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级专业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分组名单（第一组）

答辩时间：2021 年 5 月 30 日 上午 8:00-12:00 答辩地点：博学楼 307

序号 姓名 论文题目 指导教师 主席 答辩委员 答辩委员 外聘专家 秘书

1 徐梦霞 盈利能力支付计划对并购财务风险的影响研究——以三花股份为例 陈艳 陈文铭 △宋淑琴 金韵韵 △王月 谭雨馨

2 王琼 高溢价并购商誉确认及巨额减值问题研究——以众泰汽车为例 王满 陈文铭 △宋淑琴 金韵韵 △王月 谭雨馨

3 马盟盟 曲美家居跨国并购 Ekornes ASA 的风险控制研究 张先治 陈文铭 △宋淑琴 金韵韵 △王月 谭雨馨

4 贾佳欣 业绩承诺下审计风险的研究——以立信审计以为例 常丽 陈文铭 △宋淑琴 金韵韵 △王月 谭雨馨

5 解蕙嘉 泰禾集团债券违约成因及防范对策研究 孙光国 陈文铭 △宋淑琴 金韵韵 △王月 谭雨馨

6 王乐琦 扶贫资金审计的问题与对策研究——以 D 县扶贫资金审计为例 许浩然 陈文铭 宋淑琴 △金韵韵 △王月 谭雨馨

7 刘建文（在职） 嵌入社会责任的 DL 供电公司财务绩效评价研究 王玉红 陈文铭 宋淑琴 △金韵韵 △王月 谭雨馨

8 邢甫（在职） 清洁能源发电企业股权收购的风险识别及评估-基于 BJ 公司股权收购案例分析 王海连 陈文铭 宋淑琴 △金韵韵 △王月 谭雨馨

9 孙雨萌（在职） 格力电器混合所有制改革效果研究 陈克兢 陈文铭 宋淑琴 △金韵韵 △王月 谭雨馨

10 田雨（在职） 钢铁行业财务竞争力评价研究——以山东钢铁集团为例 曲明 陈文铭 宋淑琴 △金韵韵 △王月 谭雨馨

论文答辩日程：

1．主席宣布论文答辩开始，介绍本答辩组老师；

2．学生简要介绍论文（摘要），主要包括选题动机、研究方法、研究内容（中心思想）、框架结构（段落大意）、研究成果（本人创新观点）等；

3．答辩委员就论文向学生提出问题，每位委员对每篇论文可提出 1-2个问题；

4．论文答辩采取即问即答方式，答辩委员提问后学生即时回答。

5．答辩委员评议，宣布答辩结果。

注：标记△的委员需要填写学位论文评阅书



2019 级专业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分组名单（第二组）

答辩时间：2021 年 5 月 30 日 上午 8:00-12:00 答辩地点：博学楼 308

序号 姓名 论文题目 指导教师 主席 答辩委员 答辩委员 外聘专家 秘书

1 程楚璇 X 燃气公司全面预算管理的应用研究 牛彦秀 王满 △熊伟 于悦 △熊学华 张宇宁

2 麻安琪 S外贸综合服务公司出口退税风险管理研究 张先治 王满 △熊伟 于悦 △熊学华 张宇宁

3 崔艳雯 基于平衡计分卡的并购绩效研究——以青松股份并购诺斯贝尔为例 程廷福 王满 △熊伟 于悦 △熊学华 张宇宁

4 王丰 我国化工企业跨国并购的财务风险研究——以中国化工并购先正达为例 许浩然 王满 △熊伟 于悦 △熊学华 张宇宁

5 孙建铮 J集团公司财务共享中心构建研究 赵合喜 王满 熊伟 △于悦 △熊学华 张宇宁

6 赵雅琦 中国天楹跨国并购 Urbaser 动因及绩效研究 唐睿明 王满 熊伟 △于悦 △熊学华 张宇宁

7 杨欢（在职） M银行信贷风险防控中大数据的应用研究 姚蕾蕾 王满 熊伟 △于悦 △熊学华 张宇宁

8 薛玮彤（在职） 数字化背景下的电梯企业价值链成本管理研究—以 OS 公司为例 常丽 王满 熊伟 △于悦 △熊学华 张宇宁

9 丁欣（在职） 基于价值链的 B 酒店成本控制研究 王海连 王满 熊伟 △于悦 △熊学华 张宇宁

论文答辩日程：

1．主席宣布论文答辩开始，介绍本答辩组老师；

2．学生简要介绍论文（摘要），主要包括选题动机、研究方法、研究内容（中心思想）、框架结构（段落大意）、研究成果（本人创新观点）等；

3．答辩委员就论文向学生提出问题，每位委员对每篇论文可提出 1-2个问题；

4．论文答辩采取即问即答方式，答辩委员提问后学生即时回答。

5．答辩委员评议，宣布答辩结果。

注：标记△的委员需要填写学位论文评阅书



2019 级专业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分组名单（第三组）

答辩时间：2021 年 5 月 30 日 上午 8:00-12:00 答辩地点：博学楼 310

序号 姓名 论文题目 指导教师 主席 答辩委员 答辩委员 外聘专家 秘书

1 王彤 基于 GONE 理论的藏格控股财务舞弊动因及防范研究 许浩然 牛彦秀 △朱荣 崔发婧 △杨景海 黄妍

2 王越 企业并购的财务风险分析与控制研究——以融创中国并购万达文旅为例 任月君 牛彦秀 △朱荣 崔发婧 △杨景海 黄妍

3 曹慧敏 Z集团公司财务共享服务中心案例研究 赵合喜 牛彦秀 △朱荣 崔发婧 △杨景海 黄妍

4 金锦实 企业精准扶贫与分析师盈利预测 甄红线 牛彦秀 △朱荣 崔发婧 △杨景海 黄妍

5 殷思淼（在职） F房地产公司全面预算管理研究 陈艳利 牛彦秀 △朱荣 崔发婧 △杨景海 黄妍

6 张沅骊（在职） X 政府的预算绩效管理研究 常丽 牛彦秀 朱荣 △崔发婧 △杨景海 黄妍

7 盛哲宁（在职） 恶意收购下控制权争夺的动因及影响探析——以万科为例 李日昱 牛彦秀 朱荣 △崔发婧 △杨景海 黄妍

8 丑悦（在职） H 公司基于财务共享服务的业财融合应用研究 王满 牛彦秀 朱荣 △崔发婧 △杨景海 黄妍

9 陈诚（在职） YD 房地产公司货币资金内部控制优化研究 秦志敏 牛彦秀 朱荣 △崔发婧 △杨景海 黄妍

10 梅涛（在职） ZW 铝业存货内部控制研究 祁渊 牛彦秀 朱荣 △崔发婧 △杨景海 黄妍

论文答辩日程：

1．主席宣布论文答辩开始，介绍本答辩组老师；

2．学生简要介绍论文（摘要），主要包括选题动机、研究方法、研究内容（中心思想）、框架结构（段落大意）、研究成果（本人创新观点）等；

3．答辩委员就论文向学生提出问题，每位委员对每篇论文可提出 1-2个问题；

4．论文答辩采取即问即答方式，答辩委员提问后学生即时回答。

5．答辩委员评议，宣布答辩结果。

注：标记△的委员需要填写学位论文评阅书



2019 级专业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分组名单（第四组）

答辩时间：2021 年 5 月 30 日 上午 8:00-12:00 答辩地点：博学楼 311

序号 姓名 论文题目 指导教师 主席 答辩委员 答辩委员 外聘专家 秘书

1 聂梦笛 基于修正的 DEVA 模型的网络游戏价值评估研究——以《王者荣耀》为例 赵振洋 常丽 △张晓东 莫冬燕 △张媛 闫琦

2 岳佳宇 固定资产内部控制研究——以中国电信 A 公司为例 曲明 常丽 △张晓东 莫冬燕 △张媛 闫琦

3 何泓静 新收入准则在建筑施工企业的应用及影响研究——以 A 公司为例 刘英明 常丽 △张晓东 莫冬燕 △张媛 闫琦

4 徐涵 高新技术企业审计风险及应对研究——以亚太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新纶科技为例 曲明 常丽 △张晓东 莫冬燕 △张媛 闫琦

5 路玉桃 基于内部控制视角的财务舞弊研究——以*ST 藏格为例 程砚秋 常丽 张晓东 △莫冬燕 △张媛 闫琦

6 田云梦 企业顾客资产风险管理研究—以小米公司为例 张婷婷 常丽 张晓东 △莫冬燕 △张媛 闫琦

7 郭文媛 文化产业连续并购绩效研究—以捷成股份为例 陈艳利 常丽 张晓东 △莫冬燕 △张媛 闫琦

8 王心怡（在职） 新华保险财务风险问题研究 程廷福 常丽 张晓东 △莫冬燕 △张媛 闫琦

9 周阳（在职） 地方城商行经营风险研究——基于包商银行破产清盘的案例分析 陈克兢 常丽 张晓东 △莫冬燕 △张媛 闫琦

论文答辩日程：

1．主席宣布论文答辩开始，介绍本答辩组老师；

2．学生简要介绍论文（摘要），主要包括选题动机、研究方法、研究内容（中心思想）、框架结构（段落大意）、研究成果（本人创新观点）等；

3．答辩委员就论文向学生提出问题，每位委员对每篇论文可提出 1-2个问题；

4．论文答辩采取即问即答方式，答辩委员提问后学生即时回答。

5．答辩委员评议，宣布答辩结果。

注：标记△的委员需要填写学位论文评阅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