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 疆 财 经 大 学
研字〔2018〕7 号

关于批准 2018 年度新疆财经大学研究生
科研创新项目立项的通知

校属各单位：

根据《新疆财经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管理办法》文

件精神，经研究生自愿申报，所在学院审核，评审专家组评

审通过，确定张建等 68 位同学申报的科研基金项目为我校

2018 年度研究生科研基金项目，立项名单如下：

一、博士研究生科研项目（7 项）

1、申请人：张建(区域经济学), 导师：李新英，项目

名称：《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哈萨克斯坦三元边际研究》，

项目号：XJUFE2018B001;

2、申请人：王若雨(区域经济学), 导师：李新英，项

目名称：《阿拉木图-比什凯克经济走廊的空间经济学研究》，

项目号：XJUFE2018B002;



3、申请人：丁广伟(区域经济学), 导师：李新英，项

目名称：《基于空间视角下的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海外并购研究》，项目号：XJUFE2018B003;

4、申请人：黄博涛(金融学), 导师：张文中，项目名

称：《欧亚经济联盟货币协调政策发展前景及对中国“丝绸

之路经济带”发展的影响》，项目号：XJUFE2018B004;

5、申请人：左正龙(金融学), 导师：崔光莲，项目名

称：《“一带一路”国家系统性金融风险研究》，项目号：

XJUFE2018B005;

6、申请人：王飞(国际贸易学), 导师：段秀芳，项目

名称：《中国对中亚电力基础设施投资综合效应问题研究》，

项目号：XJUFE2018B006;

7、申请人：杨习铭(区域经济学), 导师：高志刚，项

目名称：《中巴经济走廊背景下中巴产能合作效应研究》，项

目号：XJUFE2018B007。

二、硕士研究生科研项目（44 项）

1、申请人：武杰(世界经济学), 导师：程云洁，项目

名称：《“中巴经济走廊”背景下南疆地区开放型经济质量评

价与提升对策研究》，项目号：XJUFE2018K001;

2、申请人：李雪艳(国际贸易学), 导师：段秀芳，项

目名称：《中国与周边陆路国家投资便利化水平比较分析》，

项目号：XJUFE2018K002;

3、申请人：刘威志(国际贸易学), 导师：任华，项目

名称：《新疆面向中亚的物流水平对线上线下货物贸易模式



影响研究》，项目号：XJUFE2018K003;

4、申请人：张思琪(会计学), 导师：李刚，项目名称：

《客户集中度与股权再融资的实证分析》，项目号：

XJUFE2018K004;

5、申请人：徐传鑫(会计学), 导师：韩金红，项目名

称：《“丝绸之路核心区”政府环境建设对新疆企业融资能力

的影响研究》，项目号：XJUFE2018K005;

6、申请人：张娟(会计学), 导师：胡本源，项目名称：

《海归高管特征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 A股上市

公司的实证研究》，项目号：XJUFE2018K006;

7、申请人：陈芮(会计学), 导师：韩金红，项目名称：

《VIE 上市模式与企业债务融资》，项目号：XJUFE2018K007;

8、申请人：冯梅菊(会计学), 导师：高严，项目名称：

《新疆地方财政预算松弛与政府治理效率研究》，项目号：

XJUFE2018K008;

9、申请人：成群蕊(会计学), 导师：李薇，项目名称：

《放松卖空管制与融资决策—基于融资融券制度的准自然

实验检验》，项目号：XJUFE2018K009;

10、申请人：姚慧兰(会计学), 导师：姚曦，项目名称：

《行业竞争、党纪委监督与会计信息稳健性》，项目号：

XJUFE2018K010;

11、申请人：刘东亚(金融学), 导师：王军，项目名称：

《基于双方程误差修正模型对新疆农业贷款效率的研究》，

项目号：XJUFE2018K011;



12、申请人：郝云平(金融学), 导师：雷汉云，项目名

称：《新疆绿色金融的空间关联性及外溢效应研究—基于空

间动态面板的实证》，项目号：XJUFE2018K012;

13、申请人：宋琦(金融学), 导师：卢爱珍，项目名称：

《“核心区”建设背景下地方金融机构风险防范问题研究》，

项目号：XJUFE2018K013;

14、申请人：赵燕(金融学), 导师：卢爱珍，项目名称：

《新疆实施乡村振兴的“金融+”问题研究》，项目号：

XJUFE2018K014;

15、申请人：张梦林(金融学), 导师：李景跃，项目名

称：《基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决胜阶段新疆金融精准扶贫措

施研究》，项目号：XJUFE2018K015;

16、申请人：赵孟惟(金融学), 导师：张喜玲，项目名

称：《基于变异系数法的新疆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测度研究》，

项目号：XJUFE2018K016;

17、申请人：吉萍(金融学), 导师：王永茂，项目名称：

《新疆各地州金融生态与经济增长关联性的空间差异研

究》，项目号：XJUFE2018K017;

18、申请人：于咏平(技术经济及管理), 导师：于凯，

项目名称：《基于双层耦合网络模型的虚假信息扩散源点定

位研究》，项目号：XJUFE2018K018;

19、申请人：张娜(区域经济学), 导师：肖春梅，项目

名称：《天山北坡城市群协同发展研究》，项目号：

XJUFE2018K019;



20、申请人：田丰(区域经济学), 导师：高志刚，项目

名称：《新疆绿色经济效率的时空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研

究》，项目号：XJUFE2018K020;

21、申请人：李嘉楠(区域经济学), 导师：高志刚，项

目名称：《新疆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演化、影响因素及其空

间溢出效应研究》，项目号：XJUFE2018K021;

22、申请人：童思聪(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导师：

高志刚，项目名称：《新疆区域生态经济投入效益测度及其

动态演化分析》，项目号：XJUFE2018K022;

23、申请人：雷会妨(区域经济学), 导师：马远，项目

名称：《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对中哈能源贸易的影响研

究》，项目号：XJUFE2018K023;

24、申请人：罗靖桥(区域经济学), 导师：袁培，项目

名称：《“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新疆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问

题研究》，项目号：XJUFE2018K024;

25、申请人：刘萍(区域经济学), 导师：陈闻君，项目

名称：《供给侧改革新形势下中国与哈萨克斯坦新能源合作

研究》，项目号：XJUFE2018K025;

26、申请人：王旭阳洋(经济法), 导师：王东，项目名

称：《我国政府购买体育公共服务的实践评析与制度完善》，

项目号：XJUFE2018K026;

27、申请人：赵彤 31(企业管理), 导师：张晟义，项目

名称：《“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背景下喀什国际物流发展对策

研究》，项目号：XJUFE2018K027;



28、申请人：孙振 32(企业管理), 导师：李季鹏，项目

名称：《绿色发展、碳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财务绩效研究》，

项目号：XJUFE2018K028;

29、申请人：周虹 33(企业管理), 导师：龚海涛，项目

名称：《企业战略、投资效率与企业经营绩效——基于我国

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研究》，项目号：XJUFE2018K029;

30、申请人：贾钊泽(企业管理), 导师：陈玉萍，项目

名称：《融资约束、支付方式与并购绩效的关系研究》，项目

号：XJUFE2018K030;

31、申请人：张超群(企业管理), 导师：徐燕，项目名

称：《本土情境下差序式领导对员工工作繁荣的影响机制研

究——中庸思维的调节作用》，项目号：XJUFE2018K031;

32、申请人：李娜(企业管理), 导师：王海芳，项目名

称：《新疆中小企业供应链融资模式及其分险控制研究》，项

目号：XJUFE2018K032;

33、申请人：陆通(企业管理), 导师：姜锡明，项目名

称：《新疆上市公司研发投入、专利产出与财务绩效的研究》，

项目号：XJUFE2018K033;

34、申请人：冯寒(传播学), 导师：朱爱敏，项目名称：

《新媒体时代下新疆主流媒体舆论引导创新研究》，项目号：

XJUFE2018K034;

35、申请人：李嘉音(传播学), 导师：朱爱敏，项目名

称：《新疆主流媒体扶贫报道创新研究》，项目号：

XJUFE2018K035;



36、申请人：赵美莹(新闻学), 导师：焦若薇，项目名

称：《新丝绸之路背景下新疆旅游传播研究》，项目号：

XJUFE2018K036;

37、申请人：陈文秀(传播学), 导师：张菊兰，项目名

称：《手机媒介对新疆大学生人际交往的传播研究—以新疆

财经大学为例》，项目号：XJUFE2018K037;

38、申请人：孙芮(新闻学), 导师：朱爱敏，项目名称：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视角下“人民日报”品牌传播效果研

究》》，项目号：XJUFE2018K038;

39、申请人：李世强(传播学), 导师：罗彬，项目名称：

《新时代高校健康传播与健康行为优化研究》，项目号：

XJUFE2018K039;

40、申请人：马聪(数理统计), 导师：李国东，项目名

称：《“一带一路”建设对新疆能源发展的分析与预测》，项

目号：XJUFE2018K040;

41、申请人：汪乐乐(数理统计), 导师：李国东，项目

名称：《基于 DNA 编码及最优解的双混沌视频 加密的研究》，

项目号：XJUFE2018K041;

42、申请人：李罗蔓(数理统计), 导师：徐加波，项目

名称：《关于新疆人畜共患病发病预测以及经济影响——以

布鲁氏菌病为例》，项目号：XJUFE2018K042;

43、申请人：马冬芬(数理统计), 导师：谷云东，项目

名称：《基于多空间支持向量机变权综合的电力负荷预测》，

项目号：XJUFE2018K043;



44、申请人：金红英(旅游管理), 导师：由亚男，项目

名称：《基于数字足迹的新疆旅游形象官方宣传与游客感知

对比研究》，项目号：XJUFE2018K044。

三、硕士研究生调研项目（17 项）

1、申请人：张晨(国际商务), 导师：柴利，项目名称：

《一带一路背景下新疆海关特殊监管区发展的影响因素调

查与分析》，项目号：XJUFE2018D001;

2、申请人：刘佳蕊(金融), 导师：李景跃，项目名称：

《南疆农村金融精准扶贫路径优化问题研究——基于阿克

苏地区金融减贫效果分析》，项目号：XJUFE2018D002;

3、申请人：杨叶青(金融), 导师：雷汉云，项目名称：

《南疆四地州金融扶贫模式的研究——基于微观调查数

据》，项目号：XJUFE2018D003;

4、申请人：白光馨(金融), 导师：张文中，项目名称：

《霍尔果斯金融小镇发展研究》，项目号：XJUFE2018D004;

5、申请人：张晓甜(保险), 导师：杨新顺，项目名称：

《乌鲁木齐市“互联网医疗+保险”模式发展研究》，项目号：

XJUFE2018D005;

6、申请人：白亚娟(区域经济学), 导师：刘雅轩，项

目名称：《城市绿地功能与愉悦价值定量评价——基于乌鲁

木齐的调查数据》，项目号：XJUFE2018D006;

7、申请人：阚竹平(应用统计), 导师：陈小昆，项目

名称：《基于结构方程的商业银行顾客满意度测评——来自

新疆网络自愿样本》，项目号：XJUFE2018D007;



8、申请人：卢振伟(应用统计), 导师：陈小昆，项目

名称：《居民视角下的对口援疆满意度测评——基于结构方

程》，项目号：XJUFE2018D008;

9、申请人：姜祎(应用统计), 导师：窦燕，项目名称：

《基于 POI数据的乌鲁木齐城市边缘区多要素识别及其特征

研究》，项目号：XJUFE2018D009;

10、申请人：夏若彬(应用统计), 导师：孙建光，项目

名称：《新疆居民汽车消费及使用的影响因素研究》，项目号：

XJUFE2018D010;

11、申请人：吴旭(经济法学), 导师：姜德鑫，项目名

称：《我国影子银行风险监管与法律规制》，项目号：

XJUFE2018D011;

12、申请人：陈明鼎(经济法学), 导师：王东，项目名

称：《新疆政府购买养老服务的法律规制研究》，项目号：

XJUFE2018D012;

13、申请人：熊华国(企业管理), 导师：刘志林，项目

名称：《在线评论及商家回复对乌鲁木齐市大学生购买意愿

的影响研究》，项目号：XJUFE2018D013;

14、申请人：王娜(企业管理), 导师：殷少明，项目名

称：《网络剧中品牌植入传播效果的影响因素研究——以品

牌资产位视角》，项目号：XJUFE2018D014;

15、申请人：向晓宇(财政学), 导师：赵国春，项目名

称：《精准扶贫背景下新疆就业扶贫政策实施效果跟踪调研

——以喀什地区为例》，项目号：XJUFE2018D015;



16、申请人：梁霄(旅游管理), 导师：由亚男，项目名

称：《标识解说效度对游客地方依恋与重游意愿影响实证研

究———以赛里木湖为例》，项目号：XJUFE2018D016;

17、申请人：秦浩(旅游管理), 导师：李翠林，项目名

称：《新疆旅游业创新创业影响因素研究》，项目号：

XJUFE2018D017。

以上项目研究期限为 2018 年 6月 1日至 2019年 5月 31

日，学校将推荐其中部分项目为自治区研究生科研创新项

目。望项目主持人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全力以赴完成研究

生科研基金项目的研究，拿出高质量的成果，为提升我校研

究生科研水平做出贡献。

新疆财经大学研究生处

二〇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