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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唐倩 公共管理 孙兵
中小型博物馆与周边历史文化街区资源融合发展模式研究——
以五大道地区为例

2 常鸣 公共管理 孙轩 多元公共服务对住房选择的影响—以天津市主城区为例

3 李琳 公共管理 吴帆 基于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税务局的纳税服务优化研究

4 李世长 公共管理 踪家峰 房地产税政策问题研究

5 马俊杰 公共管理 张志超 国库现金管理存在问题与解决对策的研究

6 薛天栋 公共管理 蔡声霞
天津市道路运输行政执法问题研究——以天津市交通运输执法
大队为例

7 甄孟妍 公共管理 李瑛
基于SERVQUAL服务质量评价模型的海关服务质量研究—以天津
东疆保税港区海关为例

8 祖新星 公共管理 孙涛 天津市”营改增“政策执行问题研究——以房地产业为例

9 陈海眸 公共管理 陈纪
城市民族社区治理与民族工作创新研究——以天津市T社区、Q
社区为案例

10 陈昊 公共管理 王骚 天津市三局合一后网络交易监管问题研究

11 陈露 公共管理 黄旭涛
地方民俗文化课程在中小学实施情况调查及政策研究—以《天
津与世界》为例

12 樊海峰 公共管理 翟磊 限制减刑罪犯激励机制研究

13 李安然 公共管理 万国威
祖辈监护与福利缺失：西部留守儿童需要怎样的政治治理策
略？

14 李根 公共管理 孙兵 天津市大企业税收征管体制创新研究

15 李靖伟 公共管理 李瑛
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权限下沉至街道的效果评价——以天津市河
东区为例

16 李娜 公共管理 孙轩 大数据技术下天津市政府性债务风险管理问题研究

17 李岳 公共管理 郭道久 天津机场边检站“服务型边检”建设研究

18 林菁菁 公共管理 关信平
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电子化建设与发展问题研究——以天津市为
例

19 刘海蓉 公共管理 季乃礼 天津市Q镇信访工作研究

20 刘陆陆 公共管理 谭融 A市税务稽查执法风险与防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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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马菁 公共管理 蔡声霞 天津市家庭医生签约问题研究

22 毛心雨 公共管理 霍特 中外个人所得税比较及征管对策研究

23 乔晓静 公共管理 万国威 中国儿童虐待及政府治理机制研究——以四川南部某县为例

24 施博文 公共管理 郭道久 涉台网络舆情的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以周子瑜事件为例

25 宋伟平 公共管理 郭道久 新媒体环境下政府部门形象建设分析—以天津市税务系统为例

26 王小东 公共管理 郝亚明 PPP模式中政府角色定位研究—以Z特色小镇建设为例

27 延欢 公共管理 关信平 基层税务机关税务稽查风险内部控制问题研究

28 臧向阳 公共管理 蔡声霞 天津市税务系统财务预算管理问题研究

29 张玲 公共管理 踪家峰 天津市发展装配式建筑政策研究

30 张梦斐 公共管理 蒋建荣
公共建设项目安全生产政府监管协调联动研究—以天津市滨海
新区为例

31 张颖 公共管理 徐行 基层党务干部队伍管理研究—以天津市财政局为例

32 王楠 公共管理 郭道久
新媒体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作用—新媒体在8.12天津滨海新区
爆炸事故处理过程中的反思

33 邓鹏 公共管理 蒋建荣
空中乘务专业学生职业发展能力的培养研究—以中国民航大学
乘务学院为例

34 杨朔 公共管理 汪新建 网络舆论政府监管问题研究

35 刘涛 公共管理 李瑛 滨海新区政府加快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研究

36 费斐 公共管理 金东日 我国出入境管理机构改革研究

37 范毅 公共管理 黄晓燕 关于志愿服务团队管理问题的研究—以开发区志愿者协会为例

38 王慧 公共管理 袁同凯
论地方政府对民办穆斯林养老机构的扶持与管理—以天津市穆
斯林养老院为例

39 张和平 公共管理 沈亚平
市场化改革背景下的政府采购制度研究-以新东方培训机构为
例

40 芦琦 公共管理 金东日 公众参与城市道路交通政策制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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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郝玥 公共管理 卢岩 城市公共交通一体化发展研究—以天津市为例

42 王晓军 公共管理 翟磊 封闭小区交通开放政策实施困境及对策研究

43 刘晨晨 公共管理 汪新建
在公共危机管理中提升政府公信力研究—以天津港“8.12”事
件为例

44 郑瑾尧 公共管理 柳建文
新媒体环境下公共卫生危机事件管理中的沟通问题研究—基于
2016年山东问题疫苗事件的分析

45 刘晶 公共管理 王骚 天津市滨海新区政府产业招商问题的研究

46 王春亮 公共管理 周望 天津市滨海新区市政公路管理体制改革研究

47 杨悦 公共管理 周望 天津滨海新区股权投资基金监管研究

48 李孟玉 公共管理 金东日 天津港保税区安全生产监管工作多元主体治理研究

49 孙健 公共管理 蔡声霞 滨海新区公共危机应急管理问题研究

50 张康宁 公共管理 翟磊 电子商务税收征管研究—以天津开发区为例

51 刘旭泽 公共管理 杨龙 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政府职能研究

52 程飞 公共管理 翟磊 天津市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效果评估及改进建议

53 佘丹丹 公共管理 常健 T市S区防范打击传销工作研究

54 许壮莹 公共管理 孙涛
公立综合医院人才培养效果提升策略研究—以天津市第一中心
医院为例

55 谌孙焕 公共管理 翟磊 区域医疗卫生资源布局的合理性研究：以滨海新区为例

56 高红 公共管理 翟磊
对政府公共基础设施资产加强规范流程管理的研究:以市政资
产管理为例

57 张静 公共管理 周望 天津滨海新区行政审批改革后续管理研究

58 沈金鑫 公共管理 茹宁
独立学院教学管理中实施教考分离的问题与对策研究—以N独
立学院为例

59 张洪亮 公共管理 赵聚军
地方正处级干部晋升影响因素研究——以天津市B区正处级干
部为例

60 梁巍 公共管理 王骚 独立学院内部管理机构设置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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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张立庆 公共管理 孙兵 天津自由贸易区管理创新研究

62 张洪亮 公共管理 沈亚平
教育公平视域下的义务教育领域教师轮岗问题研究—以天津市
滨海新区为例

63 吕扬 公共管理 王骚 单位食堂食品安全监管问题及对策探讨

64 宁涛 公共管理 杨龙 “三局合一”后天津市食品安全监管机制研究

65 孙萌 公共管理 谭融 天津市消防兵心理管理问题研究

66 孟昕 公共管理 王骚
独立学院行政管理人员激励机制问题研究—以天津市滨海新区
独立学院为例

67 杨亚琼 公共管理 蒋建荣 天津青少年活动中心师资培训研究

68 王婷婷 公共管理 孙涛 中国沿海省份海洋科技创新价值链及其效率研究

69 李书慧 公共管理 蒋建荣 天津市居民阶梯电价政策执行问题研究

70 吴伊 公共管理 沈亚平 天津市共享单车的政府规制研究

71 王宇斯 公共管理 沈亚平 天津高新区财政资金扶持政策执行问题研究

72 张倩 公共管理 沈亚平
治理视域下城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问题研究——以天津市
河东区为例

73 林德清 公共管理 王骚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工程质量政府监管问题与对策研究

74 刘斌 公共管理 孙兵 滨海新区构建绿色采购体系研究

75 陈琳琳 公共管理 金东日
天津市开发区高层次人才政策实施效果评估—以武清开发区为
例

76 冯玉坤 公共管理 徐晓日
纳税公共服务对税收营商环境的影响研究—以天津市西青区为
例

77 鲁夏 公共管理 程同顺 生产经营类事业单位转企改制中国有资管理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