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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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上市公司总部迁移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 郝思微 包群 经济学院

2 税收优惠、企业创新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TMT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贾泽明 倪志良 经济学院

3 贸易争端对我国“稳就业”的影响——以反倾销为例 郭瑞琪 李磊 经济学院

4 纳税信用管理对企业信贷融资的影响 庞志伟 李冬妍 经济学院

5 我国税收征管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区域环境的视角分析 汪洋 郭玲 经济学院

6 环境规制与FDI流入-基于两控区政策的考察 段英雪 盛丹 经济学院

7 云制造环境下供应链信息共享的演化博弈研究 王存瑞 王玲 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

8 美国药品短缺的法律应对研究 宫丽娜 宋华琳 法学院

9 国际法视野下的人权指数研究 白冰 唐颖侠 法学院

10 行政协议单方变更权的司法审查 韩艳杰 闫尔宝 法学院

11 美国拓展使用临床试验药物的制度研究 刘炫 宋华琳 法学院

12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风险交流法律机制研究 吴凡 宋华琳 法学院

13 乡镇政府环境治理责任研究 何桥 刘芳 法学院

14 “核电科学传播微信公众号”的传播特征及效果研究 邱旭莹 陈鹏 文学院

15 我国图书对外合作出版发展历程研究（1979—2019） 孙婷婷 刘运峰 文学院

16 韩国汉语课堂中的小组互动模式及互动效果研究——以济州汉拿大学为例 田雪萍 郭利霞 汉语言文化学院

17 赵元任《中国话的读物》研究——以第一册为例 王滢 吴星云 汉语言文化学院

18 云冈石窟语音导览日语翻译实践报告书 李昕 王新新 外国语学院

19 AI同传实时双语字幕质量评估—基于“有道同传”平台的翻译实验研究报告 张小燕 马红旗 外国语学院

20 中国本土跨国公司海外分布的语言地图研究及其启示 陈雪迪 王传英 外国语学院

21 疲劳效应对学生译员汉英同传翻译表现影响的实证研究——以习近平主席在全国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发言为例

张啸林 郝蕴志 外国语学院

22 基于游客感知大数据的全域旅游评价研究-以常熟为例 常雪松 石培华 旅游与服务学院

23 大陆与台湾地区乡村社区居民旅游增权的比较研究——以礼泉县袁家村和宜兰县中山
村为例

曲芸 焦彦 旅游与服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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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60后群体网络旅游信息搜寻行为研究——以天津市为例 谢春美 杜炜 旅游与服务学院

25 社区主导型乡村旅游地居民获得感形成机制：基于扎根理论的案例研究 朱瑞 马晓龙 旅游与服务学院

26 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微信小程序设计与研究 陈芊颖 王知津 商学院

27 在线文档分享平台用户分享文档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陈占强 柯平 商学院

28 XW房地产项目全过程造价管理研究 王婕 程莉莉 商学院

29 天津地铁9号线运营风险管理研究 焦蕊 李季 商学院

30 L医院基于资源耗用的相对价值量绩效管理方法应用研究 季艺 黄福广 商学院

31 TJ银行内部资金转移定价管理研究 郭颖 李姝 商学院

32 基于标杆分析法的T航空公司价值链成本管理改进研究 王蒙蒙 刘志远 商学院

33 G区税务局针对无车承运平台的征管风险管控研究 张振宇 李莉 商学院

34 预期信用损失数据在B租赁公司承租人信用风险评估中的应用研究 赵争 边泓 商学院

35 Y保险经纪公司基于关键绩效指标的业绩评价研究 刘蕊 王志红 商学院

36 基于深度学习的烟火检测问题研究 刘振 耿薇 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

37 碳基复合热电纤维制备与性能研究 张春阳 马儒军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38 金属有机框架限域杂多酸复合材料的制备及其氧化脱硫性能研究 常雪 王丹红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39 Pt单原子改性BaTiO3及其光催化去除水中污染物与分解水产氢研究 张涛 展思辉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40 软骨细胞外基质免疫调控机制探索及联合白介素4促进骨软骨修复体内研究 田广招 郭全义 医学院

41 结构和成分仿生的生物功能化支架原位再生关节软骨研究——通过增强干细胞招募和
成软骨分化

杨振 郭全义 医学院

42 高颧弓截骨降低术颧弓区相关数字化研究 乔涛 侯敏 医学院

43 FKBP11通过p53相关途径促进口腔鳞癌细胞增殖和肿瘤发生 邱林 张军 医学院

44 二期翻修再植入前未获取关节液时持续感染的诊断 江桥 陈继营 医学院

45 风景园林Y工程项目施工成本控制研究 李喜华 梁峰 商学院

46 R公司海外派遣员工管理问题及其对策研究 季怡春 崔勋 商学院

47 YR公司HRBP实施中的问题分析及改进对策研究 李秋波 袁庆宏 商学院

48 H公司客户信用销售管理问题与改善研究 王倩 刘俊振 商学院

49 R公司客户关系管理研究 王昊 李东进 商学院

50 LG电子公司微波炉业务集中差异化竞争战略研究 王洪亮 柳茂平 商学院

51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营销策略研究 孙小永 杜建刚 商学院

52 E公司核电事业部PMO组织建设研究 吴凡 程莉莉 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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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KL公司售后服务业务运营管理改进研究 何战雷 李季 商学院

54 F公司政务云交付项目组织与流程管理优化研究 徐锐 程莉莉 商学院

55 GH公司面向供应链的航材库存管理优化策略研究 武晓娟 严建援 商学院

56 M集装箱航运公司战略人力资源管理问题研究 张笑炎 张立富 商学院

57 基于EVA的DH工程公司绩效评价研究 刘鑫 李莉 商学院

58 汉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问题研究 董肖刚 李姝 商学院

59 石药集团国产创新药“恩必普”营销策略研究 李一辉 杜建刚 商学院

60 一条网络公司的互动式整合营销传播策略优化研究 梁真甄 申光巃 商学院

61 RY培训学校员工培训体系优化研究 刘思佳 吕峰 商学院

62 融资约束与代理问题视角下财务柔性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实
证分析

郭懿萱 马晓军 金融学院

63 资产金融化、股权结构与企业创新的关系研究 李喆 李全 金融学院

64 隧道效应与公司创新效率 邢嘉贝 阳佳余 金融学院

65 研发投入与IPO抑价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注册制改革的视角 赵子鹏 刘澜飚 金融学院

66 A股纳入MSCI对股价信息含量的影响——基于PSM-DID的实证研究 姜哲伟 王道平 金融学院

67 发行绿色债券对我国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 刘琪 范小云 金融学院

68 股价崩盘风险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基于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王涛 宋敏 金融学院

69 监管冲击与银行资产配置的异质性行为 严蓉 李泽广 金融学院

70 基金持仓集中度与基金业绩的关系研究 张奇宇 何青 金融学院

71 大数据背景下保险行业互联网精准营销研究 侯宗慧 赵春梅 金融学院

72 杨梅素靶向PAR1逆转上皮—内皮转变抑制肿瘤VM形成的分子机制研究 王明 周红刚 药学院

73 利用小鼠单倍体上胚层干细胞筛选重编程关键基因 赵乙丁 帅领 药学院

74 生物基聚氨酯和双亲聚碳酸酯胶束的制备及应用 任方煜 何良年 化学学院

75 基于喹唑啉酮类天然产物的绿色农药创制研究 郝亚男 汪清民 化学学院

76 含碳氟短链的梳型高分子表面活性剂的设计合成、性能及应用研究 宋凌云 刘玉秀 化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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