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 2016 年新疆财经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拟立项结果的公示 

经研究生提交评审材料，所在学院推荐，专家组客观、公正的评审等程序，现对切合新疆社会、经济发展的

客观实际，切合所学专业方向的要求，并有一定学术研究价值的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拟立项结果公示如下： 

一、博士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科研项目 

序

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主持人 

姓名 
专业 所属学院 导师姓名 导师职称 课题组成员 

1 XJUFE2016K001 
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对中国推进丝绸之

路经济带战略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刘伟 区域经济学 

中亚经贸

研究院 
高志刚 教授 乔凯、章若希、李鑫 

2 XJUFE2016K002 
空间经济视角下新疆与 CAREC国家贸易便

利化的金融支持研究 
庞岩 金融学 

中亚经贸

研究院 
卢爱珍 教授 

钟星星、姚会雨、张勇、李欲

威 

3 XJUFE2016K006 
中国货币政策对中亚五国的溢出效应—

—以哈萨克斯坦为例基于 SVAR 模型分析 
王心刚 金融学 

中亚经贸

研究院 
崔光莲 教授 刘勇、陆延伸、张芳清 

4 XJUFE2016K007 哈萨克斯坦经济货币化研究 辛瑞 金融学 
中亚经贸

研究院 
张文中 教授 杨红丽 

5 XJUFE2016K011 
俄罗斯金融风险传染效应研究-基于国民

金融资产负债表 
罗瑾 金融学 

中亚经贸

研究院 
刘文翠 教授 梅冰菁、刘建飞 

6 XJUFE2016K022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背景下中国与哈

萨克斯坦金融脆弱性及传导特征研究 
彭圣致 金融学 

中亚经贸

研究院 
张文中 教授 王坤衍、谷振磊 

7 XJUFE2016K027 
中国对哈萨克斯坦资本流动风险预警研

究 
张帅 金融学 

中亚经贸

研究院 
刘文翠 教授 梅冰菁、刘建飞、袁海心 



8 XJUFE2016K028 哈萨克斯坦基础设施投资环境评估研究 高洋 金融学 
中亚经贸

研究院 
崔光莲 教授 张成正、张佳慧 

9 XJUFE2016K053 
日本对中亚贸易特征及我国的应对策略

研究 
王月 区域经济学 

中亚经贸

研究院 
李新英 教授 张波 

二、硕士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科研项目 

序

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主持人 

姓名 
专业 所属学院 

导师 

姓名 

导师 

职称 
课题组成员 

1 XJUFE2016K003 
“一路一带”新疆交通基础设施、空

间溢出与经济增长 
李东建 金融学 金融学院 刘清娟 副教授 梅冰菁、武宁、王亦众 

2 XJUFE2016K004 
民间影像传播对新疆他者化的重新建

构与想象 
任启辉 传播学 

新闻与传

媒学院 
焦若薇 教授 余张瑞睿  米拉依·艾白都拉 

3 XJUFE2016K005 

新疆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抵押融资问题

研究——“十三五”农村金融改革视

角 

陈沙丽 金融学 金融学院 黄薏舟 副教授 赵广会、廉银萍、井浩羽 

4 XJUFE2016K008 
新疆对俄跨境电子商务的风险评估与

预警研究 
赵亚琼 国际贸易学 

国际经贸

学院 
程云洁 教授 努尔勒别克，付鑫 

5 XJUFE2016K009 
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标准和对策

研究——基于情景模拟和系统仿真 
何伟 区域经济学 经济学院 肖春梅 副教授 侯天宇、刘璐 

6 XJUFE2016K010 
构建新疆霍尔果斯人民币离岸金融中

心的可行性研究 
万亚萍 金融学 金融学院 周丽华 教授 王亚茹、王睿、姜丹华 

7 XJUFE2016K012 
金融业与物流业联动对新疆新型城镇

化带动作用的实证研究 
孟玉龙 金融学 金融学院 李季刚 教授 

布海力、王伟、李承鑫、侯天宇、李

建生 

8 XJUFE2016K013 
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天然气贸易

网络演化及影响因素研究 
徐俐俐 区域经济学 经济学院 马远 副教授 李芳、张波 



9 XJUFE2016K014 
产业转移、全要素生产率对新疆经济

差距影响研究 
丁鑫 产业经济学 经济学院 宋锋华 副教授 张淼、张东辉 

10 XJUFE2016K015 
新疆农村地区产权抵押融资模式研

究  
马文海 金融学 金融学院 李景跃 副教授 张怡轩、洪艳、沈兵 

11 XJUFE2016K016 
新经济地理视角下的新疆人口与产业

空间分布匹配性研究 
王宇 产业经济学 经济学院 敬莉 教授 郭富爱、图尔迪麦麦提·图尔荪巴柯 

12 XJUFE2016K017 
促进新疆果农增收的双保险模式:农

业保险+出口信用保险 
殷钊 金融学 金融学院 王军 副教授 井浩羽、陈鹏、龚文强 

13 XJUFE2016K018 
中国“异国耕种”的可行性及思路—

—以哈萨克斯坦为例 
于洋 世界经济 

国际经贸

学院 
胡国良 副教授 阿依娜尔，阿依克日姆 

14 XJUFE2016K019 
“一带一路”下新疆传统地毯出口贸

易政策法律保障研究 
潘泽 经济法学 法学院 赵丽莉 副教授 图尔柯孜·阿吉 

15 XJUFE2016K020 
新疆少数民族文化对其电视广告的影

响研究 
阚洪惠 新闻学 

新闻与传

媒学院 
朱爱敏 副教授 王珍珠  余张睿瑞 

16 XJUFE2016K021 
新疆面向中亚跨境电商出口可行性研

究 
崔金梅 国际贸易学 

国际经贸

学院 
任华 教授 石薇巍，萨吾列西•吾木克 

17 XJUFE2016K023 新疆农村小额信贷需求影响因素研究 沈兵 金融学 金融学院 周亚军 副教授 王义众、马文海、胡梁国 

18 XJUFE2016K024 
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对地方经济的影响

研究——以新疆为例 
张怡轩 金融学 金融学院 李季刚 教授 马文海、王睿、王亚茹 

19 XJUFE2016K025 

基于动态能力理论的跨国并购研究--

以美克股份并购美国 Schnaclig 公司

为例 

马景晨 企业管理 
工商管理

学院 
沈建文 教授 刘丹、宁玲玲  

20 XJUFE2016K026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工业制成品产业内

贸易的路径选择 
王宪坤 国际贸易学 

国际经贸

学院 
段秀芳 教授 彭世璞，张博 



21 XJUFE2016K029 
 亚投行平台下构建新疆与中亚国家

能源合作机制研究 
刘丽慧 区域经济学 经济学院 陈闻君 教授 刘晓婷、兰健 

22 XJUFE2016K030 
农业保险支持产业扶贫研究-—以新

疆为例 
刘亚辉 产业经济学 经济学院 蒙永胜 教授 胡珍 

23 XJUFE2016K031 
产业集群理论下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研

究--以新疆地区为例 
胡梁国 金融学 金融学院 苏宁 副教授 任冰冰、李宁、李承鑫、沈兵 

24 XJUFE2016K032 
新生代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融入与就业

路径创新研究--以乌鲁木齐市为例 
吴利华 企业管理 

工商管理

学院 
马洁 教授 张聪、张海霞、苏长青 

25 XJUFE2016K033 
新疆城乡一体化发展时空演变研究—

—基于空间数据分析 
余燕 区域经济学 经济学院 袁培 教授 江雪丽、章若希 

26 XJUFE2016K034 
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中国与中亚五

国的贸易格局分析 
赵晓晓 国际贸易学 

国际经贸

学院 
王霞 副教授 彭世璞，乔凯 

27 XJUFE2016K035 
“一带”沿线城市群经济联系、空间

外溢及发展发展演变特征研究 
付兴春 产业经济学 经济学院 敬莉 教授 丁磊、苟本颀 

28 XJUFE2016K036 
网络媒体关注对新疆上市公司内部控

制质量的影响研究 
张丽 企业管理 

工商管理

学院 
陈玉萍 教授 张聪、张娇梅、李伟华、马玉珍 

29 XJUFE2016K037 
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环阿尔泰次区

域经济合作研究 

萨 吾 列

西·吾木

克 

少数民族经

济 
经济学院 居来提 教授 加徳拉·米兰别克、古丽娜 

30 XJUFE2016K038 
新疆贫困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政策体系

研究 
郭旭阳 金融学 金融学院 雷汉云 副教授 何伟、刘胜 

31 XJUFE2016K039 
新疆企业社会责任、声誉对债务融资

的影响 
张娇梅 企业管理 

工商管理

学院 
陈玉萍 教授 

曲晓琳、王雪、吴利华、张海霞、张

丽 

32 XJUFE2016K040 

产业政策、高管过度自信与企业现金

持有量-基于 A 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

究 

辛莹莹 会计学 会计学院 胡本源 教授 汪怡杉、邱倩、刘昊云、张茜 



33 XJUFE2016K041 
中亚边境贸易对新疆口岸城市经济发

展影响的研究 
张帅 区域经济学 经济学院 陈闻君 教授 丁磊 

34 XJUFE2016K042 新疆民族特色产品市场开发对策研究 孙静璇 企业管理 
工商管理

学院 
刘志林 教授 孙静璇、王一惠、李博 

35 XJUFE2016K043 
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商品（棉花）期货

市场影响的研究 
魏冬 金融学 金融学院 王倩 副教授 翟雅琴、姜丹华、田川 

36 XJUFE2016K044 
供应商/客户集中度与上市公司管理

层盈余预测 
王雅清 会计学 会计学院 李刚 副教授 靳燕娟、郭富爱、李苗苗、牛昆 

37 XJUFE2016K045 
新疆企业管理会计运用效果的质化研

究：以预算为例 
赵欣 会计学 会计学院 高严 副教授 王伟娜、代凯、李如 

38 XJUFE2016K046 
新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金融服务研

究 
张泽卉 金融学 金融学院 崔光莲 教授 张萍、布海力切木·阿吾东、李建生 

39 XJUFE2016K047 
新疆城镇化与环境污染关系的区域差

异性研究 
侯天宇 统计学 

统计与信

息学院 
宋香荣 教授 闵婕、张先东 

40 XJUFE2016K048 
基于复杂系统理论的新疆新能源企业

集群化研究 
袁申 企业管理 

工商管理

学院 
龚海涛 教授 赵帅旭、郑琳琳、张丽、张娇梅 

41 XJUFE2016K049 
风险投资能提升新疆企业成长性吗？

--基于新疆上市公司经验数据分析 
戴晓莎 企业管理 

工商管理

学院 
王海芳 副教授 夏米斯亚、申晓佳、徐建慧、方明 

42 XJUFE2016K050 客户集中度与供应商避税动机 牛昆 会计学 会计学院 李刚 副教授 靳燕娟、郭富爱、李苗苗、王雅清 

43 XJUFE2016K051 
“丝绸之路核心区”政府环境建设对

新疆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 
余珍 会计学 会计学院 韩金红 副教授 潘莹、张茜、朱博雁、唐燕玲 

44 XJUFE2016K052 
基于模糊综合评价法的新疆中小企业

绩效评价研究 
陈诗思 会计学 会计学院 高严 副教授 程曦、刘璐、李晨阳 

45 XJUFE2016K054 
“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背景下南疆四

地州的商贸物流业发展对策研究 
王雪 企业管理 

工商管理

学院 
张晟义 教授 刘丹、张娇梅、曲晓琳、吴利华 



46 XJUFE2016K055 中哈能源领域全产业链合作研究 张嘉敏 区域经济学 经济学院 马远 副教授 李芳、侯天宇 

47 XJUFE2016K056 
“一带一路”背景下新疆商业银行碳

金融中间业务发展策略研究 
李苏 金融学 金融学院 达潭枫 副教授 王伟、姬莹、洪艳、赵莹 

48 XJUFE2016K057 
格雷欣法则与其逆法则转换机制建模

及其应用 
李建生 金融学 金融学院 张忠俊 副教授 张泽卉、孟玉龙 

49 XJUFE2016K058 新疆科技金融支持效率研究 廉银萍 金融学 金融学院 王永茂 副教授 张莉、陈沙丽、赵广会 

50 XJUFE2016K059 
新疆对哈萨克斯坦教育服务出口发展

研究 
彭世璞 国际贸易学 

国际经贸

学院 
原帼力 副教授 赵晓晓，努尔勒别克，丁广伟 

51 XJUFE2016K060 

“精准扶贫”视域下南疆三地州县域

自我发展能力测算及时空演变分析研

究 

苏长青 区域经济学 经济学院 陈闻君 教授 翟光亮、苟本颀 

52 XJUFE2016K061 
“一带一路”框架下西北地区经济走

廊经贸分析 
丁广伟 

少数民族经

济学 
经济学院 张磊 教授 宋天茹、尼加提·阿木乃依木 

53 XJUFE2016K062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乌鲁木齐市社会保

障制度研究—基于养老保险和医疗保

险的视角 

姚雪莲 金融学 金融学院 杨新顺 副教授 庄梦藤、刘吉军 

54 XJUFE2016K063 
商业保险机构经办城乡居民大病保险

可持续研究----以乌鲁木齐市为例 
杨璟 金融学 金融学院 杨新顺 副教授 赵广会，姚雪莲、庄梦藤、刘吉军 

55 XJUFE2016K064 
“金融+” 对新疆实施精准扶贫的问

题研究 
武盛明 金融学 金融学院 卢爱珍 教授 刘仕兴 

56 XJUFE2016K065 交通运输对新疆贸易发展影响研究 张博 国际贸易学 
国际经贸

学院 
段鸿斌 副教授 王宪坤，于洋 

57 XJUFE2016K066 
“十三五”背景下新疆农业保险改革

创新研究 
赵广会 金融学 金融学院 杨新顺 副教授 杨璟、陈沙丽、廉银萍、姚雪莲 



58 XJUFE2016K067 新疆旅游扶贫的金融支持研究 张莉 金融学 金融学院 王永茂 副教授 廉银萍、胡子航 

59 XJUFE2016K068 
“核心区”基础设施建设的金融支持

研究 
杨素娟 金融学 金融学院 卢爱珍 教授 张娟、刘建飞、王亦众 

60 XJUFE2016K069 
“五化同步”视角下的扶贫改革问题

研究 
赵珊珊 产业经济学 经济学院 宋锋华 副教授 玛依拉 

61 XJUFE2016K070 
"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新疆产业结

构调整研——基于人口红利视角 
胡子航 

少数民族经

济 
经济学院 张玉玲 教授 王静怡、高录问、宋天茹 

62 XJUFE2016K071 
新疆工业用水利用效率、影响因素及

预警研究 
乔凯 区域经济学 经济学院 高志刚 教授 李鑫、章若希 

三、硕士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国情、区情调研项目 

序

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主持人 

姓名 
专业 所属学院 

导师  

姓名 

导师  

职称 
课题组成员 

1 XJUFE2016D001 
新疆特变电工跨国经营动态能力培育

机制调查研究 
郑琳琳 企业管理 

工商管理学

院 
沈建文 教授 陈红敏、袁申、张志明 

2 XJUFE2016D002 

新疆少数民族地区精准扶贫问题的调

查与研究——以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

为例 

刘占芳 
区域经济

学 
经济学院 肖春梅 副教授 翟光亮、许道冉、沙丽哈·康巴太 

3 XJUFE2016D003 
新疆扶贫资源分配中的精英俘获分析

——以和田地区策勒县为例 
徐建慧 

区域经济

学 
经济学院 李新英 教授 夏米斯亚·卡米力江 

4 XJUFE2016D004 
南疆四地州普惠金融发展现状的调查

研究 
刘胜 金融 金融学院 雷汉云 副教授 郭旭阳、姚天竹 

5 XJUFE2016D005 
普惠金融视角下乌鲁木齐市外来务工

人员金融服务需求调查报告 
王耀民 金融 金融学院 李季刚 教授 臧笑、蒲越 



6 XJUFE2016D006 
跟踪审计在工程造价控制中的应用

---以和田昆仑绿业文化广场为例 
王钧杰 审计硕士 会计学院 黄俊荣 副教授 邓晓农、李俊毅、杨宁柯 

7 XJUFE2016D007 
转型企业财务风险欲控研究---基于

SH 煤炭公司 
李亚璇 会计硕士 会计学院 苏玲 副教授 代凯、王润超 

8 XJUFE2016D008 
“两个政府”：我国 PPP 项目的政府

职能定位 
成军帅 经济法学 法学院 姜德鑫 副教授 纪光萌，王燕荣 

 

公示时间为 2016 年 6 月 16 日—2016 年 6 月 22 日，凡对以上入选人员有异议者，请在公示期内以书面方式向

研究生处反映。 

联系人：白贺 

联系电话：0991-7843403 

 

新疆财经大学研究生处 

2016 年 6 月 1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