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保障前沿问题”国际高峰论坛暨第七届上海市 

研究生学术论坛会议通知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和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关

于“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的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

新是民族进步之魂”的全面创新要求，深化改革，积极探索，不断适应新形势对

研究生教育的客观要求，全面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社会保障前沿问题”国际

高峰论坛暨第七届上海市研究生学术论坛在前六届成功举办的基础上，继续依托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市级重点学科“社会保障学科”优势，旨在为国内外社会保障

学者提供高起点、深层次、多领域、最前沿的学术交流平台，助其拓宽学术视野，

活跃学术思想，分享研究成果。 

    现将论坛有关内容通知如下： 

一、参会对象 

    国内外各高校社会保障领域专家、青年学者、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等 

二、会议时间 

    2016 年 10 月 21-23 日，其中 10 月 21 日为会议报到时间 

三、会议地点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图文信息中心第二报告厅 

    上海市松江区龙腾路 333 号 

四、会议主题 

论坛紧密结合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现状，围绕“创新与共享：建设更加公

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主题进行深入研讨。 

五、会议议程 

时间：2016 年 10 月 22 日（周六）      地点：图文信息中心第二报告厅 

 

9:00-9:20 

开幕式 

主   持：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副校长  姚秀平  教授 

致欢迎辞：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校长 夏建国 教授    

致贺词：上海市教卫党委副书记   沈炜 

致贺词：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赵祝平 

致贺词：上海市民政局局长   朱勤皓 



9:20—9:35 

论文颁奖 

1、颁发第七届上海市研究生学术论坛优秀论文三等奖 

2、颁发第七届上海市研究生学术论坛优秀论文二等奖 

3、颁发第七届上海市研究生学术论坛优秀论文一等奖 

9:35—10:00 

拍照 

茶歇 

10:00—12:0

0 

主旨报告 

 主持：史健勇  教授（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上海社会保障问题研究中心） 

 题目：医改与社会治理 

 演讲人：李  玲  教授 （北京大学 ） 

题目：社会保障学的性质与社会保障改革的路径 

 演讲人：杨宜勇  研究员（国家发改委） 

 题目：Sweden and the Nordic Welfare Model 

 演讲人：Ebba Sundin 博士   （瑞典哈姆斯坦德大学） 

 题目：人口变动和退休年龄 

 演讲人：顾宝昌  教授（中国人民大学） 

题目：健康人力资本：健康中国的战略抉择 

 演讲人：汪  泓  教授（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区委书记、上海社会保障问题研究中心

主任、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社会保障学科带头人） 

12:00-13:30 午餐（教工自助餐厅） 

 

 

 

13:30-14:40 

主旨报告 

主  持： 张健明  教授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上海社会保障问题研究中心） 

演讲嘉宾： 

题目：“互联网+”背景下社保管理服务的发展趋势 

演讲人：鲍淡如 研究员（中国建信养老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题目：渐富快老-中国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保障制度顶层设计的科学定位问题研

究 

演讲人：米  红  教授（浙江大学） 

题目：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研究 

演讲人：吴  忠  教授（上海理工大学、上海社会保障问题研究中心） 



14:40-14:50 茶歇 

14:50-16:00 

主旨报告 

题目：Evidence-Based Practice &Simulated Decision For Integrated Case 

Management Approach to Poly-Chronic Conditions 

演讲人：Thomas T.H. Wan   （美国中弗洛里大学） 

题目：闭环式健康管理 

演讲人：潘肖珏  教授（上海交通大学） 

题目：中国失能老人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财务均衡研究 

演讲人：曹信邦 教授（南京财经大学） 

16:00-16:20 交流环节 

 

时间：2016 年 10 月 22 日（周六）晚上                   地点：行政楼 306 

青年圆桌会议 

时间 活动形式 主题 主持人 地点 

19:00-21:00 青年圆桌 
青年社会保障： 

学习、学术、学科 
参会代表 

行政楼

306 

 

时间：2016 年 10 月 23 日（周日）上午                       地点：行政楼 

研究生学术分论坛 

      地点 

  时间 

行政楼

512 

行政楼

506 

行政楼 

712 

行政楼

812 

行政楼 

611 

9:00-10:30 

（上半场） 

分会场 

1 

分会场 

2 

分会场 

3 

分会场 

4 

分会场 

5 

茶歇（10:30-10:50） 

      地点 

  时间 

行政楼

512 
行政楼 506 

行政楼 

712 

行政楼

812 

行政楼 

611 



10:50-12:00 

（下半场） 
分会场 1 分会场 2 分会场 3 分会场 4 分会场 5 

午餐（师生活动中心第四食堂） 

六、演讲嘉宾 

李玲 教授/ 博导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前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健

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武汉大学物理学学士（1982 年），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学硕士（1990 

年）和博士（1994 年）。李玲教授是北京大学十佳教师，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担任国

务院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评估专家组成员、国务院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评估专

家组成员、世界银行中国医疗卫生改革专家顾问、是国内最早提出政府主导公共卫生医疗的

学者之一。 

 

杨宜勇 研究员/ 博导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导，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

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1985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获工学学士学位。1988 年毕业于首都经济贸易大

学劳动经济系，获经济学硕士学位。2000 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获博士学

位。2002 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做社会学博士后研究工作。曾先后在国家计委人力资源开发

和利用研究所、国家计委社会发展研究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工作，历任室

主任、副所长。 

现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学术委员

会委员、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辽宁大学博士生导师、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博士

生导师。现任兼任国家发改委高级职称评定委员会委员、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高级职称评

定委员会委员、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高级职称评定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现代化研究中心兼

职研究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兼职研究员、首都经贸大学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研



究院院长。 

美国国会奖学金、欧盟议会奖学金、日本外务省奖学金、加拿大政府奖学金和新加坡连

瀛洲纪念奖学金得主。现兼任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中国太平洋

经济合作全国人力资源委员会理事，越南入世（WTO）指导委员会专家（世界银行推荐），

全国妇联书记处特聘专家，民政部特聘规划专家，中共中央联络部和商务部特约对外培训专

家，科技部国家科技发展咨询顾问，团中央“我与祖国共奋进”宣讲团成员，日中经济学会

特约专家等 。 

 

Ebba Sundin PhD 埃巴·松丁 博士 

哈姆斯塔德大学健康与福利学院传媒与信息交流学副教授、高级讲师。北欧福利体系（一

年制）硕士项目带头人。研究兴趣：北欧福利议题和北欧标签的媒体表征、北欧范围内的信

息交流策略、跨文化交流。 

 

顾宝昌 教授/ 博导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1981 年为第一位接受联合国人

口基金奖学金出国学习的中国留学生，1986 年第一位回国工作的人口学博士， 1988 年为

第一位受聘担任联合国人口基金长期顾问的中国专家，1998 年第一位受聘担任纽约人口理

事会的高级研究职务的中国人口学家。1992 年获得国务院授予有突出贡献专家的政府特殊

津贴。并曾获得国家计生委、中国人口学会等多次奖励。 

目前兼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人口学组成员，亚洲人口学会（Asian Population 

Association） 副主席（2016-2018）， 瑞士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WHO） 生殖健康社会科

学专家组（2001-2010）成员，美国纽约“国际性与生殖健康展望（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on Sexual and Reproductive Health）”刊物国际编委， 亚洲人口研究（Asian 

Population Studies）国际编委，中国人口学会理事，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特

聘研究员，上海大学亚洲人口研究中心（ADRI）兼职教授，北京大学老龄健康与家庭研究中

心/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人口所兼职教授，昆明医学院研究生导师，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所理事会成员，山西省人口研究中心顾问，福州大学

人文社科学院客座教授。 

 

汪泓 教授/ 博导 

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区委书记，上海社会保障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教授，

社会保障学科带头人。上海交通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大学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颁

发的特殊津贴，上海市第十、十一、十二、十四届人大代表， 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

级人选。 

长期担任教育部高等学校管工商管理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任教育部高等

学校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目前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

划资助学者，曙光学者和曙光跟踪学者，上海市领军人才，上海市优秀学术带头人。社会保

障学科国家级教学团队负责人。工商管理国家特色专业负责人，上海市重点学科《社会保障》

学科带头人。 

汪泓教授长期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先后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

国家软科学重大、国家发改委重大项目以及教育部、省部级级课题30 余项， 出版专著和发

表论文70 余部（篇），多篇被EI、CSSCI 收录，20 多项教学科研成果分别获得上海市政府

决策咨询研究成果一等奖、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上海市邓小平理论研究和宣传优秀成果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内部探讨优秀成果奖、国家

教学成果二等奖、上海市教学成果特等奖、上海市教育科研成果一等奖等各类国家级、省部

级奖项。 

 



鲍淡如 研究员 

现任中国建信养老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独立董事。原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

长，分管城镇养老保险、农村养老保险、工伤福利保险、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工作。曾任卢湾

区委研究室主任、卢湾区计经委主任、卢湾区政府研究室主任、上海市社会保险事业基金结

算管理中心主任等。长期从事养老、社会保险管理研究工作。 

主要研究成果包括《上海建立职业年金计划研究》、《关于城市社会保险统计和评估指标体

系的研究》、《退休年龄和养老保险相关问题的思考》等。参与课题： 社会保障经办机构能力

建设研究等。 

 

米红 教授/ 博导 

浙江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执行所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社会保障专业暨人口学专业

暨非传统安全管理专业博士生导师；人社部、中国劳科院暨浙大联合系统仿真基地主任；浙

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浙江大学人口大数据与政策仿真工作坊

主任等。  

山东大学数学系控制论专业本科毕业； 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系统工程专业硕士和博

士；中、加（西安交通大学与阿尔贝塔大学）联合培养的工商管理博士课程（DBA）证书；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经济地理和GIS 博士后。  

2009- 至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办公厅暨五部委委托

的“深化改革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顶层设计研究”（2013-2014）四个平行研究团队之一

的首席专家；国家“十三五”人口前期规划重大研究课题负责人（2014-2015）。 

2004 年以来先后多次出访美国、加拿大、欧洲、澳洲、南美等著名大学，并承担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会、国家社科基金会和国家各部委暨地方政府重大、重点项目、一般项目和国

际知名基金会重点委托项目超过100 余项，获得省部级奖20 多项， 发表中英文论文200 多

篇，出版专著10 余部。 

 



吴忠 教授/ 博导 

上海理工大学副校长，上海社会保障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导，上海市曙光学

者，上海市教学名师，上海市高校优秀青年教师。上海市教委085 知识创新工程“社会保障

与政府公共决策支持系统”项目带头人。社会保障学科国家级教学团队骨干成员，上海市领

军人才后备人选。 

主持和参加了《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研究》、《社会保险基金风险防控对策研究》、

《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研究》、《柔性延迟申请养老金意愿及制度实施效应调查》、

《社会保险基金良性运营的系统研究》、《最低工资标准确定的若干关键问题研究》等40 余

项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  

出版了《社会保险基金预警预报系统开发研究》（专著）、《医疗与生育保险： 政策

与实务》、《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与发展：理论. 方法. 实务》、《上海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

报告》(2008)、《上海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报告》(2009~2010) 等11 本专著，发表90 余篇

论文，多篇被EI、CSSCI 收录。 

获得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研究成果一等奖、科技进步二等奖、教学成果一等奖等省部级

奖励10 余项。 

 

Thomas T.H. Wan 教授 

教授，美国中弗罗里达大学研究院副院长。研究领域公共管理、卫生管理和信息在公共

事务和医学教育。 

 



潘肖珏 教授 

中国最早从事公共关系教育和企业咨询策划的教授之一。上海交通大学国家健康产业研

究院自然医学研究所执行所长，曾任中国公关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上海公关协会学术委员

会副主任、国家人事部公关高级经济师测评软件专家组负责人、上海市紧缺人才培训工程公

关专业专家。 

2005 年始集乳腺癌、股骨头坏死、冠心病三大疾病于一身，因病探道，走出沼泽， 创

建了若干独到的健康管理观念和干预路径，撰写了多本著作。康复十年后的今天， 创建“粉

玫瑰关爱女性健康行动”的公益平台。2015 年被任命为“上海市民间中医特色诊疗技术评

价中心”专家。 

 

曹信邦 教授 

南京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江苏省金湖县人，1966 年3 月出生，民盟， 博士，

校学术委员会委员，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社会保障专业学科带头人，MPA 教育中心主任。三

级教授，劳动经济学硕士生导师。中国社会保障学会理事、教学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在研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 项、完成一般项目2 项，在《中国人口科学》《中国行政管理》《财

贸经济》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60 余篇，在社会科学文献等出版社出版专著2 部。 

 

七、会务须知 

本次论坛为与会代表提供食宿，交通费自理。 

 



八、联系人 

 

 

 

 

 

 

 

 

 

 

主办单位 

上海市学位委员会 

承办单位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瑞典哈姆斯塔德大学 

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政府公共决策支持”研究基地 

上海社会保障问题研究中心 

支持单位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上海市民政局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政府 

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政府 

会议地址：上海市上海市松江区龙腾路 333 号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下图蓝点处） 

组别 姓名 联系电话 

总协调 胡  斌 021-67791092 

会务组 

范君晖 021-67791336 

戴振华 021-67791093 

罗  娟 13482107433 

郭丽娜 18621328179 

接待组 
王培君 18801937113 

顾  静 13918685428 



 

行车路线： 

1.上海火车站、长途汽车客运总站：乘坐轨道交通 3号线至宜山路站，换乘

轨道交通 9号线至松江大学城站，出站换乘松江 13路公交车至“上海工程技

术大学”站。 

2.上海火车南站、长途汽车客运南站：乘坐轨道交通 3号线至宜山路站，换

乘轨道交通 9号线至松江大学城站，出站换乘松江 13路公交车至“上海工程

技术大学”站。 

3.松江火车站：出站换乘松江 13路公交车至“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站。 

4.松江南站：乘轨道交通 9号线至醉白池站，出站换乘松江 13路公交车至“上

海工程技术大学”站。 

5.虹桥机场 2号航站楼、虹桥火车站：乘坐虹桥枢纽 4路至七宝站，换乘轨

道交通 9号线至松江大学城站，出站换乘松江 13路公交车至“上海工程技术

大学”站。 

6.浦东机场：乘坐轨道交通 2号线至世纪大道站，换乘轨道交通 9号线至松

江大学城站，出站换乘松江 13路公交车至“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