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上半年硕士学位论文盲评名单（随机抽取部分）
序号 学院 专业名称 姓名 学号 导师姓名 论文名称 学位类别 备注

1 经济学院 国际商务 彭博 201712020077 苏应蓉
美国货币政策对我国上证价格指数的影响

研究
全日制专业硕士

2 经济学院 国际商务 郝庆诚 201712020078 佘群芝 中国制造业贸易成本影响因素研究 全日制专业硕士

3 经济学院 国际商务 陈领 201712020082 杨艳红
ICT对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影响--基于跨国数

据的分析
全日制专业硕士

4 经济学院 国际商务 陈永强 201712020087 孙荃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影响 全日制专业硕士

5 经济学院 国际商务 李家伦 201712020088 佘群芝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

杂度影响研究
全日制专业硕士

6 经济学院 国际商务 胡梦媛 201712020092 杨波 东道国制度质量与中国资源类企业海外并

购
全日制专业硕士

7 经济学院 国际商务 胡文静 201712020097 朱延福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制造业环境全要素生

产率的影响
全日制专业硕士

8 经济学院 国际商务 石蕙兰 201712020098 佘群芝
中国环境规制对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影响-

基于污染密集型行业的实证研究
全日制专业硕士

9 经济学院 国际商务 廖雨欣 201712020102 余娟娟 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就业效应研究 全日制专业硕士

10 经济学院 国际商务 郑璐瑶 201712020107 杨波
东道国技术创新水平对我国制造业海外并

购的影响——基于G20国家的实证分析
全日制专业硕士

11 经济学院 国际商务 郏欣媛 201712020108 郑道文
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产业集聚与外贸竞争

力的关系研究
全日制专业硕士

12 经济学院 国际商务 盛文婕 201712020112 郑道文
我国新能源汽车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测度及

其影响因素分析
全日制专业硕士

13 经济学院 国际商务 刘好洁 201712020117 苏应蓉
新兴市场金融深化对短期跨境资本流动效

应的影响研究
全日制专业硕士

14 经济学院 国民经济学 代居念 2016110360 曾繁华 上海市财政政策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研究 学术型硕士

15 经济学院 国民经济学 陈思远 2016110361 曾繁华
湖北省科技创新供给能力评价与提升对策

研究
学术型硕士

16 经济学院 经济史 王修洁 2016110322 易棉阳 1958-1962年人民公社社队规模调整研究 学术型硕士

17 经济学院 经济史 余倩倩 2016110323 瞿商 中国经济重心的转移 学术型硕士

18 经济学院 经济思想史 陈芙蓉 2016110319 宋丽智 张素民制度经济思想研究 学术型硕士

19 经济学院 经济思想史 张庭 2016112452 邹进文 辛膺经济发展思想研究 学术型硕士

20 经济学院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张良 2016110356 高红贵
环境规制对中国污染产业转移的影响研究

——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分析
学术型硕士

21 经济学院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余寒 2016110357 陈浩
美国碳约束对中国机电产品出口的影响研

究——基于美国征收碳关税的设想
学术型硕士

22 经济学院 世界经济 自滢竹 2016110345 徐静
中国与APEC成员国的贸易潜力分析——基

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实证检验
学术型硕士

23 经济学院 世界经济 赵艺欣 2016110346 佘群芝
国际气候合作能提高碳税的经济效益吗

——基于DICE模型的国别分析
学术型硕士



24 经济学院 世界经济 马小博 2016110350 刘绮霞
中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与出口行为

研究
学术型硕士

25 经济学院 世界经济 赵思佳 2016112467 李小平
出口产品多元化对我国企业出口持续时间

的影响研究
学术型硕士

26 经济学院 世界经济
NURMAMEDO
V SHOHRAT

LXS2016010074 苏应蓉
汇率制度对出口贸易规模的影响—基于中

亚五国的比较研究
学术型硕士

27 经济学院 西方经济学 喻诗华 2016110325 熊毅
城市更名对城市发展的经济有效性分析

——基于双重差分法的实证研究
学术型硕士

28 经济学院 西方经济学 黄豫 2016110327 林相森
我国教育代际流动性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中介效应分析模型
学术型硕士

29 经济学院 西方经济学 张林 2016110331 丁际刚 政府创新补贴政策的效率评估 学术型硕士

30 经济学院 西方经济学 杨怀春 2016110337 卢现祥
制度性交易成本、市场化进程与地区经济

增长
学术型硕士

31 经济学院 西方经济学 周娟 2016110338 卢现祥
制度性交易成本与我国民营企业的进入及

投资效率
学术型硕士

32 经济学院 西方经济学 白金 2016110342 林相森
家庭照料需求与我国城镇中老年女性退出

劳动力市场行为研究
学术型硕士

33 经济学院 西方经济学 刘怡君 2016112458 葛结根
高管薪酬、薪绩敏感度与企业未来绩效的

研究
学术型硕士

34 经济学院 西方经济学 周琴 2016112459 张鸿武 我国人口老龄化对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分

析
学术型硕士

35 经济学院 西方经济学 郑涵茜 2016112464 胡雪萍
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时空演化机理与

影响因素研究
学术型硕士

36 经济学院 政治经济学 李琦婷 2016110315 梅金平 湖北省人口结构变动对居民消费影响研究 学术型硕士

37 经济学院 政治经济学 任民 2016110316 杨虎涛
服务业生产率变动与就业结构的关系研究

——鲍莫尔富克斯假说的中国验证
学术型硕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