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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BK2107002 风险态度如何影响家庭福利水平？——路径与证据 一般项目 刘梦琪 保险学院 通过

2 JBK2107003 地区财政横向激励失衡对社会保障的影响 一般项目 任斌 保险学院 通过

3 JBK2107004 种植规模对农户投保意愿的异质性影响研究 一般项目 郭苏媚 保险学院 通过

4 JBK2107006 最低生活保障支出对多维贫困的影响及其减贫效率评估 一般项目 王平 财政税务学院 通过

5 JBK2107010
基本公共服务获得感分布现状与资源配置优化——基于社会

代际关系差异的视角
一般项目 晋晓姝 财政税务学院 通过

6 JBK2107135 《民法典》视域下违反强制性规定合同效力问题研究 一般项目 董国彦 法学院 通过

7 JBK2107139 数字经济时代企业数据权利研究 一般项目 赵新潮 法学院 通过

8 JBK2107138 大数据时代数字货币流通中个人信息保护问题研究 一般项目 温馨 法学院 不通过

9 JBK2107075 考虑企业投机行为的政府激励机制研究 一般项目 李姜超 工商管理学院 通过

10 JBK2107080 工作不安全感的双刃剑效应影响研究 一般项目 刘诗琦 工商管理学院 通过

11 JBK2107057 绿色产品的银行信贷优惠与制造商定价决策研究 一般项目 司艳红 工商管理学院 通过

12 JBK2107077
会员制中关注策略对顾客浸入的影响:会员等级与付费策略的

调节作用
一般项目 任祥铭 工商管理学院 通过

13 JBK2107073
组织公民行为和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的动态“双刃剑”作用

研究
一般项目 张冰然 工商管理学院 不通过

14 JBK2107052 基于最小成本的社交网络影响力最大化 一般项目 张九龙 工商管理学院 通过

15 JBK2107068 大规模多重社交网络中竞争与合作影响力最大化研究 一般项目 张和贵 工商管理学院 通过

16 JBK2107071 基于EC3框架与集成学习的信用评估下的拒绝推断模型 一般项目 翁司麒 工商管理学院 通过

17 JBK2107054
健康冲击能改变健康素养和生活方式吗—基于断点回归设计

的实证研究
一般项目 孙阳阳 工商管理学院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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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JBK2107076 产业关联、市场竞争与FDI选址决策：理论与实证 一般项目 成瑞琪 工商管理学院 通过

19 JBK2107078
COVID-19事件强度属性对酒店财务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基

于深度学习的多源异构大数据分析
跨学科创新实验

团队项目
吕慧 工商管理学院 通过

20 JBK2107019 我国红树林空间分布及其固碳潜力评估 一般项目 黄莎莎 公共管理学院 通过

21 JBK2107084
比特币价格波动的因素与机制——基于动态复杂网络理论的

建模分析
一般项目 张祎明 国际商学院 通过

22 JBK2107086 双边政治关系与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 一般项目 江慧 国际商学院 通过

23 JBK2107085 进口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居民社会信任感的影响研究 一般项目 马艳君 国际商学院 通过

24 JBK2107081 FTA质量与成员国双边出口国内增加值研究 一般项目 覃卿 国际商学院 通过

25 JBK2107087 中国对外援助与全球价值链合作、嵌入及利益分配研究
跨学科创新实验

团队项目
徐锦强 国际商学院 不通过

26 JBK2107088 实际控制人转出法定代表人身份动因研究：诉讼风险的视角 一般项目 董雅浩 会计学院 通过

27 JBK2107098 货币政策、银行竞争与僵尸企业去杠杆 一般项目 江沐子 会计学院 通过

28 JBK2107108
关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自愿性信息披露——来自中美贸易

摩擦的证据
一般项目 陈韵竹 会计学院 通过

29 JBK2107106 双循环背景下企业转型内销的关键路径与机制研究 一般项目 张志远 会计学院 通过

30 JBK2107097 非处罚性监管异质性与分析师盈余预测行为及质量 一般项目 郭一铭 会计学院 通过

31 JBK2107029 疫情冲击、预防性储蓄与家庭金融行为研究 一般项目 张逸兴 金融学院 通过

32 JBK2107021 我国能源转型的绿色金融支持战略及路径研究 一般项目 林仁达 金融学院 通过

33 JBK2107035 基于深度学习的动态风险资产配置策略研究 一般项目 徐悦 金融学院 通过

34 JBK2107040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与区域金融稳定 一般项目 乐海波 金融学院 通过

35 JBK2107028 基于复杂网络拓扑结构的企业财务困境预测研究 一般项目 王润 金融学院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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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JBK2107111 基于非麦克斯韦碰撞核研究多代理社会中的财富分配 一般项目 周霞 经济数学学院 通过

37 JBK2107113 连续时间下CEO异质性的短期主义与贝叶斯激励契约 一般项目 李阳 经济数学学院 通过

38 JBK2107112 基于计划外创新和单边有限承诺的连续时间最优金融合约 一般项目 万泊伦 经济数学学院 通过

39 JBK2107110 基于时滞与风险相依的鲁棒最优投资与再保险问题研究 一般项目 郝文静 经济数学学院 通过

40 JBK2107015 基于多源信息的事件驱动-LSTM原油期货预测模型研究 一般项目 黄金水 经济信息工程学院 通过

41 JBK2107123
“好人好马上三线”：三线建设的人力资本外溢性和长期效

应研究
一般项目 李阳 经济学院 通过

42 JBK2107128 数字劳动过程中的价值创造与分配问题研究 一般项目 刘璐 经济学院 通过

43 JBK2107127
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主义劳资矛盾的演化研究——基于马克思

价值运动理论视角
一般项目 罗冬霞 经济学院 通过

44 JBK2107116 金融开放下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宏观效应 一般项目 谢雨心 经济学院 通过

45 JBK2107121 晚清铁路建设与辛亥革命 一般项目 何佩霖 经济学院 通过

46 JBK2107117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有助于提高能源行业的生产率吗？-基于行

政审批局的准自然实验
一般项目 仵程宽 经济学院 通过

47 JBK2107129
“南快北慢”赶超“东强西弱”？基于中国19大城市群的产

业结构效应分析
一般项目 王河欢 经济学院 通过

48 JBK2107125 数字经济能促进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么？ 一般项目 鲁玉秀 经济学院 通过

49 JBK2107164
服务情景下消费者口碑传播的社交平台选择研究—基于自我

提升和情绪管理动机中介模型
一般项目 任飘然 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通过

50 JBK2107155 个人所得税改革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选择 一般项目 肖静娜 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通过

51 JBK2107162 公众参与与政府环境治理 一般项目 冷萱 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通过

52 JBK2107165 环境管制会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吗？——来自中国的实证证据 一般项目 田金寰 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通过

53 JBK2107159 风险因子、银行股收益及其尾部风险 一般项目 杨欢 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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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JBK2107177 银行业开放与中国制造业持续创新 一般项目 幸艳琳 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通过

55 JBK2107178 国有资本注资民营企业的动因和效果研究 一般项目 刘佩忠 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通过

56 JBK2107151
经济不确定性，宏观审慎政策和银行风险：来自亚洲新兴经

济体的证据
一般项目 姚瑶 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通过

57 JBK2107163 金融排斥、企业创新与长期经济增长 一般项目 刘欢 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通过

58 JBK2107133 新时代高校大学生劳动价值观生成路径研究 一般项目 李闻娇 马克思主义学院 通过

59 JBK2107182
商业银行可持续盈利效率测度及计算优化——基于改进的复

杂动态网络DEA模型及机器学习方法
一般项目 朱传进 统计学院 通过

60 JBK2107184 超高维贝叶斯经验似然理论及其抽样算法 一般项目 朱元正 统计学院 通过

61 JBK2107185 数字经济水平与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研究 一般项目 朱清 统计学院 通过

62 JBK2107180 基于时空数据与对抗学习的股票市场趋势预测 一般项目 林昱 统计学院 通过

63 JBK2107186 网络结构型数据的个体异质性建模及其应用研究
跨学科创新实验

团队项目
吴宇佳 统计学院 通过

64 JBK2107187 高维协高阶矩的高频噪声稳健估计量及研究
跨学科创新实验

团队项目
王一伕 统计学院 不通过

65 JBK2107146 公司产品相似度和股价联动——来自中国的证据 一般项目 郑舒心 证券与期货学院 通过

66 JBK2107143 一带一路倡议国家能源贫困问题：一种综合评价方法 一般项目 王寅苏 中国西部经济研究中心 通过

67 JBK2107142
乡村生态资源价值实现路径研究：机制设计、绩效评价与政

策优化
一般项目 刘嘉琪 中国西部经济研究中心 通过

68 JBK2107145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机制分析、指标构建和实证测度 一般项目 杨涵 中国西部经济研究中心 通过

69 JBK2107141
农民创业行为与创业绩效影响机制研究：资本积累、环境优

化抑或政策冲击
一般项目 温虎 中国西部经济研究中心 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