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类别 论文题目 导师 二级学科

1 于晓 博士 基于多视图数据的聚类研究 刘慧
0714统计学（数据挖掘与可视化

方向）

2 王鹏 博士 基于不完全概率语言偏好关系的群体决策方法及应用研究 刘培德 1201管理科学与工程

3 刘佳 博士 机构投资者有限理性行为研究 林春艳 0714统计学

4 刘海莹 博士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出口汇率弹性测度、分解及影响因素研究 彭红枫 020204金融学

5 李泽鑫 博士 贸易便利化的企业创新效应研究——基于专利“量”与“质”的双重考察 赵忠秀 020206国际贸易学

6 张质彬 博士 基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非国有股东治理机制及效应研究 熊爱华 120202企业管理

7 范鹏飞 博士 增值税全面转型对企业出口的影响研究 谢申祥 020203财政学

8 赵胜立 博士 制造业数字化对出口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方慧 020206国际贸易学

9 马明月 硕士（学术学位） 山东省属本科高校国际化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王剑波 120403教育经济与管理

10 王月苗 硕士（学术学位） 资产专用性、数字技术应用与企业价值 陈庆江 120204技术经济及管理

11 王世磊 硕士（学术学位） 黄河三角洲国土空间演变及预警研究 曲衍波 120405土地资源管理

12 王茜玉 硕士（学术学位） 基于多粒度概率语言信息的多属性决策方法及应用研究 韩强 1201管理科学与工程

13 王馨雅 硕士（学术学位） 基于犹豫模糊对偶语言的群决策方法研究 刘政敏 1201管理科学与工程

14 亓哲 硕士（学术学位） 高管外部薪酬差距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混合所有制企业的经验证据 朱磊 1202Z1财务管理

15 田震 硕士（学术学位） 价值共创导向的制造企业数字化能力构建研究——基于资源编排视角 陈寒松 120202企业管理

16 吉元梦 硕士（学术学位）
山东省“一群两心三圈”区域发展格局及协调对策—基于可持续发展指数的实证

研究
刘华军 020106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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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吕静瑶 硕士（学术学位） 中国对外援助对OFDI质量的影响研究 方慧 020206国际贸易学

18 乔列成 硕士（学术学位） 减污降碳双重目标约束下中国经济绩效的空间格局及提升路径研究 刘华军 020106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19 刘茵伟 硕士（学术学位）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流动性与债券信用利差-基于中国债券市场数据的分析 张雪莹 020204金融学

20 刘艳 硕士（学术学位） 企业金融化、生命周期与投资不足——来自沪深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 张涛 120201会计学

21 孙祺 硕士（学术学位）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全球股市的风险传染研究 王怡 020209数量经济学

22 李浩 硕士（学术学位） 《新时代红色文化舆论场建构研究》 刘长明 030505思想政治教育

23 沈能能 硕士（学术学位） 数字经济对城市劳动力供给的影响研究 杨志恒 020202区域经济学

24 张中意 硕士（学术学位） 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与区域创新网络 王明益 020206国际贸易学

25 张明媛 硕士（学术学位） 财政补贴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 郭健 020203财政学

26 张晨昊 硕士（学术学位） 基于难样本挖掘的显著性目标检测方法研究 高珊珊 081203计算机应用技术

27 陈晓昀 硕士（学术学位） 虚拟品牌社区顾客契合对价值共创的影响研究——社区认同的中介作用 熊爱华 120202企业管理

28 欧琰 硕士（学术学位） 基于语料库的汉语“动词+下”和英语 “Verb+Down”构式对比研究 于秀金 050211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29 岳海珺 硕士（学术学位） 淮河流域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性测度与分析 陈明华 020104西方经济学

30 郑凯敏 硕士（学术学位） 经济集聚、技术创新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 朱庆峰 020209数量经济学

31 单谭谭 硕士（学术学位） 国资监管体制转型对监管绩效的影响研究 朱炜 120201会计学

32 孟德霖 硕士（学术学位） 多个大股东并存对企业成长性的影响机理与作用路径研究 徐鹏 120202企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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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赵静 硕士（学术学位） 高管内部薪酬差距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研究——高管团队稳定性的中介作用 徐鹏 1202Z3人力资源管理

34 贾东旭 硕士（学术学位） 规训与惩罚之域——三部华裔美国文学作品中的唐人街书写 史汝波 050201英语语言文学

35 柴异凡 硕士（学术学位） 基于农户视角的农村宅基地退出模式研究——以禹城市房寺镇为例 曲衍波 120401行政管理

36 郭立祥 硕士（学术学位） 基于边际减排成本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研究 刘华军 020106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37 展凌云 硕士（学术学位） 山东省农村居民点用地时空演变与效应评价 曲衍波 120405土地资源管理

38 黄俊铭 硕士（学术学位） 长期护理保险对家庭消费影响研究 于新亮 0202Z1保险学

39 丁文龙 硕士（专业学位） 非物质文化遗产品牌“臻三环”营销策略研究 王璟珉 1251工商管理硕士

40 马致兴 硕士（专业学位） 民事诉讼中部分请求的处理机制研究 赵信会 035101法律（非法学）

41 王昊然 硕士（专业学位） W烟草公司异型烟分拣线差错检测系统研究与应用 郭强 125604物流工程与管理

42 王晓祯 硕士（专业学位） 企业数字化对审计质量的影响研究 韩冬梅 0257审计

43 王萌 硕士（专业学位） 绿色创新、内部控制质量与债券融资成本 武恒光 0257审计

44 王瑞瑞 硕士（专业学位） 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 影响研究 黄夏岚 0253税务

45 王璐 硕士（专业学位） 国企混改的动因及公司治理效应研究--以物产中大为例 丁鸿雁 1253会计硕士（全日制）

46 亓锐 硕士（专业学位）
基本养老保险对我国失能老年人家庭代际支持的影响-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分

析
范红丽 0255保险

47 田 婧 硕士（专业学位） 上市公司股份回购监管制度完善研究 于朝印 035101法律（非法学）

48 伊扬 硕士（专业学位） 医疗保险的收入再分配效应研究——以山东省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为例 于新亮 0255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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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刘艳娇 硕士（专业学位） 《西方艺术》（节选） 英汉翻译实践报告 阮岳湘 055101英语笔译

50 孙楠 硕士（专业学位） 环境经济核算体系下水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研究——以山东省济宁市为例 朱炜 1253会计硕士（非全日制）

51 苏子洛 硕士（专业学位） 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制度研究 刘奇耀 035102法律（法学）

52 张鹏程 硕士（专业学位） 幸福感对居民风险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分析 杨冬梅 0252应用统计

53 苗小雨 硕士（专业学位） 基于TPACK理论的驻济高校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信息素养研究 王英杰 0453汉语国际教育

54 贾敏敏 硕士（专业学位） 上市独角兽企业价值创造路径及估值研究——基于QCA组态的案例分析 张志红 0256资产评估

55 曹伟 硕士（专业学位） 投资者关注与盈余管理——基于能源行业的统计检验 田金方 0252应用统计

56 梁家铭 硕士（专业学位） 现金分红对企业风险的影响研究 刘海明 0251金融

57 董宇宸 硕士（专业学位） RCEP成员国物流绩效对中国跨境电商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 李大凯 0254国际商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