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2020年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第一批结项通过名单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等级 类别
项目负责

人姓名

项目负责

人专业
项目其他成员（姓名+专业） 指导教师

项目负责人所

在学院

1 201910841001 大连自贸区中小外贸企业发展问题及对策研究 国家级 创新训练项目 孙冬梅
国际经济与

贸易
谷彤、娄倍宁、葛佳锡在、郑伟 刘钊 国际经贸学院

2 201910841002 欧盟REACH法规新动向对广东省出口贸易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国家级 创新训练项目 王瑞
国际经济与

贸易
陈紫铃、王译晗、张婷、汪思懿 常虹 国际经贸学院

3 202010841013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辽宁省银行业数字货币发展研究 国家级 创新训练项目 王晓 金融学
倪嘉蔚、宋倩、姜芊潓、吴宛聪、张宇婷、肖雨婷、徐建

龙、张益铭、郭思彤、姜蕴峰、武悦、游亚美、张潇予、
马驰、李耀东、文雪、黄雨晴、倪张越

曹伊、程杰、

袁伟良
国际经贸学院

4 S202010841005 “一带一路”背景下辽宁构建双向直接投资联动新格局策略研究 省级 创新训练项目 尤晨阳
国际经济与

贸易
胡灿、李天宇、李健鑫、张鑫 袁伟良 国际经贸学院

5 S202010841016 中美贸易博弈下的沈阳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现状及对策研究 省级 创新训练项目 郑佳琦
国际经济与

贸易
王泰炎、朱首臣、王雨娟、符昊 刘钊 国际经贸学院

6 S202010841017 供应链金融对大连中小企业融资影响研究 省级 创新训练项目 朱正平 金融学 王慧玉、郑婉婷、刘苏宁、王一同 杨亮 国际经贸学院

7 2019XJDCA001 中美贸易摩擦对大连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影响及对策研究 校级 创新训练项目 郑涵月
国际经济与

贸易
王思懿、李如、史文连、谢雨澎 刘钊 国际经贸学院

8 2019XJDCA005 欧盟新Rohs指令对我国机电产品出口影响调查及对策研究 校级 创新训练项目 孙博
国际经济与

贸易
温昕、文婷、陶彦竹、薛美含 常虹 国际经贸学院

9 2019XJDCA016 “一带一路”背景下新疆地区银企合作问题研究 校级 创新训练项目 唐雨 金融学 蒋俊宇、张爽、乔培利、李冰姿 刘书博 国际经贸学院

10 2020XJDCA050 大连促进进口贸易企业发展的金融支持政策研究 校级 创新训练项目 刘茹玉 金融学 贾影、娄敬依、陈莹真、张骏 袁伟良 国际经贸学院

11 2020XJDCA052 大连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状况调查及对策研究 校级 创新训练项目 张馨月
国际经济与

贸易
王鑫怡、胡玲玲、王鑫、才雲智 刘钊 国际经贸学院

12 2020XJDCA053 假发产品跨境电商贸易模式研究 校级 创新训练项目 张馨妍
国际经济与

贸易
朱丽琴、许鹤议、位红满、李雨萍 金花 国际经贸学院

13 2020XJDCA054 大连网络金融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 校级 创新训练项目 李雨晴 金融学 周丹丹、代梦颖、郭雨晴、甄子微 杨亮 国际经贸学院

14 2020XJDCA057 辽宁省废水处理产业链融资模式创新研究 校级 创新训练项目 徐林依 金融学 陈雨蒙、杨雨清、薛懿馨、赵梓淏 曹伊 国际经贸学院

15 2020XJDCA059 “助辽筑梦”大学生返乡创业金融服务创新研究 校级 创新训练项目 王卓 金融学 张文曦、丛雅琪、周婷婷、许娜 郑斌斌、程杰 国际经贸学院

16 S202010841001 UFI国际认证背景下大连市展会评价体系构建研究 省级 创新训练项目 魏宏竹
会展经济与

管理
杜灵昕、姜帅羽、张铭洋、唐琥梅

王冬梅、刘志

友
国际商学院

17 S202010841002 文旅融合背景下大连市体育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研究 省级 创新训练项目 宋小灵 旅游管理 轩明宇、张婷、黄秋兰、王娜 王恒 国际商学院

18 S202010841006 大连房地产企业核心岗位人才画像研究 省级 创新训练项目 王艺霖
人力资源管

理
张鑫、杨冰冰、金文惠、郝天城

孙一、牟莉莉

、孙晓梅
国际商学院

19 2019XJDCA094
“旅游+研学”背景下大连金石滩生命奥秘博物馆服务平台开发

与运营研究
校级 创新训练项目 孙一帆 旅游管理 柳欣怡、王智傲、郝峻辉、李美蓉 曹洪珍 国际商学院

20 2019XJDCA096 自媒体时代大连旅游企业营销现状及对策研究 校级 创新训练项目 周银湘 旅游管理 董姝轩、蒙岚清、陈婷婷、李凡 江海旭、王颖 国际商学院

21 2019XJDCA099 大连旅顺龙王塘樱花景区营销策略研究 校级 创新训练项目 吴晗 旅游管理 崔亚亚、牛伊娜、王慧、向佳慧 鲍彩莲 国际商学院

22 2019XJDCA100 大连发现王国主题公园景区营销模式创新研究 校级 创新训练项目 严林 旅游管理 雷金海、丁勇男、王宇翔、邵文杰 鲍彩莲 国际商学院

23 2020XJDCA068 大数据背景下中国北方国际智能制造展览会发展策略研究 校级 创新训练项目 温暖
会展经济与

管理
孙瑞康、王琦、徐依然、张怡婷 刘志友 国际商学院

24 2020XJDCA075 辽宁人才飞地建设路径研究 校级 创新训练项目 吴小春
人力资源管

理
王欣欣、王琳、于荷、张阳

崔然红、季洪

宇
国际商学院

25 2020XJDCA078 文旅融合背景下大连市研学旅游创新发展研究 校级 创新训练项目 谢菊 旅游管理 华朝弟、韩琳、许婷婷、邹晶莹 王恒 国际商学院



26 2020XJDCA083 5G背景下智慧零售展览会开发设计研究 校级 创新训练项目 程瑾
会展经济与

管理
刘媛媛、厉家靖、陶传婷、陈祉名 刘志友 国际商学院

27 202010841007 价值链视角下青岛智能制造企业成本控制研究 国家级 创新训练项目 孙萌 会计学
刘莘怡、高莹、贾海华、高洁琼、吕嘉鑫、王新颖、刘日

旺、姚川、曹雪梅、陈艳、李甜、付开东、田爽爽、赵梦
涵、王军琪、刘珂悦、姜婉婷、张慧婷、赵宇

王月 会计学院

28 202010841012 智能化背景下财税服务模式创新研究 国家级 创新训练项目 段昕妤 财务管理
陶司然、李幻楠、任熙、付林林、李嘉琛、毕新宇、常霖

、张箴言、杨贵香、梅婷、任伟欣、苑梓暄、蒋雨欣、张
俪译、马宁、关舒宁、刘宗洋、刘晔、潘宁

房静、王红梅 会计学院

29 202010841014 个税改革对大连中小企业实现公平收入的影响研究 国家级 创新训练项目 田鑫鑫 会计学
王军旗、刘子源、包佳仪、刘一诺、孙晓雯、王佳宁、方

丽、刘书雅、陈晨、郭相男、贺晶晶、刘陶晨、毛运杉、
董垚、王思文、汪铃、杨香兰、薛柔、李蔚欣

张雯 会计学院

30 201910841046 个人所得税改革背景下抵扣制度对税收的影响研究 省级 创新训练项目 张慧琴 资产评估 卢静伊、王天帅、汪博文、付昱霖 张媛 会计学院

31 S202010841021 “互联网+”背景下会计人员职业教育培训模式研究 省级 创新训练项目 王艺潞
会计学（日

语方向）
姜鑫茹、刘一霖、王邓熊、周苗 包苏日古嘎 会计学院

32 S202010841022 基于成本管控视角的辽宁高端制造业发展路径研究 省级 创新训练项目 郝馨妍 会计学 张馨月、李晟杰、张子怡、于思宇 王月 会计学院

33 S202010841025 实物期权模型下无形资产评估研究——以商标权价值评估为例 省级 创新训练项目 徐健钧 资产评估 谢净辰、董泽民、申天阳、张恒睿 刘聪 会计学院

34 S202010841027 注册会计师风险偏好对审计质量影响的评价研究 省级 创新训练项目 张艺馨 财务管理 卲悦、杜佳咛、陶司然、林小晴 杨景海 会计学院

35 2019XJDCA051 以岗位需求为导向的会计专业毕业生职业素养提升的对策研究 校级 创新训练项目 潘晓鹏 会计学 韩旭、林志伟、栾博涛、陈庚 焦栋 会计学院

36 2019XJDCA060 互联网与农业深度融合的产业链模式研究 校级 创新训练项目 张晶 会计学 易媛媛、宋晓晴、常丁心、马宁 毕青玥 会计学院

37 2019XJDCA077 碳排放交易背景下项目成本收益模型构建与应用研究 校级 创新训练项目 张诗晗 财务管理 高雯君、薛靖霏、王腾毅、谭茵 孙喜云 会计学院

38 2020XJDCA100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财务报告准则比较研究——以东盟10国为

例
校级 创新训练项目 曹璐瑶 会计学 侯丹、王茜、唐鑫、陈龙 王月 会计学院

39 2020XJDCA101 020线上服务平台盈利模式研究 校级 创新训练项目 李波 会计学 陈春珠、王释悦、张钰璇、易俊宇 张雯、王月 会计学院

40 2020XJDCA102 大数据背景下房地产行业审计创新研究 校级 创新训练项目 刘一润 会计学 高艺恬、祁新越、王昱睿、孙佰锋 李宏伟 会计学院

41 2020XJDCA104 财务总监的权力对公司盈余管理的抑制效果研究 校级 创新训练项目 董梦瑶 财务管理 李佳儒、卜小凡、周柔、李晨祎 杨景海 会计学院

42 2020XJDCA105 社会效益视角下人工智能在价值评估领域的运用空间研究 校级 创新训练项目 卜秋月 资产评估 管振凯、陈宏杰、魏瑀恬、于雯娇 刘聪 会计学院

43 2020XJDCA106 大数据背景下财务智能化对财务岗位职能转换影响研究 校级 创新训练项目 殷子淇
会计学（日

语方向）
刘禹汐、王柏力、王馨鹤、石芝林

毕青玥、王鑫

颖
会计学院

44 2020XJDCA107 促进辽宁装备制造业发展的财税政策研究 校级 创新训练项目 蔡金淼 会计学 刘博韬、施阳、魏玉蓥、程国鹏 张媛 会计学院

45 2020XJDCA108 去产能对碳排放权价值的影响机制研究 校级 创新训练项目 李佳澎 资产评估 金修宇、孟洛弛、李红杰、吴颖焱 刘聪 会计学院

46 2020XJDCA109 股权激励范围设定与上市公司业绩关系研究 校级 创新训练项目 高思奇 财务管理 吴孟擎、王佳欢、董娣嘉、汪心月 杨景海 会计学院

47 2020XJDCA110 科创板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应用研究 校级 创新训练项目 王晓钰 会计学 王旭东、王乙晴、葛文妍、李堃 路平 会计学院

48 2020XJDCA111 大数据背景下财务预算管理优化研究 校级 创新训练项目 曹程智 财务管理 孙楷轩、霍永齐、陈蕊、韦志超 姜以尊 会计学院

49 2020XJDCA112 “一带一路”背景下辽宁省“走出去”企业税收风险防范研究 校级 创新训练项目 张琼丹 会计学 靳际旋、陈帅霖、赵殊慧、邱馨瑶 张媛 会计学院

50 2020XJDCA113 小微企业会计云软件适用度与降本增效的调查研究 校级 创新训练项目 马俊龙 财务管理 孙万松、刘晓磊、陈可心、郝冉彤 焦栋 会计学院

51 2020XJDCA114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新型养老示范区融资模式的调查研究 校级 创新训练项目 翟梓彤 财务管理 王志国、贺晶晶、范圣迪、曹志 姜海 会计学院



52 2020XJDCA115 《会计法》修订背景下企业会计行为约束机制研究 校级 创新训练项目 栾超凡 财务管理 许洁、钟鸣、潘宇航、王慧
王鑫颖、邵凯

旋
会计学院

53 2020XJDCA116 后“营改增”时代运输业财务涉税风险研究 校级 创新训练项目 于书鉴 财务管理 沈嘉仪、杨凯荔、何艺梦、张钰璇 孙喜云 会计学院

54 2020XJDCA117 财务智能化背景下企业精细化成本管理的路径研究 校级 创新训练项目 赵春阳 财务管理 李可、强彦宁、潘正可、李永严
毕青玥、王鑫

颖
会计学院

55 2020XJDCA118 辽宁半加工食品企业财务风险研究 校级 创新训练项目 徐润桐 财务管理 田雨欣、王艺霖、王思涵、代明鹭 李宏伟 会计学院

56 2020XJDCA119 大连地区大型装备制造业企业轻资产转型问题研究 校级 创新训练项目 许鹤千
会计学（日

语方向）
林小晴、赵悦、李岩、张浩驰 房静 会计学院

57 201910841012 旅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日语解说词错译解析 国家级 创新训练项目 王仁琪 日语 王力石、于皓博、张瑶、吴沣默 吕汝泉、刘鹏 外国语学院

58 201910841014 数字时代中俄中小企业合作发展策略研究 国家级 创新训练项目 郭姝慧 俄语 甄慧、司佳旭、王萍萍、宋京 孙莹 外国语学院

59 201910841034 从“菊与刀”看日本文化的双重性研究 省级 创新训练项目 李欣媛 日语 张荣、闫心雨、苏美淇、崔馨月 潘希迁 外国语学院

60 201910841040 高校生态商务俄语课堂构建研究 省级 创新训练项目 周桂霞 俄语 迟源 周楚柠、崔发博、李露 王婷、于璟 外国语学院

61 S202010841024 中韩儿童社会保险制度比较研究 省级 创新训练项目 李东昇 俄语 胡相阳、焦昆、郑美圆、金宏爽 朴曙颖、于璟 外国语学院

62 2019XJDCA026 中日两国移动支付对比研究 校级 创新训练项目 邓婷文 日语 李佳奇、孙艺菲、王艺霏、滕妍 潘希迁 外国语学院

63 2019XJDCA027 中日传统服饰文化差异研究——以汉服和和服为例 校级 创新训练项目 李佳雪 日语 张渼琳、白鹤飞、宋伟峰、王晖莹
王雅君、吕汝

泉
外国语学院

64 2019XJDCA029 关于日语片假名汉字化的研究 校级 创新训练项目 刘麒 日语 王子怡、杨齐、李琳芳、巩以琳 吕汝泉 外国语学院

65 2019XJDCA031 中日少子老龄化的对比研究 校级 创新训练项目 张盼盼 日语 霍展、付圣钊、栾奕峤、张航 吕汝泉 外国语学院

66 2019XJDCA036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俄跨境电商的发展研究——以黑龙江省为

例
校级 创新训练项目 张静雪 俄语 王喆、袁圆、忽俊雅、李君宇 孙莹 外国语学院

67 2019XJDCA037 东北三省对俄罗斯农产品出口现状及发展研究 校级 创新训练项目 李楠 俄语 王萌、刘卜睿、梁佳欣、邵明岩 孙莹 外国语学院

68 2020XJDCA125 日语女性用语特点研究——以「わ」系文末词为中心 校级 创新训练项目 闫心雨 日语 苏美淇 、汪凯 、张瑶 、闫鑫宇 尹平 外国语学院

69 2020XJDCA138 日本环保概念型产品包装设计研究 校级 创新训练项目 宫舒琪
国际经济与

贸易
曲雅楠、于婉婷、李国栋、詹纪彤 王连娣 外国语学院

70 2020XJDCA142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饮食文化在韩国的传播策略研究 校级 创新训练项目 姚宣竹 英语 韩瑾喆、王皓、李晨旭、富文馨 朴曙颖、于璟 外国语学院

71 2020XJDCA148 基于中日茶文化交流的日语翻译策略研究 校级 创新训练项目 刘冰怡 日语 周宇欣、穆雨畅、袁敏、刘斯琪 尹平 外国语学院

72 201910841011 大连融入“一带一路”商贸物流通道建设研究 国家级 创新训练项目 呼延星奇 物流管理 邴旭、田基伸、刘怡彤、张浩楠 王宇楠 信息管理学院

73 S202010841007 大连国际货运代理企业用人需求调查研究 省级 创新训练项目 孙靖奥 物流管理 赵鑫、李双辉、王文杉、杨垚毓 王宇楠 信息管理学院

74 2019XJDCA138 “3D店铺”虚实互补商业应用环境研究 校级 创新训练项目 龙昊 物流管理 程丹丹、张婧璇、齐乃莹、段鹏程 谢宏武 信息管理学院

75 2020XJDCA154 “知更小管家”信息管理平台开发研究 校级 创新训练项目 杨畅
信息管理与

信息系统
孙正轩、胡乃鹏、于琦、陈尚宜 吕洪林 信息管理学院

76 2020XJDCA155 江浙沪地区特色果蔬冷链物流发展对策研究 校级 创新训练项目 张晶妍 物流管理 高婕、李贺、马秀瑞、杨淑妃
于汶艳、焦朝

霞
信息管理学院

77 202010841010 旅顺节事文化宣传绘本创意设计研究 国家级 创新训练项目 王浩骅 环境设计
沈雨昕、刘志然、孙浩、迟颜岑、李伟嘉、高志宇、侯玉

倩、侯杨、姜欣怡、赵梓熙、胡喜闻、赵哲、梁爽、周永
辉、张馨予、其力格尔、尹奕豪、李双、孙佳鸣

谷晓、翟永宏
、王恒

艺术学院

78 2019XJDCA123
大连庄河乡村旅游特产网络推广形象设计研究 ——以步云山苹果

为例
校级 创新训练项目 曹君遥 环境设计 苏怡杉、于梦媛、张馨月、赵帅 沈真波 艺术学院



79 2020XJDCA073 非遗手工技艺旅游文化产品开发与创新设计研究 校级 创新训练项目 郑子怡 环境设计 申丰君、黄荣顶、刘子源、沈天意 谷晓、姜春媛 艺术学院

80 2020XJDCA079 大连旅游景区虚拟仿真3D场景及道具设计 校级 创新训练项目 卢保龙
视觉传达设

计
侯玉倩、宋薇、颜世泰、李江洋 沈真波 艺术学院

81 2020XJDCA091 大连旅顺203樱花园景区“大数据应用”全息投影地图设计 校级 创新训练项目 仲倩倩 环境设计 于悦、刘与同、唐嘉鸿、李佳琦
任丽莉、金晓

丹
艺术学院

82 201910841058 “掌上田园”APP互动式农业种植项目 省级 创业训练项目 宋艳伟 金融学 康海鑫、管振凯、杨巧、杨宇来 高碧聪 国际经贸学院

83 2020XJDCB009 “有智可造”一站式手工礼品制作app开发 校级 创业训练项目 刘俊男
国际经济与

贸易
王立、周俊、张怡宁、黄小霞 赵红娟 国际经贸学院

84 2020XJDCB010 旅顺鲜果采摘园网络营销一体化研究 校级 创业训练项目 郑帅
国际经济与

贸易
薛思雨、刘天齐、李诗文、刘梦瑶

袁伟良、刘先

雨
国际经贸学院

85 2020XJDCB011 大连自贸区俄罗斯文化主题美食电商平台设计 校级 创业训练项目 马昕宇
国际经济与

贸易
孙俊、魏恒杰、吴威男、洪嵩尧 郎金花 国际经贸学院

86 S202010841003X 中小企业“业财融合”财务服务推广 省级 创业训练项目 郭婧凡 财务管理 吴梦遥、陈茹圆、宫美惠、马畅
孙喜云、包苏

日古嘎
会计学院

87 S202010841005X 元认知干预技术在青少年学习潜能开发的应用与推广 省级 创业训练项目 李建霞 财务管理 符道、贺含秀、王页心、张瑞荣 王云峰、路平 会计学院

88 S202010841006X 房地产估价技术推广研究 省级 创业训练项目 杨雨轩 资产评估 夏睿思、李钰、王思涵、何芸吉 杨景海 会计学院

89 2019XJDCB017 大学生“同行”APP 校级 创业训练项目 马晓薇 财务管理 刘心蕊、靳桂荣、孙潇钰、樊艺璇 包苏日古嘎 会计学院

90 2020XJDCB015 高新技术产业的税收优惠咨询服务研究 校级 创业训练项目 王馨艺 会计学 张鹏、孟雅楠、孙梓涵、苏玥光 王月 会计学院

91 2020XJDCB017 硕果飘香——精准扶贫-农副产品交流平台设计 校级 创业训练项目 郑冬美 会计学 游天宁、王一辰、郑秀雪、张静 姜海 会计学院

92 2020XJDCB018 成本管理外包服务平台设计 校级 创业训练项目 王新宇 财务管理 尹艺琏、张媛美、胡佳欣、付林林
孙喜云、林佳

静
会计学院

93 2020XJDCB019 会计岗位培训云平台设计 校级 创业训练项目 刘浩伟 会计学 王立森、任仪、程俊峰、王雪莹 康丹 会计学院

94 201910841061 “PRETTY”送货上门的健身工作室 省级 创业训练项目 王晨曦 日语 崔伟伟、郑诗凡、吴沣默、田雪含 赵龙、王雅君 外国语学院

95 2019XJDCB008 “废衣变宝”私人订制工作坊 校级 创业训练项目 陈丽娜 日语 朱美卉、刘俊成、舒海阳、孙红号
吕汝泉、孙树

鹏
外国语学院

96 2019XJDCB009 “四季美装”原创服装网店 校级 创业训练项目 吕新航 日语 纪瑶瑶、刘祥羽、于皓博、赵子豪
孙树鹏、吕汝

泉
外国语学院

97 2020XJDCB013 智能化移动测温仪器产品外观设计与推广 校级 创业训练项目 尹奕豪
视觉传达设

计
周帅兵、徐铭池、李可、王怡文

任丽莉、林兴

瑞、杨延海
艺术学院

98 S202010841007S 兰馨花卉工作室 省级 创业实践项目 刘佳坤 金融学 梁杰燕、薛利权、马红蕊、管悦
黄吉杰、郑斌

斌
国际经贸学院

99 2020XJDCC014 青春外贸——大学生个性化VR形象工作室 校级 创业实践项目 辛孟 金融学 刘欣、廖容汉、乌汗、单明慧 郑斌斌 国际经贸学院

100 S202010841001S 橘子星球社群营销工作室 省级 创业实践项目 张润泽 市场营销 郭思阳、时文鑫、郭智、黄雨彤 王玲、高碧聪 国际商学院

101 202010841002S 大连志诚代理记账有限公司 国家级 创业实践项目 刘一萌 会计学
郭双宇、周贺、颜晓慧、贾海华、李欣蔚、张炜悦、陈龙

、李昂、王天帅、刘金田、鲍晶晶、郑沁姗、曹敏、刘奕
阳、张琪若、李松原、付瑶、项佳鸿、陈颖

王月、王鑫颖 会计学院

102 2020XJDCC016 萧何文化传媒公司 校级 创业实践项目 何祖胜 会计学 宋佳莹、宋天麒、李晟瑶、邹静 王红梅 会计学院

103 S202010841003S 零点柒自媒体设计推广工作室 省级 创业实践项目 耿凡雨
视觉传达设

计
张峻瑞、刘岩、一鸣、史雪娇

任丽莉、沈真

波、杨玉新
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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