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应急管理导论 

Introduction to Emergency Management 
 

复旦大学研究生院于 2013年开始主办并资助“FIST(Fudan Intensive Summer Teaching) 

项目”，旨在建设一批高质量研究生开放课程，课程秉承“集中授课、夏季为主、聘请名师、

对外开放、计算学分”的建设原则，依托学校国际化资源，广延海内外名师集中一段时间讲

授课程，面向我校研究生、本科生、兄弟院校以及社会公众开放。应急管理导论是国家新设

置的“应急管理”二级学科的核心课程，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李瑞昌教授组

织的课程团队讲授的“应急管理导论”课程于 2020 年入选“FIST”项目，首届举办取得了

圆满成功。邀请到了来自清华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市行政学院等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

的应急管理资深专家、权威学者围绕应急管理基础理论和前沿开展了一场学术盛宴，吸引了

国内外五十多所高校、科研机构、多个学科背景的同学报名，选课学生来自埃默里大学、清

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工业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中

共上海市委党校等海内外知名院校，惠及了多名硕博学生、研究者和实务部门工作人员。 

本课程的特点在于： 

一、多元化视野。师资团队均为国内应急管理研究领域的资深学者、青年才俊和实践工

作者。教学团队教学经验丰富，学术成果斐然，且具备扎实的应急管理实务工作经验，分别

来自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市行

政学院等知名高等学府和研究机构。 

二、学课交叉综合性。本课程融合了管理学、法学、政治学、心理学、哲学、计算机科

学等交叉学科的知识。 

三、课程兼具学术前沿性和实用性。此课程关注应急管理的前沿理论和知识体系，旨在

拓展学生的应急管理学术视野，培养学生在应急管理的学术研究能力和实践思考能力。 

 

 

 

 

 

李瑞昌 教授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公共行政系主任，《复旦公共

行政评论》主编，上海市决策咨询委员会专家（应急管理），上海市应急

管理专家组成员等。主要从事应急管理、公共管理等研究。 

 

 

 

 

教师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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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波 教授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副院长，兼任南京大学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

管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风险灾害危机研究》执行主编、Natural Hazards 

Review 副主编、《中国安全科学学报》青年编委、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理事、

中国应急管理学会校园安全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应急管理部《突发事件应对

法》修改工作专班成员，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提升我国应急管理体

系与能力现代化水平研究”、重大专项“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研究”、重点项目

“新兴风险与公共安全体系的适应能力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行政

管理》《公共管理学报》《南京大学学报》<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Risk Analysis> <Safety 

Science> <Disasters>等中英文期刊发表学术论文五十余篇，主要从事应急管理、社会治理研究。 

 

 

林鸿潮 教授 

中国政法大学钱端升讲座教授，应急管理法律与政策研究基地主任，博士生

导师，法学博士。国家应急管理政策法规标准智库专家、国家卫生应急体系建

设指导专家、北京市应急管理局咨询专家、宁波市应急管理局顾问，中国应急

管理学会理事。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集中力量战胜重大突发事件的制

度优势及其法治化研究”首席专家。曾参与《突发事件应对法》起草的研究工

作，是《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办法》《生产安全事故应

急条例》等法规的主要执笔人之一，参与《突发事件应对法》《传染病防治法》的修

订工作，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法》起草专家组成员，同时承担《应急救援队伍管理法》《自然灾害

防治法》的起草研究工作。 

 

王宏伟 副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国发院、首发院研究员。多年

来，一直从事应急管理、国家安全的基础理论与实践应用研究。编著本科生

教材《应急管理导论》、《公共危机管理概论》、《公共危机与应急管理：

原理与案例》，MPA 研究生教材《公共危机管理》、《公共危机与应急管理

概论》（译著）5 部，出版《中国应急管理改革：从历史走向未来》、《新

时代应急管理通论》、《健全应急管理体系探析：从制度优势到治理效

能》、《公共安全管理：非常规突发事件及其应对》等 14 部，发表文章百余

篇。承担原北京市应急办、国务院应急办、民政部救灾司和应急管理部、北京市

应急管理局、中国地震局、中国气象局、通州区应急局、公安部反恐局、国家发改委、北京国安委、北京

市医管局等合作开展应急课题研究 10 多项，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快速城市化进程中我国关键

基础设施系统性危机应急模式研究”和北京市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京津冀跨域突发事件应急联动中的社会

动员协调问题研究”；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重大突发事件应对机制研究”，相关成果受到多位党

和国家领导人的批示。担任国家卫健委卫生应急体系建设指导专家、应急管理部政策法规司专家、应急管



理部跨国境救援专家、公安部反恐怖软课题专家、首都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智库专家、北京应急管理局

专家、朝阳区应急局专家、中国消防救援学院“防灾与应急课题”首席专家以及中国应急管理学会、中国

灾害防御协会理事，参与“十四五”国家防灾减灾规划、北京市“十四五”应急管理规划、通州行政副中

心控制性详细规划实施方案的编制以及《突发事件应对法》修法等重要工作。 

 

吕孝礼 副教授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聘副教授，应急管理研究基地副主任、政府管理

与创新研究所副所长、行为与大数据实验室执行主任。2005年开始在危机与应

急管理及公共组织等领域开展研究，已发表多篇中英文期刊文章，出版英文专

著 Managing uncertainty in crisis。主持的科研项目包括国家自科基金面上

项目和新冠疫情专项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北京社科基金一般项

目、应急管理部、中国地震局以及北京市地震局等科研项目。同时担任

<Disasters> <Risk, Hazards & Crisis in Public Policy> <Journal of Risk 

Analysis and Crisis Response> 《风险灾害危机研究》等四本期刊编委，以及中国应

急管理学会理事、公共安全科学技术学会应急管理专委会秘书长、中国医学救援协会公共卫生分会常务理

事、多个城市应急管理专家组成员等社会兼职。也是“中国应急管理 50 人论坛-青年分论坛”及暑期学校

联合发起人。曾获第 8 届高校科研优秀成果奖（人文社科）青年成果奖、北京市应急管理领域青年学科带

头人、荷兰/比利时公管最优博士论文提名奖、仲英青年学者等奖项。曾于 2019 年春季学期在哈佛大学肯

尼迪学院开展访问研究，入选英国埃塞克斯大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访问研究员。目前主要研究兴趣包括危

机研判（战略层与操作层）、视频分析方法等。 

 

董幼鸿 教授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行政学院）校刊编辑部党支部书记、上

海市委党校应急管理培训中心执行主任、上海市委党校政府治理研究

院副院长、教授、博士，复旦大学公共管理学博士后，硕士研究生导

师。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工程超大城市治理项目首席专

家，上海市数字化政府建设研究中心首席专家，上海市应急管理专家组成

员，中国应急管理学会理事、上海行政管理学会理事等。曾赴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

做访问学者；赴英国牛津大学、美国乔治亚大学、新加坡公共事务学院、德国斯拜尔行政学院、土耳其中

东行政学院等机构学习进修。2010 年 6 月至 12 月，在上海世博局园区运行指挥中心担任应急指挥。研究

方向：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研究、城市公共安全风险治理研究、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等。研究成果：曾在《中

国行政管理》《东南学术》《社会科学辑刊》《理论与改革》《上海行政学院学报》《中国应急管理》

《学习时报》《文汇报》《解放日报》等核心期刊与报纸发表论文 70 余篇，决策咨询成果多次获市委市

政府领导批示；著《公共安全管理系统脆弱性与重大事故治理》《特大城市基层综合管理模式探索与创

新》《地方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我国地方政府政策评估制度化建设研究》《应急管理》《打造一座

有温度的城市》等、参与编著《突发事件风险管理》《中国特大城市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与创新》《中央和

大城市政府应急管理机制建设》《中国公共行政管理学》等多部专著和教材。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课



题及省部级以上课题 10 项，上海市应急委课题 3 项，上海依法治市办课题多项；参与国家级及省部级课

题多项。决咨成果获 2017 年上海市政府决咨委二等奖。 

 

 

容志 教授 

复旦大学管理学博士，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

任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理事、全国基层政权建设与社区治理专家委员会委员。曾

赴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商学院访学。在《政治

学研究》《管理世界》《中国行政管理》《光明日报》等国内外重要学术期

刊、报刊上发表论文近百篇。出版《土地调控中的中央与地方博弈：政策变迁

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从分散到整合：特大城

市公共安全风险防控机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公共服务需求分析：

理论与实践的逻辑》（人民出版社，2019）专著 3 部，主编《城市应急管理：流程、机制与方法》（复旦

大学出版社，2019）1 部，合著《转变政府职能与服务型政府建设》、《综合配套改革中服务型政府的构

建：以浦东为例》2 部。主持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2项、省部级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2 项，民政

部等部委重点研究项目 6 项，参与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多项。荣获省部级科研奖励

4 项，省级教学成果奖励 1 项。近 20 份政策咨询专报和专家建言被相关决策部门采纳。 

 

 周凌一 青年副研究员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青年副研究员。主要研究领

域：风险感知、地方政府及治理、环境及能源政策等。研究成果发

表于<Sustainabil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公共行政评论》、《经济与管理研

究》和《中国非营利评论》等 SSCI 英文期刊和中文权威核心期刊。 

 

  

 

孙磊 青年副研究员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青年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

灾害管理、应急管理、公众灾害认知与响应行为、灾害文化。主持或

者参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北京市社科基金、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中国地震局行业项目等省部级及以上项目多项，发表中英文

论文多篇。 

 

 

 

 

 

 



 

 

 

 

学分：2学分                  学时：36学时 

上课时间：2021 年 7 月 12日—2021年 7月 16日 

招生名额：30人 

报名方式：邮件报名，可简谈选课想法或课程认知，并附个人学术简历，发至邮箱

19110170036@fudan.edu.cn。邮件主题：姓名-学校、单位-2021年应急管理导论 FIST课

程报名。 

选课网址：

http://register.fudan.edu.cn/qljfwappnew/sys/lwFudanRegistrationPlatform/index.

do#/project 

课程联系人：侯晓菁，邮箱 19110170036@fudan.edu.cn；唐雲，邮箱

ytang20@fudan.edu.cn。 

 

课程进度安排：2021 年 7月 12日-7月 16日 

日期 星期 节次 上课主题 授课老师 

7月 12日 一 9 ：00-11：30  作为应急管理学独特方法论的

突发事件快速响应研究 

张海波 

7月 12日 一 14：00-16：30 中国基层应急管理 容志 

7月 12日 一 19：00-21：00 “十四五”时期中国应急管理

体系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吕孝礼 

7月 13日 二 9 ：00-11：30 重大突发事件应对中的政治与

法律 

林鸿潮 

7月 13日 二 14：00-16：30 风险与风险感知研究前沿 周凌一 

7月 14日 三 9 ：00-11：30 灾害的社会生成与社会建构 孙磊 

7月 14日 三 14：00-16：30 “一网统管”与城市应急管理

的创新实践 

董幼鸿 

7月 15日 四 9 ：00-11：30 数字应急管理基本分析框架 李瑞昌 

7月 15日 四 14：00-16：30 对一篇中国应急管理经典文献

的解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学习

上的讲话精神 

王宏伟 

7月 16日 五 9 ：00-11：30 实战经验介绍 待定 

7月 16日 五 14：00-16：30 结课仪式 待定 

 

考核方式： 

考核形式 权重 评定标准 

出勤 10% 课程签到记录 

课堂表现 30% 互动讨论与交流 

课程作业 60% 完成各位老师的课堂作业要

求，理论应用恰当，引用规

范。 

课程设置 

http://register.fudan.edu.cn/qljfwappnew/sys/lwFudanRegistrationPlatform/index.do#/project
http://register.fudan.edu.cn/qljfwappnew/sys/lwFudanRegistrationPlatform/index.do#/project


 

其他说明 

1、费用：本课程不收取任何费用，不提供教学相关的录频或电子材料。 

2、选课：课程名额有限，请感兴趣的同学提早报名，课程后续信息将在报名截止后发至各

位同学的报名邮箱；选课同学需配合任课老师以及课程协调员的工作安排，遵守课堂记

录。 

3、学分转换：本校选课学生将在结束课程后自动计入学分系统，无需开具选课证明。外校

选课同学是否支持学分转换，请咨询就读学校教务，课程证明可在结束课程后自行联系复

旦大学研究生院办理。 

其他通知要求详见复旦大学研究生院相关教学管理规定。将提供电子课程结业证书。 

欢迎全国有志于应急管理研究和实践的优秀学子加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