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组别 时间、地点 秘书 序号 学号 姓名 导师 论文题目

1 15210170127 蒋希琳 郭定平 党政机关法律顾问制度研究——以上海市浦东新区为例

2 15210170180 徐李斌 扶松茂 经济园区中的政企关系研究——以南通市为例

3 16210170097 郑炳耀 苏长和
“一带一路”倡议下贸易便利化对贸易的影响研究 ——以中国-
东盟自贸区为例

4 16210170182 谢璐莹 唐莉
公共机构节能政策实施效果及影响因素分析——来自上海S区
的实证研究

5 16220170078 徐倩 竺乾威 网络餐饮政府监管研究——以上海市W区为例

6 16220170081 薛梦娇 陈明明 我国军队转业安置困境及对策研究——以上海为例

7 15220170070 黄天吉 臧志军 “互联网+”背景下社区警务发展研究—以上海市杨浦区为例

8 16210170207 赵敏 熊易寒 P2P网络借贷中的政府监管研究——以中晋案为例

组别 时间、地点 秘书 序号 学号 姓名 导师 论文题目

1 15210170197 钟晓莹 陈超群 我国普惠金融体系及政策研究

2 15210170204 曹海强 张平 徐勇
国地税合并后税收征管模式改革的探索研究——以杭州市拱墅
区税务局为例

3 15210170222 宓恬 薄燕
环保社会组织参与地方水环境治理的路径研究——以“绿色浙
江”为例

4 15210170225 沈上骞 包刚升 浙江省PPP项目实施研究

5 16210170192 姚思文 唐贤兴
运动式交通治理中的曝光威慑——以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平
衡为视角

6 16210170253 张志华 顾东辉 基层团干部转岗期望研究-以C县为例

7 16210170260 庄稼 郭定平
住房租赁市场发展的金融政策研究—基于供给侧结构改革的视
角

8 16210170198 张金强 董敏志
苏南地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实践探究——以扬中市八桥镇利民
村为例

9 16220170071 吴颖 陈水生
医疗保险服务标准化建设研究——以上海长宁区医疗事务中心
为例

组别 时间、地点 秘书 序号 学号 姓名 导师 论文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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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5210170217 李洁 包刚升 电动自行车管理多目标平衡问题研究—以杭州市为例

2 16210170178 吴茜元 洪涛 绿色发展思想引领下上海大气主要污染源防治政策研究

3 11210170118 何冰清 张建新 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城市低碳发展：以上海市杨浦区为例

4 13210170094 柏乐 郑长忠 上海电子政务服务中的“一网通办”问题研究

5 14220170121 华婷 俞沂暄
公共文化服务的不同类型及其提供方案研究——以上海市静安
区为例

6 14220170098 王健 朱春奎 基于整体性治理视角的浙江交通运输系统预算管理改革研究

7 16220170092 张葭 陈周旺
城市基础建设过程中的政府协调机制研究——以上海浦东新区
重大工程为例

8 16220170073 肖苏娅 王桂新 全面两孩政策调整后的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以德清县为例

9 16210170157 裴龙翔 包霞琴
上海党报新媒体影响力的现状分析及问题研究——以上观新闻
微信公众号为例

组别 时间、地点 秘书 序号 学号 姓名 导师 论文题目

1 15220170027 王力钊 包霞琴 上海边防管理体制改革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2 15220170045 葛洁 张建新
逆全球化背景下技术性贸易壁垒调查及对策研究--以浙江省为
例

3 16220170007 程鹏飞 黄以天
境外环保社会组织管理中的问题及对策研究——以对“自然资
源保护协会”的管理实践为例

4 16220170036 林琳 孙小逸
“美丽家园”项目满意度研究——基于治理理论对J区某社区公房
小区的调查研究

5 16220170042 钱凡 陈云 公共选择理论视角下的中国碳市场运行机制研究

6 16220170072 夏震 张平 中小型城市停车管理模式研究——以镇江市市区为例

7 14210170226 杨一斐 臧志军 县域政府债务风险及其治理对策研究——以浙江省龙泉市为例

8 16210170098 周杰 肖佳灵 政府流程再造视角下的海关检验检疫稽查改革研究 校盲审中

9 16220170010 段永磊 陈晓原 特警处置城市公共安全突发事件的机制研究：以普陀区为案例

组别 时间、地点 秘书 序号 学号 姓名 导师 论文题目

1 16210170111 丁媛媛 李瑞昌 上海跨境直邮电商检验检验监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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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6210170112 董博文 张平 上海试点房产税征管情况及纳税遵从度研究

3 16210170114 端木颖 郭定平
科技手段在海关反腐倡廉建设中的应用研究——以上海海关为
例

4 16210170124 顾所原 竺乾威 公务员流失问题研究-以上海市税务局为例

5 16210170127 韩骏 洪涛
政府产业激励政策研究——以企业专利为指标的支持政策效能
考察为例

6 14220170017 黄嫣彬 苏长和 上海市嘉定区城市交通拥堵问题研究 校盲审中

7 14220170096 汪洋 周志成 浙江省“特色小镇”建设研究——以德清地理信息小镇为例

8 16210170187 杨嘉宁 周帆 香港高校内地生参与校园政治活动研究

组别 时间、地点 秘书 序号 学号 姓名 导师 论文题目

1 15220170096 王琪 包霞琴 上海市税收征管模式改革研究——以上海市JA区为例

2 15220170103 肖伟欣 陈周旺 足球球迷群体管理研究

3 16210170103 陈翠萍 朱春奎 组织创新氛围与创新自我效能感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
院明审复
审中

4 16210170145 刘骊 朱春奎 上海市黄浦区区域医联体的问题、成因及对策

5 16210170172 王珂琦 李瑞昌
群体性事件处置中政府部门联动协作机制研究——以N市大宗
商品交易所群访事件为例

6 15220170002 陈天婵
胡鹏 王
石泉

上海“互助式”居家养老模式研究——基于上海社区“老年人互助
睦邻点”的经验

7 15220170003 储悦 竺乾威 D区乡镇政府公务员考核研究

8 16210170142 李尤 黄以天
航运业节能减排政策执行中的企业角色冲突——以中国远洋海
运集团为例

组别 时间、地点 秘书 序号 学号 姓名 导师 论文题目

1 16210170105 陈小春 刘建军 城市拆违与城市形态更新研究

2 16210170200 张林俊 孙芳露
基层派出所综合警务改革研究——以上海公安3家派出所的试
点为例

2019年上半年学位论文答辩

2019年上半年学位论文答辩

第六组
5月19日

8:30
HGX508

张永飞

第七组
5月19日

8:30
HGX509

谢心贝

第五组
5月19日

8:30
HGX507

卫艺璇



3 16210170225 李佳寅 刘季平
地方政府推进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建设的研究——以杭州市下
城区为例

4 16210170226 李硕硕 蒋昌建 招投标模式下浙江行政事业单位公款存放研究

5 16210170232 骆珍 黄以天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中的政府角色研究——以浙江H市F区为例

6 16220170102 张宗元 韩福国
现代城市空间中流动人口治安管理——以“X 区盗窃案件”为分
析载体

7 14220170071 尹欣 郑长忠 S市公安机关涉警网络舆情治理研究

8 16220170112 朱寅俊 扶松茂 我国警务辅助人员退出机制研究 校盲审中

9 16210170102 车静惠 陈超群
上海政府工程招投标评标问题研究 ——以上海XX医院工程设
计招标为例

校盲审中

组别 时间、地点 秘书 序号 学号 姓名 导师 论文题目

1 16210170107 陈喆怡 朱春奎 上海市滩涂资源开发管理体制机制研究

2 16210170137 金蕾 朱春奎 上海市国有企业信息披露现状评价与改进策略

3 16220170115 邹沫 韩福国
从直接购买到公开竞争性购买
----基于上海大型体育场馆公益性服务购买的机制研究

4 16220170111 朱毅 朱春奎
工作-家庭冲突、社会支持对工作倦怠感的关系研究—以上海
浦东煤气制气有限公司为例

5 13210170182 殷海波 周志成 SH研究所科研人员激励机制研究

6 14210170134 李恒 刘建军 跨境进口食品安全风险管理研究---以保税进口模式为例

7 16220170114 邹娟华 潘伟杰 高校采购科研仪器项目中商业贿赂治理问题

8 16220170110 朱佳青 张怡 特警职业压力研究——以上海特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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