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度、2019年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结项名单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主持人 结项等级

1 ACYC2018015 企业减负与税制优化耦合视域下城建税改革研究 周荣 重点

2 ACYC2018025 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环境效应研究 梁思捷 一般

3 ACYC2018007 财政转移支付对我国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影响研究 吴金燕 一般

4 ACYC2019019 税收优惠激励企业创新能力提升了吗？

—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实证研究
程紫璇 一般

5 ACYC2019017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研究

——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刘盼盼 一般

6 ACYC2018001 财政纵向失衡助推了我国通货膨胀吗？ 费冒盛 重点

7 ACYC2018011 资源税改革对煤炭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 焦梦青 重点

8 ACYC2018004 农民工收入差距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CHIP数据 蔡静 一般

9 ACYC2019021 国民幸福感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CGSS数据 万聂欣 一般

10 ACYC2019020 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群体异质性视角 王烊烊 一般

11 ACYC2018005 绿色就业影响因素及有效实现路径研究 朱荣荣 一般

12 ACYC2018047 网络平台垄断势力识别及规制研究 乔露露 一般

13 ACYC2018054 专利进口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影响 张雨婷 一般

14 ACYC2018056 长三角地区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遴选和培育研究 王伟杰 一般

15 ACYC2018060 知识管理、信息交流技术对中小跨境电商企业竞争力影响研究 高秀凤 一般

16 ACYC2018061 安徽省出口效率的测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黄胜捷 一般

17 ACYC2018075 “一带一路”背景下国际产能合作战略的路径研究

——基于微观视角的考察
钱圆圆 一般

18 ACYC2018078 产业集聚、城镇化与环境污染交互效应研究 况佩杰 一般

19 ACYC2019028 数字经济时代消费者电商行为研究 汤代飞 一般

20 ACYC2019044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 洪梦 一般

21 ACYC2019047 政企关系与制造业企业出口：基于世界银行2012年
中国企业调查数据的经验研究

薛青 一般



22 ACYC2019067 进口食品质量与运输成本：华盛顿苹果效应

—基于“中欧班列”开通的准自然实验研究
王恩慧 一般

23 ACYC2019068 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

——基于空间关联视角
黄凯 重点

24 ACYC2019071 偏向性技术进步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基于33个分行业数据的实证分析
周思贤 一般

25 ACYC2019072 产城融合、空间溢出与长三角一体化 汪雅珍 一般

26 ACYC2019074 中美双边服务贸易利益结构的测算与分析---基于WWZ方法的测算 蒋丽 一般

27 ACYC2019075 贸易不平等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制造业的视角 张洁 一般

28 ACYC2019077 双向直接投资与收入分配 陈晟 一般

29 ACYC2019078 长江经济带先进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研究 王锦 重点

30 ACYC2019079 环境规制对新僵尸企业形成的影响研究 朱力 一般

31 ACYC2018108 多重冲击下的我国国际投资头寸估值效应研究 田新 重点

32 ACYC2019085 央行信息披露、货币政策时滞与金融市场利率 高歌 一般

33 ACYC2019083 长三角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公司价值的关系研究

——基于面板门限模型
褚丽云 一般

34 ACYC2019086 基于宏观金融变量的期权定价 姜晓晴 一般

35 ACYC2018113 业绩预告、大股东减持与股价崩盘风险研究 易苗苗 重点

36 ACYC2018109 校园金融乱象的协同治理研究 阮亚南 一般

37 ACYC2018118 新时期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宏观经济效应分析——
基于因素增强型向量自回归模型

范学成 一般

38 ACYC2018121 “互联网+农村产业链”金融服务创新模式研究 许佳琦 一般

39 ACYC2019120 电子支付对中国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分析——基于STR模型 杨薇薇 一般

40 ACYC2019110 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与空间异质性研究 陈梦洁 一般

41 ACYC2019126 “双支柱”调控与系统性风险——基于TVP-VAR模型 查海峰 重点

42 ACYC2019080 农业保险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财政补贴制度创新 周宇轩 一般

43 ACYC2018105 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模式创新研究 朱京 一般

44 ACYC2018107 我国农业保险差异化财政补贴的地域公平与政策优化研究 李敏 一般



45 ACYC2018102 随机利率下寿险公司的经营风险分析 刘文文 一般

46 ACYC2018106 基于反贫困视角下农业保险补贴政策创新研究 杨玉洁 一般

47 ACYC2019096 “农业产业链+数字普惠金融”的融资体系研究 谢露露 一般

48 ACYC2018124 非利息收入对我国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研究

——基于银行资产质量的视角
曾国庆 一般

49 ACYC2019087 基于城乡二元视角下社会资本对家庭消费负债行为的影响研究 李显发 一般

50 ACYC2017158 大别山林业脱贫模式研究 金晓卉 重点

51 ACYC2018144 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质量与环境污染耦合优化研究 韦薇 一般

52 ACYC2018149 乡村振兴战略下安徽省休闲农业发展路径研究 宋啸天 一般

53 ACYC2018151 房价分化对长三角城市群制造业集聚影响机理研究 李淼淼 一般

54 ACYC2018152 共享经济驱动皖北旅游业中高端化的机理与路径研究 邢皓 一般

55 ACYC2018153 淮河生态经济带绿色发展指数测度及空间分异分析 马朝阳 一般

56 ACYC2018154 公共服务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基于CGSS数据分析 黄振东 一般

57 ACYC2018161 产业升级对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 刘庆发 一般

58 ACYC2018162 革命老区乡村振兴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研究——以大别山区为例 赵子青 一般

59 ACYC2018165 基于铁路客运流的淮河生态经济带空间联系及网络结构 王梦伟 一般

60 ACYC2019144 半城镇化：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享受公共服务差异比较

——基于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专题数据
张小雨 一般

61 ACYC2019145 城市蔓延对长江经济带产业升级的影响研究 王琰 重点

62 ACYC2019146 贫困人口扶贫政策获得感评价与提升路径研究

——以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为视角
倪修凤 重点

63 ACYC2019147 环境规制对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

—基于财政分权的视角
王敏丽 一般

64 ACYC2019158 安徽省县域政商“清亲”关系现状及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 刘曦萌 一般

65 ACYC2018171 “互联网+特色产业”扶贫机制及效应分析

——以长丰县草莓产业为例
许露露 一般

66 ACYC2018191 中国工业企业创新效率测度 江艳婷 一般

67 ACYC2019167 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中国对外贸易隐含碳研究 范国星 一般



68 ACYC2018196 长江经济带的高质量发展评价研究 段东 一般

69 ACYC2018198 中国经济增长和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的影响

—基于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陆玉玲 一般

70 ACYC2018211 老字号传承对品牌权益的实证研究——基于QCA的实证分析 岳荣荣 一般

71 ACYC2018212 大数据支撑制造业生态系统价值共创及核心企业战略决策研究 焦鹏举 一般

72 ACYC2019244 不同高校类型下产学合作对高校学术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秦素 重点

73 ACYC2018213 平台品牌形象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研究

—消费者自我一致性的调节作用
吴童 一般

74 ACYC2019245 消费者逆向性别代言的广告效果研究

——基于消费者参与度中介效应
杨洁 一般

75 ACYC2018216 企业颠覆性创新绩效评估体系构建研究 陈小婷 一般

76 ACYC2018220 基于定性比较法的老字号创新路径研究 杨玉成 一般

77 ACYC2018222 大学生创业行为社会文化因素影响的实证研究 张青青 一般

78 ACYC2018224 嵌入性视角下大学生创业关系网络构建过程研究 陈雪 一般

79 ACYC2018042 乡村振兴视阈下的农村食品安全治理 李丽敏 一般

80 ACYC2018045 离乡农民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皖北为例 汪亚楠 一般

81 ACYC2018033 黄山乡村旅游发展与政府管理效能提升问题研究 洪勤思 重点

82 ACYC2019200 宗族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内在逻辑和实践路径

—基于两地宗族活动的比较研究
杨衍 一般

83 ACYC2017013 乡村振兴战略视角下新乡贤的角色定位研究 吴晨晟 一般

84 ACYC2019195 “三权分置”视阈下农村宅基地盘活利用中农户

土地权益保护研究—以皖北为例
周丽 重点

85 ACYC2019194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闲置宅基地治理路经研究 魏朋娟 一般

86 ACYC2018029 大学生养成教育的绩效评价及提升策略研究

—基于对安徽财经大学的调查
王静 一般

87 ACYC2018037 乡村振兴视域下返乡农民工技能培训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 顾莹 一般

88 ACYC2019204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老年人再就业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陆圆圆 一般

89 ACYC2018032 社会共治下药品安全多元主体治理的路径探索 王悦 一般

90 ACYC2018031 农村低保制度运行的错位与校正——以太和县为例 夏聪明 一般



91 ACYC2019203 子女数目、社会保险与城乡中老年人幸福感 姚倩 一般

92 ACYC2018041 “健康中国”背景下对我国各类医疗卫生机构资源配置效率的研究 
——基于DEA方法的实证分析

祖俊涛 一般

93 ACYC2019192 “后2020时代”我国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路径转向研究

——以安徽省xx县为例
齐艺 一般

94 ACYC2018236 人工智能产业自主创新能力测度体系研究 张胜宝 重点

95 ACYC2019205 新零售背景下考虑服务投资的供应链复杂性研究与控制 吴选玉 重点

96 ACYC2019208 基于Super-EBM-DEA及全局Malmquist的物流产业效率研究 吴妍 一般

97 ACYC2019207 基于生态足迹的中国省际旅游生态效率研究 杨宏丰 一般

98 ACYC2018237 新时代科技情报机构智库建设研究 赵浩玥 一般

99 ACYC2018228 基于大数据价值链的隐私保护研究 吴利琰 一般

100 ACYC2018233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据存储优化 屈冉 一般

101 ACYC2018235 国内高校智库网站影响力评价研究 朱会 一般

102 ACYC2019210 具有免疫策略的时滞网络病毒传播模型Hopf分岔研究 曹春 一般

103 ACYC2019219 基于用户昵称的跨社交网络身份识别技术 栾孟孟 一般

104 ACYC2019215 一类具有隔离策略的时滞网络病毒传播模型的稳定性研究 杨芳芳 一般

105 ACYC2019216 基于灰色系统理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与生产服务业关联性研究 王梦洁 一般

106 ACYC2019221 基于数据挖掘技术的财务分析应用研究 杨星华 一般

107 ACYC2019214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统计测度及推进策略研究 陈瑞芸 重点

108 ACYC2019213 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趋势演进及空间异质性研究 李丽雅 一般

109 ACYC2019218 智能客服中的语音情感识别研究 李晓宇 一般

110 ACYC2018239 企业社会责任、分析师跟进与税收规避 胡玉蝶 一般

111 ACYC201824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内外部监督与资本配置效率 孙如雪 一般

112 ACYC2018240 基于上市民营企业视角的媒体报道、商业贿赂与企业价值研究 何磊 一般

113 ACYC2018242 股权结构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 张灿 一般



114 ACYC2018245 管理层对党认知程度的异质性、党组织参与治理与企业价值 朱艳芹 一般

115 ACYC2018248 审计任期、审计收费与审计质量的实证研究

—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柳珊珊 一般

116 ACYC2019246 政府风险投资、竞争优势与股价崩盘风险

——基于创业板上市公司经验证据
叶晨 一般

117 ACYC2019247 企业战略选择与投资者异质信念—基于审计质量的调节效应 范梦晨 一般

118 ACYC2018251 会计信息可比性、审计师行业专长与审计质量 闫江影 一般

119 ACYC2019248 非营利组织财务透明度对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 汪天祥 一般

120 ACAY2019249 高管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 陈晨 一般

121 ACYC2018253 基于PSR模型的自然资源资产离任（任中）审计评价研究

——以水资源为例
王子娟 一般

122 ACYC2018254 基于高管权力滥用视角下的内部控制与企业投资行为研究 崔晓靖 一般

123 ACYC2018255 股权激励对上市公司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 朱沛文 一般

124 ACYC2019250 企业战略调整对债券发行定价的影响研究 邢妍 一般

125 ACYC2018258 管理层过度自信、高管薪酬与投资效率 周雅茹 一般

126 ACYC2018259 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债权违约风险影响效应研究 毛亚男 一般

127 ACYC2018260 国际化董事会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肖卓一 一般

128 ACYC2018262 国企混改背景下的PPP项目审计研究 李良 一般

129 ACYC2018263 税制结构优化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探析 吴少敏 重点

130 ACYC2019252 高管过度自信、财务柔性与并购绩效相关研究 陈丽丽 一般

131 ACYC2019254 环境不确定性、异质信念与企业投资效率 肖俊杰 一般

132 ACYC2019276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风险测度与预警机制研究 丁明丽 一般

133 ACYC2019274 信息通信技术与全要素生产率 冯天宇 一般

134 ACYC2019258 高管晋升激励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陈一玲 一般

135 ACYC2019268 企业金融化、资产可逆性与可持续发展 孙文祥 一般

136 ACYC2019279 银行中大股东隧道挖掘行为对银行风险影响的研究 毕成 一般



137 ACYC2019260 安徽省高等教育支出预算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以C高校为例
曹璨 一般

138 ACYC2019298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智能审计构建及运作模式探究 梁永 一般

139 ACYC2019284 风险承担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李永文 一般

140 ACYC2019322 新三板财务造假成因探讨—以新股食品为例 秦春霖 一般

141 ACYC2019310 财政补贴退坡背景下新能源汽车产业财务绩效与高质量发展研究
——以江淮汽车为例

王启玘 一般

142 ACYC2019313 承租人视角下新租赁准则对航运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

——以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为例
朱云 一般

143 ACYC2018406 彩色铅笔画艺术的实用性探索 张露 一般

144 ACYC2018409 墙绘艺术对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 陈磊新 一般

145 ACYC2018412 “花钱”的美学价值研究 王瀚 一般

146 ACYC2018408 传统吉祥纹饰的现代应用 宋一 一般

147 ACYC2019383 我国低空空域制度重构研究 江昊 一般

148 ACYC2019395 财政支农资金支持资产收益扶贫的收益保障制度研究 周正 一般

149 ACYC2019342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我国央行数字货币风险防范制度研究 张姣姣 一般

150 ACYC2019408 宅基地“三权分置”中资格权应然定位研究

——以改革试点地区规范性文件为样本
黄薇锦 一般

151 ACYC2019324 环境污染犯罪疫学因果关系适用问题研究 李想 一般

152 ACYC2019328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人终止制度研究 徐丹丹 一般

153 ACYC2018360 我国金融科技“监管沙盒”测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制度研究 戚丽 一般

154 ACYC2018400 孔子“仁”的思想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的意义与价值探讨 张晓 一般

155 ACYC2018393 孟子“美”思想与当代健康审美心态的培育 年丽凤 一般

156 ACYC2018403 蚌埠市社会组织党建研究 洪彩贝 一般

157 ACYC2018395 《大学》健康社会心态思想创造性转化研究 黄婉欣 一般

158 ACYC2018397 改革开放以来大陆影视中的财富印象:观念以及嬗变 陈启虞 一般

159 ACYC2018401 中小学课外培训机构的社会责任 刘雅彤 一般



160 ACYC2018396 新时代安徽社区党建中党员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以安徽蚌埠社区为例
杨倩 一般

161 ACYC2018399 我国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中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朱莹 一般

162 ACYC2019347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赵斯建 一般

163 ACYC201934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研究 马昕 一般

164 ACYC2019196 皖北地区乡村振兴路径研究——以濉溪县为例 周子玉 重点

165 ACYC2019331 互联网平台动态调价的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研究 张燕 一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