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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分组安排 

一、 法理法史一组 

时间：5 月 30日（周日）8:30- 

地点：语音室 

答辩组成员：刘同君（主席）、于晓琪、夏民、汪祥胜、吕霞 

答辩秘书：雷婉璐   记录员： 

 

序号 学号 姓名 导师 论文题目 

1 Z1924017 王晓云 吕霞 
基于合法性审查视角下高校学术委员会规

范化问题研究 

2 Z1924011 宋文静 李炳烁 

自媒体时代社会舆论与司法良性互动的价

值理念 ——以刑事案件的舆情引导为视

角 

3 Z1924010 邵莹吉 刘同君 我国乡村生态振兴的法律保障机制研究 

4 Z1924020 徐畅 李炳烁 
社会转型时期女性律师群体的职业压力研

究 

5 Z1924037 徐无瑕 刘同君 新时代乡村治理法治化的自治基础研究 

6 Y1824004 李文超 刘同君 
新时代乡村治理法治化的实践路径探析—

基于江苏省镇江市的实证思考 

7 Y1824010 高浩明 刘同君 
彩礼返还司法适用问题研究-基于江苏省

近五年法院一审判决的分析（2016-2020） 

8 Z1924016 王宁宁 张健 公民养老的国家给付义务完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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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法理法史二组 

时间：5 月 30日（周日）8:30- 

地点： 玻璃房 

答辩组成员：张先昌（主席）、牛玉兵、魏小强、唐华彭、杜乐其 

答辩秘书：曾见   记录员： 

序号 学号 姓名 导师 论文题目 

1 Z1924031 唐静 唐华彭 
西南农村基层人民调解组织研究——以重

庆市 X镇为例 

2 Z1924005 刘闰秋 李炳烁 
项目化治理背景下农村法律援助供给机制

研究 

3 Y1824003 叶敬佩 魏小强 
教育惩戒实施机制研究——以公立初中为

对象 

4 Z1924009 邱爽 魏小强 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问题研究 

5 Z1924038 张辉 张先昌 商鞅“刑无等级”思想研究 

6 Y1824005 杨昌文 张先昌 我国突发公共事件信息披露法律制度研究 

7 Y1824016 旋柳钰 李炳烁 网络直播销售的法律规制问题研究 

8 Z1924023 周文君 牛玉兵 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机制研究 

9 Z1924034 王之琪 刘同君 
我国刑释人员的就业权保障问题研究——

以河南省新郑监狱为例 

 

  



3 
 

三、 刑法诉讼法组 

时间：5 月 30日（周日） 上午 8:30- 

地点：会议室 

答辩组成员：单勇（主席）、周国强、王春林、刘春花、吴秋元 

答辩秘书：吴进娥   记录员：  

序号 学号 姓名 导师 论文题目 

1 Y1824007 吴秀雪 周国强 高校性骚扰法律规制研究 

2 Z1924029 李梦莹 刘春花 儿童色情制品犯罪的刑法规制研究 

3 Y1724024 常晓艺 刘春花 利用虚拟货币洗钱犯罪的刑法规制 

4 Z1924028 李俐颖 王春林 
黑灰产业背景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治理

研究 

5 Y1824006 郭媛 王春林 网络“套路贷”诈骗犯罪治理研究 

6 Z1924030 李阳 王刚 我国药品犯罪刑事规制研究 

7 Z1924032 王红梅 王刚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司法适用问题研究 

8 Z1924015 王婧智 吴秋元 
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值班律师制度的困

境研究 

9 Z1924002 陈苗苗 周国强 互联网传销犯罪的刑法规制研究 

10 Z1924033 王敏之 周国强 正当防卫“紧迫性”要件的判断 

11 Y1824017 臧真红 周国强 触法少年收容处遇制度研究 

12 Z1924035 吴思然 张健 新中国人民调解制度变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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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民商经济法一组 

答辩时间：5月 30 号（周日）8:30- 

地点：教授工作室 

成员：高永周（主席）、周德军、周爱春、刘思培、尚清锋   

秘书：刘强  记录员： 

1 Z1924036 吴雪雯 陈士林 
中小股东表决权保护视角下累积投票制

研究 

2 Y1824008 陈慧波 陈士林 
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时用人单位单方

解除权研究——以江苏审判实践为例 

3 Z1924018 王玥 董玉荣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问题研究 

4 Z1924039 张雨 董玉荣 环境侵权归责原则的法律问题研究 

5 Z1924025 胡蝶 杜乐其 网络打赏行为的性质及其规则适用研究 

6 Z1924001 步嘉慧 夏民 论我国《民法典》中的居住权制度 

7 Z1924019 魏世钰 谢仁海 
我国个人破产制度构建研究——以深圳

经济特区与浙江省实践为研究对象 

8 Y1824014 孙俊 杜乐其 
员工自愿不缴社保情形下经济补偿金问

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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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民商经济法二组 

地点：模拟法庭 5 月 30号（周日）8:30- 

成员：李炳烁（主席）、宣頔、谢仁海、陈士林、董玉荣 

秘书：彭亚媛，记录员： 

序号 学号 答辩人 指导老师 论文题目 

1 Z1924012 宋雪菲 刘思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际商事争端解决

机制法律问题研究 

2 Y1824009 陆雯雯 尚清锋 
用人单位单方调岗行为合法性认定的实

证研究 

3 Z1924026 蒋欢星 于晓琪 被家暴未成年人监护权撤销制度研究 

4 Z1924013 苏杰 张先昌 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收回制度研究 

5 Z1924008 倪钰锋 周爱春 
公司治理中的双重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研

究 

6 Z1924003 纪从政 周德军 
公司破产重整过程中的利益平衡问题研

究 

7 Z1924021 许鼎鼎 周德军 我国商业银行非破产市场退出问题研究 

8 Z1924027 孔玮 杜乐其 
律师行业不正当承揽业务行为规制模式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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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知识产权方向组 

时间：28 日（周五）下午 2:30- 

地点：知识产权学院会议室（老图书馆 506） 

答辩组成员：唐恒（主席）、吴广海、牛玉兵、尚清锋、周爱春 

答辩秘书：彭亚媛   记录员：杨钰 张颖 

序号 学号 姓名 导师 论文题目 

1 Z1924024 陈苏 冯楚建 
论电商平台环境下专利侵权纠纷快速处理机

制的完善 

2 Z1924006 陆英展 刘同君 电子竞技游戏短视频著作权问题研究 

3 Z1924007 毛睿 尚清锋 商标囤积行为中“使用意图”的认定研究 

4 Z1924014 汤子涵 唐恒 专利侵权纠纷中的抵触申请抗辩研究 

5 Z1924004 李臣正 徐伟 移动 App用户个人信息权保护问题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