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管理学院2021年成功计划之大学生课外科研创新培育项目拟立项项目公示表

研究所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指导老师 其他指导老师 最终分 排名 备注

可持续发
展与环境
管理研究
所+危机
信息管理
研究所+
管理教育
研究中心

20213001 社交问答模式：《不挂》互助学习平台的构建 李瑨洁 苏云 张军 88.75 1 拟立项

20213002 在线健康社区中用户信息求助行为的动态变化研究 林海燕 沙勇忠 王洪鹏 88.50 2 拟立项

20213003
大学线上教育的现状与发展趋势分析——基于CiteSpace

的知识图谱
李佳艺 王怀诗 87.00 3 拟立项

20213004 甘肃省社会心态评估与风险可视化地图研究 王戈 曲宗希 87.00 4 拟立项

20213005 人口安全预警系统初步研究—以甘肃省为例 王朝华 曲宗希 86.75 5 拟立项

20213006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甘肃省榆中县乡村民意表达渠道调研 刘金琼 王怀诗 86.25 6 拟立项

20213007
美国出口管制对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效率影响及其机制

研究
赵淼淼 杨利雄 86.00 7 拟立项

20213008 负面身体自我对大学生身体消费的影响研究 林维俊 苏云 张军 86.00 8 拟立项

20213009 农户对玉米种子质量认证的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吕晓红 刘颖 沈孝强 85.75 9 拟立项



可持续发
展与环境
管理研究
所+危机
信息管理
研究所+
管理教育
研究中心

20213010 基于成本分担契约的绿色闭环供应链协调策略研究 施鑫焘 何丽红 85.25 10 拟立项

20213011 公平关切和低碳偏好下闭环供应链决策研究 徐华徽 何丽红 85.25 11 拟立项

20213012 董事会多样性对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 王琪 罗肖依 84.75 12 拟立项

20213013 西园社区业务中台构建研究 孙榕浩 张庆来 84.75 13 拟立项

20213014 农业水价改革的多中心治理研究——以榆中县为例 耿慧敏 沈孝强 84.50 14 拟立项

20213015
金融科技能缓解融资约束吗？——我国东中西不同地区的

差异视角
卢佳琪 杨利雄 84.50 15 拟立项

20213016 农地规模化经营对农业生产效率影响的Meta分析 韩炜杰 刘颖 沈孝强 84.00 16 拟立项

20213017 碎片化背景下大学生学习效果研究——以兰州大学为例 王露 王怀诗 83.75 17 拟立项

20213018 兰州大学校园广告管理信息系统的构建研究 沙一帆 苏云 张军 83.25 18 拟立项

20213019 基于投资组合模型的农地最佳种植结构研究 白力滔 刘颖 沈孝强 83.25 19 拟立项

20213020
丽江与南阳城郊农村居民文化消费行为的实证研究——基

于村庄的典型调查
李扬 吴妤 83.00 20 拟立项



可持续发
展与环境
管理研究
所+危机
信息管理
研究所+
管理教育
研究中心

20213021
企业-CEO配对类型对公司责任承担和高管-员工薪酬差异

的影响研究
岳姝蓉 罗肖依 83.00 21 拟立项

20213022 企业社会责任对用户忠诚度的影响研究-以抖音平台为例 石力文 赵雁海 82.00 22 拟立项

20213023
如何激发员工的环保行为？绿色变革型领导对员工环保行

为的影响
赵雅静 芮正云 81.50 23 拟立项

20213024
超时工作对员工反生产行为的影响—基于心理契约的中介

作用和薪酬满意度的调节作用
刘杨杨 芮正云 81.00 24 不立项

20213025 新兴支付方式普及下大学生消费观的调研分析研究 高琪玮 曲宗希 80.75 25 不立项

20213026 兰州市网红经济发展路径与影响消费者参与度的因素调研 王栋斌 吴妤 79.75 26 不立项

20213027
《双一流高校本科宿舍“三走进”工作绩效评价研究

———-以兰州大学为例》
马溢鸣 焦克源 79.75 27 不立项

20213028 人力资源管理强度对新生代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 符娜英 芮正云 79.50 28 不立项

20213029 CEO类型对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 潘蓓佳 罗肖依 79.50 29 不立项

20213030
考虑低碳水平的网上分销双渠道的交叉持股供应链定价研

究 
祝海 何丽红 78.00 30 不立项

20213031 草地经营规模对草地健康的影响研究 张端 刘颖 沈孝强 77.25 31 不立项



可持续发
展与环境
管理研究
所+危机
信息管理
研究所+
管理教育
研究中心

20213032 大数据处理分析对企业人才招聘的影响 徐剑霖 芮正云 77.00 32 不立项

20213033
大学生成才的素质量表设计——以兰州大学与西北民大调

研为例
李云星 吴妤 74.25 33 不立项

服务管理
研究所

20211034
社会内卷下知识隐藏还是知识分享？大学生知识共享的表

现、障碍和教育创新策略研究
杨文清 李志远 赵雁海 89.67 1 拟立项

20211035
都是美丽惹的祸：权力感视角下外貌吸引力对建言采纳的

影响机制
逄婧卉 柴民权 89.67 2 拟立项

20211036
诚实是美德？信息真实度感知对大学生人际吸引力的影响

机制：初始信任判断的中介作用
李紫媛 王雪枫 87.33 3 拟立项

20211037
到底是谁的益达？品牌故事不同叙事人称和角色对顾客公

民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
郭晓鑫 王雪枫 87.33 4 拟立项

20211038
读书让人明智还是变成“圈层监狱”？大学生社会化阅读

连接效应研究：以微信读书为例
刘弋煊 李志远 张若勇 86.33 5 拟立项

20211039 权力感知对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影响机制 王成芳 张若勇 86.00 6 拟立项

20211040 辱虐管理对产品美学选择的影响机制研究 孟皓宇 柴民权 85.67 7 拟立项

20211041
好评返现情境下商家、消费者和第三方监管者的信号博弈

模型分析
魏闻璇 李志远 赵雁海 85.33 8 拟立项

20211042
保持距离还是保持联系？非工作时间电子沟通对员工绩效

和幸福感的影响——工作价值取向的调节作用
逯建生 王艳霞 84.00 9 拟立项



服务管理
研究所

20211043 直播带货中后台公开化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研究 刘润喆 王雪枫 83.33 10 拟立项

20211044 大学生高开低走？资质过高感对沉默行为的影响机制 肖月 王艳霞 82.33 11 拟立项

20211045 任务时间距离对拖延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 李乐飘 王艳霞 82.00 12 拟立项

20211046
自我反省、积极投入与创造性问题解决：经验开放性的调

节效应
耿梓雯 屠兴勇 81.67 13 拟立项

20211047 员工工作意义感对同事间关系的消极影响研究 马军 牛琬婕 80.67 14 拟立项

20211048 威胁应对视角下佩戴口罩对消费者购买偏好的影响及机制 陈琳 严燕 王雪枫 79.67 15 拟立项

20211049
角色认同感对组织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组织忠诚的中

介作用和自豪感的调节作用
徐灿 付维宁 77.33 16 拟立项

20211050 企业负面事件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研究 李伊涵 牛琬婕 75.00 17 不立项

20211051 那个同龄人更重要？--社交关系对大学生影响研究 陈如 翁鸿涛 73.67 18 不立项

20211052
大学班级管理低参与度原因探究--以兰州大学管理学院为

例
郑建文 翁鸿涛 73.00 19 不立项

20211053 高水平运动队管理体制研究—以兰州大学为例 马佳妮 何新胜 71.67 20 不立项



服务管理
研究所

20211054 教师声誉和课程属性对学生课程选择的影响研究 马花莲 翁鸿涛 71.33 21 不立项

20211055 医患互动如何提升职业声誉：基于偏好的视角 孙晨皓 张若勇 70.67 22 不立项

20211056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超前消费意愿的影响研究—以新冠疫

情为例
李梦阳 马建峰 67.33 23 不立项

运营与财
务管理研

究所

20215057 大学图书馆纸本资源建设项目绩效评估研究 宋知颖 田中禾 86.33 1 拟立项

20215058
创新创业课程对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影响机理研究——基于

心理资本视角
魏晓聪 苑春 85.67 2 拟立项

20215059 “国家队”持股的治理效应：基于高管激励机制的视角 张昕玥 王雷 84.67 3 拟立项

20215060 戮力同心还是各行其是：多个大股东与公司审计质量 杜景颐 马宁 84.33 4 拟立项

20215061 考虑制造商谎报行为的绿色供应链协调研究 杨洋 宗胜亮 82.00 5 拟立项

20215062 银行持股能够缓解企业的投融资期限错配问题吗？ 李加伟 马宁 81.33 6 拟立项

20215063
大学生自尊对学业倦怠的影响——基于就业压力的调节作

用
葛梦池 苑春 81.00 7 拟立项

20215064 创新的优序融资与创新绩效 李若曦 王雷 80.00 8 拟立项



运营与财
务管理研

究所

20215065
减税降费改革抑制企业脱实向虚的治理效果与作用机理研

究
王慧琳 贾明琪 80.00 9 拟立项

20215066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生态庄园运作机制研究 顾嘉婧 苑春 79.33 10 拟立项

20215067 供应中断风险下零售商订货策略研究 杨叶萱 宗胜亮 78.33 11 拟立项

20215068
天下之治，趋时适治：地方官员专业背景对企业创新绩效

研究
严瑞子 罗劲博 77.67 12 拟立项

20215069 基于农户主观需求的农业供应链金融模式选择 倪铭泽 宗胜亮 77.67 13 拟立项

20215070 高管从军经历对上市公司年报语调的影响研究 吴彦琦 马宁 77.67 14 拟立项

20215071 “国家队”持股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及路径分析 王君扬 马宁 77.33 15 拟立项

20215072 社区团购服务满意度调研及改进策略－以兰州市区为例 林浩 张涛 雷亮 77.00 16 拟立项

20215073
外资投资者的治理效应研究——基于“沪港通”实施的准

自然实验
徐铭卉 王雷 76.67 17 拟立项

20215074
数字化转型对中小企业融资模式创新驱动机制、路径与对

策研究
马思雨 贾明琪 76.67 18 拟立项

20215075 格力电器混合所有制改革模式与绩效研究 杨梅乔 王雷 76.00 19 拟立项



运营与财
务管理研

究所

20215076 民营企业国有化与企业创新绩效 罗厅苇 靳光辉 75.00 20 拟立项

20215077
企业信用违约的后果和财务特征识别研究----来自上市公

司的数据
张润梓 贾明琪 74.33 21 拟立项

20215078 商业银行对绿色供应链企业的借贷融资决策研究 葛静 洪兆富 74.00 22 不立项

20215079
Policy uncertainty and IPO underpricing-Evidence 

from IPO suspension in China 
顾淳晖 罗劲博 王雷 73.33 23 不立项

20215080 企业碳会计信息披露对其品牌成长的影响探究 戴涵宇 罗劲博 72.00 24 不立项

20215081
助推器还是绊脚石？：供应商-客户关系对企业创新持续

性的影响
陈洳 马宁 70.67 25 不立项

20215082
基于财务报表分析的医美行业企业投资价值研究—以爱美

客股份为例
陈玉凡 靳光辉 69.00 26 不立项

20215083 民营企业国有化的经济后果研究 惠宇璇 王雷 68.33 27 不立项

20215084 资金约束下共生型供应链融资策略研究 胡冰悦 洪兆富 68.33 28 不立项

20215085 网约车平台优惠券投放策略研究 李昭依 洪兆富 67.67 29 不立项

20215086 生态化教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结构方程模型 任合欢 洪兆富 66.67 30 不立项



中国政府
绩效管理
研究中心

20217087
精准扶贫对贫困人口流动的影响及其政策效应分析——基

于断点回归的实证研究
许佳鑫 郎玫 88.67 1 拟立项

20217088
“一管就死？”基层干部为何不作为？——基于J市干部

的文本内容分析研究
邬子靖 郭晟豪 86.67 2 拟立项

20217089
 中央转移支付收入对于西北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事权配

置的影响研究
王阳 郎玫 86.00 3 拟立项

20217090
 地方政府官员的创新共识如何形成：基于44名处级官员

深度访谈的质性研究
赵潞烨 郎玫 85.33 4 拟立项

20217091
副职领导影响经济发展水平吗？——基于我国副省级市的

实证研究
白士煊 郭晟豪 83.67 5 拟立项

20217092
协作工具在合作生产过程中的作用与选择动机——基于G

省某乡镇中学教师视角下的案例研究
张凯翔 郭晟豪 83.67 6 拟立项

20217093
环境事件中“邻避效应”的破解机制研究——基于10起垃

圾焚烧事件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肖敏轩 保海旭 郎玫 83.33 7 拟立项

20217094
城管执法是“看人下菜”吗？——基于公共服务动机视角

的影响因素分析
冯伽伟 郭晟豪 81.67 8 拟立项

20217095
政策工具视角下我国“三农”政策价值演变逻辑——基于

中央“一号文件”的考察
常欣怡 毛雪雯 戴巍 81.67 9 拟立项

20217096
交通便利、医疗服务可及性与居民健康：基于高铁开通的

实证研究
苏前澄 刘宁 80.67 10 拟立项

20217097 兰州市垃圾分类政策执行中的价值冲突及其应对措施研究 臧子翊 霍春龙 80.33 11 拟立项



中国政府
绩效管理
研究中心

20217098 基于政策计量视角的国家环境治理政策演进逻辑研究 杨阳 保海旭 张国兴 80.33 12 拟立项

20217099 医患信任对居民健康的影响：来自中国的实证证据 夏银儿 刘宁 80.00 13 拟立项

20217100
新高考政策的扩散机制研究——基于十三个试点省份的实

证分析
肖嘉伟 毛雪雯 戴巍 79.67 14 拟立项

20217101 医疗暴力事件对医生供应的影响研究 谢雨薇 刘宁 79.33 15 拟立项

20217102 公共管理专业大学生工作动机研究 徐天洋 郭晟豪 78.67 16 拟立项

20207094
中国第三方政府绩效评价的回顾与展望研究:2004年以来

的文献计量研究
刘欣如 王学军 郎玫 通过 已结项

20217103 工作重塑是提高员工雇佣安全感的良药吗？ 陈钰鑫 郑刚 77.67 17 不立项

20217104
老年人数字鸿沟形成机制与治理对策研究——以兰州市城

关区60岁以上老年群体为例
彭瑶 霍春龙 75.00 18 不立项

20217105 “公”“私”认知偏好结构差异的国际比较研究 朱映臣 郎玫 74.33 19 不立项

20217106 不同利益相关者视角下的社区团购 张丽娟 刘宁 唐远雄 73.33 20 不立项

20217107 智慧社会背景下，社区公民参与模式变化及其因素研究 张楠 霍春龙 73.00 21 不立项



中国政府
绩效管理
研究中心

20217108 建党100年来中国基层治理结构的变迁与创新 郝亮 孙斐 72.00 22 不立项

20217109 基层公务员的价值冲突治理评价指标体系 张伟杰 孙斐 71.67 23 不立项

20217110 快递小哥为什么这么拼？快递行业薪酬摸式案例研究 赵明 郑刚 71.33 24 不立项

战略与组
织管理研

究所

20216111 疫情防控政策的政府间协同机制研究 薛妍 张国兴 96.67 1 拟立项

20216112
“侵害群众利益”：样态、成因和机理——基于中纪委网

站2016-2020年公布的2162个案例的文本分析
魏金涛 戴巍 李一男 95.00 2 拟立项

20216113
女性与男性高管的权力平等是否可以提升企业绩效？来自

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丁菡 卫旭华 93.33 3 拟立项

20216114 冲突还是增益？心理脱离对工作绩效的双路径影响效应 方雯 高学德 93.33 4 拟立项

20216115 电力能源政策协同变迁机制及路径研究 杨美娜 张国兴 管欣 93.33 5 拟立项

20216116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魅力型领导对基层公务员公共服务动

机影响的实证研究——以新冠疫情为例
侯静 管欣 马秀玲 91.67 6 拟立项

20216117 虚拟品牌社群氛围对口碑传播意愿的影响研究 张逸洋 雷亮 91.67 7 拟立项

20216118 弹幕广告的互动性对品牌感知价值的影响研究 李泽海 雷亮 91.67 8 拟立项



战略与组
织管理研

究所

20216119 死要面子活受罪？大学生面子观与幸福感的关系研究 张仁馨 卫旭华 90.00 9 拟立项

20216120
甘肃峰谷分时电价改革居民选择意愿的影响因素及传导机

制研究
钟卢浩 张国兴 90.00 10 拟立项

20216121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人口城市化与产业格局耦合演变机制 张玉浩 郝冬梅 90.00 11 拟立项

20216122 第三方监管机制下的垃圾分类演化博弈模型 朱雅菁 张国兴 保海旭 90.00 12 拟立项

20216123 新冠疫情期间甘肃省政府的管控办法及群众满意度分析 李凌波 李一男 戴巍 90.00 13 拟立项

20216124 碳达峰目标对我国能源政策的影响路径研究 李玉琰 张国兴 聂龑 88.33 14 拟立项

20216125 考虑网络外部性与消费者满意的在线教育定价策略研究 黄海森 李一男 罗云中 86.67 15 拟立项

20216126 大学生自媒体政治表达状况调查研究——以兰州大学为例 刘鑫璐 丁志刚 86.67 16 拟立项

20216127
职业生涯规划视角下大学生兼职问题的调查研究——以兰

州大学为例 
赵明诚 管欣 85.00 17 拟立项

20216128
新冠疫情下榆中县卫生部门公共危机领导力的建构与提升

研究
吴健 马秀玲 郑刚 85.00 18 不立项

20216129 高校舆情回应策略对大学组织信任修复的影响 巴一卜 高学德 83.33 19 不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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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6130 品牌代言人数对消费者购买意向的影响研究 潘梦宇 雷亮 83.33 20 不立项

20216131
B站虚拟主播如何提升竞争力——基于运营战略视角的前

景展望
张峻源 郝冬梅 83.33 21 不立项

20216132
公众感知、政府行为、基层政府监管成效评价研究——以

榆中县食品安全满意度为例
廖晓瑞 马秀玲 郑刚 81.67 22 不立项

20216133
扶贫干部政策偏好对精准扶贫政策执行成效的影响研究

——基于甘肃省退出贫困县的数据分析
靳雨桥 马秀玲 郑刚 81.67 23 不立项

20216134
关于直播带货助力脱贫攻坚，助农营销实现乡村振兴的研

究
乔桑杰卓么 李一男 苏云、张庆来 80.00 24 不立项

20216135
土地利用导致温室气体排放的格局及其驱动力：以甘肃省

为例
黄颖 郝冬梅 0.00 25 不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