京市食品

药品安全状况报告

白皮书

2018.3 10
按照药监局对食品安全白皮书的要

求，进行 2017年数据调查和表格的

设计。

结题 邵蓉

71 江苏省医疗保险

研究会

医保药品费用支出

对医保基金的影响

及重点监控品种研

究

2018.3 10

进行控费视角下的合理用药研究，

筛选重点监控品种，并探究医保药

品费用支出对基金及品种的影响程

度。

结题 邵蓉

72 国家医疗保障局

办公室

仿制药产业发展与

政策体系研究
2019.1 10 研究典型国家仿制药产业发展与政

策体系，完善我国支持仿制药产业
结题 邵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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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政策体系，探究医保在仿制

药产业发展中的作用。

73 南京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

2018年南京市食品

药品安全状况报告

白皮书

2019.5 10
按照药监局对食品安全白皮书的要

求，进行 2018年数据调查和表格的

设计。

结题 邵蓉

74 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局
药品定义专项研究 2019.6 5

根据现有药品定义，探究药品定义

存在的问题，探究药品定义的完善

方向和涵盖范围。

结题 邵蓉

75 中国学位与研究

生教育学会

药学专业学位医保

政策法规类课程案

例教学改革与应用

研究

2019.10 2

搜集医药产业发展当中的经典案

例，进行关键知识点、相关制度结

构的系统分析，编纂形成案例汇编，

作为医药政策类课程教学用书。

结题 邵蓉

76 江苏省医疗保险

研究会

江苏省医保特药政

策实施效果评估
2019.10 10 研究有关江苏省医保特药的相关政

策，并对其实施效果进行评估。
结题 邵蓉

77 江苏省药品监督

管理局
科研项目管理服务 2019.11 6

根据原江苏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7-2018 年度科研项目管理事宜

进行服务外包的专项技术服务，并

支付相应的技术服务报酬。

结题 邵蓉

78 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局信息中心

互联网＋药品生产

监管数据融合分析

研究

2019.12 8
研究互联网＋与药品生产监管数据

融合的有关问题的研究，分析未来

的研究方向。

结题 邵蓉

79 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局

国家药物警戒风险

沟通制度的完善研

究

2020.4 10

通过系统研究美国、欧盟、日本等

域外国家或地区药物警戒风险沟通

制度，分析其制度机制及制度设计

经验，并在此基础上，设计我国药

物警戒风险沟通制度参考方案。

结题 邵蓉

80 南京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

2019年度南京市食

品安全状况报告（白
2020.5 8 按照药监局对食品安全白皮书的要

求，对 2019年度南京市进行数据调
结题 邵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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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书） 查和表格的设计。

81 西藏自治区药品

监督管理局

西藏自治区藏药产

业发展状况和科学

监管对策研究

2020.6 47

分析藏药产业发展现状，包括优势、

存在问题、原因分析等，提出促进

藏药产业发展及科学监管的对策建

议。

在研 邵蓉

82 西藏自治区药品

监督管理局

研究起草《西藏自治

区实施《中华人民共

和国药品管理法》办

法》草案

2020.6 21

形成《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

和国药品管理法〉办法》草案，与

委托方(西藏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

局)一同参与提交西藏自治区人大

审核并修改完善，直至草案通过审

核。

在研 邵蓉

83
国家医疗保障局

（医药价格和招

标采购司）

集中带量采购中的

法律问题研究
2020.8 20 在集中带量采购的背景下，研究集

采中有关法律问题。
在研 邵蓉

84 省财政厅（江苏

省社科联）

健康江苏战略视角

下的江苏省食品药

品安全“社会共治共

享”机制研究

2018.6 0.3

课题组计划通过对比分析典型国家

和地区食药安全共治机制的异同，

在借鉴典型共治机制和特色政策的

基础上，科学评估我省食药安全社

会共治机制供给与需求的契合度，

提出构建江苏省食品药品安全“社
会共治共享”机制的政策建议。

结题 颜建周

85 上海市药监局

上海市食药监局关

于《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卷》志书资料长编

收集整理与撰写

2018.12 19
在整理上海志《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卷》编写过程中需要基础资料的基

础上进行撰写形成资料长编。

结题 颜建周

86 江苏省教育厅

生态系统视角下我

国抗癌药可及性研

究：量化评估、因果

2020.6 立项不资助

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我

国“保供应、降价格、促使用”的改

善临床急需抗癌药可及性的路径，

在研 颜建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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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与优化路径 即“鼓励创新药物研发与高品质仿

制，保障供应——积极纳入医保和

集中采购，降低价格——保障临床

合理应用，促进使用”。在此基础上，

通过完善保障我国药品可及性的政

策环境，构建抗癌药可及性保障配

套生态系统，确保该路径得以顺利

实现。

87 江苏省委组织部
生态文明视域下的

环境税改革研究
2019.1 2 生态文明视域下的环境税改革研

究。
在研 周茜

88 国家社科规划办

包容性绿色发展视

角下环境规制的红

利分配格局测度及

优化路径研究

2020.6 17
包容性绿色发展视角下环境规制的

红利分配格局测度及优化路径研

究。

在研 周茜

89 教育部

促进我国分级诊疗

制度建设的医疗资

源合理配置改革路

径研究

2019.3 8
提出促进我国分级诊疗制度建立的

医疗资源合理配置改革路径及对

策。

在研 李勇

90 国家药监局信息

中心

我国仿制药一致性

评价执行影响因素

及对策研究

2019.11 6 分析影响我国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

因素，并提出相关对策。
在研 李勇

91
教育部人文社会

科学基金青年项

目

基于首诊响应差异

性的基层医疗资源

配置优化研究

2019.3.15 8

研究居民社区首诊行为响应与基层

医疗资源适应性配置的理论、模型

及其应用，为江苏省分级诊疗制度

的推进和基层医疗资源的可持续利

用提供丰富的理论信息和科学的决

策依据。

在研 吴方

92 江苏省研究生教 研究生教育强国背 2019.5.21 1 以医药类研究生师生关系为实证对 结题 吴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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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教学改革研究

与实践课题

景下的交互合作型

师生关系建构——
基于医药类高校的

实证

象，通过对把握当前我国研究生师

生关系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借鉴

国外典型模式经验，研究研究生交

互合作型师生关系的影响因素，最

终构建研究生交互合作型师生关系

模型并提出构建研究生交互合作型

师生关系的政策建议。

93
江苏省高校哲学

社会科学研究一

般项目

分级诊疗制度背景

下的江苏省基层医

疗资源适应性配置

研究

2019.9.5 1

研究居民社区首诊行为响应与基层

医疗资源适应性配置的理论、模型

及其应用，为江苏省分级诊疗制度

的推进和基层医疗资源的可持续利

用提供丰富的理论信息和科学的决

策依据。

在研 吴方

94
江苏省社科基金

研究专项重点项

目

基于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的区域应急医

疗体系构建

2020.4.8 7.5

课题以应急医疗体系为研究对象展

开理论与实证研究：在把握我国应

急医疗体系建设现状的基础上，通

过探析国外典型模式借鉴实践经

验；通过系统分析构建多维度的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区域应急医疗

体系及其联动机制，并通过实证分

析为江苏省提高应急管理能力以及

应急医疗服务能力提出政策建议。

结题 吴方

95 国家教育部

健康中国背景下驱

动原始创新的药品

专利特权制度优化

研究

2019 8 中国药品专利制度结构、内容以及

调整建议。
在研 刘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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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专项合格评估方案附表 35

8.25 近三学年国内外合作交流情况汇总表

填表时间：2021年 06月 25日

类别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项目

负责人
项目起讫时间

出访 访问学者/博士后

赴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从事公共管理研究 唐文熙 2017.9-2018.9
赴美国南加州大学访问，从事经济管理研究 周茜 2017.12-2018.12
赴美国南加州大学访问，从事公共管理研究 吴方 2018.4-2019.4
赴纽约州立大学访问，从事经济管理研究 蔡旺春 2019.3-2020.7

赴美国纽约市立大学访问，从事经济管理研究 庄倩 2019.8-2020.9

接待
国内外教授、学者

短期学术交流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丁煌教授，作了题为“从传统公共行政到

现代公共行政——西方理论与中国借鉴”的学术报告，系统回顾了我国公共

管理学科建设历史与发展现状，并结合当前我国社会与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

对公共管理学科的重要价值进行了分析。

马爱霞 2018.9.21

台湾东吴大学助理教授余万能、台湾成功大学副教授陈俞沛、台湾东吴大学

副教授余启民，先后围绕我国台湾地区医药管理制度进行了学术报告，报告

主题分别为：《台湾地区药物品质与使用安全管理法制》、《台湾地区健保

法制与支付制度》、《医疗机构与数据管理》，从而介绍了我国台湾地区药

品安全、医疗保障和医疗数据管理领域的前沿管理制度。

朱红 2018.10.18

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教授吕志强，作了题为“真实世界数据及大数据在医保

决策中的使用及国际最新进展”的学术报告，介绍了真实世界数据和大数据

的概念、使用真实世界数据做医保决策的优势、美国真实世界数据在医保决

策的使用现状，以及美国和国际新方法的前沿动态等内容。

杨庆 2018.11.22

复旦大学副研究员王沛，作了题为“EQ-5D量表应用研究”的学术报告，全

面系统地介绍了 EQ-5D量表的使用，从而引起了在场师生对于人类健康效

用测量以及健康相关生命质量的关注。

李洪超 2018.12.5

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博士后研究员金雪晶，作了题为“Responsiveness and 李洪超 2018.12.12



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专项合格评估自我总结报告附件

147

Minimally Important Difference: What, Why, and How”的学术报告，介绍了生

命质量相关测量量表在测量过程中的响应度（Responsiveness）的相关概念

与计算知识。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杨开峰教授，作了题为“新时代国家治理与

以能力为中心的MPA教育”的学术报告，从MPA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适

应国家需求的培养能力、适应能力要求的培养内容、适应能力要求的教学方

式等四个方面做了全面阐述。

马爱霞 2019.1.4

新加坡国立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和医学院教授罗南，作了题为“当前健康效用

研究的热点问题”的学术报告，从离散选择实验、新的效用值工具、基于经

验和想象的健康状态效用值、EQ-5D四方面来介绍当前关于健康效用研究

的热点问题。

李洪超 2019.7.1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童星，作了题目为《社会保障的学科定位、发展

状况与未来趋势》的学术报告，分析了社会保障学科发展面临的困境和挑战，

并对该学科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与展望。

杨庆 2019.11.14

南京审计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洪亮，围绕“中国居民健康不平等的实证分

析”，在对传统研究方向进行改进的基础上，重点介绍了 Generalized Ordered
Logit Model与 RIF-I-OLS研究方法，并指出了未来可进一步展开研究的方

向。

周茜 2020.11.21

中国罕见病联盟执行理事长李林康，作了题为“当我遇见那些生而不凡的生

命”的学术报告，分享了自己与罕见病成骨不全症（俗称瓷娃娃病）的结缘

以及多年努力推动政策的成果，并就罕见病的研究、临床治疗等方面和师生

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交流。

茅宁莹 2020.11.26

政府部门相关专家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药物政策司司长于竞进等一行人来我院开展专题调研，

针对看病难看病贵、药物短缺等社会热点问题，围绕基本药物目录、儿童用

药目录、药品一致性评价、医用耗材管理等专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讨论。

孔令义 2018.9.18

合办 研究中心

药物经济学评价研究中心 马爱霞 2018
国家药物政策与医药产业经济研究中心（NDPE） 桑国卫 2018

ICH政策研究中心 徐伟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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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保障政策研究中心 常峰 2018
医药市场准入政策研究中心 丁锦希 2018

合办会议、讲座

2018年中国药科大学药物经济学能力建设项目

——TreeAge Pro软件应用培训班
朱余兵

2018.10.20-2018.10.
21

国际药事监管科学论坛暨首届教育者峰会 陈永法 2018.11.2
江苏省药学会药物经济学专业委员会第四届全体委员大会 马爱霞 2018.12.1

“礼来杯”第十四届医药经管法研究生论坛暨健康产业发展论坛 马爱霞 2018.12.2
江苏省药品临床综合评价工作方案论证会 马爱霞 2019.3.13
我国生物类似药审评审批及医保管理研讨会 徐伟 2019.6.15

第十一届华夏药物经济学论坛 马爱霞 2019.6.29-2020.6.30
江苏省药学会药物经济学专业委员会第二届委员全体大会 马爱霞 2019.12.8

“礼来杯”第十五届中国医药经管法研究生论坛暨健康产业发展研究论坛 马爱霞 2019.12.8

2019年江苏省快速卫生技术评估提升暨药物经济学研修 马爱霞
2019.12.18-2019.12.

21
HE空中课堂 马爱霞 2020.3.14-2020.4.18

2020第四届中国药科大学药物经济学能力建设项目 马爱霞 2020.9.24-2020.9.27
2020医药卫生管理青年学者论坛暨中华预防医学会卫生事业管理分会青年

学者沙龙
唐文熙

2020.10.16-2020.10.
18

第十届江苏MPA论坛暨江苏师大公共管理研究生论坛 唐文熙 2020.11.14
健康经济大讲堂：中国居民健康不平等的实证分析 周茜 2020.11.21

第十二届中国演化经济学年会 张文杰
2020.11.21-2020.11.

22
江苏省药学会药物经济学专委会第二届委员会第二次全体大会 朱余兵 2020.11.29

环境与健康经济 周茜 2020.12.4

第五届中国药科大学、江苏省药学会药物经济学能力建设项目研修培训 马爱霞
2020.12.24-2020.12.

27
第六届中国药科大学、江苏省药学会药物经济学能力建设项目研修培训 马爱霞 2021.3.18-2021.3.21

引进 高层次引进人才 周吉芳，中国药科大学国际医药商学院副教授 马爱霞
2020.7
2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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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 董田甜，中国药科大学国际医药商学院副教授

合作

培养
伍琳

中国药科大学国际医药商学院与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合作培养博士

后（目前已出站）
杨开峰 2018.12

参加

国际

组织

情况

- - - -

国际

研讨

报告

会

报告会主题
主讲人姓名

单位、职务

MPA研

究生参会

人数

时间

地点

Prescription drugs prices and
source of payments in the US
from 1997 to 2015

唐文熙，中国药科大学国际医药商学院副教授 0
2018/05
巴尔地摩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dical insurance coverage
and medication payments in
the US from 1997 to 2015

唐文熙，中国药科大学国际医药商学院副教授 0
2018/05
巴尔地摩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 VALUE
ASSESSMENT OF
INNOVATIVE BIOLOGIC
MEDICINES

丁锦希，中国药科大学国际医药商学院教授 2 2018.9
日本东京

Current Situation, Causes, and
Solutions to Drug Shortage in
China——ACase Study of
Jiangsu Province

茅宁莹，中国药科大学国际医药商学院教授 2 2018.9.8-2018.9.11
日本东京

Moving Into Action: Informing
Policy and Strengthening
Healthcare Systems in Asia
Pacific

邵蓉，中国药科大学国际医药商学院教授

席晓宇，中国药科大学国际医药商学院副教授

李洪超，中国药科大学国际医药商学院讲师

2 2018.9.8-2018.9.12
日本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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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ibliometrics analysis of
cost-consequences analysis
used in economical evaluations

唐文熙，中国药科大学国际医药商学院副教授 0
2019/05
新奥尔良

Cost-effectiveness of
pembrolizumab compared to
chemotherapy as a treatment
for patients with previously
treated advanced melanoma in
China

唐文熙，中国药科大学国际医药商学院副教授 0
2019/09
哥伦比亚

Cost-effectiveness analysis of
posaconazole versus
voriconazole for the
prophylaxis of invasive fungal
disease in China

唐文熙，中国药科大学国际医药商学院副教授 1 2019.11.1-2019.11.7
丹麦哥本哈根

BUDGET IMPACT OF
AFATINIB VS OSIMERTINIB
IN FIRST-LINE
TREATMENT OF EGFR
COMMONMUTATION
POSITIVE NSCLC IN CHINA

颜建周，中国药科大学国家药物政策与医药产业济研究中心项目研究员 1 2020.5
在线

13th Annual Global Partners in
Education Conference 康珊珊，中国药科大学国际医药商学院副教授 3 2020.5.18-2020.5.20

在线

Has the Western Development
Policy Promoted the
Upgrading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Western China

周茜，中国药科大学国际医药商学院副教授 4 2020.11.14-2020.11.
15在线

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
International 2020 Annual
Meeting

朱语眉，中国药科大学国际医药商学院讲师 4 2020.7-2020.12
在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