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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京林业大学行政管理专业考研招生情况

招生院系所 招生专业 研究方向 招生人数 报录比

经济管理学

院
行政管理

01绿色行政

7（另有3个少干）

1:8

02组织与人力资源管理

03劳动与社会保障

人文社会科

学学院
行政管理

01绿色行政

6（另有2个少干）
02组织与人力资源管理

03公共关系与冲突管理

04公共政策

注：14年这两个院分别招6个、8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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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北京林业大学行政管理考研分数线

学院 年份 公共课 专业课 总分

经济管理学院
2015 46 69 335

2014 48 72 355

2013 51 77 370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2015 46 69 335

2014 48 72 362

2013 51 77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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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北京林业大学行政管理考研考试科目

学院 初试科目 复试科目

经济管理学院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或203日语③708公共管理基

础④813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

理

《行政管理》，张永桃

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人文与社会科

学院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或203日语③708公共管理基

础④854中国政府与政治

内容包括公共管理和生

态文明的相关知识，不

指定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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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北京林业大学行政管理专业考研参考书目

 人文学院：
 《公共管理学》（第二版）徐双敏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公共政策学》（第二版）宁骚 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修订版）吴爱明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经管院：
 《公共管理学》（第二版）徐双敏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公共政策学》（第二版）宁骚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赵曼，陈全明，清华大学出版社，
 第二版2010

参考书是理论知识建立所需的载体，如何高效的研读参考书、
建立参考书框架，如何从参考书中遴选出重点章节常考的考点，
如何灵活运用参考书中的知识内容来答题，是考生复习的第一阶
段最需完成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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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双敏 公共管理学(第2版)
北林行管考研QQ群97548535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公共管理的基本概念
第二节 公共管理学的产生与发展
第三节 新中国公共管理学的传播与发展
第四节 公共管理学的研究意义与方法

第二章 公共管理职能

第一节 公共管理职能概述
第二节 公共管理职能的转变
第三节 公共管理职能的社会化和市场化

第三章 公共组织

第一节 行政组织
第二节 事业单位
第三节 社会团体
第四节 民办非企业单位
第五节 基金会

第四章 公共管理主体间关系
第一节 政府组织及其职权
第二节 政府组织间的关系
第三节 政府对非政府公共组织的管理

第五章 公共组织 中的领导

第一节 行政组织中的领导

第二节 行政领导的制度与方法

第三节 非政府公共组织中的领导和决策

第四节 领导者的素质

第六章 公共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
第一节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概述
第二节 政府部门的人事管理
第三节 事业单位人员的聘用管理
第四节 非政府组织的志愿者管理

第七章 公共政策
第一节 公共政策的基本内容
第二节 公共政策的制定
第三节 公共政策的执行

第四节 公共政策的监控

第八章 公共财政管理
第一节 公共财政管理概述
第二节 公共预算管理
第三节 公共收入管理
第四节 公共支出管理

第九章 公共组织的形象管理

第一节 公共组织形象及其意义

第二节 公共组织形象塑造

第三节 公共组织形象评估

第十章 公共管理的方法与技术

第一节 公共管理方法概述

第二节 公共管理的基本方法

第三节 电子政务与公共管理现代化

第十一章 公共管理改革

第一节 公共管理改革概述

第二节 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

第三节 新时期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

第四节 我国的事业单位改革

第五节 走向公共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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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明教育六大优势

封闭集训

高校内部

关系资源

协助联系导师

专业课

命中率高

阅卷人、

出题人加盟

多对一督促

01

02

03

04

05

06

育明教育是业内唯一
具备教育部和民政部
颁发办学资质的教育
机构。

2015年，40多个院校专业
课原题命中率高达7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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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阶段

第三
阶段

第五
阶段

第二
阶段

第四
阶段

第一阶段：框架的构

建和重点的掌握

核心参考书的框架体

系建立和考点整合，理清

楚学科发展史，特别是每

一个阶段的代表人物，著

作，主张，提出的背景和

评价。

第二阶段：专题讲解

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

给学员总结常考的专题，

进行深化和凝练。以专题

为突破口夯实并灵活运用

理论知识。

第四阶段：历年真题讲解

对历年真题进行最深入的剖析。

分析真题来源、真题难度，总结各题

型的解题思路、答题方法和技巧。全

面提升学员的答题能力，把前面几个

阶段掌握的理论知识转化为分数。

育明授课体系

第三阶段：热点和
出题人的论文

对出题老师的研究重

点，最新论文成果和上
课的笔记课件进行讲解。
对本专业时政热点话题
进行分析

第五阶段：模拟练习
及押题

就最新的理论前沿和学科
热点结合现实的热点进行拔
高应用性讲解。教会考生怎
么破题，怎么安排结构，怎
么突出创新点等答题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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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育明教育服务体系

398元：真题及解析，背诵版笔记，模拟题

8800元：一对一辅导

13800元：一对一辅导

36800元起：状元集训营

复试保过：9800元，不过全退

育明服务体系



《金融硕士大纲解析》，团结出版社，适合全国任何金融硕士考研院校。

《百科知识考点精编与真题解析》，光明日报出版社，适合全国任何翻译硕士考研院校。

《张国庆公共行政学考研解析》，团结出版社，适合全国任何行政管理考研院校。

《翻译硕士真题解析》，河北大学出版社，适合全国任何翻译硕士考研院校。

《全国行政管理考研绿皮书》，河北大学出版社，适合全国任何行政管理考研院校。

《全国经济金融学考研绿皮书》，河北大学出版社，适合全国任何经济金融考研院校。

《考博英语真题解析》，河北大学出版社，适合全国任何考博院校。

《考博英语词汇》，河北大学出版社，适合全国任何考博院校。

点击添加标题 点击添加标题点击添加标题

育明教育， 创立于2006年，具备教育部和民政部颁发培训资质，目前全国已经有8家分
校，发展成为集学历教育、企业政府培训、出版发行等为一体的综合性教育机构。

育明教育独家出版教材（当当网、亚马逊、京东有售）



48人集训营，20多个考上北大人大清华南开中大

点击添加文本
点击添加文本

点击添加文本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7号弘彧大厦620.

交通路线：公交站六道口站或者学院路北口站，地铁站15号线六道口站D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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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明教育联系方式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想知道更多的不便公开的内部信息或者想跟丏业老
师进一步的沟通交流可以加一下联系方式：

育明教育课程咨询电话：400-668-6978

咨询QQ ：772678537

3166308585

北京大学考研交流群 232618575                         

考博丏业课 群 157460416

考博英语交流群 335488903                                 

北京大学考博群 362254544

考博交流群 1056198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