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项目编号 学院 项目名称 项目组成员(学号) 指导  教师

1 BX13047 经济学院
我国学生医疗保险存在的问题以及对国外经
验的借鉴

万博(1311864)   车伦(1311854)
郭玲(1311669) 莫秉坤(1310364)吴
思蒙(1310085)

刘重力

2 BX13048 经济学院
破解看病难问题——一个精简就诊流程的视
角

雍红艳(1312209) 卢虹飞(1311595)
陈思辑(1311855) 陈柏良(1312921)

刘凤义

3 BX13049 经济学院
从红包大战看第三方支付对传统金融的影响
及未来支付市场的发展研究

刘文琼(1311688) 刘书平(1311687)
唐祎婧(1311691) 武明启(1310086)
薄纯敏(1311305)

周燕

4 BX13050 经济学院
产业转型与环境治理的协调发展探究--以天
津市工业生产总值与PM2.5指数、主要污染
物排放量的关系为例

刘鑫(1311819)   吕有吉(1211491)
齐玥(1311601) 姚玉婧(1313282)

倪志良

5 BX13051 经济学院
地方性商业银行发展与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研究——以天津银行为例

蔡博文(1311754) 李秋迪(1311776)
张冬雪(1311810) 李雅娴(1311778)
霍炟(1310038)

王博

6 BX13052 经济学院 大学生失业保险制度的研究
沈雪(1311933)   石爽(1311934)
孙娅娟(1311935) 孙赫阳(1311412)
肖靖川(1310090)

陈伊维

7 BX13053 经济学院 财政教育支出与国民幸福感的关系研究
段沛文(1311635) 董文硕(1311665)
肖栋方(1310089) 虞羡羡(1311809)
汪硕文)1311797)

倪志良

8 BX13054 经济学院
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东疆保税港的服务便利
化问题研究

荆文锴(1311639) 李思韦(1311641)
黄青(1311674) 黄雯奕(1311676)

张伯伟

9 BX13055 经济学院
老年人文化服务产业的供求状况的调查研究
—以天津市为例

徐丽敏(1311619) 胡婷(1311574)
程一盛(1313049)

郭金兴 牛芳

10 BX13056 经济学院 环保投入对公司价值影响的实证研究
周文涛(1311753) 王宇皓(1311743)
冀文贤(1311726) 蒋东旭(1311727)
邓琢(1313284)

涂红

11 BX13057 经济学院
城镇化背景下农业经营新模式的探索
——以天津宝坻观光农业为例

郭佳宏(1311534) 王晓彤(1311611)
文博(1311614) 王昭婷(1311612)

段文斌

12 BX13058 经济学院
小微企业融资现状调查——以津、冀部分地
区为例

叶桐(1311948)   吴熙(1311943)
叶思彤(1311947) 王欣旖(1311941)
黄之昊(1310037)

朱航

13 BX13059 经济学院
中国外贸服装尾单市场问题研究——基于市
场扭曲视角

张括(1311656)   赵少敏(1313040)
蔡翔宇(1312106) 赵继红(1310715)
王盼 (1313126)

林力

14 BX13060 经济学院
高校图书馆资源供给与师生需求结合问题研
究

张蕾(1311848)   安晋翔(1311986)
陈婷(1313222) 顾敏(1311816)
杨世杰(1311807)

陈孝伟

15 BX13061 经济学院
以政府主导推动资源型城市转型可行吗？—
—以鄂尔多斯为例

刘渊隆(1311862) 杨斯贺(1311885)
刘旭(1312445) 赵腾宇(1210989)
刘家旻(1310340)

郭金兴

16 BX13062 经济学院
小微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现状研究——以深圳
为例

杨子砚(1311557) 杨康(1311556)
殷超然(1311558) 尹航(1311559)
邹岩(1311562)

李健英

17 BX13063 经济学院 北京地铁票价改革的综合分析
江一航(1311896) 宋笑宇(1311545)
王宇露(1311696) 李和良(1311537)
魏明昊(1311911)

郭金兴

18 BX13064 经济学院
基于收入水平，探究个人对储蓄和商业养老
保险的最佳配置

赵望(1312389)   李赫(1311925)
高垚(1313208) 白皓元(1312601)
刘艺(1310758)

邵全权施岚

19 BX13065 经济学院
网络购物价格的调查——基于淘宝网的历史
数据研究

吴晋宇(1311552) 朱明洁(1311631)
杨悦(1311622) 朱敏(1311890)

王永兴

20 BX13066 经济学院
从社会福利角度探究适合天津的出租车运营
模式

曲佳宝(1311605) 赵宁(1311627)
王晶(1311609) 吴晓杭(1311553)
王玺(1311551)

王永兴

21 BX13067 经济学院 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需求与财税影响
刘子良(1311902) 王安(1311938)
王峥(1311821) 霍然(1311895)
史铭伟(1311820)

朱铭来

22 BX13068 经济学院
新农村建设方案及问题研究——以东中西部
区县为例

李欣洁(1311681) 刘君翊(1311684)
廖宇佳(1311683) 廉雨璇(1311682)
代丹阳(1311826)

何永江

23 BX13069 经济学院
农产品网络销售平台模式探究——以陕西省
渭南市为例

龙珂锐(1311594) 吴天歌(1311617)
郑巧霞(1311629) 白羽(1310435)

谷云

24 BX13070 经济学院
当前我国基本养老金双轨制和并轨制的比较
研究

李姗姗(1311927) 许然(1311200)
李绩(1311148) 苏博(1311906)
肖立夫(1313069)

张连增

25 BX13071 经济学院
基于城镇医疗保险和新农合相衔接的视角看
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及对策研究——
以天津为例.

张顺达(1310595) 刘凤武(1310444)
王笑辰(1310777)

丁宏

26 BX13072 经济学院
环境因素对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影响-以天津
大学生为例

王垣焰(1311883) 姚丹懿(1311887)
曾余妮(1311888)张润琦(1311889)
陈孟婕(1311918)

朱航

2015年南开大学本科生创新科研“百项工程”拟立项项目(公示）



27 BX13073 经济学院
农村电商现状调研和发展模式探索--以天津
市为例

雷鸿霞(1312141) 梁荫东(1312150)
刘帅(1312755) 李程锦(1312058)
姚则雨(1311708)

焦媛媛

28 BX13074 经济学院
新媒体对受众环境意识和环保行为的影响—
—以天津在校大学生为例

王姝婷(1311695) 魏亚玲(1311697)
刘可媛(1311930) 孔艳坤(1311502)
张忠敏(1311044)

姚从容

29 BX13075 经济学院 淘宝“假洋货”的授权问题及解决方案研究
郭琛(1311668)   李萌(1312729)
孙思傲(1310068) 满自豪(1311643)
邓涵中(1312246)

张兵

30 BX13076 经济学院 银色浪潮下的天津市应发产业发展前景研究
杨旭晗(1310629) 王玉卿(1311059)
唐爱迪(1313273) 李敏捷(1313267)

林立

31 BX13077 经济学院
我国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模式的探究
——以浙江省遂昌县和山东省临沂市为例

郑应萍(1311630) 赵羽(1311628)
姚文文(1311623) 乔丹阳(1311604)
罗茜(1311596)

姚万军

32 BX13078 经济学院
文化遗产融资问题的研究——基于不同渠道
融资额对文化遗产经济价值影响的分析

苏园淇(1311690) 伍盈春(1311699)
邹祥旭(1212709) 何海霞(1312880)

邢天添

33 BX13079 经济学院
高房价下居民风险偏好对住房消费的影响—
—以京津冀地区为例

邓瑞(1312005)   钟源(1313043)
王佳艳(1311694) 王海琴(1311693)
吴维维(1310013)

周京奎

34 BX13080 经济学院
股权众筹的互联网融资与投资模式探索—基
于北京市股权众筹行业的视角

孟若玲(1312994) 蒋丰宇(1311313)
李阳(1310006) 席宇峰(1311303)

丁宏  王强军

35 BX13081 经济学院 土地制度改革下的农民收入问题研究
吴倩婷(1311615) 孟攀(1311542)
王景(1311610) 温馨(1311613)
喻伊文(1311625)

段文斌

36 BX13082 经济学院
浅析中国娱乐节目从模仿到创新——以“中
国好声音”“我是歌手”为例

王鹏(1311742)   汪奎(1311740)
卢瑾(1311784) 叶方舟(1312274)
宫铭悦(1312249)

李柳玲

37 BX13083 经济学院 关于大型商场内品牌区位选择问题的研究
邓子煜(1311567) 韩畅(1311572)
季拓(1311579) 崔政(1311566)
白淑媛(1311563)

陈瑞华

38 BX13084 经济学院
探究房租对餐饮商户经营风险的影响机制及
可能的解决方案

洪宝珊(1311573) 曹悠扬(1311565)
丁建慧(1311569) 胡啸(1311576)
何子天(1311894)

陈瑞华

39 BX13085 经济学院
我国现阶段高考招生机制及其社会经济发展
意义以及改革前景研究

何家伟(1311893) 张一凡(1211834)
侯力铭(1311766) 侯亚琳(1310134)
梁思琪(1310140)

张连增

40 BX13086 经济学院
未来中短期内中产阶层变化趋势与房产需求
格局相关性分析 ——以天津市为例

滕添磊(1312941) 徐静蕊(1311198)
张继硕(1311003) 邓青钦(1310557)

张志超

41 BX13087 经济学院
移动互联网对大学生经济生活的影响——以
天津地区为例

周韵(1311814)   闫姣(1311806)
沈舒冉(1311789) 蒋逸欣(1311770)
马志豪(1311737)

涂红

42 BX13088 经济学院
从抢红包看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崛起和商业银
行的应对策略

马雪卓(1312018) 张宇轩(1312219)
王宇宁(1311651)

王永兴

43 BX13089 经济学院 对“夏季小学期”制形成和未来发展的研究
李胜男(1311679) 何璐颖(1311670)
朱桦琪(1312228) 曲乔(20139214)
郝一灿(2013200496)

张兵

44 BX13090 经济学院 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组合研究
孙恺曼（1311795）徐祎呼
（1311745）梁嘉旺（1311733）谭
斐珊（1311796）郝浏昕

李柳玲

45 BX13091 经济学院 在津开展期权交易试点的可行性研究
玛地娜(1310291) 吴佳琦(1310299)
王俞萱(1310298) 潘一(1310292)

江一鸣

46 BX13092 经济学院 农村电子商务及相关金融服务调查研究
王睿(1311084)   王旭(1311159)
王新东(1311157) 巩崇洋(1311140)

张尚学

47 BX13093 经济学院
政府对企业孵化器的作用研究
——以天津地区为例

秦广辉(1311544) 陶思宇(1311547)
王思远(1311549) 包依涵(1311564)
雷徐秀楠(1313283)

李宝伟

48 BX13094 经济学院
海南省海口市永兴镇农村土地运用情况的调
查研究

王英颜(1311802) 王玉珏(1311803)
赖文君(1312011)

张建勇

49 BX13095 经济学院
存量房时代，传统房地产中介模式转型升级
研究——以天津为例

陈良源(1311529) 葛章明(1311533)
吴兆伟(1311554)

王永兴

50 BX13096 经济学院 汽车保险中被保险人的道德风险防范
袁飞(1311914)   肖皓月(1310625)
王子恒(1311910) 马晨星(1311878)
王海川(1311908)

陈伊维

51 BX13097 经济学院 中国市场保险声誉影响因素及建设研究
葛研(1311923)   刘娅(1311931)
花放(1311725) 王天佐(1310076)

陈孝伟



序号 项目编号 学院 项目名称 项目组成员(学号) 指导  教师

1 201510055229 经济学院

以前沿征信系统解决中小农业
企业融资困境的探究---以国
家级示范新区贵安新区核心功
能区为例

赵比尔(1311869) 张新磊
(1311868) 张宇辰
(1311751) 张璇硕
(1312512)

姚万军 王博

2 201510055230 经济学院
我国中小学教师收入现状调查
研究——以哈尔滨 天津 重庆
地区为例

刘璐(1311587)   刘媚
(1311588)   刘嘉欣
(1311586) 李天月
(1311583) 孙奕

宁光杰

3 201510055231 经济学院
低速电动汽车政策困境研究—
—以山东省为例

戴圣涛(1312608) 李富达
(1312419) 朱彬海
(1312676) 卜京
(1312846)   闫一宁

谷云 马云泽

4 201510055232 经济学院

可持续发展背景下高校厨余垃
圾“三化”处理模式的可行性
分析——以天津市部分高校为
例

胡佳妍(1312726) 岑可佳
(1312765) 郭静钰
(1311315) 窦镇钟
(1310724) 任书韬
(1312786)

董书慧 陈朗星

5 201510055233 经济学院
南开大学学生评教现状及改进
方法研究

门钰滢(1311879) 陈建林
(1311717) 陈田蕊
(1311872)李志渊
(1311731) 王天奇

蒋雅文

6 201510055234 经济学院
自贸区条件下小微企业融资难
与融资租赁产业发展研究——
基于风险管控视角

宋雅楠(1311792) 王津
(1311799)   梁爽
(1212531) 何萌
(1312129)   李玉蓓

王博

7 201510055235 经济学院
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方式优化
及选择

陈江滢(1311661) 陈莹怡
(1311662) 谌婷

刘刚

8 201510055236 经济学院
影响第三方支付平台品质的因
素及其评价体系的研究

刘宇彤(1311591) 朱紫璇
(1310171) 吕功成
(1310060) 姚昕言
(1311655) 刘潇潇
(1311781)

张伯伟

9 201510055237 经济学院
城镇居民对于雾霾治理支付意
愿的调查

赵磊(1311168)   马丽娅
(1311597) 杨玉婷
(1310999) 乔丹
(1311601)   齐子英

乔晓楠

10 201510055238 经济学院
中小企业融资难与融资租赁问
题研究--以滨海新区一带企业
为例

章雨柯(1311813) 苏印文
(1311793) 王珏
(1311800) 刘莹
(1311972)   饶鑫

王博

11 201510055239 经济学院
就循环经济背景下如何提高高
校资源使用效率的研究——以
天津高校为典例

边晓宇(1311825) 杨楠
(1310163)   张雅然
(1310714) 戴莹莹
(1311827) 穆秀丽
(1311833)

王群勇 邢天添

12 201510055240 经济学院
消费税与境外高档消费关系研
究

王烁琳(1311837) 王然
(1311836)   王轶纯
(1311838) 吴凡凡
(1311841) 张维

倪志良 胡华

13 201510055241 经济学院
我国保险代理人制度改革成果
分析

孟德宇(1311904) 孙佳琪
(1312175) 焦博
(1311771) 韩硕

赵春梅

14 201510055242 经济学院
天津自贸区的发展构想
——基于区域经济竞争优势比
较分析的研究

颜悦民(1311703) 刘梦婷
(1311685) 姚雨蒙
(1311707)张宇熙
(1310109) 郝政

刘程

15 201510055243 经济学院
从专业与非专业知识学习时间
探究大学生时间资源的帕累托
优化配置

李晓雨(1311777) 李欣月
(1311874) 何博谦
(1310033) 黄梅
(1311767)   王鹏程

倪志良

2015年南开大学“天津市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拟立项项目（公示）



16 201510055244 经济学院
外卖订餐软件背后的O2O模式
发展现状分析及其优化

冯晴(1311762)   何江涛
(1311765) 陈雪冬
(1311758)  陈子仪
(1311760) 王圆圆
(1311804)

倪志良

17 201510055245 经济学院

电商和顾客“最后一公里”的
解决路径
     ——基于顺丰“嘿客帝
国”的案例分析

闫丽文(1311620) 张莹
(1311811)   王冬冬
(1311798) 吴若碧
(1311805) 李朋

倪志良 马云泽

18 201510055246 经济学院
大病保险的推行对居民医疗行
为的影响         ——以天
津市为例

周思敏(1311953) 张奕炫
(1311951) 张笑禅
(1311913) 朱梦雅
(1311954) 李宵

施岚

19 201510055247 经济学院
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的社会
影响分析

邵冬雪(1310996) 彭雪
(1311056)   周洋
(1311823)

邵全权

20 201510055248 经济学院
以雾霾治理为目的探究环境税
推行的合理性

王冠敏(1313013) 朱梦圆
(1312227) 刘畅
(1310141) 熊莉君
(1310160) 马婉东

丁宏

21 201510055249 经济学院

中国经济转型条件下传统企业
的产业结构调整和政府在新兴
市场中的角色扮演——以能源
产业为例

张青帝(1311657) 张静(
1310804)  张峰旗
(1310803) 周宇(
1311659)

李坤望

22 201510055250 经济学院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
的现状 问题和对策——以绥
中县 法库县 杜蒙县为例

王希明(1311550) 李明浩
(1311538) 张璐琦
(1311626) 朱颖妮
(1311633)   朱瞳
(1311632)

姚万军

23 201510055251 经济学院
高等教育中男生比例持续下降
的原因以及社会后果——基于
天津三所高校的实地调研

鄢含今(1311702) 朱明
(1311716)   杨玉瑾
(1311705) 赵燕娇
(1311715)

姚从容



序号 项目编号 学院 项目名称 学生姓名(学号) 指导  教师

1 201510055023 经济学院
自贸区融资租赁公司风
险管理分析   ——以天
津自贸区为例

李海滨(1311728) 孙静曦
(1311794) 唐凡景
(1311835) 吴岩(1311913)

佟家栋

2 201510055024 经济学院

探究创新型企业的协同
效应——以深圳市大疆
创新科技有限公司为首
的无人机行业为例

禹闵淇(1311560) 蔡高阳
(1312747) 裴心玥
(1311600)  孙馨瑶
(1311607) 邹安靖

李建英

3 201510055025 经济学院
互联网金融视角下众筹
融资的现实问题及其法
律规制

闫佳宇(1311555) 曹云松
(1312919) 黄芙毓
(1312134)
杨柳(1313026)   张力娇

李志辉 王强
军

4 201510055026 经济学院
我国“绿色信贷”问题
研究——基于RAROC-KMV
模型分析

于富元(1311822) 何流
(1311817)   王晨
(1311608)     迟宁
(1311856)   杨子江

邢天添

5 201510055027 经济学院

探究农业保险对农业经
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以天津 江西 黑龙江为
例

杨丽娜(1311946) 丁卓钰
(1311921) 丁宁(1311920)
梁永恒(1312932) 梁栋
(1310048)

江生忠 朱航

6 201510055028 经济学院

养老金制度并轨后居民
消费结构变动分析
——以哈尔滨和天津为
例

李翔宇(1311584) 李晔
(1311585)   李思诗
(1311506)
范义航(1311532) 姜宇豪
(1311535)

宁光杰

7 201510055029 经济学院
司法审判大数据的经济
模型分析与应用——以
天津市法院民商案件为

林逸轩(1312933) 贾蔡伦
(1312136) 赵偲翰
(1313039)

赵娜 李晟

8 201510055030 经济学院
中国机构投资者网络对
中国资本市场资本配置
效率影响研究

陈钰(1311663)   田晓旭
(1311692) 杨彤昕
(1311704)
姚雪(1311706)   朱鹏

王自锋

9 201510055031 经济学院
互联网时代下第三方商
务保险平台的探索与实

范乃夫(1311922) 李佳浓
(1311926) 全旭景

张连增

10 201510055032 经济学院
互联网金融对实体经济
冲击的实证研究

李露(1311774)   范世成
(1311720) 陈瑜雯
(1311759)

李学峰

11 201510055033 经济学院
我国废旧手机回收困境
与出路探索——基于北
上 广的调查研究

刘燕(1311782)   蒋瑾
(1311769)   饶晨媛
(1311788)
唐宁(1311913)   马龙迪
(1310061)

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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