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项目名称 学号 项目负责人 指导老师 项目参与人员 所在学院 结项等级

1 打折成"疯"：对双11信用债市场的案例分析 20980101002 苏丹蕾 王国红 王晓宇 向雅婷 金融学院 合格

2 互联网绿色金融产品公益价值共创分析-以 蚂蚁森林为例 20980101033 龚辰 何慧刚、杨申燕 索宇 金融学院 合格

3 大数据赋能小微企业信贷的应用案例研究——以网商银行为例 20980101037 周雯 王婧 无 金融学院 合格

4 内循环经济下互联网+绿色金融模式研究—以蚂蚁集团为例 20980101093 任师杰 叶翠红 无 金融学院 合格

5
互联网金融背景下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的风险及对策研究

20980101106 张佶妍 熊劼 秦晨 金融学院 合格

6 有效预警上市公司递延所得税异动指标和人工智能模型 20980101124 周艺琳 苏帆 金融学院 合格

7
“党建＋金融”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模式创新研究——基于孝感农商行的实

践与探索
20980101143 左敏 林江鹏 无 金融学院 合格

8 金融服务湖北省乡村全面振兴的路径及机制创新 20980101145 肖万玉 林江鹏 李君贤、黄梓昕 金融学院 合格

9 保险公司治理对偿付能力的影响研究 20980101175 王丽丽 孔月红 韩赛兰 金融学院 合格

10 基于区块链技术助推中小企业融资模式创新研究 20980101190 张艳晓 童藤 无 金融学院 合格

11
电商节营销规则多样化对各方收益的影响研究——基于博弈论和TOPSIS法的

多案例分析
20980101191 高冉 张世晓 孙梦兰、李翔宇 金融学院 合格

12 上市公司大股东股权质押风险识别与应对分析—以YGC集团为例 20980101227 万舟颖 陈义国 扶金龙 金融学院 合格

13
湖北农村信用担保体系现状及对策研究---基于

武汉襄阳、黄冈三市的调研
20980101101 赵莅 林江鹏 陈银如 金融学院 合格

14 企业应收账款风险的防范与管理--以山西汾酒集团为例 20980101066 黄瑶 杨敏 无 金融学院 合格

15 青岛特锐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战略调整对股利分配政策的影响分析 20980101165 蔡韬玉 李新 王玉
财政与公共管理

学院
合格

16 基于健康评价体系下的财务风险预警研究——来自传媒业的实证分析 20980101218 孟娇娇 龚振中
财政与公共管理

学院
合格

17 公司产权结构、治理与避税交互关系研究——基于国内A股上市公司视角 20980101219 石海源 张青 罗格、陈梓文
财政与公共管理

学院
合格

18 新政府会计制度下公立医院资产使用效率及对策研究——以 YXF 医院为例 20980101142 沈静 邓今朝 无 工商管理学院 合格

19 基于财务视角的供应链企业风险分析——以瑞茂通为例 20980101103 胡雨嫣 冷凯君 颜奇阅 工商管理学院 合格

20 新造车势力融资效率分析——以蔚来汽车为例 20980101205 马昱滢 周程 彭雅廷、海向梅 工商管理学院 合格

21
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对注

册会计师审计的影响研究
20980101049 李文月 孙一平 王明栓、余梦娜 工商管理学院 合格

22 IPO招股说明书风险信息披露的多案例研究 20980101223 杨晴 黄海燕 李雨晨、季美凤 工商管理学院 合格

23 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投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与企业绩效实证研究 20980101043 龚雪萍 陈金波 赵艺莲、王志明 工商管理学院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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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自贸区战略对科技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 20980101183 刘威 戴化勇 乔青松 工商管理学院 合格

25 基于SWOT和AHP分析法的农产品供应链金融发展前景研究 20980101075 何梦琪 刘迅 无 会计学院 合格

26 基于机器学习的企业择时并购研究 20980101123 胡惠丹 曾义 王依晨 会计学院 合格

27 女性董事、企业绩效与碳信息披露 20980101212 张煜 刘习平 程宇佳、周君洁 会计学院 合格

28 基于Python的大数据审计应用研究——以瑞幸咖啡财务舞弊为例 20980101153 吴有为 吕伶俐 郑悦、艾青 会计学院 合格

29 民营企业并购决策偏差原因分析——以海航集团为例 19980101093 刘智文 殷治平 孙玲 会计学院 合格

30 英美两国碳审计发展现状比较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20980101017 蒙紫君 吕伶俐 姜齐斌、梁振业 会计学院 合格

31 物联网平台型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及价值网构建研究——以小米集团为例 20980101047 钟清宇 胡慧娟 李音珞 会计学院 合格

32 创新型企业股权激励与企业创新绩效研究——以A公司为例 20980101098 周明钰 黄海燕 季博 会计学院 合格

33 企业金融化，营商环境与技术创新绩效 20980101107 王梦媛 许志勇 刘宗慧，涂石妍 会计学院 合格

34 基于可持续发展的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研究——以宝钢集团为例 20980101086 黄雅捷 周新玲 黄田恬 会计学院 合格

35
新时代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债务风险化解的机制和对策研究——以H市ZB

公司为例
20980101204 曹鹏辉 李博 赵如云 会计学院 合格

36 闻泰科技收购安世半导体融资策略研究 20980101110 余晓拂 董育军 无 会计学院 合格

37
平台经济反垄断背景下互联网科技公司风险管理研究——以新盈利模式下的

美团为例
20980101032 胡雨薇 唐艳

詹莹然、汪群、

陈梦格、陈雨薇
会计学院 合格

38 我国互联网上市公司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及其改进策略研究 20980101005 曹杏 吕伶俐 周佳婧 会计学院 合格

39 蚂蚁金服的高杠杆融资风险研究 20980101080 陈丽媛 卢占凤 万晴、石珂 会计学院 合格

40 基于供应链金融下应收账款融资模式分析-以物流企业为例 20980101121 王欢 刘迅 曹忠华 会计学院 合格

41 科创板公司IPO前后绩效变化路径研究 20980101026 王晓婧 方臻旻 王伟、许修铭 会计学院 合格

42
内部控制质量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研究--来自上市公司造纸行业的经

验证据
18980101145 张燕 徐伟 吴千千、朱烜 会计学院 合格

43 行为会计学应用研究综述 20980101061 周婧怡 刘其享 无 会计学院 合格

44
医药类上市公司分拆上市动机和经济后果的案例研究——以长春高新分拆百

克生物上市为例
20980101077 李永昊 黄益雄 符雨璐 会计学院 合格

45 混合所有制改革如何改善中国联通的公司绩效——多元化股权视角分析 20980101170 王振宇 曹记峰 郑子康 会计学院 合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