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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经历  

 2000年，同济大学获管理学博士学位   工程管理专业 

 1989年，同济大学获工学硕士学位     建设工程管理专业 

 1982年，新疆工学院获工学学士学位   工民建专业 

 

研究与教学领域  

 工程项目管理、大型建设工程项目总控、项目管理成熟度 

 跨学科研究：建设工程社会学、工程哲学 

 

工作经历 

教学经历 

 2000-至今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建设管理与房地产系教学 

 2004-2006  上海市建设工程监理公司工作 

 1989-2004  新疆工学院建工系任教 

 1982-1986  乌鲁木齐矿务局工作 

海外经历 

 2013 年 10 月，赴美国新奥尔良参加 PMI 全球年会，并在会上做了题目为 “The Program 

Management Maturity Model for Mega Construction: A Case Study of a Transportation 

Hub” 的报告。 

 2013 年 5 月，赴澳大利亚参加主题为 “Construction and Society” 的 2013 世界建筑

大会，并在会议上做了两个题目分别为 “Analysis on the governance structure of 

large-scale AEC project transaction” 和 “Project governance framework for mega 

construction project in China：lessons from SHITH and SHCBD project” 的演讲。 

 2011年 10月，赴北京参加主题为“Engineering and Sociology”的研讨会，并在会上做

了主题为 “The Preliminary Research on Sociology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的演讲。 

 2010 年 12 月，赴香港参加首届第一届可持续城镇化国际会议，并在会上做了两个题目分

别为 “Mega Project: Sociological Analy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flict 

Theory” 和 “Program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Maturity Integrated Model for Mega 

 



Construction Projects in China” 的演讲。 

 2008 年—2009 年，美国项目管理协会，Application of the OPM3 in the Large Scale 

Construction (Ⅱ). 

 

所获荣誉 

 先后获得上海市、美国项目管理协会等多项奖励。主要有： 

 2013年，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2012年，同济大学教学奖励金教师系列二等奖 

 2011年，上海虹桥综合交通枢纽工程进度总控获美国项目管理协会杰出项目奖 

 2011年，上海市重大工程立功竞赛优秀建设者 

 2008/2009年，连续两年获上海虹桥综合交通枢纽工程赛区优秀集体称号 

 

社会兼职 

 上海市建委评标专家 

 

语言能力 

 熟练掌握英语听、读、说、写 

 基本掌握德语，借助词典阅读专业书籍 

 

科学研究 

研究项目  

 上海虹桥综合交通枢纽交通中心工程前期工作和实施计划编制，上海机场（集团）有限公

司 

 上海虹桥综合交通枢纽工程总进度纲要编制和年度调整研究，上海申虹投资有限公司 

 昆明新机场建设项目进度计划编制，昆明新机场建设指挥部 

 深圳机场扩建工程项目进度计划编制和跟踪控制，深圳机场建设指挥部 

 深圳机场扩建工程运营准备工作总进度计划编制，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南宁吴圩国际机场新航站区及配套设施建设工程总进度计划编制，南宁吴圩国际机场扩建

工程指挥部 

 南京禄口国际机场二期工程总进度计划编制，南京禄口国际机场二期工程建设指挥部 

 苏州中心广场项目总进度计划编制，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城市发展有限公司 

 大型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成熟度机理及其模型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基金编号：70472062 

 大型建设工程的社会影响研究，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基金编号：09692103900 

 虹桥综合交通枢纽交通综合工作计划编制及项目总控，上海虹桥综合交通枢纽工程建设指

挥部（上海申虹投资有限公司） 

部分出版物  

 Jia Guangshe, Ni Xiaochuan; Chen Zhen, etc. Measuring the maturity of risk 

management in large-scale construction projects.Automation in Construction, 



2013 .34: 56-66. 

 Jia Guangshe,Yang Fangjun, Wang Guangbin ,etc. A study of mega project from a 

perspective of social conflict theor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ject 

Management, 2011.10(29):817-827. 

 Jia Guangshe, Chen Yuting, Xue Xiangdong,etc.Program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maturity integrated model for mega construction programs in Chin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ject 

 Management, 2011.10(29): 834-845. 

 Jia Guangshe, Qi Jianjun, Chen Yuting. A systematic study of comprehensive work 

plan establishment to the large-scale construction project[J].2011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echanic Automation and Control Engineering, MACE 2011 - Proceedings, p 2857-2860. 

 Jia Guangshe, Chen Lingling. The study on management design education concept in 

engineering management major[J]. Communications in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v  

 235 CCIS, n PART 5, p 125-132, 2011, Information and Management Engineering. 

 Jia Guangshe, Yin Di. Research on self-determined learning model for training 

students in management based on web resources[J]. Communications in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v 216 CCIS, n PART 3, p 508-515, 2011, Advances in Computer 

Science, Environment,  

 Ecoinformatics, and Education. 

 Jia Guangshe , Ding Xiaodi, Chen Tianmin. The application of Project Controlling 

in large project governance: With Hongqiao Transportation Hub project for 

example[J].2011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nsumer Electronics, Communications 

and Networks (CECNet),  

 p 3671-7, 2011. 

 贾广社，王意. 工程哲学视角下的工程社会环境研究[J]. 山西建筑,2014(08):275-276. 

 贾广社，王娟，杨芳军. 基于 SNA 的工程项目社会影响评价研究[J]. 工程管理学报, 

2013(04): 62-66. 

 贾广社，巩立志，丁小迪. 项目总控对大型政府投资项目治理绩效影响实证研究[J]. 科技

进步与对策, 2013(23):85-90. 

 秦拥军，于江，贾广社，刘轩. 援疆工程项目社会影响评价探析[J].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

文社会科学版),2013(01):74-77. 

 贾广社，汪文俊等. 基于离散选择模型的大型建设项目社会满意度评价[J].科技进步与对

策，2012(9). 

 贾广社，尹迪. 基于全过程自主学习模型的人才培养模式[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1（5）. 

 贾广社，夏志坚等. 建设工程社会结构探析[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1（13）. 

 栗晓红，贾广社. 建设工程社会学学科体系探析[J].自然辩证法研究, 2011（4）. 



 贾广社，夏志坚等. 大型建设工程项目治理研究以上海虹桥综合交通枢纽工程为例[J].建

筑经济, 2010（11）. 

 贾广社，杨芳军等. 基于 GA-BP 的大型建设工程社会影响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科技进步

与对策, 2010（19）. 

教学材料 

 贾广社，李伯聪，李惠国，徐肖海等著[M]. 工程哲学新观察——从虹桥综合交通枢纽工程

到“大虹桥”.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 9月. 

 贾广社，陈建国著. 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成熟度理论及应用一种提升与改进项目管理能力的

途径与方法[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2 年 8月. 

 毛如麒，贾广社编著. 建设工程社会学导论[M]. 同济大学出版社,201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