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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BK19072018290 一般项目 现代家风建设对传播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作用研究 向楠 117030505001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JBK1907201820 一般项目
基于遥感卫星数据评价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及政府减
排压力

范维 117020203008 财政税务学院

3 JBK1907201835 一般项目
零供冲突中产品下架对双方品牌绩效的影响研究—
—消费者视角

邓广宽 117120295001 工商管理学院

4 JBK19072018276 一般项目
基于消费者搜索行为的在线零售平台有效反馈机制
研究

吴玉萍 117120299001 工商管理学院

5 JBK19072018148 一般项目 直播场景消费者冲动性购买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龚潇潇 117120299004 工商管理学院

6 JBK1907201896 一般项目
基于“压力-分离”模型的创业压力源对创业者个
人幸福感的影响机制研究

黄皓 117120202004 工商管理学院

7 JBK1907201893 一般项目
网购消费者体验后悔对再购买意愿的影响：产品涉
入度的调节作用

孙炳 117120295003 工商管理学院

8 JBK1907201883 一般项目 网约车市场出行需求短时预测的深度学习算法研究 张大鹏 117120195001 工商管理学院

9 JBK19072018112 一般项目
基于扎根理论的微小商户移动支付服务使用行为研
究

李姝 1181202Z9003 工商管理学院

10 JBK19072018305 一般项目 企业纵向一体化对库存绩效影响研究 南星辰 1180202Z9002 工商管理学院

11 JBK19072018165 一般项目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路径网络及“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的投资地位研究

周苇 117120291001 国际商学院

12 JBK19072018170 一般项目
债权人治理与经理人薪酬激励研究：基于股权质押
新规的自然实验

孙月 1181202Z1003 国际商学院

13 JBK1907201834 一般项目
双边政治关系对我国战略性大宗商品进口稳定性的
影响研究

易正容 117020206004 国际商学院

14 JBK1907201892 一般项目
家乡商业文化、“一带一路”倡议与企业国际化水
平

郑宇新 117120201003 会计学院

15 JBK19072018153 一般项目
省以下地方审计机关人财物统一管理与审计质量关
系研究

朱磊 118120201007 会计学院

16 JBK19072018246 一般项目 CEO社会网络、企业边界调整与企业创新 曾晓 117120296010 会计学院

17 JBK19072018161 一般项目
上市公司回函策略与经济后果研究——基于监管问
询的证据

薛茗元 117120201002 会计学院

18 JBK19072018150 一般项目
CEO与董事的校友关系具有防御效应吗？ —基于
CEO薪酬和CEO更替的研究

张孝蔚 117120296001 会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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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JBK19072018155 一般项目
监管制度变迁与CFO能力演进——基于新三板的理
论与实证研究

王琬婷 117120201010 会计学院

20 JBK19072018142 一般项目
晋升预期与资源配置效率改善——来自中国企业的
经验证据

李衍霖 117120296005 会计学院

21 JBK19072018169 一般项目
资本市场开放促进企业创新了吗？——基于“沪港
通”的经验证据

陈小运 117120296009 会计学院

22 JBK19072018146 一般项目 公允价值计量金融工具、金融监管与银行贷款 于淼 118120201009 会计学院
23 JBK1907201888 一般项目 战略投资者异质性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 唐芸茜 117120201001 会计学院
24 JBK19072018144 一般项目 货币政策对网络借贷利率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 董文奎 117020204034 金融学院
25 JBK19072018156 一般项目 董事网络、内部人交易与“高送转”行为动机 张明明 117020204002 金融学院

26 JBK19072018104 一般项目
货币政策、“土地财政”和地方政府债务周期性波
动研究

李萌 117020204047 金融学院

27 JBK19072018111 一般项目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企业创新 王家隆 117020204057 金融学院
28 JBK1907201874 一般项目 Professor++——高校学者搜索引擎的构建 余关元 117120204001 经济信息工程学院

29 JBK1907201877 一般项目
众包平台发起人欺诈行为检测——基于机器学习的
三阶段模型分析

张文洁 117120204002 经济信息工程学院

30 JBK1907201867 一般项目 证券市场媒体影响力量化分析平台构建 陈岩 117020204024 经济信息工程学院

31 JBK19072018110 一般项目
新兴支付工具的宏观经济学分析——以移动支付为
例

雍驰 117120204005 经济信息工程学院

32 JBK19072018264 一般项目
地方金融机构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效应及机制研
究

毛霞 118020105002 经济学院

33 JBK19072018113 一般项目
城市群空间网络结构差异与区域经济协 调发展的
异质性影响研究

刘梅 117020202002 经济学院

34 JBK19072018139 一般项目 美国“页岩革命”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 张蓓 117020201002 经济学院
35 JBK19072018261 一般项目 人口红利减弱背景下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动能研究 蒋雨彤 118020104004 经济学院
36 JBK1907201837 一般项目 智能投资顾问的信义义务结构 蒋昇洋 118030105003 法学院

37 JBK1907201865 一般项目
金融科技融合发展下商业银行转型发展监管规制研
究

王崇鑫 118030107005 法学院

38 JBK19072018134 一般项目
消费者投诉下的保险公司经营行为——基于公司外
部治理理论与实证

张晓涵 117020297002 保险学院

39 JBK19072018125 一般项目
信贷对家庭财富积累的影响：基于渠道和用途的角
度

郭佼佼 117020204019 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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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JBK19072018117 一般项目
数字金融对传统金融是替代还是补充？基于家庭消
费视角的研究

李洁 118020204063 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41 JBK19072018119 一般项目
中国跨区域大气污染治理的政策效果分析——基于
长三角区域联防联控政策的研究

李倩 117020104004 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42 JBK19072018278 一般项目 具有脉冲影响的混沌供应链系统及其稳定策略研究 彭扬 118120100002 统计学院

43 JBK19072018100 一般项目
广义自回归得分模型多元波动率建模及其投资组合
风险研究

亢晶浩 118020209002 统计学院

44 JBK1907201850 一般项目 矩成分分析在金融市场相关性研究的应用 黄光麟 118020209003 统计学院

45 JBK1907201815 一般项目
投资者情绪与股票短期收益率的新讨论——基于股
吧情感分析的修正度量

刘昌阳 117020204004 证券与期货学院

46 JBK1907201816 一般项目
非同步交易下市场情绪与投资者过度反应——证据
来自中国跨境ETF

薛英杰 117020204003 证券与期货学院

47 JBK1907201842 一般项目 金融分权对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 肖锐 117020204022 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48 JBK19072018138 一般项目 关联交易对地方金融控股集团风险的影响研究 包健 116020204018 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49 JBK190720184 一般项目
《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分割、收入差距与巴拉萨-萨
缪尔森效应》

吴建利 116020204024 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50 JBK19072018168 一般项目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增信机制研究——基于乌蒙
山区金融扶贫的实践

高远卓 1180202J5002 中国西部经济研究中心

51 JBK19072018152 一般项目
地质灾害频发区域的农户搬迁意愿存在同群效应
吗？ -- 基于重庆山区的调查

谭静 118020106001 中国西部经济研究中心

52 JBK19072018167
跨学科创新实
验团队项目

“环责险”试点、环境风险感知 与企业技术创新 何娜 116120201006 会计学院

53 JBK1907201876
跨学科创新实
验团队项目

互联网媒体新闻信息对期权市场的影响 ——基于
深度学习的期权定价系统的构建

魏相育 116020204043 经济信息工程学院

54 JBK1907201895
跨学科创新实
验团队项目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外交因素：以伙伴关系
外交战略为例

刘雅莹 117020206005 国际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