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成员信息 指导教

1 201610055014

基于SCP范式比较研究“
互联网+”对不同行业的
影响——以出租车、电影
和零售行业为例

楚燕兰(1411611)汪琨
(1411594)田碧波

(1411592)吴尚(1412200)
赵梦莹(1411739）

何自力

2 201610055015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
民从业结构影响因素探究
——以天津市和山东威海
市为例

王彬(1411640)李岱豪
(1411578)姚心觉

1412860)赵露平(1411658
赵子琛(1412662）

宁光杰

3 201610055016

探究房地产去库存与新型
城镇化有机结合的效果—
—基于济南市户籍政策改
革的调研

彭思远(1411584)刘潇然
(1411624)邹方正
(1411606)史泽宇
(1411587)刘颖

宁光杰,
杨光

4 201610055017
京津冀地区科技型企业合
作创新模式研究——以智
能硬件产业为例

刘欢(1411622)梁恺璇
(1411620)叶鑫垚

(1411651)邓颖(1411705)
魏彦冰(1411727）

李健英

5 201610055018
雾霾环境对城市居民消费
行为影响的研究

程之南(1411610)陈思蓉
(1411609)张卓君

(1410642)徐明(1411599)
付诗园(1312767）

杨光

6 201610055019

城乡一体化中的农村土地
置换问题调查研究——以
京津冀协同发展视角下“
三轴线”地区为例

谭粝雯(1411638)马笑楚
(1411633)龙艺(1411627)
刘子(1411580)肖振宇

(1411597）

谷云

7 201610055020
小康社会目标下养老机构
的模式和适用性研究

王文婷(1411643)肖楠
(1411647)王雅茹
(1411646)许如清
(1412859)葛畅

谷云

8 201610055021
落实万众创新战略的政策
研究：基于企业孵化器真
实绩效的调研

刘晓敏(1411625)刘阳
(1411626)董媛(1410872)
野芃凡(1410931)陈伟婧

(1410869）

李宝伟

9 201610055022
二胎政策的实施效果、形
成原因及其影响（以天津
地区为例）

王壬瑒(1411595)尹一凡
(1411602)谢肖
(1411598）

张云

10 201610055023
冰雪产业现状及其对哈尔
滨经济发展影响的研究

李楠(1411715)刘东珲
(1411718)刘梦洁
(1411719)连欢欢
(1411717) 陈建彰

周燕

11 201610055024
市场化方法化解过剩产能
的策略方法研究——以有
色金属行业为例

罗子越(1411630)马磊娜
(1411631)孟可(1411635)

鲁庆一(1411581）

张云

12 201610055025
电子商务信息不对称下消
费者决策模型研究与实证
分析

朱炜(1410541)闫敏杰
(1412040)闫蓉(1412041)
蔡天远(1412020)安嘉伟

(1412599）

丁宏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成员信息 指导教

1 201610055216
农民工返乡创业影响因素的
研究——基于天津周边地区
农村的调研

陈昕禹(1411572)孟喆
飞(1410694)张莹
(1411656)季小隆
(1410340)

宁光杰

2 201610055217
研究PPP模式在保障性住房
项目上的应用

谢映楠(1411649)任婕
(1411637)马楠楠
(1411632)周昭宇
(1411605)

陈瑞华

3 201610055218
“粘蝇纸效应”在我国政府
间财政转移支付中的实证研
究与比较

王一博(1411596)屠克
非(1411593)谷仕博
(1411575)骆韵洁
(1412153)
侯越(1411614)

丁宏

4 201610055219
从供给侧调研房地产市场去
库存问题——以山东省烟台
市为例

焦凯旋(1410986)胡嘉
殷(1410123)谌智宇
(1410982)李珂
(1512919)

宁光杰

5 201610055220
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征信机
制问题及对策----以天津市
为例

侯明琦(1411613)蒋欣
月(1411615)黎子媚
(1411617)李依菲
(1412378)

李宝伟

6 201610055221
延迟退休对城镇不同年龄群
体就业比例的影响

刘梓晔(1410294)刘昊
迪(1411621)王胜楠
(1411645)王雪丰
(1411644)张睿婷
(1412709)

姜磊

7 201610055222
基于微观视角的天津市道路
交通拥堵问题研究——以南
京路近南门外大街段为例

景春宵(1412909)谢子
涵(1412897)李畔芊
(1412455)孙云珠
(1411280)

李晨光

8 201610055223
“互联网+”对传统农业发
展的冲击及对策研究-以天
津武清、河北白沟为例

张绍兴(1411692)张萌
(1411691)张帅
(1411693)谢明铨
(1411687)肖其昌
(1411685)

谢娟娟

9 201610055224

环保项目PPP模式运行中的
风险管理研究
 
————以上海东硕环保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污水处理
项目为例

王雪梅(1411645)来舒
楠(1411173)王舒冉
(1412697)李博雅
(1411618)

陈瑞华

10 201610055225
京津冀地区中等收入阶层的
研究

张琳琳(1411653)张彤
(1411654)杨璇
(1411650)周品慈
(1411660) 赵文韬
(1411659)

王永兴



11 201610055226
独生和非独生子女与其是否
创业及创业意愿的关系研究

李嘉欣(1413269)罗炼
铎(1413256)王陈圆
(1413257)王春琪
(1413275)马涵
(1413272)

黄玖立

12 201610055227

自贸区融资租赁对接“一带
一路”战略研究 ——天津
、福建调研

国文涵(1411709 )廖
扬捷(1411671 宋浩然
(1411676 张雅文
(1411655 张哲
(1411657)

李宝伟

13 201610055228
借助“互联网”推动中小企
业发展研究——以北京、天
津地区为例

黄晓(1411711)解德远
(1411667)王晓航
(1411678)谢宏
(1411686)崔莹
(1411703)

李宝伟

14 201610055229
从IP电影兴起分析电影市场
消费变化与未来发展

滕腾(1411639)鲁子怡
(1411628)陈锦玉(
1412800)梁宇婷
(1412809)

杨光

15 201610055230
第三方支付的兴起对国际贸
易支付方式的冲击和影响

叶一婷(1410634)许晶
(1411732)张晴柔
(1411736)魏澍晗
(1411726)杜钰涵
(1411707)

谢娟娟

16 201610055231
中国海绵城市现状及优化研
究——以京津地区为例

李明阳(1411853)梁子
昂(1411854)王晓玥
(1411861)夏上
(1411845)陈显翔
(1412424)

丁宏



序号 项目编 项目名称 项目成员信息 指导教

1 BX14024

还原大学生村官在新农村建设
中扮演的角色——为今后大学
生村官的选拔、培育及新农村

建设提供参考

黄启旺(1411666) 韩泽桐
(1411665) 郭宝晶
(1411708) 蒋婷婷
(1411712) 杨文隽

何永江

2 BX14025
共享经济发展中的利益博弈和
政府作用——以网络约租车为

例

袁博(1411690) 江汇源
(1411576) 范少达

(1411573) 张帅(1410704)
赵智晗(1410104)

杨光

3 BX14026
天津市设立公共自行车系统前
景分析与政策规划--基于杭州

武汉的公共自行车系统

赵笛(1411867) 王垚
(1410629) 刘雨诺

(1411839) 秦聪(1411842)
何思玉(1411851)

郭玲,张
海威

4 BX14027
我国海淘及进口跨境电商相关

税制问题与对策研究

赵雨薇(1411868) 杨兆洋
(1411865) 周姝(1411870)

宁圣博(1411858)

苑涛

5 BX14028

基于应用模糊数的期望效应函
数模型的电子科技创业投资项
目价值评估——来自创业板的

实证分析

李煜玮(1411619) 谭嘉杰
(1411591) 李昊(1410002)
戴菀庭(1410114)  刘妍

(1413270)

丁宏

6 BX14029
中国电影产业的竞争力及发展

战略研究

王曦冉(1413276) 王旭
(1413277) 王铭轩
(1413258) 吴佳妮
(14132278) 田文文

李治

7 BX14030
服务进口对我国制造业与服务
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影响机

制研究

杨明源(1413279) 高维
(1413252) 顾桐旭
(1413253) 刘文杰

秦剑

8 BX14031
互联网消费金融产品对消费者
行为影响及未来发展状况评估

李宜楠(1412026) 陈月圆
(1410110) 刘雪鸽
(1410138) 孙浩伟
(1411843) 赵泽堃

万志宏

9 BX14032

 探讨中国扶贫现实问题，提出
区域化精准扶贫科学模式

——基于“精准扶贫”政策指
导下的调研与考察

居本玉(1411668) 吴皓言
(1411729) 夏瑜莲
(1411730) 徐天闻
(1411731) 陈金辉

彭支伟

10 BX14033
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推动中国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研究

曲立成(1411585) 沈宇阳
(1411586) 宋任远
(1411588) 宋欣楠

王永兴

11 BX14034
全面二胎新政下的儿童医疗问
题分析与对策研究——以天津

市为例

施雨帆(1411357)华成航
(1411325) 姜思琦
(1411020) 衣晓晨
(1412042) 于婷宜

张志超

12 BX14035
街区制政策推行的相关问题研

究——以天津市为例

邬竺耘(1413031) 张润民
(1412097) 赵佳慧
(1411737) 柏毓颖
(1411973) 何君婷

李晟，
陈孝伟

13 BX14036 关于“利率走廊”的研究

陈蓉芳(1413265) 张文蒂
(1413280) 赵垚(1413262)
王宇豪(1413259 孙莺

(1413273)

楚义芳



14 BX14037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房地产去库
存化的现状、前景及法律分析

江心怡(1412989) 李雅钦
(1411716) 孙福润
(1411590) 吴雨婷
(1413033) 徐俊鹏

李柳玲,
丁宏

15 BX14038
中国企业所得税政策环境下的
企业重组决策最优化问题研究

付垚(1411850) 荣欣悦
(1411859) 代东迪
(1411849) 傅亦超
(1411836) 温家珅

邢天添

16 BX14039 假期改革方案新探索
胡心怡(1412123) 李芷
(1413003) 艾小羽
(1411694) 张秋衡

万志宏,
丁宏

17 BX14040

“全面二胎”政策背景下城市
中等收入职业女性生育意愿研

究
 ——以天津市职业女性为例

朱家仪(1413050) 张涵
(1412829) 马跃(1412155)
郑瀚博(1412100) 林乐祈

(1410135)

郭金兴
杨玉武

18 BX14041
“互联网+”改造传统行业的博
弈与政府的作用：以打车软件

进入出租车市场为例

徐佳怡(1412485) 李冰聪
(1412882) 林紫珺

(1412142) 凌玥(1412144)
刘碧(1412145)

郭金
兴，李
建标

19 BX14042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域品牌化
战略探究——以冀派内画为例

代世超(1411976) 李汶真
(1412062) 胡郡玮
(1412935) 何承卓

张勇

20 BX14043
中国分享经济平台的调查与改

进研究

时昱琳(1413021) 张馨邈
(1413048) 朱书仙

(1413051)

刘凤义,
牛芳,向

波

21 BX14044
“互联网+”背景下彩妆市场潜
力开发—以应需为特色进行创

新型APP研发

刘晓伟(1412942) 栾晓璐
(1411944) 刘甜雨
(1412149) 龙思蓓
(1411942) 李保良

牛芳，
李柳玲

22 BX14045
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的高新
技术企业转移发展现状研究—
—以京津冀部分高新园区为例

刘哲哲(1412298) 肖依婷
(1411862) 潘国文

(1411841) 董昊(1411835)

黄楠

23 BX14046
基于产业集聚视角的新型城镇
化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

许喜硕(1411600) 潘泽泳
(1411583) 谢国秦
(1411648) 孟诗洋

杨丹妮

24 BX14047
“一带一路”战略的影响和互
联效应研究—以天津港为例

毕浩一(1411697) 张宇轩
(1410266) 范程程

景维民

25 BX14048
中美日三国大学生创业阶段对

比研究

苏品一(1412030) 任佳元
(1411403) 刘朋朋
(1411513) 徐必鹏
(1512151) 郭佳明

谢晴川

26 BX14049
我国医疗体制改革的问题与对
策研究——以京津冀部分地区

为例

董航(1411706) 林威震
(1311642) 申雪玲
(1413214) 刘子瑜
(1411856) 戴锦镕

丁宏

27 BX14050
金融危机后我国财政政策周期
转变路径中的问题研究——基

于财税改革的分析视角

包宇(1411833) 孙巍
(1410673) 王皓如
(1411860) 廖燕芳
(1412744) 李星宇

马蔡琛,
卢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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