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专业学位名称 导师 论文题目

1 张文华 公共管理 沈亚平 天津科技馆“互联网+科普”公共文化服务问题研究

2 李悦 公共管理 程同顺 政府审计结果公告问题研究

3 芦峰 公共管理 沈亚平 棚户区改造工程中政府职能研究

4 吴翔宇 公共管理 黄晓燕
产业园区发展过程中的政府作用研究——以天津市
河北区为例

5 曾艳 公共管理 沈亚平
大部制视阈下市场监管体制改革研究——以天津市
为例

6 常宝华 公共管理 谭融
基于SWOT分析的天津自贸区东疆片区招商引资策略
研究

7 邓志新 公共管理 王骚 天津市包车客运行政管理问题研究

8 董贻意 公共管理 李瑛
港口国监督检查员胜任力模型的构建与应用——以
天津海事局为例

9 冯莉莉 公共管理 马蔡琛 在华跨国公司避税监管问题研究

10 高爽 公共管理 徐晓日 地方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研究——以唐山市为例

11 侯典冉 公共管理 张志红
政策扩散视角下天津滨海新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研
究

12 季正鹏 公共管理 季乃礼
学习型基层税务组织建设研究——以天津市滨海新
区第三地方税务分局为例

13 李广 公共管理 季乃礼 定单式限价房政策研究—以天津市滨海新区为例

14 李昆 公共管理 孙兵 天津市滨海新区政府数据统计工作研究

15 李萌 公共管理 贾义猛
大部门制改革背景下的中国海洋行政管理体制问题
研究

16 李文静 公共管理 蒋建荣 天津市国有建设用地出让监管的问题研究

17 刘艺 公共管理 贾义猛 京津冀粮食流通协同发展问题研究

18 任君 公共管理 金东日
粮食流通环节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建议——以天
津市为例

19 宋月 公共管理 蒋建荣 天津市北辰区地方税务局纳税服务信息化研究

20 孙敏 公共管理 陈钟林
群团改革背景下工会职能优化研究——以天津市总
工会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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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唐永超 公共管理 关信平 职业年金运行困境与对策分析

22 王翔宇 公共管理 踪家峰 直辖市撤县改区对财政支出影响研究

23 夏青 公共管理 蒋建荣 天津市河西区科级干部选拔问题研究

24 肖娟 公共管理 李瑛 天津市海洋灾害应急管理研究

25 杨晨 公共管理 常健
中低收入居民住房保障政策实施状况研究 ——以天
津市为例

26 杨庆沛 公共管理 蒋建荣 我国外国投资国家安全审查问题研究

27 于娜 公共管理 谭融 会计资格无纸化考试考务管理研究

28 于清 公共管理 谭融 基层公务员人才流失问题研究---以X海事局为例

29 于洋 公共管理 关信平
市场监管改革问题探究——以天津市“双随机”抽
查机制为例

30 张超 公共管理 赵聚军
政务微博的角色定位与运营策略研究-以共青团中央
官方微博为例

31 张恒 公共管理 踪家峰 城市土地财政改革路径研究

32 张岚 公共管理 王骚
基于妇联平台的基层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方式问
题研究

33 张巳龙 公共管理 张志超 政府机关预算绩效管理思考

34 赵勇智 公共管理 张志红 社区退休党员管理问题研究：基于X街道的调研

35 周欣欣 公共管理 蔡声霞
“互联网+”背景下的信息化纳税服务问题研究---
以天津市某地税分局为例

36 朱华宇 公共管理 王骚
城市园林绿化管理市场化问题研究——以天津市滨
海新区汉沽地区为例

37 赵玉洁 公共管理 白红光
中小型非公有制企业工会建设的制约因素及对策分
析----以天津市河西区为例

38 肖原 公共管理 徐晓日
我国环境执法的困境及对策研究—以天津市河西区
为例

39 杨野芳 公共管理 王处辉
护理专业学生去养老机构就业的意愿调查与对策研
究

40 刘荣琦 公共管理 徐晓日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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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韩炳浩 公共管理 孙涛
我国小微企业融资问题及政府支持政策研究——基
于天津市东丽区小微企业的调查

42 赵觉驯 公共管理 黄旭涛 广场健身舞的政府治理问题研究

43 田茜炜 公共管理 陈纪
中学教师绩效工资改革研究——以河北省迁安市S学
校为例

44 王浩 公共管理 金东日
天津市结对帮扶困难村政策执行研究——以驻X村帮
扶工作组为例

45 刘伟 公共管理 金东日 唐山市城管执法改革研究

46 于秉艺 公共管理 谭融 中国电力市场化改革问题研究—以河南省为例

47 王玮 公共管理 蒋建荣
独立学院学生社团管理问题研究——以南开大学滨
海学院为例

48 张殳 公共管理 王骚 天津市南港工业区管委会内部控制体系建设研究

49 崔英杰 公共管理 沈亚平 天津市医疗保险监督检查问题研究

50 宋涛 公共管理 常健 化工建设工程安全监管研究

51 夏怡 公共管理 卢岩
对改革完善强制戒毒警察培训工作的思考——以天
津市强制戒毒警察为例

52 韩娜 公共管理 张志红 天津滨海新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研究

53 王盛泽 公共管理 金东日 电信行业“营改增”的税收征管研究

54 陈国鹏 公共管理 徐晓日 天津市食品备案制度改革研究

55 尹楠 公共管理 徐晓日 天津垦区集团化改革发展问题研究

56 张晓旺 公共管理 常健
新医改下公立医院公益性政策执行研究 ——基于公
共政策执行偏差视角

57 沈梅 公共管理 王骚 天津市微电子工业园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问题研究

58 刘洋 公共管理 蒋建荣 天津市滨海新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问题研究

59 吴磊 公共管理 张丽梅
经济功能区政府职能转变研究——以天津空港经济
区管委会为例

60 葛孝明 公共管理 金东日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研究——以天津某市管国
有企业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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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陈稳 公共管理 贾义猛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研究—以人大重阳金融研究
院为例

62 袁天民 公共管理 王骚 独立学院学生学习动力问题与管理对策研究

63 季雅婷 公共管理 赵聚军 天津市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研究

64 秦文 公共管理 张志红 京津冀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竞合问题研究

65 郑晖 公共管理 蔡声霞 中小企业征信体系建设问题研究

66 刘聃 公共管理 孙兵 滨海新区农业审批和监管协调研究

67 董子超 公共管理 郭道久 社会办医治理问题研究——以滨海新区为例

68 张娟娟 公共管理 徐晓日 天津市滨海新区农业审批改革问题研究

69 王保志 公共管理 蒋建荣 天津市滨海新区安全生产监管问题研究

70 刘晓冬 公共管理 徐晓日 国际劳务合作行业的政府监管问题研究

71 夏慈俊 公共管理 徐晓日 我国药用辅料政府监管问题研究

72 陈悦 公共管理 蒋建荣
地方本科高校学生就业指导研究—以天津商业大学
为例

73 郭文兵 公共管理 孙兵 天津滨海新区街道管理创新研究

74 王如月 公共管理 孙兵 滨海新区破解审批与监管分离困境的路径选择研究

75 王凯 公共管理 徐晓日 国有企业去行政化问题研究——以天津W集团为例

76 李萌 公共管理 孙涛 基于政企关系视角的产业园区管理体制转型研究

77 徐佩青 公共管理 常健 G大学劳务派遣制员工敬业度研究

78 杨帆 公共管理 蒋建荣
独立学院辅导员激励问题研究——以天津外国语大
学滨海外事学院为例

79 王玉玲 应用心理 吕小康
潜规则的“正当化”及其心理成因 ——以劳动合同
法执行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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