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省级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立项名单

序号 单位 立项年份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负责人 指导老师 拟申报级别

1 证券与期货学院 2021
西部大城市近效农村产业振兴中的三方利益
联结机制研究一一以成都市岷江村为例

跨学科选题 杨玥 龚松柏 省级

2 证券与期货学院 2021
成都地区老龄人口养老模式的选择与发展探
究

跨学科选题 叶文强 周利兵 省级

3 证券与期货学院 2021
从“遗民”到“移民”----针对四川省老年人互联
网适应性问题及对策的研究

跨学科选题 吴钱丰 赵建容 省级

4 统计学院 2021
支教热潮下基于不同主体的短期支教成本效
益研究——以西南地区为例              

跨学科选题 韩颖 陆毅茜 省级

5 统计学院 2021
蓉城万券齐发，消费聚沙成塔——对后疫情
时代成都市消费券
经济刺激效果及优化方案的探究

跨学科选题 康瑞琪 王爱伦 省级

6 统计学院 2021
新冠疫情下医院评价体系的研究    
——基于四川省内综合医院的运营管理分析 跨学科选题 柯皓南 朱南 省级



7 统计学院 2021
地摊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共生模式研究
——以成都市为例 跨学科选题 廖鑫 刘恒 省级

8 统计学院 2021
针对科创板中小企业信用评级指标的完善和
创新——基于贝叶斯模型与层次分析法结合
的动静态模型构建

跨学科选题 杨婕 万晓莉 省级

9 统计学院 2021
基于熵权TOPSIS模型的成渝双城经济圈内各
城市经济发展状况的评价以及发展建议 

跨学科选题 喻麟靖 李可 省级

10 统计学院 2021 智能投顾在中国投资市场的前景分析 跨学科选题 汪悦 周克清 省级

11 统计学院 2021
区块链技术在临床医疗领域应用的研究和前
景分析

跨学科选题 魏永霖 付嵘 省级

12 统计学院 2021
基于时空和多元统计的水质分析完善法制和
管理体系——以成都市为例

跨学科选题 朱财佳 佘睿,阳露昭 省级

13 统计学院 2021 基于新冠病毒的人群健康仿真建模
教师推荐科
研项目选题

朱予糯 肖辉 省级



14 人文学院 2021
技术赋能对数据新闻可视化的推进--以全球数
据新闻年度最佳数据可视化奖获奖作品研究
为例          

跨学科选题 伍夏锐 李应红 省级

15 经贸外语学院 2021
高校环保组织对推进垃圾分类的可行性研究
——以成都市为例

跨学科选题 唐佩琳 孙吉,刘赟 省级

16 经贸外语学院 2021
突发公共事件下消费者对于粮食恐慌性购买
的行为实证研究
——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跨学科选题 银洁 谢小蓉 省级

17 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2021

电商造节营销背景下电商平台优惠政策设计
对消费者购买意愿及行为倾向影响的实证研
究——基于随机控制实验与中介变量回归模
型

跨学科选题 丁一珊 刘小燕 省级

18 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2021
基于AI大数据的集成式心理陪伴探索—以伴
心计划为例

跨学科选题 杨金睿 赵萍萍 省级

19 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2021
基于LSTM神经网络模型的新型城市经济
高质量发展水平预测——以成都市为例

跨学科选题 张钰蓉 郭萌萌,肖伟 省级

20 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2021
金融配置效率对实体经济增长影响机制探究
——基于中国主要城市群的实证分析

跨学科选题 王绍玺 赵乃宝 省级



21 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2021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教师推荐科
研项目选题

赵叶欣 蔡兴林 省级

22 经济学院 2021
政策性农业保险防止返贫的机制和效益分析
——以河北省深州市为案例

跨学科选题 李虹圜 陈志舟 省级

23 经济学院 2021
基于利润模型探寻政企在充电桩建设领域的
合作方式——讨论PPP和TBT模式在成都市的
应用

跨学科选题 陶谦 马如静 省级

24 经济学院 2021 我国耕地面积变迁数据统计及原因分析 跨学科选题 陈语萱 马祥 省级

25 经济学院 2021
成渝双城经济圈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的耦合
协调研究

跨学科选题 古涵 刘璐 省级

26 经济学院 2021
既有多层住宅增设电梯居民意愿及影响因素
研究

跨学科选题 李沛涵 陈丹丹 省级

27 经济学院 2021
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民宿走出同质化发展困
境的研究——以成都周边乡村民宿为例

跨学科选题 张清 李毅 省级



28 经济学院 2021
后扶贫时代农村相对贫困问题及治理机制研
究

教师推荐科
研项目选题

张羽洁 谢小芹 省级

29 经济信息工程学院 2021
关于如何将“互联网+”与地摊经济进行融合的
研究——以西财东门小吃街为例的虚拟模型

跨学科选题 苌浅杭 陈鑫 省级

30 经济信息工程学院 2021
直播带货助力脱贫攻坚—以四川省凉山州为
例

跨学科选题 郭思颖 徐志向 省级

31 经济信息工程学院 2021 基于三支粒计算的金融风险识别研究
教师推荐科
研项目选题

王果 杨新 省级

32 经济信息工程学院 2021
 银行网点监控系统中客户异常行为识别与检
测

教师推荐科
研项目选题

鲁入愿 尹诗白 省级

33 经济信息工程学院 2021
深度学习图像文本识别与检测—以电商平台
商品图像的安全监管为例

教师推荐科
研项目选题

胡殊豪 尹诗白 省级

34 经济数学学院 2021 “解忧信箱”——中学生心理咨询方式研究 跨学科选题 曾笑盈 邹先云 省级



35 经济数学学院 2021
考虑污染物总量控制特征的动态两阶段DEA
环境效率评价研究

教师推荐科
研项目选题

王子嫣 李峰 省级

36 经济数学学院 2021 线上线下融合服务与体验管理研究
教师推荐科
研项目选题

田可望 徐赟 省级

37 金融学院 2021 投服中心对公司治理水平的影响 跨学科选题 戴诗淇 何潇潇 省级

38 金融学院 2021
直播平台流量欺诈激励模式与解决方案研究
——基于流量变现因素构建的直播经济理论
模型

跨学科选题 董络童 马如静 省级

39 金融学院 2021
“互联网+”背景下，线上理财与财商教育对大
学生消费理财观的影响——基于西南地区高
校的实证研究

跨学科选题 韩佳敏 周玮 省级

40 金融学院 2021
交通设施建设会提高保障性住房居民的收入
吗？

跨学科选题 李梓瑜 吕永健,陈奕 省级

41 金融学院 2021
疫情下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微企业融资约束
的影响——基于新三板企业数据的实证分析

跨学科选题 孙嘉奇 宋全云 省级



42 金融学院 2021
乡村振兴背景下对“信贷+保险”互联模式破解
农户创业融资约束的研究

跨学科选题 王雨 谢小蓉 省级

43 金融学院 2021
政策与市场双重驱动对于绿色金融可持续发
展的影响机制研究

跨学科选题 徐子淳 张翔 省级

44 金融学院 2021
成渝双城经济圈战略下金融集聚对于区域经
济增长的影响机制研究

跨学科选题 袁莉萍 卢飞,夏添 省级

45 金融学院 2021
剩余动量与股票估值难度——基于中国市场
的实证分析

跨学科选题 苍奕萌 胡晓 省级

46 金融学院 2021
中国省域绿色经济发展效率评估及其影响因
素研究

跨学科选题 李梦乔 黄策 省级

47 金融学院 2021
信息租金理论与中小企业信用贷款可获得性 
——基于银企关系和银行业结构的视角         

跨学科选题 卢赟 王晋忠 省级

48 金融学院 2021
无障碍环境建设对融合教育的前瞻性研究
——以成都市各大高校无障碍设施调研为例

跨学科选题 杨萌 胡康 省级



49 金融学院 2021
后疫情时代下乡村旅游如何创收--基于消费者
需求，以成都市周边乡村旅游为例

跨学科选题 张一 艾    进 省级

50 金融学院 2021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研
究

跨学科选题 赵思洋 欧阳勇 省级

51 金融学院 2021
减少含糖饮料消费在国内的可行措施——基
于国外经验的研究

跨学科选题 朱晓爱
丁玉莲,李丽

莎
省级

52 金融学院 2021 基于单样本的金融信息提取模型
教师推荐科
研项目选题

傅颖 刘凌 省级

53 金融学院 2021
基金共同资金流与股票定价：来自中国市场
的证据

教师推荐科
研项目选题

杨慧 罗荣华 省级

54 金融学院 2021
房地产政策影响中国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行
为吗？

教师推荐科
研项目选题

李沛宇 王锦阳 省级

55 金融学院 2021 《房企融资新规的政策效果评估》
教师推荐科
研项目选题

杜灵毓 王锦阳 省级



56 会计学院 2021
基于固定效应模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
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跨学科选题 蒋芝羽 宋应云 省级

57 会计学院 2021
成渝“双一流”高校拔尖创新人才学术能力提
升的干预政策研究——基于本升研经历的视
角

跨学科选题 鞠沁汝 陈涛 省级

58 会计学院 2021
《注意力经济视角下新型区域“网红”形象与
地方政府扶贫攻坚新举措——基于丁真事件
的案例分析》

跨学科选题 罗莎 杨海洋 省级

59 会计学院 2021 基于MCDA法的商业银行决策模型研究 跨学科选题 邱冠棕 刘畅 省级

60 会计学院 2021
“新零售”背景下传统零售企业的转型升级研
究——基于 DEA 模型和多因子模型

跨学科选题 瞿欣怡 谢洪燕 省级

61 会计学院 2021
公众对大学生心理状况认知偏差的研究
——基于R语言下混合效应模型的实现 跨学科选题 张瑶 崔雪茹 省级

62 会计学院 2021
世界经济政策不稳定性与生育率的关系——
对中国生育率及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启示

跨学科选题 官芝颖 陈琼 省级



63 会计学院 2021
新冠疫情下中国政府发行消费券的经济效应
分析 ——基于IS-LM模型

跨学科选题 申丽晓 吴应军 省级

64 会计学院 2021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乡村养老模式探究
——以重庆市秀山县为例

跨学科选题 田群 徐志向 省级

65 会计学院 2021
在IP化视角下看待四川省网红经济发展模式
及影响因素的探究—基于AHP和多元线性法
则

跨学科选题 叶思琦 邓博夫 省级

66 会计学院 2021
基于SOR模型关于电商直播平台对消费者购
物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以淘宝直播为例

跨学科选题 王小玫 罗川 省级

67 会计学院 2021
智慧城市建设多种模式的典型调查及借鉴意
义——以成都市为例对研究结果进行应用

跨学科选题 余晨曦 邱江涛 省级

68 会计学院 2021
中国共产党百年减贫思想与后脱贫时代相对
贫困治理研究

跨学科选题 张齐 徐志向 省级

69 会计学院 2021
探究延迟支付对生鲜电商产品新鲜度的影响
机制

跨学科选题 张玥 廖毅 省级



70 会计学院 2021
中国体育用品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机理与路
径研究

教师推荐科
研项目选题

姚苏桐 蔡兴林 省级

71 会计学院 2021
创业者失败应对以及身份过渡的过程机制研
究

教师推荐科
研项目选题

郝佳宁 陈桓亘 省级

72 国际商学院 2021
知识付费经济模式下音频类产品特征
对消费者偏好影响研究——基于喜马拉雅FM
实证分析

跨学科选题 滕子涵 吴钢,孟庆轩 省级

73 国际商学院 2021 长租公寓资金运营的案例研究 跨学科选题 杨冰洁 钟鑫 省级

74 国际商学院 2021
成都市城市格局变迁对外资企业分布空间演
变的作用机制分析

跨学科选题 张艺博 熊立 省级

75 国际商学院 2021
“双循环”背景下县域农业产业化发展模式创
新研究——基于安岳、兴义两地柠檬产业的
调研与实证研究

跨学科选题 周禄军 蒋为 省级

76 国际商学院 2021
基于消费升级理论对新兴一线城市经济发展
的引导研究——以成渝双城经济圈为例

跨学科选题 陈苏悦 李谭 省级



77 国际商学院 2021
成渝“双一流”高校毕业研究生就业选择及流
动趋势研究

跨学科选题 董政 陈小满 省级

78 国际商学院 2021
RCEP背景下全产业链重构农业企业模式效应
分析与销售选择异质性探讨：理论模型与混
合logit实证

跨学科选题 彭玉 邓富华 省级

79 国际商学院 2021 全球塑料贸易网络结构特征及其演化研究 跨学科选题 王雅欣 蒲岳 省级

80 国际商学院 2021
新财经背景下“3*3+4”复合型会计人才培养模
式的探索与研究

跨学科选题 吴桐 史丽婷,易阳 省级

81 国际商学院 2021
RCEP背景下国内中西部制造业发展模式及产
业链重构分析——以四川长虹集团和攀钢集
团为例

跨学科选题 张煜莹 李雨浓 省级

82 国际商学院 2021
数字货币助力巩固黄河流域脱贫成果的机制
研究

教师推荐科
研项目选题

徐薇佳 蒋海曦 省级

83 国际商学院 2021
数字监管政策对国家技术创新影响机制的研
究

教师推荐科
研项目选题

吴师腾 蒋为 省级



84 国际商学院 2021
地方财政压力与中国企业能源利用效率——
基于所得税分享改革的准自然实验分析

教师推荐科
研项目选题

刘若曦 宋易珈 省级

85 公共管理学院 2021
区域协作下的政府合作机制探究
——以成渝双城经济圈为例

跨学科选题 高银澜 马珂 省级

86 公共管理学院 2021
基于Kano模型对新主流电影吸引青年观影要
素的探究——以总票房Top4为例 跨学科选题 廖昶 许德昌 省级

87 公共管理学院 2021
探究空气污染的社会经济驱动因素及其影响
机制——以四川省为例

跨学科选题 刘淼淼 程树磊 省级

88 公共管理学院 2021
 快递代取服务定价机制研究——以川内高校
为例

跨学科选题 汤应进 吴戈 省级

89 公共管理学院 2021
证券分析师的社会网络对乐观性偏差的影响
研究

跨学科选题 谢雨洁 谢鹏鑫 省级

90 公共管理学院 2021
如何避免互联网新闻反转再反转？——基于
多源流理论和史密斯政策执行模型的分析

跨学科选题 张文静 冯华 省级

91 公共管理学院 2021 公众对AI运用于公共服务的感受调研 跨学科选题 胡青云 李晨晨 省级

92 工商管理学院 2021
数字经济时代员工心理与行为分析——基于
不同文化水平新生代员工离职因素的研究

跨学科选题 黄胜容 朱文婷 省级



93 工商管理学院 2021
O2O模式下基于因子分析法的生鲜农产品平
台竞争力研究—以成都市六家典型生鲜平台
为例

跨学科选题 李爽 李忠俊 省级

94 工商管理学院 2021
 积极的我还是真实的我？ ——用户在微博与
微信中的情绪表达的差异性影响因素研究 

跨学科选题 商珂 李娇阳 省级

95 工商管理学院 2021
互联网中的“遗民”——中老年人群的互联网
生存研究

跨学科选题 薛娜 王玉梅 省级

96 工商管理学院 2021
互联网生态下“农民致富带头人”的发展方案
研究 

跨学科选题 何泓佑 丁玉莲 省级

97 工商管理学院 2021
新型政商关系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实证研
究

跨学科选题 李思凡 徐乾 省级

98 工商管理学院 2021
大数据应用与区域经济增长——来自中国289
个地级市的经验证据  

跨学科选题 覃睿 胡国平 省级

99 工商管理学院 2021
基于成都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战略下的新型智
慧母婴室研究

跨学科选题 谢凌峰 古韬 省级



100 工商管理学院 2021 新一代人工智能风险治理研究
教师推荐科
研项目选题

邹欣然 谭慧敏 省级

101 工商管理学院 2021
股权众筹领投人可信性对企业形象的影响机
理研究

教师推荐科
研项目选题

陈树华 王涛 省级

102 法学院 2021
可持续性披露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推进——基
于新证券法的思考

跨学科选题 陈奕洁 薛舒予 省级

103 法学院 2021 现行刑法条文标点的司法困境和法律解释 跨学科选题 程诗家 胡东飞 省级

104 法学院 2021
民法典亲子关系异议之诉：演变、反思与预
测——基于2009-2020年1833个司法案例的实
证研究

跨学科选题 黄依云 廖振中 省级

105 法学院 2021
被害人学视角下农村金融诈骗风险及防治途
径研究——基于稀有事件与多元线性回归模
型的实证分析

跨学科选题 刘姿君 夏一巍 省级

106 法学院 2021
既有住宅增设电梯制度研究——以四川省为
例

跨学科选题 谭雯骊 李毅 省级

107 法学院 2021 猜测性证言的法庭调查方法研究 跨学科选题 唐宁远 罗维鹏 省级



108 法学院 2021
后疫情时代完善四川省野生动物保护的立法
研究

跨学科选题 赵惠泽 李毅 省级

109 法学院 2021
后疫情背景下非一线城市社区团购模式的可
持续发展探析——以乐山市为例

跨学科选题 洪婕 杨鸣京 省级

110 法学院 2021
“潜在风险危机”环境下社交媒体对个体风险
感知及心理健康状态的影响机制——以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为例   

跨学科选题 胡钟月 刘亚琨 省级

111 法学院 2021
法学院男女比例失调成因分析——以西财法
学院为例

跨学科选题 马志龙 游伟 省级

112 法学院 2021
证券法的惩罚效果评估研究 ——基于新《证
券法》颁布前后行政处罚案例

跨学科选题 翁古云龙 廖振中 省级

113 法学院 2021

在建商品房抵押权与购房者权益保护的冲突
及法律调整机制研究——基于成都市相关案
例的实证调研

跨学科选题 杨曼 毛快 省级

114 法学院 2021
司法改革情境下刑事裁判机制研究——以类
案类判为研究对象

跨学科选题 张楠 罗维鹏 省级

115 法学院 2021
民法典背景下的以房养老现状调研——以四
川省成都市为例

跨学科选题 张欣雨 毛快 省级



116 法学院 2021 乡村经济治理的田野调查与制度激励研究
教师推荐科
研项目选题

陈蔓芩 李毅 省级

117 财政税务学院 2021
成渝地区数字经济水平影响因素的空间分布
与溢出效应

跨学科选题 刘珈伊 李蒙 省级

118 财政税务学院 2021 艺览——数字化全景文旅资源平台 跨学科选题 闻琅 李力,杨帆 省级

119 财政税务学院 2021
高质量发展视域下交通运输对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TFP的影响

跨学科选题 肖虹 张腾飞 省级

120 财政税务学院 2021
贪污罪判决中量刑均衡问题的研究—基于实
证分析的全景视角

跨学科选题 张雨婷 黄礼登 省级

121 财政税务学院 2021
商务领域塑料回收治理的“三方博弈”与政策
优化——以外卖企业为例 跨学科选题 周琳琳 何加明 省级

122 财政税务学院 2021
在线教育行业的现状及发展前景探析——基
于疫情冲击下该行业获客转化成果考察

跨学科选题 包心雨 周克清 省级

123 财政税务学院 2021
中国农村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居民性别观念转
型

跨学科选题 陈薇 黄诗婷 省级



124 财政税务学院 2021
商业银行开展土地信托业务的可行性研究
——基于商业银行业务转型视角

跨学科选题 彭灿 李力 省级

125 财政税务学院 2021
公共租赁住房准入与配租机制的优化——以
成都市为例

跨学科选题 李宜霏 陈建东 省级

126 财政税务学院 2021
社交化电商新兴“拼单经济”发展与前景研究 
——以拼多多为例 跨学科选题 熊腾

周克清,李子
燃

省级

127 财政税务学院 2021
农民市民化进程中留城意愿与社会福利互动
关系研究     ——以川渝地区为例

跨学科选题 张晨雨 陈姝兴 省级

128 财政与税务学院 2021
区块链技术下电子竞技“信任”鸿沟问题的解
决机制

教师推荐科
研项目选题

张小淇 黄道名 省级

129 保险学院 2021
金融类违法案件特征分析——基于逻辑回归
与预期效用理论  

跨学科选题 郝昕怡 范国斌 省级

130 保险学院 2021
区块链技术在消费品防伪领域市场化定价解
决方案的探索——基于技术要素收益区间价
值让渡定价模型及实证研究

跨学科选题 何流 郑羽 省级



131 保险学院 2021 大学生二手书交易平台 跨学科选题 马浩铭 完颜瑞云 省级

132 保险学院 2021
基于多任务委托代理理论的大学生二手物品
线上交易的激励机制研究

跨学科选题 杨璇 李雷 省级

133 保险学院 2021
创新营销和多元化战略对老字号企业转型升
级的推动机制研究——基于大白兔品牌的实
证调研

跨学科选题 高思诚 陶启智 省级

134 保险学院 2021
探究设立医护人员感染重大传染病保险的可
行性——以新冠肺炎为例

跨学科选题 雷馥榕 郑文渊 省级

135 保险学院 2021
长期护理保险中发展社区照护服务的创新型
探索——基于成都市社区案例

跨学科选题 刘海科 穆滢潭 省级

136 保险学院 2021
互联网+背景下网红实体店对周围经济发展
影响机制的研究——以成都市为例

跨学科选题 邵子璇 郑文渊 省级

137 保险学院 2021
后脱贫攻坚时代大病保险防贫长效机制探究
——以四川省凉山、雅安、绵阳地区为例

跨学科选题 谭香李 穆滢潭,李洪 省级



138 保险学院 2021 保险科技对普惠保险发展的影响研究 跨学科选题 赵桐浦 荣幸 省级

139 保险学院 2021 重要词汇浅析——基于自然语言处理的分析
教师推荐科
研项目选题

肖筱睿 刘凌 省级

140 保险学院 2021 资本市场开放下的股市定价效率研究
教师推荐科
研项目选题

裴思源 朱光伟 省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