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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詹进红 公共管理 谭融
旧城改造中的政府审计问题研究—以滨海新区市容综合整治
项目为例

2 郭晋芳 公共管理 蔡声霞 天津市电能替代政策问题研究

3 黄永武 公共管理 管健 小额贷款公司的政府监管研究-以天津市河西区为例

4 王雪 公共管理 关信平 天津市失能老年人居家养老社区照护体系研究

5 赵菡珏 公共管理 李瑛 天津滨海新区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评价问题研究

6 赵会霞 公共管理 白红光
城市社区精神文明建设问题研究---以天津市河西区下瓦房
街道为例

7 蔡李欢 公共管理 陈钟林 二孩政策实施的分析和展望

8 曹晶 公共管理 郭道久 天津市三局合一后投诉举报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9 曹翔 公共管理 翟磊 生态控制线规划下的系统化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10 常墨迪 公共管理 管健 天津市津南区流动摊贩暴力抗法问题研究

11 陈佳楠 公共管理 陈钟林 公务员职业倦怠问题研究——以天津市国税系统为例

12 丛人众 公共管理 孙涛 天津市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监管研究

13 崔金旺 公共管理 踪家峰 食品安全行业性违法行为的市场监管研究

14 崔旭东 公共管理 杨龙
突发公共安全事件政府应急管理研究--以天津市“8.12”大
爆炸事件为例

15 董璟 公共管理 郭道久 天津市公共自行车服务系统顾客满意度研究

16 范晓萍 公共管理 金东日 基层地税部门人力资源配置问题及对策研究

17 傅佳 公共管理 蒋建荣
独立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问题研究--以南开大学滨海学
院为例

18 高慕寒 公共管理 管健 天津市天主教事务管理研究

19 韩靖 公共管理 蒋建荣 税务稽查执法风险管理研究

20 韩旭 公共管理 黄晓燕
医疗机构开展养老服务的swot分析及对策研究——以天津市
H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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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胡渡 公共管理 马蔡琛 天津市实施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政策效应的实证研究

22 胡晓萌 公共管理 翟磊 天津市区县科技创新指标体系研究

23 黄帅 公共管理 郭道久 天津市垃圾处理项目PPP模式应用研究

24 江峥 公共管理 张志红 府际关系视角下的天津自贸试验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研究

25 蒋淑子 公共管理 李志辉
我国商业银行操作风险及监管问题研究——以中国银行天津
市分行为例

26 靳博 公共管理 张志红 突发公共事件舆情应对研究——以天津港“8.12”事件为例

27 郎少伟 公共管理 蔡声霞 国境口岸卫生检疫信息化管理研究——以天津口岸为例

28 李昂 公共管理 杨龙 地方税制结构与财政收入优化研究—以天津市为例

29 李博 公共管理 张伶
新时期公立医院党务管理考核指标体系构建研究——以天津
市环湖医院为例

30 李浩 公共管理 王骚 空港海关出入境旅客监管问题研究

31 李鹏之 公共管理 金东日
我国高速公路管理模式研究—基于政府收费和特性经营两种
类型

32 李思橦 公共管理 蔡声霞
基于税源专业化管理下的纳税服务研究—以天津市国税局为
例

33 李松 公共管理 孙涛 新常态下天津促进台资企业转型升级政策研究

34 李晓 公共管理 翟磊 美国智库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及对中国的启示

35 李欣 公共管理 贾义猛 中国基层政府信息公开问题研究——以河北省A乡镇为例

36 李雪鑫 公共管理 踪家峰 地方政府债务研究--以天津为例

37 李怡萱 公共管理 王骚 天津市危险化学品管理问题研究

38 刘洁伟 公共管理 沈亚平 法治视阈下政府处置涉法涉诉信访工作研究

39 刘涛 公共管理 踪家峰 基于高管身份双重性的国企腐败问题研究

40 刘伟 公共管理 翟磊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政策研究---以天津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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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刘颖 公共管理 王骚 天津市征用占用林地审批问题研究

42 卢静 公共管理 徐晓日 天津市智能交通发展问题研究

43 罗茜 公共管理 关信平 地方政府债务管理问题研究—以Y区为例

44 吕鹏 公共管理 李瑛 天津市财政投资评审问题研究

45 吕雅楠 公共管理 踪家峰 地方政府竞争及其协调研究——以京津冀为例

46 秦娟 公共管理 孙涛 大城市市辖区人大对政府全口径预算审查监督的研究

47 桑孟莹 公共管理 张伶 小城镇建设中的拆迁问题研究---以天津市Z镇为例

48 水泉 公共管理 马蔡琛 天津市出口退税风险分析及管理对策研究

49 宋寅光 公共管理 徐晓日
民主党派舆情信息工作问题研究——以农工民主党天津市委
员会为例

50 苏晓 公共管理 蒋建荣
政府投资项目监管问题研究---以滨海新区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为例

51 孙赫靖 公共管理 谭融 公务员平时考核问题研究 ——以天津市财政地税系统为例

52 田珏睿 公共管理 韩召颖
美国利益集团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以国际知识产权联
盟为例

53 万夏怡 公共管理 陈钟林 天津市涉外婚姻登记管理问题研究

54 王亮 公共管理 徐晓日 天津市节能监察策略研究

55 王婷婷 公共管理 关信平 天津市养老保险"并轨"过程中的问题研究

56 王伟平 公共管理 关信平
天津市推行无陪护住院管理制度影响因素研究—以某三级甲
等医院为例

57 王晓瑾 公共管理 程同顺 天津市静海区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问题研究

58 王馨 公共管理 李瑛 天津市滨海新区商标战略实施问题研究

59 王中琪 公共管理 黄晓燕 天津市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联网结算的研究

60 吴彤 公共管理 黄晓燕 医疗鉴定制度的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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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武琦 公共管理 李瑛 公安厅厅直单位绩效评估体系研究

62 谢狄男 公共管理 张伶 天津市河西区社区卫生专技人员继续医学教育问题研究

63 谢笑云 公共管理 张伶 新城区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分析——以天津市西青区为例

64 许翀智 公共管理 沈亚平 天津海域内河船舶海上砂石运输安全监管研究

65 严霜露 公共管理 蔡声霞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药管理问题的研究——以天津市为例

66 杨浩 公共管理 张伶
“互联网+”背景下办税服务模式优化研究——以天津市H区
地税局为例

67 杨劲松 公共管理 踪家峰 财政分权体制下城市公共物品配置研究

68 杨凯 公共管理 谭融 医师多点执业政策执行研究

69 杨岚 公共管理 程同顺 天津市西青区张家窝镇社区治理研究

70 姚高乐 公共管理 翟磊 天津海事监管信息化问题研究

71 尹昭 公共管理 杨龙 天津市地税部门税务稽查效能提升研究

72 于辰 公共管理 孙涛 促进天津市中小企业发展政策研究

73 于雪 公共管理 孙涛
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研究——基于天津市政府工作报告
（2004-2016）的文本分析

74 俞江 公共管理 沈亚平 行政问责制的功能定位及实现途径研究

75 袁芳 公共管理 常健
税收征管流程再造研究——以天津地税系统“先办后审”改
革为例

76 张佳佳 公共管理 王骚 “营改增“形势下地税部门职能定位研究

77 张凯 公共管理 金东日 宁河区政府招商引资问题研究

78 张凌康 公共管理 沈亚平 自贸试验区背景下检验检疫职能问题研究

79 张楠 公共管理 踪家峰 基于不同种类的中学校长评价体系研究——以天津市为例

80 张莹 公共管理 蒋建荣 退役运动员安置问题研究——以天津市退役运动员安置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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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赵晓磊 公共管理 杨龙
天津市中小微企业贷款风险补偿政策执行情况分析——以津
南区为例

82 周涛 公共管理 王骚 税务代理问题研究--以天津静海区为样本

83 朱林 公共管理 陈纪 公立高校去行政化问题研究

84 王会新 公共管理 李瑛 信息管税中的数据质量管理问题研究—以天津市国税局为例

85 张立青 公共管理 程同顺 旅游业发展中的政府职能研究——以天津市蓟县为例

86 李易璇 公共管理 程同顺 滨海新区行政审批改革研究

87 董燕 公共管理 黄晓燕
运用六西格玛管理方法提高住房公积金行业服务质量研究
——以天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为例

88 秦铭泽 公共管理 周详
独立学院毕业班学生管理研究---以天津外国语大学滨海外
事学院为例

89 刘雨萌 公共管理 孙兵 中国房地产宏观调控的政策网络分析

90 戴冀赓 公共管理 白红光 天津市艾滋病患者救助政策研究

91 郝毅智 公共管理 郭道久 天津市城乡规划公众参与问题研究

92 郝鹏 公共管理 蔡声霞 餐饮具集中消毒单位卫生监管问题研究—以天津市为例

93 张旺 公共管理 金东日 基层政府权力监督机制研究—以天津市河东区为例

94 李悦 公共管理 蒋建荣
独立学院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研究——以天津外国语大
学滨海外事学院为例

95 陈璐 公共管理 孙涛 三级医院优势资源合理配置与利用的对策研究

96 程凯明 公共管理 徐晓日 高职院校辅导员考核问题研究——以天津青年职业学院为例

97 李宁 公共管理 蒋建荣
政府投资代建项目监管问题研究----以天津津滨高速公路改
扩建项目为例

98 孙宏亮 公共管理 蔡声霞 电网建设中的政企合作问题研究——以天津市电网建设为例

99 郭义娟 公共管理 翟磊 促进中国铁矿石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政策研究

100 刘瀚冰 公共管理 蔡声霞 天津自贸区供电服务政企合作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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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贾智涵 公共管理 蒋建荣 天津市高速公路路政执法研究

102 安雪艳 社会工作 蔺文钧
大学生利他行为的影响因素及社会工作介入研究——以天津
大学生为例

103 邓桂生 社会工作 王星
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风险及其治理——基于深圳市A区
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的分析

104 刁幸 社会工作 陈钟林 社区综合服务中心的功能定位研究——以东莞市M中心为例

105 高瀚翔 社会工作 陈钟林
“积极老龄化”视域下的老年人对机构养老服务满意度研究
——以天津市H区为例

106 郭战龙 社会工作 朱荟 农村老年人生活现状及女儿养老问题研究

107 何莹 社会工作 张伶 农村物业化管理模式研究：利益相关者视角

108 李菲 社会工作 黄晓燕 学前自闭症儿童三阶段融合教育模式研究——以Y机构为例

109 李猛 社会工作 张伶 “海底捞”家庭亲善政策研究——领导者生命历程视角

110 李默云 社会工作 肖萌
论小组工作方法在临终关怀实践中的作用——以晚期癌症患
者的压力舒缓为例

111 李璇 社会工作 吴帆 小组社会工作介入长期患病老年人照顾者精神压力研究

112 李志坚 社会工作 吴帆
增权视角下社会工作对艾滋病患者自助小组的支持——以广
州市JK小组为例

113 刘军 社会工作 张伶
社工机构引入社工助理运作状况研究——以东莞市H社工机
构Z镇社工服务项目为例

114 刘丽 社会工作 陈钟林 服务学习推动高中生实践能力研究——以深圳Z学校为例

115 刘怡兰 社会工作 杜平
性别规范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婚恋行为研究——以滨海新区
某单位为例

116 马策 社会工作 王星
城市化进程中“村改居”农民的城市融入研究——基于天津
市某社区案例分析

117 王冰洁 社会工作 黄晓燕
小组工作介入流动儿童自信心提升研究——以天津某社区为
例

118 徐明静 社会工作 胡雯
医务社会工作嵌入医疗机构发展路径研究——以天津市“
8.12”事故灾后医务社会工作站服务为例

119 张茂霞 社会工作 陈钟林
关于微课堂在亲职教育服务发展中的作用研究——以天津市
Z机构为例

120 赵娜 社会工作 蔺文钧
社会支持视角下智障儿童家庭早期干预研究——以东莞市X
康复机构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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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赵琼玉 社会工作 郑飞北
公办社会工作机构的发展问题研究—以泰达开发区某机构为
例

122 朱子娴 社会工作 黄晓燕 困境儿童需求评估及救助政策分析

123 董怡德 应用心理 刘文理 政府审计中的审计判断偏误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

124 郭小姣 应用心理 李强 微信朋友圈自我呈现动机研究

125 郝曼汝 应用心理 乐国安
心理契约在领导情绪领导力与员工绩效间的中介作用——以
某国有企业为例

126 李聪 应用心理 杜林致 石油企业新员工通用胜任力模型研究

127 李晓彤 应用心理 李强
大龄单身女青年爱情心理、成人依恋类型、婚恋网站使用状
况的研究——以百合网为例

128 李岩 应用心理 汪新建 基层民族宗教工作干部胜任力模型研究——以天津市为例

129 刘岩琨 应用心理 乐国安 某军校大一学员人格、元情绪和抑郁情绪的关系

130 柳佳慧 应用心理 周详 众创空间创新创业者心理资本现状及干预

131 马群 应用心理 杜林致 天津市小微企业创业者素质与创业绩效关系研究

132 宋超 应用心理 吕小康
突出关注点相似性与收益感知的关系：机构信任的中介作用
——以转基因食品为例

133 王蕾 应用心理 陈浩
中国网民的心理特征与政治意识形态的相关性探索——基于
网络调查的实证研究

134 王李文 应用心理 姚琪 大学生微信依赖和基本心理需要的关系

135 徐泽初 应用心理 刘文理 关于萧红的心理传记学研究

136 薛媛 应用心理 周一骑 大学生网络关系依赖与其羞怯、孤独感的关系研究

137 张东书 应用心理 汪新建 纸质媒体记者胜任力模型构建及应用

138 张青青 应用心理 张阔
IT企业研发人员情绪智力与工作满意度的关系研究：心理资
本的中介作用

139 张燕 应用心理 周一骑 心理资本和智能手机成瘾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140 宗丽媛 应用心理 周详 高中心理教师职业幸福感的叙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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