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1

2022年（第八届）全国大学生统计建模大赛浙江赛区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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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赛区 浙江财经大学
新发展格局下消费领域内大数据价值统计测度与数据伦
理分析

曹钰   宁千里  仇凯文 罗季  一等奖 本科生组

2 浙江赛区 浙江财经大学
数字为“目”，非遗为“纲”，纲举目张——以浙江省为例，
“数字非遗”工程对非遗的保护、传播、发展的统计测度

研究

李芯钰   张雪琳  周韬 罗季  一等奖 本科生组

3 浙江赛区 浙江财经大学
共同富裕背景下政府医疗卫生投入产出效率的统计测度
——以海盐县“优质均衡”发展为例

陈思彤   章启玥  崔馨予 胡玉琴  一等奖 本科生组

4 浙江赛区 浙江财经大学 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乡村数字化发展差异分析 张延鸣   叶国钊  钟珍妮 罗季  彭毅 一等奖 本科生组

5 浙江赛区 浙江财经大学
殚智兴商，慧圈惠民——杭州市智慧商圈推行现状与满
意度调查

郭雨茗   马宵丽  宋嘉 罗季  一等奖 本科生组

6 浙江赛区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

院
满意才是真消费——商家与消费者双视域下电商消费节
的满意度调查研究

余星凯   陈婉婷  徐淑凝 李伟  一等奖 本科生组

7 浙江赛区 浙江大学
中国金融市场波动率记忆性研究——基于新的Hurst指
数统计量视角

李方圆   王亿铮  张琦 肖炜麟  一等奖 本科生组

8 浙江赛区 杭州师范大学 交通事故影响因素及影响路径分析 焦智祺   严雨晨  魏子舟 何颖俞  二等奖 本科生组

9 浙江赛区 杭州师范大学 电商产业发展现状及其对人口流动的影响研究 虞莹   夏伟霞  陈莉 林炜  二等奖 本科生组

10 浙江赛区 杭州师范大学 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对浙江省贫富差距影响的统计测度 王倩倩   田琪琪  苏婷婷 田瑞琴  二等奖 本科生组

11 浙江赛区 嘉兴学院 绿色金融赋能乡村振兴的统计测度研究 徐俊涛   陈欣瑶  徐颖婕 郑圣超  二等奖 本科生组

12 浙江赛区 绍兴文理学院
基于RBF神经网络和Logistic回归模型对上市公司财务
数据造假的识别

马世鑫   王星文  吴吉玲 李红娟  二等奖 本科生组

13 浙江赛区 浙江财经大学
实体书店发展现状和O2O模式转型研究——基于杭州市
新华书店的调研

夏东祺   江金迅  刘云婕 朱宗元  二等奖 本科生组

14 浙江赛区 浙江财经大学
“体育旅游催人进，乡村振兴正当时”——关于杭州市“体
育+旅游+乡村”模式实施效果及经济效益调查

陈诗瑶   苏欣  王书杭 周力凯  二等奖 本科生组

15 浙江赛区 浙江财经大学
无障通行，有“碍”必达——基于”无障碍环境一张图“发展
现状期望度和满意度调查

金嘉怡   章启玥  周雪妮 周银香  二等奖 本科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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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浙江赛区 浙江财经大学
软件设计、便利性感知与使用满意度——基于“浙里办
”APP民生服务的社会调查

闻英博   倪思源  徐培云 罗兴武  凌晨 二等奖 本科生组

17 浙江赛区 浙江财经大学 基于注意力机制和U-net的脊柱图像分割 周凯文   赵思楹  翟宇杰 宋海裕  二等奖 本科生组

18 浙江赛区 浙江财经大学 多维目标导向下儿童友好社区建设现状及意愿研究 黄耀   江宇彦  王彦翔 周银香  二等奖 本科生组

19 浙江赛区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

院
杭州市低龄老年人再就业意愿及政策支持研究：不同年
龄群体的比较

陈杰   苗依聪  陈烨 李伟  二等奖 本科生组

20 浙江赛区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统计测度研究——基于熵权
法和TOPISIS模型

陈俊行   方心宇  周传晓 鹿高杰  二等奖 本科生组

21 浙江赛区 杭州师范大学 中国双碳目标下碳排放趋势的统计建模分析 卢轩雅   马紫云  郑洁 张慧增  三等奖 本科生组

22 浙江赛区 杭州师范大学 基于DEA模型探究我国医疗卫生体系的新发展与新测度 周慧楠   黄丽英  李仕雨 林炜  三等奖 本科生组

23 浙江赛区 杭州师范大学
寓教于乐，减‘负’前行——杭州市中学生对“双减”成效看
法及学业压力影响因素分析

王嘉宜   林瑶瑶  李佳芪 吕平  三等奖 本科生组

24 浙江赛区 嘉兴学院 新发展格局下平台经济的统计测度研究 朱丽颖   陈祈好  姚歆怡 郑圣超  三等奖 本科生组

25 浙江赛区 宁波财经学院
浙江绿色发展绩效综合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
DPSIR-TOPSIS模型的实证分析

杨小溪   龚成  丁佳婕 邱晓龙  三等奖 本科生组

26 浙江赛区 绍兴文理学院 互联网发展对数字金融和碳排放的效率研究 虞礼瑞   张亚丽  黄嘉杰 蒋红云  邵丽红 三等奖 本科生组

27 浙江赛区 绍兴文理学院
千亿蓝海少儿编程，机遇还是挑战？——基于数据挖掘
的少儿编程影响因素和未来前景分析

芦子鑫   项欣妍  贺恩旭 蒋红云  邵丽红 三等奖 本科生组

28 浙江赛区 浙江财经大学
红色旅游新发展模式的现状特征及优化路径的测度研究
——以杭州市“1+10”模式为例

周芷怡   佘思杰  赵江月 李时兴  三等奖 本科生组

29 浙江赛区 浙江财经大学
新发展格局视角下中国金融科技创新对包容性绿色增长
的影响测度研究

邵贞   叶欣雨  高晓凡 朱宗元  胡玉琴 三等奖 本科生组

30 浙江赛区 浙江财经大学
双循环背景下数字经济发展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的影
响研究——基于省级短面板时空计量分析

孔洁   杨孟琦  嵇泽楠 郑彦  三等奖 本科生组

31 浙江赛区 浙江财经大学
“数”说文化“品”古今——由数字藏品看新发展格局下文化

产业新趋势
陈鸿逸群   陈瑞航  邱爽 胡玉琴  三等奖 本科生组

32 浙江赛区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

院
基于TAM-ECM理论的非遗龙泉青瓷工艺传承意愿调查
研究

马雨雯   邬雨萍  朱开羽 李伟  三等奖 本科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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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浙江赛区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

院

“观眼前虚幻，还梦境之家”——虚拟现实应用应用于家

居设计的潜在市场调研
黄聪   郑志强  吴雅婷 彭武珍  三等奖 本科生组

34 浙江赛区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

院

“疫”些消费-杭州市常态化疫情防控对居民消费行为意向

的调查研究
陈城宏   袁小玲  胡雨情 彭武珍  赵培培 三等奖 本科生组

35 浙江赛区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

院
新发展格局下进出口贸易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基于中介
模型的实证研究

徐展辉   叶欣  张都 李毓君  徐朝晖 三等奖 本科生组

36 浙江赛区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

院
反诈之行路漫漫，全民共筑安全墙——居民视角下“全民
反诈”的新格局

吴业怡   邓文慧  黄语桐 洪倩茹  彭武珍 三等奖 本科生组

37 浙江赛区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

院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高等职业教育扶持政策满意度研究 张胜意   林国锦  丁盈慧 李伟  三等奖 本科生组

38 浙江赛区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

院
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能力影响效应研究——基于长三角
城市群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诸葛佳威   马世强  卜康欣 彭武珍  吴画斌 三等奖 本科生组

39 浙江赛区 浙江工商大学 基于面板数据的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成长的影响研究 贺欣龙   钱程  计文豪 李银飞  三等奖 本科生组

40 浙江赛区 浙江工商大学
基于共享经济下网约车平台优化及发展的研究——以杭
州市为例

钱程宇   王天若  陈志龙 陈宜治  三等奖 本科生组

41 浙江赛区 浙江财经大学
老年教育对生命价值的传导机制及老年教育资源配置优
化研究

祝洁   俞沈悦  白炳雁 邱瑾  一等奖 研究生组

42 浙江赛区 浙江财经大学 新发展格局视角下实体企业的系统性风险统计测度研究 常晔   罗清天  林芝燕 朱宗元  一等奖 研究生组

43 浙江赛区 浙江工商大学
城镇化会促进共同富裕吗——基于省域面板数据的空间
计量检验

刘书成   王鑫宇  陈晓颖 程开明  一等奖 研究生组

44 浙江赛区 浙江工商大学 数字经济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罗佳钰   张超杰  赵澳奇 章上峰  一等奖 研究生组

45 浙江赛区 杭州师范大学 基于智慧医疗下脑电信号数据分析与统计度量的研究 沈康力   金阳阳  沈逸珺 张慧增  二等奖 研究生组

46 浙江赛区 杭州师范大学
基于惩罚空间面板模型下碳排放达峰情景预测与实现路
径研究

夏淼杰   胡家民  张雨琪 田瑞琴  二等奖 研究生组

47 浙江赛区 杭州师范大学 基于生育率的人口动态统计测度研究 岳宏杰   邱心怡  全赛君 李旭静  二等奖 研究生组

48 浙江赛区 浙江财经大学
城脑赋能，“智”理交通——杭州市“车联网+”智慧停车模
式的效应及治理路径研究

严超   鲍赛斌  徐富浩 周银香  二等奖 研究生组

49 浙江赛区 浙江财经大学 数字技术对环境治理绩效影响的统计测度研究 陆鑫利   黄思思  陶仁杰 曾菊英  洪兴建 二等奖 研究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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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浙江赛区 浙江财经大学 区域协调发展新模式“飞地经济”实施效果的测度与评价 邹璐   尹佳莲  吴策文 李时兴  二等奖 研究生组

51 浙江赛区 浙江工商大学 新发展格局下中国三大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研究 曹倩雯   冉嘉睿  张双竹 琚春华  二等奖 研究生组

52 浙江赛区 宁波大学
创新视角下宏观税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基于
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韩逸轩   陈龙  张真 丁元耀  三等奖 研究生组

53 浙江赛区 浙江财经大学 基于深度学习的行业用电负荷预测研究 刘明康   董书婕  俞快 李云霞  三等奖 研究生组

54 浙江赛区 浙江财经大学 财政支出能畅通国内大循环吗？ 张道平   潘毅帆  应含笑 陆雪琴  三等奖 研究生组

55 浙江赛区 浙江财经大学
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统计测度——基于系统论
视角

翟利源   敖博文  许嘉丽 胡玉琴  三等奖 研究生组

56 浙江赛区 浙江财经大学 数字化改革对国内价值链参与度影响的测度研究 丁思怡   王椒婷  李蓝天 项莹  三等奖 研究生组

57 浙江赛区 浙江财经大学
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效应及传导路径研
究

邵西帅   黄璐  华植鑫 刘波  三等奖 研究生组

58 浙江赛区 浙江财经大学
数字经济背景下城市包容性经济增长的统计测度及其影
响因素分析

王意伟   张舒  巫玥垚 李时兴  三等奖 研究生组

59 浙江赛区 浙江大学 基于深度神经网络构造社区治理水平评价测度 吴萧汝   王晴  张晓丹 赵敏智  三等奖 研究生组

60 浙江赛区 浙江工商大学
中国高质量发展政策的量化评价及优化建议—基于
PMC-AE模型

王皖黔   赵镪  张广鑫 曾慧  三等奖 研究生组

61 浙江赛区 浙江工商大学
我国省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时空演变趋势与科技创新耦
合分析

徐洁   陈晓丹  田珅玥 无  三等奖 研究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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