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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经济学院 BX12045
高校校园生活服务如何体现育人效应——高校后勤改革
新思路与设计方案

吕有吉（1211491）徐辰（1211578）
田肖斌（1211495）韩沐君（1211075)
徐明远（1211503）

谷云

2 经济学院 BX12046 京广高铁沿线村庄成本-收益分析
黄佳（1211727）    黄明山（1211678)
李丽（1211729）    尹远（1212986）

王芳

3 经济学院 BX12047
通过房地产税制的国际比较探究房地产税推行的可行性
--

张楠（1211865）    车文婧（1211896)
秦峻（1211843）    魏琦（1212218）
于津（1212222）

马蔡琛
丁宏

4 经济学院 BX12048 基于房价的天津市居民实际收入状况研究
曾铭谦（1215019）艾丁（1211512）
陈紫薇（1211516）陈颖山（1211517)
张咪（1211583）

杨光

5 经济学院 BX12049 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风险体系研究
刘小珍（1211549）刘爽（1211548）
刘韵涵（1211551）靳笑荣（1211535)
胡笑影（1211531）

李宝伟

6 经济学院 BX12050
针对复合中介型P2P网贷平台债券转让模式的风险研究
与监管建议

赵唱（1211711）     刘畅（1211687）
时梁（1211694）     汤俊浩（1211697)
陶宏伟（1211698）

高凤龙

7 经济学院 BX12051 互联网基金的资产配置探究--基于余额报的调研
竺岚迪（1211895）王天华（1113134)
孙浩钧（1211885）周韦钰（1211894)
司铎（1211884）

刘澜飚
何青

8 经济学院 BX12052 探究地方政府行为、拉弗效应与经济波动
于杨（1211864）    刘鹏（1211841）
李润（1112159）    苏瑞（1211844）
邹曦（1211869）

邢天添

9 经济学院 BX12053
基于Hednic模型下的房地产价格指数期货实施方案--以
天津市商品房市场为例

金艺峰（1211877）宋丹飏（1211901)
冯洋（1211898）    彭旺（1210012）

周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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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经济学院 BX12054
中国民营快递企业服务模式研究与创新——以申通、顺
丰、宅急送为例

窦梦娇（1211806）胡蓁蓁（1212931)
张鲁瑶（1211831）文贞琼（1212977)
林盛楠（1212947）

刘俊振
涂红

11 经济学院 BX12055
关于区域性中小型银行应对互联网金融冲击的策略研究
--以渤海银行、天津银行为例

安琪（1211802）    陈露（1211804）
徐茜（1211826）   李一凡（1211731）
韩皙（1210132）

陈孝伟

12 经济学院 BX12056 天津赵沽里水果批发市场运营秩序调查
韦晓珂（1211573）吴思怡（1211576)
赵春雷（1211712）谭韦（1211118）
刘厚朴（1211108）

孙景宇

13 经济学院 BX12057
基于社区矫正制度成本-收益分析酒后驾驶人员行政处
罚模式问题

徐宁吟（1212142）夏俊如（1212140)
斯华景（1212774）佟海洋（1212776)

王强军
丁宏

14 经济学院 BX12058 家庭金融资产对农村居民养老支持力度大小的调查研究
丁琳（1211522）次仁玉珍（1211518)
迪娜菲丝•艾热提（1211521）
邓彦（1211520）

杨光

15 经济学院 BX12059 利率市场化背景下京津地区居民储蓄选择的变迁
胡博（1211484）     周阳（1213249）
林维斌（1211487）王国民（1211497)

杨光

16 经济学院 BX12060 福建省中小台企的融资情况调研--以制造业为例
王宝荧（1211820）杨雅妮（1211827)
张峪（1211798）    蔡韬（1211438）

朱航

17 经济学院 BX12061
湖北省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情况的研究以及对策提出—
—基于对恩施州2县的调查报告

张杰（1211766）    蒋富智（1211681)
张佳颖（1211765）尹旭雯（1211762)
叶晓璇（1211760）

杨丹妮

18 经济学院 BX12062
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境况调查及各地解决措施的
比较分析

韩璐（1211528）    李妍妤（1211544)
毕晓雨（1211514）胡星（1211532）
李睿思（1211543）

张云

19 经济学院 BX12063 余额宝市场占有率和收益分析：博弈论模型
杨明轩（1211705）张传钰（1211618)
陈金友（1211594）张峻侨（1210954)

王自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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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经济学院 BX12064
互联网金融给个人理财及晓微企业融资带来了什么--以
阿里巴巴和天弘基金推出的“余额宝”为例

宋敬奎（1212705）范宁宁（1211853)
王安琪（1212963）卢璐（1210143）
李朝晖（1210526）

陈孝伟

21 经济学院 BX12065 自贸区背景下税收政策对融资租赁业发展的影响研究
申思哲（1211693）李力（1211683 ）
张毓民（1211710）王闻博（1211749)
赵越（1211772）

王博

22 经济学院 BX12066
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于公共服务绩效的
分析

高红（1211854）    朱萌（1212851）
张哲理（1213000）董力（1211721）

邢天添

23 经济学院 BX12067 互联网金融的风险、监管与相关主体对策
陈醇（1211479）    陈喆（1211480）
江雨佳（1211534）孙东红（1211561)
徐岳（1211504）

张耀伟
张云

24 经济学院 BX12068
基于中国现状的供应链金融调查研究——以天津与东北
地区为例

马若楠（1211740）陈媛（1211719）
李润（1211878）    高宇杰（1211524)
尹竹（1210167）

周爱民
于长秋

25 经济学院 BX12069
从“开学经济”探究中外大学生金钱教育以及金钱管理
成熟度

李月（1211732）    刘翀（1211735）
周典瑞（1211907）阳熙（1211757）
王旭晨（1210155）

李柳玲

26 经济学院 BX12070
基于电子商务平台的金融创新趋势与应对机制--以支付
宝、财付通为例

赵明晓（1211662）曹瀚文（1213187)
郑琦（1211665）    朱冉（1211667）
田明正（1210540）

彭支伟

27 经济学院 BX12071
大学生勤工助学现状调查及改善建议——以京津地区高
校为例

赵瑞翌（1211587）许杨（1211505）
张诗童（1210171）陈亚洲（1210025)
张柳勤（1212371）

施炳展
刘锐

28 经济学院 BX12072
你为什么会爱上来自星星的他？--对韩剧在国内外持续
火热现象的经济调研

缑思佳（1211627）周钰洁（1211909)
陈萌萌（1211625）章恒嘉（1211799)
李善昇（1211776）

李柳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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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经济学院 BX12073 出租车行业经营管理模式研究--针对京津冀地区探究
李怡（1211640）     邱立杰（1211692)
寇彩云（1211636） 魏泽琪（1211415)
高培培（1212067）

李飞跃

30 经济学院 BX12074
美丽乡村建设的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基于浙江省
杭州市桐庐县的实证研究

毛咪（1212954）    袁琳（1212990）
夏禾（1211702）    孙佩琳（1210079)
洪丹转（1211965）

陈卫民
杨丹妮

31 经济学院 BX12075
电子商务背景下区域物流系统调研及方案设计——以浙
江省温州市各县域手工制造业物流为主

吴帆帆（1211654）尼娜（1212956）
刘涛（1210060）   毛敬元（1210064）
孙兆涵（1210081）

刘秉镰
严建援

32 经济学院 BX12076 中国大学文化产品状况调查
周玉敏（1211345）侯蒻蒙（1211076)
林艺（1211083）   王晨（1211053）
成司文（1211481）

周立群
裴蕾

33 经济学院 BX12077 关于农村金融市场化的探究--以湖南与吉林为例
吕晨雨（1211781）丛庆（1210358）
张智颢（1210113）邱月（1211645）
邢毓珠（1212250）

刘晓峰

34 经济学院 BX12078
利率市场化背景下中小型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模式的
研究——以天津、河北地区城商行为例

赵航（1211768）    党程程（1212060)
孙鹏（1211696）    赵靓（1211769）
朱相宜（1211773）

李泽广

35 经济学院 BX12079
农产品批发市场交易机制的研究——以天津市南开区红
旗农贸市场为例

张依桐（1212998）李颖（1213091）
李漩（1212680）    李冰莹（1212679)
周清优（1211475）

孙景宇
王星

36 经济学院 BX12080 互联网金融风险及其管理——以“余额宝”为例
陈菁靓（1213189）邢钰丹（1211825）
袁孝容（1211828）岳子涵（1211829）
龚子恒（1213110）

赵春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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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经济学院 BX12081 对阿里集团互联网金融现状及影响分析
刘巍（1211689）     刘祥（1211880）
张奥敏（1211241)    张昕（1211937）
张海虹（1210169）

马晓军

38 经济学院 BX12082 探究存款保险制度在中国建立给中小银行带来的影响
尹航（1211761）    杨雪莹（1211759)
魏铭阳（1210158）赵悦含（1211771)

朱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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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经济学院 201410055030
土地银行的运行机制、现实问题及建
议——基于对宁夏回族自治区平罗县
的调研

戴晓慧（1211519）张翟
（1211585） 叶卉（1211582）
岳永升（1211507)   王浩宇
（1211498）

姚万军

2 经济学院 201410055031
土地流转中的价格形成机制和收益分
配机制研究——以安徽省埇桥区为例

李悦（1211545）   张明洋
（1210449)李立东（1211684）
张旭晨（1212311)

周京奎

3 经济学院 201410055032
“以房养老”能否打破市场需求瓶
颈？--基于京津地区住房反向抵押贷款
的调查研究

范琦（1211807）    华攀
（1211596） 熊冬琴
（1211577）杨国维(1211794）

宁光杰

4 经济学院 201410055033
从积分入户制度的实施再探户籍制度
改革——基于对东莞、深圳、珠海、
上海四市的调查研究

姚乃萌（1211581）黄帅
（1211533） 刘旭阳
（1211490）孙宇（1111810）
王宝生（1211699）

姚万军
景维民

5 经济学院 201410055034
基于行为博弈的医患关系矛盾分析及
其和谐医患关系结构

林弘（1211641）    简维凤
（1211633)李炼炫（1211685）
李俊杰（1210049)

秦海英
朱天慧

6 经济学院 201410055035
中国服务业FDI利用效率与制约因素--
基于长江三角地区的分级评测与模拟
优化分析

马跃洋（1211817）高笑潇
（1211723)齐伟（1211492）
李蒙蒙（1211638)钟汉麟
（1212047）

佟家栋
彭支伟

7 经济学院 201410055036
房地产价格与经济发展相互影响的实
证分析

王清逸（1211566）张航
（1211508） 葛文欣
（1211525）权蕾（1211558）
窦雨舟（1211675）

姜磊

8 经济学院 201410055037
科技型中小企业现有融资体系及融资
创新研究

赵晓昂（1211588）陈芃
（1210956） 周冬香
（1211591）田烝（1210086）
唐博文（1211845）

李宝伟
刘俊民

9 经济学院 201410055038
城市轨道交通定价方案与策略研究--基
于基金与社会效益均衡的“巴雷托最
优”分析

梁爽（1212531）   黄心怡
（1213086)顾颖（1211961）
曹一伟（1211246)王婧钰
（1212545）

杨光

10 经济学院 201410055039
土地流转信托制度在保证国家粮食安
全中作用的研究

晏露兵（1211614）闫星宇
（1211756)韩志颖（1211809）
李雨朦（1211814)王泽洲
（1211790）

何自力
王永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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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经济学院 201410055040
大学生网购行为影响因素分析与网购
发展趋势探究——基于京津地区的调
查

徐心为（1211579）王峰
（1211496） 张春悦
（1211904）黄鹂鸣（1211899)
张欢（1211892）

蒋雅文

12 经济学院 201410055041
我国西部中小城镇支柱产业升级路线
研究及城镇化发展的探索--以四川省乐
山市夹江县为例

敖羽星（1211803）张昕彦
（1211833)邓琬瑜（1211805）
倪子健（1210069)

刘秉镰
李冰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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