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学号 开题题目 研究方法 导师

1 陈园园 201828240027 期满大学生村官流动后的职业困境与村官任职经历的关联研究 质性研究方法 陆奇斌

2 冯姝玲 201828240032
《城市生命线风险关联性评估指标体系设计与应用研究——以S省T市风险评估项目为例

》
质性/量化 周玲

3 霍然 201828240038 退休党员管理模式对比研究——以Z企业和H社区为例 质性研究方法 陆奇斌

4 刘振江 201828240047 台生对大陆刻板印象的改变：群际接触的影响 质性研究方法 王新松

5 伦林 201828240050 北京高学历流动人口对户籍需求的特征研究 质性/量化 田明

6 邱高强 201828240055 国有质检机构市场化改革现状分析-以国家级C质检中心为例 质性研究方法 陆奇斌

7 张娟娟 201828240074 中外学生混合住宿创新模式探索研究——以T大学为例 质性研究方法 陆奇斌

8 庄静 201828240080 公共安全视角下民航飞行安全风险管理研究——以H航空公司为例 质性研究方法 余晓敏

1 何雯 201622240096 政策执行视角下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机构运营资助政策研究 质性研究方法 陈彬莉

2 耿昊 201722240067 财务报销系统的优化及资金管控研究——以H单位为例 质性研究方法 高颖

3 崔馨月 201828240029 如何提升认知症照护型老年公寓的服务质量？ 质性研究 徐月宾 付媛媛

4 刁根才 201828240030 乡村治理视角下民族地区参与式扶贫模式研究——以XJ县社区发展基金为例 质性研究方法 陆奇斌、陶传进

5 高超 201828240033
 企业人才跳槽到公益组织的动机研究 质性研究方法 陆奇斌

6 马和子 201828240051 我国教育公益组织的项目运作研究——以新1001夜睡前故事公益项目为例 质性研究方法 陈彬莉，张玉荣

7 夏一萌 201828240064 不同层级志愿者参与动机及发展现状研究 质性研究方法 王振耀

8 许永康 201828240068 脱钩后政社合作关系网络的变化对资源利用方式的影响——以某行业协会为例 质性研究方法 陈彬莉

2019年秋季学期MPA开题安排（主要按学号顺序）

12月7日（周六）上午8:30-12:30，陶传进（组长）、陈彬莉、方黎明，地点：北师大后主楼2033会议室，开题秘书：刘丹青（18MSW）

12月7日（周六）上午8:30-12:00，余晓敏（组长）、王新松、时立荣，地点：北师大后主楼2027会议室，开题秘书：郑莉（19学硕）

12月7日（周六）上午8:30-12:30，田明（组长）、韩华为、吴三忙，地点：北师大后主楼2029会议室，开题秘书：白鹤菲（19学硕）



1 葛朝霞 201722240066 2010年以来我国高等学校分类政策与地方实践研究——以北京市属高校分类实践为例 质性研究方法 田东华   张维军

2 李远鑫 201828240042 城市随迁老人异地养老问题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质性研究方法 高颖

3 刘智杰 201828240048 北京市路侧停车相关政策对居住停车和出行停车的影响研究 质性研究方法 高颖

4 田宝方 201828240058 北京市“12345”政府热线服务机制优化研究 质性 高颖

5 徐通 201828240066 基于文本分析的纳税服务政策与优化策略研究——以北京市纳税服务局为例 质性研究方法 周玲

6 许佩佩 201828240067 公平与效率视角下的北京市小客车限购政策问题研究 质性/量化 乔东平

7 张添翼 201828240076 政府购买技术服务中的政企关系研究 质性研究方法 高颖

8 张婉 201828240077 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质性/量化 高颖

1 纪陈想 201828240039 社会企业影响力投资的模式与影响研究—基于成都朗力的案例研究 质性研究方法 余晓敏

2 康美君 201828240041 我国社会企业财务与社会绩效影响因素分析 定量研究方法 余晓敏

3 闫建超 201828240069 社区社会服务的三个层级—— 服务内容与主体的对比 质性研究方法 陈彬莉，陶传进

4 陈浩  201828240026 老旧小区综合改造居民参与研究——以北京市东城区H小区为例 质性研究方法 张玉荣

5 刘嫦 201828240043
 社会组织参与纠纷调解对促进金融安全治理的研究——以A区金融调解机构为例 质性研究方法 高颖

6 刘婕 201828240044 多元主体视角下民主党派参与社会治理探析——以民建对口帮扶黔西县为例 质性研究方法 王新松

7 彭旭兰 201828240054 多中心治理视角下社区治理合伙人机制研究—以海淀区曙光街道上河村社区为例 质性研究方法 张玉荣 陈彬莉

8 张雷 201828240075
 企业社会责任视角下的消费理念与消费行为分析-基于拼多多消费市场案例研究 质性研究方法 余晓敏

1 杨晓亮 201622240112 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商业保险补偿机制现况研究 质性研究 金承刚

12.8（周日）上午，8:30-12:30，周玲（组长）、徐晓新、沈华，地点：北师大后主楼2026会议室，开题秘书：陈征（19学硕）

1-3、8这四位同学上午3-4节有课，所以没按学号顺序

12月8日（周日）上午，8:30-12:00，王晓华（组长）、萨支红、郭静，地点：北师大后主楼2029会议室，开题秘书：张冰怡（19学硕）

tel:%E2%80%AA201828240026%E2%80%AC


2 崔琮琪 201828240028 中庸价值取向对职业倦怠的情景依存作用研究——基于首都公务员的调查 定量研究方法 田东华  张维军

3 葛鹏飞 201828240034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基层预防接种门诊视角下疫苗安全监管研究——以T县某乡镇

卫生院为例 
质性研究方法 胡晓江

4 黄银 201828240037 基层医务人员工作家庭冲突、职业倦怠与离职意愿的关系研究 定量研究方法 田东华  张维军

5 陆充 201828240049 医耗联动综合改革对止血类耗材的用量影响—以北京某三甲医院为例 量化研究 金承刚

6 彭伟博 201828240053 北京市医药分开综合改革方案对患者住院费用的影响——以北京某三级综合医院为例 量化研究 金承刚

7 智桐 201828240079 乙型肝炎病毒感染与恶性淋巴瘤发病的相关性研究及政策建议 定量研究方法 梁小云

1 段辉宇 201722240064 中国发展背景下的社会企业生存策略转型研究——以美中教育机构的TIP项目为例 质性研究方法 周玲

2 安宁 201828240024 首都机场应对极端天气策略研究 质性/量化 周玲

3 蔡静怡 201828240025 中小学安全风险分析与应对策略研究——以sd省为例 质性/量化 周玲

4 董耀茹 201828240031 城市Natech灾害链风险评估与对策研究--以TS风景区为例 质性/量化 周玲

5 胡士祥 201828240035 我国高速公路出行信息服务中政府与社会资源合作模式研究 质性/量化 周玲

6 敬娅 201828240040 基于文本分析的我国公共部门风险管理政策变迁研究 质性研究方法 周玲

7 王家琴 201828240060 基于文本分析的我国城市安全风险管理政策发展研究 质性研究方法 周玲

8 杨芳 201828240070 网络安全政策体系建设中的跨部门（多元主体）协同机制分析 质性/量化 周玲

12月8日（周日）下午，2:00-6:00，张强（组长）、刘凤芹、宿洁，地点：北师大后主楼2026会议室，开题秘书：陈征（19学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