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级别 负责人 硕博 学院 导师

2017001
最终市场转移与全球价值链升级：理论、演变

及影响
重点项目 商辉 博士 经贸学院 洪俊杰

2017002 政府干预、市场退出与企业生产率 重点项目 石丽静 博士 经贸学院 洪俊杰

2017003
双边投资协定对价值链关联的影响——基于投

资协定异质性的视角
重点项目 魏倩 博士 WTO研究院 杨荣珍

2017004
数字贸易规则“美式模板”的典型特征、演进

趋向及中国的应对
重点项目 陈寰琦 博士 WTO研究院 周念利

2017005 汇率波动、企业异质性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重点项目 王乃嘉 博士 WTO研究院 屠新泉

2017006
美国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美国制造业就业

的影响研究
重点项目 娄承蓉 博士 WTO研究院 屠新泉

2017007
欧加CETA投资规则主要内容、基本特点及中国

的应对研究
重点项目 贾瑞哲 博士 WTO研究院 杨荣珍

2017008 FinTech发展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研究 重点项目 程斌琪 博士 WTO研究院 屠新泉

2017009 房产对家庭消费及投资组合的影响研究 重点项目 刘细宪 博士 金融学院
徐忠、吴卫

星

2017010
我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测度与监管研究——基

于Systemic HCCA模型的分析
重点项目 赵丹丹 博士 金融学院 丁建臣

2017011
融资租赁对中小企业及初创企业负债能力的影

响：来自中国的证据
重点项目 杨汀 博士 经贸学院 史燕平

2017012
养老财产、家庭异质性与消费储蓄行为——来

自CHIPS的经验证据
重点项目 李羽翔 博士 金融学院 巴曙松

2017013 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再分配效应及传导机制研究 重点项目 李鹏 博士 保险学院 王亚柯

2017014 我国商业保险发展对就业增长效应的研究 重点项目 李雪 博士 保险学院 王稳

2017015
子女情况对父母长期护理保险购买意愿的影响

研究
重点项目 张晏玮 博士 保险学院 孙健

2017016
服务外包中发包方创新能力对接包房创新能力

的作用机制研究——理论探讨与实证分析
重点项目 刘菲 博士 商学院 王永贵

2017017 企业战略网络、市场地位与创新创业行为 重点项目 李德辉 博士 商学院 范黎波

2017018
新常态下创新与社会责任对中国产品海外形象

的影响研究
重点项目 张思雪 博士 商学院 林汉川

2017019
汇率冲击与财富——基于我国2005年和2015年

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自然实验
重点项目 王万军 博士 商学院 郑建明

2017020
做市交易调高了流动性了吗？基于新三板“流

动性悖论”的视角
重点项目 李金甜 博士 商学院 郑建明

2017021
利益相关者视角下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对绿色创

新的影响研究
重点项目 王森 博士 商学院 尹建华

2017022
基于互联网情境的人力资本与创业企业成长机

制研究
重点项目 倪嘉成 博士 商学院 林汉川

2017023
中国跨境企业的可持续外派管理与多层次绩效

研究：基于能力-动机-机会理论框架
重点项目 高璆崚 博士 商学院 李自杰

2017024 制度环境、IPO中介关系网络与盈余管理 重点项目 白霄 博士 商学院 郑建明

2017025
36年来国际绿色创新研究的现状与热点：基于

WoS的文献计量分析
重点项目 弓丽栋 博士 商学院 尹建华

2017026 上市公司违规被处罚的审计溢出效应分析 重点项目 朱大鹏 博士 商学院 钱爱民

2017027 基于虚拟协作的众包平台观点聚集研究 重点项目 傅诗轩 博士 信息学院 程絮森

2017年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拟立项目



2017028 “中国关键词”在对外传播中的定位与作用 重点项目 童巧霖 博士 英语学院 俞利军

2017029 大数据背景下的个人信息分类保护制度研究 重点项目 袁泉 博士 法学院 徐海燕

2017030
大数据背景下个人信息保护规则的理论困境与

出路
重点项目 朱开鑫 博士 法学院 梅夏英

2017031
私营标准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

博弈分析的视角
一般项目 莫佳培 硕士 经研院 李丽

2017032 新形势下对外投资与国内需求关系研究 一般项目 程晓青 博士 经贸学院 卢进勇

2017033 国际投资规则碎片化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 一般项目 刘颖 硕士 WTO研究院 刘斌副

2017034 外资开放、市场竞争与本土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一般项目 杨超 博士 经贸学院 洪俊杰

2017035
中国贸易政策透明度现状以及对贸易的影响研

究——基于进口许可证通报义务的角度
一般项目 蒋捷媛 博士 WTO研究院 屠新泉

2017036 跨国公司转移定价与公平交易原则分析 一般项目 张晓燕 博士 经贸学院 马捷

2017037
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中欧盟诉求及中国应对

研究
一般项目 曹鸿宇 博士 WTO研究院 隆国强

2017038
中国制造业OFDI对企业的绩效效应研究——基

于PSM-DID的实证分析
一般项目 胡可可 硕士 经研院 李玉梅

2017039
能源强度、环境污染与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关系

研究
一般项目 汪惠青 博士 经贸学院 魏巍贤

2017040
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的大气环境效益研究与政

策分析
一般项目 赵玉荣 博士 经贸学院 魏巍贤

2017041 新常态下推进中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研究 一般项目 姜峰 博士 经研院 蓝庆新

2017042
农村经济开放度对我国农村居民非农收入的影

响
一般项目 林建勇 博士 经贸学院 洪俊杰

2017043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双语教育研究 一般项目
吾丽迪尔
柯尼斯

硕士 公管学院 吴承忠

2017044 特朗普时期中美双向直接投资动向研究 一般项目 赵冰清 硕士 经研院 庄芮

2017045 财税政策评估与路径优化研究 一般项目 李德刚 博士 经贸学院 杨志勇

2017046 CETA视角下全球高标准自贸协定开放水平研究 一般项目 林佳欣 博士 经研院 庄芮

2017047 增值税全面转型效应研究 一般项目 张亦然 博士 经贸学院 毛程连

2017048
服务业FDI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长江经济带的

实证研究
一般项目 张琦 博士 WTO研究院 李钢

2017049
“一带一路”倡议下人民币国际化的可行性与

实现路径研究
一般项目 林润红 硕士 经研院 蔡彤娟

2017050 扩容恐慌指数的构建及运用 一般项目 张鸿运 硕士 经贸学院 束景虹

2017051 半强制分红政策合理性研究 一般项目 李婉怡 硕士 经贸学院 束景虹

2017052 我国家庭资产房产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 一般项目 韩伟 硕士 保险学院 张冀

2017053 我国金融市场间的风险传染测度研究 一般项目 纪伟伦 硕士 经贸学院 陈志鸿

2017054
社会互动、家庭资产配置与财富不平等——基

于中国家庭跟踪调查的实证研究
一般项目 龚乐 硕士 保险学院 黄薇

2017055 PPP模式的效应、问题及优化对策研究 一般项目 张旭阳 博士 金融学院 吴卫星

2017056
内容规范的澄清公告真的有效吗？——基于媒

体报道、澄清公告质量与股价关系的研究
一般项目 张斯琪 博士 经贸学院 林桂军



2017057
新一轮美联储加息对中国资产价格存在溢出效

应吗？
一般项目 洪朝伟 博士 经贸学院 崔凡

2017058 上市公司恶意再融资预警模型的构建与应用 一般项目 邱国庆 硕士 经贸学院 束景虹

2017059 我国外汇储备与金融安全问题研究 一般项目 张堃 博士 金融学院 余湄

2017060
三种筹资模式下我国老年人长期护理的保险缴

费与财政补贴研究
一般项目 王保玲 博士 保险学院 孙健

2017061
基于保险的居民银行储蓄分流效应的保险资金

融通功能研究
一般项目 张袆桐 博士 保险学院 王稳

2017062 我国保险业市场集中度与绩效分析 一般项目 高雪静 硕士 保险学院 谭英平

2017063 考虑个体异质性的汽车延保定价 一般项目 毛羽 硕士 保险学院 谢远涛

2017064 我国老年人口的长寿与健康问题研究 一般项目 彭文潇 硕士 保险学院 祝伟

2017065 体育风险管理模式的国际借鉴 一般项目 关晶 博士 保险学院 王国军

2017066
资源知识属性、学习能力与合资企业控制权演

进：跨案例研究
一般项目 赵红 博士 商学院 杨震宁

2017067
知识网络和合作网络解耦对二元式创新影响的

机制研究
一般项目 杨博旭 博士 商学院 王玉荣

2017068 创新会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吗？——基于BRV视角 一般项目 孟猛猛 博士 商学院 陶秋燕

2017069 山东省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发展研究 一般项目 李舒涵 硕士 公管学院 王长松

2017070
技术进步对我国劳动力就业的影响研究——以

工业机器人技术为例
一般项目 刘齐 硕士 公管学院 李长安

2017071 国际多元化、经验学习与企业绩效 一般项目 檀灿灿 博士 商学院 李瑜

2017072
中国情境下的企业家精神测量——基于创业导

向的宏观视角
一般项目 周平录 博士 商学院

李志军、邢
小强

2017073 所有权结构、审计是行业专长与审计定价 一般项目 冯银波 博士 商学院 叶陈刚

2017074
中美企业财务报告话语多维功能特征及其对资

本市场影响的对比研究
一般项目 部寒 博士 英语学院 王立非

2017075 大数据背景下政府与智库的旋转门机制研究 一般项目 张涛 硕士 公管学院 张旭霞

2017076 员工安全环境与企业创新 一般项目 许晨曦 博士 商学院 郑建明

2017077
地方政府产业政策与城市商业银行的资源配置

效率研究
一般项目 李天时 博士 商学院 祝继高

2017078
董事的官员背景影响企业环保投资吗？——基

于政治冲击的准自然实验
一般项目 齐云飞 博士 商学院 雷光勇

2017079 政府规制负担，中介组织与技术创新效率 一般项目 刘瀚龙 博士 商学院 范黎波

2017080
韩国留学生易混淆同音字的偏误分析——以对

外经济贸易大学为例
一般项目 彭晓灿 硕士

中国语言文
学学院

唐兴全

2017081
共享经济平台的运营模式及平台治理问题研究

——以滴滴打车及ofo共享单车为例
一般项目 张露予 硕士 法学院 黄勇

2017082 B2C网络购物合同订立与生效问题研究 一般项目 孟思洁 硕士 法学院 梅夏英

2017083 基于网络众筹平台的个人救助行为研究 一般项目 常磊 硕士 法学院 宁红丽

2017084
房产中介机构炒房行为的法律性质探究——以

天津“炒房”案为例
一般项目 赵恒瑾 硕士 法学院 苏号朋

2017085 认缴制下股东出资责任加速到期制度研究 一般项目 李晓楠 硕士 法学院 梁清华



2017086
“一带一路”战略下国家与投资者争端解决机
制研究——以ICSID在实践中的经验与教训为视

角

一般项目 李晨 硕士 法学院 石静霞

2017087
新媒体的兴起对政党政治的影响——以特朗普

当选美国总统为例
一般项目 王丹彤 硕士 国关学院 熊光清

2017088
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FTA）政策调整的动因及影响研究

一般项目 曹杰丽 硕士 国关学院 熊李力

2017089
夫妻共同债务程序与实体判定规则整理：以北

京地区为样本
一般项目 李海燕 硕士 法学院 宁红丽

2017090 类推适用在合同裁判实践中的运用研究 一般项目 张弓长 博士 法学院 宁红丽

2017091
我国“走出去”企业债务依赖问题的实证研

究：基于债务期限和东道国风险的视角
支持性项目 朱思齐 硕士 经研院 郭桂霞

2017092
特朗普成功当选的经济因素分析——基于美国

各州的数据
支持性项目 周昕 硕士 WTO研究院 屠新泉

2017093
美国对华337调查原因分析——基于电子信息产

业的视角
支持性项目 唐婷 硕士 WTO研究院 杨荣珍

2017094 我国出口贸易与碳排放关系研究 支持性项目 白稳 硕士 经贸学院 杜奇华

2017095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环境的影响 支持性项目 王晓旭 硕士 WTO研究院 吕越

2017096 茶党对中美经贸关系影响研究 支持性项目 郭晓红 硕士 WTO研究院 屠新泉

2017097 美国汇率外交及中美人民币汇率之争 支持性项目 邵欣楠 硕士 WTO研究院 屠新泉

2017098 区域贸易协定对我国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研究 支持性项目 肖志敏 博士 经贸学院 杨军

2017099
中国企业参与美国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的机

遇、挑战和风险分析
支持性项目 单文 硕士 WTO研究院 屠新泉

2017100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企业的影响 支持性项目 张宸妍 博士 经贸学院 洪俊杰

2017101 中澳FTA动态经济效应分析 支持性项目 周玲玲 博士 经贸学院 杨军

2017102 金砖国家经贸合作与全球价值链重构 支持性项目 王星宇 博士 经贸学院 洪俊杰

2017103 全球价值链嵌入与企业融资约束 支持性项目 高媛 硕士 WTO研究院 吕越

2017104
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开放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

率
支持性项目 闫蕾 硕士 WTO研究院 李杨

2017105
外商直接投资对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影响——基

于长江经济带11省市面板数据的分析
支持性项目 王诵夏 硕士 经研院 汤碧

2017106 北京市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价值链升级的影响 支持性项目 顾聪 硕士 WTO研究院 刘斌副

2017107 高维Copula函数在信用风险定价的应用 支持性项目 李志勇 博士 金融学院 余湄

2017108
“互联网+”背景下大学生消费金融产品的发展

研究
支持性项目 柯紫静 硕士 金融学院 高清霞

2017109 城乡老年人口脆弱性及养老研究 支持性项目 魏然 硕士 保险学院 黄薇

2017110 车联网保险商业模式及费率因子探析 支持性项目 曹乐 硕士 保险学院 曾立新

2017111 关于校责险承保校园欺凌风险的研究 支持性项目 冉镇滔 硕士 保险学院 曾立新

2017112 商业补充医疗保险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研究 支持性项目 桑林 博士 保险学院 王稳

2017113 从索尼数据泄露事件看网络风险与管理 支持性项目 李正旭 硕士 保险学院 曾立新

2017114
互联网+健康险的数据共享平台的探索——以泰

康在线为例
支持性项目 曲彦 硕士 保险学院 曾立新



2017115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撤县设区”地区农民市民

化满意度调查——以密云区为例
支持性项目 孙永磊 硕士 公管学院 宋衍涛

2017116
六盘山扶贫攻坚计划与当地经济增长——基于

PSM-DID研究
支持性项目 张阳 硕士 公管学院 徐晨

2017117
网络信号对大众认筹决策的影响研究——项目

创始人策略的调节作用
支持性项目 项典典 博士 商学院 王永贵

2017118 全面二孩政策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研究 支持性项目 任昱洁 硕士 金融学院 曹诗男

2017119 我国西北欠发达地区农村创新型养老模式研究 支持性项目 杨舒 博士 保险学院 荆涛

2017120 团队断裂带与团队冲突关系研究 支持性项目 栾茗乔 博士 商学院 郝旭光

2017121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就业意向调查研究 支持性项目 张缤月 硕士
中国语言文
学学院

董瑾

2017122
被意识形态偏见扭曲的伊斯兰形象——从“《

查理周刊》事件”相关报道实证分析
支持性项目 初乎拉 硕士 英语学院 王吉美

2017123
“一带一路”常以创新国际经贸规则的路径选

择：立法还是司法？
支持性项目 王路路 博士 法学院 刘敬东

2017124 美国对华农业补贴WTO争端解决案例研究 支持性项目 张宇 硕士 WTO研究院 杨荣珍

2017125 虚假诉讼罪的刑法规制与适用 支持性项目 武晗溪 硕士 法学院 陈学权

2017126 共享单车押金监管制度研究 支持性项目 刘欢 硕士 法学院 宁红丽

2017127
国际投资协定中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对

国家监管自主权的保护
支持性项目 董暖 博士 法学院 石静霞

2017128
破产程序对非法集资案中债权人利益的保护—

—以吴英案为例
支持性项目 程清礼 硕士 法学院 冀宗儒

2017129
房地产投资信托在中国的发展及其证券法律制

度构建
支持性项目 陈伟 硕士 法学院 龚红柳

2017130 网络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 支持性项目 李咏 博士 法学院 苏号朋

2017131 ETF指数基金T+0交易制度信息披露的法律问题 支持性项目 马羽思 硕士 法学院 伏军

2017132 WTO规则下“审慎例外”原则研究 支持性项目 徐畅 硕士 法学院 伏军

2017133
中美在人权领域中的“对话外交”研究：背景

、机制及前景
支持性项目 陈欣 硕士 国关学院 杜旸

2017134 “一带一路”下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创新 支持性项目 秦凯 硕士 法学院 伏军

2017135
养老服务创新模式研究——我国保险投资养老

地产的法律分析
支持性项目 刘春莹 硕士 法学院 丁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