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答辩人 专业 论文题目

袁洁 税务硕士 地方财政压力、政企关系与企业的税收负担

王佳玲 税务硕士 政府竞争压力对企业实际税负的影响研究

江思策 税务硕士 地区企业集中度与企业有效税率

刘昕 税务硕士 财政压力影响企业税负粘性吗？

时    间：

地    点：

答辩人 专业 论文题目

杨凤婷 税务硕士 税收情报交换对企业跨境避税的影响研究：基于《多边税收征管互助公约》的分析

叶矞隽 税务硕士 CEO早期贫困经历与企业税收激进 ——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张丽萍 税务硕士 高管籍贯地任职与公司避税

林丽静 税务硕士 多个大股东股权结构与公司避税

时    间：

地    点： 经济楼A201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财政系硕士学位论文答辩(第一组)

4月25日上午8：30

经济楼N406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财政系硕士学位论文答辩(第二组)

4月25日上午8：30



答辩人 专业 论文题目

许燕婷 税务硕士 薪酬抵税改革、议价能力与员工福利

陈明亮 税务硕士 税率调整的股市反应：基于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视角的研究

裘婧 税务硕士 环境保护税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刘文 税务硕士 多元化经营与企业避税——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研究

时    间：

地    点：

答辩人 专业 论文题目

谢钰莹 税务硕士 西部大开发对西部地区平衡发展的影响——基于财税作用途径的分析

罗水秀 税务硕士 财政纵向失衡加剧了地方政府的非税收入依赖吗？

孙沂凡 税务硕士 税收分成调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

欧阳望 税务硕士 增值税税率简并的收入分配效应——基于CGE模型的分析

尹璐 税务硕士 碳税对就业的影响研究——基于CGE模型的分析

时    间：

地    点：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财政系硕士学位论文答辩(第三组)

4月25日下午1：30

经济楼N406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财政系硕士学位论文答辩(第四组)

4月25日下午1：30

经济楼A201



答辩人 专业 论文题目

陈茂南 资产评估 客户集中、供应链集中与企业价值——基于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

黄颖 资产评估 税收优惠如何影响企业价值？——基于风险承担的中介效应检验

曹旭辰 资产评估 劳动者保护如何影响企业价值？

黄超婷 资产评估 国企高管"限薪令"对企业价值的影响

时    间： 2020.4.27上午8：30

地    点： 经济楼N406

答辩人 专业 论文题目

康雯 资产评估 资产重组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兼论创新和投资的中介作用

王亚玲 资产评估 基于讨价还价模型下企业并购溢价影响因素分析

陈小倩 资产评估 高管贫困经历对风险承担及企业价值的影响

徐欣 税务硕士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

时    间： 2020.4.27上午8：30

地    点： 经济楼N308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财政系硕士学位论文答辩(第五组)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财政系硕士学位论文答辩(第六组)



答辩人 专业 论文题目

滕芬 资产评估 沪深300股指期货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

刘韵竹 资产评估 中美贸易战对两国大豆期货的影响研究

杨华为 资产评估 业绩预告能否缓解股票误定价

王泽宇 资产评估 卖空机制与企业社会责任

时    间： 2020.4.27下午1：30

地    点： 经济楼N308

答辩人 专业 论文题目

高伟 资产评估 大股东股权质押对其注入资产的评估增值率的影响

韩娟 资产评估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企业投资不足——基于民营企业的实证分析

李佳辉 资产评估 应计利润与企业价值

章婧怡 资产评估
基于市场法模型的存量房交易税基批量评估与个案评估的差异研究——以厦门市思
明区为例

时    间： 2020.4.27晚上6：30

地    点： 经济楼N406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财政系硕士学位论文答辩(第七组)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财政系硕士学位论文答辩(第八组)



答辩人 专业 论文题目

黄丹 财政学 应纳税所得额是否包含企业风险的增量信息？

宋韬 财政学 “两税合一”与企业投资行为

赵艳敏 劳动经济学 住宅限购对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

蔡琦 财政学 农地确权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基于CHARLS的实证研究

时    间：

地    点：

答辩人 专业 论文题目

林铫铫 财政学 城市规模扩张对公共服务水平的影响——基于撤县设区改革的实证研究

沈洁琳 财政学 “省直管县”、财政支出与公共服务 ——基于县域和市辖区的研究

赵海 财政学 层级扁平化与政府公共治理效率：监管与放权的平衡

万洁琼 财政学 撤县设区对城市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

时    间：

地    点：

2020.4.29上午8：30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财政系硕士学位论文答辩(第九组)

经济楼N406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财政系硕士学位论文答辩(第十组)

2020.4.29上午8：30

经济楼N308



答辩人 专业 论文题目

魏天寿 财政学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能提高国企全要素生产率吗？

鲍浩瀚 财政学 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产能过剩的影响

陈晓军 财政学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政府规模-基于PNTR的经验分析

邵茂 财政学 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长质量与财政可持续性

时    间：

地    点：

答辩人 专业 论文题目

王林姣 财政学 异质性财政补贴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张旭文 财政学 财政补贴与僵尸企业的持续期

展云 财政学 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财税扶持与企业创新

邓瑾 财政学 知识溢出、产学合作与企业创新——基于地理邻近与社会关系的经验研究

时    间：

地    点：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财政系硕士学位论文答辩(第十一组)

2020.4.29下午2：30

经济楼N406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财政系硕士学位论文答辩(第十二组)

2020.4.29下午2：30

经济楼N308



答辩人 专业 论文题目

向淑敏 财政学 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研究——基于城投债的证据

黄艺盈 财政学 财政激励、税收分成与企业劳动生产率

张佼雨 财政学
税收分成激励的地方公共产品供给效应——基于省以下增值税、营业税分成改革的
实证检验

张明维 财政学 政府规模、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

时    间：

地    点：

答辩人 专业 论文题目

刘佳钰 财政学 行政中心迁移对房价的影响

应永彤 财政学 主观空气质量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基于断点回归分析

蓝天 财政学 撤县设区、土地财政与城市化质量——基于卫星灯光数据的研究

位建能 财政学 养老保险对农地流转的影响——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研究

时    间：

地    点：

2020.4.30上午8：30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财政系硕士学位论文答辩(第十三组)

经济楼N406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财政系硕士学位论文答辩(第十四组)

2020.4.30下午1：30

经济楼N406



答辩人 专业 论文题目

黄浚铭 财政学 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

林陈聃 财政学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王攀 财政学 降税增加了员工薪酬吗？ --基于2008年企业所得税改革的自然实验

郭雅屏 财政学 税收竞争与僵尸企业形成

刘海军 财政学 个人所得税改革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基于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

时    间：

地    点： 经济楼N308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财政系硕士学位论文答辩(第十五组)

2020.4.30下午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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