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0

2022年（第八届）全国大学生统计建模大赛江苏赛区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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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赛区 常州工学院 江苏省物流业高质量发展的统计测度与财税政策研究 黄璐   罗柄文  孙佳敏 曹国  一等奖 本科生组

2 江苏赛区 南京财经大学
“结庐在人境，付费去自习”——基于南京市付费自习室

的调查研究
施宇   崔振扬  徐静 李庆海  一等奖 本科生组

3 江苏赛区 南京财经大学 商家诱导评论下消费者在线购物行为研究 杨帅   金博文  王一臻 李庆海  穆燕 一等奖 本科生组

4 江苏赛区 南京财经大学
新冠疫情对西安市空气质量的影响分析——基于LSTM-
ARIMA模型

殷语诚   沈新琪  张紫旋 周朋朋  一等奖 本科生组

5 江苏赛区 南京财经大学
新发展格局背景下中低收入群体高质量就业的消费促进
效应与影响机制研究

尚云逸   朱惠如  朱子墨 温兴祥  一等奖 本科生组

6 江苏赛区 南京财经大学 在“三条红线”政策下的南京市房价预测 陶乃仿   阳欣彤  黄露露 周朋朋  一等奖 本科生组

7 江苏赛区 南京工程学院 面向火灾报警系统及管理水平评价模型设计 杨亮亮   刘智  唐璇 宋超  一等奖 本科生组

8 江苏赛区 南京农业大学
中国省域养老压力的综合测度——基于适配度的分析研
究

祁歆童   吉寒冰  李玲 黄惠春  曹超 一等奖 本科生组

9 江苏赛区 南京师范大学 新发展格局下南京市人才效率评价及研究 张心洁   袁迈杰  张睿志 梁志彬  喻华杰 一等奖 本科生组

10 江苏赛区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中国碳排放权交易价格的预测研究：基于分解集成和最
优特征提取的深度学习模型

徐文杰   张怡  方婷 王聚杰  一等奖 本科生组

11 江苏赛区 南京医科大学
外泌体相关基因风险模型的构建以预测卵巢癌患者的预
后并评估肿瘤免疫微环境

朱子涵   张艺昕  倪咏天 柏建岭  刘锦辉 一等奖 本科生组

12 江苏赛区 南京邮电大学
出门未可知，试学卫生经——基于关联聚类辅助的女性
卫生产品消费结构研究

黄诗琦   刘玲雁  敬钰蕾 程欣炜  一等奖 本科生组

13 江苏赛区 南京邮电大学 我国地级市包容性增长的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喻明深   朱婷伊  陈清如 易莹莹  一等奖 本科生组

14 江苏赛区 南京邮电大学 新发展阶段背景下普惠金融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研究 王欣   李瑶  田阿松 王子敏  一等奖 本科生组

15 江苏赛区 苏州科技大学
中国碳排放影响因素的区域差异研究——基于规模修正
指标的区域分类和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夏志祥   姚睿星  朱家慧 李薇宇  一等奖 本科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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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江苏赛区 徐州工程学院 徐州市书院文旅发展现状的测度分析 于妮妮   钱姊怡  张金玉 韩秀  苏有慧 一等奖 本科生组

17 江苏赛区 徐州工程学院 徐州市老年人异地带娃状况的测度分析 戴欢涛   夏琼昭  高沐蓉 窦建君  刘览 一等奖 本科生组

18 江苏赛区 常州工学院 基于大数据的共享汽车使用情况研究 陈祺梅   段瑞  徐华玥 夏红卫  二等奖 本科生组

19 江苏赛区 常州工学院 新发展格局下江苏省居民经济幸福指数的测度研究 袁越   朱文卓  杨静 王献东  二等奖 本科生组

20 江苏赛区 江苏大学
基于媒体报道影响下的新冠肺炎疫情网络谣言随机传播
分析

陈星宇   王刚萍  尹新宇 郑雅允  二等奖 本科生组

21 江苏赛区 江苏大学 我国稀土市场系统风险和网络集群的统计测度研究 付子琪   王韵楚  徐涛 许超群  高翠侠 二等奖 本科生组

22 江苏赛区 江苏大学
一体化背景下长三角城市用水量时空演变特征及驱动因
素研究

宋子凌   何玥  包令言 孙冬营  左秀霞 二等奖 本科生组

23 江苏赛区 江苏理工学院
“绿色”东风今又起，筑梦“发展”正当时——长三角地区绿

色技术创新效率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及空间溢
出效应研究

何紫伊   胡文燕  冯智慧 卢曦  周川 二等奖 本科生组

24 江苏赛区 江苏理工学院
基于TF-IDF特征提取算法和LDA主题模型的网络舆情分
析

濮珂阳   赵彬  王大殿 丁先文  马强 二等奖 本科生组

25 江苏赛区 江苏师范大学
数字普惠金融能推动产业结构发展吗——基于空间计量
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研究

陈奕嘉   戴鑫平  李娜 丁维勇  二等奖 本科生组

26 江苏赛区
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

院
双碳循环背景下绿色专利战略构建——江苏各市绿色专
利影响因素及未来趋势的研究

陈鑫丽   王佳  孙洁 王靖迪  李艳秋 二等奖 本科生组

27 江苏赛区
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

院
双碳引得消费去，产业发展好"绿”来——基于双碳背景
下绿色消费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魏肖羽   张逸  冯晔欣 魏满满  李因果 二等奖 本科生组

28 江苏赛区 南京财经大学 线上买菜现状调查分析及影响因素研究 罗流冠   花一鑫  夏雯婧 杨靖三  二等奖 本科生组

29 江苏赛区 南京财经大学
生命中不可承受"数独"之痛——数字化时代老年人数字
融入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郑锡永   刘玉莹  桑海瑞 李庆海  二等奖 本科生组

30 江苏赛区 南京财经大学 中国城市间房地产市场的风险传染机制研究 褚嘉欣   林舒慧  王泺钘 余博  二等奖 本科生组

31 江苏赛区 南京财经大学 区域经济与教育内动力统计测度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张洲浩   陆丽珏  王佳彤 丁辉  二等奖 本科生组

32 江苏赛区 南京财经大学 新发展格局下文化产业的发展研究 杨晓宇   胡康  马昕伟 穆燕  二等奖 本科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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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江苏赛区 南京财经大学
数字经济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构建与实证研究 —
基于全国31省份面板数据分析

曹钰佳   张疏淮  李静怡 白先春  周朋朋 二等奖 本科生组

34 江苏赛区 南京财经大学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业流动人口定居城市意愿影响因素
分析——以山东省为例

田雪晴   宋雅茹  付文楷 程恭品  王平平 二等奖 本科生组

35 江苏赛区 南京农业大学
中国绿色经济发展水平测度、影响因素及其空间溢出效
应研究——基于省域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李海波   孟若琳  税尧 谢小军  李欣 二等奖 本科生组

36 江苏赛区 南京师范大学
舌尖上的低卡，心理上的“零”食——基于全麦面包研究
影响消费者购买意愿的特征因素

赵涵   李沅晓  江郁芳 无  二等奖 本科生组

37 江苏赛区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基于聚类分析的网络诈骗受害人群特征及预警研究 谭晨   史湘珂  朱文琦 吴中明  二等奖 本科生组

38 江苏赛区 南京邮电大学
新发展格局下物流体系发展水平的统计测度、地区差异
与动态演变研究

吴秋凝   朱妍  憨芳静 范兆媛  二等奖 本科生组

39 江苏赛区 南京邮电大学
技术进步视角下产业结构扭曲对用水强度影响的空间异
质性研究

黎文瑾   罗景耀  郝敏杰 金巍  任航 二等奖 本科生组

40 江苏赛区 南京邮电大学
疫情背景下物流业如何把握新发展格局的风口？——基
于区域物流能力评价及优化研究

陆佳欢   欧译丹  戚雨欣 帅友良  二等奖 本科生组

41 江苏赛区 南京邮电大学
畅通国内大循环视域下居民消费潜力的多维测度及影响
因素研究——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李慧云   孔紫正  苏子怡 易莹莹  范兆媛 二等奖 本科生组

42 江苏赛区 南京邮电大学
后疫情时代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基于Leslie修正模
型的我国人口结构预测

王飞   夏子欣  张凌豪 王静文  二等奖 本科生组

43 江苏赛区 南京邮电大学
"双循环"背景下，基于价值链视角的中国医药产业参与

度的统计测度研究
霍程阳   段丽珍  宋柯良 黄犚  徐培 二等奖 本科生组

44 江苏赛区 南京邮电大学
双碳目标下基于LCA-SA模型的区域共享交通工具配置
优化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陶星宇   李开吉  戚磊 单薇  二等奖 本科生组

45 江苏赛区 南京邮电大学 科技护航粮食安全-基于四大农业区面板数据的研究 樊紫璇   李欣媛  肖楠 范兆媛  黄犚 二等奖 本科生组

46 江苏赛区 苏州科技大学 医疗健康公共服务资源数字化供给现状及前景预测 滕婧文   杨巧心  顾星宇 付文豪  二等奖 本科生组

47 江苏赛区 徐州工程学院
短视频传播书画装裱与修复技艺的市场认可度及前景的
统计分析

王耀雯   郑梦蝶  刘诗诗 戴振祥  韩秀 二等奖 本科生组

48 江苏赛区 徐州工程学院 大学生内卷状况的测度评价分析 尹嘉诚   武彤  陆培 窦建君  张克军 二等奖 本科生组

49 江苏赛区 徐州工程学院
新兴产业对徐州市经济社会影响的统计测度创新研究
——以新能源汽车为例

沈奥   沈洋  王蓝欣 杜凤娇  尹洪位 二等奖 本科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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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江苏赛区 盐城师范学院
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26
个省份的实证分析

胡奕嘉   柴君  任雅慧 孙媛媛  二等奖 本科生组

51 江苏赛区 中国矿业大学 基于统计模型的心理学科普内容特点演化趋势研究 徐汇慧   陈嘉伟  金子龙 韩苗  二等奖 本科生组

52 江苏赛区 常州工学院
基于STIRPAT模型的江苏建筑业碳排放分析和碳达峰预
测

陆宇洁   刘明娟  管明莉 夏红卫  三等奖 本科生组

53 江苏赛区 常州工学院
新发展格局下产业结构升级对构建经济体系高水平影响
的统计测度

吴函墨   余婷婷  张文宇 任雪静  三等奖 本科生组

54 江苏赛区 常州工学院
农业电商发展融合“新发展格局”推动乡村振兴的测度分
析

郦恬   李彤彤  陆一源 王献东  三等奖 本科生组

55 江苏赛区 常州工学院 新发展格局下乡村振兴对经济发展水平的统计测度研究 王鑫雨   王瑞喜  张轩瑜 王献东  三等奖 本科生组

56 江苏赛区 江苏大学 基于LSTM-Seq2Seq的人口死亡率预测模型 张蜀琪   孙倩如  陈元元 王超杰  程悦玲 三等奖 本科生组

57 江苏赛区 江苏大学
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分析——基于
CHFS数据分析

陆文静   戴薛怡  于子涵 汤莹  陈燕 三等奖 本科生组

58 江苏赛区 江苏大学
中国低碳水平评价及未来碳排放量的预测——基于熵权
TOPSIS模型和灰色相关模型

薛婷婷   刁姝心  宋小璐 王超杰  三等奖 本科生组

59 江苏赛区 江苏科技大学
数字经济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的影响——基于 A 股上市
公司的经验证据

梁春艳   陈正源  顾金原 郭炳南  姜彦彦 三等奖 本科生组

60 江苏赛区 江苏理工学院 江苏省育龄已婚人群生育意愿调查研究 王丽   张冉  陈智慧 张敏珏  孟凤娟 三等奖 本科生组

61 江苏赛区 江苏理工学院
新冠疫情对北京市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 ——基于NARX
神经网络

王欣   刘文政  刘雪 张敏珏  张芸芝 三等奖 本科生组

62 江苏赛区 江苏理工学院
“星”闪空中，粉追心中——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粉丝行

为影响因素研究
吴一秋   王苗苗  朱新慧 陈雪平  陈绚青 三等奖 本科生组

63 江苏赛区 江苏理工学院
绿水青山还是金山银山？——基于EKC理论的江苏省经
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统计分析

廖晶   武曼  肖燕楠 陈建东  张敏珏 三等奖 本科生组

64 江苏赛区 江苏理工学院 常州市居民知识付费app使用情况的分析 吴心怡   李雨妍  徐志明 陈雪平  王斌 三等奖 本科生组

65 江苏赛区 江苏理工学院 长三角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钱程   李景  王奥申 薛艳  陈雪平 三等奖 本科生组

66 江苏赛区 江苏理工学院 大学生网贷消费行为决策影响因素 高婧格   徐欢  闻梓俊 胡巍  张芸芝 三等奖 本科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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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江苏赛区 江苏理工学院 盐城市经济增长与就业关系实证分析 刘无忧   戴婧  赵琦 陈建东  钱克仕 三等奖 本科生组

68 江苏赛区 江苏师范大学
基于KANO模型的国内时间管理APP功能需求调查与分
析

王子月   商任恬  张钰 李贤彬  叶楠 三等奖 本科生组

69 江苏赛区 江苏师范大学
基于Logistic模型对徐州市“时间银行”的认可度分析及推
广调研

郑晓璇   周盛晟  许瀚天 刘鹏飞  李建波 三等奖 本科生组

70 江苏赛区 江苏师范大学
基于TAM和TPB模型对徐州市居民“时间银行”新型互助
养老模式参与意愿影响因素的调研

刘海媛   王靓蓉  华上云 钱连勇  三等奖 本科生组

71 江苏赛区 江苏师范大学
我国绿色债券市场与传统债券市场间的风险溢出效应研
究

季馨恬   蔡卓  陈爽 夏雨霏  李因果 三等奖 本科生组

72 江苏赛区
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

院
网络经济背景下网络产品质量和生产率的统计研究 郑壹文   贾海新  何玉连 王敏  王靖迪 三等奖 本科生组

73 江苏赛区 南京财经大学
关于落实土地二轮承包到期后延包政策的现状调查分析
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

刘梦瑶   隆伊凡  高然 刘余  穆燕 三等奖 本科生组

74 江苏赛区 南京财经大学
绿色金融、绿色工业测度及其耦合机制研究——基于江
苏省的实证证据

朱弈杭   石梦雯  罗玎 余博  三等奖 本科生组

75 江苏赛区 南京财经大学
关于南京市pm2.5与臭氧的影响因素分析及协同预测研
究

周音彤   房心怡  吴文悦 陈海请  三等奖 本科生组

76 江苏赛区 南京财经大学
新零售模式下网络电商对滞留农产品销售的影响 ——以
主政官员直播为例

杨雨禾   柳成园  李家欣 李昌峰  三等奖 本科生组

77 江苏赛区 南京财经大学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新时代背景下市民公共交通
选择意愿研究

胡海波   朱子豪  顾贤 李庆海  三等奖 本科生组

78 江苏赛区 南京财经大学
金融专业应届生薪酬分析与预测——基于熵权法和BP神
经网络模型的研究

葛春芊   蒋晨曦  陈瑾垣 李庆海  三等奖 本科生组

79 江苏赛区 南京师范大学
“双碳”愿景下江苏省碳排放影响因素及其时空异质性研

究
张茗涵   陈丹妮  李佳梦 米辉  三等奖 本科生组

80 江苏赛区 南京师范大学 《基于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农业发展的测度与探究》 吴申骅   孟琳  何鹏 吴申骅  三等奖 本科生组

81 江苏赛区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新发展格局下关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变的统计测度 姚佳陆   冯楠  徐胡杰 熊萍萍  三等奖 本科生组

82 江苏赛区 南京邮电大学 基于双循环格局下医药板块股票的统计测度 朱晨曦   吉敔寒  王何利 吴珍英  三等奖 本科生组

83 江苏赛区 南京邮电大学
智慧农业种出“向往的生活”——基于创新型农业发展的
统计测度

尹菲   凌颖  朱昱潼 黄犚  三等奖 本科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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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江苏赛区 南京邮电大学
“久制于排斥，希冀于普惠”--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创

业的影响研究
石子凡   张庆轩  陈诺 程欣炜  三等奖 本科生组

85 江苏赛区 南京邮电大学 双循环下服务型消费赋能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 王文琪   王紫璐  曾劭佳 黄犚  范兆媛 三等奖 本科生组

86 江苏赛区 南京邮电大学 我国自主创新能力测度及其经济高质量发展效应研究 丁川   刘蓓  杨文铮 陈文山  三等奖 本科生组

87 江苏赛区 南京邮电大学
新发展格局下省域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计算及影响因素
分析——基于 Global Cost Malmquist 和 Tobit 模型的
实证研究

杨宇凡   李涛  孙洁 范兆媛  三等奖 本科生组

88 江苏赛区 南京邮电大学
新发展格局下港口综合能力对外贸的影响—以上海港为
例

王宇石   王奕可  沈宇晖 黄犚  三等奖 本科生组

89 江苏赛区 南京邮电大学
基于LDA与SEM模型的大学生电子产品回收行为影响因
素测度研究

王奕纯   顾传楷  邓月芳 王娟  魏建香 三等奖 本科生组

90 江苏赛区 南京邮电大学
数字化转型视域下商业银行系统性金融风险影响机制研
究

张雨桐   潘柏安  陈玉 温勇  楚永杰 三等奖 本科生组

91 江苏赛区 南京邮电大学
新发展格局下我国流动人口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变动
分析

王盈   王楚瑜  马佳禾 尹勤  三等奖 本科生组

92 江苏赛区 南京邮电大学
市场分割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探究 ——基于长
江三角洲城市群的面板数据

智茜   朱小婉  郑堃 王峥  三等奖 本科生组

93 江苏赛区 苏州科技大学 智慧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基于因子分析和BP神经网络 鲁晨辰   常思影  杨成江 李龙  付文豪 三等奖 本科生组

94 江苏赛区 苏州科技大学 新冠疫情对旅游业各项指标的影响和预测—以北京为例 徐小萌   余福芹  丁乐怡 付文豪  三等奖 本科生组

95 江苏赛区 苏州科技大学 后疫情时代民宿的发展问题研究 段雨彤   袁桐桐  张滢 李薇宇  三等奖 本科生组

96 江苏赛区 苏州科技大学 碳中和愿景下新能源汽车销量与碳减排分析 金雨   谢雨芹  吴韫杰 付文豪  梁雪 三等奖 本科生组

97 江苏赛区 徐州工程学院
上海迪士尼角色IP营销策略和消费者满意度研究分析
——以玲娜贝儿为例

蔡宇   刘梦  徐晓妍 戴振祥  牛红套 三等奖 本科生组

98 江苏赛区 徐州工程学院 消费者打卡网红店行为影响因素的测度分析 郭灵欣   吴嘉诚  王坤坤 贠永震  郭二林 三等奖 本科生组

99 江苏赛区 盐城师范学院 基于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的外卖员离职因素度量 张念   王聪  李亚文 孙媛媛  三等奖 本科生组

100 江苏赛区 盐城师范学院
制造业自动化趋势下长三角地区产业政策与收入分配政
策设计研究

程诗蕾   王鑫琪  丁子叶 孙媛媛  三等奖 本科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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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江苏赛区 盐城师范学院 基于Logistic模型的大学生在线教育需求因素研究 李晶晶   马梦珂  查文洁 袁兰兰  三等奖 本科生组

102 江苏赛区
中国矿业大学徐海学

院
基于数据的探索性分析和机器学习的车辆贷款违约预测
模型VLPMs 岳宣霖   王郑天石  赵涵铮 有鹏  李媛 三等奖 本科生组

103 江苏赛区 江苏大学
疫情冲击下中国城市经济韧性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279个地级市的实证研究

蒋美   万岑  张文慧 孙晓阳  一等奖 研究生组

104 江苏赛区 江苏科技大学
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影响：促进还是挤出？ ——来自中
国城市的经验证据

余星辉   杜欣  许瑞 卜亚  一等奖 研究生组

105 江苏赛区 江苏师范大学
新发展格局下公众情绪、失业率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预
测居民消费的动态网络分析——基于微博大数据

杨光   常思雨  王畅 王志丹  王海静 一等奖 研究生组

106 江苏赛区 南京财经大学 残疾人需求视角下服务设施选址问题研究 杨育苗   许澄澄  吴玉凤 白先春  一等奖 研究生组

107 江苏赛区 南京财经大学 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粮食安全的统计研究 齐盛勤   马兆婷  潘晨好 李刚  一等奖 研究生组

108 江苏赛区 南京财经大学
双“呈”记：住房租赁市场交易中房东与租客的议价能力
呈现——以南京为例

何艺璇   王乐瑶  马梦南 李庆海  郭存芝 一等奖 研究生组

109 江苏赛区 南京财经大学 新发展格局下农村多维相对贫困的测度分析 崔欣荣   崔霞  迟方琳 王芳  一等奖 研究生组

110 江苏赛区 南京财经大学 多维能源贫困对居民身心健康的影响研究 陈乾坤   于一丹  刘韵绮 李庆海  一等奖 研究生组

111 江苏赛区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基于特征提取与集成学习模型的PM2.5浓度区间预测研
究－以京津冀地区为例

周甜   成茜  丁芃 张三峰  一等奖 研究生组

112 江苏赛区 南京邮电大学
国家高新区设立与区域创新绩效——基于创新要素集聚
的测度

周婕   钟雨欣  邱苗苗 王晶晶  一等奖 研究生组

113 江苏赛区 东南大学 基于Stacking模型融合的上海市房价预测 张莹   汪心怡  余馨玲 李四杰  二等奖 研究生组

114 江苏赛区 江苏大学
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区域差异、动态演进及收敛性研
究 ——以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为例

刘震   苏健  范业才 查奇芬  王健 二等奖 研究生组

115 江苏赛区 江苏大学 中国大数据产业发展的统计测度及实证研究 汪家幸   张英杰  赵云 李芳林  王玲玲 二等奖 研究生组

116 江苏赛区 江苏大学
数字金融背景下的生态效率的特征、驱动因素和时空演
变研究——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林秀琴   樊倩  黄榆荃 石志岩  常新锋 二等奖 研究生组

117 江苏赛区 江苏科技大学 低碳城市试点提升了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吗？ 冯雨   魏笑  王旭 郭炳南  张浩 二等奖 研究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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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江苏赛区 江苏科技大学
数字经济能否推动企业创新能力提升？  ——基于人才
集聚和交易成本视角的解释

王宇   唐利  詹保良 郭炳南  张浩 二等奖 研究生组

119 江苏赛区 江苏师范大学 新发展格局下创新竞争力发展统计测度研究 孔维硕   姜玲玲  缪启君 刘鹏飞  郝水侠 二等奖 研究生组

120 江苏赛区 南京财经大学
HPV疫苗接种现状与接种意愿分析——以长三角地区为

例
邱雅洁   徐一凡  费娟 王芳  二等奖 研究生组

121 江苏赛区 南京财经大学
千里“医”缘一线牵——基于用户感知视角下在线医疗满
意度评价体系研究

汤世兰   王铮  金禹含 李庆海  陈海清 二等奖 研究生组

122 江苏赛区 南京财经大学 数字文化驱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统计测度研究 赵泓敏   龚金斤  费云绮 穆燕  二等奖 研究生组

123 江苏赛区 南京审计大学
构建新发展格局下我国ESG体系的构建研究 ——基于
递归神经网络与改进K-means聚类的建模分析

张楠   杜玉坤  金骁 汪红霞  二等奖 研究生组

124 江苏赛区 南京审计大学
综合经济效应与神经网络的多模型下中国碳排放强度预
测

邹岚乔   钱潇羽  崔严岩 周兴才  二等奖 研究生组

125 江苏赛区 南京审计大学 基于新闻情绪指标的CEEMDAN-LSTM汇率预测模型 刘明敏   李一凡  姜梓微 周兴才  二等奖 研究生组

126 江苏赛区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基于时序卷积网络的分布式系统日志异常检测方法 贾雪磊   沙雨  陆文赫 方巍  二等奖 研究生组

127 江苏赛区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新发展下的智能交通格局研究 徐凡   胡亚华  赵宇煌 孙伟  二等奖 研究生组

128 江苏赛区 南京医科大学
遗传变异、吸烟及其代谢参与肺癌发生的因果通路研究
—基于MR、中介效应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

李慧芹   毛贞光  肖艳萍 杜牧龙  郑瑞 二等奖 研究生组

129 江苏赛区 南京邮电大学 中国省域绿色经济测度及影响因子分析 张延欣   计逸宁  詹进飞 唐加山  二等奖 研究生组

130 江苏赛区 南京邮电大学
新发展格局下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水平测度、时空特征
与影响因素研究

郑馨茹   伍晓蓉  佘雅楠 杜运伟  二等奖 研究生组

131 江苏赛区 南京邮电大学 中国省域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区域差异与动态演进 王莹婕   王杨  吕优 李婵娟  范兆媛 二等奖 研究生组

132 江苏赛区 南京邮电大学
新发展格局下数字金融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门槛
效应研究

郭禾苗   熊杨  余赟 王娟  黄卫东 二等奖 研究生组

133 江苏赛区 南京邮电大学
新发展格局下数字经济对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影响研
究

刘颖   于子舒  杜雯馨 王晶晶  二等奖 研究生组

134 江苏赛区 苏州科技大学
绿色金融发展与碳排放——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统计测
度研究

刘雨晴   徐孜杰  余家胜 裴梓婷  二等奖 研究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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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江苏赛区 江苏大学
中国三大城市群数字经济产出效率的区域差异及分布动
态研究

杨紫荷   闵亚娟  黄瑾 常新锋  三等奖 研究生组

136 江苏赛区 江苏大学
数字普惠金融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路径分析———以江
苏省为例

宋超涵   陈婷婷  徐昕宇 赵喜仓  三等奖 研究生组

137 江苏赛区 江苏科技大学
财政纵向失衡、环境规制与生态福利绩效——基于中国
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姚霞飞   高雪锋  徐瑞林 郭炳南  包律婷 三等奖 研究生组

138 江苏赛区 江苏师范大学
空间溢出视角下数字普惠金融与科技创新的耦合协调发
展研究

孙子淞   曹长帅  曹淑迎 徐君  杨飞 三等奖 研究生组

139 江苏赛区 江苏师范大学
“哔哩哔哩买单！”——B站自媒体营销成功的影响因素研

究
厉津铭   王畅萱  杨露晗 刘伟  李贤彬 三等奖 研究生组

140 江苏赛区 江苏师范大学 “双减”教育发展新格局下家长焦虑度与满意度测量 倪潜峰   钟海心  朱孟宇 丁维勇  三等奖 研究生组

141 江苏赛区 江苏师范大学 大型体育赛事营销效果测度分析—以安踏体育品牌为例 陈泳欣   李琳秋  马启芹 丁维勇  李建波 三等奖 研究生组

142 江苏赛区 江苏师范大学
基于“双碳”背景下珠江三角洲地区碳排放预测以及影响
因素分析

余佳倩   张新龙  刘珂欣 刘鹏飞  丁维勇 三等奖 研究生组

143 江苏赛区 江苏师范大学
"联防联控，抗原自测"——关于国民选择使用新冠抗原

自测试剂的调研分析
范玮   李思雨  王嘉欣 李建波  刘鹏飞 三等奖 研究生组

144 江苏赛区 江苏师范大学 新发展阶段中国商业银行高质量发展统计测度研究 郭徐青   周雪  董艳青 李因果  夏雨霏 三等奖 研究生组

145 江苏赛区 南京财经大学 江苏省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水平测度 朱文正   陆祉怡  陈永春 王平平  三等奖 研究生组

146 江苏赛区 南京理工大学 新发展格局视角下的知识产权保护测度研究 孙晨瑜   张恒  查宇尘 刘红毅  刘力维 三等奖 研究生组

147 江苏赛区 南京审计大学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统计测度 刘永恒   施科文  荆朝阳 周兴才  三等奖 研究生组

148 江苏赛区 南京审计大学 基于BP神经网络的省域高质量发展状况探究 朱笑延   王汉唐  王毫 周兴才  三等奖 研究生组

149 江苏赛区 南京审计大学 基于集成算法和深度网络的中国地表水水质指标研究 刘毅伟   姚志刚  葛玲玲 周兴才  三等奖 研究生组

150 江苏赛区 南京审计大学 基于LSTM模型的多情景下二氧化碳排放量预测 孙卓   刘馨怡  倪琪 周兴才  三等奖 研究生组

151 江苏赛区 南京审计大学
中国省际新发展格局建设水平统计测度及其对GDP的影
响因素分析

林欣雨   吴昕磊  柯宜龙 周兴才  孔新兵 三等奖 研究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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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江苏赛区 南京师范大学
基于长三角地级市的农业碳排放效率空间相关性与时空
分异性研究

沈佩雪   于可可  梁家欣 高启兵  三等奖 研究生组

153 江苏赛区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双循环下基于多变量区间灰数模型的宏观经济趋势研究 吴小洁   曾晓酥  王亚琦 熊萍萍  三等奖 研究生组

154 江苏赛区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碳达峰战略下全国统一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配额分配及建
议

张寅秋   赵宇翔  王杰 吕广迎  刘军 三等奖 研究生组

155 江苏赛区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能否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
多期DID的经验证据

王威   丁蕊  廖振龙 于波  盛济川 三等奖 研究生组

156 江苏赛区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中国区域标准竞争力的综合评价研究 孙成   朱延圣  刘紫欣 崔维军  何正全 三等奖 研究生组

157 江苏赛区 南京医科大学
多环芳烃暴露、维生素D缺乏与肿瘤发生风险的关联研
究—基于中介效应模型

陈思璐   贲帅  高芳 杜牧龙  郑瑞 三等奖 研究生组

158 江苏赛区 南京邮电大学
新发展格局下冰雪旅游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UTAUT
模型与SEM模型

谢慧慧   刘玟  牛兵 温勇  三等奖 研究生组

159 江苏赛区 南京邮电大学
家喻户“小”，“源”来是你——90后对国产小微型新能源
汽车购买意向的调查研究

石俊丽   马迪  丁钰涵 王娟  三等奖 研究生组

160 江苏赛区 南京邮电大学
基于LSTM模型的可再生能源预测研究——以长江三角
洲地区为例

孟琪   孙甘露  王海燕 温勇  三等奖 研究生组

161 江苏赛区 南京邮电大学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研究 杨先宇   王凯  任雯婷 杨小军  三等奖 研究生组

162 江苏赛区 南京邮电大学
新发展格局下高铁建设对中国城市人口流动的影响研究
——基于收缩与扩张的城市异质性视角

李殿琨   侯昱丞  陆钰涛 范兆媛  窦靓 三等奖 研究生组

163 江苏赛区 南京邮电大学
“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了参与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吗？
——基于企业融资约束视角的研究

王春红   李秋韵  赵婷婷 岳中刚  三等奖 研究生组

164 江苏赛区 南京邮电大学
我国产业数字化与经济韧性水平的动态关系及作用机制
——基于P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喻星星   孙至诚  沈文青 王子敏  三等奖 研究生组

165 江苏赛区 南京邮电大学
高质量背景下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
的统计测度研究

吴家怡   邱嘉锃  马婧怡 王晶晶  三等奖 研究生组

166 江苏赛区 南京邮电大学
“双碳”目标下中国城市碳排放时空演变特征、影响因素

及达峰预测研究
王丰羽   谷成龙  姚婷 杨莉  三等奖 研究生组

167 江苏赛区 南京邮电大学
新冠肺炎疫情下电子信息产业对经济发展影响的测度研
究

谢麒   张庆  李金 蔡冬青  三等奖 研究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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