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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BK2007150
基于健康认知偏差的商业健康保
险购买行为研究

一般项目 1190202Z7002 陈先洁 保险学院

2 JBK2007152
中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奖惩制
度设计-基于环境信用评价

一般项目 1190202Z7003 冯立斌 保险学院

3 JBK2007019
中国农村减贫的财政贡献研究—
—基于减贫效率的分析

一般项目 118020203001 寇璇 财政税务学院

4 JBK2007023
数字经济下个人所得税税收遵从
研究

一般项目 119020203005 郑皓月 财政税务学院

5 JBK2007024
国家治理视角下政府预算科学性
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及其传导
机制

一般项目 117020203002 周川力 财政税务学院

6 JBK2007160
信息经济学视阈下我国PPP强制
信息公开法制体系的建构

一般项目 119030107003 宋洋 法学院

7 JBK2007158
《公司法》视域下社会企业使命
优先制度建构

一般项目 119030105003 柳翠 法学院

8 JBK2007157
中国古代财产刑传承与流变——
基于历代刑律的实证研究

一般项目 119030104001 刘任 法学院

9 JBK2007161
金融科技背景下数字货币法律监
管问题研究

一般项目 118030107002 于子芮 法学院

10 JBK2007163
共享经济下劳动关系与社会保险
制度多元区分研究

一般项目 119030105004 郑丹 法学院

11 JBK2007044
职场友谊是优势还是负担？基于
工作要求-资源视角下职场友谊
的双刃剑效应

一般项目 1181202Z2004 全静 工商管理学院

12 JBK2007071
领导幽默对团队创造力的影响机
制：基于资源保存理论的视角 一般项目 1191202Z2002 杨菊 工商管理学院

13 JBK2007066
“利他者久？”：基于资源保存
视角的服务型领导负面影响机制
分析

一般项目 119120202001 刘艳秋 工商管理学院

14 JBK2007048
网络零售仓储服务平台的竞争定
价与收益共享

一般项目 1181202Z9006 孙西秀 工商管理学院

15 JBK2007074
职场焦虑对员工工作绩效的“双
刃剑”效应研究：基于自我决定
理论视角

一般项目 117120292001 于晓彤 工商管理学院

16 JBK2007067
事件强度对员工工作绩效的影响
机制研究：员工主动行为和正念
的作用

一般项目 117120202012 李永芳 工商管理学院

17 JBK2007062
基于企业社交媒体的工作要求对
不道德行为和工作家庭冲突的影
响机制研究

一般项目 119120202003 吕慧 工商管理学院

18 JBK2007058
网络零售商的分期支付服务与产
品销售策略研究

一般项目 117120299002 王力 工商管理学院

19 JBK2007042
人工智能服务机器人外观对顾客
接受使用意愿的影响：机器人幽
默感的调节作用

一般项目 118120203001 张梦莹 工商管理学院

20 JBK2007047
基于情绪机制的领导排斥对员工
越轨创新行为的影响路径构建

一般项目 1181202Z2001 李爽 工商管理学院

21 JBK2007064
基于图网络方法的加密货币交易
行为分析研究

一般项目 1191201Z5010 王腾宇 工商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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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JBK2007061
利用深度强化学习求解定价和库
存控制问题

一般项目 1181201Z5010 王瑞 工商管理学院

23 JBK2007049 绿色消费的测度与影响因素研究 一般项目 117020298001 谢迟 工商管理学院

24 JBK2007073
脱贫行为与脱贫内生动力:影响
因素和作用机制研究

一般项目 117120202007 潘虹宇 工商管理学院

25 JBK2007055

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社会责
任表现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程度的
影响—基于强制性信息披露的自
然实验

一般项目 117020205001 王梦函 工商管理学院

26 JBK2007118

所有制形式和基层医疗机构竞争
对费用的影响 --基于某副省级
城市卫生机构及住院患者微观数
据的研究

一般项目 1190202J4001 石婷 公共管理学院

27 JBK2007088
中国上市公司交叉持股网络形成
机制与协同效应研究

一般项目 1181202Z1002 邓睿宸 国际商学院

28 JBK2007089
对外援助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
资研究

一般项目 1191202Z1002 徐锦强 国际商学院

29 JBK2007080
进口贸易自由化与企业雇佣性别
结构研究

一般项目 119020206002 李丹 国际商学院

30 JBK2007086

税收激励有利于地区出口升级
吗？——基于一个准自然实验的
经验证据

一般项目 117020206002 杨孟恺 国际商学院

31 JBK2007084
贸易自由化、价格粘性与国民福
利

一般项目 119020206003 龚思豪 国际商学院

32 JBK2007079
增值税改革与中国企业出口升级
研究

一般项目 118020206003 朱亚君 国际商学院

33 JBK2007082
连锁董事网络联结下的知识溢出
、信号效应与研发创新—基于中
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一般项目 118020206004 张永忠 国际商学院

34 JBK2007136
中美贸易摩擦对企业成本管理决
策的影响研究——基于成本粘性
的视角

一般项目 119120201002 黄婉 会计学院

35 JBK2007142
机构投资者网络与高管减持—基
于信息互动视角的分析

一般项目 1191202Z6001 吴君凤 会计学院

36 JBK2007126
高管股权激励与公司关联交易：
抑制还是加剧？

一般项目 117120296008 宋冰洁 会计学院

37 JBK2007144
组织资本对融资约束的影响及路
径分析

一般项目 1191202Z6003 程冕 会计学院

38 JBK2007128
资本市场开放和投资现金流敏感
性——基于“沪港通”的经验证
据

一般项目 117120296012 彭辽 会计学院

39 JBK2007147
非处罚性监管与审计市场应对—
—基于财务报告问询函的研究

一般项目 1191202Z7002 汤静 会计学院

40 JBK2007145
国家审计、城投债风险溢价与地
方政府债务治理

一般项目 1191202Z6004 白静 会计学院

41 JBK2007141
政府审计监督与地方政府债务风
险防范的研究

一般项目 1181202Z7002 段康 会计学院

42 JBK2007127 社保基金持股与分析师预测精度 一般项目 117120296011 孙文晶 会计学院



43 JBK2007033

基于多粒度序贯三支决策和无监
督迁移学习的拒绝推断模型及其
在农户信用风险评估中的应用研
究

一般项目 118020204016 赵兴朝 金融学院

44 JBK2007037
股权激励计划与企业探索性创新
选择——兼对股权激励期设定有
效性的分析

一般项目 119020204010 姜春子 金融学院

45 JBK2007028
基于下行风险平价的最优资产组
合选择

一般项目 119020204008 王浩瀚 金融学院

46 JBK2007034
基金经理校友关系网络与持股相
似度——中国的证据

一般项目 1190202Z2004 毛希林 金融学院

47 JBK2007032
强制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与薪
酬差

一般项目 118020204021 黄皓月 金融学院

48 JBK2007027
中国股市个人投资者行为特征与
偏好研究

一般项目 119020204003 陈辰 金融学院

49 JBK2007039
数字金融发展促进了理性投资
吗？来自中国投资者微观调查数
据的证据

一般项目 117020204035 张勇 金融学院

50 JBK2007031
董事长与CEO的老乡关系对会计
信息质量的影响研究——基于关
系网络的视角    

一般项目 118020204012 邓立 金融学院

51 JBK2007195
波动率聚类分割模型的VaR与期
权定价实证

一般项目 1190202Z1006 王子衿 经济数学学院

52 Jbk2007207
三方道德风险下的连续时间委托
代理模型与最优金融合约设计

一般项目 1190202Z1010 谢贻美 经济数学学院

53 JBK2007190
基于期权和随机利率的鲁棒投资
问题研究

一般项目 1180202Z1003 何勇 经济数学学院

54 JBK2007203
基于媒体感知的证券市场智能风
险分析技术研究

一般项目 117020204026 邢容 经济信息工程学院

55 JBK2007007
债权型货币错配净值效应与最优
外汇干预程度

一般项目 117020105002 董建明 经济学院

56 JBK2007011
19世纪中国的货币危机与道光萧
条

一般项目 119020103001 侯善帅 经济学院

57 JBK2007014
不止于扶贫：国家贫困县扶贫政
策的收入分配效应

一般项目 119020104001 王貂 经济学院

58 JBK2007002
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衔接机制
—土地规模化或服务规模化？

一般项目 118020101002 付华 经济学院

59 JBK2007012
“上大压小”政策下火电产业的
资源错配分析

一般项目
11902021Z200
2

李星皓 经济学院

60 JBK2007176
劳动力动态迁移特征、趋势和模
型构建

一般项目 117020104005 卢冲 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61 JBK2007168
中国人力资本的空间分布及影响
因素——基于动态结构模型的分
析

一般项目 118020104008 王茹 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62 JBK2007206
新股上市首日涨跌幅限制、投资
者情绪与IPO抑价

一般项目 117020204012 黄君 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63 JBK2007167
数字金融发展对我国家庭金融资
产配置的影响

一般项目 118020204056 李晓 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64 JBK2007178
海归与储蓄：一个文化的解释维
度

一般项目 117020204028 巩阅瑄 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65 JBK2007172 政府创新补贴与民营企业创新 一般项目 118020202006 刘文翰 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66 JBK2007166
网络时代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的
实现途径研究

一般项目 118030505003 王卓欣 马克思主义学院



67 JBK2007100
基于二维性能需求的多态系统可
靠性建模与优化

一般项目 117120100002 易鲲翔 统计学院

68 JBK2007090
基于高频因子模型的协高阶矩估
计及其投资组合研究

一般项目 119020209002 王一伕 统计学院

69 JBK2007098 高维弱相关时间序列协整秩推断 一般项目 119071400003 吴明聪 统计学院

70 JBK2007101
负数存在条件下基于松弛变量测
度的超效率DEA模型及其模糊化
拓展

一般项目 117120100001 杨莉阳 统计学院

71 JBK2007117
审计声誉激励与上市公司财务舞
弊—基于外部监管制衡的视角

一般项目 118020204051 卢璞 证券与期货学院

72 JBK2007116
分析师预期能否代表股票市场一
直预期 ——基于中国股票市场
实证研究

一般项目 119020204046 潘琴 证券与期货学院

73 JBK2007108
通胀预期不确定性的度量：利率
期限结构隐含信息的视角

一般项目 118020204044 陈吉 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74 JBK2007115
我国企业环境信息披露驱动机制
研究

一般项目 118020204047 陶琪 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75 JBK2007112
资管新规、宏观经济与系统性金
融风险

一般项目 119020204027 梁鑫垚 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76 JBK2007109
宏观经济不确定性下企业金融化
的动机及其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和
作用机制研究

一般项目 118020204035 赵芮 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77 JBK2007104
媒体传播失灵对股市金融传染的
影响研究

一般项目 117020204008 吴金宴 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78 JBK2007186

城市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绩效测
度、动态演化与减排路径研究
——以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
城市为例

一般项目 119020106001 刘思岑
中国西部经济研究

中心

79 JBK2007188
中国第二次人口转变深化特征与
生育行为研究

一般项目 119030302001 刘卓
中国西部经济研究

中心

80 JBK2007068
“眼见为实”还是“道听途说
”？——短视频营销情境下消费
者购买意愿研究

跨学科创新实
验团队项目

117120299004 龚潇潇 工商管理学院

81 JBK2007046
间接互惠的理论与实验研究：基
于脑神经与行为数据分析

跨学科创新实
验团队项目

1181202Z2003 王婷 工商管理学院

82 JBK2007076
政治关系空间溢出与中国大宗商
品进口扩张

跨学科创新实
验团队项目

117020206004 易正容 国际商学院

83 JBK2007029
基于深度学习的动态套期保值策
略优化

跨学科创新实
验团队项目

118020204006 胡燕 金融学院

84 JBK2007097
基于广义自回归得分模型的高维
高频协高阶矩建模及其动态投资
组合研究

跨学科创新
实验团队项目

118020209002 亢晶浩 统计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