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答辩
顺序

项目名称 负责人 指导老师 其他指导老师 最终得分 排名 立项情况

5
越孤独越多样化寻求？消费者的孤独感对其多样化寻求
的影响研究

张仙仙 柳武妹 89.00 1 拟立项

2
辱虐管理与新生代员工的习得性无助：传统性和组织自
尊的作用

葛佳妮 柴民权 赵雁海 87.33 2 拟立项

19
未来自我连续性对信贷消费决策的影响：自我控制的中
介作用

吕铭瑶 严燕 王雪枫 87.25 3 拟立项

15
大学生时间洞察力、自我决定动机对学习投入的影响：
学习效能感的调节作用

李芳廷 屠兴勇 87.00 4 拟立项

16 睡眠剥夺对网络冲动购物行为的影响 李天琪 柳武妹 87.00 5 拟立项
11 大学生手机依赖倾向研究——基于大五人格分析 李蕊 杜林致 86.25 6 拟立项

18
雇佣关系还是类家人关系？长期家政服务人员和雇主身
份匹配问题的探索性研究

朱雪莲 张若勇 付维宁 85.50 7 拟立项

1
批判性思维、积极投入对激进式创新行为的影响：认知
灵活性的调节效应

樊宇轩 屠兴勇 84.50 8 拟立项

9 女性应聘者的着装风格对雇用决策的影响研究 吴博 张若勇 卫旭华 83.50 9 拟立项
20 基于kano模型的高校食堂满意度评估研究 卢嘉瑞 付维宁 82.75 10 拟立项

13
基于ILS模型的大学生E-learning学习绩效的研究——以
兰州大学为例

李俏俏 刘朝阳 赵雁海 82.00 11 拟立项

12
网络营销对传统手工艺传承的影响研究——以甘肃省天
水市秦安县传统麦秆编工艺为例

李梦婷 杜林致 崔明 81.50 12 拟立项

8 高校教师风格对学生参与程度的影响研究--以兰州大学 汪鹏 王兴泉 付维宁 81.00 13 拟立项
6 金钱崇拜对大学生认同与践行社会核心价值观影响研究 张丁 杜林致 80.75 14 拟立项

7
城市营销视角下体育赛事对城市形象的影响研究—以兰
州国际马拉松赛为例

宋江涛 翁鸿涛 80.25 15 拟立项

21 大学生心理资本对学业成就的影响研究 王慧 付维宁 王雪枫 79.75 16 不立项

14
 易地扶贫搬迁劳动力就业意愿与就业能力提升研究——
基于甘肃省广河县

李伶 刘朝阳 78.50 17 不立项

22 共享汽车的用户需求研究——基于网络调查问卷分析 王敏 刘朝阳 卫旭华 78.50 18 不立项
23 企业上市前后财务舞弊情况分析-以乐视为例 赵若冰 吴妤 王雷 78.50 19 不立项
10 西部高中辍学生的心理因素分析 杨伟 付维宁 76.75 20 不立项

2018年成功计划之科研培育项目服务管理研究所立项答辩成绩



17
金钱崇拜对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影响--以兰州大学大学
生为例

刘羽璠 杜林致 74.75 21 不立项

3
大学生对丁克家庭的认知与态度的调查研究――以兰州
大学本科生为例

戚卿雅 王雪枫 曹凌燕 73.67 22 不立项

4 应届毕业生在企业招聘中的风险与对策研究 陈开航 王兴泉 管欣 72.25 23 不立项

答辩
顺序

项目名称 负责人 指导老师 其他指导老师 最终得分 排名 立项情况

7
中国知识管理学科文献老化规律的计量研究——基于引
文分析法

李晨晨 王怀诗 张庆来 93.00 1 拟立项

6
Twitter 英文用户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以朝核问
题为例

连小倩 朱永彪 92.00 2 拟立项

9 苏格兰与加泰罗尼亚独立公投的比较研究—基于合法性 李统 李捷 马国林 92.00 3 拟立项
17 环北冰洋国家对中国北极事务参与的反应及其应对 王亚 周明 曾向红 90.67 4 拟立项

1
“印太战略”下中国与东盟的合作路径探究——基于区
域安全合作的视角 赵子涵 郭琼 90.00 5 拟立项

3 项目成本视角下的中缅油气管道 陈文硕 朱永彪 曹伟 90.00 6 拟立项
5 管理学期刊论文合作者研究 张彤 王怀诗 张庆来 90.00 7 拟立项
8 全球气候变化对恐怖主义形势的影响研究 李晓萌 朱永彪 曹伟 89.00 8 拟立项
4 印度参与美日澳印四国机制的动机研究 张峻溯 曾向红 曹伟 88.67 9 拟立项
2 为何韩国未加入美日印澳四国协调机制 陈昱儒 曾向红 马国林 87.33 10 拟立项

16
基于内容分析的二线城市针对大学生的人才引进政策的
比较研究

王宇 程赛琰 86.67 11 拟立项

15 浅析中国“精日”现象的出现及治理 王明月 周明 曹伟 85.00 12 不立项
11 基于卡片分类法的双一流高校官网易用性研究 孙悦 王怀诗 张军 84.50 13 不立项
10 印度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及中国的对策建议 李兴 郭琼 83.67 14 不立项
14  锐实力的兴起、影响、应对研究 王敏敏 曾向红 马国林 83.67 15 不立项
13 兰州牛肉面的申遗现状及其发展研究 朱钰荣 徐晓峰 张军 76.67 16 不立项
12 中国大学生金钱心理与其影响因素的相关性研究 刘一笑 王留师 苏云、张军 74.67 17 不立项

答辩
顺序

项目名称 负责人 指导老师 其他指导老师 最终得分 排名 立项情况

1 激励机制下破损共享单车逆向供应链模型研究 季凯欣 白建明 郝冬梅 90.00 1 拟立项

2018年成功计划之科研培育项目危机所/管理教育所立项答辩成绩

2018年成功计划之科研培育项目运营与财务管理研究所立项答辩成绩



13
联合与非联合定价情形下的竞争模式与后果研究：以榆
中校区典型商户为例

王威伦 白建明 90.00 2 拟立项

4 媒体关注与IPO异象——基于创业板的经验证据 曾兰 史青春 88.67 3 拟立项

30
会计师事务所为什么会成为“跳板”？——基于大学生
就业观和工作满意度的探究

杨睿珂 孙岩 88.00 4 拟立项

19 环境监督执法对上市公司环境责任的影响研究 陈明慧 王雷 卫旭华 87.50 5 拟立项

20 零元砍价机制下社交型电商平台的定价策略研究 陈文静 洪兆富 86.67 6 拟立项

32 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其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王玥玥 王雷 靳光辉 86.00 7 拟立项

5 对ACCA机考改革满意度的调查研究 程倩 曹凌燕 柳武妹 85.33 8 拟立项

8 消费者参照对绿色购买行为的影响研究 郭金同 洪兆富 杨利雄 85.33 9 拟立项

16
基于甘肃省煤炭资源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风险点评
估研究

陈美池 万红波 85.33 10 拟立项

21 宁波均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连续跨国并购绩效案例研究 张雅月 李梅 85.33 11 拟立项

6 制造服务化下供应链协调机制研究——基于OCB模式 刘倩 王康周 84.67 12 拟立项

27
数据挖掘技术在财务分析中的应用探索——以软件行业
企业为例

董静寒 孙岩 83.67 13 拟立项

31 内部控制质量、政府干预与国有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研 王欣桐 曹凌燕 王雷 83.00 14 拟立项

15 营商环境与企业创新——以兰州和深圳为例 陈嘉茜 靳光辉 马宁 82.50 15 拟立项

29 不同经济周期下并购商誉的市场分析 王彦婷 靳光辉 王雷 82.50 16 拟立项

28 财务柔性与企业并购决策关系研究 石煜 孙岩 王雷 82.33 17 拟立项

33
数据驱动下共享单车服务水平设计与定价策略 （计量与
数学建模方法）

王丽玲 洪兆富 82.00 18 拟立项

7
“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以甘肃省
和贵州省为例

黄荫鸿 马宁 王雷 81.00 19 拟立项

14
在校大学生上课出勤率低的原因和对策探讨——以兰州
大学榆中校区为例

陈慧敏 马宁 靳光辉 80.00 20 拟立项

23
“一带一路”倡议对甘肃资本市场的影响——以甘肃省
上市公司为例

辛合 贾明琪 79.67 21 拟立项

18 乳品行业上市企业价值评估研究——以庄园牧场为例 陈易非 李梅 79.33 22 拟立项

2
环保意识强化下大学生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机制设计——
以兰州大学榆中校区为例

雷菲娅 宗胜亮 柴国荣 78.67 23 不立项

22 注册会计师职业怀疑与IPO审计风险的相关性研究 沈子琳 曹凌燕 78.33 24 不立项

26 上市公司不同更名动机下的市场反应研究 刘梦婷 王雷 马宁 77.50 25 不立项

24
从管理会计角度分析新能源汽车发展前景 -----以小鹏
汽车为例

薛逸飞 洪兆富 77.00 26 不立项



10
社交网络环境下餐饮企业的口碑营销策略——以“海底
捞”为例

徐涛 洪兆富 76.67 27 不立项

25 以支付宝为例研究线上理财模式对商业银行业务的影响 刘婷 贾明琪 曹凌燕 76.33 28 不立项

9 大学生课余时间管理调查研究--以兰州大学为例 郭文昊 曹凌燕 76.00 29 不立项

11
探究网络的虚拟经济与现实经济结合的企业价值评估—
—以阿里与腾讯的新零售战略下盒马鲜生为例

袁竞植 靳光辉 74.00 30 不立项

17 上市公司估值研究--以兰州裕隆气体股份有限公司为例 陈虹钰 贾明琪 70.00 31 不立项

3 基于SR模式的大学生网络购物行为研究 谢媛媛 刘孟飞 65.00 32 不立项

12
普惠金融与家庭创业之精准扶贫典型案例研究——以甘
肃省兰州市榆中县为例

胡乃榕 马宁 靳光辉 65.00 33 不立项

答辩
顺序

项目名称 负责人 指导老师 其他指导老师 最终得分 排名 立项情况

15 融媒体背景下地方重点新闻网站的经营策略研究 张娜 张军 苏云、张庆来 91.00 1 拟立项

27
基于消费者认知的共享经济、社会责任和消费者购买意
向、使用倾向的研究——以民宿企业为例

王莹 赵雁海 田中禾 88.00 2 拟立项

16 易地扶贫后的农户生计变化 李睿欣 沈孝强 87.50 3 拟立项

21
研发投入强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基于我国区域经济
发展差异现状

刘扬 杨利雄 宗胜亮 86.00 4 拟立项

22 基于ArcGIS的兰州市房价空间分布规律及影响因素分析 朱少东 王向东 84.33 5 拟立项

18
基于Osterwalder模式的网络直播平台商业模式研究——
以YY直播为例

李垚 张庆来 张军 84.00 6 拟立项

23
共享经济模式下消费者感知的企业社会责任对其购买意
愿的影响研究——以在线短租平台为例

田杰 赵雁海 83.33 7 拟立项

24
顾客感知的社会责任关注度、消费者网络嵌入和消费者
忠诚度研究——以支付宝“蚂蚁森林”为例 毛鸿立 赵雁海 82.67 8 拟立项

20
共同价值观视角下的穆斯林价值观与社会主义价值观交
集研究

刘美 苏云 82.00 9 拟立项

2
弹性工作制对知识型员工绩效影响机制探讨——以兰大
教师科研工作为例

赖晨勐 吴妤 81.00 10 拟立项

25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学历证书认证研究 牛舒蕾 张庆来 苏云 80.67 11 拟立项

12
“双创”背景下高校学生工匠精神培养现状调查与培育
策略探索——以兰州大学和西北民族大学为例

陆泽明 苏云 80.00 12 拟立项

2018年成功计划之科研培育项目可持续所立项答辩成绩



19 基于众筹驾校的商业计划研究——以兰州大学榆中校区 李广鹏 张军 苏云、张庆来 80.00 13 拟立项
26 中美贸易对两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王宇辰 杨利雄 宗胜亮 78.50 14 拟立项

3
基于微信平台的绿色营销、顾客认同程度与顾客忠诚度
关系研究——以兰州大学为例

崔玥 赵雁海 78.33 15 拟立项

10 中国互联网公司社会企业转型的案例研究 周孝瑞 吴建祖 77.33 16 拟立项
1 企业的负面社会舆论对顾客忠诚度的影响 潘玟洁 何丽红 77.00 17 拟立项
9 兰州大学图书馆中文数据库使用情况调查 单艳霞 张庆来 苏云 76.67 18 不立项
17 我国上市制药企业债务结构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 李骋达 杨利雄 宗胜亮 76.50 19 不立项

14
基于文化视角的穆斯林大学生国家与民族认同现状调查
与对策研究————以西北民族大学为例

张琳琳 苏云 张庆来 75.00 20 不立项

6
高校经管类专业Excel的协同教学与课程模式研究——以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为例

聂义斌 何丽红 73.67 21 不立项

7
“双创”视域下兰州大学就业能力提升策略研究—“互
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成功案例分析

赵媛庆 苏云 72.50 22 不立项

11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兰州牛肉面代际传承影响因素的
研究——以穆斯林家族企业马子禄牛肉面为例

陈志楠 苏云 张庆来 72.50 23 不立项

5 区块链技术在高等教育公开公信中的应用研究 夏嘉敏 张军 张庆来、苏云 72.33 24 不立项

4 通过社会创业实现可持续发展-一个案例研究 唐金亮 吴建祖 69.33 25 不立项

答辩
顺序

项目名称 负责人 指导老师
其他指导教

师
最终得分 排名 立项情况

13
公共服务动机、组织价值认同与工作绩效的实证研究：
以L市公务员为例

李梦欣 王学军 86.67 1 拟立项

10 前景理论视角下的政府绩效损失测度：面向公共项目的 吴筱薇 王学军 86.33 2 拟立项

19
西北部地方政府持续创新影响因素的交叠效应—基于QCA
的实证研究

史晓姣 郎玫
霍春龙、单菲

菲、孙斐
85.33 3 拟立项

17
政府机构改革的演化路径与动力分析--基于1978--2018
年政策文本分析

牟逍可 孙斐 郎玫、潘旭 85.00 4 拟立项

6
绩效评估结果使用、公共服务动机与公务员职业倦怠：L
市的实证研究

周豪 王学军 84.33 5 拟立项

7
地方政府精准扶贫工作的绩效损失研究——以甘肃省陇
南市康县为例

陈常鑫 毛雪雯 王雷 84.33 6 拟立项

8 甘肃省服务业质量监测指标体系研究 陈桦欣 保海旭 潘旭 84.33 7 拟立项

2018年成功计划之科研培育项目战略所/绩效中心（一）立项答辩成绩



18 小微企业心理成本研究 王雪婷 郑刚 84.00 8 拟立项
14 我国政府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价值结构研究 李航宇 保海旭 潘旭 83.67 9 拟立项
20 政府透明度研究——一个来自政民互动栏目的证据 孔艳 孙斐 屠兴勇 83.50 10 拟立项

4
公共服务动机、心理契约违反与公务员绩效：基于台湾
薪酬体制改革背景下的实证研究

柳东 郎玫
霍春龙、单菲菲

、孙斐
83.00 11 拟立项

11
员工权力距离感知对上下级关系的影响：性别和代际差
异的调节作用

杨媛琪 郑刚 83.00 12 拟立项

1
地方政府职能供给的政策主题及其时序强度研究——基
于江门市2000-2016年政策文本

简楠韬 郎玫
霍春龙、单菲

菲、孙斐
82.67 13 拟立项

2 我国扶贫政策的价值结构探析：基于政策文本分析的视 康凯煜 毛雪雯 孙斐 79.67 14 拟立项
16 政府网络服务问政平台绩效评估 李思梦 霍春龙 郎玫 79.33 15 拟立项
3 主观，亦或客观？政府绩效评估指标有效性的元评价研 郭昊鹏 王学军 76.33 16 不立项

21
公民参与视角下政务微博回应性研究——以新浪微博上
海发布与甘肃发布为例

王玥舒 潘旭 76.33 17 不立项

22
西北农村妇女参与扶贫的意愿和行为差异——基于计划
行为理论的实证研究

万崔 毛雪雯 李一男 74.33 18 不立项

5 兰州大学领导力与社会责任研修示范班培养模式研究 胡麟 保海旭 73.33 19 不立项

9
精准扶贫背景下西部农村妇女就业能力模型构建以及对
培训的启示–以兰州市榆中县为例

宋哲 郑刚 72.50 20 不立项

12
公民参与的可持续性因素分析——来自政府绩效评价语
境的诠释

杨国基 孙斐 毛雪雯 72.50 21 不立项

15 公共价值视角下的精准扶贫绩效评价：以X县Y镇为例 李振超 王学军 70.00 22 不立项

答辩
顺序

项目名称 负责人 指导老师
其他指导教

师
最终得分 排名 立项情况

22
共享单车的“战略高地”——情境模拟下出行行为选择
的实验研究

朱丽娜 卫旭华 90.50 1 拟立项

10
中国城市电子政务发展指数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东中
西部城市群的比较

陈诗琰 戴巍 牛春华 85.00 2 拟立项

23
西北地区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变动趋势与影响因素
研究——基于省会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冯斓 戴巍 牛春华 83.75 3 拟立项

26 上市公司高管离职动机影响因素的跨层研究 孔正 卫旭华 83.00 4 拟立项

2018年成功计划之科研培育项目战略所/绩效中心（二）立项答辩成绩



21
甘肃省人大代表构成及变化趋势研究——以甘肃省第十
一届至十三届人大代表为例 刘鑫 戴巍 保海旭 82.75 5 拟立项

3
知识付费APP用户使用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以知乎
Live和得到APP付费专栏为例

高瑜 卫旭华 82.50 6 拟立项

28 元刻板印象对汉族与维吾尔族大学生群际接触的影响 王迎州 高学德 82.50 7 拟立项
24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企业实习生激励机制研究 田源 管欣 张国兴 81.67 8 拟立项

31
高校图书馆空间再造与服务转型的调查研究——以注意
力经济为视角

丁楚楚 丁志刚 80.75 9 拟立项

17 成都市连锁奶茶店与个体店的营销策略比较分析与案例 李静 郝冬梅 78.00 10 拟立项
4 新媒体背景下甘肃大学生消费维权的现状调查研究 骆冠宇 张国兴 管欣 77.00 11 拟立项
25 财务舞弊、会计职业道德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研究 邓炜 管欣 曹凌燕 76.67 12 拟立项

7
关于不同经济水平的少数民族社区的移动互联网使用情
况研究

苏家英 李一男 毛雪雯 74.33 13 拟立项

12 网络直播的社会影响及规范研究 张福齐 管欣 郑刚 71.67 14 拟立项
13 基于工作分析的高校公益性社团的组织结构优化研究 张克硕 郝冬梅 71.25 15 拟立项
15 校园八卦对大学生人际关系的影响——以兰州大学为例 余星雨 卫旭华 71.25 16 拟立项
19 大学生就业政策有效性评估 苏瑞 马秀玲 70.50 17 拟立项
30 新零售背景下传统互联网公司渠道转型的多案例研究 王久奇 卫旭华 70.00 18 拟立项
11 兰州大学大学生就业观与就业方式的问卷调查研究 张潇予 马秀玲 69.25 19 拟立项
1 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和政府信任相关研究 黎慧慧 高学德 保海旭 69.25 20 拟立项
14 综合性大学中边疆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宋书琦 王光荣 68.75 21 不立项
18 甘肃省兰州市食品安全监管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建构 李蓉 马秀玲 68.75 22 不立项
20 商业模式理论创新研究述评 郑林利 雷亮 68.75 23 不立项
2 甘肃省食品安全网络舆情风险与舆论引导研究 梁潇 马秀玲 66.25 24 不立项

6
社会变迁视野下农村中的高价彩礼分析——基于皖中C县
的田野调查研究

祝善平 杨亮军 66.25 25 不立项

5
高校学生会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以兰州
大学为例

姚孟溦 高学德
付维宁、柴民

权
63.00 26 不立项

27
家长对学前教育关注度的比较研究————基于对永登
县与榆中县的调查分析

王贤涛 高学德 王怀诗 60.00 27 不立项

16 自媒体环境下企业内容营销效果影响因素研究 邱文萱 雷亮 58.75 28 不立项
29 营商环境的新变化对中国企业的影响 王亚楠 雷亮 56.25 29 不立项
8 商业模式理论发展及其创新研究述评 周文茜 雷亮 55.00 30 不立项



9
精准扶贫背景下高校贫困学生资助项目运行绩效研究—
—以兰州大学为例

苑文帅 杨亮军 曹伟 42.50 31
违规（答辩过程
中出现指导老师

姓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