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专业学位名称 导师 论文题目

1 崔雪 公共管理 程同顺
经济功能区管委会的管理体制研究——以天津临港经济区
为例

2 李想 公共管理 吴志成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天津与东盟国家城市间公共外交研
究

3 刘奕淳 公共管理 杨龙
PPP模式在我国公立医院融资中的应用——基于双流县第一
人民医院案例分析

4 史正涛 公共管理 贾义猛 中国进口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研究——以天津口岸为例

5 苏萌 公共管理 陈钟林 天津市大学生创业政策现状及分析

6 于瑶 公共管理 谭融
我国民主党派社会功能研究——以九三学社天津市委员会
为例

7 张亮 公共管理 马蔡琛 保障性安居工程跟踪审计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以天津市为例

8 曹蕊 公共管理 徐晓日 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问题研究——以沧州市为例

9 柴瑶 公共管理 贾义猛
突发公共事件下的政府公共关系研究——以天津港“8·12
”特别准哦爆炸事故为例

10 陈博雅 公共管理 孙兵 天津地税非正常户失信行为分析及对策

11 陈松 公共管理 翟磊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监管研究

12 崔帅 公共管理 沈亚平 天津市小学升入初中免试就近入学政策实施成效

13 崔笑鸣 公共管理 张志红
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运行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以T海事局
为例

14 单慧妍 公共管理 马蔡琛
新形势下国地税合作的现状和对策探析——以天津市滨海
高新区为例

15 单悦 公共管理 赵聚军
税务稽查中的部门协同研究——基于天津市国税税务稽查
的实践

16 邓中豪 公共管理 郝亚明 “泛自媒体时代”的网络舆情治理

17 狄成霞 公共管理 沈亚平
我国排污费执法管理体制对环保税执行管理的启示——以
天津市为例

18 杜梦初 公共管理 杨龙
天津市市场监管体制改革推进研究——以天津市河西区市
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的实践为例

19 范玲煜 公共管理 徐晓日
基层涉农资金审计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以静海区为
例

20 付冲 公共管理 郭道久
“一支队伍管执法”改革模式的探究——以天津市河北区
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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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葛宜鑫 公共管理 常健 社科研究人员的激励问题研究——以天津社科院为例

22 贺卓慧 公共管理 贾义猛 税收优惠与地方发展——以天津市银行业为例

23 胡睿 公共管理 王星
政府购买服务的风险分析及其治理——以天津市政府购买
居家养老服为例

24 贾帅 公共管理 金东日 天津市地税系统电子政务建设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

25 姜山 公共管理 管健
基层税务机关视角下的税收违法管控——以天津市滨海新
区某地方税务分局为例

26 焦婷 公共管理 蔡声霞 口岸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研究——以天津口岸为例

27 李海萍 公共管理 孙兵 城市社区居家养老资金缺口研究

28 李璐 公共管理 唐忠新
街道财政管理突出问题研究——以天津是河西区挂甲寺街
道为例

29 廉璐玥 公共管理 关信平
中国住房补贴制度运行情况及发展方向研究——以天津市
为例

30 梁爽 公共管理 宣朝庆
高端智库建设要求下地方社科院科研管理创新研究——以
天津社科院为例

31 刘冬 公共管理 程同顺
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改革研究——以天津市宝坻区“一站三
中心”建设为例

32 刘峰 公共管理 常健 利用发票类大数据提升税收分析水平研究

33 刘静 公共管理 李晨光 我国勘察设计行业信用评价体系研究——以天津为例

34 刘寅鹏 公共管理 杨龙 天津开发区地税局纳税服务优化研究

35 刘莹 公共管理 沈亚平 我国司法人员分类管理研究——以法院司法行政人员为例

36 刘钊 公共管理 管健 进口食品安全监管信息化研究

37 刘中程 公共管理 沈亚平 劳动保障监察工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研究

38 栾宇昂 公共管理 蒋建荣 我国股票发行中的政府监管问题研究

39 马天也 公共管理 王星
去“企业化”背景下地方政府投资决策研究——基于天津
市政府投资项目案例的比较分析

40 马小溪 公共管理 郭道久 生物医药孵化器发展中的政府角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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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马晓莉 公共管理 徐晓日 天津市中小企业服务机构发展问题研究

42 乔思明 公共管理 踪家峰 天津市中小微企业贷款风险补偿机制研究

43 沈月荣 公共管理 踪家峰
居民公共服务供给及其匹配机制研究——以天津市春江里
社区为例

44 苏静 公共管理 杨龙 天津市M区个人所得税征管改革研究

45 苏庆明 公共管理 郭道久
社会化改革过程中机关后勤人员管理——以黑龙江省机关
事务管理局为例

46 苏晓东 公共管理 马蔡琛 中国北方地区自由贸易区建设问题研究

47 孙芬 公共管理 常健 基于双因素理论的天津市证券监管人员激励问题研究

48 童宇峰 公共管理 翟磊
天津市红桥区地方税务局办税服务厅纳税服务优化——基
于对纳税人问卷调查情况的分析

49 王琛 公共管理 徐晓日
国税部门税收工作绩效管理问题研究——以山东省国税局
为例

50 王兰 公共管理 孙涛 智慧社区建设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研究

51 王楠 公共管理 黄旭涛
服务型政府视角下的政务微信建设——以天津市旅游局政
务微信为例

52 王苏莎 公共管理 王星 从政府管理到社会共治——以网络食品安全治理为例

53 王晓东 公共管理 张志红
政府公文的行文机制研究——基于滨海新区政府2010-2015
年公务文件的分析

54 王晓宇 公共管理 杨龙 天津市津南区农民集中居住型社区治理研究

55 王钊 公共管理 孙轩
“互联网+”技术背景下天津地税干部培训信息化发展路径
探析

56 吴瑕 公共管理 李瑛 A市地税征收单位绩效评估体系分析

57 谢德洋 公共管理 王星 房地产经济模式下地方政府能力建设策略研究

58 徐露阳 公共管理 关信平 我国社会保险扩大覆盖面问题的研究——以天津市为例

59 徐欣 公共管理 翟磊
工会参与政府购买服务的研究——以天津市滨海新区总工
会为例

60 杨梦雅 公共管理 谭融 车辆购置税征收管理改革研究——以天津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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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俞江逸 公共管理 翟磊
行政事业单位政府采购内部控制体系研究——以天津市道
路运输管理处为例

62 张虎波 公共管理 程同顺
天津市财政系统的融资平台规范发展路径研究——以天津
市财政投资管理中心为例

63 张立祥 公共管理 孙涛 公共管理硕士教育管理评价体系构建——以南开大学为例

64 张闻 公共管理 柳建文 政府小额采购监管问题研究

65 张鑫宇 公共管理 柳建文 环保类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华活动规制问题研究

66 张亚超 公共管理 王骚 天津自贸区建设中的海关服务职能问题研究

67 张研 公共管理 杨龙
政府投资项目购买中介评审服务管理研究——基于天津市
财政投资评审实证分析

68 张宇超 公共管理 蔡声霞
对天津市电力危机应急管理的研究——以天津滨海新区“8
·12”爆炸为例

69 张昭 公共管理 张志红 新时期天津市税务稽查体制问题研究

70 张子成 公共管理 贾义猛 中国地方人大预算监督问题研究——以天津市人大为例

71 章习 公共管理 管健
协商民主视域下地方人大协商能力与制度建设：以农业与
农村工作为例

72 赵琳 公共管理 柳建文 我国地下水资源管理问题研究

73 郑运昕 公共管理 王骚 天津市滨海新区信息技术产业发展问题研究

74 李志强 公共管理 孙涛 天津滨海新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研究

75 尚丽亭 公共管理 吴志成 邓小平的国家治理思想研究

76 王华沂 公共管理 沈亚平 数字化平台建设与教学管理效率研究

77 张宏 公共管理 谭融
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机制研究——以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
为例

78 王晓辉 公共管理 郭大水
提升高职学生就业竞争力研究——以天津滨海职业学院为
例

79 何珠城 公共管理 吴志成 现代大学章程制定——以《中国民航大学章程》制定为例

80 王钊 公共管理 徐晓日 我国基层公务员薪酬满意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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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王敏 公共管理 孙兵 跨年度预算中的收支平衡机制研究

82 薛姣 公共管理 马伟华
当前我国狱政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研究——以若干
典型事件为例

83 王晔 公共管理 王骚
滨海新区中新天津生态城（旅游区域）公共服务配套设施
的管理问题研究

84 刘彰思 公共管理 王骚 当前海关统计改革问题研究

85 陆铭杉 公共管理 踪家峰
城市河道水生态环境管理模式研究——以天津市西青区为
例

86 冯琳娜 公共管理 孙涛
某园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风险防控研究——以S公司为
例

87 李鹏 公共管理 徐晓日 监狱系统青年警察职业认同问题研究

88 汪翔 公共管理 孙涛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基础教育发展策略研究

89 韩婧 公共管理 金东日
法国医疗保险费用支付方式与费用控制对我国医改的镜鉴
价值研究

90 卢辉 公共管理 程同顺 农民工住房问题研究——以天津市为例

91 李世元 公共管理 程同顺
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研究——以天津
逸仙科学工业园为例

92 王春雨 公共管理 踪家峰
基于小微企业信用评价的政府支持政策研究——以天津港
保税区为例

93 张琪佳 公共管理 王骚
天津广播影视职业学院学生管理问题研究——基于手机APP
模式

94 张昕明 公共管理 孙涛 海关跨境电子商务监管模式研究

95 韩骏 公共管理 徐晓日 化工园区应急管理体系研究——以天津南港工业区为例

96 蒋文娟 公共管理 蒋建荣 高校志愿服务管理问题研究

97 雍娟 公共管理 翟磊
女性罪犯再社会化帮扶机制研究——基于T市X监狱的调查
分析

98 尹明子 公共管理 张志红 银行“证明”问题的研究——兼谈政府征信问题

99 孟维智 公共管理 袁同凯 
内地流动少数民族城市管理服务模式研究：以天津经济技
术开发区为例

100 解家琳 社会工作 唐忠新
城市低保群体的服务需求及对策研究——以天津市Q社区为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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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刘雪茹 社会工作 郑飞北
“村改居”过程中的社区治理问题研究——以天津某区的
对口帮扶活动为例

102 杜雅婷 社会工作 蔺文钧 特殊儿童照顾者减压支持小组中的小组动力研究

103 杜伊珩 社会工作 郑飞北
社会工作介入轻度智障人士就业融合服务研究——以S社区
某展能项目为例

104 高天舒 社会工作 杜平 系统论视角下“三社联动”问题与成效研究

105 郭峻彤 社会工作 朱荟
增能视角下社区社会工作者职业发展研究——以天津市滨
海新区为例

106 金亚平 社会工作 张伶 组织文化对社工离职影响研究——以Z社工机构为例

107 李扬康 社会工作 陈钟林
重大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与社工介入的实践探索——以8·12
天津港重大火灾爆炸事故为例

108 林娟 社会工作 郑飞北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社区参与问题研究——以某社区营造项
目为例

109 林新荣 社会工作 王星
资源依赖视角下社会工作机构行动策略研究——基于珠三
角三家社工机构的比较

110 刘志慧 社会工作 陈钟林
失能老人长期照料者的社会支持研究——以天津市某社区
为例

111 潘琳 社会工作 陈钟林
社工沙游模式对青少年抗逆力提升的应用研究——以昊泽
中心青少年项目为例

112 庞梦炜 社会工作 陈钟林
学校社会工作对高中生职业生涯规划的介入研究——以天
津市L中学为例

113 谭盼盼 社会工作 吴帆
社会工作介入流动儿童社会交往能力的效果评估分析——
以天津市W项目为例

114 滕明君 社会工作 吴帆
小组工作方法介入流动儿童情绪管理的研究——以XXX小学
课程服务为例

115 汪华凌 社会工作 吴帆
流动儿童社会工作服务过程中利益相关冲突分析及对策研
究——以天津市X项目为例

116 王婉娟 社会工作 张伶
工会工作引入社会工作的意义与应用——以天津高新区总
工会为例

117 王雪华 社会工作 肖萌 天津市社会工作介入城市低保服务路径优化研究

118 魏庆婷 社会工作 黄晓燕
农村社区一线社会服务工作者的专业能力提升研究——以
童伴计划为例

119 伍妍妍 社会工作 胡雯
医务社会工作在器官移植中的介入和探索——以T市X医院
小儿亲体肝移植为例

120 顼兴娜 社会工作 黄晓燕
社会工作介入困境儿童救助服务问题研究——以云阳镇儿
童希望之家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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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徐铭静 社会工作 黄晓燕
小组工作介入流动儿童抗逆力提升研究——以Z市F社区为
例

122 张百川 社会工作 关信平 小组工作促进农村老年人社区参与的实务研究

123 张璐婷 社会工作 王星
社会工作介入流动儿童社区融入的实务探究——以A、B两
小组工作为例

124 郑文峰 社会工作 蔺文钧
社会实践理论视角下随迁老人社会融入与社会工作介入的
研究

125 步衍溯 应用心理 汪新建
国有企业员工敬业度驱动因素及提升路径研究——以大型
能源国企S为例

126 陈辰 应用心理 陈浩 凝视对亲密关系拓展的影响：“需要”的视角

127 党紫玄 应用心理 汪新建
原生家庭父母婚姻关系状况/教养方式对大学生爱情态度的
影响

128 冯翠娈 应用心理 周详 萨提亚模式团体辅导对创业人员自我怜悯的干预研究

129 冯序芹 应用心理 汪新建 乡村医患信任及其建构过程——以鲁东南两村庄为例

130 黄雪涵 应用心理 吕小康 劳资潜规则的文化心理学成因：基于制造业企业的分析

131 焦红敏 应用心理 汪新建 支教教师胜任力模型研究与讨论

132 解金霞 应用心理 刘文理 吸烟女大学生性别角色类型及性别刻板印象研究

133 金丹琼 应用心理 陈浩 物质主义与幸福感的研究——基于WVS中国数据

134 刘晨 应用心理 李强 基于患者视角的医生可信任因素初探

135 刘倩波 应用心理 周详
众创空间创业团队异质性的平衡性对团队创造力的影响—
以团队反思为中介

136 刘诗悦 应用心理 李强 患者健康控制点与医生一般信任的关系研究

137 刘蔚 应用心理 管健
大学生社会认同对其网络群体性参与行为的影响：公正敏
感性的中介作用

138 罗莎 应用心理 李强 内容模型视角：不同医生群体的刻板印象研究

139 马傲梅 应用心理 吕小康
网络问答社区成员的虚拟社区感与知识共享的关系——信
任的中介作用

140 苏佳佳 应用心理 陈浩
“民齐者强”？文化在5-HTT基因分布与国家创新能力间的
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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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王建斌 应用心理 周一骑
国有企业党务工作者职业压力研究——以天津市管国有企
业为例

142 王洁 应用心理 刘文理 大学生压力与自我控制关系的研究及心理弹性调节作用

143 温婷 应用心理 李强 在津来华留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及心理健康服务需求

144 谢海林 应用心理 周详
成就目标定向、自我效能感与创业意向：偶然情绪的调节
作用

145 杨文利 应用心理 管健 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的职业生涯探索：基于性别差异视角

146 杨哲 应用心理 周详
目标导向、交互记忆系统与团队创造力：团队创新氛围的
调节作用

147 尤瑒 应用心理 周一骑
国企政工从业者职业满意度/工作投入及压力应对方式的关
系研究——以国企改革为背景

148 余筱竹 应用心理 管健
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的创业动机与创业意向——基于性别
差异的研究

149 张晓敏 应用心理 周详 宿舍VOMAS团体辅导对大学生合作创新的干预

150 左斌 应用心理 汪新建 职场人士职业同一性与幸福感的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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