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学院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组成员(学号) 指导教师

1 经济学院 BX11067
大学生舌尖上的浪费问题研究——北京
和天津部分高校食堂浪费的调查分析

李东哲（1111594）、荣
静（1111609）、马知非
（1111605）、冯庆宇
（1111721）、刘爽
（1110036）

刘凤义

2 经济学院 BX11068
产业园区扶植政策与中小企业发展——
基于对天津市20家产业园区的调研

梁方（1111598）、葛婷
婷（1111267）、池泉
（1111541）、陈智达
（1110438）、丁凌云
（1111544）

马云泽

3 经济学院 BX11069
校车运行模式完善优化措施研究——以
南开大学为例

张越(1110989)、黄超
(1111591)、张美婷、李
大飞(1110386)、杜继伟
(1111643)

谷云

4 经济学院 BX11070 环境友好型城镇化发展模式的探究

艾婉冲（1112652）、马
营营（1111604）、程旺
（1111540）、李林峰
（1111020）、孙铭佐
（1111560）

邓向荣

5 经济学院 BX11071
土地流转后农民就业、生活及保障问题
研究——以河北沧州是河间县果子洼乡
为例

胡洁琳（1113119）、庄
嫚艺（1111937）、高晓
钰（1111904）、覃佳迪
（1112984）

何自力   刘凤义

6 经济学院 BX11072
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的新模式——基于
农机跨区作业的分析

王腾飞（1111563）、王
非凡（1111562）、郑生
茂（1111575）、安外尔
（1111538）、谢宇轩
（1111565）

姚万军

7 经济学院 BX11073
大学生就业区域选择集中流向的实证分
析

和冬梅（1110570）、彭
雅淇（1111420）、徐凯
（1111568）、张志超
（1110377）

谷云

8 经济学院 BX11074
营业税改增值税对中小微企业的影响—
—以上海等试点区物流行业为例

张雪丽（1111632）、林
蕴辉（1110952）、张际
洋（1111573）、张红
（1111628）、曾建滨
（1111572）

胡秋阳   郭玉清

9 经济学院 BX11075 天津市大学生出勤状况的调查研究

熊晓依、王一迪
（1111925）、吴梦茹
（1111927）、陶金铭
（1111922）

马云泽

10 经济学院 BX11076
我国农村小额信贷存在的问题研究及对
策分析——基于对山东临沂市、浙江慈
溪市和云南玉溪市的实地调研

高燕（1111586）、胡萍
（1111589）、陈佳巍
（1111539）、杨植
（1111570）

龚关

11 经济学院 BX11077
天津市公厕现状分析与社会效益提升研
究

康青青（1111688）、刘
若瑾（1111692）、李琳
（1114064）、刘梦晴
（1111847）、薛伊冰
（1110167）

李飞跃

12 经济学院 BX11078
针对天津市中心城区校门口高峰时段交
通拥堵的实地研究及解决建议

张玮（1110591）、张潇
（1112113）、张凯
（1110088）、张世奉
（1110559）、陈思聪
（1111877）

朱航

13 经济学院 BX11079
从农民工到产业工人到底有多远——以
天津滨海新区用工荒问题的视角分析

范文（1111582）、陈燕
玲（1111579）、马洁文
（1111583）、鲁承志
（1110042）、陈东阳
（1112125）

邓向荣

14 经济学院 BX11080
延长退休年龄对未来养老保险基金偿付
能力影响的研究

单言（1111901）、高航
（1111903）、董菲
（1111902）、钟伟
（1111894）

江生忠   攸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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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经济学院 BX11081
对不同消费群体收银保销售误导的差异
性原因的调查及相关自适应监管提示系
统的开发

朱浩（1110499）、赵佳
程（1111893）、曹倩雯
（1110501）、王雪影
（1111924）、周行宇
（1111162）

张连增

16 经济学院 BX11082
敢问路在何方——基于经济体系对天津
城区旅游业发展方向的调查研究

李立晨（1110028）、周
梦泉（1111315）、郝家
良（110014）、韩金
（123084）

李健英

17 经济学院 BX11083
农业技术推广过程中农户采纳行为影响
因素分析

张小晶（1111630）、张
月莹（1111634）、王蔚
然（1110304）、王涛
（1111660）、刘安波
（1111554）

杨丹妮

18 经济学院 BX11084
我国中部地区农村城镇化与旅游业关联
性研究——以安徽西递宏村为例

胡晓阳（1111590）、高
田宇（1111585）、黄文
珊（1111592）、李美慧
（1111596）

乔晓楠

19 经济学院 BX11085 团体贷款创新模式研究

刘莲（1112964）、李润
源（1111777）、贺晨
（1111774）、孙弘博
（1110534）、赵禹晰
（1110171）

何自力   李泽广

20 经济学院 BX11086
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过程中农户收益与
意愿的实证分析

郝璞璞（1111587）、张
明锐（1111629）、睦羊
（1111606）、何丽琴
（1111588）、荣星宇
（1111655）

杨丹妮

21 经济学院 BX11087
基于P2P信贷技术的高校“校友贷”学生
资助模式研究

张陶陶（1111870）、泥
文慧（1112333）、常凯
（1112003）、钱林凯
（1110052）、辛鹏华
（1111668）

张尚学   曾利剑

22 经济学院 BX11088
大学生自主创业现状调查分析--天津地
区为例

黄慧娴（1111834）、邓
康琪（1111830）、林茜
（1111842）、黄道晖
（1110197）、宋雨童
（1112679）

刘晓峰

23 经济学院 BX11089
从预算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研究政府行为
效果——以鄂尔多斯为例

张洺（1111749）、家儒
轩（1110716）、任怡
（1111750）王咏心
（1111007）、张悦
（1111750）

马蔡琛

24 经济学院 BX11090
针对地沟油回收、利用、销售的产业链
建设研究--基于对于天津、北京、长沙
的实地调研

张颖（1111872）、贺亚
杰（1111794）、薛雯琪
（1111864）、程喆
（1111791）

王东胜

25 经济学院 BX11091
城市居民对公共自行车系统的需求分
析：一北京、太原和天津为例

刘宇晨（1111802）、王
茹婷（1111745）杜璇
（1112656）、杨创
（1111816）

邹洋

26 经济学院 BX11092
实体书店的困境与出路——基于调查分
析和平台机构

孙诗雨（1111701）、董
效阁（1111681）、肖鑫
（1111677）、吴文昌
（1111664）、伍书哲
（1111665）

刘重力

27 经济学院 BX11093
基于中国国情下的技术进步模式分析—
—以天津大无缝钢管集团为例

罗梁娜（1111696）、孟
文博（1111698）、马晶
（1111697）、姜朋岳
（1110024）、陈昊
（1110001）

李飞跃

28 经济学院 BX11094
天津市大学生医疗保险认知及使用现状
调查

赵梓婷（1111637）、周
敬文（1111638）、赵天
爽（1111635）、张柔
（1111135）、王丹阳
（1010812）

张云

29 经济学院 BX11095
实体养老在中国发展的可行性探索及相
关建议

刘渊源（1110288）、陈
正怡（1111899）、陈佳
祺（1111900）、王雨露
（1111006）

朱铭来



30 经济学院 BX11096
城镇化视角下农业产业化中的金融支持
问题研究——以辽宁省为例

杜彦臻（1112946）、胡
心怡（1111775）、吕奕
蓂（1110122）、李漠雨
（1112428）、陈如琪
（1112937）

刘澜飚   王博

31 经济学院 BX11097
天津地铁建设的综合评价及政策建议—
—从经济场的视角

王前锋（1111659）、余
平（1111625）、陈永立
（1111719）、刘杰
（1111653）、汪思慧
（1111744）

段文斌   王奎

32 经济学院 BX11098
网络医疗的现状调查及其基于o2o的中国
式发展前景

王方舟（1111887）、田
琦艺（1111885）、腾颖
照（1111923）、刘璇
（1111820）、刘宣仪
（1111919）

陈孝伟

33 经济学院 BX11099
针对天津地区女大学生就业遭受性别歧
视情况的调研及原因

孙书雯（1111859）、杨
莹（1111747）、罗小琼
（1112784）、苏逸凡
（1110856）

邹洋     丁宏

34 经济学院 BX11100
我国家庭光伏系统发展的影响因素和前
景分析

朱瑞楠（1111718）、曹
玲（1111733）、盛杰
（1111656）、张丽娜
（1111712）、周健
（1111717）

包群     陈晓燕

35 经济学院 BX11101
经济危机背景下对出口加工类劳动密集
型企业用工情况的调查研究——以“天
津市塘沽区”为例

王尹渚（1112768）、崔
冠航（1111542）、王宇
琪（1112685）

宁光杰

36 经济学院 BX11102
以养生提高大学生体质——对于提高人
力资本存量的研究

龙孝严（1111724）、黄
德成（1111723）、流畅
（1111737）、松纳
（1111743）、何理
（1111722）

张志超

37 经济学院 BX11103 金融从业人员薪酬状况调查研究

凌晨（1111779）、陈萌
（1110270）、冯晟楠
（1112948）、杨帆
（1112221）

宁光杰

38 经济学院 BX11104
关于药价“新政”实际效果的调研及分
析——以天津地区为例

孙娜（1111613）、谭云
云(1111614)、梁守钦
(1111553)、金吾楠
(1111550)

胡秋阳

39 经济学院 BX11105
环卫工人风险保障情况调查研究——以
天津地区为例

肖羽莎（1111928）、温
荃（1111926）、高灵杰
（1111879）、王旭
（1110540）、董舒婷
（1111103）

赵春梅

40 经济学院 BX11106
众投（crowd funding）在中国个人投
融资产业前沿研究

任雯（1111854）、施能
（1111855）、吴诗茗
（1112449）、张大明
（1112643）、杨勇健
（112634）

周爱民

41 经济学院 BX11107
中国经济发展与雾霉现象的关联性研究
——以天津地区为例

李晓慧（1112045）、范
文思（1110974）、汪锦
（1110954）、袁珊
（1110956）、张丽芬
（1110988）

荆克迪   张裕芬

42 经济学院 BX11108
新生代农民工“弃农”问题的实地调查
与政策建议

冯浩（1110842）、刘晓
岑（1110285）、崔灿
（1110272）长博
（1111729）、沃斯超
（1111727）

倪志良

43 经济学院 BX11109
都市农业发展新模式——以上海市松江
区家庭农场为例

王丹（1111617）、崔光
耀（1111944）、苏子琪
（1111559）、吴帆
（1111621）、王一凡
（1111619）

姚万军

44 经济学院 BX11110
东北老工业基地资源枯竭型城市产业结
构调整的可行性研究——基于盘锦市的
实地调研

刘晓含(1112328)、王天
宇(1010380)、李程
(1011063)、邸钰瑶

王永兴



45 经济学院 BX11111 大学生时间资源优化配置研究

程思俏（1111829）杨晓
添（1111867）、安洪伟
（1111789）、张放
（1111818）、黎哲明
（1112596）

倪志良

46 经济学院 BX11112
“用工荒”与农民工就业两难问题的形
成原因及其对策研究——于广东省东莞
市进行调研

余梓轩（1111571）、王
秋迪（1110063）、徐斌
（1111567）、贺承达
（1111546）

姚万军

47 经济学院 BX11113
当前我国不同土地流转主体参与不同形
式流转的成本收益及效率分析探究——
基于皖北地区的实地调研

张扬（1111672）、方俊
森（1111644）、伍琼
（1111706）、远砚臣
（1111671）、郭方池
（1111906）

何永江

48 经济学院 BX11114
向低碳经济转型背景下可再生能源资源
的前景探讨——以云南电网公司与东盟
电力贸易为例

张凤（1111711）、黄壮
壮（1111648）、杨瑞麟
（1111708）、姚陶
（1111710）、刘煜光
（1111803）

苑涛

49 经济学院 BX11115
寻求城市居民房商用的出路——以天津
市为例

傅雨爽（1112949）、沈
琳（1112715）、温林
（1111766）、许思远
（1112998）、梁克雷
（1111651）

高通     钟茂初

50 经济学院 BX11116
我国鲜花市场的商品流通特征及流通效
率研究——对云南—天津鲜花流通链的
调研分析

翟国馨（1110314）、田
园（1111615）、马敬伊
（1111603）、李沛枝
（1111552）、戴小山
（1111543）

胡秋阳

51 经济学院 BX11117
高校内便利店定价合理性的实证研究--
一天津市高校为例

刘金源（1111844）、何
振飞（1111793）、李强
（1111799）、马榕
（1111894）、苏丹
（1111856）

刘晓峰

52 经济学院 BX11118
天津市大学生医疗保障使用状况的研究-
基于天津十二所高校

刘永旭（1111801）、陈
萌瑶（1111828）、李必
含（1111756）、吴奕楠
（1111814）、赵彤
（1111788）

曹华

53 经济学院 BX11119
阿里小贷模式分析及向金融机构推广的
可行性探究

邢进（1111815）、李冠
頔（1111837）李紫珅
（1111760）、张琪
（1111787）

郝项超

54 经济学院 BX11120
我国排污权交易市场激励机制设计及其
实验研究

罗艺（1111807）、王凯
（1111811）、孙沛鑫
（1111858）、林畅
（1111841）、尹彤
（1111868）

谢思全   秦海英

55 经济学院 BX11121
从公立养老院及其县官产业链的创新运
营情况分析实现社会养老新发展的出路
——以天津地区为例

马智琪（1112974）、刘
少哲（1112729）、赵相
宇（1112739）、李天琦
（1112960）

刘志红    刘振

56 经济学院 BX11122
高房价对城市吸引青年人才的负面影响
及其对策分析——基于环渤海、长三角
、珠三角地区的调查研究

常子豪（1111641）、陈
惟（1111642）、陈玉玲
（1111677）、姚恒元
（1111670）、毛倩倩
（1111741）

苑涛

57 经济学院 BX11123
公司现金管理与运营模式创新问题研究
——基于电子货币的视角

李雄飞（1111961）、侯
义茹（1112030）、孙琪
（1112075）、孙博
（1111976）

李泽广

58 经济学院 BX11124
从农村金融的角度探求对深化农业集约
化建设的政策性建议——基于集约化前
后农村金融市场生态变化的比较研究

王宇（1112769）、朱宝
琦（1111895）、魏来
（1111889）、鲍秦杰
（1111876）

陈孝伟

59 经济学院 BX11125
天津地区城乡统筹医疗保险施行的调查
研究

赵书言（1113046）、李
鄀辛（1111691）、李佳
蒙（1111689）、姜小雨
（1111686）、罗天禹
（1111884）

朱航



60 经济学院 BX11126
中国民营快递行业现状及前景预测——
从京津地区现状出发

毕如月（1111897）、朱
鸿（1111875）、周赫
（1111873）、白婧
（1111896）、陈雨
（1110106）

帅杰

61 经济学院 BX11127
虚拟运营商对传统电信运营商冲击的调
查及未来市场发展方向的探索和建议-一
微信对传统短信的冲击为例

张毅（1111770）、黄东
方（1112031）、苏湘宾
（1110055）、曹瑶瑶
（1111674）、李明
（1111776）

李柳玲

62 经济学院 BX11128
改革开放后餐饮业浪费现象的对策措施
及其有效性分析——天津市南开区为例

张甜甜（1111714）、刘
鑫（1111694）、赵海腾
（1111820）、于兆君
（1111817）、于凯玥
（1112718）

邢天添   攸频

63 经济学院 BX11129
IT行业编程人员——“IT民工”投入产
出比不协调的调查及解决方案

陈倩（1112936）、袁圆
（1112110）、袁婷
（1112109）、刘奇
（1110902）

李勇权   张立富

64 经济学院 BX11130
中国城镇居民养老分析经济分析和前景
展望

樊聪（1112016）、胡睿
（1112955）、汪婧丰
（1112082）

丁继红

65 经济学院 BX11131
现行国地税征管系统的运行研究——基
于河北省青县的调查

王星岚（1110935）、曹
颖颖（1110785）、吴凡
（1111622）、邓锃德
（1110005）、何万家
（1110015）

李冬妍

66 经济学院 BX11132 科技中小型企业的金融生态研究

张帅（1111992）、胡映
（1112900）、王程
（1112083）、汪明宇
（1111977）、司马杰
（1112074）

陈瑞华

67 经济学院 BX11133
探索中国财政分权支路——以“营改增
”为切入点

蒋丽夏（1111735）、胡
淼（1111734）、乌日罕
（1111746）、雷红蕾
（1111736）、边巴德珍
（1111732）

邢天添

68 经济学院 BX11134
对影响高校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因素
的探究及其突破——以天津市高校为研
究案例

许鸿健（1112630）、王
康（1112629）、张晓琳
（1112646）、梁舒雯
（1111599）、裘玥
（1111608）

乔晓楠

69 经济学院 BX11135
消费者实际投资行为与理论最优组合的
偏差研究--以天津工商银行、交通银行
、中国银行理财产品为例

罗霄(1111764)、王黎静
(1110128、谢骞
(1111768)、杨爽

陈孝伟

70 经济学院 BX11136
关于校方责任保险的现状及其未来发展
趋势的研究

华敏（1111908）、李雯
青（1110382）、杨梅
（1112101）、尚以尧
（1110931）

李勇权

71 经济学院 BX11137
基于中小企业融资困难问题进行多元化
融资融资途径的探究

穆冠达（1112612）、郑
原（1110316）、梅继爽
（1112676）、史宇昕
（1110294）

韩文霞   李雪莲

72 经济学院 BX11138
团购网站沉淀资金及其对行业影响分析-
-以津京地区为例

梁梓琪(1111778)、彭华
(1111782)、隋清蕊
(1111785)、石晓辰
(1111809)、王楠乔
(1110061)

王博



序号 院系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学生姓名(学号) 指导教师

1 经济学院 201310055072
工商业资本下乡的制度安排及影响研究
——基于对津、冀、晋、苏、川五省市
十五个典型地区调研结果的分析

赫胜利（1111547）、张妍哲
（1111633）、王何欣（1112751）、
冯康（1111545）、邢桂斌

姜磊、谢思全

2 经济学院 201310055073
就地城镇化过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还是
回流

荣欣怡(1111610)、胡明远
（1112762）、马紫宇（1111740）、
傅一瑶(1111584)

王金杰、周立群

3 经济学院 201310055074
“居住证”政策实施情况与前景展望—
—以晋、冀、辽、川、皖五省八市为例

任沛东（1111558）、佟斌
（1111561）、张海虹（1111892）、
赵玮璇（1111636）、孙慕函

陈卫民、周立群

4 经济学院 201310055075
基于农民视角发展林下经济的政策需求
研究——以河南省内黄县为例

陈天仪（1111163）、胡梦莹
（1110646）、孟子舒（1110048）、
贾珊珊（1112833）、穆维

段文斌

5 经济学院 201310055076
新生代农民工居住状况的实地调查研究
——基于四川省农民工住房状况调查

蒋书海（1111549）、侯亚博
（1110948）、刘佳昊（1111555）、
芦佳宁（1111602）、刘思超

蒋雅文、宁光杰

6 经济学院 201310055077
社会保障体系中的盲区：“罕见病患者
困境”的实证研究——罕见病家庭的经
济承受力调查与分析

王若为（1111618）、万淑贞
（1111616）、王泽（1111564）、赵
晨昊（1211510）

谷云、李柳玲

7 经济学院 201310055078
居家养老运作模式探讨——基于老年人
需求视角

张懋缘（1112842）、董媛
（1111581）、曹芮（1112704）、刘
志超（1111763）、杜福尧

陈卫民

8 经济学院 201310055079
基于消费者视角探究培育城市光伏发电
市场的扶持政策——以京津地区为例

闫珺（1111623）、庾湛寒
（1111626）、梁志远（1111652）、
李凡宇（1111595）、黄家盛

胡秋阳

9 经济学院 201310055080
农民合作社发展的金融支持--以四川省
泸州市为例

潘可中（1111852）、周靖淞
（1111824）、刘爽（1111761）、赵
泽江（1111822）、周远扬

范小云

10 经济学院 201310055081
蔬菜网络营销的现状调研和前景分析—
—基于山东省的实地调研

刘娜（1111917）、刘馨阳
（1111918）、芮露露（1111921）、
杨博远（1111891）、胡博豪

姚万军、攸频

11 经济学院 201310055082
建立针对失独现象的新型保险体系的可
行性分析（以天津地区为例）

顾文君（1111905）、李婧婷
（1110115）、李鹏飞（1111883）、
蔺承琳（1111915）、盛煜辰

陈伊维

2013年南开大学"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创新训练立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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