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府管理学院培养方案  

政府管理学院的学科渊源可以追溯到 1921 年成立的国立东南大学、中央大学政治学系和 1924

年成立的私立金陵大学政治学系，今年适逢百年华诞。1986年，南京大学复建政治学系，之后于 2002

年成立公共管理学院，2009 年更名为政府管理学院。经过 30 余年的改革发展，学院在学科建设、

人才培养、队伍建设、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现已成为国内高校中实力较强、

特色项目的政治学和公共管理研究重镇之一。 

学院现设有政治学系、行政管理系、劳动人事与社会保障系等教学单位，设有政治学与行政学、

行政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 3 个本科专业，其中行政管理专业为第六批全国高校特色专业、第二批

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这些专业所在的政治学、公共管理 2 个一级学科，均设有一级学科博士学位

授权点、博士后流动站，均为江苏省一级重点学科、江苏省优势学科。设有全国首批公共管理硕士

（MPA）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 

 

 

 

 



政治学与行政学主修培养方案 

1.专业简介 

本专业所依托的政治学学科发端于国立中央大学政治学系，百年来俊彦群集、名家辈出，为我

国现代政治学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改革开放以后，南京大学政治学系作为最早恢复重建

的单位之一，经过几代学人的接续努力，现已成为我国政治学研究的一所重镇。该学科拥有完整的

人才培养体系，设有政治学与行政学本科专业，政治学一级学科硕士点、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

入选江苏省一级重点学科、江苏省“十三五”重点学科、江苏省高校优势学科，以及教育部“双一

流”建设学科群，是全国政治学会副会长单位和江苏省政治学会会长单位。本专业的发展水平位居

全国前列，在政治学基础理论、现当代中国政治、政治学方法论等领域具有显著的学术特色和比较

优势。本专业一直重视高水平本科生的培养工作，近年来毕业生半数升学至海内外名校攻读硕士学

位，其余大多在重要国际组织、知名企事业单位和各级政府部门任职。 

2.学制、总学分与学位授予 

本专业学制四年，专业应修总学分为 150，其中通识通修课程（必修）52 学分，学科专业课程

（必修）44学分，多元发展课程（选修）48学分，毕业论文/设计（必修）6学分。 

学生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本专业教育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获得规定的学分，达到

教育部规定的《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综合考评等级，准予毕业，符合学士学位授予要求者，授予

法学学士学位。 

3.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通过系统性的培养和训练，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在与本专业相关度较高的国

家治理工作中，以及政治学和公共管理等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能够依靠扎实的理论素养和实践技

能，具备突出的竞争力；在与本专业相关度较低的工作领域和学术研究领域，能够依靠良好的整体

素质，表现出较强的成长性。 

4.毕业要求 

（1）专业知识：能够熟练掌握政治学与行政学的基础知识，正确和深刻地理解国家政治生活的

实践及其意义，全面了解现代国家治理中党和政府的基本制度、组织和程序。 

（2）专业技能：能够运用政治学和行政学的相关知识和理论，较为熟练地处理公共行政中的基

本事务，较为自如地应对相对复杂的公共管理和服务情境。 

（3）专业研究：能够熟练运用政治学和行政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对政治生活中的各类现象开展

质性或量化调研分析，形成具有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的结论或对策。 

（4）职业伦理：具有良好的公民道德和职业美德，追求公正良善的政治秩序，热爱国家和民族，

以实现人民的福祉为志业。 

（5）工作能力：具有较好的学习能力和沟通能力，熟悉团队合作的规则和程序，具有出色的文

字表达能力，能够熟练运用各类办公软件，具有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的语言能力。 

5.成果导向关系矩阵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课程 项目 

本专业旨在通过系统

性的培养和训练，全

面提升学生的综合能

力，在与本专业具有

较高相关度的国家治

理工作中，以及政治

学和公共管理等社会

科学研究领域中，能

够依靠扎实的理论素

养和实践技能，表现

出突出的竞争力；在

与本专业相关度较低

的工作领域和学术研

究领域，能够依靠良

好的整体素质，表现

出突出的成长性。 

（1）专业知识：能够熟练掌握政

治学和行政学的基础知识，正确和

深刻地理解国家政治生活的实践

及其意义，较为全面地了解现代国

家治理中党和政府的基本制度、组

织和程序。 

政治学原理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 

中国政治制度史 

中国政治思想史 

西方政治思想史 I/II 

当代西方政治哲学 

国家治理探索与实践（项目） 

“南雍新学”系列学术讲座 

“美育导赏”系列讲座 

（2）专业技能：能够运用政治学

和行政学的相关知识和理论，较为

熟练地处理公共行政中的基本事

务，较为自如地应对相对复杂的公

共管理和服务情境。 

公务员制度 

公文写作与处理 

政治心理学 

国家治理探索与实践（项目） 

挑战杯全国大学生系列科技学

术竞赛 

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 

（3）专业研究：能够熟练运用政

治学和行政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对

政治生活中的各类现象开展质性

或量化调研分析，形成具有现实和

理论价值的结论或对策。 

政治科学研究方法

I/II 

当代西方政治制度 

比较政治学 

国家治理探索与实践（项目） 

“南雍新学”系列学术讲座 

“格庐致知”系列学业辅导 

（4）职业伦理：具有良好的公民

道德和职业美德，追求公正良善的

政治秩序，热爱国家和民族，以实

现人民的福祉为志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政治社会学 

比较政治参与 

行政伦理学 

国家治理探索与实践（项目） 

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研

修班 

寒假暑假社会实践 

大学生志愿服务苏北计划 

（5）工作能力：具有较好的学习

能力和沟通能力，熟悉团队合作的

规则和程序，具有出色的文字表达

能力，能够熟练运用各类办公软

件，具有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的语

言能力。 

政治学与国际政治经

典导读（英文） 

公文写作与处理 

研究设计与写作 

国家治理探索与实践（项目） 

南京大学精英训练营 

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团体辅导

系列 

南京大学生涯规划嘉年华 

6.课程体系 

（1）通识通修课程 

课程类别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期 性质 
理论/

实践 
备注 说明 

通识课程 

学生毕业前应获得至少 14 个通识学分。其中，“悦读经典计划”“科学之光”育人项目至少各选修 1

个学分，美育应选修 2 个学分，劳育应选修 2 个学分（含 1 个劳动教育课程学分、1 个劳动教育实践学

分）。其他通识必修学分要求按照国家相关规定执行。 

最少修读学分：14 

通修课程

/思政课 

00000080A 形势与政策  1-1 通修 理论  

 
0000011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1-1 通修 

理论+

实践 
 



00000080B 形势与政策  1-2 通修 理论  

00000100 思想道德与法治 3 1-2 通修 
理论+

实践 
 

00000030A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理论部分） 
3 2-1 通修 理论  

00000080C 形势与政策  2-1 通修 理论  

00000130B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实践部分） 
2 2-1 通修 实践  

0000004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2-2 通修 
理论+

实践 
 

00000080D 形势与政策  2-2 通修 理论  

00000080E 形势与政策  3-1 通修 理论  

0000009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概论 
2 3-1 通修 

理论+

实践 
 

00000080F 形势与政策  3-2 通修 理论  

00000080G 形势与政策  4-1 通修 理论  

00000080H 形势与政策  4-2 通修 理论  

通修课程

/军事课 

00050030 军事技能训练 2 1-1 通修 实践  
 

00050010 军事理论 2 1-2 通修 理论  

通修课程

/数学课 
00010013 简明微积分 4 1-1 通修 理论   

通修课程

/英语课 

00020010A 大学英语（一） 4 1-1 通修 理论  
 

00020010B 大学英语（二） 4 1-2 通修 理论  

通修课程

/体育课 

00040010A 体育（一） 1 1-1 通修 实践  

 
00040010B 体育（二） 1 1-2 通修 实践  

00040010C 体育（三） 1 2-1 通修 实践  

00040010D 体育（四） 1 2-2 通修 实践  

 

（2）学科专业课程 

立足政治学与行政学的专业定位，针对高层次国家治理人才培养，设置了政治学原理等学科基

础课程和专业核心课程，课程清单及修读要求如下： 

课程类别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期 
性质 

理论/

实践 
备注 说明 

学科基础课程

/5 选 2 

03001620 法理学导论 2 1-1 平台 理论 准入 

 

06000640 政府管理导论 2 1-1 平台 理论 准入 

07000010 信息资源管理导论 2 1-1 平台 理论 准入 

08010740 社会与心理科学导论 2 1-1 平台 理论 准入 

32010010 世界政治导论 2 1-1 平台 理论 准入 

学科基础课程

/11 选 2 

03000030 宪法学 2 1-2 平台 理论 准入 

最少修读门数：2 
03001530 刑法学（总论一） 2 1-2 平台 理论 准入 

03001630 民法学（总则） 3 1-2 平台 理论 准入 

06000050 国际政治学 2 1-2 平台 理论 准入 



06000080 社会保障概论 2 1-2 平台 理论 准入 

07000030A 信息组织 3 1-2 平台 
理论+

实践 
准入 

07000650 信息检索 3 1-2 平台 
理论+

实践 
准入 

07000710 数据思维 2 1-2 平台 理论 准入 

08000090 社会学概论 2 1-2 平台 理论 准入 

08000100 社会工作概论 2 1-2 平台 理论 准入 

08030460 心理学概论（上） 2 1-2 平台 理论 准入 

学科基础课程/

必修 

06000030 政治学原理 2 1-2 平台 理论 准出 
 

06000650 行政管理学 2 1-2 平台 理论 准出 

专业核心课程 

06000000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 2 2-1 核心 理论 准出 

 

06000110 中国政治制度史 2 2-1 核心 理论 准出 

06010000 中国政治思想史 2 2-1 核心 理论 准出 

06010440 
西方政治思想史Ⅰ

（古典） 
2 2-1 核心 理论 准出 

06010500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2 2-1 核心 理论 准出 

06010030 政治社会学 2 2-2 核心 
理论+

实践 
准出 

06010040 比较政治学 2 2-2 核心 理论 准出 

06010450 
西方政治思想史Ⅱ

（近现代） 
2 2-2 核心 理论 准出 

06010460 
政治科学研究方法Ⅰ

（基础） 
2 2-2 核心 

理论+

实践 
准出 

06040010 公务员制度 2 2-2 核心 理论 准出 

06010220 政治心理学 2 3-1 核心 
理论+

实践 
准出 

06010470 
政治科学研究方法Ⅱ

（进阶） 
2 3-1 核心 

理论+

实践 
准出 

06010520 当代西方政治制度 2 3-1 核心 理论 准出 

06010640 当代政治哲学 2 3-1 核心 理论 准出 

06040530 公文写作与处理 2 3-1 核心 实践 准出 

06010490 研究设计与写作 2 3-2 核心 
理论+

实践 
准出 

06010570 国家治理探索与实践 2 3-2 核心 
理论+

实践 
准出 

06040070 公共政策分析 2 3-2 核心 理论 准出 

 

（3）多元发展课程 

①专业学术发展路径修读建议：尽可能修读所有专业选修课程，特别是本研贯通类课程，为攻

读政治学硕士学位奠定更为牢固的专业基础。 

②交叉复合发展路径修读建议：优先选修公共管理、社会学、经济学、哲学和历史学等学科的



专业课程，与本专业课程相辅相成。 

③就业创业发展路径修读建议：可在公共选修课中选择操作性或技术性较强的课程。 

本专业设置中外政治文化比较等专业选修课，修读要求为不少于 8 门（16 学分），课程清单如

下（说明：专业选修课在培养周期内可适当调整，以每学期排课计划为准；跨专业选修课清单仅供

选课参考，无学分数要求）： 

课程类别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期 性质 理论/实践 备注 说明 

专业选修课程 

32010100 国际关系史 2 2-1 选修 理论  

 

06010050 中外政治文化比较 2 2-2 选修 理论  

06010580 国家理论 2 2-2 选修 理论  

06010590 非政府组织 2 3-1 选修 理论+实践  

06010650 比较政治参与 2 3-1 选修 理论  

06040300 西方行政学说史 2 3-1 选修 理论  

06040480 行政法学 3 3-1 选修 理论  

06050340 比较政治经济学 2 3-1 选修 理论  

06010600 艺术与政治 2 3-2 选修 理论+实践  

06010610 政治概念史 2 3-2 选修 理论  

06010620 政治学研究名著研读 2 3-2 选修 理论  

06050220 环境政治学 2 3-2 选修 理论+实践  

06010630 历史政治学 2 4-1 选修 理论  

跨专业选修课程 

06000050 国际政治学 2 1-2 选修 理论  

 

06000120 宪法学 2 2-1 选修 理论  

06000630 管理学原理 2 2-1 选修 理论  

06020080 统计学 3 2-1 选修 理论  

06040020 公共经济学 2 2-1 选修 理论  

06040050 行政伦理学 2 2-1 选修 理论  

32010120 中国外交概论 2 2-1 选修 理论  

32010150 国际组织 2 2-2 选修 理论+实践  

06040560 公共政策基础 3 3-1 选修 理论  

公共选修课程 可选修全校公共选修课程。 

 

（4）毕业论文/设计 

课程类别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期 性质 理论/实践 备注 说明 

毕业论文/设计 06000660 毕业论文 6 4-2 核心 实践 准出  

7.专业准入准出 

（1）专业准入实施方案 

按照《南京大学全日制本科生大类培养分流实施方案》《南京大学全日制本科生专业准入实施

方案》执行。 

（2）专业准出实施方案 



本专业学生须修读学校规定的通识通修课（52 学分）、4 门学科基础课（8 学分）、18 门专业

核心课程（36学分）和至少 8门本专业选修课（16学分），总学分数不少于 150，并通过毕业论文

答辩，方可毕业并获得本专业学士学位。 

8.课程结构拓扑图 

 

 



行政管理主修培养方案 

1.专业简介 

本专业是改革开放后国内较早设立的行政管理专业，现为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入选教育

部和江苏省特色品牌专业。本专业与海内外一些著名高校保持着密切联系，并常年为地方政府提供政

策咨询和在职干部培训，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本专业培养具有公共政策分析与评估、公共组织管

理、社会治理等方面专业知识，能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从事管理工作的专门人才。

本专业学生将接受行政学、公共政策分析、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组织与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的基本训

练，培养相关领域的应用能力和初步科研能力。 

2.学制、总学分与学位授予 

本专业学制四年，专业应修总学分 150，其中通识通修课程（必修）52 学分，学科专业课程（必

修）49 学分，多元发展课程（选修）43学分，毕业论文/设计（必修）6学分。 

学生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本专业教育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获得规定的学分，达到教

育部规定的《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综合考评等级，准予毕业，符合学士学位授予要求者，授予管理

学学士学位。 

3.培养目标 

本专业在德才兼备的育人方针下，致力于培养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的公共治

理复合型人才。本专业的培养方案设计，旨在为国内外一流大学输送具有优秀科研训练基础和研究能

力的研究型人才；为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输送具有国际视野和公共精神，具备分析和解决复杂现实问

题能力的创新型人才。 

4.毕业要求 

（1）理论知识：掌握行政管理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熟悉现代政府的基本运作原理和流程，

能够正确认识中国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历史和成就，拥有正确的公职人员职业价值导向。 

（2）实践知识：掌握现代组织管理的通用知识与公共组织管理的专门知识，能够熟练运用现代组

织管理的基本工具，具备处理典型管理问题的情境理解力。 

（3）专业能力：掌握公共政策的基本知识，具备撰写政府公文与从事政策分析与评估的专业能力；

掌握公共管理研究的基本方法，具备提出、分析、解释或在学术层面解决具体治理问题的研究能力。 

5.成果导向关系矩阵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课程 项目 

本专业在德才兼备的育

人方针下，致力于培养适

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需要的公共

治理复合型人才。本专业

的培养方案设计，旨在为

（1）理论知识：掌握行政管

理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

识，熟悉现代政府的基本运作

原理和流程，能够正确认识中

国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历史和

成就，拥有正确的公职人员职

行政管理学 

西方行政学说史 

行政学前沿 

比较政府体制 

公务员制度 

宪法学 

促进优质治理的创意项

目设计 

“南雍新学”系列学术

讲座 

“格庐致知”系列学业

辅导 



国内外一流大学输送具

有优秀科研训练基础和

研究能力的研究型人才；

为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

输送具有国际视野和公

共精神，具备分析和解决

复杂现实问题能力的创

新型人才。 

业价值导向。 行政法学 

公共经济学 

公共预算 

行政伦理学 

（2）实践知识：掌握现代组

织管理的通用知识与公共组

织管理的专门知识，能够熟练

运用现代组织管理的基本工

具，具备处理典型管理问题的

情境理解力。 

管理学原理 

组织行为学 

人力资源管理 

绩效管理 

政府数字治理 

项目管理 

数字化政务信息管理 

公益慈善事业管理 

公务员职业能力与职业发展 

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管理 

应急管理学 

公共关系理论与实务 

政府与企业关系导论 

促进优质治理的创意项

目设计 

“求是杯”全国公共管

理案例大赛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

目 

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团

体辅导系列 

（3）专业能力：掌握公共政

策的基本知识，具备撰写政府

公文与从事政策分析与评估

的专业能力；掌握公共管理研

究的基本方法，具备提出、分

析、解释或在学术层面解决具

体治理问题的研究能力。 

公共政策基础 

公共政策分析 

公共政策定量研究 

公共管理的量化方法 

公共管理的质性方法 

公文写作与处理 

社会调查方法数据分析 

中国行政改革与治理创新 

促进优质治理的创意项

目设计 

中国公共政策案例分析

大赛 

挑战杯全国、省、校、院

四级竞赛 

中国国际“互联网+”大

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各级

竞赛 

6.课程体系 

（1）通识通修课程 

课程类别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期 性质 
理论/

实践 
备注 说明 

通识课程 

学生毕业前应获得至少 14 个通识学分。其中，“悦读经典计划”“科学之光”育人项目至少各选修 1 个学

分，美育应选修 2 个学分，劳育应选修 2 个学分（含 1 个劳动教育课程学分、1 个劳动教育实践学分）。其

他通识必修学分要求按照国家相关规定执行。 

最少修读学分：14 

通修课程

/思政课 

00000080A 形势与政策  1-1 通修 理论  

 

0000011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1-1 通修 
理论+

实践 
 

00000080B 形势与政策  1-2 通修 理论  

00000100 思想道德与法治 3 1-2 通修 
理论+

实践 
 

00000030A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概论（理论部分） 
3 2-1 通修 理论  



00000080C 形势与政策  2-1 通修 理论  

00000130B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概论（实践部分） 
2 2-1 通修 实践  

0000004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2-2 通修 
理论+

实践 
 

00000080D 形势与政策  2-2 通修 理论  

00000080E 形势与政策  3-1 通修 理论  

0000009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

论 
2 3-1 通修 

理论+

实践 
 

00000080F 形势与政策  3-2 通修 理论  

00000080G 形势与政策  4-1 通修 理论  

00000080H 形势与政策  4-2 通修 理论  

通修课程

/军事课 

00050030 军事技能训练 2 1-1 通修 实践  
 

00050010 军事理论 2 1-2 通修 理论  

通修课程

/数学课 
00010013 简明微积分 4 1-1 通修 理论   

通修课程

/英语课 

00020010A 大学英语（一） 4 1-1 通修 理论  
 

00020010B 大学英语（二） 4 1-2 通修 理论  

通修课程

/体育课 

00040010A 体育（一） 1 1-1 通修 实践  

 
00040010B 体育（二） 1 1-2 通修 实践  

00040010C 体育（三） 1 2-1 通修 实践  

00040010D 体育（四） 1 2-2 通修 实践  

 

（2）学科专业课程 

本专业立足于“以专业主义精神培育公共治理复合型人才”的定位，针对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需要的英才培养，设置了行政管理学等学科专业课程，修读要求为必修，课程清单如下： 

课程类别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期 性质 
理论/

实践 
备注 说明 

学科基础课程

/5 选 2 

03001620 法理学导论 2 1-1 平台 理论 准入 
本组课程选课仅

限两门，不得多选 

 

最少修读门数：2 

06000640 政府管理导论 2 1-1 平台 理论 准入 

07000010 信息资源管理导论 2 1-1 平台 理论 准入 

08010740 社会与心理科学导论 2 1-1 平台 理论 准入 

32010010 世界政治导论 2 1-1 平台 理论 准入 

学科基础课程

/11 选 2 

03000030 宪法学 2 1-2 平台 理论 准入 

最少修读门数：2 

03001530 刑法学（总论一） 2 1-2 平台 理论 准入 

03001630 民法学（总则） 3 1-2 平台 理论 准入 

06000050 国际政治学 2 1-2 平台 理论 准入 

06000080 社会保障概论 2 1-2 平台 理论 准入 

07000030A 信息组织 3 1-2 平台 
理论+

实践 
准入 

07000650 信息检索 3 1-2 平台 
理论+

实践 
准入 

07000710 数据思维 2 1-2 平台 理论 准入 



08000090 社会学概论 2 1-2 平台 理论 准入 

08000100 社会工作概论 2 1-2 平台 理论 准入 

08030460 心理学概论（上） 2 1-2 平台 理论 准入 

学科基础课程/

必修 

06000030 政治学原理 2 1-2 平台 理论 准出 
 

06000650 行政管理学 2 1-2 平台 理论 准出 

专业核心课程 

06000630 管理学原理 2 2-1 核心 理论 准出 

 

06040020 公共经济学 2 2-1 核心 理论 准出 

06040050 行政伦理学 2 2-1 核心 理论 准出 

06040060 人力资源管理 3 2-1 核心 
理论+

实践 
准出 

06040300 西方行政学说史 2 2-1 核心 理论 准出 

06040310 比较政府体制 2 2-1 核心 理论 准出 

06040000 组织行为学 2 2-2 核心 理论 准出 

06040010 公务员制度 2 2-2 核心 理论 准出 

06040210 公共管理的量化方法 2 2-2 核心 
理论+

实践 
准出 

06040540 政府数字治理 2 2-2 核心 
理论+

实践 
准出 

06040370 公共管理的质性方法 2 3-1 核心 
理论+

实践 
准出 

06040380 公共预算 2 3-1 核心 理论 准出 

06040480 行政法学 3 3-1 核心 理论 准出 

06040530 公文写作与处理 2 3-1 核心 实践 准出 

06040560 公共政策基础 3 3-1 核心 理论 准出 

06040070 公共政策分析 2 3-2 核心 理论 准出 

06040260 绩效管理 2 3-2 核心 理论 准出 

06040550 
全球公共政策与治理

（双语） 
2 3-2 核心 

理论+

实践 
准出 

06040570 
促进优质治理的创意

项目设计 
2 3-2 核心 

理论+

实践 
准出 

 

（3）多元发展课程 

①专业学术发展路径修读建议：尽可能修读本专业选修课程，积极参与老师的科研项目。 

②交叉复合发展路径修读建议：建议选修政治学与行政学、社会学、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管理类

专业相关课程。 

③就业创业发展路径修读建议：建议选修本院及学校开设的创新创业相关课程，并积极参与专业

实习、社会实践等活动。 

本专业设置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等专业选修课，修读要求为不少于 4门（8学分），课程清单如下

（说明：专业选修课在培养周期内可适当调整，以每学期排课计划为准；跨专业选修课清单仅供选课

参考，无学分数要求）： 

 

 



课程类别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期 性质 理论/实践 备注 说明 

专业选修课程 

06000000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 2 2-1 选修 理论  

 

06000060 经济学原理 3 2-1 选修 理论  

06000120 宪法学 2 2-1 选修 理论  

06040250 城市与社区治理 2 2-1 选修 理论+实践  

06020070 社会调查方法与数据分析 2 2-2 选修 理论  

06040580 项目管理（全英文） 2 2-2 选修 理论+实践  

06040590 公益慈善事业管理（双语） 2 2-2 选修 理论+实践  

06020390 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管理 2 3-1 选修 理论+实践  

06040490 公共关系理论与实务 2 3-1 选修 理论+实践  

06040500 行政学前沿（双语） 2 3-1 选修 理论  

06040520 公共政策定量研究 2 3-1 选修 理论  

06020360 应急管理学 2 3-2 选修 理论  

06040240 政府与企业关系导论 2 3-2 选修 理论  

06040270 公务员职业能力与职业发展 2 3-2 选修 理论  

06040280 数字化政务信息管理 2 3-2 选修 理论+实践  

06040600 中国行政改革与治理创新 2 4-1 选修 理论+实践  

跨专业选修课程 

06000110 中国政治制度史 2 2-1 选修 理论  

 

32010100 国际关系史 2 2-1 选修 理论  

07000670 大数据应用基础 2 2-2 选修 理论  

08010430 组织社会学 2 2-2 选修 理论+实践  

03000270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 2 3-1 选修 理论  

32010250 全球治理导论 2 3-1 选修 理论  

04000050 逻辑与批判性思维 2 3-2 选修 理论  

06010490 研究设计与写作 2 3-2 选修 实践  

公共选修课程 可选修全校公共选修课程。 

 

（4）毕业论文/设计 

课程类别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期 性质 理论/实践 备注 说明 

毕业论文/设计 06000660 毕业论文 6 4-2 核心 实践 准出  

7.专业准入准出 

（1）专业准入实施方案 

按照《南京大学全日制本科生大类培养分流实施方案》《南京大学全日制本科生专业准入实施方

案》执行。 

（2）专业准出实施方案 

本专业学生须修读学校规定的通识通修课（52学分）、4门学科基础课（8学分，其中行政管理学

与政治学原理必修）、19门本专业核心课（41学分）和至少 4门本专业选修课程（8学分），总学分

数不少于 150，并通过毕业论文答辩，方可毕业并获得本专业学士学位。 

  



8.课程结构拓扑图 

 

 



劳动与社会保障主修培养方案 

1.专业简介 

本专业开设于劳动人事与社会保障系，已形成一支年龄结构合理、学历层次高、科研能力强、富

有特色的师资队伍，在学界和决策咨询领域具有重大社会影响。本专业培养具有社会保障学、社会学、

管理学、行政管理学、经济学、法学等方面知识，能在党政机关、社会保障及社会福利机构、企事业

单位、社会团体等从事管理与业务工作的专门人才。本专业学生将接受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公共经

济、社会政策、社会调查与统计、人力资源等方面的基本训练，培养相关领域的应用能力和初步科研

能力。 

2.学制、总学分与学位授予 

本专业学制四年，专业应修总学分 150，其中通修课程（必修）52 学分，学科专业课程（必修）

44学分，多元发展课程（选修）48学分，毕业论文/设计（必修）6学分。 

学生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本专业教育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获得规定的学分，达到教

育部规定的《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综合考评等级，准予毕业，符合学士学位授予要求者，授予管理

学学士学位。 

3.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通过系统性的培养和培训，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在德才兼备的育人方针下，致

力于培养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能够依靠扎实的理论素养和实践技能，具有突出专业

素养和竞争力的复合型人才。本专业的培养计划设计，旨在为国内外一流大学输送具有优秀科研基础

和研究能力的研究型人才；为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输送具备分析和解决复杂现实问题能力的创新型人

才。 

4.毕业要求 

（1）专业知识：能够掌握公共管理学和社会保障学的基础知识，正确和深刻地理解社会保障的一

般原理和实践逻辑。 

（2）专业技能：能够应用社会保障学、管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相关知识和理论，较为熟练地

处理劳动人事与社会保障领域的基本事务，较为自如地对应复杂的社会保障情境。 

（3） 专业研究：能够基于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对复杂社会保障问题进行研究，包括理论建构，对

经验材料的获取、分析与解释，并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4）职业伦理：具有良好的公民道德和职业美德，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热爱国

家和民族，以实现人民的福祉为志业。 

（5）工作能力：具有较好的学习能力和沟通能力，熟悉团队合作的规则和程序，具有出色的文字

表达能力，能够熟练运用各类办公软件，并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能够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沟通和交

流。 

5.成果导向关系矩阵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课程 项目 

本专业旨在通过系统性

培训和训练，全面提升

学生的综合能力。具备

扎实的理论基础，能够

全面通晓现代社会保障

层面的基础知识，在社

会保障和公共管理等社

会科学研究领域，表现

出突出的竞争力；同时

较深入掌握与处理劳动

人事与社会保障相关事

务的基本技能。 

  

  

  

（1）专业知识：掌握劳动与社

会保障专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

知识，熟悉社会保障的一般原

理，较为全面地了解现代国家治

理中社会保障的实践及意义。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社会保障基金管理 

社会保险学 

社会保障作为国家治理工具

的探索与实践（项目） 

“南雍新学”系列学术讲座 

（2）专业技能：能够应用社会

保障学、管理学、社会学和经济

学的相关知识和理论，较为熟练

地处理劳动人事与社会保障领

域的基本事务，较为自如地对应

复杂的社会保障情境。 

经济学原理 

行政管理学 

公共经济学 

公共政策基础 

社会政策 

应急管理学 

社会保障作为国家治理工具

的探索与实践（项目） 

挑战杯全国大学生系列科技

学术竞赛 

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 

（3）专业研究：能够基于科学

的理论与方法对复杂社会保障

问题进行研究，包括理论建构，

对经验材料的获取、分析与解

释，并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

效的结论。 

  

社会保障国际比较 

社会调查方法与数据分析 

统计学 

社会问题经济学 

劳动经济学 

卫生经济学 

社会保障作为国家治理工具

的探索与实践（项目） 

 “格庐致知”系列学业辅

导 

（4）职业伦理：具有良好的公

民道德和职业美德，具有人文社

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热爱

国家和民族，以实现人民的福祉

为志业。 

  

保险精算 

灾害社会救助 

养老保险与企业年金 

公共卫生管理 

社会保障基金管理 

社会保障作为国家治理工具

的探索与实践（项目） 

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

研修班 

寒假暑假社会实践 

（5）工作能力：具有较好的学

习能力和沟通能力，熟悉团队合

作的规则和程序，具有出色的文

字表达能力，能够熟练运用各类

办公软件，并具备一定的国际视

野，能够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沟

通和交流。 

商业保险学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 

科学管理与运筹方法 

职业生涯与薪酬管理 

社会保障专业英语 

社会保障作为国家治理工具

的探索与实践（项目）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团体辅

导系列 

6.课程体系 

（1）通识通修课程 

课程类别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期 性质 
理论/

实践 
备注 说明 

通识课程 

学生毕业前应获得至少 14 个通识学分。其中，“悦读经典计划”“科学之光”育人项目至少各选修 1 个学

分，美育应选修 2 个学分，劳育应选修 2 个学分（含 1 个劳动教育课程学分、1 个劳动教育实践学分）。其

他通识必修学分要求按照国家相关规定执行。 

最少修读学分：14 

通修课程

/思政课 

00000080A 形势与政策  1-1 通修 理论  
 

0000011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1-1 通修 理论+  



实践 

00000080B 形势与政策  1-2 通修 理论  

00000100 思想道德与法治 3 1-2 通修 
理论+

实践 
 

00000030A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概论（理论部分） 
3 2-1 通修 理论  

00000080C 形势与政策  2-1 通修 理论  

00000130B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概论（实践部分） 
2 2-1 通修 实践  

0000004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2-2 通修 
理论+

实践 
 

00000080D 形势与政策  2-2 通修 理论  

00000080E 形势与政策  3-1 通修 理论  

0000009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

论 
2 3-1 通修 

理论+

实践 
 

00000080F 形势与政策  3-2 通修 理论  

00000080G 形势与政策  4-1 通修 理论  

00000080H 形势与政策  4-2 通修 理论  

通修课程

/军事课 

00050030 军事技能训练 2 1-1 通修 实践  
 

00050010 军事理论 2 1-2 通修 理论  

通修课程

/数学课 
00010013 简明微积分 4 1-1 通修 理论   

通修课程

/英语课 

00020010A 大学英语（一） 4 1-1 通修 理论  
 

00020010B 大学英语（二） 4 1-2 通修 理论  

通修课程

/体育课 

00040010A 体育（一） 1 1-1 通修 实践  

 
00040010B 体育（二） 1 1-2 通修 实践  

00040010C 体育（三） 1 2-1 通修 实践  

00040010D 体育（四） 1 2-2 通修 实践  

 

（2）学科专业课程 

立足劳动与社会保障的专业定位，针对高层次国家治理人才培养，设置了社会保障概论等学科基

础课程和专业核心课程，课程清单及修读要求如下： 

课程类别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期 性质 
理论/

实践 
备注 说明 

学科基础课程

/5 选 2 

03001620 法理学导论 2 1-1 平台 理论 准入 
本组课程选课仅

限两门，不得多选 

 

最少修读门数：2 

06000640 政府管理导论 2 1-1 平台 理论 准入 

07000010 信息资源管理导论 2 1-1 平台 理论 准入 

08010740 社会与心理科学导论 2 1-1 平台 理论 准入 

32010010 世界政治导论 2 1-1 平台 理论 准入 

学科基础课程

/11 选 2 

03000030 宪法学 2 1-2 平台 理论 准入 

最少修读门数：2 
03001530 刑法学（总论一） 2 1-2 平台 理论 准入 

03001630 民法学（总则） 3 1-2 平台 理论 准入 

06000030 政治学原理 2 1-2 平台 理论 准入 



06000050 国际政治学 2 1-2 平台 理论 准入 

07000030A 信息组织 3 1-2 平台 
理论+

实践 
准入 

07000650 信息检索 3 1-2 平台 
理论+

实践 
准入 

07000710 数据思维 2 1-2 平台 理论 准入 

08000090 社会学概论 2 1-2 平台 理论 准入 

08000100 社会工作概论 2 1-2 平台 理论 准入 

08030460 心理学概论（上） 2 1-2 平台 理论 准入 

学科基础课程

/必修 

06000080 社会保障概论 2 1-2 平台 理论 准出 
 

06000650 行政管理学 2 1-2 平台 理论 准出 

专业核心课程 

06000060 经济学原理 3 2-1 核心 理论 准出 

 

06000630 管理学原理 2 2-1 核心 理论 准出 

06020030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 2 2-1 核心 理论 准出 

06020080 统计学 3 2-1 核心 理论 准出 

06020090 公共经济学 2 2-1 核心 理论 准出 

06020000 社会保障国际比较 2 2-2 核心 理论 准出 

06020010 职业生涯与薪酬管理 2 2-2 核心 理论 准出 

06020070 
社会调查方法与数据

分析 
2 2-2 核心 理论 准出 

06020200 卫生经济学 2 2-2 核心 理论 准出 

06020020 保险精算 3 3-1 核心 理论 准出 

06020060 社会政策 2 3-1 核心 理论 准出 

06040560 公共政策基础 3 3-1 核心 理论 准出 

06020040 社会保障基金管理 3 3-2 核心 理论 准出 

06020050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

革 
2 3-2 核心 理论 准出 

06020360 应急管理学 2 3-2 核心 理论 准出 

06020410 
社会保障作为国家治

理工具的探索与实践 
2 3-2 核心 

理论+

实践 
准出 

 

（3）多元发展课程 

①专业学术发展路径修读建议：尽可能修读所有专业选修课程，特别是本研贯通类课程，为攻读

劳动与社会保障学科的研究生学位奠定更为牢固的专业基础。 

②交叉复合发展路径修读建议：优先选修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人力资源管理、行政

学等专业的核心课程，与本专业课程有相辅相成。 

③就业创业发展路径修读建议：可在公共选修课中选择操作性或技术性较强的课程。 

本专业设置卫生经济学等专业选修课，修读要求为不少于 5门（10学分），课程清单如下（在培养

周期内可适当调整，以每学期排课计划为准）： 

课程类别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期 性质 理论/实践 备注 说明 

专业选修课程 
06000120 宪法学 2 2-1 选修 理论  

 
06020220 劳动经济学 2 2-2 选修 理论  



06020420 灾害社会救助 2 2-2 选修 理论  

06020260 商业保险学 2 3-1 选修 理论  

06020370 社会保障专业英语 2 3-1 选修 理论  

06020380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 2 3-1 选修 理论  

06020210 社会保险学 2 3-2 选修 理论  

06020240 社会问题经济学 2 3-2 选修 理论  

06020300 公共组织理论 2 3-2 选修 理论  

06020310 科学管理与运筹方法 2 3-2 选修 理论  

06020250 养老保险与企业年金 2 4-1 选修 理论  

06020280 公共卫生管理 2 4-2 选修 理论  

跨专业选修课程 

06040250 城市与社区治理 2 2-1 选修 理论  

 

06040380 公共预算 2 3-1 选修 理论  

91060030 中国公共服务模式与绩效评估 2 3-1 选修 理论  

06040240 政府与企业关系导论 2 3-2 选修 理论  

06040260 绩效管理 2 3-2 选修 理论  

06040270 公务员职业能力与职业发展 2 3-2 选修 理论  

06040280 数字化政务信息管理 2 3-2 选修 理论  

06040600 中国行政改革与治理创新 2 4-1 选修 理论+实践  

公共选修课程 可选修全校公共选修课程。 

 

（4）毕业论文/设计 

课程类别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期 性质 理论/实践 备注 说明 

毕业论文/设计 06000660 毕业论文 6 4-2 核心 实践 准出  

7.专业准入准出 

（1）专业准入实施方案 

按照《南京大学全日制本科生大类培养分流实施方案》《南京大学全日制本科生专业准入实施方

案》执行。 

（2）专业准出实施方案 

本专业学生须修读学校规定的通识通修课（52 学分）、4 门学科基础课程（8 学分）、16 门专业

核心课程（36学分）和至少 5门本专业选修课（10学分），总学分数不少于 150，并通过毕业论文答

辩，方可毕业并获得本专业学士学位。 

  



8.课程结构拓扑图 

 

 



行政管理（运动员班）主修培养方案 

1.专业简介 

本专业是改革开放后国内较早设立的行政管理专业，现为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入选教

育部和江苏省特色品牌专业。本专业与海内外一些著名高校保持着密切联系，并常年为地方政府提

供政策咨询和在职干部培训，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本专业培养具有公共政策分析与评估、公共

组织管理、社会治理等方面专业知识，能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从事管理工作的专

门人才。本专业学生将接受行政学、公共政策分析、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组织与人力资源管理等方

面的基本训练，培养相关领域的应用能力和初步科研能力。 

2.学制、总学分与学位授予 

本专业学制四年，专业应修总学分 160，其中通识通修课程（必修）60学分，学科专业课程（必

修）49 学分，多元发展课程（选修）45学分，毕业论文/设计（必修）6学分。 

学生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本专业教育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获得规定的学分，达到

教育部规定的《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综合考评等级，准予毕业，符合学士学位授予要求者，授予

管理学学士学位。 

3.培养目标 

本专业在德才兼备的育人方针下，致力于培养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的公共

治理复合型人才。本专业的培养方案设计，旨在为国内外一流大学输送具有优秀科研训练基础和研

究能力的研究型人才；为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输送具有国际视野和公共精神，具备分析和解决复杂

现实问题能力的创新型人才。 

4.毕业要求 

（1）理论知识：掌握行政管理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熟悉现代政府的基本运作原理和流

程，能够正确认识中国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历史和成就，拥有正确的公职人员职业价值导向。 

（2）实践知识：掌握现代组织管理的通用知识与公共组织管理的专门知识，能够熟练运用现代

组织管理的基本工具，具备处理典型管理问题的情境理解力。 

（3）专业能力：掌握公共政策的基本知识，具备撰写政府公文与从事政策分析与评估的专业能

力；掌握公共管理研究的基本方法，具备提出、分析、解释或在学术层面解决具体治理问题的研究

能力。 

5.成果导向关系矩阵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课程 项目 

本专业在德才兼备的育

人方针下，致力于培养适

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需要的公共

治理复合型人才。本专业

（1）理论知识：掌握行

政管理学科的基本理论

和基本知识，熟悉现代政

府的基本运作原理和流

程，能够正确认识中国政

行政管理学 

西方行政学说史 

行政学前沿 

比较政府体制 

公务员制度 

促进优质治理的创意项目设

计  

“南雍新学”系列学术讲座 

“格庐致知”系列学业辅导 



的培养方案设计，旨在为

国内外一流大学输送具

有优秀科研训练基础和

研究能力的研究型人才；

为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

输送具有国际视野和公

共精神，具备分析和解决

复杂现实问题能力的创

新型人才。 

府治理现代化的历史和

成就，拥有正确的公职人

员职业价值导向。 

宪法学 

行政法学 

公共经济学 

公共预算 

行政伦理学 

（2）实践知识：掌握现

代组织管理的通用知识

与公共组织管理的专门

知识，能够熟练运用现代

组织管理的基本工具，具

备处理典型管理问题的

情境理解力。 

管理学原理 

组织行为学 

人力资源管理 

绩效管理 

政府数字治理 

项目管理 

数字化政务信息管理 

公益慈善事业管理 

公务员职业能力与职业发展 

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管理 

应急管理学 

公共关系理论与实务 

政府与企业关系导论 

促进优质治理的创意项目设

计 

“求是杯”全国公共管理案

例大赛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团体辅

导系列 

（3）专业能力：掌握公

共政策的基本知识，具备

撰写政府公文与从事政

策分析与评估的专业能

力；掌握公共管理研究的

基本方法，具备提出、分

析、解释或在学术层面解

决具体治理问题的研究

能力。 

公共政策基础 

公共政策分析 

公共政策定量研究 

公共管理的量化方法 

公共管理的质性方法 

公文写作与处理 

社会调查方法与数据分析 

中国行政改革与治理创新 

促进优质治理的创意项目设

计 

中国公共政策案例分析大赛 

挑战杯全国、省、校、院四

级竞赛 

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

生创新创业大赛各级竞赛 

6.课程体系 

（1）通识通修课程 

课程类别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期 性质 
理论/

实践 
备注 说明 

通识课程 

学生毕业前应获得至少 14 个通识学分。其中，“悦读经典计划”“科学之光”育人项目至少各选修 1

个学分，美育应选修 2 个学分，劳育应选修 2 个学分（含 1 个劳动教育课程学分、1 个劳动教育实践学

分）。其他通识必修学分要求按照国家相关规定执行。 

最少修读学分：14 

通修课程

/思政课 

00000080A 形势与政策  1-1 通修 理论  

 

0000011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1-1 通修 
理论+

实践 
 

00000080B 形势与政策  1-2 通修 理论  

00000100 思想道德与法治 3 1-2 通修 
理论+

实践 
 



00000030A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理论部分） 
3 2-1 通修 理论  

00000080C 形势与政策  2-1 通修 理论  

00000130B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实践部分） 
2 2-1 通修 实践  

0000004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2-2 通修 
理论+

实践 
 

00000080D 形势与政策  2-2 通修 理论  

00000080E 形势与政策  3-1 通修 理论  

0000009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概论 
2 3-1 通修 

理论+

实践 
 

00000080F 形势与政策  3-2 通修 理论  

00000080G 形势与政策  4-1 通修 理论  

00000080H 形势与政策  4-2 通修 理论  

通修课程

/军事课 

00050030 军事技能训练 2 1-1 通修 实践  
 

00050010 军事理论 2 1-2 通修 理论  

通修课程

/英语课 

00020100A 大学基础英语-综合（Ⅰ） 4 1-1 通修 理论  

 
00020100B 大学基础英语-综合（Ⅱ） 4 1-2 通修 理论  

00020100C 大学基础英语-综合（Ⅲ） 4 2-1 通修 理论  

00020100D 大学基础英语-综合（Ⅳ） 4 2-2 通修 理论  

通修课程

/体育课 

06010360A 体育训练（1） 1 1-1 通修 实践  

 

06010360B 体育训练（2） 1 1-2 通修 实践  

06010360C 体育训练（3） 1 2-1 通修 实践  

06010360D 体育训练（4） 1 2-2 通修 实践  

06010360E 体育训练（5） 1 3-1 通修 实践  

06010360F 体育训练（6） 1 3-2 通修 实践  

06010360G 体育训练（7） 1 4-1 通修 实践  

06010360H 体育训练（8） 1 4-2 通修 实践  

 

（2）学科专业课程 

本专业立足于“以专业主义精神培育公共治理复合型人才”的定位，针对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的英才培养，设置了行政管理学等学科基础课程和专业核心课程，课程清单及

修读要求如下： 

 

说明：行政管理专业运动员班在大一入学时直接进入本专业。第 1 学期必修《政府管理导论》。

第 2学期必修《行政管理学》《政治学原理》2门学科基础课。第 3学期后的专业培养要求和准出要

求同非体育班。 

课程类别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期 
性质 理论/实践 备注 说明 

学科基础课程

/必修 

06000640 政府管理导论 2 1-1 平台 理论 准出 
 

06000030 政治学原理 2 1-2 平台 理论 准出 



06000650 行政管理学 2 1-2 平台 理论 准出 

学科基础课程

/4 选 1 

03001620 法理学导论 2 1-1 平台 理论 准入 

最少修读

门数：1 

07000010 信息资源管理导论 2 1-1 平台 理论 准入 

08010740 社会与心理科学导论 2 1-1 平台 理论 准入 

32010010 世界政治导论 2 1-1 平台 理论 准入 

学科基础课程

/11 选 2 

03000030 宪法学 2 1-2 平台 理论 准入 

最少修读

门数：2 

03001530 刑法学（总论一） 2 1-2 平台 理论 准入 

03001630 民法学（总则） 3 1-2 平台 理论 准入 

06000050 国际政治学 2 1-2 平台 理论 准入 

06000080 社会保障概论 2 1-2 平台 理论 准入 

07000030A 信息组织 3 1-2 平台 理论+实践 准入 

07000650 信息检索 3 1-2 平台 理论+实践 准入 

07000710 数据思维 2 1-2 平台 理论 准入 

08000090 社会学概论 2 1-2 平台 理论 准入 

08000100 社会工作概论 2 1-2 平台 理论 准入 

08030460 心理学概论（上） 2 1-2 平台 理论 准入 

【专业核心课

程】 

06000630 管理学原理 2 2-1 核心 理论 准出 

 

06040020 公共经济学 2 2-1 核心 理论 准出 

06040050 行政伦理学 2 2-1 核心 理论 准出 

06040060 人力资源管理 3 2-1 核心 理论+实践 准出 

06040300 西方行政学说史 2 2-1 核心 理论 准出 

06040310 比较政府体制 2 2-1 核心 理论 准出 

06040000 组织行为学 2 2-2 核心 理论 准出 

06040010 公务员制度 2 2-2 核心 理论 准出 

06040210 公共管理的量化方法 2 2-2 核心 理论+实践 准出 

06040540 政府数字治理 2 2-2 核心 理论+实践 准出 

06040370 公共管理的质性方法 2 3-1 核心 理论+实践 准出 

06040380 公共预算 2 3-1 核心 理论 准出 

06040480 行政法学 3 3-1 核心 理论 准出 

06040530 公文写作与处理 2 3-1 核心 实践 准出 

06040560 公共政策基础 3 3-1 核心 理论 准出 

06040070 公共政策分析 2 3-2 核心 理论 准出 

06040260 绩效管理 2 3-2 核心 理论 准出 

06040550 
全球公共政策与治理

（双语） 
2 3-2 核心 理论+实践 准出 

06040570 
促进优质治理的创意

项目设计 
2 3-2 核心 理论+实践 准出 

 

（3）多元发展课程 

①专业学术发展路径修读建议：尽可能修读本专业选修课程，积极参与老师的科研项目。 

②交叉复合发展路径修读建议：建议选修政治学与行政学、社会学、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管理

类专业相关课程。 



③就业创业发展路径修读建议：建议选修本院及学校开设的创新创业相关课程，并积极参与专

业实习、社会实践等活动。 

本专业设置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等专业选修课，修读要求为不少于 4门（8学分），课程清单如

下（说明：专业选修课在培养周期内可适当调整，以每学期排课计划为准；跨专业选修课清单仅供

选课参考，无学分数要求）： 

课程类别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期 性质 理论/实践 备注 说明 

专业选修课程 

06000000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 2 2-1 选修 理论  

 

06000060 经济学原理 3 2-1 选修 理论  

06000120 宪法学 2 2-1 选修 理论  

06040250 城市与社区治理 2 2-1 选修 理论+实践  

06020070 社会调查方法与数据分析 2 2-2 选修 理论  

06040580 项目管理（全英文） 2 2-2 选修 理论+实践  

06040590 公益慈善事业管理（双语） 2 2-2 选修 理论+实践  

06020390 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管理 2 3-1 选修 理论+实践  

06040490 公共关系理论与实务 2 3-1 选修 理论+实践  

06040500 行政学前沿（双语） 2 3-1 选修 理论  

06040520 公共政策定量研究 2 3-1 选修 理论  

06020360 应急管理学 2 3-2 选修 理论  

06040240 政府与企业关系导论 2 3-2 选修 理论  

06040270 公务员职业能力与职业发展 2 3-2 选修 理论  

06040280 数字化政务信息管理 2 3-2 选修 理论+实践  

06040600 中国行政改革与治理创新 2 4-1 选修 理论+实践  

跨专业选修课程 

06000110 中国政治制度史 2 2-1 选修 理论  

 

32010100 国际关系史 2 2-1 选修 理论  

07000670 大数据应用基础 2 2-2 选修 理论  

08010430 组织社会学 2 2-2 选修 理论+实践  

03000270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 2 3-1 选修 理论  

32010250 全球治理导论 2 3-1 选修 理论  

04000050 逻辑与批判性思维 2 3-2 选修 理论  

06010490 研究设计与写作 2 3-2 选修 实践  

公共选修课程 可选修全校公共选修课程。 

 

（4）毕业论文/设计 

课程类别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期 性质 理论/实践 备注 说明 

毕业论文/设计 06000660 毕业论文 6 4-2 核心 实践 准出  

7.专业准入准出 

（1）专业准入实施方案 

按照《南京大学全日制本科生大类培养分流实施方案》《南京大学全日制本科生专业准入实施

方案》执行。 

（2）专业准出实施方案 



本专业学生须修读学校规定的通识通修课（60 学分）、4 门学科基础课（8 学分，其中政府管

理导论、行政管理学、政治学原理为必修）、19门本专业核心课（41学分）和至少 4门本专业选修

课程（8学分），总学分数不少于 160，并通过毕业论文答辩，方可毕业并获得本专业学士学位。 

8.课程结构拓扑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