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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轻工学部 1043116300 印刷与包装工程 纤维素-石墨烯/聚苯胺复合体系导电性能的研究 修改后答辩 暂未返回

2 轻工学部 1043116301 环境化学 磁性阴离子聚丙烯酰胺重金属离子去除剂的制备与性能研究 同意答辩 暂未返回

3 轻工学部 1043116306 环境化学 零价铁协同光催化降解典型氯化萘及其机理的研究 同意答辩 暂未返回

4 轻工学部 1043116307 环境化学 粉煤灰协同螯合剂对城市污泥重金属的钝化作用及其生物有效性的研究 同意答辩 暂未返回

5 轻工学部 1043115277 制浆造纸工程 杨木中半纤维素的提取分离及其初步应用 同意答辩 暂未返回

6 轻工学部 1043115278 制浆造纸工程 固定化漆酶处理在溶解浆预水解液分离纯化中的作用机制 同意答辩 暂未返回

7 轻工学部 1043115285 印刷与包装工程 离子液体溶剂体系制备纳米微晶纤维素及其性能表征 同意答辩 暂未返回

8 轻工学部 1043115286 印刷与包装工程 大气压下原子层沉积高阻隔性塑料薄膜的研究 同意答辩 暂未返回

9 轻工学部 1043115287 印刷与包装工程 基于阶调映射的高动态范围图像纸媒再现研究 同意答辩 暂未返回

10 轻工学部 1043115288 环境化学 电芬顿技术协同白腐真菌降解木质素的应用研究 修改后答辩 暂未返回

11 轻工学部 1043115289 环境化学 新型纳米零价铁的制备及其在废水处理中的应用 同意答辩 暂未返回

12 轻工学部 1043115292  环境化学 基于钒酸铋/碳材料复合体系的调控及其催化性能的研究 修改后答辩 暂未返回

13 轻工学部 1043115293 环境化学 谷氨酸离子交换再生废水短程硝化-厌氧氨氧化的脱氮技术研究 同意答辩 暂未返回

14 轻工学部 1043115296 环境工程 纤维素棕榈酸酯的制备及其在去除水体中苯系物的应用 修改后答辩 暂未返回

15 轻工学部 1043115331 生物工程 产十二碳二元酸Candidatropicalis工程菌的构建及油脂的高效转化研究 同意答辩 暂未返回

16 轻工学部 1043115326 生物工程 农用聚谷氨酸低成本液体发酵工艺研发 同意答辩 暂未返回

17 轻工学部 1043115316 发酵工程 泰乐菌素药渣降解菌的筛选及无害化处理方法研究 同意答辩 暂未返回

18 轻工学部 1043115315 发酵工程 温度对非酿酒酵母香气代谢的影响 同意答辩 暂未返回

19 轻工学部 1043115335 食品科学与工程 牡丹籽蛋白的提取分离及功能特性的研究 修改后答辩 暂未返回

20 轻工学部 1043116331 生物工程 菠萝莓益生菌饮料的菌种筛选及发酵技术研究 修改后答辩 暂未返回

21 轻工学部 1043115300 发酵工程 马铃薯根际、内生菌的分离及其在化感物质降解中的应用 同意答辩 暂未返回

22 轻工学部 1043115329 生物工程 沉积物微生物燃料电池产电研究及其在生物修复中的应用 同意答辩 暂未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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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轻工学部 1043115305 发酵工程 促进造纸白水循环使用的生物转化体系的研究 修改后答辩 暂未返回

24 轻工学部 1043115344 食品工程 二氧化氯处理对青椒果实贮藏品质及红变的调控机制研究 修改后答辩 暂未返回

25 轻工学部 1043114010 环境化学 磁性阳离子絮凝剂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同意答辩 暂未返回

26 轻工学部 1043114011 环境化学 工业冷却循环水系统中氯代有机物产生机理研究 修改后答辩 暂未返回

27 轻工学部 1043114043 轻工技术与工程(环境）济南市臭氧的污染特征及其前体物敏感性分析 同意答辩 暂未返回

28 轻工学部 2013091 轻工技术与工程 γ -丁内酯的生产方法及其应用 同意答辩 暂未返回

29 轻工学部 2013080 轻工技术与工程 印刷工艺在出版过程中的应用与管理 同意答辩 暂未返回

30 轻工学部 2015125 生物工程 微生物发酵生产韦兰胶的研究 修改后答辩 暂未返回

31 化学与制药工程学院 1043113245 化学工程 手性分子印迹聚合物及静电纺丝纤维材料的制备研究 同意答辩 同意答辩

32 化学与制药工程学院 1043114281 化学工程 京尼平苷分子印迹材料的制备与性能 同意答辩 同意答辩

33 化学与制药工程学院 1043115124 化学 金属氧化物纳米材料的可控合成与性能研究 同意答辩 修改后答辩

34 化学与制药工程学院 1043115126 化学 TS-1钛硅分子筛的低成本合成，结构调控和催化应用 同意答辩 修改后答辩

35 化学与制药工程学院 1043115129 化学 超疏水及超亲水涂层的制备与性能研究 修改后答辩 同意答辩

36 化学与制药工程学院 1043115132 化学 基于三聚噻吩衍生物荧光探针的制备及其性能研究 同意答辩 修改后答辩

37 化学与制药工程学院 1043115135 化学 基于Diels-Alder反应的纳米银可控交联及抗菌性能研究 同意答辩 修改后答辩

38 化学与制药工程学院 1043115140 化学 LiFePO4/C的合成及提高抗空气老化能力的对策和相关机理研究 同意答辩 同意答辩

39 化学与制药工程学院 1043115141 化学 聚合物/碳纳米复合水凝胶的制备与性能研究 同意答辩 同意答辩

40 化学与制药工程学院 1043115145 化学 N-2-羟丙基-3-三甲基氯化铵壳聚糖/生物多糖体系溶液的性质 同意答辩 修改后答辩

41 化学与制药工程学院 1043115148 化学
TPGS/folate-PEG-DSPE长循环兼主动靶向逆转肿瘤耐药性纳米结晶给药系
统的研究

同意答辩 同意答辩

42 化学与制药工程学院 1043115150 化学 低共熔物相变储能复合材料的制备与热性能 同意答辩 同意答辩

43 化学与制药工程学院 1043115151 化学 自修复聚合物的制备与表征 修改后答辩 同意答辩

44 化学与制药工程学院 1043115152 化学 碳纳米管/聚合物导电自修复复合材料的制备与性能研究 修改后答辩 同意答辩

45 化学与制药工程学院 1043115158 化学 单分散环氧聚硅氧烷乳胶粒的制备及与胶原多肽的化学反应研究 同意答辩 修改后答辩

46 化学与制药工程学院 1043115167 化学工程 Fe3O4基核-壳纳米复合材料的制备及电化学性能研究 同意答辩 修改后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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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化学与制药工程学院 1043115168 化学工程 寡聚噻吩类和水杨醛席夫碱类荧光探针的研究 同意答辩 修改后答辩

48 化学与制药工程学院 1043116140 化学 功能性石墨烯基导电器件的制备与性质研究 修改后答辩 同意答辩

49 化学与制药工程学院 1043116168 化学 二氧化钛/二硫化钼复合材料的制备及应用研究 同意答辩 修改后答辩

50 化学与制药工程学院 1043116174 化学 阳-非离子表面活性剂的合成及其聚集行为 同意答辩 同意答辩

51 化学与制药工程学院 1043116177 化学工程与技术 具有良好生物相容性的纳米水凝胶的制备与性能研究 同意答辩 同意答辩

52 化学与制药工程学院 1043115131 化学 基于Li+/Na+混合电解液的NaTi2(PO4)3/C||LiMn2O4电池的组装及电化学性能 同意答辩 同意答辩

53 化学与制药工程学院 1043115138 化学 苯并咪唑盐的合成、结构及性质的研究 同意答辩 修改后答辩

54 化学与制药工程学院 1043115142 化学 酸酐改性纤维素膜材料的制备、性能及应用研究 同意答辩 同意答辩

55 化学与制药工程学院 1043115157 化学 花状二氧化硅和二氧化钛的制备及其应用研究 同意答辩 修改后答辩

56 化学与制药工程学院 1043115162 化学工程与技术 具有聚集诱导荧光活性化合物的合成及其性能研究 同意答辩 同意答辩

57 化学与制药工程学院 2014034 化学工程 增强型表面施胶剂制备与应用研究 修改后答辩 修改后答辩

58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043114142 材料工程 聚乙二醇衍生物基聚合物电解质的制备及电化学性能研究 修改后答辩 同意答辩

59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043115031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酚胺复合材料及其吸附重金属离子性能研究 修改后答辩 同意答辩

60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043115032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共轭聚合物纳米粒子的制备及荧光传感性能的研究 修改后答辩 同意答辩

61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043115039 材料科学与工程 用于LED的硼酸盐荧光粉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修改后答辩 修改后答辩

62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043115040 高分子材料 明胶盐溶液的物理凝胶化及其热稳定性研究 修改后答辩 同意答辩

63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043115041 材料工程 高比表面γ -Al2O3的制备及其高温稳定性研究 修改后答辩 修改后答辩

64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043115250 材料科学与工程 低维钛酸锂基纳米材料的制备及电化学性质研究 修改后答辩 同意答辩

65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043115251 材料科学与工程 氧化锌微纳米材料的制备及光催化性能研究 修改后答辩 同意答辩

66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043115252 材料科学与工程 一维壳聚糖基纳米材料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修改后答辩 同意答辩

67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043115253 材料科学与工程 TiO2/杂元素掺杂碳复合材料的制备与电性能研究 修改后答辩 同意答辩

68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043115254 材料科学与工程 MgAl-LDH基材料的制备及表征 修改后答辩 修改后答辩

69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1043115001 机械工程 低活化多主元合金组织与性能研究 同意答辩 修改后答辩

70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1043115004 机械工程 纳微米复合陶瓷刀具材料烧结过程晶粒生长研究 修改后答辩 修改后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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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1043115007 机械工程 Al2O3-TiC原位成型微织构自润滑陶瓷刀具的制备及其切削性能研究 同意答辩 修改后答辩

72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1043115009 材料加工工程 基于成分优化的Al-Si-Cu-Mg合金的强韧化研究 修改后答辩 修改后答辩

73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1043115011 机械工程 添加包覆型纳米氟化钙与氧化锆晶须协同改性自润滑陶瓷刀具研制 同意答辩 同意答辩

74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1043115014 机械工程 Hermit-type重构核粒子法的研究及其应用 修改后答辩 修改后答辩

75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1043115015 机械工程 基于数值模拟技术的内流式压力筛筛鼓结构优化 同意答辩 同意答辩

76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1043115018 机械工程 涂层刀具切削热传导及切削性能研究 修改后答辩 修改后答辩

77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1043115019 机械工程 板式换热器板片的压延仿真及模具设计 同意答辩 修改后答辩

78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1043115020 机械工程 奥氏体不锈钢表面超声滚压强化加工技术及其表面完整性研究 同意答辩 修改后答辩

79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1043115023 机械工程 自组装石墨烯/氮化硅复合刀具材料及其切削性能研究 同意答辩 同意答辩

80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1043115024 机械工程 原位成型微织构Al2O3-TiC陶瓷刀具切削仿真与优化 同意答辩 修改后答辩

81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1043115028 工业设计工程 基于知情构造理论的新产品开发方法研究与应用 同意答辩 修改后答辩

82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1043116018 工业设计工程 设计管理在门窗五金企业中的应用研究 修改后答辩 修改后答辩

83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2013048 机械工程 汽车发动机气缸体珩磨工艺的研究与应用 修改后答辩 修改后答辩

84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2015015 机械工程 太阳能储能电站高温液态重金属循环泵的设计及优化 同意答辩 修改后答辩

85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1043115198 控制工程 微生物燃料电池除污产电监控系统研究 同意答辩 修改后答辩

86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1043115199 控制工程 基于ASP.NETMVC的智慧水务系统 修改后送审 同意答辩

87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1043115200 控制工程 不确定时滞系统的时滞相关鲁棒稳定与镇定 修改后答辩 修改后答辩

88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1043115201 控制工程 交直流复合励磁条件下变压器振动机理分析 同意答辩 修改后送审

89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1043115203 控制工程 随机Markov跳变系统的有限时间控制研究与应用 同意答辩 同意答辩

90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1043115204 控制工程 智能变电站二次设备状态监测与故障诊断研究 不同意答辩 同意答辩

91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1043115210 控制工程 基于Nonnegativegarrote的软测量技术在空气分离装置中的研究与应用 同意答辩 修改后答辩

92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1043115213 控制工程 提高纵联保护通道运行可靠性技术的研究与应用 同意答辩 同意答辩

93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1043115214 控制工程 基于水泥构件的3D打印控制系统的分析与设计 同意答辩 修改后答辩

94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1043115206 控制工程 万象新天新建住宅小区电气工程设计 修改后答辩 修改后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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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1043115189 控制科学与工程 基于视觉定位的并联机器人抓取技术研究 修改后答辩 修改后答辩

96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1043115192 智能电网工程 低压电力线载波在电能抄表系统中的研究与应用 修改后答辩 修改后答辩

97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2013018 控制工程 空调制冷系统的检修实训系统设计 不同意答辩 修改后送审

98 信息学院 1043115175 软件工程 大数据知识工程中基于自动编码器的文本分类研究与应用 同意答辩 暂未返回

99 信息学院 1043115176 软件工程 基于FCM的图像分割在产品缺陷检测中的研究与应用 同意答辩 暂未返回

100 信息学院 1043115256 计算机应用技术 基于多分类器融合的蛋白质二级结构预测方法研究 同意答辩 暂未返回

101 信息学院 1043115257 计算机应用技术 基于改进粒子群算法的制造云服务选择方法研究 同意答辩 暂未返回

102 信息学院 1043115262 计算机应用技术 基于图模型的中文词义消歧方法研究 同意答辩 暂未返回

103 信息学院 1043115266 计算机应用技术 基于QPSO的多智能体制造过程优化方法研究 修改后答辩 暂未返回

104 信息学院 1043115269 计算机应用技术 面向云制造的数据关联方法研究 同意答辩 暂未返回

105 信息学院 1043116271 计算机应用技术 基于项缺失的负序列模式挖掘关键技术研究 同意答辩 暂未返回

106 信息学院 1043115263 计算机应用技术 大数据下关联和分类的研究及其部分实现 同意答辩 暂未返回

107 信息学院 1043115172 计算机应用技术 K-means算法的改进及其在数字图像分割中的应用 同意答辩 暂未返回

108 信息学院 2014124 信息处理技术 基于创新人才培养的影视动画栏目包装的研究 同意答辩 暂未返回

109 信息学院 2013176 信息处理技术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毕业生学业成绩综合评定系统设计与实现 修改后答辩 暂未返回

110 信息学院 2013180 信息处理技术 基于BS架构的高校固定资产管理系统的应用与研究 同意答辩 暂未返回

111 信息学院 2014120 信息处理技术 校园生活圈项目设计与实现 修改后答辩 暂未返回

112 理学院 1043115238 光电信息材料 双光子吸收材料非线性光学过程的动力学研究 同意答辩 同意答辩

113 工商管理学院 2015091 轻工技术与工程 苯并噁嗪项目可行性研究 同意答辩 同意答辩

114 工商管理学院 2015107 轻工技术与工程 X硅胶公司B型硅胶技术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 同意答辩 修改后答辩

115 工商管理学院 2014091 轻工技术与工程 A公司信息化项目质量管理影响因素研究 同意答辩 修改后答辩

116 工商管理学院 2013115 轻工技术与工程 轻工业水处理工程项目风险管理研究 修改后答辩 同意答辩

117 工商管理学院 2015116 轻工技术与工程 罪犯矫正教育中项目化管理模式探究 修改后送审 修改后答辩

118 工商管理学院 1043115233 会计学 政治关联、高管薪酬与盈余管理——基于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同意答辩 同意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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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工商管理学院 1043115235 企业管理 科技型小微企业网络融资风险管理研究 同意答辩 同意答辩

120 工商管理学院 1043115237 技术经济及管理 面向绿色制造的企业绿色制造能力作用机理与提升策略研究 同意答辩 同意答辩

121 工商管理学院 1043116223 会计学 产业政策、信贷融资与技术资本投资 同意答辩 同意答辩

122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4311522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全媒体时代大学生政治认同问题研究——以山东省高校为例 修改后答辩 修改后答辩

123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4311522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下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研究 修改后答辩 修改后答辩

124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43115216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体系建设研究 同意答辩 修改后答辩

125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43113328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历史进程中我国商业银行改革研究 修改后答辩 修改后送审

126 艺术学院 1043115044 工业设计工程 儿童家具的人性化设计研究 同意答辩 修改后答辩

127 艺术学院 1043115045 工业设计工程 新中式红木家具设计的创新性研究 修改后答辩 修改后答辩

128 艺术学院 1043115049 设计学 闲情自适活变而新——李渔《闲情偶寄》设计美学思想论 同意答辩 同意答辩

129 艺术学院 1043115050 设计学 基于行为模式的青年居住社区户外交往空间设计研究 同意答辩 同意答辩

130 艺术学院 1043115054 设计学 清晚期山东绸的织造工艺与服饰研究 修改后答辩 修改后答辩

131 艺术学院 1043115055 设计学 北齐佛教造像装饰艺术研究 修改后答辩 同意答辩

132 艺术学院 1043115056 设计学 美丽渔村乡土景观生态设计研究——以沧州冯家堡为例 同意答辩 同意答辩

133 艺术学院 1043115057 设计学 基于安全因素下的儿童食品包装设计研究 同意答辩 修改后答辩

134 艺术学院 1043115058 设计学 《长物志》造物思想研究 修改后答辩 同意答辩

135 艺术学院 1043115059 设计学 社区养老模式下的适老化产品设计研究 修改后答辩 修改后答辩

136 艺术学院 1043115061 设计学 儒家文化在包装设计中的应用与研究 修改后答辩 修改后答辩

137 艺术学院 1043115062 设计学 当代中国审美文化视域下的牛仔面料再造研究 修改后答辩 修改后答辩

138 艺术学院 1043115064 设计学 论包装设计中的秩序美 同意答辩 修改后答辩

139 艺术学院 1043115065 设计学 从景德镇创意集市的发展谈现代陶艺的大众化 同意答辩 修改后答辩

140 艺术学院 1043115066 设计学 济南老城区生态景观规划设计研究 同意答辩 同意答辩

141 艺术学院 1043115067 音乐 浅析陆在易艺术歌曲《桥》《家》《盼》的创作特点与演唱 修改后答辩 同意答辩

142 艺术学院 1043115068 音乐 浅析黄自艺术歌曲《思乡》的艺术特色 修改后答辩 同意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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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艺术学院 1043115069 音乐
“良自然之至音，非丝竹之所拟”——对汉魏六朝时期《歌赋》《啸赋》中
声乐理论的探析与实践

修改后答辩 同意答辩

144 艺术学院 1043115070 音乐 浅析歌剧《野火春风斗古城》中《思儿》的演唱特征 修改后答辩 修改后答辩

145 艺术学院 1043115072 美术 综合媒介在摄影艺术中的应用研究 同意答辩 修改后答辩

146 艺术学院 1043115073 美术 国家博物馆藏《孔宙碑》考述 同意答辩 同意答辩

147 艺术学院 1043115074 美术 书法用笔在写意花鸟画中的“用”与“变” 修改后答辩 同意答辩

148 艺术学院 1043115075 美术 颜色釉“窑变”艺术在现代瓷板画中的应用研究 同意答辩 修改后答辩

149 艺术学院 1043115076 美术 现代陶艺中意象山水的表现 同意答辩 修改后答辩

150 艺术学院 1043115077 美术 论现代漆画创作中的禅意表现 同意答辩 修改后答辩

151 艺术学院 1043115078 美术 摄影古典印象工艺的探索与实践 同意答辩 修改后答辩

152 艺术学院 1043115079 美术 观念摄影创作中人文情怀表达的探究 同意答辩 同意答辩

153 艺术学院 1043115080 美术 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观念摄影中的应用研究 同意答辩 修改后答辩

154 艺术学院 1043115081 美术 数字技术在观念摄影创作中的应用与研究 同意答辩 修改后答辩

155 艺术学院 1043115082 美术 论表现主义绘画中色彩的情感表达 同意答辩 同意答辩

156 艺术学院 1043115083 美术 儿童绘画元素在陶瓷壁画中的应用研究 同意答辩 修改后答辩

157 艺术学院 1043115084 美术 茶具与茶艺研究 同意答辩 修改后答辩

158 艺术学院 1043115085 美术 论绘画创作中潜意识的表达 不同意答辩 修改后答辩

159 艺术学院 1043115086 美术 论漆画“技”与“艺”的融合 同意答辩 修改后答辩

160 艺术学院 1043115087 美术 观念摄影的创意表现研究 同意答辩 修改后答辩

161 艺术学院 1043115088 美术 观念摄影创作逻辑研究 同意答辩 修改后答辩

162 艺术学院 1043115089 美术 现代水墨的抽象表现研究 同意答辩 修改后答辩

163 艺术学院 1043115090 美术 论广彩瓷装饰特色在综合材料绘画中的表现 修改后答辩 修改后答辩

164 艺术学院 1043115092 艺术设计 美丽乡村建设背景下的养老环境设计研究 修改后答辩 同意答辩

165 艺术学院 1043115093 艺术设计 基于泉文化维度下的济南老街区改造设计研究—以济南后宰门街改造为例 同意答辩 同意答辩

166 艺术学院 1043115095 艺术设计 婺源民宿度假营规划设计研究 同意答辩 同意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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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艺术学院 1043115096 艺术设计 弹性化理念指导下的南阳梅溪河河道景观设计研究 同意答辩 同意答辩

168 艺术学院 1043115098 艺术设计 东昌府区特色商业街区空间规划设计研究 同意答辩 同意答辩

169 艺术学院 1043115099 艺术设计 匠心独运--工匠精神影响下的手工食品包装设计研究 同意答辩 修改后送审

170 艺术学院 1043115100 艺术设计 基于社会关怀理念下的城市养老社区康复性景观设计研究 修改后答辩 同意答辩

171 艺术学院 1043115101 艺术设计 橱窗展示中的意境营造研究 同意答辩 修改后送审

172 艺术学院 1043115102 艺术设计 “妙吾”香薰精油产品包装设计研究 修改后答辩 修改后答辩

173 艺术学院 1043115106 艺术设计 居住区水体景观的“交互性”设计研究 同意答辩 同意答辩

174 艺术学院 1043115110 艺术设计 仿生设计在可持续性服装中的创新应用研究 修改后答辩 修改后答辩

175 艺术学院 1043115111 艺术设计 论传统纹样在“益和成”品牌形象创新中的应用 同意答辩 修改后答辩

176 艺术学院 1043115112 艺术设计 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的服装创意设计研究 修改后答辩 修改后答辩

177 艺术学院 1043115114 艺术设计 醋包装创新设计研究 同意答辩 修改后答辩

178 艺术学院 1043115117 艺术设计 传统漆缮工艺的创新设计 同意答辩 修改后答辩

179 艺术学院 1043115118 艺术设计 商业性展示设计中多媒体技术的应用 同意答辩 修改后答辩

180 艺术学院 1043115119 艺术设计 基于小户型的家居产品设计研究 修改后答辩 修改后答辩

181 艺术学院 1043115120 艺术设计 基于海绵城市理念下的城市休闲公园景观设计研究 修改后送审 同意答辩

182 艺术学院 2015003 材料工程 浅谈中国水墨画在陶瓷艺术中的运用 同意答辩 修改后答辩

183 金融学院 1043115240 金融 区块链对中小企业的银行信用评价影响研究 修改后答辩 修改后答辩

184 金融学院 1043115241 金融 山东省区域资本配置效率的实证研究 修改后答辩 修改后答辩

185 金融学院 1043115243 金融 股灾形成机制与应对策略研究 修改后答辩 修改后答辩

186 金融学院 1043115244 金融 科技企业孵化器的金融支持研究 修改后答辩 修改后答辩

187 金融学院 1043115247 金融 中国主要区域性股权市场比较分析与发展研究 修改后答辩 修改后答辩

188 金融学院 1043115248 金融 山东省区域股权交易市场发展研究 修改后答辩 修改后送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