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组：刑事法学教研室答辩组65人

序号 姓名 班级 指导老师 论文题目 答辩组 备注

1 崔慧雅 171 张希平10 论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

2 田晓文 171 张希平 刑事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研究 答辩组长:王静然

3 申妍妍 171 张希平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 答辩秘书：李正山

4
王炳棋 171

张希平
刑事重大复杂疑难案件审判机制研究

成员：赵惠、杨文义、刘琰
囡

5 彭雪莉 173 张希平 认罪认罚从宽研究  

6 张彦倬 171 张希平 论刑事被害人权益保护  

7 卓伊俐 151 张希平 刑事错案防控机制研究 时间：5月18号早上8点开始

8 赵艳苹 153 张希平 刑事缺席审判研究 地点：9101

9 徐梦雅 151 张希平 刑事速裁程序研究

10
夏建刚 153

张希平
刑事执行检察监督研究

各位答辩老师请提前
15分钟到场

11 梁珊珊 双学位班 张希平 中小学校园欺凌法治规制研究

12 牛旭昊 双学位班 舒志青 论我国婚姻登记制度的不足与完善建议

13
郭泽洋 法学151

赵惠10
论正当防卫的防卫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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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韩越洋 法学151 赵惠 论结果加重犯的未遂形态

15 李道辉 法学151 赵惠 非法行医罪的主体研究

16 牛志超 法学151 赵惠 共同过失犯罪成立问题研究

17 刘兴雨 法学152 赵惠 论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18 陈朋朋 法学154 赵惠 论防卫过当

19 赵瑞丹 法学151 赵惠 论信用卡诈骗罪中的恶意透支

20 李明月 法学152 赵惠 论“见危不救”刑法规制的现状与定罪研究

21 许好好 法学151 赵惠 安乐死合法化探究

22 陆雨生 法专173 赵惠 试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公共安全”

23 程诚 法专172 杨文义10 论行政许可中的信赖利益保护

24 卞晓凤 法专173 杨文义 论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制度

25 喻倩文 法专172 杨文义 论网约车的法律规制

26 王盈慧 法专172 杨文义 论行政自由裁量权

27 董慧芳 法专172 杨文义 论公民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

28 路露 法专172 杨文义 我国公安行政执法中存在的问题研究

29 许文金 法专171 杨文义 论行政合同的解除

30 王宁桥 法学153 杨文义 论基层人民政府调解的定位与作用

31 门晓航 法学153 杨文义 行政诉讼双被告制度之审视

32 冯威 法学151 杨文义 土地使用权期满后房屋产权问题研究

33 田大舜 法学151班 刘琰囡10 大学生就业权益的法律探究



34 单创业 法学151班 刘琰囡 实习大学生劳动权益保障问题的探究

35 侯梦圆 法学152班 刘琰囡 竞业限制法律制度的完善研究

36 马苏静 法学152班 刘琰囡 农民工工伤事故中劳动关系认定研究

37 孙婕 法学152班 刘琰囡 我国女职工劳动权益保障问题研究

38 张小雨 法学154班 刘琰囡 论就业歧视的法律规制

39 董云霄 法学专升本刘琰囡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探析

40 张少洁 法学专升本刘琰囡 论我国工伤保险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41 张阳 法学专升本刘琰囡 论我国劳务派遣制度的缺陷与完善

42 崔浩 法学专升本刘琰囡 兼职大学生劳动就业权益保护研究

43 周倩倩 法学151班 王静然10 论涉农职务犯罪的预防

44 刘杞萌 法学152班 王静然 论在校大学生暴力犯罪之心理预防

45 铁佳琪 法学153班 王静然 论刑法中的原因自由行为

46 张晶晶 法学151班 王静然 论正当防卫司法适用的问题与完善

47 郑熠豪 法专升本17王静然 论偶然防卫下打击错误的认定

48 李元武 法专升本17王静然 论死刑废止的路径探索

49 曹付康 法专升本17王静然 论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50 孟志广 法专升本17王静然 非法猎捕、杀害濒危野生动物罪的刑罚预防

51 李萌 法专升本17王静然 论财产犯罪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认定

52 闫亚博 法专升本17王静然 恐怖主义犯罪的立法规制研究

53 李泽宇 双学位班 张鹏飞 论我国竞技体育犯罪的法律规制



54 张宇杰 双学位班 张鹏飞 论大学生兼职的劳动法律问题及对策

55 姜鸿涛 双学位班 宋瑞平 论涉外网络著作权侵权

56 陈玲 双学位班 宋瑞平 国工艺美术作品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研究

57 朱琳 双学位班 张希平 朱琳，民营企业发展的法治保障

58 张梦雪 双学位班 张希平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

59 毕国强 双学位班 舒志青 论我国网络著作权中的“避风港”规则

60 程万鹏 双学位班 万莉莉 城管执法中的困境与对策研究

61 李忠霖 双学位班 万莉莉 新时期下依法行政原则适用问题研究

62 何宾 双学位班 陈佳 外国军舰在领海的无害通过权研究

63 张佩 双学位班 陈佳 中美贸易战下中国反制措施的国际法依据

64 叶青利 双学位班 任海波 快递丢失与损毁的赔偿责任研究

65 耿俊俊 双学位班 任海波 浅析我国化妆品市场监管制度

第二组：民事法学教研室答辩组66人
序号 姓名 班级 指导老师 论文题目 答辩组 备注

1 邓慧玲 法学154 周培萍10 我国见义勇为者的法律保护现状其完善建议 答辩组长:周培萍

2 姚镔益 法专171 周培萍 论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及处理 答辩秘书：张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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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燕芳 法学154 周培萍 论我国继承权丧失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成员：张艳艳、舒志青、宋
瑞平

4 卖江梅 法专171 周培萍 论我国无效婚姻制度的缺陷及完善  

5 刘素娟 法专171 周培萍 论我国无效婚姻制度的缺陷及完善  

6 韩肖爽 法学154 周培萍 论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存在问题及对策 时间：5月18号早上8点开始

7  熊静文 法学154 周培萍 论大数据时代下的个人信息保护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地点：9105

8 陈思佳 法学154 周培萍 婚姻法下的儿童权益保护

9 杜飞霏 法专171 周培萍 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保护的现状及完善建议

10 朱广杰 法学153 周培萍 论我国意思表示解释规则的现状及完善建议

11 张培芮 法学153 张艳艳10 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问题研究

12 王雪珂 法学151 张艳艳 论我国城管综合执法的困境与突破

13 李亚平 法学153 张艳艳 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研究

14 袁进 法学152 张艳艳 我国民事先行调解制度研究

15 钱丽 法专172 张艳艳 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

16 吉悦彤 法学152 张艳艳 论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17 杨静 法专172 张艳艳 论小额诉讼制度的发展现状与完善

18 杨亚楠 法学151 张艳艳 论虚假民事诉讼的程序法规制

19 苗俊娜 法专171 张艳艳 民行检察监督制度的完善

20 刘瑞鑫 法专171 张艳艳 论我国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改革

21 芦博宇 法学专172 张淑苹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外国法查明问题研究

22 陈瑞 法学专172 张淑苹 论涉外婚姻家庭关系法律适用中弱者利益的保护



23 孟冬鸽 法学专172 张淑苹 跨国公司社会责任行为守则研究

24 黄凌志 法学专173 张淑苹 中国外资并购法律问题研究

25 张猛 法学专173 张淑苹 涉外收养法律适用的新发展

26 董鑫 法学专173 张淑萍 试论我国区际法律冲突问题

27 任星吉 法学专173 张淑萍 论直接适用的法在我国的适用

28 黄英鹏 法学专171 张淑萍 中国区际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研究

29 宋晓丹 法学专173 张淑萍 绿色贸易壁垒的成因及法律规制

30 李晓露 法学专173 张淑萍 论WTO法律规则下的新贸易壁垒

31 刘思萌 法学152 舒志青10 论我国反家庭暴力法的不足与完善

32 邓瑶 法学154 舒志青 论对我国网络作品的保护及改进措施

33 陈月 法学153 舒志青 论我国夫妻家务劳动权益在婚姻法中的保护

34 李柯薇 法学153 舒志青 论我国网络著作权保护之缺陷及完善

35 张诗梦 法学153 舒志青 对我国夫妻离婚时财产分割问题的法律研究

36 崔菊芳 法学154 舒志青 论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37 龚一帆 法学152 舒志青 论我国夫妻共同债务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38 刘梦影 法学154 舒志青 论我国同居关系的法律问题研究

39 温明慧 法学152 舒志青 论我国夫妻单方负债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40 毛亚辉 法学152 舒志青 论我国彩礼制度

41 韦赛虎 法学153 张鹏飞 论消费者个人信息权保护

42 王岭岭 法专173班 张鹏飞 小区停车位及车库归属法律问题研究



43 张路路 法专173班 张鹏飞 论公众人物隐私权的法律保护

44 詹若兰 法学153 张鹏飞 论动产所有权的善意取得

45 张攀硕 法专173班 张鹏飞  民间借贷行为法律问题研究

46 马静雯 法专173班 张鹏飞 论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

47 杜伊西 法专173班 张鹏飞 论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问题

48 李浩鹏 法学154 任海波10 论网络平台下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

49 董雪宇 法学154 任海波 网络环境下的隐私权保护问题探究

50 杨路强 法学154 任海波 论彩礼返还的相关法律问题

51 郭康 法学153 任海波 论网络团购中出现的问题及对策

52 张鹏 法学153 任海波 论经营者义务法律规制及立法建议

53 骆振振 法专171 任海波 我国P2P网络平台借贷的法律问题研究

54 叶园园 法专171 任海波 网络信息传播中的版权问题研究

55 李静仪 法专171 任海波 论校园贷款的风险及法律规制

56 张雅琦 法专172 任海波 民间借贷纠纷举证责任分配研究

57 高雅 法学专171班宋瑞平10   论贸易术语下的货物风险转移

58 晋向永 法学专173班宋瑞平   论涉外合同中的法律适用问题

59 田世奇 法学152班 宋瑞平   论涉外合同纠纷的管辖权问题

60 李艺琳 法学153班 宋瑞平   论法院地法对涉外婚姻关系的适用

61 宋浩楠 法学154班 宋瑞平   论刑事技术侦查与人权保障的平衡之路

62 王俊 法学专173班宋瑞平   论我国刑事辩护律师侦查阶段的职业困境



63 赵梨铭  法学专171班宋瑞平   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建设路径

64 尚艳萍 法学专172班宋瑞平   论无罪推定原则

65 郑俊 法学专173班宋瑞平   论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

66 田恺茹 法学专171班宋瑞平   论未成年证人证言的司法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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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组：基础法学教研室答辩组65人
序号 姓名 班级 指导老师 论文题目 答辩组 备注

1 孙宇晶 法学151 康芳10 论马锡五的审判方式 答辩组长:王娟

2 肖雨 法学151 康芳 论清朝的存留养亲制度 答辩秘书：陈佳

3 闫东东 法学151 康芳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问题及完善
成员：李小琼 万莉莉 高献
锋

4 齐爽 法学152 康芳 论反垄断法的宽恕制度  

5 赵培华 法学152 康芳 论侦查讯问阶段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护  

6 燕秋月 法学153 康芳 论政府信息公开诉讼的困境与完善 时间：5月18号早上8点开始

7 李新新 法学153 康芳 论正当防卫制度 地点：9107

8 张俊俊 法学153 康芳 论隔代探望权

9 魏振 法学专171 康芳 论唐朝的婚姻制度
各位答辩老师请提前

15分钟到场

10 李正豪 法学专172 康芳 论唐律中的自首制度



11 李相亨 法学152 王娟10 论我国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的完善

12 常豪杰 法学151 王娟 论我国消费者反悔权制度的完善

13 马文方 法学152 王娟 论网络购物中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14 崔凯 法学152 王娟 论行政垄断的危害及其法律规制

15 李明 法学152 王娟 论我国缺陷汽车召回制度的完善

16 吴毛妮 法学154 王娟 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探析

17 王萍萍 法学151 王娟 论新《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商业贿赂行为的法律规制

18 费英豪 法学专172 王娟 论商品房预售中预购人权益的保护

19 卢娜 法学专171 王娟 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探析

20 李岸 法学专171 王娟 论我国土地征收中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21 陈锦妞 法学154班 高献锋10 法律推理与法官经验—以电梯劝阻猝死案为视角

22 彭心如 法学152班 高献锋 论法与道德的关系

23 吴芳 法学151班 高献锋 论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缺陷与完善建议

24 秦昌 法专172班 高献锋 论利益衡量论在民事实务中的适用

25 张玲丽 法学151班 高献锋 行政诉权滥用的现状及合理规制

26 武晨晖 法学152班 高献锋 我国律师执业权利保障现状研究

27 任振星 法专172班 高献锋 大数据背景下公民隐私权的保护

28 赵金艳 法专173班 高献锋 论我国民事审级制度的缺陷与完善

29 韩亦格 法专173班 高献锋  论司法公正



30 魏敬之 法专172班 高献锋 刑事案件中非法证据的认定和排除研究

31 冀聪聪 法学151 万莉莉8 行政许可第三人利益保护机制研究

32 王雅茹 法学152 万莉莉 我国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完善研究

33 朱贝贝 法学154 万莉莉 基层政府依法行政问题研究

34 郭浩 法学153 万莉莉 学前教育平等性法律保障问题研究

35 赵志渊 法学153 万莉莉 自媒体时代公民隐私权保护机制的研究

36 庞家威 法学151 万莉莉 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37 刘王彩 法学152 万莉莉 行政自由裁量权研究

38 马高洋 法学152 万莉莉 论行政执法的程序正当原则

39 郭勇 法学152 陈佳9 南海争端和平解决途径研究

40 王青 法学153 陈佳 国际法视野下难民保护的困境与出路

41 陈琛 法学153 陈佳 论外国军舰在我国领海的无害通过权

42 齐甜 法学154 陈佳 国际法视野下反对国际恐怖主义对策研究

43 孙文杰 法学154 陈佳 境外务工人员基本人权之国际法保护研究

44 胡倩倩 法学154 陈佳 我国跨境反腐败追逃体制中的引渡制度研究

45 李滨 法学154 陈佳 网络安全面临的国际困境及应对措施研究

46 娄棋筱 法学154 陈佳 论死刑不引渡原则

47 陈启明 法学154 陈佳 论联合国安理会否决机制的实践应对与挑战

48 袁满 法专171 李小琼10 论法与道德的冲突和解决机制

49 邱凯 法专172 李小琼 论未成年人校园暴力犯罪预防研究



50 冯雅辉 法专172 李小琼 论高校电信诈骗的原因及法律对策

51 于子航 法专171 李小琼 合同的相对性及其突破

52 张悦 法专172 李小琼 论离婚损害赔偿制度

53 申渊博 法专172 李小琼 交通肇事罪“逃逸”认定问题研究

54 吴秋月 法专172 李小琼 正当防卫的限度认定研究

55 李欢 法专172 李小琼 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56 王嘉祥 法专171 李小琼 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及预防

57 张宁 法专172 李小琼 论民办幼儿园幼师虐童犯罪的预防对策

58 段名园 双学位班 张淑苹 信用证欺诈问题研究

59 田梦 双学位班 张淑苹 论涉外婚姻家庭对弱者利益保护的法律适用

60 汤靖文 双学位班 周培萍 电信诈骗的打击瓶颈问题及防治办法

61 王诗雨 双学位班 高献锋 我国兼职大学生的劳动法保护

62 程阳阳 双学位班 高献锋 法治语境中法与道德的关系研究

63 洪玲 双学位班 高献锋 正当防卫的认定

64 孙钰珠 双学位班 杨文义 论正当防卫在司法实践中的问题及完善策略

65 朱鹏 双学位班 任海波 我国竞技体育犯罪原因及相关法律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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