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专业学位名称 导师 论文题目

1 顾原野 公共管理 吴志成 新时代我国党委督查制度研究

2 吕民岩 公共管理 孙兵 天津东疆港融资租赁发展税收政策研究

3 马钊 公共管理 吴帆 地方人大对政府预算的监督作用研究——以天津为例

4 王丽娜 公共管理 刘丰
天津与拉美国家交往实践研究：基于次国家行为体外交的理论视角与
经验探索

5 王志萌 公共管理 吴志成 “双一流”建设中T大学行政管理人员绩效管理研究

6 叶顺敏 公共管理 踪家峰 特大城市郊区特色小城镇建设研究——以天津市西青区精武镇为例

7 张龙飞 公共管理 谭融 邻避问题及其治理研究——以天津市蓟县垃圾焚烧发电厂事件为例

8 朱建丰 公共管理 谭融
公立医院公益性改革路径研究——以天津市某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为
例

9 何欢 公共管理 翟磊
面向改革类项目的T市地税系统组织结构研究——基本项目导向型组
织理论

10 孔艳月 公共管理 吴志成 津南区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研究

11 孙军强 公共管理 孙兵 纪检监察部门完善组织处理工作的途径研究

12 唐佳 公共管理 汪新建
新媒体环境下政府公共危机应对策略研究——以“8.12天津港爆炸事
件的危机管理为例”

13 吴瑞璇 公共管理 王星
大部制改革背景下的政府职能整合问题研究——以天津市H区的市场
监管实践为例

14 颜静月 公共管理 孙兵 天津市招商引资绩效评估和监督机制研究

15 叶芃 公共管理 蔡声霞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参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模式研究——以天津市H区
为例

16 赵珍 公共管理 郭道久 大部制视角下天津法院内设机构改革研究

17 包思媛 公共管理 茹宁 外来务工人群子女在流入地的中考困境与政策研究——以天津市为例

18 陈凯旋 公共管理 王骚
三局合一背景下基层市场监管所人力资源配置优化问题研究——以南
开区为例

19 邓昊 公共管理 霍特 全球化视野下我国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创新研究

20 丁怡 公共管理 季乃礼
税务局重点税源企业管理现状及对策研究——以天津市地方税务局为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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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杜悦 公共管理 郑飞北 以社区为为依托构建青少年犯罪体系的问题研究

22 傅荣 公共管理 蒋建荣 提高市场监管干部组织归属感研究

23 高睿 公共管理 徐行 新形势下加强经济功能区党建工作研究——以天津市滨海新区为例

24 郭云鹏 公共管理 张志红 地方政府精神卫生服务体系建构研究——以天津市河北区为例

25 郝秀聪 公共管理 常健 天津社会科学院基层行政管理人员激励方式研究

26 何湘梅 公共管理 孙兵 中资方便旗船回归对策研究

27 洪芳欣 公共管理 徐晓日 天津滨海新区税收优惠政策效应研究

28 侯海涛 公共管理 孙兵 电子税务局建设的路径和对策研究

29 胡华琼 公共管理 徐晓日 “互联网+”背景下农资市场监管创新研究——以天津市静海区为例

30 康瑜 公共管理 吴帆 天津医保制度框架下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研究

31 兰昊鹏 公共管理 赵聚军 城乡结合部社区治理研究——以天津市T街道为案例

32 李欢 公共管理 徐晓日 天津滨海新区公共基础设施公私合营（PPP）问题研究

33 李晓琳 公共管理 王骚 土地确权视角下农村妇女土地权益问题研究：以天津市静海区为例

34 李奕武 公共管理 踪家峰 征管改革背景下以风险导向为主的税务审计流程再造研究

35 李燚 公共管理 王庆明 简约治理在乡村治理实践中的作用机制研究——以天津市E村为例

36 李泽鹏 公共管理 沈亚平 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研究

37 廉思思 公共管理 沈亚平 公安系统行政审批标准化问题研究——以天津市为例

38 林溦 公共管理 踪家峰 天津市地热资源全产业链监管研究

39 刘博宇 公共管理 谭融 我国税收征管流程改革研究——以天津市H区地税局为例

40 刘超亚 公共管理 程同顺 天津市地税系统税收风险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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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刘晨曦 公共管理 季乃礼 天津市地方税务局网上办税研究

42 刘聪颖 公共管理 沈亚平 基层政府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研究——以天津市宝坻区为例

43 刘航伊 公共管理 蔡声霞 组织承诺对公务员任务绩效的影响研究——以新港海事局为例

44 刘嘉良 公共管理 杨龙 组织管理视角下新时期党的集中教育活动研究

45 刘伟伟 公共管理 马原
社区矫正实施效果的边际分析及其改进对策研究——以天津市滨海新
区为例

46 刘锡然 公共管理 孙兵 关于“三证合一”后税源基础数据管理有关问题的研究

47 马婷婷 公共管理 翟磊 老龄化背景下基本养老保险可持续研究——以天津市为例

48 孟昊添 公共管理 徐晓日 突发事件舆论引导工作研究——以天津港8.12事故为例

49 孟韬 公共管理 黄海涛 地方共青团组织服务青年事务的效能问题研究——以滨海新区为例

50 乔旸 公共管理 张志红 涉税专业服务行业发展与监管相关研究

51 宋华钰 公共管理 赵聚军
公务员聘任制视角下的功能区行政单位人事管理制度改革研究——以
天津市K区为例

52 孙继东 公共管理 沈亚平 环境保护公众参与问题研究——一以天津市滨海新区为例

53 孙榕励 公共管理 徐晓日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的问题研究——以天津市河北区为例

54 汤婧 公共管理 黄旭涛
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中的地方政府职能研究——以天津市和平
区为例

55 唐慧超 公共管理 王骚 工会经费委托税务部门代收问题研究——以天津市河西区总工会为例

56 田野 公共管理 程同顺 基于行政执法的无证经营场所治理研究——以文化执法为例

57 王大鹏 公共管理 蔡声霞 天津市学校卫生监管问题研究

58 王登峰 公共管理 马蔡琛
政策执行视角下基层税务机关行政执法难问题研究——以天津市某区
地税局为例

59 王婧 公共管理 翟磊 滨海新区招商引资中政府部门协同研究

60 王倩 公共管理 杨龙 天津市大企业税收专业化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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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王思明 公共管理 踪家峰 基层司法项目经费管理问题研究——以天津市各区司法局为例

62 王婷婷 公共管理 徐晓日 地方社科院新型智库建设问题研究

63 王云龙 公共管理 马蔡琛 营改增对地方政府组织税收收入行为的影响分析

64 王珠培 公共管理 蒋建荣 房地产交付环节政府监管研究

65 卫颖芳 公共管理 蔡声霞 税收征管质量改进策略研究--以天津市某A国家税务局为例

66 问皓 公共管理 李瑛 天津辖区海事调查问题研究

67 徐文婷 公共管理 张志红 义务教育阶段民办教育管理问题研究——以天津市和平区为例

68 颜玉龙 公共管理 贾义猛 食品监管体制改革问题研究——以天津市河西区为例

69 杨晓然 公共管理 贾义猛 政府服务热线运行研究——以天津市8890便民专线为例

70 展翎晓 公共管理 金东日 社区工作者绩效考核及其改进对策研究——以天津市北辰区为例

71 张金鑫 公共管理 程同顺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问题研究——以天津市滨海新区、河南南乐山东博
山为例

72 张荠月 公共管理 张志红 精准扶贫政策执行偏差的原因及对策分析

73 张思宇 公共管理 张志红 天津市个人所得税征管问题研究

74 张宇 公共管理 关信平 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过程中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75 张哲 公共管理 柳建文 大数据时代天津市网络问政问题研究

76 赵佳艳 公共管理 郭道久 社区治理中“三社联动”机制建设研究——以天津市X社区为例

77 赵双双 公共管理 常健
在税源分类分级管理下的税务机关机构改革探讨——以津南地税局为
例

78 赵志斌 公共管理 杨龙
基层税务机关税收征管的绩效管理研究——以天津市河东区地税局为
例

79 郑道芃 公共管理 踪家峰 新型土地财政改革路径研究——以天津市津南区为例

80 郑坤 公共管理 谭融 纳税服务热线标准化问题研究——以天津地税12366热线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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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郑谦 公共管理 翟磊 天津市国税系统青年公务员激励机制研究

82 郑巍菲 公共管理 金东日 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激励机制探析--以天津边防总站为例

83 仲亚威 公共管理 沈亚平 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问题研究

84 周亮 公共管理 孙轩 区块链背景下政府协同治理创新研究

85 左珮霖 公共管理 周望 新媒体环境下政府危机公关研究

86 王薇 公共管理 金东日 医患纠纷的成因及对应策略研究——以北京市某三甲医院为例

87 杨升 公共管理 张志红 基于3S模型框架下的地方政府投资促进模式研究——以滨海新区为例

88 李林聪 公共管理 谭融 乡镇股级干部竞争上岗问题研究——以河北省迁西县东荒峪镇为例

89 孟宪婷 公共管理 翟磊 从激励视角看海关基层公务员流失

90 高健 公共管理 蔡声霞 天津市医疗机构消毒隔离灭菌设备使用卫生监管问题研究

91 刘培尧 公共管理 翟磊 我国大学生就业中的政府责任研究

92 程伟 公共管理 管健 烟草行业网络舆情管理研究

93 郭君 公共管理 沈亚平
治理理论背景下高新区区域化党建工作创新发展研究—以天津滨海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例

94 赵刚 公共管理 程同顺 天津工业区转型和发展的研究

95 李帅 公共管理 马原 劳动仲裁大调解机制的基层实践和改革研究——以天津市开发区为例

96 周红波 公共管理 沈亚平 地方政府城市社区养老服务职能研究——以天津市红桥区为例

97 周远翔 公共管理 徐晓日 天津开发区流动摊贩管理研究

98 周丕露 公共管理 金东日 消毒产品卫生监督现状及改善路径研究——以天津市为例

99 杨森 公共管理 谭融 天津开发区中央商务区规划建设研究

100 孙伟 公共管理 翟磊 天津开发区政府投资工程全过程成本控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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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李东东 公共管理 沈亚平
多元主体参与下化工园区安全监管问题研究——以天津市南港工业区
为例

102 刘丽欣 公共管理 常健 天津市滨海新区政府对外资企业的规制研究

103 曹欣鑫 公共管理 李瑛 天津市公立医院运行效率动态评价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104 李芷琼 公共管理 程同顺 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的研究——以天津开发区绿化工为例

105 侯鹏 公共管理 常健 天津开发区节能管理策略研究

106 李蓬博 公共管理 李晨光 城乡违法建设治理问题研究——以天津市东丽区为例

107 张豪 公共管理 常健 选调生政策实施情况研究——以天津市H区为例

108 陈江 公共管理 卢岩 水污染防治中地方政府责任研究——以天津市为例

109 李佳 公共管理 翟磊 天津市土地登记规范化研究

110 樊庚奇 公共管理 吴志成 天津开发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中的摊贩治理案例研究

111 刘辉 公共管理 翟磊
公共治理视角下的城市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研究——以天津市南开区为
例

112 闫安坤 公共管理 翟磊 天津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运营问题及对策研究

113 郭音廷 公共管理 陈纪
精细化管理视角下环卫行业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问题研究——以天津开
发区为例

114 刘亚楠 公共管理 踪家峰 小客车限购政策的效应研究——以天津市为例

115 巩雪 公共管理 金东日 互联网环境下劳动关系认定途径探索

116 李超 公共管理 徐晓日 三方利益冲突对“提速降费”公共政策的影响分析

117 胡嵩 公共管理 王骚 天津南港工业区化工项目施工许可审批问题研究

118 张婷 公共管理 沈亚平 国企改革中政企关系调整问题研究——以天津渤海轻功投资集团为例

119 杨向杰 公共管理 张丽梅 现代城市违法建设治理的长效机制研究

120 胡学佳 公共管理 张志红 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的商事登记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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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刘雪松 公共管理 金东日 广播电视大学战略转型研究——以天津电大为例

122 马凯 公共管理 张丽梅 城管执法中自由裁量权研究：以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例

123 郭筱然 公共管理 孙兵 商贸企业增值税专用发票风险管理研究

124 董媛媛 公共管理 金东日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才集聚环境研究

125 王志刚 公共管理 徐晓日 天津市涉台纠纷行政调解问题研究

126 刘正良 公共管理 孙兵
“营改增”后建筑安装业增值税税负分析及对策研究——以天津市D
区为例

127 吴裕崑 公共管理 沈亚平 南开大学滨海学院图书馆信息咨询服务满意研究

128 杨翼帆 公共管理 常健 总额控制下公立医院医保费用管理研究——以某内科型三甲医院为例

129 孙敬 公共管理 翟磊 滨海新区中职学生创业的支持体系建构

130 张茜 公共管理 蒋建荣 天津港保税区干部教育培训质量问题研究

131 曹士艳 社会工作 关信平 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中政府角色扮演问题研究

132 马中原 社会工作 黄晓燕 青少年学生厌学问题的个案工作介入研究

133 常璐璐 社会工作 万国威 躯体受虐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小组工作介入研究

134 陈宽 社会工作 关信平 民办社会工作机构服务能力建设

135 陈艳竹 社会工作 胡雯
老龄化背景下老年社会工作在居家养老中的作用分析——以天津市迎
水里社区为例

136 高永雪 社会工作 王星
社会工作视角下青年失地农民城市适应问题探析——基于天津市的实
证研究

137 谷湘润 社会工作 郑飞北
社会工作理念与方法在农村社区反贫困的运用研究——基于河北生威
县X村为例

138 谷晓含 社会工作 黄晓燕 流动儿童亲子关系的社会工作介入研究——以T市N社区为例

139 关钰瑶 社会工作 朱荟
服务的精准传递：个案管理在失独老人社会支持网络重建中的应用研
究

140 韩莹莹 社会工作 蔺文钧 幼儿入园焦虑情绪的社会工作介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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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郝淑敏 社会工作 陈钟林
老年志愿者领袖社区参与能力建设的行动研究——以社区老年领袖培
育公益项目为例

142 胡岚 社会工作 陈钟林
口述史应用于社会工作中调整老年人自我概念的研究——以X机构“
口述人生”项目为例

143 李佩佩 社会工作 王星 流动儿童同伴交往能力与社会工作介入——基于天津市XX学校的研究

144 李宗霖 社会工作 吴帆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研究——以天津X项目为
例

145 刘文文 社会工作 王星
城市流动青少年早恋行为的社会工作介入研究——基于天津市小东庄
中学小组工作实务

146 刘员李 社会工作 关信平 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能力提升研究

147 唐旭琴 社会工作 陈钟林 亲子平行小组在家庭教育中的运用研究

148 王娜 社会工作 吴帆 平行小组在改善儿童亲子关系中的运用——以天津市J项目为例

149 徐蘅薇 社会工作 关信平
小组工作对有离职倾向的“90后”员工的介入研究——以天津市A公
司为例

150 杨明柘 社会工作 蔺文钧 增权理论视角下社会工作介入劳动争议调解的研究

151 岳珊珊 社会工作 万国威 农村空巢老人心理困境及小组工作介入研究——以河南省J村为例

152 张含 社会工作 吴帆 小组工作介入城市空巢老人数字鸿沟的研究——以天津市N社区为例

153 张丽丹 社会工作 郑飞北
社会工作介入孤残儿童自我效能问题的研究——以P市社会福利院为
例

154 张莉 社会工作 黄晓燕 从单向依赖走向合作：天津市和平区社会工作机构与政府关系研究

155 张秋 社会工作 杜平
农村随迁老人城市社区融入的社会工作介入研究——以唐山市H社区
为例

156 张蓉蓉 社会工作 朱荟
社区为本：整合社会工作服务模式在环保项目中的应用研究——以L
机构H项目为例

157 周玉凝 社会工作 杜平
社会工作者的职业认同及原因探究——以天津市两家社工服务机构为
例

158 蔡莉芳 应用心理 周一骑 问题解决创新沙盘对大学生自我和谐的促进性研究

159 冯坤月 应用心理 陈浩 认知心理、隐喻计算与创造力人工智能

160 付春野 应用心理 吕小康 反直觉思维对医患信任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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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胡健 应用心理 汪新建 青少年父亲在位、自尊与自我控制能力的关系及教育对策的研究

162 胡妮妮 应用心理 李强 中职生职业心理素质问卷的初步编制

163 黄燕华 应用心理 周一骑
银行从业人员组织公平感和工作投入关系研究——基于情绪条件策略
和职业延迟满足的调节作用

164 纪莹 应用心理 汪新建 患方死亡态度及其与医患社会认知的关系研究

165 李丹 应用心理 管健 抑郁易盛性系统模型与干预：基于L姓患者个案的质性研究

166 梁蔚蔚 应用心理 李霞
拒绝上学行为青少年的亲子关系研究——以河南省某教育培训学校为
例

167 刘金颖 应用心理 李强 心理咨询师报考者个人经历质性研究新进展

168 刘飘 应用心理 管健  社交媒体倦怠维度探索：以微信用户为例

169 刘其 应用心理 周一骑
北京地区检察机关工作人员工作压力、组织承诺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研
究

170 刘晓阳 应用心理 刘文理 90后IT工程师心理契约、组织认同和离职倾向的关系研究

171 马怡然 应用心理 刘文理
公共服务领域窗口工作人员的情绪劳动、公共服务动机与工作倦怠的
关系研究

172 苗玉璋 应用心理 周详 冲突对虚拟团队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一个有中介的调节模型

173 尚佳 应用心理 张阔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中学生科学素养的关系——基于PISA2015数据的
分析

174 孙鹏 应用心理 张阔
 寿险营销人员心理资本与工作绩效的关系研究——工作适应与组织
承诺的链式中介作用

175 王聪聪 应用心理 李强 权力对亲密关系不忠行为的影响

176 王明梅 应用心理 周详 创业者不确定环境下的效果推理研究

177 吴晓凡 应用心理 李霞 师徒相似性对徒弟专业承诺的影响：师徒功能的中介作用

178 燕晓 应用心理 吕小康 消极就医体验对患者攻击行为的影响

179 张寒雪 应用心理 陈浩 科学与艺术创新能力的区域差异及其心理驱动：以美国50州分析为例

180 张梦彬 应用心理 李强 中职生学习心理素质现状及评估

181 张宇轩 应用心理 周一骑
国有企业人员情绪劳动策略与职业倦怠感之间的关系研究——基于心
理授权的调节作用


	Sheet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