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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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赛区 东北财经大学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水平及影响因
素统计测度研究

杨松潮   谢晓宇  张钧浩 李文婷  王睿 一等奖 本科生组

2 辽宁赛区 东北财经大学
新发展格局下服务业对内需影响的统计测度——基于大
连市即时配送行业优化选址研究

张铭   陈雅婷  葛康正 李少亭  宫婷 一等奖 本科生组

3 辽宁赛区 东北财经大学 新发展格局下中国乡村经济水平统计测度研究 吕昕桓   纪昀函  黄驰宇 王雪妮 一等奖 本科生组

4 辽宁赛区 辽宁大学
全国统一大市场背景下省际经济联系的统计测度研究—

—基于区域间投入产出表
刘柯榉   陈荣正  薛明阳 陈瑾玫 一等奖 本科生组

5 辽宁赛区 大连理工大学
中国经济时空发展模式的演变特征——基于时间序列和
空间杜宾模型的分析

张辛朋   张蕾蕾  魏苏州 胡晶晶 二等奖 本科生组

6 辽宁赛区 东北财经大学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对上海发展现状研究与前景分析 周云洞   沙傲森  马若萱 李少亭 二等奖 本科生组

7 辽宁赛区 东北财经大学 大连市社区医院发展现状及满意度调查 孙雨欣   代东池  徐兵鑫 魏瑾瑞 二等奖 本科生组

8 辽宁赛区 东北财经大学 新发展格局下“一带一路”国家主权信用研究 黄习员   王佳慧  吴桐 谢长 二等奖 本科生组

9 辽宁赛区 东北财经大学
人才归去来——基于2020年微博信息与政府人才政策
的文本分析与统计测度

高月   姚思齐  王政博 李少亭  王婧嘉 二等奖 本科生组

10 辽宁赛区 辽宁理工学院 基于辽宁省内新冠疫情的群体防控演化模型的研究 徐颖婕   逯思岩  杨紫荟 徐跃 二等奖 本科生组

11 辽宁赛区 沈阳工学院 面向新发展格局——融合复杂系统的疫情防控分析 乔宏宇   邹春峰  王浩瑜 田丹  佟强 二等奖 本科生组

12 辽宁赛区 大连财经学院 新时代我国能源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构建与测度研究 韩华意   李佳琴  严予含 崔筱笛  苗匀 三等奖 本科生组

13 辽宁赛区 大连财经学院 疫情下东三省居民消费需求偏好变化的统计测度分析 王雪蓉   李虹霖  马萱 刘苏瑶  李飞 三等奖 本科生组

14 辽宁赛区 大连海事大学
人才因素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基于全国
2016-2019面板数据的研究

朱一斋   宋雨铜  史静雯 陈国艳  张娜 三等奖 本科生组

15 辽宁赛区 大连海事大学 基于LMDI分解模型研究辽宁省船舶碳排放驱动因素 孙一琰   郭雅怡  李天龙 吴洪涛 三等奖 本科生组

16 辽宁赛区 大连海事大学
新发展格局下数字金融对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影响的统计
测度研究

朱伊通   陆益欣  徐伟杰 李清微  陈国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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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辽宁赛区 东北财经大学 三孩政策下人口指标驱动中国经济发展的研究 景佳蔷   杨夏燕  刘烁 无 三等奖 本科生组

18 辽宁赛区 东北大学 基于机器学习统计分析的人类活动识别 胡晶晶   司展  谢天赐 陈喆 三等奖 本科生组

19 辽宁赛区 辽宁大学 河南省各地区经济增长及影响因素的差异研究 张润羲   朴嵩凌  温嘉熙 陈瑾玫 三等奖 本科生组

20 辽宁赛区 沈阳化工大学 新生产要素对中国制造业经济的贡献统计测度 杨城杰   丁瑶  于倩 丛正 三等奖 本科生组

21 辽宁赛区 沈阳药科大学
基于生态文明理念的经济发展多维分析——以辽宁省为
例

张佳炜   娄元帅  滕晓瑞 翟明明 三等奖 本科生组

22 辽宁赛区 大连海事大学 大数据背景下新冠肺炎疫情对电商平台发展的影响分析 李昊林   杨帆  杨文武 贾红雨  李朝晖 一等奖 研究生组

23 辽宁赛区 辽宁大学
基于广义随机森林评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股票收益的
异质性处理效应

杨方建   张子晗  张路洋 付连艳 一等奖 研究生组

24 辽宁赛区 沈阳建筑大学
基于IBSGM(1,N)-模糊加权马尔科夫链模型的新冠肺炎
病毒传播规律研究

王强   王海培  李思琪 马龙 一等奖 研究生组

25 辽宁赛区 中国医科大学 基于北京市气象因素的新冠肺炎发病例数预测模型研究 杨临丽   朱学禹  张淑磊 刘洁 一等奖 研究生组

26 辽宁赛区 东北财经大学
新发展格局下数字经济推动居民消费增长内在机理的研
究：基于条件过程分析

姜莹   赵嘉然  苌长 无 二等奖 研究生组

27 辽宁赛区 辽宁大学 数字普惠金融是否促进了绿色技术创新的 “量质齐升”？ 宋文华   韩丽婷  王稳 王敏 二等奖 研究生组

28 辽宁赛区 辽宁大学 数字经济、经济增长与环境规制 张启迈   韦英婕  武宇 祝志川  于卓熙 二等奖 研究生组

29 辽宁赛区 辽宁大学
碳排放、政府干预与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城
市门限面板模型的实证分析

于祎湉   夏梓萌  马涵 王敏 二等奖 研究生组

30 辽宁赛区 辽宁大学 新发展视角下社会福利水平对人口流动的影响 王玉倩   张丹  卢亚茹 王敏 二等奖 研究生组

31 辽宁赛区 中国医科大学
基于随机生存森林模型的各城市新冠疫情现存确诊病例
转归结局的影响因素分析及对“大范围封控决策”的预测

王煜昊   张赫  童恋妮 刘嵘 二等奖 研究生组

32 辽宁赛区 中国医科大学
基于不同算法的机器学习—社区暴力犯罪数据的实证分
析

黄蓉蓉   谢志恒  刘学鹏 刘红波 二等奖 研究生组

33 辽宁赛区 大连海事大学
”双循环“格局下港城协同水平测度研究——基于耦合协
同模型

黄昱锦   王琳  朴文甲 李朝辉  贾红雨 三等奖 研究生组

34 辽宁赛区 大连海事大学
基于SEIR改进模型的新冠疫情演变机制与防控措施效
果评估

郭明月   侯莹  金雪 方艳 三等奖 研究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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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辽宁赛区 东北财经大学
新发展格局下我国循环经济发展效率的综合评估及区域
差异研究

刘益辰   梁盈  符婧瑜 孙玉环 三等奖 研究生组

36 辽宁赛区 东北财经大学 中国省域能源效率测算 尉乐梅   杨荀  孙凯 屈超 三等奖 研究生组

37 辽宁赛区 锦州医科大学
乡镇社区工作者组织支持感对离职意愿的影响：职业倦
怠和工作满意的中介作用

刘洋   周丽兰  田延森 高菲菲  马洪林 三等奖 研究生组

38 辽宁赛区 辽宁大学 中国省际共同富裕水平测度：区域差异及分布动态 曾伏   吕鑫萌  吴栋梁 王青 三等奖 研究生组

39 辽宁赛区 中国医科大学 基于机器学习预测模型的职业人群高血压患病风险研究 刘子秀   欧兰心  赵莹琛 吴晓梅  孙颖 三等奖 研究生组

40 辽宁赛区 中国医科大学
急性缺血性卒中血管内治疗后6个月死亡结局预测模型
的开发和验证

文睿   王钰  何谦 徐冰 三等奖 研究生组

41 辽宁赛区 中国医科大学 基于APC模型对中国结直肠癌流行趋势的研究 黄宇贤   朱玉琴  王钦烨 李光校 三等奖 研究生组

42 辽宁赛区 中国医科大学 基于机器学习的空气污染和人群健康研究 邱红滢   方春梅  钱吉丽 刘红波 三等奖 研究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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