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本次论文开题、预答辩将以线上形式进行。请各位同学提前下载好相关软件。 

2、开题、预答辩当天请提前 30 分钟登陆中目的答辩会议室，密码可在教学管理

信息系统中的答辩安排查询。 

进入ZOOM会议室的命名规则：“顺序-专业-学号”。 

ZOOM软件下载地址（https://zoom.us/download） 
 

时间：2022 年 12 月 27 日（星期二） 上午 9：00 

腾讯会议室：259861072 

序号 学号 专业 论文题目 

1 2020310066 财政学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税制结构优化研究 

2 2020310069 财政学 
政府采购本地偏向的形成机制、经济后果及治

理策略研究 

3 2020310070 财政学 
地方政府行为、营商环境建设与要素市场一体

化 

 

 

时间：2022 年 12 月 27 日（星期二） 下午 13：30 

ZOOM 会议室：84787175839 

序号 学号 专业 论文题目 

1 2020310071 财政学 
中国企业异常投资的避税动机、经济后果及治

理机制 研究 

2 2020310072 财政学 税收政策与产业链发展：塑造、传导与升级 

3 2020310075 税收学 增值税深化改革、成本加成与资源配置 

4 2020310076 税收学 企业所得税激励、劳动投入与劳动收入份额 

 

 

 

 

 

 



时间：2022 年 12 月 28 日（星期三） 上午 8：30 

ZOOM 会议室：84769160769 

序号 学号 专业 论文题目 

1 2019310051 财政学 
农村可持续减贫与财政资金的作用机制研究—

—基于收入和生计双重视角 

2 2018310049 财政学 财政再分配的理论、测度与影响因素研究 

3 2017310069 税收学 税务管理中信息错配问题研究 

 

 

时间：2022 年 12 月 28 日（星期三） 上午 9：00 

ZOOM 会议室：84284578840 

序号 学号 专业 论文题目 

1 2018310046 国民经济学 

经济发达地区城市郊区建设用地减量化空间正

义缺失测度、影响及政策研究 ——以上海市为

例 
 

 

时间：2022 年 12 月 28 日（星期三） 上午 9：00 

ZOOM 会议室：85279850999 

序号 学号 专业 论文题目 

1 2020310079 行政管理 制度压力、地方政府行为与环境治理绩效 

2 2020310085 公共政策 交通贫困、社会排斥与治理研究 

 

 

 

 

 

 

 

 



时间：2022 年 12 月 28 日（星期三） 下午 13：00 

ZOOM 会议室：85279850999 

序号 学号 专业 论文题目 

1 2017310064 行政管理 政府组织平台化转型对政府绩效影响的研究 

2 2019310064 行政管理 
公民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影响因素、作用机制

与效果评估 

3 2019310065 行政管理 
城市社区营造中多元主体合作治理的生发逻

辑、合作模式与合作结果的研究 

4 2020310078 行政管理 政府干预对青少年体质健康的增进效应  

 

 

时间：2022 年 12 月 28 日（星期三） 下午 13：30 

ZOOM 会议室：84769160769 

序号 学号 专业 论文题目 

1 2019310054 财政学 
新时代下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治理研究：基于有

效市场与有为政府耦合视角 

2 2019310062 税收学 “专利盒”优惠政策对创新发展的影响研究 

3 2018310066 税收学 研发税收减免、研发外包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时间：2022 年 12 月 28 日（星期三） 下午 13：30 

ZOOM 会议室：86430596538 

序号 学号 专业 论文题目 

1 2020310063 国民经济学 自然灾害对资本市场的影响研究 

2 2020310065 国民经济学 社交媒体对资本市场效率的影响研究 



时间：2022 年 12 月 28 日（星期三） 下午 13：30 

ZOOM 会议室：84284578840 

序号 学号 专业 论文题目 

1 2020310062 国民经济学 

自然资源综合减量化利用（CRUNR）：测度、影

响因素和绩效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基于省、

市层面视角的分析 

2 2020310074 房地产经济学 保障性租赁住房对新市民城市融入的影响研究 

3 2020310064 国民经济学 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影响研究 

 

 

时间：2022 年 12 月 29 日（星期四） 上午 8：30 

ZOOM 会议室：89398864325 

序号 学号 专业 论文题目 

1 2017310067 税收学 基于政策目标的我国增值税税率简并改革研究 

2 2019310050 财政学 中国城市土地配置效率的测度和优化研究 

3 2018310047 财政学 中国地区间税收与税源背离问题研究 

 

 

时间：2022 年 12 月 29 日（星期四） 下午 13：00 

ZOOM 会议室：89398864325 

序号 学号 专业 论文题目 

1 2019310060 税收学 限售股税收政策对公司权益分派的影响研究 

2 2019310056 财政学 中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配置效应研究 

3 2017310049 财政学 PPP项目的财政承受能力研究 

4 2019310052 财政学 
公共服务户籍分割与劳动力迁移——以基础教

育为例的实证研究 
 



时间：2022 年 12 月 30 日（星期五） 上午 9：00 

ZOOM 会议室：87428483910 

序号 学号 专业 论文题目 

1 2020310082 社会保障 
可及性和质量视角下公共卫生服务对流动人口

健康的影响研究 

2 2020310084 公共政策 
《社会保险法》实施对企业用工行为的影响研

究 

3 2020310086 公共政策 育儿支持政策的生育与福利效应分析 

 

 

时间：2022 年 12 月 30 日（星期五） 下午 13：00 

ZOOM 会议室：87428483910 

序号 学号 专业 论文题目 

1 2019310068 社会保障 
我国社区居家医养结合服务实践模式评价与效

果研究 

2 2019310067 社会保障 教育扩张、家庭养老与老年人福利 

3 2017310063 
公共经济政策

学 

缴费基数对低收入群体养老保险参保的影响研

究 

4 2019310072 公共政策 计划生育政策对中老年人福利的影响研究 

 

 

时间：2022 年 12 月 30 日（星期五） 下午 13：00 

ZOOM 会议室：83496927411 

序号 学号 专业 论文题目 

1 2019310053 财政学 环境信息公开、要素流动和地方税收收入 

2 2019310055 财政学 
扶贫政策、自我发展能力与进阶式脱贫效应研

究 

3 2019310057 财政学 村务信息公开对农村居民福利水平的影响研究 

4 2018310053 财政学 
政府审计监督与地方政府治理——基于三项审

计监督制度的经验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