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5

2022年（第八届）全国大学生统计建模大赛内蒙古赛区获奖名单

序号 参赛赛区 参赛学校 论文题目 参赛队员 指导老师 获奖等级 组别

1 内蒙古赛区 内蒙古财经大学 我国省域高等教育人力资本水平测度及其时空差异分析 张玮恒   马锐欣  贾萌 王春枝  米国芳 一等奖 本科生组

2 内蒙古赛区 内蒙古财经大学
数字经济、知识溢出与区域高质量发展———理论逻辑
与实证检验

刘灏琛   许子慕  苏非凡 王春枝  陈志芳 一等奖 本科生组

3 内蒙古赛区 内蒙古财经大学 我国省域创新能力的比较分析 刘洪微   赵丽媛  刘瑞 王春枝  一等奖 本科生组
4 内蒙古赛区 内蒙古财经大学 中国省域经济韧性测度及其时空演化分析 许雅茹   高岐  陈敬敏 王春枝  一等奖 本科生组

5 内蒙古赛区 内蒙古大学
《碳达峰目标下基于SSPs情景中的中国产业结构和能

源结构优化研究》
周靖宸   边颖  王艺霏 李宜洺  一等奖 本科生组

6 内蒙古赛区 内蒙古大学 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预测指标和分析模型 刘璐   蒋秀莹  王宇鑫 金其余  一等奖 本科生组
7 内蒙古赛区 内蒙古农业大学 肝癌免疫细胞分析 刘妍   郭琳  赵薇 解云  一等奖 本科生组

8 内蒙古赛区 赤峰学院
基于GM(1,1)模型的数字经济发展现状及前景预测——
以内蒙古自治区为例

孙鹏   贺晓恩  刘洋 何涛  二等奖 本科生组

9 内蒙古赛区 赤峰学院
基于文本挖掘的新能源汽车发展与影响因素的统计建模

分析
宋芃霏   刘洋  高晓阳 杨永霞  二等奖 本科生组

10 内蒙古赛区 内蒙古财经大学
基于Conv-LSTM神经网络的我国上市企业财务危机判断
与预警

祁昊廷   呼硕奇  高睿 陈志芳  二等奖 本科生组

11 内蒙古赛区 内蒙古财经大学 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性研究 袁明慧   董琦  王雅倩 陈志芳  二等奖 本科生组
12 内蒙古赛区 内蒙古财经大学 我国科技发展水平的测度及驱动因素分析 杨晨   王璐  陈东昊 陈志芳  二等奖 本科生组

13 内蒙古赛区 内蒙古财经大学
基于机器学习的城乡多维相对贫困测度与分解 ——来自
CFPS数据库的经验证据

格格   于泽元  王锭云 王春枝  聂霞 二等奖 本科生组

14 内蒙古赛区 内蒙古大学 中国新发展格局中的可持续性统计测度的统计模型 郑均杭   刘锋  尹杰圻 钱贵霞  二等奖 本科生组
15 内蒙古赛区 内蒙古大学 基于统计测度的电信网络诈骗的原因研究及发展预测 边佳靓   徐瑾  牛莉 刘洋  二等奖 本科生组

16 内蒙古赛区 内蒙古大学
绿色发展下内蒙古能源转型研究 --基于GM（1,1）模型
和引力模型

刘晓明   江海悦  席琳 周瑜  白兰 二等奖 本科生组

17 内蒙古赛区 内蒙古大学 基于统计数据对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前景研究 黄于哲   张曦  任远方 达林  二等奖 本科生组

18 内蒙古赛区 内蒙古大学
中国进出口贸易中的双循环经济政策以及中国未来进出

口结构预测
刘校彤   陈晨  庞广洋 刘洋  二等奖 本科生组

19 内蒙古赛区 内蒙古科技大学 国产品牌保护因素影响模型的构建 吴佳侠   尹筱茹  何胤功 胡光杰  苗建花 二等奖 本科生组
20 内蒙古赛区 内蒙古农业大学 内蒙古家庭农牧场信用风险预警模型研究 孙天宁   李鹏飞  袁一笑 李战江  孙鹏哲 二等奖 本科生组

21 内蒙古赛区 赤峰学院 对影响内蒙古自治区水资源短缺的风险因素的分析报告 韩晓萌   杨欣宇  田婷婷 李玉毛  三等奖 本科生组

22 内蒙古赛区 赤峰学院 杭州市研究与实验发展经费预测及效率分析 刘扬   武轶霖  白小燕 由向平  三等奖 本科生组

23 内蒙古赛区 赤峰学院
基于SEM模型大学生知识付费现象及其影响因素的调查
研究--以内蒙古自治区为例

闫峰   张艳霞  张少波 何涛  三等奖 本科生组

24 内蒙古赛区 赤峰学院
大地有“弹性”，城市会“呼吸”——探究呼和浩特市海绵城
市建设发展现状及可持续发展

武佳彬   孟星雨  吴红爽 刘冬  三等奖 本科生组

25 内蒙古赛区 赤峰学院
拨开疫霾的云，延伸就业的根——疫情下内蒙古高校毕

业生的就业分析
崔玉博   刘文硕  汤洋洋 刘冬  三等奖 本科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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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参赛赛区 参赛学校 论文题目 参赛队员 指导老师 获奖等级 组别

26 内蒙古赛区 内蒙古财经大学
基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于内蒙古经济影响的统计测度

研究
孙久鹏   赵晓东  张婉妮 张新艳  王瑞庭 三等奖 本科生组

27 内蒙古赛区 内蒙古财经大学 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分析 吴敖日格乐   吴纪生  永泉 王春枝  聂霞 三等奖 本科生组

28 内蒙古赛区 内蒙古财经大学
人等岗or岗等人-基于数字经济下内蒙古大学生就业还是
考研问题的调查研究

贾颖旭   白逸显  武佳勤 聂霞  三等奖 本科生组

29 内蒙古赛区 内蒙古财经大学 内蒙古城镇化与信息化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呼和木仁   杭盖  李恩泽 王春枝  米国芳 三等奖 本科生组
30 内蒙古赛区 内蒙古财经大学 内蒙古高校学生焦虑水平测度与影响因素分析 刘雨   王欣悦  秦佳乐 陈志芳  三等奖 本科生组

31 内蒙古赛区 内蒙古财经大学
利益相关者视角下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执行问题与对

策
丁圆圆   任佳璐  刘晓彤 王春枝  三等奖 本科生组

32 内蒙古赛区 内蒙古财经大学 疫情物资如何管理——基于MVVM系统的设计与应用 赵文祎   乌日柴胡  安易 王春枝  包永梅 三等奖 本科生组
33 内蒙古赛区 内蒙古财经大学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与评价 王茜   郭旭东  李林林 王春枝  三等奖 本科生组
34 内蒙古赛区 内蒙古财经大学 我国医疗卫生财政支出效率及其驱动因素分析 李子娇   王雪婷  李炎 王春枝  三等奖 本科生组

35 内蒙古赛区 内蒙古财经大学
资源型城市数字经济的碳减排效应及其作用路径 ——来
自116个资源型城市的经验证据

王澜   李嘉鑫  张耀霞 王春枝  三等奖 本科生组

36 内蒙古赛区 内蒙古财经大学 我国省域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与分析 丁姚瑶   姚川岳  初宇鹏 王春枝  三等奖 本科生组
37 内蒙古赛区 内蒙古大学 基于多元逻辑回归的社区居民 “三高”现状分析 王欢欣   陈彦吉  刘倩 韩海涛  三等奖 本科生组
38 内蒙古赛区 内蒙古大学 城市评分指标——基于CRITIC算法构建的统计测度 阿如汉   王晶晶  包凯丽 韩海涛  董成伟 三等奖 本科生组
39 内蒙古赛区 内蒙古科技大学 基因组序列8-mer频谱分布规律研究 宋建兴   薛梦丽  许东 杨振华  三等奖 本科生组
40 内蒙古赛区 内蒙古科技大学 铜材进出口贸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李静   马佳乐  艾美霞 杨丽梅  张春璐 三等奖 本科生组

41 内蒙古赛区 内蒙古科技大学
知识员工感知的外部环境变化与反生产行为的传染：基
于组态模型检验

田淼淼   郑梓怡  韩易笑 张江朋  边璐 三等奖 本科生组

42 内蒙古赛区 内蒙古财经大学 我国农业生态效率的空间效应及并行中介效应研究 王蕾   张晶珏  赵祺 米国芳  王春枝 一等奖 研究生组
43 内蒙古赛区 内蒙古财经大学 碳减排：潜力估算与动力测度 刘京昉   李聪颖  王思琪 王春枝  雷鸣 一等奖 研究生组

44 内蒙古赛区 内蒙古财经大学
数字经济、产业集聚与经济韧性—非线性影响及其协同

演变
申哲星   袁梦亮  袁媛 王春枝  米国芳 二等奖 研究生组

45 内蒙古赛区 内蒙古财经大学
数字经济背景下中国交通运输业碳排放驱动因素及时空

差异研究
吕淼鑫   李霄含  王绒 米国芳  许岩 二等奖 研究生组

46 内蒙古赛区 内蒙古财经大学
环境规制与碳排放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影响机理与效

应
柳辰佳昕   杨宗楠  高雨彤 王春枝  二等奖 研究生组

47 内蒙古赛区 内蒙古农业大学
基于组合赋权和VIKOR的中国省际碳金融发展水平的测
度

张彩妮   刘倩  王淇 张军  孙鹏哲 二等奖 研究生组

48 内蒙古赛区 内蒙古财经大学
数字经济、消费水平的测度及数字经济对消费水平的空
间影响效应分析

李建君   石坤  纪桦峰 祝灵敏  王志刚 三等奖 研究生组

49 内蒙古赛区 内蒙古财经大学 健康老龄化背景下居民就医选择意愿研究 曹静   张世皓  袁红伟 刘佳  三等奖 研究生组

50 内蒙古赛区 内蒙古工业大学
排污权交易机制与新《环境保护法》实施对城市产业结

构升级的差异性影响研究——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
分析

安绮梦   郑洋  余俊锋 闫在在  彭秀云 三等奖 研究生组

51 内蒙古赛区 内蒙古科技大学 营商环境对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张轲   李洁  高婷 王嘉嘉  孙斌 三等奖 研究生组
52 内蒙古赛区 内蒙古科技大学 公共风险、财政补贴与战略资源企业高质量发展 庄小央   薛晓宇  桂默然 边璐  三等奖 研究生组

53 内蒙古赛区 内蒙古农业大学
中国省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高质量创新发展的影响测

度分析—基于空间计量模型
王桐桐   平平  高飞宇 李战江  张军 三等奖 研究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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