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度、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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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YC2017028 电商平台数据垄断法律规制研究 章道润 重点

2 ACYC2017089 韧性、失败学习与再创业绩效 涂玉琦 重点

3 ACYC2017092 未获取价值、资源拼凑与新创业企业商业
模式创新研究——以大士茶亭为例

罗媞 重点

4 ACYC2017073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
升级的影响研究

黄梅 重点

5 ACYC2018085 垂直专业化与制造业服务化的交互影响及
异质性考察

张登峰 重点

6 ACYC2017077 贸易开放度对一带一路国家制度质量的影
响分析

何芳 重点

7 ACYC2018058 长江经济带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研究 王锦 重点

8 ACYC2018137 农业保险的反贫困效率——基于三阶段
DEA模型

杜佳欣 重点

9 ACYC2017116 农业保险精准扶贫的作用机制与政策优化
研究

王彪 重点

10 ACYC201711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研究——
基于金融差异视角

唐璟宜 重点

11 ACYC2017139 涉农资金的使用效率与整合 徐新淼 重点

12 ACYC2017143 我国公共转移支付的减贫效应研究 朱康凤 重点

13 ACYC2017150 城市蔓延测度、空间分异与形成机制研究
——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李新华 重点

14 ACYC2017156 安徽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差异及对策研究 徐馨荷 重点

15 ACYC2018160 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质量：命令控制型、
市场激励型抑或公众参与型

王琰 重点

16 ACYC2017252 我国区域居民美好生活水平评价研究 洪宇 重点

17 ACYC2017251 环境政策工具选择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胡正陶 重点

18 ACYC2017237 我国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空间分布及影响
因素

曾菊芬 重点



19 ACYC2017229 基于广义信息集成算子的预测决策方法的
研究

杜康 重点

20 ACYC2017005 脱贫攻坚导向下财政资金投入的效应分析
——以大别山地区为例

胡小丽 一般

21 ACYC2017009 安徽省公共支出的减贫效应分析 王联珠 一般

22 ACYC2018012
财税扶持政策对企业实质性创新及生存风
险研究——基于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样

本

刘文龙 一般

23 ACYC2018013 差异性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
究——基于企业研发投入的中介效应

张婷婷 一般

24 ACYC2018018 劳动就业者幸福感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视角

费星星 一般

25 ACYC2018038 硕士研究生就业能力要素构成及提升路径
研究——以财经类高校为例

董毅 一般

26 ACYC2017019 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缴费水平地区差异研究 阳慧 一般

27 ACYC2017014 多中心理论视角下大学城“白色污染”协同

治理研究    ——以蚌埠市大学城为例
张如孟 一般

28 ACYC2018027 营利性民办学校治理困境及其对策研究—
以肥东县为例

杨衍 一般

29 ACYC2018021 乡村振兴背景下财政分权与我国农村公共
文化服务供给水平研究

唐金萍 一般

30 ACYC2018035 蚌埠市社区互助养老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姚倩 一般

31 ACYC2017038 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租赁住房的现实困境
与实现路径

朱玲 一般

32 ACYC2017040 人工智能的法律地位问题研究 程新惠 一般

33 ACYC2018354 论我国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 王煌 一般

34 ACYC2017039 我国人身保险中的如实告知义务研究 李凌志 一般

35 ACYC2017033 “三权分置”背景下土地经营权信托法律问

题研究
尹晓波 一般

36 ACYC2018369 网络谣言的刑法规制 张浩 一般

37 ACYC2018343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海洋环境保护立法
完善研究

朱永倩 一般



38 ACYC2017037 同性婚姻平权视角下的人权法律保护 王丽绮 一般

39 ACYC2017031 气候难民的国际法保护研究 孙玲俐 一般

40 ACYC2017029 农村集体土地股份权研究——基于地方规

范性文件实证考察
钱娇娇 一般

41 ACYC2018339 审判中心主义视角下“幽灵抗辩”问题研究 洪盼盼 一般

42 ACYC2017036 人权视角下残疾人劳动就业权研究 王芹 一般

43 ACYC2018348 C2C海外网络代购的税收征管问题研究 王璇 一般

44 ACYC2018359 “在线短租”民宿的法律规制 邵馨仪 一般

45 ACYC2018350 无人驾驶汽车交通事故侵权的责任主体及
归责原则

孟露 一般

46 ACYC2018342 宅基地“三权分置”的权利构造研究 徐丹丹 一般

47 ACYC2018387 综艺节目著作权保护的研究 丁强 一般

48 ACYC2017052 共有产权住房制度的构建研究 马天秋 一般

49 ACYC2017051 租购同权中“权”的法律类型分析 崔影 一般

50 ACYC2018377 逃税罪行刑转化问题立法完善研究 张圣曼 一般

51 ACYC2018230 基于顾客诚信偏好下供应链定价策略研究 吴选玉 一般

52 ACYC2018234 基于改进DEA博弈交叉效率模型的港口运

营效率评价
杨宏丰 一般

53 ACYC2018232 基于信息生态理论的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研
究

黄文倩 一般

54 ACYC2018229 基于用户生成内容的增量式用户画像研究 汪倩 一般

55 ACYC2018231 时滞SVEIR计算机病毒传播模型稳定性研

究
曹春 一般

56 ACYC2017060 大数据环境下中小企业创新的知识服务模
式研究

陈莹 一般



57 ACYC2017057
资本结构、创新能力与企业绩效的动态交
互效应研究——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

实证

郭成娟 一般

58 ACYC2018206 乡村振兴背景下游客价值共创行为的机制
研究

谢红 一般

59 ACYC2017087 创业孵化基地对大学生创业成效的影响研
究

孙曦曦 一般

60 ACYC2018207 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空间格局演化及其
迁移轨迹

昂昊 一般

61 ACYC2018208 外源性商贸平台多方主体形象对消费者平
台品牌态度的影响研究

贾明明 一般

62 ACYC2018203 中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
研究

刘慧 一般

63 ACYC2018201 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风险的影响——来自

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卢璐 一般

64 ACYC20180205 好友印象对朋友圈生成广告效果的影响研
究

施维 一般

65 ACYC2018077 交通基础设施对我国流通效率的影响研究 张景卫 一般

66 ACYC2018079 我国零售电商平台对就业带动的影响研究
——以淘宝平台为例

李鲁 一般

67 ACYC2018080 基于“保险+期货”的农产品价格风险管理

研究——以大豆为例
方龙朋 一般

68 ACYC2017062 大数据视角下安徽省农业产业化发展路径
研究

徐祥 一般

69 ACYC2017063 安徽省县域农业结构调整分析   —基于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
刘畅 一般

70 ACYC2017064 中国电子竞技运动赛事模式比较研究 薛虎 一般

71 ACYC2017065 安徽省山地户外运动产业融合发展路径研
究

王佳玉 一般

72 ACYC2017067 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土地股份制问题研究 王瑜 一般

73 ACYC2018081 皖南示范区旅游产业扶贫效率及空间差异
性——基于DEA——Malmquist模型的研究

张琳琳 一般

74 ACYC2018082 人口老龄化、产业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影
响的效应分析——以浙江省为例

褚诗婷 一般

75 ACYC2017068 面向“一带一路”的安徽对外贸易发展研究 冯婷婷 一般



76 ACYC2018083 全球价值链下安徽省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化成长的动力机制研究

韩宁 一般

77 ACYC2017071 全球价值链下我国工业机器人产业升级问
题研究

任韧 一般

78 ACYC2018084 安徽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化成长模式研究 施亚鑫 一般

79 ACYC2018087 中国服务业开放度测度及国际比较

—基于关税等值视角
钱蒙蒙 一般

80 ACYC2018059 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影
响：来自中国出口加工企业的证据

朱力 一般

81 ACYC2018051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中小城市产业结构升级
研究

汪雅珍 一般

82 ACYC2018053 全渠道背景下实体零售商业模式创新研究 施倩 一般

83 ACYC2018055 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出口贸易的经济效

应——与OECD国家的对比分析
张洁 一般

84 ACYC2018046 全球数字价值链嵌入对中国服务业海外投
资的影响和政策研究

黄凯 一般

85 ACYC2018057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旅游合作研

究
陈晟 一般

86 ACYC2017124 金融支持农业现代化的路径与协调问题研
究——基于安徽省的面板数据分析

朱泽琴 一般

87 ACYC2017123 农村金融发展与贫困缓解的门槛效应研究 吴徐 一般

88 ACYC2018130 美联储利率政策调整对中国金融风险溢出
性效应研究

李家山 一般

89 ACYC2017113 我国新型货币政策工具的政策效果 朱牧野 一般

90 ACYC2018131 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基

于安徽省16个市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陶云凯 一般

91 ACYC2018133 金融集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实证研究 徐家楠 一般

92 ACYC2018129 第三方支付对商业银行中间的影响 李飞翔 一般

93 ACYC2018125 中国A股市场动量及反转投资策略研究 陈运华 一般

94 ACYC2017112 基于复杂网络的金融市场网络结构实证研
究

李燕 一般



95 ACYC2018132 宏观经济与股票市场波动内在关联性研究
——基于已实现EGARCH——MIDAS模型

王莉莉 一般

96 ACYC2017115
小额信贷扶贫的瞄准机制与绩效评估――
基于安徽省20个国家级贫困县数据的实证

分析

王小磊 一般

97 ACYC2018103 随机利率下的寿险准备金评估 黄洪瑾 一般

98 ACYC2018104 我国普惠性农业保险的供需困境与路径优
化研究

周宇轩 一般

99 ACYC2018116 我国农业保险绩效评价及政策改进研究 盛康丽 一般

100 ACYC2018138 基于价值链视角的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路径研究

谢露露 一般

101 ACYC2018146 连片特困地区致贫原因分析及脱贫机制构
建

李剑芳 一般

102 ACYC2017141 家庭背景、金融知识和金融可得性——基

于精英俘获的视角
卢杨 一般

103 ACYC2017142 政府R&D资助对企业技术创新决策影响的

机理分析和实证研究
杨羚 一般

104 ACYC2017145 战略性新兴产业自主创新驱动因素和创新
能力研究

陆苗苗 一般

105 ACYC2017146 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政府补贴与
我国产业升级的关系研究

谢云飞 一般

106 ACYC2017147 安徽省物的城镇化向人的城镇化转变发展
现状及对策研究

程路恒 一般

107  ACYC2017149 安徽省城市收缩现象研究 张淑清 一般

108 ACYC2017151 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模式创新研究 ——
以安徽省临泉县为例

刘锦 一般

109 ACYC2017152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影
响因素研究—以安徽省为例

宣莹莹 一般

110 ACYC2017157 中国城市病表现特征及诊断体系构建——
以皖江城市带为例

张慧蓉 一般

111 ACYC2017159 安徽省增长极体系建设研究 王婉悦 一般

112 ACYC2018141 淮河生态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绩效评价
指标体系构建及其评价研究

刘柏阳 一般

113 ACYC2018148 大别山区教育卫生投入对精准脱贫的影响
问题研究

李鹏 一般



114 ACYC2018163 三支决策视角下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多维贫
困治理研究

倪修凤 一般

115 ACYC2017160 董事会结构、高管股权激励与国有企业绩
效的关系研究

蒋世战 一般

116 ACYC2017161 高管激励方式与企业绩效的相性分析——
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邵西康 一般

117 ACYC2017169 内部控制监管力度对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
量影响的实证研究

舒先荣 一般

118 ACYC2018330 高管背景特征、高管激励与企业投资效率 韩宝珺 一般

119 ACYC2018331 商业模式与企业价值的关系研究——企业

生命周期视角
张甜甜 一般

120 ACYC2017171 股权激励与企业竞争力 张娅楠 一般

121 ACYC2017174 营运资金结构、行业特征与企业财务风险

——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分析
方维娜 一般

122 ACYC2017165 基于互联网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与公司
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

韩菁 一般

123 ACYC2018332 政府补助、投资效率与企业经营风险 汤畅 一般

124 ACYC2018238 政治关联、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创新 严爱琴 一般

125 ACYC2017163 股权结构与投资效率相关性研究 张婉露 一般

126 ACYC2017164 我国医药上市公司财务绩效的研究——基

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视角
王凯 一般

127 ACYC2017162 分析师预测修正与未预期盈余市场反应的
相关研究

郭玲玲 一般

128 ACYC2017200 我国VR行业的天使投资模式研究 李桐 一般

129 ACYC2017201 生命周期视角下股权集中度对非效率投资
的影响研究

白茹 一般

130 ACYC2018246 经理层薪酬激励对公司发债定价的影响研
究

宋雪 一般

131 ACYC2018249 风险投资异质性与股价崩盘风险——基于

A股上市公司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叶晨 一般

132 ACYC2018252 基于政治学权力观的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
制研究 ——以高校为例

汪天祥 一般



133 ACYC2018261
价格扭曲、技术进步偏向与全要素生产率

价格扭曲、技术进步偏向与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中国工业行业的经验分析

张悦 一般

134 ACYC2018280 基于共享经济模式下的税收征管问题分析 
——以D网约车为例

陈浩 一般

135 ACYC2018275 金税三期工程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影响研
究

刘华文 一般

136 ACYC2018266 异质信念下会计准则执行力与投资效率研
究

肖俊杰 一般

137 ACYC2018300 自我救赎还是自我毁灭？——“僵尸企业”
的演化与治理路径研究

金松 一般

138 ACYC2017109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国家安全观
视阈下的网络安全观研究

张园园 一般

139 ACYC2017110 正确理解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钟壮壮 一般

140 ACYC2017106 习近平文化建设思想的哲学底蕴研究 潘丽婷 一般

141 ACYC2018392 新时代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要义 李雪 一般

142  ACYC2017103 中日甲午战争前两国近代工业发展之比较 李潇 一般

143 ACYC201710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
学基础

李智慧 一般

144 ACYC2018394 高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
分析

侯怡如 一般

145 ACYC2017243
中国城镇化、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基于面板PSTR和时序ARDL模型的实

证
束云霞 一般

146 ACYC2017227 旅游扶贫机制及效应研究—以六安市大别

山区为例
郑亚男 一般

147 ACYC2017244 社会经济地位对城乡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
究

张荣荣 一般

148 ACYC2017235 收入差距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实证研
究

高媛媛 一般

149 ACYC2017234 基于动态模糊聚类的区域经济差异评价
——以河南省为例

张雨农 一般

150 ACYC2018178 生态治理绩效的统计评价研究—以长三角

地区为例
彭羽 一般



151 ACYC2017230 大数据视角下电子商务消费意愿影响因素
的研究

张睿雯 一般

152 ACYC2018406 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对朱德群绘画风格的影
响研究

薛配 一般

153 ACYC2018407 徽派建筑门楼装饰设计与应用研究 傅士凡 一般

154 ACYC2017255 苏奇木版灯笼画的装饰题材再设计与开发
研究

郑雅婷 一般

155 ACYC2017258 中国画没骨画与工笔画融合对画面效果的
影响

顾影影 一般

156 ACYC2017223 中国特色供销合作社发展道路研究 陈美玲 一般

157 ACYC2017222 安徽省棉花种植面积减少因素实证分析 黄杰 一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