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体安排 

 

日期 时间 主要议题 
地点：武汉市
汤逊园酒店 

06 月 17 日 

08:00-08:30 嘉宾签到，领取会议资料进入主会场 接待中心楼 

08:30-09:00 开幕式（合影留念） 

综合楼四楼 

99号会议室 

 

09:00-10:20 第一单元 

10:20-10:30          茶  歇 

10:30-11:50 第二单元 

12:00-13:30 午  餐 
接待中心楼 

三楼银色大厅 

13:30-15:05 第三单元 

综合楼四楼 

99号会议室 

 

15:05-15:20 茶  歇 

15:20-17:00 第四单元 

17:00-17:30 大会总结 

18:00-19:00 晚  餐 
接待中心楼 

三楼银色大厅 

注释：汤逊园酒店地址：国家检察官学院湖北分院。 

 

 

 



 

 

“社区治理理论与实践”国际会议 

会 议 日 程 
06 月 17 日（地点：武汉市汤逊园酒店（国家检察官学院湖北分院）  综合楼 4楼 99号会议室） 

开幕式及合影留念 

08:30-09:00 

（开幕式完合

影留念） 

主 持 人：康均心（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致    辞： 

1.姚  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校长） 

2.王杰秀（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3.刘宏兰（湖北省社科联党组成员、副主席） 

第一单元 

主持及点评：刘纯志（湖北省政府研究室副巡视员） 

9:00~10:20 

（主持及点评

10 分钟，每位 

演讲时间为 15

分钟，每半场提

问与互动 10 分

钟） 

1.乔晓春（北京大学  教授） 

          从大数据到社区治理 

2.王杰秀（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  主任） 

            社区治理的政策进展和实践创新 

3.张  杰（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院  终身教授） 

          文化与社会治理：中美比较研究 

  4.邓大松（武汉大学  教授） 

            社会保障在社会治理创新中的定位 

10:20~10:30 茶    歇 

第二单元 

主持及点评：吕国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教授） 

10:30~11:50 

（主持及点评

10 分钟，每位演

讲时间为 15 分

钟，每半场提问

与互动 10 分钟） 

1.李捷理（俄亥俄大学  终身教授） 

            关于社区治理的多元理论与多元模式之探讨 

                                           ——基于可持续发展社会学视角 

  2.蒋天文（华中科技大学教授   城乡社区社会管理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 

            山水民生：社会组织新道场 

3.高和荣（厦门大学  教授） 

            社区治理面临的挑战 

4.夏  玮（百步亭红雁社区服务中心  主任） 

         新时期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创新 

12:00-13:20       午  餐（地点：汤逊园酒店接待中心楼 3楼  银色大厅） 



 

 

第三单元 
主持及点评：高和荣（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13:30-15:05 

（主持及点评

10 分钟，每位 

演讲时间为 15

分钟，每半场提

问与互动 10 分

钟） 

1.万毅平（纽约曼哈顿维尔学院  终身教授） 

           房产税与教育改革 

2.吴开松（中南民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院长） 

           城市流动少数民族事务治理供给侧改革研究 

  3.李永周 （湖北产业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武汉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 

           生态社区网络嵌入与城镇宜居性评价研究 

4.赵立新（江汉大学法学院  副院长、教授）  

           社工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制度角色     

5.张忠民（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  教授） 

         环境治理的新模式——环境公益诉讼发展的实证观察  

15:05-15:20 茶    歇 

第四单元 
主持及点评：李波（城乡社区社会管理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15:20-17:00 

（主持及点评

10 分钟，每位 

演讲时间为 15

分钟，每半场提

问与互动 10 分

钟） 

1.姬建军（美国威斯康辛奥克莱州立大学  终身教授） 

           社会科学调查问卷设计方面的若干问题 

2.周良荣（湖南中医药大学管理与信息工程学院  院长） 

山区县域卫生与健康治理的“全统筹、补短板”二位一体模式 

                                ——基于湖南武冈的调研 

  3.李  莉（武汉科技大学文法与经济学院  教授）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共生模式 

  4.王超群（华中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副教授） 

            逆向选择、行政成本与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治理 

  5.吕国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教授） 

            社区里的公地悲剧 

17:00-17:30 

大会总结  
赵  曼（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城乡社区社会管理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主任）               

18:00-19:30 晚  餐（地点：汤逊园酒店接待中心楼 3楼  银色大厅） 

 



 

 

参会人员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1 王杰秀 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 主任 

2 温兴生 湖北经济学院 党委书记 

3 刘纯志 湖北省政府研究室 副巡视员 

4 刘宏兰 湖北省社科联 党组成员、副主席 

5 姚  莉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副校长 

6 徐汉明 
湖北法治发展战略研究院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治发展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 

院长 

主任 

 

7 张  杰 
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院 

院长 

终身教授 

8 李捷理 俄亥俄大学 终身教授 

9 万毅平 纽约曼哈顿维尔学院 终身教授 

10 姬建军 美国威斯康辛奥克莱州立大学 终身教授 

 

11 邓大松 
武汉大学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 

教授 

主任 

12 乔晓春 北京大学 教授 

13 高和荣 厦门大学 教授 

14 蒋天文 
华中科技大学 

城乡社区社会管理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 

教授 

副主任 

15 周良荣 湖南中医药大学 院长、教授 

16 吴开松 中南民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院长、教授 

17 蔡红英 湖北经济学院公共管理学院 院长、教授 

18 李永周 
武汉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湖北产业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 

副院长 

常务副主任 

19 李  莉 
武汉科技大学文法与经济学院 

城乡社区社会管理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 

教授 

副主任 

20 赵立新 江汉大学法学院 副院长、教授 

21 孟颖颖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 

副教授 

研究员 

22 韩俊强 中南民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讲师 

23 王翠琴 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 副教授 

24 王超群 华中师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副教授 

25 张奎力 华中师范大学 副教授 



 

 

26 赵  频 中国地质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副教授 

 

27 张乃仁 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 助理研究员 

28 胡思洋 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 助理研究员 

29 夏  玮 百步亭红雁社区服务中心 主任 

30 王  慧 武汉爱心天使社会福利中心 督导、副总干事 

 

31 康均心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 常务副院长 

32 汪  锋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 副院长 

33 皮海鹏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科研部 副部长 

34 丁士军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院长、教授 

35 王贞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党委书记 

 

36 赵  曼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城乡社区社会管理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 

教授 

主任 

37 朱新蓉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 

“产业升级与区域金融”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 

教授 

主任 

38 李春涛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 

“产业升级与区域金融”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 

教授 

副主任 

39 张忠民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 教授 

40 赵丽江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教授 

41 邓汉慧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教授 

42 吕国营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城乡社区社会管理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 

教授 

常务副主任 

43 李  波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城乡社区社会管理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 

教授 

副主任 

44 张远凤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教授 

45 李  锐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教授 

46 熊  卫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副教授 

47 于长永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副教授 

48 周红云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副教授 

49 曾  益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讲师 

    

    

 

 



 

 

交 通 指 南 

 
1.武汉火车站→汤逊园酒店（国家检察官学院湖北分院内） 

公交线路：乘地铁 4 号线到中南路站转乘地铁 2号线，到终点站光谷广场下车约 45

分钟，5元；再乘出租车约 45分钟，62元或选择乘坐公交车 915路，到中州路中州社区

站下车约 80分钟，2元。 

出租车或专车：约 55分钟，120元。 

2.武汉天河机场→汤逊园酒店（国家检察官学院湖北分院内） 

公交线路：乘地铁 2 号线到终点站光谷广场下车约 82分钟，6元；再乘出租车约 45

分钟，62元或选择乘坐公交车 915路约 80分钟，2元。 

出租车或专车：约 2 小时，286元左右。 

 

注：以上交通时间，均为不堵车情况下的正常通行时间，市内上下班堵车厉害。如果

乘火车，建议到武汉站下车。 

 

 

 

 

 

 

 

 

 

 

 

 

 

 

 



 

 

温馨提示 

一、基本要求 

1、请提前 5分钟入场，对号入座，无特殊情况请不要中途退场。 

2、会议期间请将手机关闭或调整为静音，营造安静的会议环境。 

3、每位发言嘉宾演讲时间为 15分钟，距时间结束还有 5分钟时，会务组工

作人员会进行提示，请掌握好时间！ 

二、食宿安排 

1、早餐（7:00--8:00）、午餐（12:05--13:00）、晚餐（18:00--19:00）在接待

中心楼三楼银色大厅就餐。 

2、住宿：花园甲、乙所。 

三、安全事宜 

1、请嘉宾妥善保管贵重物品，必要时与酒店前台联系寄存。 

2、会议期间，如需帮助，请联系会务组。 

3、联系方式： 

   于长永：13526776877；王襄君：15387170677；牛智：15827638698。  

四、武汉天气情况 

日期 天气现象 气温 风向 风力 

6月 17日 

白天 
 

多云 
30℃

/25℃ 
东风 微风 

夜间 
 

多云 
26℃

/23℃ 
东南风 微风 

 



 

 

“社区治理理论与实践”国际会议会务组 

会务组成员 姓名 联系方式 

组长 赵曼 15902782300 

副组长 徐汉明  

执行人 于长永 13526776877 

 

材料组 

负责人 张冰鑫 15827483893 

组员 柴玲玲 18368072408 

组员 吴彦乐 13260545373 

 

    接待组 

负责人 祁星星 13100717873 

组员 唐祥清 18202735601 

组员 袁慧 13294118716 

组员 赵文泽 18137596006 

接送组 
负责人 赵宣 18086074740 

组员 幸超 15927108141 

 

会场组 

负责人 牛智 15827638698 

组员 汪晓航 18698027442 

组员 赵文泽 18137596006 

组员 张冰鑫 158274838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