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指导老师姓名 指导老师所在专业/系 项目类型（创新/创业） 项目名称/方向 组队要求 备注

1 边黎明 学工办 创新项目 临港新片区大学生实践基地的建设  

2 边黎明 学工办 创新项目 因地制宜培育大学生的创新素质——依托上海自由贸易区新片区

3 边黎明 学工办 创业项目 大学生中劳动素质提高的创新体系建设

4 边黎明 学工办 创业项目 大学生突破自我的理论与实践

5 陈璇 会计学系 创新项目 电商快递包装经济实用化可循环模式探索  

6 陈璇 会计学系 创新项目 社区垃圾分类投放端智能化模式探索

7 陈晔 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创新项目 河蟹文化研究  

8 陈晔 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创新项目 网络课程研究

9 陈晔 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创新项目 远洋渔业研究

10 陈晔 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创新项目 疫情背景下网络课程研究  

11 陈晔 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创新项目 疫情背景下水产品贸易

12 陈晔 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创新项目 疫情背景下远洋渔业

13 崔茂中 金融学系 创新项目 农民工回流背景下的农村养老保障研究  

14 崔茂中 金融学系 创新项目 我国长期护理保险体系设计研究

15 崔茂中 金融学系 创新项目 多孩家庭的理财策略研究

16 崔茂中 金融学系 创业项目 我国长期护理保险产品设计研究

17 崔明 冉倩之 金融学系 创新项目 全市场推行注册制的相关问题研究  

18 崔明 冉倩之 金融学系 创新项目 新时代投资者教育方式的创新研究  

19 范丹丹 物流管理系 创新项目 后疫情时代“云”模式发展之路探索——以高等教育行业为例 希望不同专业

20 范丹丹 物流管理系 创新项目 生鲜电商模式及其发展趋势研究——基于叮咚买菜与盒马鲜生的比较 希望不同专业

21 范丹丹 物流管理系 创新项目 校园团购平台搭建与运营分析——以上海海洋大学为例 希望不同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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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高小玲 农林经济管理系 创新项目 乡村电商赋能中的金融需求与金融服务模式研究：以淘宝村为例  

23 高小玲 农林经济管理系 创新项目 政府政策类型对退捕渔民受偿意愿及转产就业的影响研究 希望不同专业

24 管红波 物流管理系 创新项目 上海临港新片区高新产业调查研究  

25 郭永清 金融学系 创新项目 长江渔业资源利用的金融创新 希望不同专业

26 何清 市场营销系 创新项目 中国和以色列农业发展比较 希望不同专业

27 何清 市场营销系 创新项目 中日地理标志品牌发展比较 希望不同专业

28 何清 市场营销系 创新项目 中荷地理标志品牌发展比较 希望不同专业

29 何清 市场营销系 创新项目 中美地理标志品牌发展比较 希望不同专业

30 李怡芳 市场营销系 创新项目 水产品直播带货策略研究  

31 李怡芳 市场营销系 创新项目 大学生创新项目对职业能力的影响研究 希望不同专业

32 李怡芳 市场营销系 创新项目 疫情防控期间大学生学习生活需求调研  

33 李玉峰 市场营销系 创新项目 上海水产品质量安全立法调研 希望不同专业

34 李玉峰 范丹丹 市场营销系/物流管理系 创业项目 生鲜农产品线上线下销售融合 希望不同专业

35 李玉峰 王雅丽 市场营销系 创新项目 国家农业政策史与劳动教育设置调研 希望不同专业

36 廖泽芳 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创新项目 临港新片区跨境资金流动创新业务研究——以临港集团为例  

37 廖泽芳 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创新项目 临港新片区离岸贸易推进研究

38 廖泽芳 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创新项目 临港新片区海洋产业协同创新研究

39 刘乔 市场营销系 创新项目 利用网络平台对边远地区知识扶贫 希望不同专业
大学生课余时间利用自己专

业特点参与知识扶贫

40 沈雪达 农林经济管理系 创新项目 日本桃太郎系列桃星番茄品种生态高产经营研究  

41 沈雪达 农林经济管理系 创新项目 玉菇瓜生态高产高效益经营研究

42 沈雪达 农林经济管理系 创业项目 口感番茄种植园项目

43 沈雪达 农林经济管理系 创业项目 玉菇瓜种植园项目

44 苏含秋 物流管理系 创新项目
疫情影响下对线上教学平台运营模式和使用满意度的调查研究-以学习通

为例
 

45 苏含秋 物流管理系 创新项目 新冠疫情对民众消费行为的影响及对策探究



46 苏含秋 物流管理系 创新项目 风险投资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研究-基于创业板的经验证据

47 王方方 王婷 学工办 创新项目 上海市大学生“光盘行动”现状及对策调查研究

48 王方方 王雅丽 学工办/院办 创新项目 大学生劳动教育现状及路径探索

49 王倩 金融学系 创新项目 新冠疫情背景下居民消费状况的调查分析 希望不同专业

50 王倩 金融学系 创新项目 新冠疫情背景下家庭资产投资的调查研究 希望不同专业

51 王倩 金融学系 创新项目 上海市临港地区职住分离型员工通勤对健康的影响调查研究 希望不同专业

52 王翔 王婷 学工办 创新项目 后疫情时代高校学生事务管理服务创新模式探索

53 王翔 于林 学工办 创新项目 “一带一路”视域下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精准帮扶路径研究

54 王晓静 金融学系 创新项目 某地区居民教育消费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 希望不同专业

55 王雅丽 王强 院办 创新项目 “三全育人”理念下高校教务管理服务创新 希望不同专业

56 王严 会计学系 创新项目 基于微信公众号的经管类职业证书及专业课程学习资料系统的研究 希望不同专业

57 王严 会计学系 创新项目 大学生投资理财现状调查研究 希望不同专业

58 韦有周 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创新项目 国内外商品价差存在的原因探究 希望不同专业

59 韦有周 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创新项目 “双循环”背景下我国“大进大出”贸易模式的可持续性研究 希望不同专业

60 韦有周 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创新项目 国内**产品“离岸贸易”研究--以上海为例 希望不同专业
化妆品、食品等都可以，学

生兴趣为主

61 伍大清 物流管理系 创新项目 高校众包物流大学生参与意愿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临港大学城研究 希望不同专业

62 伍大清 物流管理系 创新项目
共享经济模式下生鲜众包配送接包方持续参与意愿影响因素研究----基

于达达众包配送研究
希望不同专业

63 伍大清 物流管理系 创新项目 资源整合模式下的社区智慧养老服务创新模式研究 希望不同专业

64 徐菊 会计学系 创新项目 农民创业的创业意向及创业绩效研究
农林经济管理、工商管理

、会计学

65 徐开新 工商管理系 创业项目 图文快印店o2o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希望不同专业

66 徐开新 工商管理系 创新项目 硕士研究生推免制度的调查与改进 希望不同专业

67 徐开新 工商管理系 创业项目 基于手机互联的社会化体检中介服务公司 希望不同专业

68 徐跃 会计学系 创新项目
临港地区宜居水平提升对吸引人才选择本地就业与居住的影响——以临

港高校学生为例
 

69 闫周府 丁兆阳 农林经济管理系 创新项目 水产养殖与中国粮食安全保障 希望不同专业 与食品学院共同组队指导



70 杨卫 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创新项目 临港地区居民生活配套设施满意度调查  

71 杨卫 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创新项目 临港地区居民幸福感调查

72 杨卫 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创新项目 临港自贸区技术创新环境培育研究

73 于林 王雅丽 学工办 创新项目 新媒体时代高校学生就业竞争力的样态分析与引导策略

74 余玫 市场营销系 创新项目 虚拟偶像对大学生消费行为影响研究  

75 余玫 市场营销系 创新项目 高校经管学院招生情况研究

76 张英丽 金融学系 创新项目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可以预测加密货币收益率吗？ 希望不同专业

77 张英丽 金融学系 创新项目 风险投资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研究—基于创业板的经验证据 希望不同专业

78 张英丽 金融学系 创业项目 网红直播带货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机制

79 赵玲蓉 学工办 创新项目 后疫情时代大学生职业规划现状及问题研究 希望不同专业

80 赵玲蓉 学工办 创新项目 基于行业类别的岗位地图研究 希望不同专业

81 赵玲蓉 学工办 创业项目 高校学生就业竞争力测评平台搭建

82 周超 学工办 创新项目 网红经济背景下农产品线上营销策略研究  

83 周超 学工办 创新项目 疫情期间高校线上教学效果分析

84 周超 学工办 创新项目 新时代高校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毕业生就业情况分析

以上题目仅供参考，鼓励大家自拟题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