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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要闻
申曙光教授的研究成果获李克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
据中国社会保障学会文件（中社保学函【2015】4 号），该学会编印的《民生专报》2015
年第 3 期刊登了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申曙光教授的研究成果《深化医改的关键问题与对策》，经
报送中央领导同志后，引起高度重视。
8 月初，李克强总理、张德江委员长、刘延东副总理、马凯副总理分别作出批示，国家卫
生计生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务院医改办等部门主要负责人同志亦作了批示。

http://www.lingnan.sysu.edu.cn/Item/9728.aspx

王曦和夏南新教授分别获得 2015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与重点项目立项
资助

2015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第一批）立项名单于 7 月底公布，全国共立项 69 项，
中山大学有 4 项立项。其中，我院王曦教授的申报课题“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货币政策创
新问题研究”（批准号：15ZDA014）获得重大项目立项。

http://www.npopss-cn.gov.cn/n/2015/0731/c219469-27391412.html

此外，2015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和青年项目立项名单于 6 月公布，中山大学共有
37 项获得立项，其中重点项目 4 项，一般项目 18 项，青年项目 15 项，立项数位列全国高校
第三，创历史新高。其中，岭南学院夏南新教授负责的项目“现代地下经济实证研究”（批准号：
15AJL005）获得重点项目立项。

http://www.npopss-cn.gov.cn/n/2015/0625/c219469-27206694.html

施俊琦教授获聘为珠江学者特聘教授

广东省教育厅于 9 月 9 日公布了 2015 年广东省高等学校珠江学者岗位计划设岗学科（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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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和聘任人选名单。经学校推荐，专家评审、名单公示，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施俊琦教授获聘
为珠江学者特聘教授。此前，我院王曦教授于 2012 年获聘为珠江学者特聘教授。
广东省教育厅于 1999 年启动实施了“广东省高等学校特聘教授岗位计划”，旨在贯彻落实
科教兴粤和人才强省战略，培养和造就具有国际或国内领先水平的学科带头人，促进学科专业
快速发展。为适应新形势对高层次人才的新要求，该计划于 2009 年更名为“广东省高等学校珠
江学者岗位计划”，并出台《广东省高等学校珠江学者岗位计划实施办法》，拓宽了岗位设置的
范围，新增讲座教授的岗位类型。

http://www.gdhed.edu.cn/business/htmlfiles/gdjyt/tzgg/201507/489349.html

陆军教授受聘为广东省政府决策咨询顾问委员会专家委员
2015 年 10 月 14 日，广东省政府决策咨询顾问委员会换届大会在广州举行，共有来自北
京和广东本地的 59 位专家受聘为省政府决策咨询顾问委员、专家委员或企业家委员。我院副
院长陆军教授是第一届顾问委员会的专家委员，此次继续获聘为第二届专家委员。中山大学共
三位教授入选顾委会，其他两位分别是校长罗俊院士和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主任陈广汉教授。
广东省政府决策咨询顾问委员会是广东省政府决策咨询的高层智库，其工作职责主要包括
对广东经济社会中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研究，为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决策咨询意见和政策建议；
参与广东省重大建设项目或重大研究课题的可行性研究和评估；对新常态下出现的新情况、新
问题进行跟踪研究，提出对策建议。2010 年 9 月，广东省政府成立了第一届决策咨询顾问委
员会。本届顾委会借鉴外省高、精、尖，“宜精不宜多”的经验与做法，选取“高层次、跨领域、
影响大”的专家学者为受聘委员，顾委会委员总人数从第一届的 130 人精简为第二届 59 人。

http://www.gdyjzx.gov.cn/channel/guwen_j_z.html

他山之石
广东财大全球招聘“南岭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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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7 月，广东财经大学面向全球招聘“南岭学者”，开出了年薪百万、200 万购房补
贴等待遇。广东财经大学副校长邹新月表示，这是学校首次大力度在全球范围内引进人才，人
数不限，学科不限。
此次广东财经大学面向全球的招聘人才，包括“南岭学者”杰出人才、
“南岭学者”领军
人才和“南岭学者”青年拔尖人才三种岗位。其中“南岭学者”杰出人才应聘条件最严格：要
求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获得者；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首席专家；广东省“珠江学者”及其他省同等称号的特聘教授等之一。年龄在 55 岁以下，具
有正高职称。
尽管条件严格，但学校也提供优厚的待遇和薪酬。其中，
“南岭学者”杰出人才引进待遇
为安家费 10 万元（税前）
，提供广州市内住房一套或提供购房补贴 200 万元（税前），聘期待
遇为年薪不低于 100 万元。
“南岭学者”领军人才引进待遇为安家费 10 万元，提供购房补贴
100 万元及 2 年期周转房或按 3000 元/月标准提供租房补贴 2 年，聘期待遇为年薪不低于 50 万
元。
“南岭学者”青年拔尖人才引进待遇为安家费 5 万元，提供购房补贴 30 万元及 2 年期周转
房或按 3000 元/月标准提供租房补贴 2 年，聘期待遇为年薪不低于 30 万元。
学校还视学科专业等情况为“南岭学者”提供科研启动费。其中，杰出人才特聘岗位科研
启动费 30 万～50 万元、领军人才特聘岗位科研启动费 20 万～30 万元、青年拔尖人才特聘岗
位科研启动费 10 万～20 万元。同时学校按 2 万元/年的标准提供国际合作与交流差旅费。

http://news.gdufe.edu.cn/html/mtgs/2015/07/22/863146b2-0c45-47dc-b1b5-b5ee3f
90584a.html

学术交流
深化医改与“三医联动”学术研讨会在中山大学梁球琚堂举行
2015 年 7 月 10 日，由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与中山大学联合主办，中山大学岭南学院、中山
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中山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承办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深化与‘三医’
联动”学术研讨会在中山大学梁球琚堂隆重举行。中山大学党委书记郑德涛及广东省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肖志恒出席会议并致辞，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及中国医疗保
险研究会会长、原劳动保障部副部长王东进出席会议并作演讲。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专家咨询
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中山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中山大学社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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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心主任申曙光教授主持了大会。
来自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党校、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
南京大学、中山大学、中国医疗保险研究会、中国保险学会等 40 多家学术机构的专家学者和
来自广东、湖南、海南等省、市的医保管理与经办机构、医疗卫生管理机构、发改委等政府部
门、医疗机构负责人及医疗、医药与保险产业代表约 200 余人出席了会议，并围绕深化医改与
“三医联动”这一主题展开了热烈研讨。

http://www.lingnan.sysu.edu.cn/Item/9574.aspx

第六届“中国统计开放日之广东”现场活动在我院举行
2015 年 9 月 25 日，
广东省统计局和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联合在岭南 MBA 中心大楼举行以“统
计服务民生”为主题的第六届“中国统计开放日之广东”现场活动。结合近年来民生统计发展与
改革情况，该活动全面展示民生统计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解读 GDP、产业转型、人口、工资和
房地产等民生统计的主要内容和调查方法，并就社会关注的统计热点问题与师生互动交流。省
统计局局长幸晓维、副局长朱遂文、夏南新教授等人出席，中山大学及广东其他高校师生、新
闻媒体记者和省统计局各处室干部共 100 多人参加了活动。

http://www.lingnan.sysu.edu.cn/Item/9818.aspx

成果园地

2015 年度岭院教师获国家社科基金、自科基金、教育部立项共 13 项

负责人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王曦

国家社科重大项目

夏南新

国家社科重点项目

现代地下经济实证研究

曾燕

国家自科面上项目

基于背景风险与行为因素的养老基金投资策略

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货币政策创新问题研
究

批准金额
（万）
80
35
49.3

研究
周开国

国家自科面上项目

媒体监督、公司治理与公司价值：媒体、政府

49

与资本市场协同治理机制研究
牛保庄

国家自科面上项目

考虑竞合关系的多层级供应链采购合同谈判及
运营决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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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7

何兴强

国家自科面上项目

背景风险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渠道、机制和效应

48

研究
汪林

国家自科面上项目

家族企业职业经理工作投入的“双刃剑”效应及

47

其影响过程与改善机制研究
张建琦

国家自科面上项目

资源驱动型拼凑对机会辨识与创新绩效作用机

45

制的研究
李力

国家自科青年项目

多渠道供应链中竞争企业合作机制的时机，程

18.5

度及动因研究
刘彦初

国家自科青年项目

基于模拟仿真方法的美式期权风险对冲参数计

18.5

算问题研究
林道谧

国家自科青年项目

海归创业的过程、挑战及其促进机制——基于

18

跨国知识转移视角的分析
吴夕

国家自科青年项目

多重不对称信息下保险市场逆向选择的检验及

17

其在人寿保险市场中的应用
方建国

教育部人文社科
规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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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下房产税改革对地方税权建设的影
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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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任何宝贵意见或建议，请发邮件至 lnslp@mail.sys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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