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财研﹝2012﹞22号 

 

上 海 财 经 大 学 文 件  

 关于公布2012年研究生创新基金资助项目的

通知 
各院（系、所），各项目负责人： 

为进一步落实《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的要求，大力

扶持研究生自由探索、开展创新研究和实践研究的行动，鼓励研究生培

养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能力，大力支持具有科研发展潜力的研究生迎

接挑战，锐意进取，从而体现“搭建平台、注重创新、争创一流”的举

措，为培养高素质、高层次人才创造一个良好的科研启动机制，根据《上

海财经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管理办法（试行）》（上财研〔2011〕29 号）

的有关规定，我校组织了 2012 年研究生创新基金资助项目的申报工作。

经 2012 年 6 月 25 日校内专家组审定，杜建军的《农业部门要素价格扭

曲及溢出效应研究》等 142 个项目获准立项（其中博士研究生项目 120

项，硕博连读（硕士）生项目 7 项，普通硕士研究生项目 15 项，详细名

单附后），现予公布，并将相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资助金额及经费管理 

研究生创新基金为资助性的基金，资助金额为博士研究生项目



10,000 元，硕博连读（硕士）生项目 10,000 元，普通硕士研究生项目 4,000

元。资助经费分两次下拨，博士研究生项目获准立项后下拨 50%，硕博

连读（硕士）生项目和硕士研究生项目获准立项后下拨 25%；所有项目

结项合格后下拨资助经费的剩余部分。 

经费的使用严格按照《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管理办法（试

行）》（上财研〔2011〕29 号）的有关规定执行。 

二、成果要求 

项目建设，应以学位论文成为市级以上优秀成果（或学位论文）为

目标。每个项目还必须公开发表论文，并必须符合以下要求： 

1、硕士研究生项目在核心期刊上公开发表 1 篇学术论文，博士研究

生项目和硕博连读（硕士）生项目在核心期刊上公开发表 2 篇论文或在

权威期刊发表 1 篇论文； 

2、项目负责人必须独立发表或者作为第一作者发表论文，且论文作

者单位必须是上海财经大学； 

3、论文内容必须紧密围绕项目主题，或与之相关的阶段性成果内容； 

4、论文发表时间不得早于立项时间； 

5、公开发表的论文须注明受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资

助。 

三、项目建设与管理 

硕士研究生项目的建设时间为一年，自 2012 年 7 月至 2013 年 6 月；

博士研究生项目和硕博连读（硕）生项目的建设时间为两年，自 2012 年

7 月至 2014 年 6 月。项目建设期满，研究生院将组织对项目建设情况进

行验收。 



各有关院系所和指导教师应加强对资助项目的指导，并为项目的建

设提供便利和帮助。 

各项目负责人须严格依据《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管理办法

（试行）》（上财研〔2011〕29 号）的有关规定，高度重视项目建设质量，

确保项目顺利实施和实现预期目标。 

项目负责人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须定期（普通硕士研究生项目于 2012

年 12 月 31 日前，博士研究生项目和硕博连读（硕）生项目于 2013 年 6

月 30 日前）向研究生院提交项目中期检查报告。研究生院将对项目实施

情况进行检查，对未按时报送项目中期检查报告、未认真开展研究工作

或项目经费使用不当的项目，将缓拨经费并要求申请人予以纠正。对于

情节比较严重的，将停止资助，并追究项目负责人的责任。 

 

    附件：上海财经大学 2012 年研究生创新基金资助项目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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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上海财经大学 2012 年研究生创新基金资助项目名单 

二〇一二年七

月二日项目编

号 

题目 负责人 学号 
学生

类别 
专业 所属院系 导师 

资助金

额（元） 

CXJJ-2012-301 农业部门要素价格扭曲及溢出效应研究 杜建军 2011310060 博士 农业经济管理 财经研究所 吴方卫 10000

CXJJ-2012-302 碳减排约束下的我国产业转移路径研究 戴嵘 2011310058 博士 
能源经济与环境

政策 
财经研究所 曹建华 10000

CXJJ-2012-303 军队后勤保障绩效研究 童敏慧 2011310057 博士 国防经济 财经研究所 陈晓和 10000

CXJJ-2012-304 

资源环境约束下中原经济区产业 TFP 比

较优势的空间动态转换研究——“新”新

经济地理视角 

杨慧敏 2011310055 博士 区域经济学 财经研究所 刘乃全 10000

CXJJ-2012-305 工资差距、生活质量与劳动力流动 雷晓霆 2011310061 博士 农业经济管理 财经研究所 王克强 10000

CXJJ-2012-306 
农民跨区域流动的决策模型分析——基

于对义乌市农民工的调查 

叶尔肯

拜苏琴
2011310063 博士 农业经济管理 财经研究所 伍山林 10000

CXJJ-2012-307 
WTO民用航空器补贴争端成案研究——兼

论对我国发展民用航空业的启示 
李仲平 2011310144 博士 法律经济学 法学院 张军旗 10000

CXJJ-2012-308 

经济法学研究格局分布及主题变迁

（1996-2011）——以人大复印资料《经

济法学·劳动法学》为样本考察 

高毅 2010310143 博士 法律经济学 法学院 张军旗 10000

CXJJ-2012-309 标准化过程中专利挟持的反垄断法规制 林欧 2010310144 博士 法律经济学 法学院 王全兴 10000

CXJJ-2012-310 资本市场秩序的宪法选择 伍文辉 2011310135 博士 法律经济学 法学院 王士如 10000



CXJJ-2012-311 
行政调查中的权力制衡与权利保障——

以特别事件行政调查为视角 
刘勇前 2010310145 博士 法律经济学 法学院 单飞跃 10000

CXJJ-2012-312 WTO 与中国会计服务市场法制发展 毛生良 2011310145 博士 法律经济学 法学院 张军旗 10000

CXJJ-2012-313 农民工住房权益保障法律机制研究 王甜甜 2011310139 博士 法律经济学 法学院 王全兴 10000

CXJJ-2012-314 
区域所得税税负差异与生产要素流动性

的相关性研究 
王鲁宁 2010310047 博士 税收学 

公共经济与管

理学院 
胡怡建 10000

CXJJ-2012-315 
对我国政府间转移支付的绩效评价与制

度创新 
李丹 2011310041 博士 财政学 

公共经济与管

理学院 
刘小川 10000

CXJJ-2012-316 
地市级政府在地区竞争中是否存在财政

策略互动？ 
王贺嘉 2009210172

硕博连

读（博） 
财政学 

公共经济与管

理学院 
丛树海 10000

CXJJ-2012-317 
基于“土地财政”视角的政府经营土地制

度研究 
王沛 2008210169

硕博连

读（博） 
国民经济学 

公共经济与管

理学院 
王克强 10000

CXJJ-2012-318 
中国财政风险——基于财政统计理论的

研究 
刘立佳 2011310039 博士 财政学 

公共经济与管

理学院 
刘小兵 10000

CXJJ-2012-319 地方政府绩效预算改革的影响机制研究 李艳鹤 2008210269
硕博连

读（博） 
公共经济政策学

公共经济与管

理学院 
马国贤 10000

CXJJ-2012-320 中国非税收入制度的优化 谭郁森 2010310046 博士 税收学 
公共经济与管

理学院 
朱为群 10000

CXJJ-2012-321 
中国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风险识别及防

范研究 
丁彦皓 2011310049 博士 房地产政策学 

公共经济与管

理学院 
姚玲珍 10000

CXJJ-2012-322 
粒子群算法在物流配载方案挖掘中的应

用 
石松 2011310052 博士 技术经济及管理

公共经济与管

理学院 
陈云 10000

CXJJ-2012-323 我国税收超 GDP 增长的货币因素研究 刘金东 2011310045 博士 税收学 
公共经济与管

理学院 
胡怡建 10000

CXJJ-2012-324 环境税的累退效应及其对策分析 刘倩 2008210179
硕博连

读（博） 
财政学 

公共经济与管

理学院 
蒋洪 10000

CXJJ-2012-325 
基于经济增长和福利改进视角下的 优

社会保障水平与模式研究 
冯经纶 2011310037 博士 财政学 

公共经济与管

理学院 
丛树海 10000



CXJJ-2012-326 
增值税“扩围”改革对消费者税收负担的

影响分析 
余莎 2010210171

硕博连

读(硕) 
财政学 

公共经济与管

理学院 
刘小川 10000

CXJJ-2012-327 
农产品虚拟水消费、贸易对国民经济的影

响 
邓光耀 2011310035 博士 国民经济学 

公共经济与管

理学院 
王克强 10000

CXJJ-2012-328 

政府竞争视角下的财政支出和经济增长

的关系——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

究 

高军 2008210175
硕博连

读（博） 
财政学 

公共经济与管

理学院 
蒋洪 10000

CXJJ-2012-329 社会资本对中国收入差距影响的研究 陈玮 2010210156
硕博连

读(硕) 
公共经济政策 

公共经济与管

理学院 
耿曙 10000

CXJJ-2012-330 土地发展权配置与流转的经济学分析 唐茂钢 2011310036 博士 国民经济学 
公共经济与管

理学院 
王克强 10000

CXJJ-2012-331 公共卫生支出的实证分析 付芳 2011310038 博士 财政学 
公共经济与管

理学院 
蒋洪 10000

CXJJ-2012-332 我国房地产财富效应研究 谷卿德 2010210206
硕博连

读(硕) 
房地产经济学 

公共经济与管

理学院 
张学文 10000

CXJJ-2012-333 经济环境对居民健康影响研究 孙旭晖 2010210018
硕博连

读(硕) 
公共经济政策学

公共经济与管

理学院 
蒋洪 10000

CXJJ-2012-334 
经济改变政治？——台湾民众经贸立场

的政治经济分析 
耿友祥 2010210220

硕博连

读(硕) 
公共经济政策学

公共经济与管

理学院 
耿曙 10000

CXJJ-2012-335 
全球 FTA 网络演化机制研究及中国的策

略选择 
王开 2010310095 博士 世界经济 

国际工商管理

学院 
靳玉英 10000

CXJJ-2012-336 
替代品定价与库存优化策略研究——基

于顾客行为视角 
陈琼 2010310107 博士 企业管理 

国际工商管理

学院 
田中俊 10000

CXJJ-2012-337 
老字号长期品牌管理研究——基于真实

性理论的视角 
徐伟 2010310124 博士 市场营销 

国际工商管理

学院 
王新新 10000

CXJJ-2012-338 
技术进步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的机制、路径

选择和战略措施研究 
张亚军 2011310096 博士 产业经济 

国际工商管理

学院 
干春晖 10000

CXJJ-2012-339 
自由贸易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研究——

基于中国工业和农业进出口的实证分析 
李亚波 2011310101 博士 国际贸易 

国际工商管理

学院 
郭羽诞 10000



CXJJ-2012-340 
基于大国优势的区域旅游产业结构调整

研究 
何勋 2011310113 博士 旅游管理 

国际工商管理

学院 
全华 10000

CXJJ-2012-341 中国电信业激励性规制效率研究 郑加梅 2010310103 博士 产业经济 
国际工商管理

学院 
夏大尉 10000

CXJJ-2012-342 
加工贸易、贸易成本与我国出口企业生产

率之谜：理论与证据 
刘晴 2010310104 博士 国际贸易 

国际工商管理

学院 
兰宜生 10000

CXJJ-2012-343 
ERP下闭环供应链的旧品回收契约模式优

化研究 
刘宇熹 2010310111 博士 企业管理 

国际工商管理

学院 
谢家平 10000

CXJJ-2012-344 
旅游发展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及其影响

机制研究 
刘嘉毅 2010310116 博士 旅游管理 

国际工商管理

学院 
陶婷芳 10000

CXJJ-2012-345 
工业品牌敏感性分析研究——基于风险

理论的视角 
詹刘满 2010310126 博士 市场营销 

国际工商管理

学院 
王新新 10000

CXJJ-2012-346 
人民币国际化的机理研究及其国际化程

度的测度 
罗成 2011310086 博士 世界经济 

国际工商管理

学院 
车维汉 10000

CXJJ-2012-347 
全球一体化进程中实际汇率变动对实际

工资调整的机制与政策研究 
曹强 2010310093 博士 世界经济 

国际工商管理

学院 
林珏 10000

CXJJ-2012-348 
贸易中介在我国外贸发展中的作用：效率

增进型抑或租金转移型 
孙晓霓 2010310105 博士 国际贸易 

国际工商管理

学院 
郭羽诞 10000

CXJJ-2012-349 
伦理型领导、组织伦理气氛与企业社会责

任关联模型研究 
王菁 2010310113 博士 企业管理 

国际工商管理

学院 
孙元欣 10000

CXJJ-2012-350 
中国中小企业的政企纽带、商业纽带在国

际化中的作用 
莫材友 2010310121 博士 市场营销 

国际工商管理

学院 
江若尘 10000

CXJJ-2012-351 
中国区域经济差距的收敛性分析——基

于产业分解的视角 
李津津 2011310093 博士 产业经济 

国际工商管理

学院 
干春晖 10000

CXJJ-2012-352 
金融发展对异质性的企业、贸易模式和资

本流动影响 
辛大楞 2010310096 博士 世界经济 

国际工商管理

学院 
李新 10000

CXJJ-2012-353 
不完全信息下的搜寻与基于搜寻理论的

不完全竞争市场的研究 
甄艺凯 2010310102 博士 产业经济 

国际工商管理

学院 
孙海鸣 10000

CXJJ-2012-354 
商业模式创新导向与品牌定位的匹配效

应研究 
李文莲 2010310108 博士 企业管理 

国际工商管理

学院 
夏健明 10000



CXJJ-2012-355 
供应链对中国医药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促

进性及促进机制研究 
史伟 2010310122 博士 市场营销 

国际工商管理

学院 
陈信康 10000

CXJJ-2012-356 技术壁垒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张广 2010310097 博士 世界经济 
国际工商管理

学院 
金钟范 10000

CXJJ-2012-357 人力资本与中国产业结构调整 王健 2011310091 博士 产业经济 
国际工商管理

学院 
干春晖 10000

CXJJ-2012-358 领导部属互动与员工职业发展 杨自伟 2011310109 博士 企业管理 
国际工商管理

学院 
夏健明 10000

CXJJ-2012-359 
航运企业国际市场进入方式选择——基

于战略决策过程模型 
高振 2011310117 博士 市场营销 

国际工商管理

学院 
江若尘 10000

CXJJ-2012-360 
隐性市场显性化的替代效应分析——兼

对当前中国远期市场困境的思考 
李佳彬 2010210429

硕博连

读(硕) 
产业经济 

国际工商管理

学院 
朱国华 10000

CXJJ-2012-361 环境规制与我国纺织业竞争力关系研究 刘洪儒 2011310104 博士 企业管理 
国际工商管理

学院 
马洁 10000

CXJJ-2012-362 
行政区划调整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

合成控制法的研究 
高玲玲 2011310090 博士 产业经济 

国际工商管理

学院 
孙海鸣 10000

CXJJ-2012-363 
社会网络关系对我国资本市场资源配置

效率的影响 
毛昕旸 2009210808

硕博连

读（博） 
会计学 会计学院 陈信元 10000

CXJJ-2012-364 
基金经理人员多任务管理的影响因素和

经济后果 
付迟 2008210892

硕博连

读（博） 
会计学 会计学院 张鸣 10000

CXJJ-2012-365 
跨组织管理控制系统的导因、机制与业绩

后果 
高苗苗 2008210894

硕博连

读（博） 
会计学 会计学院 潘飞 10000

CXJJ-2012-366 
财务分析师投资评级乐观性动因——基

于获取上市公司私有信息的视角 
赵良玉 2009210175

硕博连

读（博） 
会计学 会计学院 李增泉 10000

CXJJ-2012-367 
股权结构与公司业绩——基于股权分置

改革的视角 
陈明端 2009210785

硕博连

读（博） 
会计学 会计学院 靳庆鲁 10000

CXJJ-2012-368 差序格局视角下的中国企业业绩量度 杨玉龙 2008210930
硕博连

读（博） 
会计学 会计学院 潘飞 10000

CXJJ-2012-369 
资本市场错误定价对监管者行为的影响

研究 
邢斌 2010310080 博士 金融学 金融学院 徐龙炳 10000



CXJJ-2012-370 
投资者非理性与管理层对策——中国股

票市场中小投资者利益侵害研究 
尹义华 2010310081 博士 金融学 金融学院 陆蓉 10000

CXJJ-2012-371 股票市场中随机波动率的实证研究 毛志娟 2010310091 博士 
金融数学与金融

工程 
金融学院 梁治安 10000

CXJJ-2012-372 
基于支持“走出去”战略的外汇储备投资

研究 
王照飞 2010310078 博士 金融学 金融学院 刘莉亚 10000

CXJJ-2012-373 证券分析师跟踪的公司治理作用研究 莫小东 2010310086 博士 
金融数学与金融

工程 
金融学院 金德环 10000

CXJJ-2012-374 合作博弈与若干分配问题研究 孙修勇 2010310087 博士 
金融数学与金融

工程 
金融学院 施锡铨 10000

CXJJ-2012-375 
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基于

公司层面的微观研究 
刘志刚 2010310073 博士 金融学 金融学院 奚君羊 10000

CXJJ-2012-376 银行间互相持有次级债券的风险研究 王耀青 2010310077 博士 金融学 金融学院 于研 10000

CXJJ-2012-377 高送转、投资者非理性与管理者行为 唐廷凤 2010310075 博士 金融学 金融学院 何众志 10000

CXJJ-2012-378 
主承销商分析师估值结论如何影响 IPO

定价 
吴文斌 2008210458

硕博连

读（博） 
金融学 金融学院 李曜 10000

CXJJ-2012-379 企业会计准则变更对保险负债的影响 沈立 2010310085 博士 保险学 金融学院 谢志刚 10000

CXJJ-2012-380 上市公司高管增持公告效应及动机分析 廖旦 2010310072 博士 金融学 金融学院 陆蓉 10000

CXJJ-2012-381 
市场错误定价下中国投资者投资行为研

究 
王力 2010310076 博士 金融学 金融学院 徐龙炳 10000

CXJJ-2012-382 资本市场错误定价与产业结构调整 孙亚 2009210382
硕博连

读（博） 
金融学 金融学院 陆蓉 10000

CXJJ-2012-383 金融中介的有限理性研究 苑博 2010310082 博士 金融学 金融学院 徐龙炳 10000

CXJJ-2012-384 
选择性上市——基于深市中小板和创业

板的实证研究 
陈红兵 2010310067 博士 金融学 金融学院 奚君羊 10000



CXJJ-2012-385 随机波动模型与波动率衍生品定价研究 杜琨 2010310090 博士 
金融数学与金融

工程 
金融学院 顾桂定 10000

CXJJ-2012-386 
识别我国保险业中的系统性重要金融机

构 
谢佯 2011310079 博士 保险学 金融学院 谢志刚 10000

CXJJ-2012-387 
宏观经济变量面板数据模型诊断理论及

其应用 
张敏 2009210155

硕博连

读（博） 
数量经济学 经济学院 周建 10000

CXJJ-2012-388 
金融摩擦与劳动力市场波动：基于新货币

主义经济学的分析 
赵伟 2009210121

硕博连

读（博） 
西方经济学 经济学院 李哲 10000

CXJJ-2012-389 
近代中国银行监管制度思想研究

（1897-1949） 
何业嘉 2009310025 博士 经济思想史 经济学院 程霖 10000

CXJJ-2012-390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资集体谈判

研究 
郑素利 2008210081

硕博连

读（博） 
政治经济学 经济学院 何玉长 10000

CXJJ-2012-391 金融数据波动率的建模及应用 王武毅 2010310030 博士 数量经济学 经济学院 朱东明 10000

CXJJ-2012-392 空间面板模型的数据质量诊断及其应用 高静 2010310024 博士 数量经济学 经济学院 周建 10000

CXJJ-2012-393 
中心城市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机制与实

证研究 
周华东 2010310032 博士 数量经济学 经济学院 朱东明 10000

CXJJ-2012-394 
财政预期、信贷市场与宏观经济效应：理

论与实证分析 
王仕进 2010210098

硕博连

读(硕) 
西方经济学 经济学院 田国强 10000

CXJJ-2012-395 一口价英式拍卖下的合谋与托价研究 荣健欣 2009210109
硕博连

读（博） 
西方经济学 经济学院 孙宁 10000

CXJJ-2012-396 中国近代币制改革思想研究（1840-1949） 张华勇 2010310019 博士 经济思想史 经济学院 程霖 10000

CXJJ-2012-397 限购政策与房价波动 赵海涛 2009210118
硕博连

读（博） 
西方经济学 经济学院 沈凌 10000

CXJJ-2012-398 
我国稀土价格研究——基于动态模型的

观点 
汪恒 2010310028 博士 西方经济学 经济学院 沈凌 10000

CXJJ-2012-399 抵押品约束、货币政策和经济周期 吕健 2010310026 博士 西方经济学 经济学院 李哲 10000



CXJJ-2012-400 
中央政府约束下的地方政府竞争行为研

究 
唐旭茂 2010310027 博士 数量经济学 经济学院 胡永刚 10000

CXJJ-2012-401 国际贸易的价值原理与应用 宋树理 2011310034 博士 
当代马克思主义

经济理论 

马克思主义研

究院 
冯金华 10000

CXJJ-2012-402 
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问题研究——基于

复杂适应性与演化博弈理论的视角 
鲁春义 2011310032 博士 

当代马克思主义

经济理论 

马克思主义研

究院 
程恩富 10000

CXJJ-2012-403 虚拟财富及其伦理基础 何华征 2011310003 博士 马克思主义哲学 人文学院 马钦荣 10000

CXJJ-2012-404 
空间经济学的两种研究路径及其内在关

联 
单许昌 2011310008 博士 经济哲学 人文学院 徐大建 10000

CXJJ-2012-405 消费向度——资本的现代性分析 邵长鹏 2011310010 博士 
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研究 
人文学院 马拥军 10000

CXJJ-2012-406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伦理冲突和价值诉

求——基于马克思经济哲学的分析 
徐伟 2011310017 博士 

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研究 
人文学院 张雄 10000

CXJJ-2012-407 上海地区人力资源与养老保障问题研究 张乐川 2011310012 博士 
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研究 
人文学院 张彦 10000

CXJJ-2012-408 事件经济：文化产业聚合发展的新模式 徐德忠 2010310014 博士 
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研究 
人文学院 张雄 10000

CXJJ-2012-409 货币、资本与市场权力结构 元晋秋 2011310005 博士 马克思主义哲学 人文学院 鲁品越 10000

CXJJ-2012-410 新加坡廉政文化建设及对中国的借鉴 孙娜 2011310011 博士 
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研究 
人文学院 盛邦和 10000

CXJJ-2012-411 经济性范畴的哲学分析 张斌 2010310005 博士 马克思主义哲学 人文学院 张雄 10000

CXJJ-2012-412 当代中国财富观的生成与重构 张玉林 2011310006 博士 马克思主义哲学 人文学院 卜祥记 10000

CXJJ-2012-41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文化自觉

——基于经济与文化“二律背反”研究 
王生发 2011310014 博士 

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研究 
人文学院 张雄 10000

CXJJ-2012-414 李大钊世界主义思想研究 何亚娟 2010310010 博士 
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研究 
人文学院 马拥军 10000



CXJJ-2012-415 论当代中国道德体系的构建 李勇 2011310013 博士 
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研究 
人文学院 盛邦和 10000

CXJJ-2012-416 社会管理创新的政府公共精神开发 毛小杨 2011310015 博士 
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研究 
人文学院 马拥军 10000

CXJJ-2012-417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历史使命和党的纯洁

性内在关联探新 
吴大庆 2011310016 博士 

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研究 
人文学院 章忠民 10000

CXJJ-2012-418 
论我国所有制结构的生成——基于生产

力结构决定论的维度 
杨俊 2011310004 博士 马克思主义哲学 人文学院 范宝舟 10000

CXJJ-2012-419 论科学无神论的界限 张志伟 2011310007 博士 马克思主义哲学 人文学院 马拥军 10000

CXJJ-2012-420 
人民币有效汇率指数编制及其长期均衡

测算和波动传导效应研究 
杨振建 2008210614

硕博连

读（博） 
统计学 

统计与管理学

院 
徐国祥 10000

CXJJ-2012-421 
基于进化算法与数据挖掘技术的股票市

场预测问题研究 
褚光磊 2010310137 博士 统计学 

统计与管理学

院 
陈艳 10000

CXJJ-2012-422 
中国金融状况指数编制方法创新及实证

研究 
郑雯 2009210620

硕博连

读（博） 
统计学 

统计与管理学

院 
徐国祥 10000

CXJJ-2012-423 
多元生存时间脆弱转移模型的理论及应

用研究 
施建华 2011310130 博士 统计学 

统计与管理学

院 
周勇 10000

CXJJ-2012-424 贝叶斯分层聚类方法研究 朱德刚 2011310120 博士 统计学 
统计与管理学

院 
茆长暄 10000

CXJJ-2012-425 
全球主要金融市场动态相关结构及风险

传导路径研究 
黄在鑫 2011310159 博士 管理科学与工程

信息管理与工

程学院 
覃正 10000

CXJJ-2012-426 
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商业模式创新研

究 
董亮 2011310151 博士 

信息管理与信息

系统 

信息管理与工

程学院 
刘兰娟 10000

CXJJ-2012-427 
复杂社会网络中的创新扩散研究——个

体异质性与混合影响视角 
肖宇 2011310156 博士 管理科学与工程

信息管理与工

程学院 
韩景倜 10000

CXJJ-2012-201 
交通基础设施与空间集聚——对中国工

业化和城市化的思考 
王存亮 2011210276 硕士 区域经济学 财经研究所 张学良 4000 

CXJJ-2012-202 
能源回弹效应的理论模型及基于中国的

经验研究 
黄涛 2011210292 硕士 

能源经济与环境

政策 
财经研究所 邵帅 4000 



CXJJ-2012-203 

资源产业依赖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效率

的影响：基于城市面板数据样本的实证研

究 

范美婷 2011210286 硕士 城市经济与管理 财经研究所 邵帅 4000 

CXJJ-2012-204 
招股说明书在我国创业企业 IPO 中的作

用 
杨涛 2011210533 硕士 企业管理 

国际工商管理

学院 
刘志阳 4000 

CXJJ-2012-205 关联方交易与公司财务决策 金杭静 2011210857 硕士 财务管理 会计学院 朱凯 4000 

CXJJ-2012-206 
小微企业信用贷款业务的风险控制——

基于对长三角地区的分析 
刘茵 2011210123 硕士 数量经济学 经济学院 张明恒 4000 

CXJJ-2012-207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国有企业组织治理模

式的变迁与制度创新 
马莹 2011210023 硕士 社会学 人文学院 刘长喜 4000 

CXJJ-2012-208 
择偶市场中的偏好形成过程与社会互动

机制研究 
刘暐 2011210022 硕士 经济社会学 人文学院 张彦 4000 

CXJJ-2012-209 
数学技术下“终端”与“新闻”的融合—

—彭博对于中国金融信息服务业的启示 
陈楠 2011210041 硕士 经济新闻 人文学院 刘晓红 4000 

CXJJ-2012-21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探究——以

建党以来的文化政策为例 
江山 2011210027 硕士 

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 
人文学院 马拥军 4000 

CXJJ-2012-211 
钢铁行业在 MTO-MTS 管理模式下的多

agent合同计划与库存匹配管理方法研究
梁惠 2011210814 硕士 管理科学与工程

信息管理与工

程学院 
张涛 4000 

CXJJ-2012-212 
基于语义 WEB 的空间数据领域本体建模

及推理应用研究 
施怿垠 2011210794 硕士 管理科学与工程

信息管理与工

程学院 
韩冬梅 4000 

CXJJ-2012-213 O2O 电子商务模式信任评价模型研究 王金成 2011210796 硕士 管理科学与工程
信息管理与工

程学院 
井然哲 4000 

CXJJ-2012-214 
物联网模式下的汽车零部件物流策略研

究 
徐莉莉 2011210801 硕士 管理科学与工程

信息管理与工

程学院 
张涛 4000 

CXJJ-2012-215 
基于复杂网络理论的银行间风险传导机

制及免疫策略研究 
尤添鋆 2011210817 硕士 电子商务 

信息管理与工

程学院 
韩景倜 4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