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生姓名 攻读学位类别 学科专业(或专业领域) 论文题目

周轶伦 专业学位硕士 工商管理 基于顾客感知价值的C公司生鲜直投农产品定价策略研究

杨杰 专业学位硕士 工商管理 精益生产在H公司生产管理中的应用及问题改善研究

沈明昊 专业学位硕士 工商管理 S市轨道交通公司一号线安检服务质量提升研究

丁浩 专业学位硕士 工商管理 ST公司财务风险识别与防范措施研究

黄洪云 专业学位硕士 工商管理 重庆KF集团健康管理中心体检业务优化研究

郑丹丹 专业学位硕士 工商管理 H公司赊销信用风险管理问题研究

殷轶雯 专业学位硕士 工商管理 SD公司资金管理问题与对策研究

陈路林 专业学位硕士 工商管理 K药业公司的运营风险识别与防范对策研究

贾会广 专业学位硕士 工商管理 基于价值链的平顶山A煤炭企业成本管理研究

周奇瑞 专业学位硕士 工商管理 M集团小家电营销渠道管理优化研究

潘佳文 专业学位硕士 工商管理 C公司出口赊销贸易项下客户信用风险管理策略研究

2021年秋季学期工商管理硕士、旅游管理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安排公告

答辩开始时间：2021年 11月 20日 8 时30分                                      答辩地点：经管院A406教室

答辩委员会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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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姓名 攻读学位类别 学科专业(或专业领域) 论文题目

宋奉炜 专业学位硕士 工商管理 RZ发展工程咨询评估中心核心竞争力研究

符乾宇 专业学位硕士 工商管理 基于胜任力模型的G公司招聘管理研究

马纪红 专业学位硕士 工商管理 CJ证券公司财富管理业务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高大群 专业学位硕士 工商管理 S公司营销渠道数字化管理问题及对策研究

马莉 专业学位硕士 工商管理 JN银行全面预算管理问题研究

王胤 专业学位硕士 工商管理 RP制药公司采购管理流程优化研究

向探 专业学位硕士 工商管理 G银行A分行互联网金融业务营销策略研究

唐杰 专业学位硕士 工商管理 GT公司新产品开发资金管理问题及对策研究

欧阳齐越 专业学位硕士 工商管理 A金融集团内部审计智能化问题研究

曾耿 专业学位硕士 工商管理 A快递公司跨境客户精准营销策略研究

李忠 专业学位硕士 工商管理 J科技公司穿戴产品营销策略优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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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委员会组成

黄昌兵、曾宏、黄庆华、杜勇、刘新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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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姓名 攻读学位类别 学科专业(或专业领域) 论文题目

刘浩 专业学位硕士 工商管理 QR公司采购业务的内部控制研究

刘汉渝 专业学位硕士 工商管理 S企业采购计划优化对策研究

刘承东 专业学位硕士 工商管理 T公司风电场降本增效精益管理对策研究

廖力 专业学位硕士 工商管理 基于EVA的HS公司财务绩效评价及改进研究

张虹 专业学位硕士 工商管理 S牌男装营销策略优化

邓毓婧 专业学位硕士 工商管理 B公司采购业务的内部控制问题研究

周丹丹 专业学位硕士 工商管理 中国农业银行武胜县支行普惠金融业务绩效评价研究

姚瑶 专业学位硕士 工商管理 M县S村镇银行经营困境及对策研究

刘刚 专业学位硕士 工商管理 GZB集团所属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问题研究

向纯 专业学位硕士 工商管理 G建筑公司一线员工劳动权益保障问题研究

李雪 专业学位硕士 工商管理 “新零售”背景下玛氏箭牌公司A品牌营销策略优化研究

罗东秋、代激扬、罗超平、黄俊、刘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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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委员会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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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宇 专业学位硕士 工商管理 园林绿化工程行业的农民工管理模式创新研究——以XXJD园林有限公司为例

余永立 专业学位硕士 工商管理 JC公司航空器改装业务竞争战略研究

唐翔 专业学位硕士 工商管理 C银行零售信贷业务竞争战略研究

毕荣茯 专业学位硕士 工商管理 A公司人力资源管理的效能评价研究

陈峰 专业学位硕士 工商管理 SF苏州分公司物流团队建设研究

 卜福林 专业学位硕士 工商管理 L集团一线操作者招工难问题研究

徐大甫 专业学位硕士 工商管理 A公司进口关务业务流程优化研究

钟茜 专业学位硕士 工商管理 A公司农药营销现存问题及营销策略优化研究

王煜清 专业学位硕士 工商管理 W公司软件质量管理优化研究

李奕洁 专业学位硕士 工商管理 Y文创公司竞争战略研究

周珈旭 专业学位硕士 工商管理 "人工智能+物联网"在路侧停车管理中的运用研究

杨朝玉、孙元忠、高远东、欧文福、徐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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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里悦 专业学位硕士 工商管理 四川D农村商业银行涉农企业信贷业务经营绩效提升路径研究

柳丹 专业学位硕士 工商管理 CD市自来水公司服务质量提升策略研究

赵小雷 专业学位硕士 工商管理 白酒企业LZLJ第三方销售物流供应商选择研究

张青帝 专业学位硕士 工商管理 W酒店员工绩效管理方案优化研究

肖娟 专业学位硕士 工商管理 OS公司A产品生产线精益改善研究

孙彤 专业学位硕士 工商管理 基于MES的新能源车厂质量追溯管理优化研究

陈凯 专业学位硕士 工商管理 CH公司智能电视业务竞争战略研究

胡振华 专业学位硕士 工商管理 B公司在线少儿编程产品营销策略研究

黄其盛 专业学位硕士 工商管理 DA公司基层员工的归属感研究

吴耿全 专业学位硕士 工商管理 基于利益相关者价值网络的通江县文旅产业发展路径研究

任毅、董文杰、王钊、毕茜、秦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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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委员会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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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姓名 攻读学位类别 学科专业(或专业领域) 论文题目

王欣 专业学位硕士 工商管理 J酒店品牌竞争力及其提升策略研究

凌胤钦 专业学位硕士 工商管理 中国银行C支行基层员工敬业度提升对策研究

曾康非 专业学位硕士 工商管理 X银行重庆分行小企业信贷业务风险管理研究

巫祉衡 专业学位硕士 工商管理 合川游船公司竞争战略研究

王施路 专业学位硕士 工商管理 基于心理授权的S玻璃厂员工忠诚研究

严佶 专业学位硕士 工商管理 T企业项目管理人员流失问题影响因素研究

季卫军 专业学位硕士 工商管理 ZG银行信用卡中心人力资源业务外包问题研究

何琳娜 专业学位硕士 工商管理 中行N分行青年员工激励问题研究

罗旭 专业学位硕士 工商管理 基于招聘有效性的重庆Z国企设计院岗位分析问题研究

甘明 专业学位硕士 工商管理 体验视角下泸州酒文化旅游开发研究

王千六（主席）、邱冬阳、王定祥、谢家智、田世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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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委员会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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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姓名 攻读学位类别 学科专业(或专业领域) 论文题目

张良燕 专业学位硕士 工商管理 CL航空地面服务公司运营中心绩效考核问题研究

王中乐 专业学位硕士 工商管理 L公司库存管理优化研究

罗斌 专业学位硕士 工商管理 C县农商行乡镇客户经理绩效考核问题研究

刘静 专业学位硕士 工商管理 J公司机构件供应管理问题研究

吴迪 专业学位硕士 工商管理 C公司海外项目人力资源成本控制问题及对策研究

韦美琳 专业学位硕士 工商管理 F医药公司销售渠道问题研究

张蒙蒙 专业学位硕士 工商管理 洋葱OMALL营销战略研究

谢飞 专业学位硕士 工商管理 P商业银行尽职调查执行问题提升研究

张俊 专业学位硕士 工商管理 S公司企业文化诊断与优化研究

阳璐 专业学位硕士 金融 H发电公司风电业务竞争战略研究

答辩委员会组成

张波、张东、胡士华、贺红权、王双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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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姓名 攻读学位类别 学科专业(或专业领域) 论文题目

潘楷文 专业学位硕士 工商管理 A企业花卉产品营销策略研究

刘璐 专业学位硕士 工商管理 A商业银行发展非利息收入业务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吴方 专业学位硕士 工商管理 互联网金融背景下ZG银行重庆A支行的转型研究

鲍蕾 专业学位硕士 工商管理 SDM银行成都分行公司客户经理绩效考核体系优化研究

吴群莉 专业学位硕士 工商管理 SC公司基层员工工作压力及其应对策略研究

李颖 专业学位硕士 工商管理 CB航空公司常旅客个性化营销策略研究

杨净泉 专业学位硕士 工商管理 X轨道交通集团运营成本控制研究

姚红军 专业学位硕士 工商管理 A自动化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策略研究

卫增超 专业学位硕士 工商管理 WK房地产公司融资方式的案例研究

何帅 专业学位硕士 工商管理 YX公司智慧园区产品市场策略研究

卢向虎、冯明、沈冰、杨映忠、金绍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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