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学生姓名 所在学院 专业 毕业论文名称 抽检相似比 检测结果

1 曹义星 财经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际石油价格涨跌对中国海运业的影响分析 14.67% 通过

2 高哈尔 财经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中哈经贸关系发展研究 14.38% 通过

3 靳鑫 财经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社会责任探讨 16.38% 通过

4 李俊凤 财经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上海自贸区面临的机遇、挑战及其应对措施 15.07% 通过

5 李晓雯 财经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金融危机后美国货币政策与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关系分析 11.87% 通过

6 吕浪 财经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上海自贸区对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影响研究 15.83% 通过

7 孙立恒 财经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中日韩区域经济合作现状与前景 14.47% 通过

8 吴珊珊 财经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丝绸之路经济带下中哈经贸合作问题的研究 11.97% 通过

9 赵忠斌 财经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渝新欧物流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 10.22% 通过

10 朱轲 财经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TPP对中国的挑战及应对措施 14.21% 通过

11 安静雯 财经学院 会计 我国房产税改革研究 21.74% 通过

12 李红彬 财经学院 会计 个人所得税纳税筹划研究 21.46% 通过

13 刘梦渝 财经学院 会计 土地增值税清算问题研究 17.44% 通过

14 彭科霞 财经学院 会计 营改增税制改革对企业发展的影响研究 20.08% 通过

15 石兵 财经学院 会计 房地产企业纳税筹划问题研究 25.24% 通过

16 宋相如 财经学院 会计 企业财务管理中的税收筹划研究 15.47% 通过

17 谭敬 财经学院 会计 企业所得税税收筹划研究 23.97% 通过

18 张杰林 财经学院 会计 可持续发展观视角下的我国资源税改革研究 19.68% 通过

19 朱风 财经学院 会计 战略管理会计在我国企业的应用研究 25.05% 通过

20 朱瑜 财经学院 会计 大企业税务风险管理研究 25.00% 通过

21 曹阜东 财经学院 经济系 对我国众筹网络融资模式的探析 20.97% 通过

22 黄蓉 财经学院 经济系 成渝城市群发展形态研究 25.88% 通过

23 李松 财经学院 经济系 中国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现状与农民收入的影响 26.02%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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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李永祥 财经学院 经济系 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 27.05% 通过

25 李沅霖 财经学院 经济系 民营资本进入重庆旅游业的发展及现状 21.31% 通过

26 刘江 财经学院 经济系 公路文化与文化公路 5.65% 通过

27 刘征 财经学院 经济系 中国区域创新体系的空间结构研究 29.38% 通过

28 柳培秀 财经学院 经济系 成渝城市群公路通达性及其空间格局研究 14.48% 通过

29 苏路 财经学院 经济系 重庆文化产业现状与对策 19.61% 通过

30 熊慧子 财经学院 经济系 基于长江流域综合交通基础设施视角分析长江经济带的发展-
-以重庆市为例

10.19% 通过

31 陈姚 财经学院 市场营销 华为手机的营销策略分析 25.96% 通过

32 黄思维 财经学院 市场营销 四川农村信用社改制后的营销战略探析 8.36% 通过

33 廖菁菁 财经学院 市场营销 针对消费者感性消费行为的营销策略探讨 7.37% 通过

34 刘蓓 财经学院 市场营销 浅析魅族的互联网口碑营销 12.00% 通过

35 刘情 财经学院 市场营销 浅析京东商城B2C模式下的营销策略 21.39% 通过

36 蒙京 财经学院 市场营销 力帆汽车营销策略分析 14.11% 通过

37 邱容 财经学院 市场营销 浅析提高餐饮业个性化服务质量的对策 25.36% 通过

38 苏玲 财经学院 市场营销 浅析春节商家“红包”大战的营销机理及其 19.74% 通过

39 唐白林 财经学院 市场营销 大学生网络消费特征及营销策略 13.88% 通过

40 腾碧洁 财经学院 市场营销 网络时代下汽车营销策略分析—以上海通用为例 27.96% 通过

41 付惠 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重庆星级酒店服务营销策略研究 12.03% 通过

42 何建萍 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营销策略探讨 23.81% 通过

43 全志婷 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工商管理专业毕业生中短期职业发展总结研究 19.85% 通过

44 唐辉 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川渝两地上市公司绩效比较研究 24.28% 通过

45 唐松 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物业管理企业品牌塑造与管理研究——以龙湖物业为例 23.78% 通过

46 唐瑶 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基于公平偏好的团队知识共享博弈分析 22.01% 通过

47 周露露 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面对大学生消费群体的中端化妆品的市场营销策略的研究 14.83%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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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周棚 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重庆市高校学生常用电子产品消费行为研究 12.91% 通过

49 冯瑞 管理学院 物流管理 物流企业平台商业模式开发研究  14.35% 通过

50 黄丽宇 管理学院 物流管理 四公里永辉超市农产品配送优化研究  19.57% 通过

51 李俊勋 管理学院 物流管理 快递企业客户维权及对策研究  26.76% 通过

52 李秋实 管理学院 物流管理 基于丰田模式的我国制造业供应链管理研究  24.83% 通过

53 张娜 管理学院 物流管理 区域内快递企业逆向回收模式研究  18.61% 通过

54 赵顺 管理学院 物流管理 永辉超市重庆市场日化产品配送过程优化研究  14.16% 通过

55 郑文浩 管理学院 物流管理 基于服务质量提升的快递企业竞争力培育研究  16.46% 通过

56 季师师 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JVM（虚拟机)及垃圾回收机制的研究 13.78% 通过

57 龙一夫 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基于时序模型的内地房价指数研究） 17.44% 通过

58 彭博 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大型企业ERP实施策略及问题研究 25.00% 通过

59 魏海明 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货币政策对国内股市的影响研究） 12.57% 通过

60 余晓琳 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金融信息统计分析与期货投资决策研究 22.78% 通过

61   陈首超  国际学院 土木工程 深埋盾构技术 17.27% 通过

62 王  影 国际学院 土木工程 成都地铁盾构选型及参数设计 13.33% 通过

63 姚昌银 国际学院 土木工程 跨座式单轨的设计与研究 22.09% 通过

64 余家源 国际学院 土木工程 盾构法施工技术适应性评价研究 17.66% 通过

65 黄  余 国际学院 土木工程 城市地铁隧道围岩加固技术措施研究 18.58% 通过

66 王  翔 国际学院 物流管理 我国快递物流行业发展现状及前景分析 3.80% 通过

67 周晗晋 国际学院 物流管理 电子商务环境下专业物流公司发展的探讨 11.31% 通过

68 桂  群 国际学院 物流管理 货运代理企业发展第三方物流的经营战略 9.69% 通过

69 张玉玲 国际学院 物流管理 保税港区对重庆外贸经济的影响及建议 14.55% 通过

70 郑文佳 国际学院 物流管理 重庆物流业现状分析及改进策略 12.17% 通过

71 田阔 航海学院 航海技术 论在岛礁区航行时航海雷达的运用技巧 10.58%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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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杨宗杰 航海学院 航海技术 国际海运电商模式的探索及对传统模式的影响的研究 11.51% 通过

73 曲彬 航海学院 航海技术 基于复杂环境的船舶驾驶员心理特性及行为特征分析 15.65% 通过

74 周波 航海学院 航海技术 狭水道船舶追越风险与航行安全措施 15.21% 通过

75 苏龙 航海学院 轮机工程 基于不同管列的管壳式换热器换热分析 12.46% 通过

76 牟森 航海学院 轮机工程 变螺距螺旋桨的电液遥控故障分析 11.97% 通过

77 杨建　 航海学院 轮机工程 浅析船舶低硫燃油控制相关问题 12.18% 通过

78 王正洲　 航海学院 轮机工程 基于ISPS规则视角船舶防海盗问题研究 14.52% 通过

79 谭博文 河海学院 地理信息系统 基于遥感的土地资源承载力研究 22.58% 通过

80 王浩宇 河海学院 地理信息系统 喀斯特山区水资源安全利用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其应用 25.46% 通过

81 杨胜多 河海学院 地质工程 降雨入渗垂向流动过程的数值模拟 22.08% 通过

82 周松 河海学院 地质工程 粗糙裂隙流场的数值模拟及不均匀特征研究 14.06% 通过

83 陈勋 河海学院 环境科学 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方式探讨，以餐厨垃圾为例 22.31% 通过

84 丁大洋 河海学院 环境科学 低碳公路技术调研 25.28% 通过

85 余东洋 河海学院 水利水电工程 三峡水库泥沙淤积二维可视化研究 10.42% 通过

86 张凤勇 河海学院 水利水电工程 基于超声波的裂缝深度检测的试验研究 8.84% 通过

87 靳东 河海学院 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 中英城市规划比较研究 16.71% 通过

88 刘少华 河海学院 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 基于引力模型的城市群空间相互作用测度研究 22.69% 通过

89 徐盼文 机电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二阶系统变阻尼技术研究 29.23% 通过

90 付强 交通运输学院 航运管理 重庆水运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价 22.57% 通过

91 何李 交通运输学院 航运管理 重庆港港口节能减排评价体系研究 17.95% 通过

92 何晓媛 交通运输学院 航运管理 重庆港港口节能减排评价体系研究 17.81% 通过

93 刘建 交通运输学院 航运管理 基于运输安全的农村水路客渡燃油补贴新模式研究 22.90% 通过

94 付琰 交通运输学院 交通工程（智能交通系统及工程）山地城市平面交叉口饱和流率特征研究 22.34% 通过

95 何鑫 交通运输学院 交通工程（智能交通系统及工程）山地城市平面交叉口左转待转区应用技术研究 16.45%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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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乔海 交通运输学院 交通工程（智能交通系统及工程）交通管理信息系统中用户接口集成技术研究 25.96% 通过

97 伍小强 交通运输学院 交通工程（智能交通系统及工程）环形交叉口微观交通流数据采集与分析 22.80% 通过

98 何长青 交通运输学院 交通运输（城市轨道交通） 重庆轨道3号线站场布局合理性评价 24.12% 通过

99 刘皓 交通运输学院 交通运输（城市轨道交通） 重庆主城区公交车站停靠时间调查分析 8.15% 通过

100 刘李 交通运输学院 交通运输（城市轨道交通） 城市轨道交通车站拥挤踩踏事故风险评价与分析 14.34% 通过

101 刘悦棋 交通运输学院 交通运输（城市轨道交通） 公交车进出站换道行为的调查分析 11.94% 通过

102 代君 交通运输学院 交通运输（运输与物流） 重庆久久物流公司组织管理模式及优化 17.80% 通过

103 付翠华 交通运输学院 交通运输（运输与物流） 汽车租赁需求顾客选择行为调查与分析 22.16% 通过

104 刘强 交通运输学院 交通运输（运输与物流） 交通管制对重庆渝南物流中心货运组织影响分析及对策研究 6.85% 通过

105 柳雪丽 交通运输学院 交通运输（运输与物流） 基于出租汽车GPS数据的城市交通出行特征研究 10.06% 通过

106 丁奇 交通运输学院 汽车服务工程 汽油机排放污染与油品质量的关系分析 16.32% 通过

107 刘婷婷 交通运输学院 汽车服务工程 运输企业车辆使用节能技术研究 25.39% 通过

108 冉林林 交通运输学院 汽车服务工程 汽油机排放污染与油品质量的关系分析 9.49% 通过

109 任晓斌 交通运输学院 汽车服务工程 二手乘用车量化鉴定评估及应用研究 16.75% 通过

110 代红艳 理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浅谈解析数论的常用方法 3.90% 通过

111 高明胜 理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浅谈华林问题中的圆法 4.13% 通过

112 贺思佳 理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汽车保险费率厘定比较模型 12.02% 通过

113 刘珍. 理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二阶合成相依上导数及其对向量优 化问题的Benson真有效

解应用
10.01% 通过

114 郑啊强 理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二阶合成相依上导数及其对向量优化问题的有效解应用 14.75% 通过

115 顾凡 理学院 信息与计算科学 大学校园二手商品交易平台开发 23.63% 通过

116 李圳川 理学院 信息与计算科学 家电以旧换新系统的设计与开发 9.97% 通过

117 刘川 理学院 信息与计算科学 城市道路交通十字路口信号实时控制问题 13.77% 通过

118 刘林 理学院 信息与计算科学 关于三角Fuzzy数的偏序关系 6.48% 通过

119 刘翔 理学院 信息与计算科学 公共自行车服务系统数据分析 11.25%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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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侯芳标 理学院 应用化学 Co-Ce复合氧化物的合成及其对HC氧化的催化活性研究 8.84% 通过

121 蒋榕光 理学院 应用化学 Zn/Co复合氧化物的合成及其对HC氧化的催化性能研究 29.97% 通过

122 杨盛宇 理学院 应用化学 基于可逆共价键的刺激响应性水凝胶的制备及其性能研究 23.12% 通过

123 翟永昊 理学院 应用化学 无机有机复合水凝胶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28.66% 通过

124 张恒 理学院 应用化学 溴化十六烷基吡啶与溴化钾复配体系对Q195钢片的缓蚀性能 26.23% 通过

125 戴镇宇 人文学院 广电新闻 电视纪录片时间叙事策略研究 9.59% 通过

126 李斐 人文学院 广电新闻 传播学视角下的电影植入式广告研究 12.06% 通过

127 李红 人文学院 广电新闻 引进外国综艺节目对我国电视节目制作的影响 6.09% 通过

128 李诗苡 人文学院 广电新闻 新媒体时代微信平台文化传播研究 8.52% 通过

129 李雪枫 人文学院 广电新闻 媒介融合背景下的新闻策划 12.00% 通过

130 曹阳 人文学院 广告学 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中的特价产品策略 15.47% 通过

131 常梦思 人文学院 广告学 跨屏营销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研究 2.46% 通过

132 陈静 人文学院 广告学 广告中的流行文化对青少年消费行为影响分析 8.46% 通过

133 宾建舟 人文学院 旅游管理 我国房车旅游发展初探 11.88% 通过

134 曾丹平 人文学院 旅游管理 智慧旅游背景下旅行社自助游产品的优化策略研究 10.89% 通过

135 杨照宇 人文学院 旅游管理 宜家家具的营销策略特点研究 16.72% 通过

136 张力豪 人文学院 旅游管理 浅析国内自行车旅游发展现状及促进策略 10.44% 通过

137 傅豪 土木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微乳液聚合法制备纳米材料的研究现状与未来展望 26.48% 通过

138 李先贵 土木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纳米石墨改性水泥工艺研究 12.30% 通过

139 石宗建 土木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C/C复合材料的微观结构及其弯曲性能 18.43% 通过

140 汤豪 土木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石粉对混凝土性能影响研究 18.78% 通过

141 张晋豪 土木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校园路面类型及病害调查 10.90% 通过

142 张伟 土木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Hummer法氧化石墨烯对水泥砂浆力学性能的影响 9.73% 通过

143 刘有意 土木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2班 抗剥落剂对沥青路用性能影响研究 23.34% 通过



序号 学生姓名 所在学院 专业 毕业论文名称 抽检相似比 检测结果

144 刘子鉴 土木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2班 环保型C50混凝土配制研究 21.58% 通过

145 张浩 土木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2班 路用城市生活垃圾焚烧飞灰的复合化学药剂稳定化研究 5.10% 通过

146 付豪 土木学院 材料物理 PEG-SiO2相变沥青胶浆性能研究 6.18% 通过

147 顾亚军 土木学院 材料物理 热塑性弹性体相容剂对环氧沥青的低温开裂性的研究 5.89% 通过

148 何超旗 土木学院 工程力学 悬索振幅对张力的影响 4.34% 通过

149 杨穆 土木学院 理论与应用力学 观音店綦江河大桥力学分析 22.26% 通过

150 汪宗健 土木学院 材料物理 水泥稳定碎石力学性能的影响因素研究 7.74% 通过

151 吴燕 外国语学院 英语（涉外船舶与海洋工程英语）一个平凡母亲的独白-----浅析《傲慢与偏见》班纳特太太 10.92% 通过

152 孙海妮 外国语学院 英语（涉外船舶与海洋工程英语）浅析《当幸福来敲门》中美国当代主流价值观的体现 12.38% 通过

153 张丹 外国语学院 英语（涉外船舶与海洋工程英语）《最蓝的眼睛》中黑人女性的心理分析 7.74% 通过

154 印成瑶 外国语学院 英语（涉外机电商贸英语） 商务英语中定语从句的翻译 24.05% 通过

155 叶露 外国语学院 英语（涉外机电商贸英语） 论美国动画片《料理鼠王》中的个人英雄主义 11.25% 通过

156 唐健 外国语学院 英语（涉外机电商贸英语） 翻译美学视角下中国现代散文翻译中美的传递—以张培基《
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一）》为例

20.40% 通过

157 史得瑞 外国语学院 英语（涉外土木工程英语） 商务英语中缩略语的翻译技巧 12.28% 通过

158 周瑞 外国语学院 英语（涉外土木工程英语） 论土木工程英语句法与日常用语的不同及其翻译技巧 12.49% 通过

159 宓嘉辉 外国语学院 英语（涉外土木工程英语） 土木工程英语翻译报告 6.52% 通过

160 张丹妮 外国语学院 英语（涉外土木工程英语） 海外投标工程中的标书翻译 18.64% 通过

161 卢茉 外国语学院 英语（英语语言文化） 中西旅游文化审美对比研究 11.31% 通过

162 吴晓敏 外国语学院 英语（英语语言文化） 从《看不见的人》看美国社会对黑人的歧视 13.73% 通过

163 周燕 外国语学院 英语（英语语言文化） 浅析宗教文化浸润对译者主体性的影响 19.64% 通过

164 庹念 外国语学院 英语（英语语言文化） 电影改编下的《英国病人》 8.62% 通过

165 吴茜 外国语学院 英语EB 论《宠儿》中塞丝的母性本能 8.33% 通过

166 唐瑶 外国语学院 英语EB 基于中西饮食文化差异的中式菜单翻译 12.50% 通过

167 孙彬馨 外国语学院 英语EB 浅析《白鲸》中亚哈船长的双重性格 12.52% 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