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作品名称 团队成员 指导老师 院校名称
B001 网络购物顾客满意度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评价机制 张恋,张萌慧,成清,李静怡 叶晓文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B002 分期付款，是充实了现在，还是透支了未来 刘华峰,高强,张燕,李梦怡,张蕾 马瑛琪,单雪红 宿州学院
B003 宿州市白酒市场调查统计分析及应用对策分析 张思韵,吴思思,邓兆应,王迪,吴丹丹 孙善辉,李壮壮 宿州学院
B004 对“就医难”，说“NO!”--关于宿州市立医院预约挂号情况调查报告 侯芳芳,屠西茜,邓业会,魏芸芸,马梦婷 屠瑶瑶,李杰 宿州学院
B005 十面“霾”伏，如何突围？--关于安徽省宿州市环境保护现状的调查报告 王宏伟,刘浩,陈胜男,闻加琴,杨艳 张海燕,武以敏 宿州学院
B006 三减一等于二，有人欢喜有人愁，你怎么看？——以宿州市为例 曹基存,时光叶,钱嘉喆,赵幸运,刘旭 曹萍萍,刘兆鹏 宿州学院
B007 关于在校大学生对微商现状的认知和对微商前景预测的调查报告 李凤,杨艳芬,费玲,许亚敏,程贝贝 李浩,张海霞 宿州学院
B008 关于扶贫政策在宿州市城乡开展效果情况的调查分析 化文兰,狄子湧,韩旭,高珊,吴月 李浩,张海霞 宿州学院
B009 关于支付宝运营模式中蚂蚁森林发展趋势及前景研究 侯海龙,李剑,李鑫焱,赵仙芝 孙裕金,黄丽艳 宿州学院
B010 “植”于社会，播出精彩——以宿州市为例 王书媛,赵浩炀,李宽苗,蒋华鹏,曹蓉 李杰,屠瑶瑶 宿州学院
B011 拿什么来拯救你，教师的惩戒权——以宿州市为例 赵云升,常挪挪,李海青,杨惠敏,李子潭 马兰,王大雷 宿州学院
B012 绿叶也要美丽 ——关于男性护肤品的营销传播现状的调查报告 朱恺琳,乔琮琮,王静,汪莎莎,焦婷婷 武以敏,刘兆鹏 宿州学院
B013 在校大学生近视情况调查与分析 刘宇琪,马颖,王婷,谭洁,张文静 陈兆荣 铜陵学院
B014 安徽省大学生在校时间分配情况调查与分析报告 夏丹丹,轩伟丽,许继芹,徐珍真 方亮 黄山学院
B015 安徽省在校大学生手机依赖调查分析与预测报告 陈超萍,朱琼芳,杨剑飞 方亮 黄山学院
B016 生源地与就业选择关系市场调查与分析报告——基于安徽省高校毕业生的调查 陈欣怡,方占,陈仟,刘洋 方亮 黄山学院
B017 共享单车运行与影响 ——以淮南市为例 梁伟,唐龙凤,潘文静 华洁 淮南师范学院
B018 我国物流包装现状及发展趋势分析----以安徽省部分城市为例 何香玲,杨雨,张丽敏,徐言嘉,王红利 王红 淮北师范大学管理学院
B019 打星评级，互联网时代下电影评价新标准？ 程柳,王雨汀,章娟,刘雨,文静 郭燕燕 淮北师范大学
B020 “裸条”之错谁之过？---大学生校园贷款今后何去何从 于鹏飞,潘含飞,王咨程,张琳,王雪晴 王小蕾,郭艳艳 淮北师范大学
B021 淮北市老年人养老状况调查报告 王硕,张卫,黄小雨,严明强,汪海涛 郭艳艳,石森森 淮北师范大学
B022 电视选秀类节目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调查 钟灵,武子晴,谢玉梦,张敏 吴宏伟 淮北师范大学
B023 手机未来之星争夺战:国内品牌机、国外知名机谁更赢得青睐? 刘玉洁,赵庆子,庄泽浩,梁甜甜,陈晔璇 郭艳艳 淮北师范大学
B024 对于使用蚂蚁花呗消费情况的调研 凡雪莹,叶仁慧,赵亚洲,盘洁榆 石森森 淮北师范大学
B025 南京地铁服务质量调查与分析 王姗姗,洪翠,朱玉泉,张圣全,侯旭 张肄,姜忠鹤 河海大学文天学院
B026 关于VR网络直播的调查分析 徐锐,张敏雪,刘桃,于紫嫣 王丽丽 合肥学院
B027 合肥市房地产价格调查报告 魏志明,邵娟,张陈娟,宫雨飞 闫晓辉 合肥学院
B028 经济学视角下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实施现状调研及评析——基于合肥市四县四镇农村地区322个样本的实证调查 刘建昆,成超超,徐红霞,韦会会,王文丽 宋玉军 合肥学院
B029 面向大学生是的外卖市场调查 李子瞻,何金巧,孟雪芹,周世红 王磊,牛勇 合肥学院
B030 大学生寒假生活安排市场调查报告 许柳柳,程溢,李玲玉 牛勇 合肥学院
B031 应用型大学本科生实习现状的调查报告 李霞,周洲,张安国,汪齐东 王磊,王丽丽 合肥学院
B032 “二孩，你准备好了吗？”——二孩生育意愿调查报告 何静,杨晓雪,桂莉君,周港归,李雨 胡国治,曾婕 合肥师范学院数统学院
B033 关于微信公众号未来发展趋势的调查 高彩芹,王玉,许婷婷 宋雅晴 合肥师范学院数统学院
B034 二维码今天你扫了吗——二维码支付使用情况分析 周莹莹,程雯,胡晓雪,陈璇,汪科蓉 胡国治 合肥师范学院数统学院
B035 关于网络直播及前景的调查 徐静静,徐娟,荣安婕,顾娇娇,殷付娟 王宁,刘兮 合肥师范学院数统学院
B036 关于高速公路是否应该长期收费的调查报告 邱菲,储雅倩,江功萍,刘开学,郑蕾 宋雅晴 合肥师范学院数统学院
B037 亦幻亦真是VR——对合肥地区虚拟现实技术应用的市场调查 刘成才,袁鹏飞,许平平,张洁,刘婉丽 刘冬萍,姚垚 合肥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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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38 育儿的烦恼之早教3.0时代——对合肥地区幼儿早教市场的调查 郝楚楚,汪露露,赵轲,张善慈 刘冬萍,张元珺 合肥师范学院
B039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效果调查报告——以合肥市为例 许家乐,陈欢欢,岳晓菲,冯帅钦,李扬杰 骆正清 合肥工业大学（宣城校区）
B040 聚焦物流红利背后包装污染 探究城市快递垃圾处理现状 常珵,程星,吴静 骆正清 合肥工业大学（宣城校区）
B041 关于二胎政策对社会影响的研究报告 余圆亮,侯雪情,巴庆辉,刘梦旗,赵六一 李兰兰 合肥工业大学（宣城校区）
B042 小窖酿造 ——特色宣酒市场前景调查研究 王健,张晓娴,王妹,王中卉,韩翠翠 刘渤海 合肥工业大学（宣城校区）
B043 “指尖上的爱心” 大学生对网络公益参与行为的调查报告 ——以宣城市为例 沈镕荣,李传雅,郑洁,樊开骥 王淼 合肥工业大学（宣城校区）
B044 时间都去哪了？——大学生时间管理现状的调查报告 贾建波,丁锦珵,孙辉,韩丽,徐紫畅 焦建玲 合肥工业大学（宣城校区）
B045 共享单车发展现状及使用情况调查——以合肥市为例 刘一君 李影 合肥工业大学
B046 安徽省“留守儿童生命意义感”调查——以阜阳市为例  张静,贾小娜,宋怡雯 叶青,吴晶晶 阜阳师范学院信息工程学院
B047 列车餐饮及温控系统调查报告 李伟,程效伟,龚瑶瑶,孙青青,张莹利 朱龙,兰冲锋 阜阳师范学院
B048 关于社会群众对甜点烘焙类食品的消费行为调查以及企业产品战略规划 李夏,熊英,陈超,朱磊 朱龙,魏遥 阜阳师范学院
B049 聚焦脱贫攻坚路径 探究产业扶贫发展现状 范超超,项玉莹,王彦月,赵琪 葛梅梅,余晓美 滁州学院
B050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变迁及问题调查 姚倩,费智邈,陈梦梦,冯雪侠 冯春梅 滁州学院
B051 共享单车在滁州市发展前景研究 ——基于对南京共享单车与滁州公共自行车的调查 徐飞,葛爽爽,梁甜,刘羿,李东亚 胡贝贝,董凤娇 滁州学院
B052 网络时代下表情包的使用与发展前景的调查与研究 郭宇婷,马雨婷,冀明月 沈永昌 滁州学院
B053 直播时代，你直播了吗？——来自滁州市的调查分析 李凯月,赵闰月,江鹏飞 沈永昌 滁州学院
B054 全面二胎，你怎么看？——池州市全面二胎意愿调查分析 何明星,邓琼,马海波,谢宇辰 王巍 池州学院
B055 合肥地区居民就医情况调查分析 华巧,王皖,吴凡,王明月,张知非 马永梅,刘相国 巢湖学院
B056 “全民健身”现状的调查与分析——以合肥市为例 朱珉琨,许晓婷,方雪琼,徐丽丽,张晨晨 谢如龙 巢湖学院
B057 手机套餐的选择与消费 刘贺,刘杰,兰丽丽,张亚杰 徐富强 巢湖学院
B058 走进教育之稚子“小学化” 陶丹丹,邢玉文,李秋香,王健冬,王珊 林天水 巢湖学院
B059 大学生的游戏情劫 杨洁,项琼,史鑫,张洁兵,王海龙 王淑超 巢湖学院
B060  全面二孩政策下居民的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以巢湖市为例 邓亚,杨佩,吴瑾,江珲丽,李梅 翟清兰 巢湖学院
B061 从小肚腩到马甲线，真有那么难？--巢湖健身潜在市场调查报告 黄宁宁,张彩云,李铭铭,储亚青,史旭旭 马松林 巢湖学院
B062 蚌埠市大学生恋爱婚姻观调查报告 赵康,刘顺达,黄芳,蔡赵玲,朱婉慧 沙翠翠 蚌埠学院
B063 安徽地区三甲、二甲医院医疗现状调查 蒋进,徐璐,乾美玲,施晓艺,潘媛媛 陈文军 安徽医科大学
B064 医学生网约车使用现状及其影响因素 张敏,姚磊,姚着猛,周宇 陈文军,张海生 安徽医科大学
B065 给你我的心�-大学生器官遗体捐献调查报告 王嘉思,陆锦程,陈遇洁,刘立冬,储琴书 陈文军 安徽医科大学
B066 新时期下关于大学生创业融资方式的思考—以安徽省芜湖市为例 黄精灵,冯程程,魏慧敏 张敏,陈芳英 安徽信息工程学院
B067 从智能家居出发――关于合肥市智能家居发展现状和前景调查分析 王子腾,司武港,曹蒙,孙为甜 张欣欣 安徽新华学院
B068 未来，孩子将何去何从—对合肥市居民托管现象的调查研究 陈晨,梁莉莉,袁玲玲,吴海芳,史妍妍 王超,郭淑娟 安徽新华学院
B069 合肥高校大学生共享单车使用现状调查 谢慧玉,王峰,王俊,邓亚军,朱维维 吴义凤,郝西文 安徽三联学院
B070 衣带渐宽终不悔，”手机“消得人憔悴——基于安徽省大学生手机使用情况的调查分析 谢东,孙丹丹,郝端苗,周洁 苟延峰,赵海霞 安徽理工大学
B071 新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权利保护治理范式探索研究 孟驰,施婷,王友琴,郭丽娜 邢勤锋,赵海霞 安徽理工大学
B072 互联网时代，浅析青年群体“双创”心理品质 唐杰,杨辉,马少倩,郑婉,马玉涵 高圣涛,邢勤锋 安徽理工大学
B073 “小儿科，大麻烦”：儿科医生如何突围？ 马恬,王梦慈,路小欢,施林勇 任少伟,陈冉 安徽理工大学
B074 关于淮南市益益企业的市场调研报告 赵疏航,白雅楠 马文婷 安徽理工大学
B075 城镇化“话出”甜蜜负担——基于安徽省淮南市失地农民生活方式改变与慢性病关联调研报告 方柯红,薛松,胡学菊,施林勇 穆敏,陈冉 安徽理工大学
B076 二孩，你准备好了吗？--二孩政策实行后现状调查分析 于振洋,吴涵,任梦召,赵玲玲 马驰,杨静 安徽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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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77 一入网购深似海，从此“消费”难由人 张娜,倪明宇,张星,尹思琦,季慧玲 苟延峰,梁海龙 安徽理工大学
B078 “雾里看花，霾中观景”——防雾霾产品的万千世界 丁雪盟,阚渟渟,孙继滔,余欢欢,郑雯 孙丽环,关维娟 安徽理工大学
B079 大学生校园外卖市场调查——以淮南市大学生市场为例 唐冠宇,徐志成,郭浩楠,王楠 李双双 安徽理工大学
B080 抗痨之战，“粮草”先行！——以安徽省淮南市为例 刘凯,过恒升,刘建建 穆敏 安徽理工大学
B081 精准扶贫政策框架下安徽贫困乡村出列调查分析 刘燕,钟菲,陈鄀,刘春华 梁海龙,苟延峰 安徽理工大学
B082 东风拂校园，润心远流长——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活动参与意愿调查研究 卞冬迎,朱静宜,王雪,杨喜,李慧超 朱俊奇,杨力 安徽理工大学
B083 网约车发展状况的调查与分析报告 伍丹丹,马梦,史莲语,陈升 盛武 安徽理工大学
B084 探索手机APP用户需求，建设AI新兴时代 赵加齐,刘晓蝶,刘蕊,徐焕平,薛晴 陈亚树 安徽理工大学
B085 凤阳城区公共自行车运营使用情况 赵忻初,左燕平,夏勇,贾丹,卢毛毛 田乾,齐雪 安徽科技学院
B086 关于网红经济未来发展趋势的调查分析 汪娜,程蒙,施媛,吴凯莉 彭志胜 安徽建筑大学管理学院
B087 恋爱大调查 杜雨霁,潘应浩,徐淑颖 李静 安徽建筑大学
B088 大学生创业动机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裴梦迪,丁洪伟,陶慧,戴晨,齐欣 崔立志 安徽工业大学
B089 农民工健康人力资本的代际传递及其对收入增长的影响研究 王圣健,钟雅婷,王睿璇,孙思缘,吴亚 周世军,沈虹言 安徽工业大学
B090 钢铁物流，春天在哪里？ 赵宏丽,朱红飞,仲昭林,汤赟 张水旺 安徽工业大学
B091 “毕业去哪儿？”之就业区域选择---以安徽省内经管类大学生为例 徐萍,叶娟,姚凤莉,杨彬 刘成 安徽工业大学
B092 东企西进：“拉郎配”还是“自由恋”？---基于长三角地区131家企业的调研 马秀琪,闻益华,刘慧敏,王露,闫雅 成祖松,刘竹林 安徽工业大学
B093 大学生互联网信贷消费产品使用情况调查——以蚂蚁花呗和京东白条为例 范亚林,段卓,蔡甜甜,黄颖 吴金南 安徽工业大学
B094 父辈越有“才”，子代越有“财”？ 李清瑶,陆凤芝,张悦,周蓉,宋爽 周世军,沈虹言 安徽工业大学
B095 网络空间大学生倾向袖手旁观还是伸手援助？    ——大学生网络亲社会行为调查及差异分析 束永俊,万晴,李燕,童晓强 吴金南 安徽工业大学
B096 芜湖市机器人产业发展现状及路径选择 张巍巍,张海贤,何晨晨,许玉纯,秦忠源 谢荣见,李小东 安徽工程大学
B097 芜湖市城市居民低碳偏好程度调查 吴伟霄,陈子明,周靓靓,杜凤,胡婷婷 王凤莲,徐斌秀 安徽工程大学
B098 社交平台上网络捐助行为驱动力 张松,洪莹莹,张继文,汪琳,许萍 谢荣见,李小东 安徽工程大学
B099 共享单车市场调研报告 冯乐,刘翔,刘郑,胡晨茵 程永宏,张云丰 安徽工程大学
B100 快递对电商发展的影响 张朋朋,颜小可,苏倩 邱述兵,何朝林 安徽工程大学
B101 安徽省家庭农场发展现状调查报告 李彬,熊一凡,杨亚萍,刘佳欣 袁海霞,陈俊 安徽大学
B102 “微付私访”——您的支付方式怎能少得了微信 王凯丽,田圆圆,戴学勇,王哲祺,费伟 王玉梅,汤龙升 安徽财经大学
B103 关注城市居民对社会现有养老模式满意度——以蚌埠市为例 程朵,陈甜甜,王杨,刘祚旋 马慧敏,张欣然 安徽财经大学
B104 性教育——不让青春蒙尘 刘勇,张上琼,潘雪艳,张文鑫,鲍丙朋 赵明涛,徐萍 安徽财经大学
B105 古诗词去哪儿—基于古诗现状的调查报告 张菊,翁世梅,王婷,张月蕾,朱力 蔡晓薇,邵俊侠 安徽财经大学
B106 (个人所得税，伤了谁？）关于安徽省纳税人对个人所得税改革意愿的调查报告——以蚌埠市为例 刘兵,孙文,马雨晴,阴晓江,杜晴婉 杨烨军 安徽财经大学
B107 关于网络直播的市场调查报告 王璀,黄宏运,吕石山,金鹤鲲 赵明涛 安徽财经大学
B108 微时代，敢问微商路在何方——关于公众对微商的评价及未来微商发展模式的调研 吴自豪,柳月琦,钱礼会,邵亦巍,宁冰冰 马慧敏,汤龙升 安徽财经大学
B109 透视网红经济现象 张雪,李程晨,王慧,余欢,李敏 李超,徐萍 安徽财经大学
B110 药价！降了吗？——关注药价政策    聚焦药价现状 谢钱姣,陆玉玲,王曼怡,李红玲 孙欣,汤龙升 安徽财经大学
B111 未来，我们终会优雅的老去——关于未来养老方式发展趋势的调查报告 高天,何静,谢雅玲,朱燕,刘媛 马慧敏,张欣然 安徽财经大学
B112 城镇化背景下农村义务教育公平——撤点并校后的农村小学教育现状研究 郑天磊,方朝,张悦,杨佳佳,牛阿芳 李超,张欣然 安徽财经大学
B113 医养结合养老服务模式开展的必要性—以安徽省为例 宋慧慧,朱莲玉,鲁春瑾,林晨 孙欣 安徽财经大学
B114 “电商造节”的极限挑战——从消费者和电商双向考虑 梅婷,黄启成,何涛,张沁雯 李勇 安徽财经大学
B115 播身边事，传天下闻，今天你看直播了吗？——基于安徽省的调研与探析 王璐瑶,张海珍,邓晶晶,闫业铃,吴嘉惠 杨烨军,徐萍 安徽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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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16 探寻老年人养老需求和生活方式—以蚌埠市淮河以南城区为例 徐光普,林丽,孙旭凡,熊姿,方美芳 李勇 安徽财经大学
B117 探寻中国家庭的生财之道——中国家庭资产配置调查（CHFASS） 胡涛,吴航宇,朱琳琪,刘露 蔡晓薇 安徽财经大学
B118 岁月浅浅，情深意重否？ 闫凤,李炎,刘淑情,叶欣欣,李惠玉 孙欣 安徽财经大学
B119 聆听群众之声 关注小学生性教育 李韦,周理健,黄婉瑜,轩琪,董瑶 李超,徐萍 安徽财经大学
B120 聚焦网络慈善——带血营销还是真情传递 郑伟博,刘宇航,孔昊,徐雅坤,洪烈吉 杨烨军 安徽财经大学
B121 健于体魄，身在行动 龚碧娟,范若阳,张若凡,鲍行丽 王玉梅 安徽财经大学
B122 市民化？您满意吗？ 王微,吴建平,方志豪,董秀竹 蔡晓薇 安徽财经大学
B123 高校大学生受诈骗情况调查报告 吴青华,桂雯,杨静,褚启伍,李金玲 蔡晓薇 安徽财经大学
B124 都道夕阳无限好，90后与您话养老 徐文娟,高婷,林杰,李玥 李勇 安徽财经大学
B125 安徽省大学生职业规划调查与就业能力分析 阮厚松,刘志茜,王伟,吴佳娜 赵明涛 安徽财经大学
B126 以安徽省蚌埠市为例——“打车软件”使用现状分析及未来发展探寻 田明明,丁搴莽,陶丝雨,龚贺 赵明涛 安徽财经大学
B127 网络的直播，今天你看了吗？ 王宇,张婉莹,鲍玉洁,苏月 赵明涛 安徽财经大学
B128 个人健身情况调查--以蚌埠市为例 金铭,李德政,赵正正,陈明,蒯家斌 石绍炳 安徽财经大学
B129 看得见的记忆，摸得着的乡愁——“非遗”传承看蚌埠 蒋年子,张凯,李咏馨,冯晨 方国斌,徐萍 安徽财经大学
B130 体验生态旅游 贴近田园生活——以安徽省蚌埠市周边草莓园为例 盖伊蕾,付婷婷,许艳红,郭胜男,吴梦晗 宋马林 安徽财经大学
B131 女司机撞到了谁？——浅析社会中的“新闻媒体标签化”现象 赵苇,潘娜娜,朱梅坤,占国宏 王玉梅 安徽财经大学
B132 如何让公共交通“跑”起来？——对蚌埠市居民出行方式选择及其影响因素的调查 夏晴,陈娴,赵宇昕,孟琛,曹文雅 卢二坡,李凡群 安徽财经大学
B133 大学生饮食习惯问题研究——以蚌埠市为例 方梓涵,王云,苗闻浩,陈威,王晓根 赵明涛 安徽财经大学
B134 考研VS就业——基于蚌埠市大学生考研与就业现状调查报告 张淑慧,熊晓燕,汤俊珺,汪淑雅,陈平 石绍炳 安徽财经大学
B135 引经与“剧”典，“IP”不挨批——由IP热剧引发的思考 宋策,李浩,关珊,干逸曼,陈雪微 马慧敏 安徽财经大学
B136 “青年危机”的现状、影响和策略的调查报告 ——以蚌埠市为例 韩冰,葛晓雯,何家青,马学勤,何晓芹 蔡晓薇 安徽财经大学
B137 人情循环，谁来解套——对“份子钱”变味的现状调研报告 汤晓晨,许琳,汪兆霞,许一新,高滢 孙欣 安徽财经大学
B138 校园贷，我们该如何对待你 雷星星,郭子勤,穆楠楠,胡亚茹,周桂平 汤龙升 安徽财经大学
B139 网络直播，想说爱你不容易——以蚌埠市为例探讨如何规范网络直播 贡杨泰,陶伟良,白亚男,赵翔 马慧敏 安徽财经大学
B140 大学生观看网络直播现状以及利与弊的调查研究 陈舒舒,杨瑞琪,金鸣镝,陆伟伟 李凡群 安徽财经大学
B141 大学生旅游行为及其市场的研究    ——以蚌埠市大学城为例 夏伟宇,张馨予,王醒醒,沈慧皊,关赵阳 宋马林 安徽财经大学
B142 拨开留守儿童心灵的“迷雾”——安徽省怀远县留守儿童心理状况的调查报告 张涛,周佳斌,张梦婷,杨婷婷,朱学智 杨烨军 安徽财经大学
B143 由会计从业资格考试取消引发的对大学生考证现象的思考 柯慧玉,何静,王慧 邵俊侠 安徽财经大学
B144 基于城乡对比角度的慢性病现状调查分析 ——以安徽省淮北市为例 马婉婉,胡德胜,陈伟,万逸凡,马晓伟 孙欣 安徽财经大学
B145 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成效及其学生工作困境分析 王国平,吕晓旭,章嘉祺,高磊 杨琼   安徽大学江淮学院
B146 失独家庭的养老之忧——以合肥市为例 田珊珊,马琼,章玲,刘龙扬,岳艳妮 鲁晓燕   安徽大学江淮学院
B147 如何提升天天快递服务质量 王宗毅,黄锦磊,王泽姝,吕伟杰 杨振   安徽大学江淮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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