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开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线上答辩公告（六）
论文编号 学号 答辩人 答辩委员 答辩秘书 答辩时间 答辩平台ID号 论文题目
202006046 2320170426 刘磊 张金成 林润辉 古志辉 卿志琼 董维忠 刘欢 2020/5/21上午8点30 901929706 基于顾客让渡价值理论的天津MX民宿企业发展策略研究
202006066 2320170494 王大伟 张金成 林润辉 古志辉 卿志琼 董维忠 刘欢 2020/5/21上午8点30 901929706 D公司中国传动事业部营销策略研究
202006105 2320170707 徐林森 张金成 林润辉 古志辉 卿志琼 董维忠 刘欢 2020/5/21上午8点30 901929706 CREG公司隧道掘进装备国际营销策略研究
202006115 2120183039 李佳 张金成 林润辉 古志辉 卿志琼 董维忠 刘欢 2020/5/21上午8点30 901929706 DK建筑装饰公司发展战略研究
202006104 2320170702 吕明 张金成 林润辉 古志辉 卿志琼 董维忠 刘欢 2020/5/21上午8点30 901929706 保险中介公司营销策略研究--以HL保险代理公司为例
202006045 2320170424 刘杰 张金成 林润辉 古志辉 卿志琼 董维忠 刘欢 2020/5/21上午8点30 901929706 中小型航空维修企业生产效率提升的对策研究- 以G公司为例
202006072 2320170522 卫军 张金成 林润辉 古志辉 卿志琼 董维忠 刘欢 2020/5/21下午1点30 901929706 H银行金融科技创新发展策略研究
202006042 2320170411 梁立忠 张金成 林润辉 古志辉 卿志琼 董维忠 刘欢 2020/5/21下午1点30 901929706 基于员工需求角度的精益生产推广研究
202006021 2320170294 边超 张金成 林润辉 古志辉 卿志琼 董维忠 刘欢 2020/5/21下午1点30 901929706 GX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方案设计研究
202006030 2320170347 耿萌 张金成 林润辉 古志辉 卿志琼 董维忠 刘欢 2020/5/21下午1点30 901929706 A金融控股集团公司管控优化策略研究
202006065 2320170493 王宸 张金成 林润辉 古志辉 卿志琼 董维忠 刘欢 2020/5/21下午1点30 901929706 滨海新区政务服务中心运营策略研究
202006051 2320170440 刘洋 张金成 林润辉 古志辉 卿志琼 董维忠 刘欢 2020/5/21下午1点30 901929706 BY金融租赁公司竞争战略研究

南开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线上答辩公告（七）
论文编号 学号 答辩人 答辩委员 答辩秘书 答辩时间 答辩平台ID号 论文题目
202006057 2320170456 满鑫 齐岳 王曼舒 梅丹 覃家琦 高玉章 赵乐 2020/5/21上午8点30 452308310 基于哈佛分析框架对创业企业的综合评价研究
202006103 2320170701 卢韵帆 齐岳 王曼舒 梅丹 覃家琦 高玉章 赵乐 2020/5/21上午8点30 452308310 A寿险公司开发残疾儿童终生安养保险产品的研究
202006091 2320170628 李强 齐岳 王曼舒 梅丹 覃家琦 高玉章 赵乐 2020/5/21上午8点30 452308310 考量资产减值因素的企业效益评价指标研究---以东方精工为例
202006089 2320170624 崔青斌 齐岳 王曼舒 梅丹 覃家琦 高玉章 赵乐 2020/5/21上午8点30 452308310 Z公司风险导向项目采购审计研究
202006009 2120152850 张鸣昊 齐岳 王曼舒 梅丹 覃家琦 高玉章 赵乐 2020/5/21上午8点30 452308310 基于业财融合的ZB招标公司全面预算管理研究
202006054 2320170448 吕孟颖 齐岳 王曼舒 梅丹 覃家琦 高玉章 赵乐 2020/5/21上午8点30 452308310 XY银行天津分行国际业务发展策略研究
202006123 2120183049 王佳晨子 齐岳 王曼舒 梅丹 覃家琦 高玉章 赵乐 2020/5/21下午1点30 452308310 B银行企业信用评级模型优化——以医药制造企业信用评级为例
202006007 2120152843 张国庆 齐岳 王曼舒 梅丹 覃家琦 高玉章 赵乐 2020/5/20下午1点30 452308310 Z银行反洗钱风险管理体系优化研究
202006067 2320170496 王慧玲 齐岳 王曼舒 梅丹 覃家琦 高玉章 赵乐 2020/5/20下午1点30 452308310 麦格纳镜像精益成本管理研究
202006097 2320170670 刘佳荣 齐岳 王曼舒 梅丹 覃家琦 高玉章 赵乐 2020/5/20下午1点30 452308310 沈阳LY集团的内部控制与研究
202006084 2320170591 张如财 齐岳 王曼舒 梅丹 覃家琦 高玉章 赵乐 2020/5/20下午1点30 452308310 LA公司财务战略研究

南开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线上答辩公告（八）
论文编号 学号 答辩人 答辩委员 答辩秘书 答辩时间 答辩平台ID号 论文题目
202006018 2120172918 徐长虹 侯文华 安利平 方磊 邢金刚 林守江 张涵 2020/5/21上午8点30 391300533 H公司零部件进口物流网络的运营改善与实施研究
202006020 2120172924 张梦瑶 侯文华 安利平 方磊 邢金刚 林守江 张涵 2020/5/21上午8点30 391300533 R公司跨境电商业务的商业模式设计及保障机制研究
202006023 2320170310 崔馨予 侯文华 安利平 方磊 邢金刚 林守江 张涵 2020/5/21上午8点30 391300533 军品企业T公司的原材料库存管理改善与实施研究
202006088 2320170620 朱荣 侯文华 安利平 方磊 邢金刚 林守江 张涵 2020/5/21上午8点30 391300533 A公司干细胞存储业务客户满意度测评与提升研究
202006031 2320170362 韩鹏 侯文华 安利平 方磊 邢金刚 林守江 张涵 2020/5/21上午8点30 391300533 X风能公司基于区块链技术的供应链金融业务优化研究
202006019 2120172919 杨海宏 侯文华 安利平 方磊 邢金刚 林守江 张涵 2020/5/21上午8点30 391300533 HN薄膜发电公司物料类供应商绩效评价及改进研究

南开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线上答辩公告（九）
论文编号 学号 答辩人 答辩委员 答辩秘书 答辩时间 答辩平台ID号 论文题目
202006024 2320170323 董力 严建援 石鉴 梁峰 李勇建 林守江 张涵 2020/5/22上午8点30 268757791 V汽车零部件公司质量保障IT系统优化研究
202006048 2320170433 刘潇 严建援 石鉴 梁峰 李勇建 林守江 张涵 2020/5/22上午8点30 268757791 W汽车零部件工厂物流成本优化方案研究
202006086 2320170605 章鹏 严建援 石鉴 梁峰 李勇建 林守江 张涵 2020/5/22上午8点30 268757791 B公司库存管理策略改进研究
202006077 2320170553 杨旭 严建援 石鉴 梁峰 李勇建 林守江 张涵 2020/5/22上午8点30 268757791 车联网项目在AK农机企业的实施及管理研究
202006132 2120183059 郑之盟 严建援 石鉴 梁峰 李勇建 林守江 张涵 2020/5/22上午8点30 268757791 企业生命周期视角下天津港集团长期股权投资战略研究

南开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线上答辩公告（十）
论文编号 学号 答辩人 答辩委员 答辩秘书 答辩时间 答辩平台ID号 论文题目
202006005 2120152678 刘奇 张金成 申光龙 牛芳 卿志琼 庞建国 梅丹 2020/5/22上午8点30 305341392 S水下机器人公司营销策略研究
202006016 2120172897 李佳琦 张金成 申光龙 牛芳 卿志琼 庞建国 梅丹 2020/5/22上午8点30 305341392 TF港口机械工程公司战略制定与实施研究
202006017 2120172912 石立立 张金成 申光龙 牛芳 卿志琼 庞建国 梅丹 2020/5/22上午8点30 305341392 新医改背景下3S医药企业营销战略研究
202006073 2320170527 温晓蓓 张金成 申光龙 牛芳 卿志琼 庞建国 梅丹 2020/5/22上午8点30 305341392 K公司面向工业4.0的竞争力提升策略研究



202006028 2320170339 高杰 张金成 申光龙 牛芳 卿志琼 庞建国 梅丹 2020/5/22上午8点30 305341392效果推理视角下孵化器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研究：以科大讯飞智汇谷为例

南开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线上答辩公告（十一）
论文编号 学号 答辩人 答辩委员 答辩秘书 答辩时间 答辩平台ID号 论文题目
202006060 2320170470 盛阳 焦媛媛 胡望斌 李季 邢金刚 刘向东 刘欢 2020/5/22上午8点30 930334616 HY公司设备融资租赁业务的竞争战略研究
202006044 2320170420 刘冬冬 焦媛媛 胡望斌 李季 邢金刚 刘向东 刘欢 2020/5/22上午8点30 930334616 DKL中国公司儿童自行车业务的竞争战略研究
202006136 2320170680 李鹏飞 焦媛媛 胡望斌 李季 邢金刚 刘向东 刘欢 2020/5/22上午8点30 930334616 LCY政务云营销战略研究
202006003 2120152644 李若辰 焦媛媛 胡望斌 李季 邢金刚 刘向东 刘欢 2020/5/22上午8点30 930334616 CH资产管理公司竞争战略研究
202006011 2120162825 邓冰鑫 焦媛媛 胡望斌 李季 邢金刚 刘向东 刘欢 2020/5/22上午8点30 930334616 H（中国）能源服务有限公司竞争战略研究
202006037 2320170390 李赫 焦媛媛 胡望斌 李季 邢金刚 刘向东 刘欢 2020/5/22上午8点30 930334616 山河集团建设工程项目风险管理研究
202006076 2320170548 杨帆 焦媛媛 胡望斌 李季 邢金刚 刘向东 刘欢 2020/5/22下午1点30 930334616 C公司流域综合治理项目管理模式研究
202006096 2320170655 李婷婷 焦媛媛 胡望斌 李季 邢金刚 刘向东 刘欢 2020/5/22下午1点30 930334616 配电设备销售项目客户沟通管理研究---以KD企业为例
202006039 2320170394 李满元 焦媛媛 胡望斌 李季 邢金刚 刘向东 刘欢 2020/5/22下午1点30 930334616 LH地产公司产品差异化竞争战略研究
202006010 2120162809 柴懿 焦媛媛 胡望斌 李季 邢金刚 刘向东 刘欢 2020/5/22下午1点30 930334616 M独立设计师品牌公司的竞争战略研究
202006062 2320170479 孙茜薇 焦媛媛 胡望斌 李季 邢金刚 刘向东 刘欢 2020/5/22下午1点30 930334616 TLJ养老院的竞争战略研究

202006135 2320170536 谢戬 焦媛媛 胡望斌 李季 邢金刚 刘向东 刘欢 2020/5/22下午1点30 930334616
信息技术变革对银行网络金融业务的影响——基于平安银行的案

例研究

南开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线上答辩公告（十二）
论文编号 学号 答辩人 答辩委员 答辩秘书 答辩时间 答辩平台ID号 论文题目
202006022 2320170300 陈曼蓉 李东进 许晖 郑晓莹 吴晓云 伊亚敏 张涵 2020/5/25上午8点30 296534466 YJY礼仪培训公司市场营销策略研究
202006112 2120183036 胡晓楠 李东进 许晖 郑晓莹 吴晓云 伊亚敏 张涵 2020/5/25上午8点30 296534466 乐友旅行社服务质量与满意度提升策略研究
202006124 2120183050 王智 李东进 许晖 郑晓莹 吴晓云 伊亚敏 张涵 2020/5/25上午8点30 296534466 一通教育职业猫项目服务营销策略研究
202006071 2320170518 王悦 李东进 许晖 郑晓莹 吴晓云 伊亚敏 张涵 2020/5/25上午8点30 296534466 C企业品牌营销策略及其实施研究
202006027 2320170338 高航 李东进 许晖 郑晓莹 吴晓云 伊亚敏 张涵 2020/5/25上午8点30 296534466 天津ZJ半导体材料公司营销策略及其实施研究
202006069 2320170505 王伟民 李东进 许晖 郑晓莹 李桂华 伊亚敏 张涵 2020/5/25下午1点30 296534466 S汽车咨询公司关系营销策略研究
202006109 2120183033 陈星尹 李东进 许晖 郑晓莹 李桂华 伊亚敏 张涵 2020/5/25下午1点30 296534466 A教育集团素质教育综合体项目市场营销策略研究
202006129 2120183056 张凌歌 李东进 许晖 郑晓莹 李桂华 伊亚敏 张涵 2020/5/25下午1点30 296534466 中信证券经纪业务服务营销策略研究
202006035 2320170381 孔梓 李东进 许晖 郑晓莹 李桂华 伊亚敏 张涵 2020/5/25下午1点30 296534466 A制药公司降糖药市场营销策略研究
202006116 2120183040 李璐欣 李东进 许晖 郑晓莹 李桂华 伊亚敏 张涵 2020/5/25下午1点30 296534466 Rise英语培训机构营销策略研究

南开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线上答辩公告（十三）
论文编号 学号 答辩人 答辩委员 答辩秘书 答辩时间 答辩平台ID号 论文题目
202006107 2120183031 车东隅 杨斌 崔勋 张立富 王健友 王德荣 李全 2020/5/25上午8点30 113400257 家电销售企业售后部门员工培训优化研究——以A公司为例
202006118 2120183042 连晓娜 杨斌 崔勋 张立富 王健友 王德荣 李全 2020/5/25上午8点30 113400257 疫情危机下企业用工合规性问题与策略研究-以F公司为例

202006125 2120183051 谢锐 杨斌 崔勋 张立富 王健友 王德荣 李全 2020/5/25上午8点30 113400257 电子开关制造企业管理培训生项目实施中的问题与改进研究——以C公
司为例

202006083 2320170582 张凯 杨斌 崔勋 张立富 王健友 王德荣 李全 2020/5/25上午8点30 113400257 PA银行TY分行客户经理绩效考核体系优化研究
202006058 2320170461 钱堃 杨斌 崔勋 张立富 王健友 王德荣 李全 2020/5/25上午8点30 113400257 基于胜任力模型开发的财务人才梯队建设研究——以SY公司为例
202006131 2120183058 张希瑞 杨斌 崔勋 张立富 王健友 王德荣 李全 2020/5/25上午8点30 113400257 Y集团中高端人才招聘体系优化研究
202006122 2120183047 孙伟伟 杨斌 崔勋 袁庆宏 吕峰 王德荣 李全 2020/5/25下午1点30 113400257 基于个人—环境匹配视角的DK公司员工流失及管理策略研究
202006049 2320170436 刘晓丹 杨斌 崔勋 袁庆宏 吕峰 王德荣 李全 2020/5/25下午1点31 113400257 智能化转型背景下Z银行H支行 员工绩效考核体系优化研究
202006033 2320170373 纪龙佳 杨斌 崔勋 袁庆宏 吕峰 王德荣 李全 2020/5/25下午1点32 113400257 基于服务蓝图的天津空管管制服务质量研究
202006085 2320170601 张艺超 杨斌 崔勋 袁庆宏 吕峰 王德荣 李全 2020/5/25下午1点33 113400257 A房地产公司组织结构与项目绩效影响研究
202006108 2120183032 陈雯雯 杨斌 崔勋 袁庆宏 吕峰 王德荣 李全 2020/5/25下午1点34 113400257 PA银行企业文化建设问题与改进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