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22

2022年（第八届）全国大学生统计建模大赛四川赛区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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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赛区 阿坝师范学院
汶川县居民个人幸福感研究--基于2017-2019调查数据
分析

唐语馨   张宇  桂琴 吴莉  杨仕椿 一等奖 本科生组

2 四川赛区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基于回归模型对我国中医药市场发展规模的实证分析 曾玉楦   宋婷  庄程晨 黄兰  崔炳玮 一等奖 本科生组

3 四川赛区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赋能共同富裕：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 蒋睿妮   谢佩麟  郭梦恬 王臣  向玲凛 一等奖 本科生组

4 四川赛区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双碳背景下四川省碳排放影响因素研究 李菁欣   汤欣  冷宇平 许翔燕  张凤 一等奖 本科生组

5 四川赛区 内江师范学院
新基建，新业态——关于成都市用户抖音电商购物的调
研

罗贵楷   刘家益  谭锐 吴小云  康超 一等奖 本科生组

6 四川赛区 西南财经大学
”互联网+“时代产销对接模式助力农户收入增长的实证研

究——基于中国西部地区省域面板数据
黄欣怡   董璐  高菲 蒲明  卢海阳 一等奖 本科生组

7 四川赛区 西南财经大学
新发展格局下数字经济赋能消费结构转型升级的机制及
其溢出效应

朱财佳   陈菲菲  吴彩丹 张红历  黎春 一等奖 本科生组

8 四川赛区 西南交通大学
“双碳”发展格局下城市客运交通碳排放核算和影响因素

分析
张祎   田昊  牟洺萱 陈崇双  史磊 一等奖 本科生组

9 四川赛区 西南民族大学 构建统计测度研究汇率变化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 胡财兴   覃琳雅  倪晨 宋荣荣  一等奖 本科生组

10 四川赛区 西南医科大学
基于Joinpoint回归模型的全国妇幼健康水平的时间趋势
分析

王馨悦   薛茜  叶勤 张俊辉  一等奖 本科生组

11 四川赛区 成都理工大学
新发展格局下基于消费者种草信任度视角的种草营销研
究

徐志辰   李泽宇  房悦 柳炳利  二等奖 本科生组

12 四川赛区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基于数据挖掘和机器学习的扫地机器人用户偏好测度 贾佳   唐鸿  谢倩兰 王臣  唐玉峨 二等奖 本科生组

13 四川赛区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缓解相对贫困的空间效应——基
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研究

甘方菲   黄恋婷  蒲朝军 王臣  潘莉 二等奖 本科生组

14 四川赛区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移动智能终端能促进农户创业吗？－基于中国农村家庭
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白建立   张倩  石静瑶 王阳  黄兰 二等奖 本科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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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四川赛区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新发展格局下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统计测度及障碍因素分
析——以要素和资源市场为例

石筱晨   李明姿  李金原 王臣  二等奖 本科生组

16 四川赛区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能源结构、人均GDP、碳排放和数字经济发展的关系研
究--基于四川省的经验

郭香凝   索尼  廖露 丛日玉  周蓉 二等奖 本科生组

17 四川赛区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新发展格局下西部地区旅游驱动力因素与发展路径研究 张嫒佳   拜雨杰  任颜 王臣  张凤 二等奖 本科生组

18 四川赛区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成渝双城经济圈城市活力指数的构建与评价 莫锦欣   徐玉如  曹宇 邹永红  王通 二等奖 本科生组

19 四川赛区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基于机器学习的居民社会公平感研究 李磊   韩鹏远  任丽君 李勇  廖开方 二等奖 本科生组

20 四川赛区 四川轻化工大学 城市经济活力统计测度研究 王自豪   曾水柔  范子涵 汤泽梅  二等奖 本科生组

21 四川赛区 西南财经大学
双碳背景下新能源汽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和新能源
汽车省域发展现状分析

何蕊岑   刘莎莎  杜雨潇 林谦  范国斌 二等奖 本科生组

22 四川赛区 西南财经大学
数字经济对碳减排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基于时空动
态效应的实证分析

陈昊淼   岳恬恬  熊天 杨冬  二等奖 本科生组

23 四川赛区 西南财经大学
双碳背景下绿色金融对协同创新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
——基于成渝双城经济圈的实证分析

陈美静   徐巧颖  蓬敬华 范国斌  陈丹丹 二等奖 本科生组

24 四川赛区 西南财经大学
城镇化、产业结构升级与区域碳排放——基于空间计量
模型的实证分析

彭佳琪   吴佳忆  沈俊羽 李伊  二等奖 本科生组

25 四川赛区 西南财经大学
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社会责任承担——基于500家上
市公司的统计测度与实证检验

武颖   田晟明  肖睿锐 彭刚  谭莹 二等奖 本科生组

26 四川赛区 西南交通大学
基于统计方法与机器学习对助眠APP使用偏好与助眠医
生消费者需求分析

葛田田   刘玲宏  禹曾耀丹 任芮彬  二等奖 本科生组

27 四川赛区 西南民族大学 现代零食的消费特征—以研发零食为例 唐雅星   李竟兢  范晓雨 山述强  二等奖 本科生组

28 四川赛区 西南民族大学 基于数据和文本要素新度量模型的新零售企业转型分析 梁玉卿   王帅  文佰顺 陈丽  二等奖 本科生组

29 四川赛区 西南医科大学 全国婴儿死亡率的省际空间分布格局及驱动因素分析 汤钰雯   张潇  张勇进 张俊辉  二等奖 本科生组

30 四川赛区 阿坝师范学院
基于SEM模型的手机成瘾与学习投入关系研究——以川
西民族高校为例

王丽   余宇陶  潘思宇 吴莉  杨仕椿 三等奖 本科生组

31 四川赛区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基于数字经济的物流智慧化研究 周忠刚   吴启杭  唐玉静 周小平  三等奖 本科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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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四川赛区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金融知识能促进城镇家庭消费吗——来自中国家庭金融
调查（CHFS）的证据

孙仁贵   谢沛霖  黄程 王阳  黄兰 三等奖 本科生组

33 四川赛区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长三角城市群经济新动能的统计测度、经济效应及政策
建议

黄涵悦   刘楠  易雯雯 王臣  侯县平 三等奖 本科生组

34 四川赛区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高校综合实力与本科毕业生就业情况分析 王燕   李珂  王希铭 李秋敏  三等奖 本科生组

35 四川赛区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金融素养与城镇家庭股市参与-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CHFS)数据的实证

越馨洁   李昀航  凌峰 王阳  黄兰 三等奖 本科生组

36 四川赛区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数字经济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影响效应及异质性分析 赵美旗   肖盼  庄佳佳 王臣  李勇 三等奖 本科生组

37 四川赛区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区域碳排放影响因素分解与预测 邹魏霞   雷榕榕  杨欣悦 王臣  张恒 三等奖 本科生组

38 四川赛区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想名字好难 桂悦   黄埕  瞿骊瑾 叶祥凤  王臣 三等奖 本科生组

39 四川赛区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靶向信息推送对大学生非理性网络消费影响测度——以
成都市高校为例

闫星璇   向巧灵  段友琼 申广斯  三等奖 本科生组

40 四川赛区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数字普惠金融赋能绿色低碳发展：影响效应与空间关联 冯蕊   李蒲媛  仁青娜初 王臣  三等奖 本科生组

41 四川赛区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对成都龙泉驿区大学生淘宝网购满意
度的统计分析

李林蔓   郭雨珊  黎晓语 徐琼梅  向玲凛 三等奖 本科生组

42 四川赛区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构建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我国服务业与制造业动态协同关
系研究

徐菡彬   梁宁  李佳凝 王臣  三等奖 本科生组

43 四川赛区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基于LDA-Logit模型探讨考公考研内卷真相——以知乎
在线文本为例

李可心   漆敏  代祉含 李秋敏  三等奖 本科生组

44 四川赛区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我国医疗卫生水平综合评价 刘环娇   何芳  冯卓熙 李秋敏  张凤 三等奖 本科生组

45 四川赛区
成都银杏酒店管理学

院
直播带货对农产品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 穆恩彤   袁成欣  杨仕林 张晓萌  三等奖 本科生组

46 四川赛区 吉利学院 国内碳排放影响因素的分解与研究 许佳乐   陈静  曾浩哲 邓畏平  刘潼 三等奖 本科生组

47 四川赛区 四川轻化工大学 基于岭回归的STIRPAT模型对碳排放影响研究 杨璨   康峻浩  冉佳雪 刘金银  安小东 三等奖 本科生组

48 四川赛区 西南财经大学
中国西南地区碳关联测度的实证研究——基于MRIO模
型

黄晨馨   白欣宜  刘倩雯 周凡吟  三等奖 本科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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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四川赛区 西南财经大学
疫情防控下的中国供应——基于 VAR 模型的实证分析
研究

宿博涵   黄棋炜  牛昱彤 徐秋华  三等奖 本科生组

50 四川赛区 西南财经大学 新发展格局下数字科技影响旅游业发展的统计研究 张耀心   王晴语  杨佳芯 吴翔  三等奖 本科生组

51 四川赛区 西南财经大学
数字经济发展：失衡还是协调？——基于中国省际的测
度研究

董若馨   方霞  华安琪 杨冬  三等奖 本科生组

52 四川赛区 西南财经大学
新发展格局视角下共同富裕综合评价指数研究-以四川省
地市州为例

马越   秦莉娅  孙飞 郭斌  吴翔 三等奖 本科生组

53 四川赛区 西南财经大学
但见孔雀东南飞，怎得龙腾奔九州——基于985高校毕
业生流向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因素分析

叶铭辰   罗威廉  付子健 陈春林  三等奖 本科生组

54 四川赛区 西南财经大学 基于城市群视角下东数西算的投入产出测度 钟欣鹏   陈永祺  郑浩天 马昀蓓  李伊 三等奖 本科生组

55 四川赛区 西南财经大学
税收优惠与高新技术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职工教育
经费税前扣除的研究

张雨婷   郭蕾  刘宏宇 高跃光  三等奖 本科生组

56 四川赛区 西南财经大学
我国31个省市数字经济对文旅融合水平的影响效应—基
于FEM和耦合协调模型

杨卓林   李佳静  黄婷 郭斌  丁川 三等奖 本科生组

57 四川赛区 西南财经大学
企业声誉与其发展的相关性分析——基于SnowNLP等
的多模型融合分析与预测

张书翌   王松阁  黄奕 潘席龙  陈春林 三等奖 本科生组

58 四川赛区 西南民族大学 足球团队模式的统计测度 张武阳   向兵  朱浩琪 山述强  三等奖 本科生组

59 四川赛区 成都理工大学 基于CNN-LSTM的股票价格预测研究 王思坤   王彦力  王干 陈志文  一等奖 研究生组

60 四川赛区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川渝地区乡村产业振兴的统计测度与路径研究 胡浩彬   李玲莉  陈奕全 张凤  侯县平 一等奖 研究生组

61 四川赛区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数字经济对产业—消费升级协同效应测度及空间演化研
究

兰茹玉   黄玉  王馨雨 李胜  唐玉峨 一等奖 研究生组

62 四川赛区 西南财经大学 收缩视角下的中国人口发展新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 王凯伦   唐嘉  李宛蓉 张红历  吴翔 一等奖 研究生组

63 四川赛区 成都理工大学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的影响研
究——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分析

刘雨坤   王慧  曾盈 王丽英  刘后平 二等奖 研究生组

64 四川赛区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双碳战略下成渝双城经济圈内经济-物流-生态系统的耦
合协调度研究

陈美林   王成  何萱莹 施莉  郭晓林 二等奖 研究生组

65 四川赛区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农业发展是否存在“义务教育”模板？——基于机器学习
对农业发展格局的测度研究

尹唯丞   周军  程明广 方杰  二等奖 研究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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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四川赛区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数字经济赋能区域协调发展的研

究
龙一萍   秦瑞钰  邱国栋 涂文明  李胜 二等奖 研究生组

67 四川赛区 西南财经大学 基于文本生成的歌词写手作品推广研究 岳阳   程瑞嘉  汪欣泽 刘耀午  二等奖 研究生组

68 四川赛区 西南财经大学 基于时空数据分析的空气质量问题研究 毕佳璐   何姣  沈宗鑫 黄雁勇  二等奖 研究生组

69 四川赛区 西南交通大学 基于模态分解技术的MSM-LSTM模型的股指预测研究 董鑫   唐敏  何婷 王沁  二等奖 研究生组

70 四川赛区 成都理工大学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和区域差异 李红雨   王鑫  刘娟 魏友华  三等奖 研究生组

71 四川赛区 成都理工大学 基于时间序列分析的医药品出口额预测研究 张梦鸽   周安旭  谭梦婷 王茂芝  三等奖 研究生组

72 四川赛区 成都理工大学 我国矿业绿色发展测度 李俊波   何峙锜  董延佳 罗德江  三等奖 研究生组

73 四川赛区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农业与物流业协调发展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中国省
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林伟敏   吴高海  史飞燕 刘成华  三等奖 研究生组

74 四川赛区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数字乡村建设能促进农村家庭消费升级吗？——基于中
国农村家庭调查数据的实证

王嘉琦   李涵玉  杨高月 王阳  黄兰 三等奖 研究生组

75 四川赛区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数字乡村赋能与农户创业决策——来自中国农村家庭调
查数据的证据

邵培宇   高丽莎  邵佳琦 王阳  黄兰 三等奖 研究生组

76 四川赛区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产业结构升级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
中国30个省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黄艳娇   蒋程晨  曹立源 蒋志华  三等奖 研究生组

77 四川赛区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基于支持向量机的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的综合测度及交
互胁迫关系验证——以四川省为例

唐佳欣   吴丹  牛旺 无  三等奖 研究生组

78 四川赛区 西南财经大学
基于双重机器学习的老年人失能、抑郁与认知功能间因
果关系的研究

郑子豪   邓若丹  郭春燕 黄志勇  三等奖 研究生组

79 四川赛区 西南财经大学 成渝经济圈绿色金融与生态效率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范卉妍   聂刘泉  任嘉颖 郭斌  范国斌 三等奖 研究生组

80 四川赛区 西南财经大学 股权激励计划对财务困境公司的影响研究 曾鑫垚   周晓婷  王颖 马昀蓓  黄雁勇 三等奖 研究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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