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级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分组名单（全日制 1 组）

答辩时间：2022 年 4 月 24 日 13:30-17:00 腾讯会议号：572-659-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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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改进 Sinobrand 模型的饮料品牌价值评估—以农夫山泉为例 胡景涛 王景升 △朱荣 孙文章 △杨旭 卢耀冲

2 孙航 基于修正 DEVA 模型的中国电信 5G 项目价值评估 赵振洋 王景升 △朱荣 孙文章 △杨旭 卢耀冲

3 邢瀚介 施工企业采购业务内部控制研究——以中铁某局为例 祁渊 王景升 △朱荣 孙文章 △杨旭 卢耀冲

4 孙佳倩 医药行业内部控制缺陷的认定和整改研究 莫冬燕 王景升 朱荣 △孙文章 △杨旭 卢耀冲

5 梅刚 改进的市场法在半导体企业价值评估中的应用研究——以中颖电子为例 胡景涛 王景升 朱荣 △孙文章 △杨旭 卢耀冲

6 马炳焘 基于ARIMA与改进的B-S模型相结合的生物医药企业估值研究—以新华制药为例 常丽 王景升 朱荣 △孙文章 △杨旭 卢耀冲

7 付亚楠 基于 Interbrand 评估法的航空公司品牌价值评估研究-以国航为例 胡景涛 王景升 朱荣 △孙文章 △杨旭 卢耀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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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级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分组名单（全日制 2 组）

答辩时间：2022 年 4 月 25 日 14:00-18:00 腾讯会议号：106-662-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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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镅易
基于 PSO—BP 神经网络模型的电影版权证券化价值评估研究——以电影《流

浪地球 2》为例
王景升 常丽 △赵振洋 胡景涛 △高文忠 郑可心

2 刘影
基于改进后的收益法和 B-S 模型的软件企业价值评估研究——以中国软件为

例
王景升 常丽 △赵振洋 胡景涛 △高文忠 郑可心

3 张漫 基于用户价值的知识付费平台估值研究—以喜马拉雅 FM 为例 孙文章 常丽 △赵振洋 胡景涛 △高文忠 郑可心

4 杨晓晴 基于 Interbrand 评估法的体育品牌价值评估研究—以李宁公司为例 王景升 常丽 △赵振洋 胡景涛 △高文忠 郑可心

5 刘猛 基于改进的用户价值模型的短视频平台企业价值评估研究——以快手为例 朱荣 常丽 △赵振洋 胡景涛 △高文忠 郑可心

6 王姝灵 基于实物期权法的游戏著作权价值评估研究—以《双人成行》为例 王景升 常丽 赵振洋 △胡景涛 △高文忠 郑可心

7 葛玲 基于 IFAHP 和二元语义的文化创意企业价值评估——以泡泡玛特为例 朱荣 常丽 赵振洋 △胡景涛 △高文忠 郑可心

8 徐嘉甜 基于实物期权法的医疗器械企业价值评估研究——以科华生物为例 王景升 常丽 赵振洋 △胡景涛 △高文忠 郑可心

9 张亚婷 基于改进超额收益法的电商企业数据资产价值评估—以唯品会为例 朱荣 常丽 赵振洋 △胡景涛 △高文忠 郑可心

10 陈怡丰 生物制药企业并购投资价值评估研究——以双林生物收购派斯菲科为例 王景升 常丽 赵振洋 △胡景涛 △高文忠 郑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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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级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分组名单（全日制 3 组）

答辩时间：2022 年 4 月 24 日 13:30-17:00 腾讯会议号：773-533-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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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倪国钦
海外并购的动因、风险及协同效应研究——以埃斯顿自动化并购德国 Cloos

为例
赵振洋 张晓东 △赵梅 姜博 △孙恺 于磊

2 潘蕊 蓝帆医疗并购柏盛国际的协同效应研究 牛彦秀 张晓东 △赵梅 姜博 △孙恺 于磊

3 戴佩瑶 科创板上市公司并购绩效——以华兴源创并购欧立通为例 宋淑琴 张晓东 △赵梅 姜博 △孙恺 于磊

4 马洪楠
并购重组中业绩承诺失败对中小股东利益的影响——以千山药机并购乐福

地为例
金韵韵 张晓东 赵梅 △姜博 △孙恺 于磊

5 李佳楠 力帆股份短贷长投风险及其治理研究——基于产品市场竞争视角 刘媛媛 张晓东 赵梅 △姜博 △孙恺 于磊

6 冯凯昕
预算绩效管理视角下的项目支出绩效评价体系研究——以市场监管部门为

例
陈艳利 张晓东 赵梅 △姜博 △孙恺 于磊

7 岳萌
企业并购中业绩承诺协议失败案例研究——以引力传媒并购珠海视通、上

海致趣为例
任翠玉 张晓东 赵梅 △姜博 △孙恺 于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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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级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分组名单（全日制 4 组）

答辩时间：2022 年 4 月 24 日 18:00-22:00 腾讯会议号：667-785-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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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淑雅 阿里巴巴并购网易考拉的绩效研究 牛彦秀 陈艳 △罗菲 陈克兢 △孙湘 李健平

2 于洁 中概股借壳回归 A 股绩效研究——以晶澳科技为例 赵振洋 陈艳 △罗菲 陈克兢 △孙湘 李健平

3 季丰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钢铁行业财务绩效影响研究——以河钢股份为例 王海连 陈艳 △罗菲 陈克兢 △孙湘 李健平

4 潘月 粮油物资储备支出绩效评价研究——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为例 陈艳利 陈艳 △罗菲 陈克兢 △孙湘 李健平

5 王佑天 S市保障性安居工程绩效审计标准研究 曲明 陈艳 △罗菲 陈克兢 △孙湘 李健平

6 黄晨 民企混改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以合力泰引入电子信息集团为例 唐大鹏 陈艳 罗菲 △陈克兢 △孙湘 李健平

7 韩晨昊 基于协同效应的跨行业并购绩效研究——以星期六并购遥望网络为例 王满 陈艳 罗菲 △陈克兢 △孙湘 李健平

8 张彧 轻资产运营模式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服装行业的多案例分析 刘行 陈艳 罗菲 △陈克兢 △孙湘 李健平

9 刘泉秀 跨国技术并购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以蓝帆医疗并购柏盛国际为例 王满 陈艳 罗菲 △陈克兢 △孙湘 李健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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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级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分组名单（全日制 5 组）

答辩时间：2022 年 4 月 23 日 8:30-12:00 腾讯会议号：654-216-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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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洛平 第三方参与预算绩效管理研究——以 F 市市场监管局为例 陈艳利 王满 △许浩然 金玉娜 △赵世阔 王钦

2 刘玥莹 基于三重底线理论的新能源汽车企业综合绩效研究——以北汽蓝谷为例 王海连 王满 △许浩然 金玉娜 △赵世阔 王钦

3 盛代婷 人工智能下的医药企业财务共享研究-以辉瑞制药为案例 赵振洋 王满 △许浩然 金玉娜 △赵世阔 王钦

4 王欣悦 基于平衡计分卡的H公司战略转型绩效评价研究 周萍 王满 许浩然 △金玉娜 △赵世阔 王钦

5 张晶 基于平衡计分卡的股权激励实施效果研究——以烽火通信为例 李日昱 王满 许浩然 △金玉娜 △赵世阔 王钦

6 白羽 房地产企业轻资产战略转型的财务风险研究——以万科为例 张婷婷 王满 许浩然 △金玉娜 △赵世阔 王钦

7 孙欣月
石油服务行业的高科技企业并购的协同效应研究——以海默科技并购思坦仪器

为例
孙光国 王满 许浩然 △金玉娜 △赵世阔 王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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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级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分组名单（全日制 6 组）

答辩时间：2022 年 4 月 24 日 14:00-17:00 腾讯会议号：492-170-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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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琪 轻资产模式下 JC 地产的财务风险研究 任月君 解维敏 △祁渊 熊伟 △臧德盛 刘子琦

2 郭永超 公司章程自治性条款与公司违规-基于反收购条款的经验证据 陈克兢 解维敏 △祁渊 熊伟 △臧德盛 刘子琦

3 梁梦格 保利集团建立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对控股国企绩效的影响 陈艳利 解维敏 祁渊 △熊伟 △臧德盛 刘子琦

4 邱羽 关于 L 区人防工程专项审计调查的案例研究 曲明 解维敏 祁渊 △熊伟 △臧德盛 刘子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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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级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分组名单（全日制 7 组）

答辩时间：2022 年 4 月 23 日 8:30-12:00 腾讯会议号：403-292-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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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姗姗 LH 酒店集团内部控制研究 祁渊 王觉 △许龙德 金韵韵 △张孝昆 韩雪妍

2 谭雨馨 H集团债券违约成因及启示研究 耿玮 王觉 △许龙德 金韵韵 △张孝昆 韩雪妍

3 张峻萌 GONE 理论视角下财务舞弊动因分析——以 H 公司为例 梁爽 王觉 △许龙德 金韵韵 △张孝昆 韩雪妍

4 王国栋 基于风险因子理论医药行业财务舞弊研究——以 Y 医药公司为例 李日昱 王觉 △许龙德 金韵韵 △张孝昆 韩雪妍

5 龙思宇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控制研究——基于瑞华会计师事务所行政处罚案例分析 姜博 王觉 许龙德 △金韵韵 △张孝昆 韩雪妍

6 毛钰涵 上市公司非标准审计意见研究 郑艳茹 王觉 许龙德 △金韵韵 △张孝昆 韩雪妍

7 宿愿 境外采购业务内部控制研究——以 A 公司为例 祁渊 王觉 许龙德 △金韵韵 △张孝昆 韩雪妍

8 宋伟华 核心员工股权激励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以昆药集团为例 常丽 王觉 许龙德 △金韵韵 △张孝昆 韩雪妍

9 董敏 L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持股计划问题研究 李日昱 王觉 许龙德 △金韵韵 △张孝昆 韩雪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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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级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分组名单（全日制 8组）

答辩时间：2022 年 4 月 23 日 13:30-17:00 腾讯会议号：867-365-914 （密码：12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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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嘉遥 苏宁易购财务危机的成因分析及对策研究 熊伟 孙光国 △刘媛媛 王海连 △刘伟光 张馨元

2 李思宇 预期经济增长率对企业债务融资的影响分析 宋淑琴 孙光国 △刘媛媛 王海连 △刘伟光 张馨元

3 祁欣然 国有企业信用债违约成因与对策研究——以华晨集团为例 任翠玉 孙光国 △刘媛媛 王海连 △刘伟光 张馨元

4 马亚男 上海电气可转换债券融资的财务效应研究 任月君 孙光国 △刘媛媛 王海连 △刘伟光 张馨元

5 李欢欢 集团企业内部资本市场融资风险管理问题研究——以中国宝安集团为例 于悦 孙光国 刘媛媛 △王海连 △刘伟光 张馨元

6 胡琳雪 多元化转型扩张下企业财务风险研究——以苏宁易购为例 张婷婷 孙光国 刘媛媛 △王海连 △刘伟光 张馨元

7 李嘉欣 影视上市公司经营风险分析与防范研究—以华谊兄弟为例 曲明 孙光国 刘媛媛 △王海连 △刘伟光 张馨元

8 刘妍 新冠疫情背景下社会责任对企业风险的影响研究 耿云江 孙光国 刘媛媛 △王海连 △刘伟光 张馨元

9 张姝凡 供应链管理与企业现金持有问题研究——以太钢不锈为例 于悦 孙光国 刘媛媛 △王海连 △刘伟光 张馨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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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级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分组名单（全日制 9组）

答辩时间：2022 年 4 月 24 日 8:00-12:00 腾讯会议号：207-738-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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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雅琪 D 会计师事务所关联方交易审计风险案例研究 罗菲 唐大鹏 △郑艳茹 张婷婷 △李唯哲 梁仕航

2 高冉 新审计准则下房地产行业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研究—以 6 家试点房企为例 曲明 唐大鹏 △郑艳茹 张婷婷 △李唯哲 梁仕航

3 刘玠含 碳中和背景下的企业碳会计信息披露问题探究——以中石油为例 陈艳 唐大鹏 △郑艳茹 张婷婷 △李唯哲 梁仕航

4 赵天极 A矿业公司资金活动内部控制研究 祁渊 唐大鹏 郑艳茹 △张婷婷 △李唯哲 梁仕航

5 耿文博 医药企业审计风险及应对研究—以辅仁药业为例 姜博 唐大鹏 郑艳茹 △张婷婷 △李唯哲 梁仕航

6 张梦凡 行政处罚对不同规模会计师事务所的影响研究——以 L 和 R 事务所为例 张文兰 唐大鹏 郑艳茹 △张婷婷 △李唯哲 梁仕航

7 王众 科创板生物医药企业的审计风险研究-以微芯生物为例 姜博 唐大鹏 郑艳茹 △张婷婷 △李唯哲 梁仕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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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级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分组名单（全日制 10 组）

答辩时间：2022 年 4 月 23 日 13:30-17:00 腾讯会议号：450-13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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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琳 火炬电子"零元"员工持股计划激励效应研究 耿云江 刘凌冰 △宋淑琴 刘博 △王淑芳 刘月佳

2 邹璐阳 高新技术企业股权激励实施效果及方案优化研究——以海康威视为例 王海连 刘凌冰 △宋淑琴 刘博 △王淑芳 刘月佳

3 邹璐莲 科创板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实施效果研究——以乐鑫科技为例 刘英明 刘凌冰 △宋淑琴 刘博 △王淑芳 刘月佳

4 邹子家 反收购条款与公司战略选择 陈克兢 刘凌冰 △宋淑琴 刘博 △王淑芳 刘月佳

5 孙铭 B交通局财务共享服务中心构建方案研究 赵合喜 刘凌冰 △宋淑琴 刘博 △王淑芳 刘月佳

6 周贝贝 金科股份员工持股计划实施动因及效果研究 卜君 刘凌冰 宋淑琴 △刘博 △王淑芳 刘月佳

7 刘思辰 H公司股权激励下的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研究 陈艳 刘凌冰 宋淑琴 △刘博 △王淑芳 刘月佳

8 于秀敏 新三板挂牌公司股权激励方案优化研究——以 HX 公司为例 唐睿明 刘凌冰 宋淑琴 △刘博 △王淑芳 刘月佳

9 王美懿 IPO 前的股权激励——以上海硅产业 IPO 为例 甄红线 刘凌冰 宋淑琴 △刘博 △王淑芳 刘月佳

10 王硕 科力远大股东减持中的盈余管理行为研究——基于员工持股计划视角 莫冬燕 刘凌冰 宋淑琴 △刘博 △王淑芳 刘月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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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级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分组名单（全日制 11 组）

答辩时间：2022 年 4 月 24 日 18:00-21:00 腾讯会议号：684-588-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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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梦洁 反收购条款会诱发管理层短视行为吗——基于 MD&A 文本分析的经验证据 陈克兢 姜英兵 △莫冬燕 于悦 △邱闯 张心怡

2 孟莹 董监高责任保险对企业债务融资影响的实证研究 宋淑琴 姜英兵 △莫冬燕 于悦 △邱闯 张心怡

3 周佳欣 上市公司设置反收购条款的影响因素及效果研究 陈克兢 姜英兵 △莫冬燕 于悦 △邱闯 张心怡

4 肖雅文 国轩高科绿色债券融资问题案例研究 熊伟 姜英兵 △莫冬燕 于悦 △邱闯 张心怡

5 郭轶群
红筹股回归科创板的动因、效果及成功回归的关键因素分析——以中芯国际为

例
王海连 姜英兵 莫冬燕 △于悦 △邱闯 张心怡

6 王博超 新能源政策对于汽车企业盈余质量的影响研究 孙光国 姜英兵 莫冬燕 △于悦 △邱闯 张心怡

7 郭梦影 ST 中珠大股东关联交易掏空上市公司案例研究 郑艳茹 姜英兵 莫冬燕 △于悦 △邱闯 张心怡

8 于成龙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动因及经济后果分析——以云南旅游并购案为例 周萍 姜英兵 莫冬燕 △于悦 △邱闯 张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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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级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分组名单（全日制 12 组）

答辩时间：2022 年 4 月 23 日 13:30-17:00 腾讯会议号：946-711-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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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馨 物流企业供应链金融的财务风险研究——海格物流 张婷婷 甄红线 △张文兰 孙文章 △张彦明 徐青

2 刘璐 公司章程自治性条款与超额现金持有——基于反收购条款的实证研究 陈克兢 甄红线 △张文兰 孙文章 △张彦明 徐青

3 孙吉伟 华夏幸福债务违约案例研究 牛彦秀 甄红线 △张文兰 孙文章 △张彦明 徐青

4 侯敏惠 上市公司商誉减值成因及防范对策的研究-以国创高新并购深圳云房为例 熊伟 甄红线 张文兰 △孙文章 △张彦明 徐青

5 高蕴茗
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国有企业实行员工持股计划的绩效研究——以郑

煤机为例
曲明 甄红线 张文兰 △孙文章 △张彦明 徐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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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级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分组名单（全日制 13 组）

答辩时间：2022 年 4 月 24 日 9:00-12:00 腾讯会议号：534-631-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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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美彤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视角下康得新盈余管理行为研究 任翠玉 刘行 △刘英明 莫冬燕 △臧德盛 洪晓明

2 杨爽 国药集团混合所有制改革动因、路径及效果研究 唐睿明 刘行 △刘英明 莫冬燕 △臧德盛 洪晓明

3 杨一丁 煤炭行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问题研究——以 J 公司为例 任月君 刘行 △刘英明 莫冬燕 △臧德盛 洪晓明

4 王思维 企业高管薪酬攀比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 陈艳 刘行 刘英明 △莫冬燕 △臧德盛 洪晓明

5 杨嘉琪 新《公司法》背景下股票回购动因及效应研究——以美的集团为例 宋淑琴 刘行 刘英明 △莫冬燕 △臧德盛 洪晓明

6 王变变 汽车零部件制造企业全面预算管理研究—以 Z 公司为例 罗菲 刘行 刘英明 △莫冬燕 △臧德盛 洪晓明

7 王佳彤 财税一体化共享平台探索与建设研究——以 HE 集团为例 赵合喜 刘行 刘英明 △莫冬燕 △臧德盛 洪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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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级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分组名单（全日制 14 组）

答辩时间：2022 年 4 月 25 日 8:30-12:00 腾讯会议号：786-547-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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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晓琳 作业成本法在 D 船用曲轴公司的设计研究 牛彦秀 任月君 △崔刚 姚蕾蕾 △沈悦 陈禹含

2 黄佳雪 纺织服装业供应链成本管理分析--以美邦服饰为例 罗菲 任月君 △崔刚 姚蕾蕾 △沈悦 陈禹含

3 王靖雯 作业成本法在 L 分公司的设计研究 牛彦秀 任月君 △崔刚 姚蕾蕾 △沈悦 陈禹含

4 杨眉 基于价值链的天润乳业成本管理研究 许浩然 任月君 △崔刚 姚蕾蕾 △沈悦 陈禹含

5 于佳宁 美的并购小天鹅的协同效应研究 程砚秋 任月君 崔刚 △姚蕾蕾 △沈悦 陈禹含

6 侯名伟 基于价值链视角下企业盈利模式研究——以 M 公司为例 王满 任月君 崔刚 △姚蕾蕾 △沈悦 陈禹含

7 李孟格 证券虚假陈述中会计师事务所的民事责任研究——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为例 樊子君 任月君 崔刚 △姚蕾蕾 △沈悦 陈禹含

8 何欣 利益相关者视角下 W 公司社会责任评价研究 牛彦秀 任月君 崔刚 △姚蕾蕾 △沈悦 陈禹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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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级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分组名单（全日制 15 组）

答辩时间：2022 年 4 月 24 日 8:30-12:00 腾讯会议号：582-911-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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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璐璐 轻资产运营模式下企业财务战略研究——以美的集团为例 赵梅 梁爽 △樊子君 赵振洋 △隋国军 吴诗凡

2 卢馨 产品市场竞争与企业环保投资研究——兼论银行授信的影响 宋淑琴 梁爽 △樊子君 赵振洋 △隋国军 吴诗凡

3 邢璐 新三板企业转板科创板信息披露问题研究——以泰坦科技为例 熊伟 梁爽 △樊子君 赵振洋 △隋国军 吴诗凡

4 盛旭晴 新《证券法》中的投资者保护制度研究——以康美药业集体诉讼为例 甄红线 梁爽 △樊子君 赵振洋 △隋国军 吴诗凡

5 李美娜
控制权分配视角下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大股东资金侵占行为研究——以舍得酒业

为例
莫冬燕 梁爽 △樊子君 赵振洋 △隋国军 吴诗凡

6 周琳 基于平衡计分卡的浙富控股并购申联环保绩效研究 罗菲 梁爽 樊子君 △赵振洋 △隋国军 吴诗凡

7 于欣言 注册会计师对化工行业持续经营能力审计研究—D 事务所对 L公司为例 郑艳茹 梁爽 樊子君 △赵振洋 △隋国军 吴诗凡

8 曹仁昱 校企集团破产重整问题研究——以紫光集团为例 姜博 梁爽 樊子君 △赵振洋 △隋国军 吴诗凡

9 刘晗 基于数字孪生优化供应链成本管理研究——以国美零售为例 赵合喜 梁爽 樊子君 △赵振洋 △隋国军 吴诗凡

10 冯世豪 H 公司私募股权融资中运用对赌协议的问题研究 陈艳 梁爽 樊子君 △赵振洋 △隋国军 吴诗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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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级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分组名单（全日制 16 组）

答辩时间：2022 年 4 月 25 日 19:00-21:00 腾讯会议号：459-482-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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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喻舒阳 泰格医药连续并购绩效研究 王玉红 常丽 △刘博 崔发婧 △张爽 盛元

2 李嘉欣 基于价值链的 M 服装公司现金流风险管理研究 周萍 常丽 △刘博 崔发婧 △张爽 盛元

3 白宇恒 国资纾困对民营企业资金链的影响研究——以怡亚通公司为例 王海连 常丽 △刘博 崔发婧 △张爽 盛元

4 夏雨菲 供水企业平衡计分卡设计研究——以 L 公司为例 刘凌冰 常丽 刘博 △崔发婧 △张爽 盛元

5 李明慧 新零售模式下企业财务风险管理研究-以 YH 超市为例 耿云江 常丽 刘博 △崔发婧 △张爽 盛元

6 孙若馨 休闲食品行业轻资产运营模式盈利能力分析——以三只松鼠为例 王海连 常丽 刘博 △崔发婧 △张爽 盛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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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级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分组名单（非全 2组）

答辩时间：2022 年 4 月 23 日 18:00-21:00 腾讯会议号：204-373-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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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晶 国有贸易企业内部控制优化研究——以 KPA 公司为例 程砚秋 李日昱 △周萍 姚蕾蕾 △陈广宇 左琳

2 宋东霓 T面包公司基于价值链的战略成本管理研究 崔刚 李日昱 △周萍 姚蕾蕾 △陈广宇 左琳

3 时宇丽 减排背景下我国电力行业碳减排成本管理研究-以大唐发电为例 许浩然 李日昱 周萍 △姚蕾蕾 △陈广宇 左琳

4 毛虹丹 新零售业务模式下作业成本法在 D 银行的应用研究 常丽 李日昱 周萍 △姚蕾蕾 △陈广宇 左琳

5 王思邈 基于作业成本法的丹尼格尔物流成本控制研究 梁爽 李日昱 周萍 △姚蕾蕾 △陈广宇 左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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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级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分组名单（非全 3组）

答辩时间：2022 年 4 月 23 日 18:00-21:00 腾讯会议号：756-809-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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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翠翠 L公司国际税务管理案例分析 刘英明 陈文铭 △朱荣 曲明 △刘璐 卢彦冰

2 李文玲 社会审计共享服务中心构建研究—以 X会计师事务所为例 甄阜铭 陈文铭 △朱荣 曲明 △刘璐 卢彦冰

3 杨凤娇 RPA 在 E 公司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应用研究 刘英明 陈文铭 △朱荣 曲明 △刘璐 卢彦冰

4 赵霞 新审计准则下医药行业上市公司关键审计事项披露问题研究 耿玮 陈文铭 朱荣 △曲明 △刘璐 卢彦冰

5 孙悦 个人所得税改革背景下的综合所得纳税筹划—以 F 公司为例 刘行 陈文铭 朱荣 △曲明 △刘璐 卢彦冰

6 宋吉峰 电网企业数字化审计优化对策研究——以 N电网公司为例 孙光国 陈文铭 朱荣 △曲明 △刘璐 卢彦冰

7 高文雯 互联网企业财务共享服务中心案例研究-以 S 集团为例 任翠玉 陈文铭 朱荣 △曲明 △刘璐 卢彦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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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级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分组名单（非全 4组）

答辩时间：2022 年 4 月 23 日 17:00-18:00 腾讯会议号：337-953-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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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浩然 基于平衡计分卡的民办高校绩效评价研究—以 A 高校为例 常丽 耿云江 王玉红 △罗菲 △孙凤文 陈素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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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级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分组名单（非全 5组）

答辩时间：2022 年 4 月 25 日 18:00-20:00 腾讯会议号：355-445-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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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艺 国资入股对科技创新型企业财务困境治理的影响-以维信诺为例 于悦 唐睿明 △熊伟 卜君 △沈悦 殷长莹

2 吕静宜 多元化经营模式下 M 企业财务风险问题研究 陈艳 唐睿明 熊伟 △卜君 △沈悦 殷长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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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级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分组名单（非全 6组）

答辩时间：2022 年 4 月 25 日 18:00-21:00 腾讯会议号：624-495-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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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洪玮 S公司并购 M教育公司并购估值研究 牛彦秀 宋淑琴 △陈克兢 于悦 △陈钊新 武倩

2 吴晗毓 Y房地产公司融资现状及策略的研究 熊伟 宋淑琴 △陈克兢 于悦 △陈钊新 武倩

3 葛晓童 W市村镇银行风险管理研究 崔刚 宋淑琴 △陈克兢 于悦 △陈钊新 武倩

4 刘译婷 仓储式会员店的盈利模式及其效果研究——以 Costco 为例 孙光国 宋淑琴 陈克兢 △于悦 △陈钊新 武倩

5 李宇宁
隆基股份股权激励机制对技术创新治理

效应研究
刘媛媛 宋淑琴 陈克兢 △于悦 △陈钊新 武倩

6 苏薇 爱尔眼科基于“上市公司+PE”模式并购的协同效应研究 唐睿明 宋淑琴 陈克兢 △于悦 △陈钊新 武倩

7 韩冬雪 并购重组中业绩承诺风险研究——以联建光电并购分时传媒为例 姚蕾蕾 宋淑琴 陈克兢 △于悦 △陈钊新 武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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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级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分组名单（非全 7组）

答辩时间：2022 年 4 月 24 日 19:00-21:00 腾讯会议号：734-863-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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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嘉琦 关于研发支出过度资本化问题的研究 王海连 任翠玉 △许浩然 崔发婧 △庞志刚 盛元

2 邓天依 基于关联交易的上市公司盈余管理问题研究-以 A 公司为例 常丽 任翠玉 △许浩然 崔发婧 △庞志刚 盛元

3 朱庭萱 ST 上市公司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研究—以秦川机床为例 刘英明 任翠玉 许浩然 △崔发婧 △庞志刚 盛元

4 于文颖 新三板挂牌企业财务舞弊动因及治理分析--以 Z公司为例 李日昱 任翠玉 许浩然 △崔发婧 △庞志刚 盛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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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级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分组名单（非全 8组）

答辩时间：2022 年 4 月 23 日 13:30-16:30 腾讯会议号：435-432-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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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闫亮 A公司财务共享模式下员工费用报销流程优化研究 梁爽 秦志敏 △程廷福 张婷婷 △孙凤文 冯祎宁

2 肖翠 贸易摩擦对企业银行贷款的影响研究——来自贷款期限结构的证据 孙光国 秦志敏 △程廷福 张婷婷 △孙凤文 冯祎宁

3 陈月 基于平衡计分卡的洽洽食品员工持股计划实施效果研究 莫冬燕 秦志敏 △程廷福 张婷婷 △孙凤文 冯祎宁

4 江雨晗 员工持股计划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以物产中大集团为例 崔刚 秦志敏 程廷福 △张婷婷 △孙凤文 冯祎宁

5 王伊彤 基于平衡计分卡的 A公司绩效评价体系构建研究 周萍 秦志敏 程廷福 △张婷婷 △孙凤文 冯祎宁

6 金志豪 基层税务机关绩效管理体系研究 -以国家税务总局 T县税务局为例 耿玮 秦志敏 程廷福 △张婷婷 △孙凤文 冯祎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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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