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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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价视角下流行性疾病疫情对中国新经济
企业的异质性影响研究——以“新冠肺炎”
疫情为例

跨学科选题 刘禹彤 李凤 国家级

2 证券与期货学院 2021
长租公寓上市公司融资结构的影响因素分
析——基于多元分析法的实证研究 

跨学科选题 吴梓豪 徐若冉 国家级

3 证券与期货学院 2021
产品市场竞争风险对预期收益率的影响机
制研究——基于上市公司年报文本分析

教师推荐科研
项目选题

刘致远 尹玉刚 国家级

4 统计学院 2021
基于BP神经网络优化的电商行业销售额预
测模型构建

跨学科选题 龚洎锋 马昀蓓 国家级

5 统计学院 2021 雅安市脱贫攻坚经验研究调研分析报告 跨学科选题 胡竹 苏应生 国家级



6 统计学院 2021
电商平台网络评论对消费者感知及产品销
量的影响

跨学科选题 黄纪阳 范国斌 国家级

7 统计学院 2021
上山下乡经历对老年人家庭经济决策行为
的影响及其溢出效应——基于CFPS的实证
研究

跨学科选题 李点石 丁丹 国家级

8 统计学院 2021
重塑HPV公众认知，“媒”你不行—— 探究
HPV公众认知现状与新媒体健康传播策略
的交互关系

跨学科选题 盛钰 江俊佑 国家级

9 统计学院 2021
成渝双城经济圈中文旅产业的融合水平测
度与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耦合协调度模
型与面板回归模型  

跨学科选题 肖乐颜 马昀蓓 国家级

10 统计学院 2021 工业产品退化数据的数值模拟
教师推荐科研

项目选题
李星睿 张佛德 国家级

11 特拉华数据科学学院 2021
针对线上教育教学效率及效果影响因素的
研究

跨学科选题 王培远 丁丹 国家级

12 特拉华数据科学学院 2021  基于APP的单程共享汽车调度算法研究 
教师推荐科研

项目选题
李邦熙 张汉鹏 国家级



13 特拉华数据科学学院 2021
预测市场游戏化设计：基于动机理论与设
计科学视角

教师推荐科研
项目选题

王兴恩 郑海超 国家级

14 人文学院 2021
基于网络搜索数据使用机器学习算法预测
四川省旅游客流量的模型研究 跨学科选题 孙莹 廖富宗 国家级

15 经贸外语学院 2021
关于“直播带货”营销方式的研究——以淘
宝直播为例

跨学科选题 陈梦玮 周克清 国家级

16 经贸外语学院 2021
后疫情时代下大学生武汉旅游意愿的影响
机制
—基于城市形象感知视角    

跨学科选题 王楠昕 潘紫萌 国家级

17 经贸外语学院 2021
农业信贷对地区粮食产量的影响机制研究
——基于对四川和云南两省农业要素禀赋
情况的实证分析   

跨学科选题 张瑾璇 马如静 国家级

18 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2021
MD&A文本语言特征与公司未来业绩——
基于A股上市公司2015-2019年度的数据

跨学科选题 姜琚若 傅佳莎 国家级

19 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2021
融资融券业务对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影响
—基于沪深A股市场及PSM-DID模型的分
析

跨学科选题 王一凡 赵乃宝 国家级



20 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2021
全球视野下能源公司系统性风险的传染溢
出机制：基于 BB1-Copula 与 Multilayer 
Network 的研究

跨学科选题 肖宣祁 张大永, 姬强 国家级

21 经济学院 2021
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基
于中国西部农村地区的实证研究

跨学科选题 崔灿
朱可涵 、  

宋金云
国家级

22 经济信息工程学院 2021
弹幕视频网用户对视频关注度分析——基
于哔哩哔哩vlog广告投放视角

跨学科选题 曹曦月 王俊 国家级

23 经济信息工程学院 2021

对老年群体使用医疗就诊智能工具中遭遇“
数字鸿沟”的研究
——基于成都市的实证调研

跨学科选题 符魏佳 王涛 国家级

24 经济信息工程学院 2021
“互联网+”时代下财经类院校混合式教学应
用阶段研究 
          ——基于混合式教学动态支架模型 

跨学科选题 姜黄鸿 王涛 国家级

25 经济信息工程学院 2021
基于路径依赖理论与TAM模型对效率类平
台用户粘性影响因素研究 ——以Forest为
例

跨学科选题 罗渠 罗川 国家级

26 经济信息工程学院 2021
激励机制下的校园垃圾分类模式构建研究
——以西南财经大学为例

跨学科选题 苏雨轩 王俊,孟伟伟 国家级



27 经济信息工程学院 2021 付费主体差异与债券评级质量的关系初探 跨学科选题 肖萍 宋志会 国家级

28 经济信息工程学院 2021
基于AHP-Fuzzy方法研究绿色营销对新零
售企业的影响及改进策略——以成渝经济
圈为例

跨学科选题 胥汶渲 黄涛 国家级

29 经济信息工程学院 2021
基于CAS理论的企业信用风险传染机制的
量化研究

教师推荐科研
项目选题

成对 杨城 国家级

30 经济数学学院 2021
外卖车辆闯红灯行为管制方式效果的调查
研究——以宁波市的外卖车辆路口通行情
况为例

跨学科选题 方诺亚 戴岱 国家级

31 经济数学学院 2021
人力资本外溢效应对成渝双城经济圈TFP
的影响——基于空间杜宾模型

跨学科选题 古琴 李绍文 国家级

32 经济数学学院 2021
金融科技对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的影响
——基于对中国上市大金融类机构的实证
研究

跨学科选题 何思序 朱光伟 国家级

33 经济数学学院 2021
探究城市人才落户政策的政策效应——基
于PSM-DID模型 

跨学科选题 潘亮 赵建容 国家级



34 经济数学学院 2021
大数据背景下对汽车保险费率厘定机制的
研究——基于广义线性混合模型和SOM神
经网络的实证分析

跨学科选题 向文玉 韩文龙 国家级

35 经济数学学院 2021
房车温度控制的多目标优化——基于粒子
群优化算法（PSO）的分析

跨学科选题 叶烜丞 刘畅 国家级

36 金融学院 2021
参与精准扶贫会提高公司绩效吗？———
基于A股市场的证据

跨学科选题 李北玉 申宇 国家级

37 金融学院 2021
利率市场化背景下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发展
对盈利能力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五大
国有银行与中小银行的差异化分析

跨学科选题 李宸 汪瑞,陈奕 国家级

38 金融学院 2021
鉴于REITs模式下的新型金融衍生品：林
权投资信托基金的研究——以海南中垦农
林交易市场为例

跨学科选题 罗坤杨 周玮 国家级

39 金融学院 2021
货币政策与我国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间的
波动溢出——基于网络拓扑结构的方差分
解方法

跨学科选题 王婷婷 吕永健,陈奕 国家级

40 金融学院 2021
后疫情时代的城投债违约风险评估——基
于LDA线性分析及MLP多层感知机网络

跨学科选题 张皓 李丽莎 国家级



41 金融学院 2021 金融科技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 跨学科选题 周玉雯 王锦阳 国家级

42 会计学院 2021
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韧
性的影响：微观机理、实证检验与政策优
化研究

跨学科选题 纪秋毫 姚常成 国家级

43 会计学院 2021 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跨学科选题 蒋泽涵 杨鸣京 国家级

44 会计学院 2021
融资融券标的扩容对于资本市场效率机制
的影响——基于“准自然实验”的实证研究

跨学科选题 徐传璐 王雨诗 国家级

45 会计学院 2021
内部控制对企业并购绩效的影响 —— 基
于高管薪酬差距的调节作用视角

跨学科选题 朱泉灵 赵柄皓 国家级

46 国际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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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奕林 蒋海曦 国家级

47 国际商学院 2021
电商经济引领下的内陆高水平一体化开
放：基于成渝双城淘宝村的多方法比较研
究

跨学科选题 李言 邓兴华 国家级



48 国际商学院 2021
城市经济辐射效应的有效性研究
——以长三角、东三省及成渝经济圈为例

跨学科选题 李彦霖 李雨浓 国家级

49 国际商学院 2021
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的B2C企业数字供应
链优化研究——以盒马鲜生为例

跨学科选题 林可 赵元,吴钢 国家级

50 国际商学院 2021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对外贸易潜在碳排
放转移问题的研究—基于投入产出分析法
和结构分解法

跨学科选题 刘晓宇 王爱伦 国家级

51 国际商学院 2021
自贸区战略对营商环境优化和流通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链式效应评估——基于江浙沪
自贸区的实证研究

跨学科选题 潘俊容 高笛,孟庆轩 国家级

52 国际商学院 2021
 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创新效率对国际贸易强
度影响的计量分析——基于空间溢出效应
和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

跨学科选题 潘心悦 邓富华 国家级

53 国际商学院 2021
主流媒体新闻报道对中国与其主要贸易对
象的贸易影响——基于文本分析和SEM的
实证分析

跨学科选题 唐中石 李雨浓 国家级

54 国际商学院 2021
Hilbert暨Archimedes组合曲线在3D打印路
径生成中的应用

跨学科选题 王奕雯 刘园园 国家级



55 国际商学院 2021
环境不确定情境下，注意力配置对跨境电
商出口贸易规模及结构的影响——基于百
度搜索指数与拓展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

跨学科选题 张玏辰 邓富华 国家级

56 国际商学院 2021

人民币国际化、金融发展差异与双边贸易
——基于“一带一路”国家面板门槛模型的
分析

教师推荐科研
项目选题

朱祥杰 邓富华 国家级

57 国际商学院 2021 中国企业的空间配置：核算与优化
教师推荐科研

项目选题
杨然茜 李雨浓 国家级

58 公共管理学院 2021
中国农村新型养老模式的可持续发展研究
——以山东省威海市暖心小院为例

跨学科选题 毕凯迪 吴茵茵 国家级

59 公共管理学院 2021 新就业形态下知识型人才工作幸福感研究 跨学科选题 池嘉欣 李晨晨 国家级

60 公共管理学院 2021
“互联网+”医疗服务背景下老年人数字鸿沟
的消弥路径探究——基于四川大学华西医
院的实地调研

跨学科选题 龙雨晨 陈朝兵 国家级

61 公共管理学院 2021
二孩政策对不同学历女性劳动力市场的影
响研究——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跨学科选题 吴昊 王一如 国家级



62 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2021
城市蔓延如何影响区域协调发展                
—— 基于VIIRS夜间灯光数据在川渝地区
的应用

跨学科选题 袁萌桥 程树磊 国家级

63 工商管理学院 2021
上网电价补贴政策对风力发电企业绩效的
影响----基于Global- SBM模型的实证研究

跨学科选题 鲁维琦 袁鹏 国家级

64 工商管理学院 2021
《基于多模态信息融合的长租公寓定价机
制研究——以成都市为例》

跨学科选题 沈顾越 杨新 国家级

65 工商管理学院 2021
公司治理、高管过度自信与股价崩盘机制
研究——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跨学科选题 王圆梦 徐姗 国家级

66 法学院 2021
公民居住权研究——基于《民法典》视野
下居住权制度的理解与适用

其他 曾诗雨 游伟 国家级

67 法学院 2021
报团养老模式的现状分析及未来优化空间
探究——以四川省为例

其他 杜洪梅 冯华 国家级

68 法学院 2021
互联网新业态下网络爬虫构成不正当竞争
的司法认定的实证研究——基于中美案例
的动态分析模型 

跨学科选题 谷一峰 吴越 国家级



69 法学院 2021
长租公寓市场的法律规制研究——以蛋壳
公寓“爆雷”事件为切入

跨学科选题 黄睿思 毛快 国家级

70 法学院 2021
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指标及影响因素探究
——基于有色金属板块上市公司数据

跨学科选题 林宇琛 张怀岭 国家级

71 法学院 2021
大数据杀熟反垄断规制的法经济学分析
  ——基于网络平台价格歧视现状的实证
调研

跨学科选题
潘礼彧

涵
张芸 国家级

72 法学院 2021
《民法典》婚前如实告知义务中重大疾病
的界定——基于2010年-2020年1200个案例
的研究

跨学科选题 王蕾 廖振中 国家级

73 法学院 2021
地方金融监管立法取向及分析——基于我
国17个省（市/区）相关立法文本的实证研
究

跨学科选题 魏虎跃 廖振中 国家级

74 法学院 2021
从刑法第十一修正案草案看未成年人刑事
责任年龄降低的社会依据

跨学科选题 吴怡 熊谋林 国家级

75 财政税务学院 2021
《自然灾害对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影响
——来自台风的证据》

跨学科选题 陈梦琪 张楠 国家级



76 财政税务学院 2021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对地方税收征管效
率的影响

跨学科选题 高皓月 黄健 国家级

77 财政税务学院 2021
延迟退休政策对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收支的影响分析--基于四川省未来人口
结构视角

跨学科选题 丁玉姣 黄健 国家级

78 财政税务学院 2021
跨国并购对企业效率的影响——基于企业
生产技术、创新、资本三重视角                 

跨学科选题 柯雨霞  张晓舸 国家级

79 财政税务学院 2021
数字经济时代我国个人所得税征管效率优
化研究——基于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的
实证分析

跨学科选题 任紫妮 黄诗婷 国家级

80 财政税务学院 2021
法律援助系统的构建——基于大数据爬取
与文本分析技术

跨学科选题
石一伍

沙
周克清 国家级

81 财政税务学院 2021
税收征管失范行为研究——基于2300份全
国诉讼判决和成渝双城区实地访谈调研

跨学科选题 吴艳英 毛快,夏一巍 国家级

82 财政税务学院 2021
随机外卖-基于盲盒销售与消费者体验数据
的双重视角

跨学科选题 尹欣悦 黄策 国家级



83 财政税务学院 2021
基本面量化投资中Alpha因子的改进与有
效性实证研究——基于行为金融与绝对估
值模型的视角

跨学科选题 张翔 张腾飞 国家级

84 保险学院 2021
长期照护保险试点扩大背景下失能老人长
期照护差异化需求与照护方式探究——以
成都市为例

其他 曹雨轩 丁少群 国家级

85 保险学院 2021
基于数据挖掘的公共事件网络谣言舆论风
险管理模型——以“新冠疫情”的谣言传播
为例 

其他 陈治竹 王凯 国家级

86 保险学院 2021
人民币数字化、支付多样化与人口老龄化
三元交叉视域下的DC/EP效力探究

跨学科选题 程沐阳 李梦凡 国家级

87 保险学院 2021
长寿时代背景下，长期护理保险对幸福产
业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以成都市为例

跨学科选题 邓嘉怡 周克清 国家级

88 保险学院 2021
“预防-护理-康复”三位一体化健康与风险管
理平台建设——以区块链技术实现用户信
息的传递

跨学科选题 黄馨粲 王伊琳 国家级

89 保险学院 2021
有关青少年财经素养教育的问题探讨及解
决方案

跨学科选题 李想 杨海洋 国家级



90 保险学院 2021
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障的优化分析——基
于新经济形势下劳动力就业结构的改变

跨学科选题 刘任杰 穆滢潭 国家级

91 保险学院 2021
气候影响条件下中国人口疾病死亡率预测
——基于机器学习与特征工程视角

跨学科选题 骆佳 杨亮,张运刚 国家级

92 保险学院 2021
新业态从业人员的职业风险及其保险保障
调研—— 基于成都市外卖员的调查分析

跨学科选题 毛雨佳 穆莹潭 国家级

93 保险学院 2021
机器学习与保险公司投资策略研究：大数
据驱动、监管特征与风险防范

跨学科选题 倪彦楠 夏常源 国家级

94 保险学院 2021
社区老年人心理健康风险预警系统——基
于客观风险源量化影响因子

跨学科选题 邵虹月 王伊琳 国家级

95 保险学院 2021
个体农户优质农产品的扩销之路——以涪
陵个体户“风脱水”传统工艺产品营销现状
研究及解决方案为例

跨学科选题 史卓凡 白璇 国家级

96 保险学院 2021
基于分层阿基米德 Copula模型及层次分析
法的网络安全保险定价研究

跨学科选题 伍倩 张运刚 国家级



97 保险学院 2021
区域教育公平视角下教育资源优化配置研
究 ——以四川省各市州为例

跨学科选题 叶桢羽 周克清 国家级

98 保险学院 2021
复合触发机制下的流行病债券定价研究-基
于copula方法和Vasicek随机利率模型

跨学科选题 朱家缔 杨亮 国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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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高品质生活宜居
地

教师推荐科研
项目选题

张露引 毛中根,叶胥 国家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