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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学

一、简答

1.依据公共行政概念分析其不同维度下的内涵

2.赫兹伯格的激励保健理论

3.政府信息公开的原则

二、论述

1.从行政领导的职位，职权，职责的统一性分析？

2.论述“法无授权不可为”和“法无禁止皆可为”的原则和内

在精神的一致性

三、案例分析

1.扬州市颁布奖励购房新政的做法是否合理？说明理由。

2.如果你是扬州市市长，你会如何应对网上关于此事的风波？

政策原理与政策分析

一、简答

1.政策效果评估及其局限性

2.市场制下，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分配地位

3.中国公共政策过程的框架

二、论述

1.理性主义，渐进主义，制度主义政策科学理论的区

别和联系

2.中心交通道路供给与需求手段分析

三、案例分析

1.食品安全问题如何达到社会共治？

2.如何提高政府执法力度？

2015年南开大学行政管理考研真题（部分）

by 育明考研状元集训营学员 咨询师王老师整理 QQ2891044346



第六章行政决策
第一节 行政决策概述
第二节 行政决策的理论、程序和原则
第三节 行政决策体制
第四节 行政决策的科学化

第七章人事行政
第一节 人事行政概述
第二节 公务员及其义务与权利
第三节 公务员的职位分类
第四节 公务员的更新机制
第五节 公务员的激励机制
第六节 公务员的监督约束机制
第七节 公务员的权益保障机制
第八节 人事行政机构

第八章财务行政
第一节 财务行政概述
第二节 预算制度
第三节 会计与决算制度
第四节 审计制度

第九章机关管理
第一节 机关管理概述
第二节 机关管理的内容
第三节 机关管理的现代化

第一章行政学概述
第一节 行政与行政学
第二节 行政学的历史演变
第三节 学习和研究行政学的意义和方
法

第二章行政类型
第一节 中国古代社会的行政
第二节 西方国家的行政
第三节 社会主义国家的行政

第三章行政职能
第一节 行政职能概述
第二节 行政职能体系比较
第三节 中国行政职能的转变

第四章行政组织
第一节 行政组织概述
第二节 行政组织的结构、体制和编制
第三节 行政组织的原则
第四节 中国行政机构的改革

第五章行政领导
第一节 行政领导概述
第二节 行政领导的原则和方法
第三节 行政领导效能的保障

第十章行政法制
第一节 行政法制概述
第二节 行政法的制定、执行与审决
第三节 行政诉讼

第十一章行政监督
第一节 行政监督概述
第二节 行政监督的目标与范围
第三节 行政监督系统

第十二章行政促进
第一节 行政沟通
第二节 行政协调
第三节 行政授权

第十三章行政发展
第一节 行政发展的概念
第二节 行政发展的目标
第三节 行政发展的条件和途径

《行政学》（第三版） 沈亚平

育明天津分校高级咨询师王老师 QQ  2891044346



王骚 公共政策学
育明天津分校高级咨询师王老师 QQ  2891044346

第一章 政策与公共政策1

第一节 基本概念的含义1

第二节 公共政策的社会作用与特征11

第三节 公共政策的分类20

第二章 政策科学的产生与发展34

第一节 政策科学产生的历史条件34

第二节 政策科学产生与发展的标志44

第三节 政策科学的特征及其在中国的发展63

第三章 政策形成的政治过程75

第一节 政策形成中的政治互动75

第二节 公共决策的政治体制84

第三节 政策形成中的公共选择93

第四章 政策问题的认定111

第一节 政策问题111

第二节 政策问题的产生与发现121

第三节 政策问题的认定136

第五章 政策规划及其合法化150

第一节 政策规划的含义150

第二节 政策规划过程159

第三节 政策方案的合法化169

第六章 政策执行185

第一节 执行的意义与理论研究185

第二节 执行组织与行动过程194

第三节 政策执行的影响因素205

第七章 政策评估与终结217

第一节 政策评估的基本认识217

第二节 政策评估的理论研究227

第三节 评估内容与政策终结236

第八章 公共政策分析模式258

第一节 政治分析型模式258

第二节 围绕“理性”探索的分析模式269

第三节 系统型分析模式281

第九章 政策分析基础方法293

第一节 数据分布与描述293

第二节 决策优化分析306

第三节 预测分析314



金冬日 现代组织理论与管理（第2版）
育明天津分校高级咨询师王老师 QQ  2891044346

•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组织的必要性
第二节 组织理论的演变
第三节 组织的概念与类型

•

第二章 组织结构
第一节 组织结构的概念与功能
第二节 组织结构的主要方面
第三节 影响组织结构的主要因素
第四节 组织结构的基本形式

第三章 组织中的人
第一节 人的需要和动机
第二节 前现代组织理论关于人的观点
第三节 现代组织理论关于人的观点

第四章 组织环境
第一节 组织环境与组织境界
第二节 组织间关系与组织集合
第三节 环境不确定性

• 第五章 组织中的管理
第一节 组织目标及目标管理
第二节 组织的规范化管理
第三节 冲突管理和组织调整
第四节 非正式组织及其管理
第五节 组织文化在组织管理上的意义
第六节 总体质量管理

第六章 组织中的主要过程
第一节 组织中的信息沟通
第二节 组织中的领导
第三节 组织中的控制

第七章 组织中的政策
第一节 问题与政策
第二节 决策的基本阶段和主要理论模型
第三节 行政决策的基本问题与主要影响因素
第四节 政策执行
第五节 政策体制
第六节 政策过程中的合理性

第八章 组织中的权力与政治
第一节 权力的含义与意义
第二节 组织内权力的基础与意义
第三节 组织中的政治

• 第九章 组织学习与组织改革
第一节 组织学习
第二节 组织改革
第三节 组织发展

第十章 组织的有效性
第一节 组织有效性概念及其评价意义
第二节 评价组织有效性的几种理论
第三节 测评组织有效性的具体方法
第四节 提升组织有效性的根本途径

第十一章 组织研究的若干主要理论
第一节 有关组织结构的理论
第二节 有关组织中的人及其管理的理论
第三节 有关组织过程的理论
第四节 有关组织环境的理论
第五节 组织分析的新视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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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论

第二章 行政环境

第三章 行政职能

第四章 行政组织

第五章 行政领导

第六章 人事行政

第七章 公共预算

第八章 行政信息

第九章 政策过程与政策分析方法

第十章 政府公共关系与行政沟通、行政协调

第十一章 行政伦理

第十二章 行政法治

第十三章 行政监督

第十四章 公共危机管理

第十五章 办公室管理与后勤管理

第十六章 政府绩效管理

第十七章 行政改革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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