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发展和空间规划硕士
& 地方和区域发展研究硕士
纽卡斯尔大学城市和区域发展研究中心
随着经济的全球一体化，地方和区域发展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
化。首先，知识经济和学习型区域、区域竞争、包融、可持续发
展、以及最近的金融危机等都对地方和区域发展的政策和体制产
生着深刻的影响。其次，全球范围内的权力下放、区域化、和地
方化也在改变着国家、区域、和地方的政府和治理结构。这些因
素的相互作用一方面对地方和区发展的战略和政策制定以及现有
的治理体制形成了挑战，另一方面也对这方面的人才产生了巨大
的需求。
就中国而言，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
区域之间（如沿海和内地）、地方之间（如不同的市域或县域之
间）、城乡之间、和行业之间的发展差异也在逐步扩大。中央政
府为了缩小地方和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先后于1999年、
2003年、和2006年启动了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
和中部崛起的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与此同时，受金融危机的影响，
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也开始从东部地区向相对欠发达的中西部地
区转移。另外，新一届政府又把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
化、和信息化（新四化）作为未来十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执政目
标，以期通过工业化和城镇化解决城乡之间的发展差异问题，
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空间布局缩小区域间的发展差异。然而在生态、
资源、与环境约束的条件下，所有这些战略如何体现在特定区域
的发展政策上，使区域的经济、环境、与社会实现协调发展，
仍然是政策制定者所面临的难题。地方和区发展研究硕士以及区
域发展和空间规划硕士这两个专业所研究的方向正好与当前中国
区域发展的迫切需求相吻合。
地方和区域发展研究硕士以讲授地方和区域发展的国际理论和实
践以及区域发展治理结构为基础，要求学生掌握地方和区域发展
政策的分析和制定方法。区域发展和空间规划则要求学生在学习
地方和区域发展的国际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掌握区域空间规划
的理论和方法。
这两个专业都是得到英国高等教育委员会和专业委员会的批准而
设立，并得到中国国家教育部认证的硕士课程。学生毕业后的就
业方向概括起来有四个方面。第一是公务员序列，如各级政府的
发展门改革委员会、国土资源、以及住房与城乡建设部门。第二
是地市级以上政府所属的科研单位，如发展研究中心、社会科学
院、科学院、宏观经济研究机构等。第三是高等院校，如从事教
育或专职科研。第四是相关的国际或国内的发展咨询机构，如普
华永道、阿特金斯、高盛、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等。当然，学生
也可以选择留校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以图更好的职业发展道路。
可以预见，随着新四化战略的实施，中国对以上两个专业的人才
需求将会大幅上升。

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 (CURDS) 是一个世界级跨学科领域的
城市和区域发展教学和科研机构。该中心由Henry Daysh
(经济地理学创始人、纽卡斯尔大学首任经济地理学教授）
荣誉教授John Goddard勋爵（纽卡斯尔大学前任常务副校长）
创办于1977年。根据美国最近的一项研究，在过去35年里CURDS
在经济地理学领域的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的被引用量位居全
球同行第二，仅次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最近被美
国地理学会评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地理学研究机构。
35年来先后有162名科研人员在CURDS从事过或长或短的研究
工作，如今他们中的许多人工作在国际上的不同国家、国际组织、
教育和科研单位、以及政府部门。
CURDS是英国国家空间经济研究院的成员单位。2010年得到了
英国经济与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的一项5年研究基金的资助，为
英国商务部、企业管理改革委员会、地方政府与社区发展部以及
英国中央政府威尔士地区特派办公室提供政策咨询。CURDS曾
应邀先后为联合国、国际经济和合作组织、欧盟委员会、多个国
家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非政府组织作过专题研究。创立以来，
CURDS 赢得的校外科研基金已经超过了3000万英镑， 是同类
科研机构中获得科研基金最多的。
CURDS 的核心研究理念是用城市和区域发展的实践实证城市和
区域发展理论，并反过来用其研究成果服务于地方和区发展的政
策制定和实施。随着技术、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其研究主题和
方向也在与时俱进。
专业课程的具体情况和详细的申请程序请参见后面的介绍。
您也可以登录我们的网址：http://www.ncl.ac.uk/curds/study/
或直接和我们联系，我们的联系方式是：
Professor Andy Pike
E-mail: andy.pike@ncl.ac.uk
Tel: +44(0)191 222 8011
Dr Xuefeng Wang (王学峰)
E-mail: xuefeng.wang@ncl.ac.uk
Tel: +44(0)191 222 7728

区域发展与空间规划硕士
专业背景和目的

入学条件

区域发展与空间规划是英国纽卡斯尔大学城市和区域发展研究中
心（CURDS）与建筑、规划、和景观学院共同管理的跨学科的
硕士专业。该专业学位经过了英国经济与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
(ESRC）的认证。目的旨在培养区域发展和规划研究方面的专业
化和实践型人才。

专业：经济、人文地理、社会学、政治、管理、规划、城市研究、
环境研究等相近专业本科毕业，成绩在75分以上。或具有相关工
作经历（具体由系主任确定）。
英语：IELTS 6.5； TOEFL 233 （网上），575 （考场）。
英语成绩达不到要求的，可根据个人情况，在正式开学前推荐参
加英语强化课程。
如果你是一个国际学生，而你的专业成绩和英语成绩均达不到本专
业的入学要求，你还可以考虑先参加 INTO Newcastle University
www.intohigher.com/uk/zh-cn/homepage.aspx 的相应预备课程。

专业方向涵盖区域发展规划的关键问题: 包括国家、政府和区
域发展管理、可持续性区域发展、区域和次国家级区域共同治理
体系、区域社会、经济、和环境规划和政策等。

文凭
G

理学硕士（180个学分）

课程 （120个学分）
G

地方和区域发展的理论和政策（20学分）

G

地方和区域发展的共同治理（20学分）

G

地方和区域发展：方法论和统计分析（10学分）

G

区域发展的空间战略（20学分）

G

区域规划的评价、分析、和研究方法（10学分）

G

区域可持续发展理论（20学分）

G

发展中国家区域规划的制度架构（10学分）

G

地方和区域发展战略制定（10学分）

毕业论文（60学分）
毕业论文在最后一学期，学生们根据自己选择的主题独立完成研
究课题（15000字论文）。
更详细的课程信息请见：
http://www.ncl.ac.uk/postgraduate/modules/4062.htm

教学形式
讲授、全体讨论、小组讨论、阅读小组、个别辅导、实践和小组
课题等

考评方式
课程作业、小组或个人课题、或报告。不考试

期限
硕士：全日制，12个月；在职，24个月。

学费

学费根据每年的通货膨胀指数情况会略微有所变化，请参见：
http://www.ncl.ac.uk/postgraduate/courses/degree/
regional-development-research
如果你要申请奖学金，请参见：
www.ncl.ac.uk/gps/postgrad/funding
http://www.ncl.ac.uk/postgraduate/international/ﬁnance/
awards/index.htm
同时，你也可以参考:
http://www.ncl.ac.uk/postgraduate/funding/

申请程序

你可以在一年中的任何时候进行申请， 但是，如果你申请当年
9 月份入学， 那你就必须在当年 7 月中旬的第一个礼拜五以前
完成申请，以便你有足够的时间办理入学前的手续。我们强烈建
议你通过
http://www.ncl.ac.uk/postgraduate/apply/ 提交你的申请。

签证

如果你需要签证，你需要申请 Tier 4 Student Visas
(International Applicants)。英国边境署对学生签证条件进行
了修订，现在你需要满足 IELTS 5.5 的最低标准
(听、说、读、写 4 项都必须不低于这个标准）。
否则你的申请将会被拒绝。请见
www.ncl.ac.uk/postgraduate/international/
requirements/tierfourvisa.htm

更多信息

如需要更进一步信息，
请与 Professor Andy Pike 教授联系：
电话：0044 191 222 8011
传真：0044 191 208 7741
电子邮箱：andy.pike@ncl.ac.uk

地方和区域发展研究硕士
专业背景和目的

入学条件

地方和区域发展研究是英国纽卡斯尔大学地理、政治、和社会学
学院的硕士（博士）学位课程，由大学城市和区域发展研究中心
(CURDS）组织管理。该专业课程是经英国经济与社会科学研究
理事会（ESRC）认证的硕士课程。目的旨在培养地方和区域发
展政策制定、管理、和研究方面的专业化和实践型人才。

专业：经济、人文地理、社会学、政治、管理、规划、城市研究、
环境研究等相近专业本科毕业，成绩在75分以上。或具有相关工
作经历（具体由系主任确定）。
英语：IELTS 6.5； TOEFL 233 （网上），575 （考场）。
英语成绩达不到要求的，可根据个人情况，在正式开学前推荐参
加英语强化课程。
如果你是一个国际学生，而你的专业成绩和英语成绩均达不到本专
业的入学要求，你还可以考虑先参加 INTO Newcastle University
www.intohigher.com/uk/zh-cn/homepage.aspx 的相应预备课程。

专业方向涵盖地方和区域发展的关键问题: 包括国家、 政府和区
域发展管理、区域经济政策、知识区域发展、社会分化和融合、
可持续性区域发展、区域和次国家级区域共同治理体系和规划等。

文凭
G

理学硕士（180个学分）

课程 （120个学分）
G

地方和区域发展的理论和政策（20学分）

G

地方和区域发展的共同治理（20学分）

G

地方和区域发展：方法论和统计分析（10学分）

G

社会科学研究基础（10学分）

G

社会科学的定性研究方法（20学分）

G

社会科学的定量研究方法（20学分）

G

科研信息技术（10学分）

G

毕业论文准备（10学分）

毕业论文（60学分）
毕业论文在最后一学期，学生们根据自己选择的主题独立完成研
究课题（15000字论文）。
更详细的课程信息请见：
http://www.ncl.ac.uk/postgraduate/modules/4062.htm

教学形式
讲授、全体讨论、小组讨论、阅读小组、个别辅导、实践和小组
课题等

考评方式
课程作业、小组或个人课题、或报告。不考试

期限
硕士：全日制，12个月；在职，24个月。

学费

学费根据每年的通货膨胀指数情况会略微有所变化，请参见：
http://www.ncl.ac.uk/postgraduate/courses/degree/
regional-development-research
如果你要申请奖学金，请参见：
www.ncl.ac.uk/gps/postgrad/funding
http://www.ncl.ac.uk/postgraduate/international/ﬁnance/
awards/index.htm
同时，你也可以参考:
http://www.ncl.ac.uk/postgraduate/funding/

申请程序

你可以在一年中的任何时候进行申请， 但是，如果你申请当年
9 月份入学， 那你就必须在当年 7 月中旬的第一个礼拜五以前
完成申请，以便你有足够的时间办理入学前的手续。我们强烈建
议你通过
http://www.ncl.ac.uk/postgraduate/apply/ 提交你的申请。

签证

如果你需要签证，你需要申请 Tier 4 Student Visas
(International Applicants)。英国边境署对学生签证条件进行
了修订，现在你需要满足 IELTS 5.5 的最低标准
(听、说、读、写 4 项都必须不低于这个标准）。
否则你的申请将会被拒绝。请见
www.ncl.ac.uk/postgraduate/international/
requirements/tierfourvisa.htm

更多信息

如需要更进一步信息，
请与 Professor Andy Pike 教授联系：
电话：0044 191 222 8011
传真：0044 191 208 7741
电子邮箱：andy.pike@ncl.ac.u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