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南开大学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公示名单（专业型）

序号 论文题目 姓名 导师 单位名称

1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 谭崔明 张峰 经济学院

2 境外经贸合作区与东道国经济发展——来自国家夜间灯光的证据 刘泽寰 李磊 经济学院

3 数字赋能、地理距离与商业关系更新 满自豪 包群 经济学院

4 数字经济背景下个人所得的预缴税征管制度完善 衡亚男 李冬妍 经济学院

5 税收负担对企业“脱实向虚”的影响——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蒋欣雨 郭玉清 经济学院

6 融资约束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内部控制质量的调节作用 郭曦睿 王博 金融学院

7 城投债信用利差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担保的视角 黄成希 阳佳余 金融学院

8 我国创业板市场管理层股权激励对股票错误定价的影响研究 熊雨柔 张骅月 金融学院

9 货币政策倾向对分析师预期影响的研究：基于中国数据 (2013-2020年)的实证分析 杨宏远 刘晓峰 金融学院

10 个体投资者关注度对股票市场的羊群效应的影响研究 韩蕊黛 李晓 金融学院

11 流动性创造、影子银行和系统性风险 康润琦 刘澜飚 金融学院

12 交易所问询函对股价同步性的影响研究 沈雨霏 范小云 金融学院

13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对系统性银行风险的影响研究 唐帅 段月姣 金融学院

14 基于乡村振兴战略背景的水稻收入保险应用研究-以湖北省为例 钱震虎 朱航 金融学院

15 供应链风险管理框架下的政策性营业中断保险价值研究 张乐山 陈孝伟 金融学院

16 清代刑事审转制度研究 陈璐 于语和 法学院

17 无因管理中受益人追认的效果研究 洪韦维 张志坡 法学院

18 自动化行政处罚程序研究 刘世昌 付世成 法学院

19 公法上的不当得利制度研究 刘思源 闫尔宝 法学院

20 餐饮网约配送员劳动关系认定困境及对策分析 吴昊冉 张丽霞 法学院

21 美国药品附条件批准制度研究 邹志 宋华琳 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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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微课在对日汉字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姜妙秀 刘春兰 汉语言文化学院

23 新媒体中新闻标题语言变异现象之考察——基于对外汉语教学的视角
RALAIARIMANAN
A FELANA ANITA 崔建新 汉语言文化学院

24 叶至善编辑出版实践及理念研究 王琨 刘运峰 新闻与传播学院

25 交替传译质量测评实践报告——以笔记语言为变量 余丹妮 王凯 外国语学院

26 纪录片《中国乐器古琴篇》文化负载词同声传译实践报告 张思 王新新 外国语学院

27 《流浪地球》文化负载结构翻译研究 李一萌 王传英 外国语学院

28 记忆软件Anki本地化版本的错误与缺陷分析 张淏然 张强 外国语学院

29 战国楚祭祷简与祷辞简研究 付凤雯琦 贾洪波 历史学院

30 H公司管理培训生高离职率原因分析及对策研究 薛鸿元 袁庆宏 商学院

31 CF地产高端住宅铂悦系品牌策略研究 张莉 杜建刚 商学院

32 TX民营建筑公司法人治理优化研究 周德超 武立东 商学院

33 FX公司中国市场的发展战略研究 冯广成 石鉴 商学院

34 ET公司HRBP运作体系的功能改进研究 连春艳 孟繁强 商学院

35 纵向多元化工程公司数字化成熟度评价模型研究——以AE公司为例 刘树 石鉴 商学院

36 TP公司无缝钢管产品的全球整合营销传播战略研究 魏建 申光龍 商学院

37 S公司拓展伊拉克油田技术服务市场营销策略研究 杨海龙 许晖 商学院

38 人—组织匹配视角下一汽丰田泰达工厂班组长选拔及培养机制优化研究 赵雅婧 杨斌 商学院

39 基于六西格玛的D公司Y产品质量改进研究 李世光 车建国 商学院

40 LC（济南）律所服务营销策略研究 张翠香 牛建波 商学院

41 S公司产销协同问题改善策略研究 赵静 梁峰 商学院

42 W公司科技成果转化路径优化研究 陈思兵 方磊 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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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A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员工收益分配机制研究 吕帅 武立东 商学院

44 TZGJ会计师事务所的互动式整合营销传播策略研究 孙瑔 申光龍 商学院

45 防疫抗疫视角下襄垣县RH村镇银行涉农贷款流程的改进研究 佟其烨 齐岳 商学院

46 一汽丰田DPOK项目质量管理改进研究 任丽华 卿志琼 商学院

47 QAX公司网络安全系统营销策略研究 孙健 王学秀 商学院

48 面向智能制造的S公司设备管理体系研究 池松海 刘彦平 商学院

49 联合利华天津工厂WCM管理体系优化研究 贾林 焦媛媛 商学院

50 T公司事业部体制下的多项目管理模式研究 倪文秀 杨玉武 商学院

51 大运营背景下 M 公司 PMO 建设研究——以华北事业部为例 王永强 程莉莉 商学院

52 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单位绩效评价模型构建与应用研究 杨秋实 李元 商学院

53 D-理想之城项目基于BIM技术的生命周期成本管理研究 刁铁城 石鉴 商学院

54 T移动公司基于数据挖掘的客户挽留模型的构建与实施研究 刘帅 林润辉 商学院

55 政府网站智能问答系统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魏中瀚 王芳 商学院

56 基于判决文书的我国公共图书馆涉信息网络传播侵权表现及对策研究 张翌 柯平 商学院

57 高新技术T公司财务策略优化研究 纪阳 李莉 商学院

58 A财险公司偿付能力提升研究 林桂馨 郝臣 商学院

59 SL食品企业作业成本法应用研究 杨子瑄 李姝 商学院

60 A房地产企业Y项目目标成本管理改进研究 时华蔚 王志红 朱长萍 商学院

61 J燃气企业的全面预算管理研究 李玥鸣 边泓 孙慧强 商学院

62 RF银行对公信贷业务内部审计优化研究 许昂 刘志远 商学院

63 压力应对视角下孕妇产前焦虑的小组工作干预研究——以天津市W医院产前减压小组为例 王洁 朱荟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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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社会工作介入妇科肿瘤患者疼痛自我效能感的实务研究 左倩 胡雯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65 父母完美主义对养育倦怠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杨宗瑶 张阔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66 天津市网络舆情政府回应问题研究 孙渊龙 郭道久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67 社会救助领域家庭经济状况核对中信息共享问题研究——以天津市W区为例 范文思 关信平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68 天津市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结算问题的对策研究 孔雅楠 黄晓燕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69 基层税务干部激励问题研究—以天津市D区税务局为例 林建国 杨龙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70 T市H区纳税服务问题研究——基于满意度的分析 田晟磊 李瑛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71 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多元主体互动问题研究——以济南市市中区为例 王梦 吴晓林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72 天津市和平区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管问题研究 王艳 常健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73 新冠疫情期间天津市政府舆情管理研究 王玥 陈超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74 天津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问题研究 邢金涛 张丽梅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75 唐山市大气污染协同治理问题研究 王蕊娜 锁利铭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76 康养旅游目的地正向健康效应影响路径及特点研究 贾亚男 石培华 旅游与服务学院

77 基于机器学习方法的中风发病预测及结果改进 李晨希 李忠华 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

78 基于时间序列与机器学习的零售药店药品销量预测 邢悦 李忠华 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

79 基于ZIF-8衍生碳材料构筑的无枝晶三维锂/锌金属负极 陈楷 王一菁 化学学院

80 柔性功能化金属有机骨架材料的设计合成及传感应用 张亚如 夏炎 化学学院

81 萘醌和香豆素类天然产物的合成、结构优化及生物活性研究 王凯华 汪清民 化学学院

82 Ru 调控半导体能带结构应用于可见光光催化固氮 王硕 王丹红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83 表面活性剂调控锂电极表界面的研究 王宇旸 言天英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84 协同利用葡萄糖和木糖合成黄原胶的鞘氨醇单胞菌工程菌株构建 石壮壮 马挺 生命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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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负载比伐卢定的静电纺丝人工血管及其改善血液相容性的作用 孙启琦 孔德领 生命科学学院

86 无线网络中移动边缘计算任务卸载研究 董良琦 韩士莹 电子信息与光学工程学院

87 基于多参量融合的奶牛养殖环境监测系统设计与实现 屈云龙 孙桂玲 电子信息与光学工程学院

88 基于智能算法的多无人机协同吊运与目标分配 李晓萱 张建磊 人工智能学院

89 基于领域自适应算法的无标注数据分类研究 张宇豪 袁晓洁 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90 区块链共识算法研究 赵逸文 苏明 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91 典型工业有机污染物微生物电化学强化降解机制研究 李瑞祥 周启星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92 Cu2-xS纳米材料的光催化抗菌性能研究 莫舒迪 刘璐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93 基于Bi基双金属催化剂的光催化耦合过一硫酸盐降解抗生素研究 田俊丽 鲁金凤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94 基于后训练与依存图卷积的医疗问答语义匹配技术研究 王瑞琦 王斌辉 软件学院

95 面向大规模可信系统的在线恶意域名检测研究 崔丽月 姜桂飞 软件学院

96 脊髓神经管畸形的产前诊断与影像学研究 孙梦纯 尚爱加 医学院

97 四面体框架核酸促进关节软骨原位再生的实验研究 付力伟 郭全义 医学院

98 3D打印生物活性支架原位再生修复半月板损伤的实验研究 李浩 郭全义 医学院

99  GaAlAs半导体激光联合光热材料治疗牙本质敏感症的研究 张览锐 邹慧儒 医学院

100 低能量激光治疗缓解正畸相关疼痛的疗效分析—系统评价和网状Meta分析 智铖 张春香 医学院

101 代谢酶PGM1促进结直肠癌发生发展的作用与机制研究 王英枝 山长亮 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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