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学校 作者 案例题目

1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 黄晓薇、丁相文、于力 “永煤债务危机”：困境与出路

2 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王小华、胡大成、朱红竣、程露 “越界”的蚂蚁：不断筑牢的金融监管之“篱”

3 东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张启文、魏楠、郭鑫、常文瑄、范雨巍 仁东风雨起苍黄，百万股民生悲凉——“发财日记”之劝诫篇

4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管理工程学院 朱晓东、苏诗佳、金紫荆 散户抱团血洗华尔街：屠龙少年会不会终成恶龙？

5 合肥工业大学经济学院 洪结银、潘振清 AI赋能助力智慧保险的“平安经验”

6 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高远东、黄秦敏、盛鑫 十年兴衰俱往矣：“拍拍贷”透视下的P2P一生

7 天津商业大学经济学院 梁学平、乔浩、魏少杰 “信用没”还能“信永煤”吗？——河南永煤事件案例研究

8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 李蕊、池雨涵、蒋若帆、万思琪、赵雅兰 华尔街权力的游戏——GameStop散户逼空事件

9 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祝志勇、邹子明、曹值硕、殷玮岐 千亿地方国企债务违约——华晨“爆雷”给谁敲醒了警钟

10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方意、杨凡佳、杨洋、杨勇、于渤
一波三折是故事，转型发展求破局
——锦州银行风险回溯与发展探析

11 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张林、王龙基、李俞霖、邹迎香 盛于零售，衰于电商，败于扩张——苏宁易购的前世今生

12 赣南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钟祥喜、徐晓婷、黄佩雯 赣江新区“爆红”的秘密——绿色金融创新助力碳中和

13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俞洁芳、顾月、叶丽宸、王锦涛、刘玥 发展绿色金融，点绘绿水青山——湖州银行点绿成金践行录

第七届全国金融专业学位教学案例大赛获奖（入库）案例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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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于孝建、张洁文、黄敏宜 “假结构真刚兑”——结构性存款的起与伏

15 赣南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肖锋、汤依婷
“东北虎”变“灰犀牛”

——华晨债券违约打破国企刚兑“信仰”

16 天津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张晓宇、陈鑫、唐红、于成群、刘佳爽
“永没”还是“永美”？

——3A级国企永煤控股债券违约事件研究

17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管理工程学院 储小俊、杜欣诺、巩在武 从“半瓶茅台”到“一片薯片”：乐视网千亿市值的幻灭

18 合肥工业大学经济学院 高玲玲、吴梦洁 小出身，大志向——马鞍山农商行的绿色金融改革之路

19 江西师范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胡礼文、吴佳宸、蒋章政、王翔 字节卖保险——保险业门口野蛮人在敲门

20 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 陆剑清、曹权 市场化债转股——中国铝业的探索之路

21 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
李小林、陈雅文、张金昭、

安凯悦、卢文心
四年法庭激战：孰是孰非？——中国人保财险千万赔偿纠纷案

22
贵州财经大学大数据与应用经济学

院
张小成、王华智、朱东炬、

谭琳琳、黄嘉晴、马玉楠、王振元
“大数据”解码金融创新，传统金融实现自我革命——贵阳银

行的特色转型之路

23 东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崔峦菘、李亮亮、王奕含、刘慧萍 数字人民币之“风云少年成长记”——DCEP的改革之路

24 湘潭大学商学院 唐文娟、赵归、汤珊珊、陈安然 疯狂的蚂蚁，我该如何“管教”你——来自监管当局的思考

25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谭小芬、宋昱辰、吴谦、

刘美辰、许珈瑞
股债双杀，黄金跳水，拿什么挽救脆弱的流动性

——美国流动性危机的起源与演进

26 河北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王树强、邱美硕、罗玉婷 小盲盒开启大价值——从泡泡玛特看企业IP估值新思路

27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 张颖、王鑫宝 疫情下养老金资产配置案例：以北京王先生家庭为例

28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 宫迪、邵洁蕙
甘肃银行之觞：信用风险、股价崩盘风险与流动性风险交织的

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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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西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廖传惠 IPO申请撤回潮：注册制改革下的新变局

30 山东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牛浩 行走的农业供应链金融践行者——大湖水殖

31 河北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李小青、何玮萱、孙晓燕、史振琴 金融智变，数化未来：广州银行的数字化转型

32 安徽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王建民、吴昕、杜柏锋、光昊 他山之石：万洲国际利用“猪期货”求解“猪周期”之实践

33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张瑞稳、张悦 皖通科技控制权之争

34 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 王垒、李慧、张翠芳、陈慧、刘静 连续七年财务造假！中信国安如何做到瞒天过海？

35 湘潭大学商学院 陈湘满、邹畅、周光琛、曾志文
“乐”祸不悛，溘然而“视”——倾覆的“乐视多元生态帝国

”

36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彭俞超、李雪涵、刘雨桐、
郭梓棋、贺春萌、张显

“汇”逢其市，好梦难“源”
——汇源果汁：从现金流量危机到退市

37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 高杰英、张萍、李兴超 智臻链——京东区块链的技术与实践

38 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李曜、叶航、刘奇伟 政府创投引导基金助力发展国之重器

39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 万明、孙亚琼 蛋壳公寓“爆雷”壳碎：敲响轻资产企业资本游戏的警钟

40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石阳、袁钰莹、王满仓、

王峰虎、刘蔚恒
股票随意停牌与投资者利益

——来自梅花生物三次延期复牌的案例分析

41 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陆静、蒲鹏、罗超,代方菁 10亿投资仅兑200万——聚焦吉林信托打破刚兑第一案

42 河北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李延军、蒋玉楠、孙妍 盒马的升维之战：供应链金融赋能新零售

43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寇宗来、黄明，龚笑凡，张智骁 新兴电商平台的破局之路：拼多多的发展奇迹

第 3 页，共 10 页



序号 学校 作者 案例题目

44 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曾庆芬、刘佳、黄雷茗、谭茜、张浩 散户与华尔街的战争——GME的做空与轧空

45 南京农业大学金融学院 盛天翔、范莹莹
重返A股，再起“估值”之锚

——长航油运市场化债转股定价分析

46 江西师范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袁春生、涂子涵、杨彩淇 基金抱团：股民的喜悲与忧思——以立讯精密为例

47 山东理工大学经济学院 蔡雯霞、诸葛瑞阳，邓琳琳，班新 雅戈尔跨界混搭：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是与非

48 苏州科技大学商学院
刘霞、段姝、赵扬、李俏、
程玉佳、何文涵、姚江涛

“碳”何容易？——揭秘碳市场背后的复杂金融逻辑

49 武汉理工大学经济学院
沈蕾、胡川、向白芸、罗梦丝、

杨慧婷、赵轩、杜文博
不“益”而飞的扇贝——獐子岛财务报表分析

50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金融管理学院 李晓周 浑水做空瑞幸咖啡——中概股独角兽的折戟沉沙

51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
陈少凌、何舒慧、黄琦、
刘志康、余凌瑶、张振宇

蚂蚁上树难化蝶——从蚂蚁集团上市事件看金融科技背景下的
监管创新

52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 邹瑾、何睿、史单妮
“信托史上最大罚单”所开为何

——四川信托“暴雷事件”案例研究

53 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陈选娟、高黎涛 机构与散户的对决：美国游戏驿站股票事件对中国的启示

54 山东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王俊籽 镜花水月：雅百特跨国财务舞弊始末

55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金融管理学院 郑迎飞、张嘉宸 善拿牌照的唯品会——二线电商的互金之路

56 同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石建勋、张昂 中行“原油宝”事件深度分析

57 江西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胡少勇、朱梓瑜、邹玉莹、

胡军、钟小林
吃药喝酒 VS 药神酒仙——基金抱团的前世今生

58 大连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孙秀峰、陈瑾钰、刘宇萍、刘恒熙 白帝托孤——家族信托是康乾生物的传承帮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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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张礼卿、金晓艺、康俊、钟雨希 散户崛起：抱团逼空华尔街——游戏驿站暴涨暴跌案例分析

60 安徽大学经济学院 邓道才、白雪、王习玉 “标准无保留”的瞒天过海：中信国安财务造假案

61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 顾婧、胡雅亭 TCL简单汇不简单：“双链”金融助多层级中小企业摆脱贫血

62
华中师范大学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黄苒、余星、鲁君俐、
徐进、杨思敏、张梦柯

Archegos基金：一夜暴“富”
到一夜暴“负”

63 湖北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付钢、尹华阳、徐彬、杜育华 “复工保保复工”——人保财险湖北分公司金融战疫记

64 广东金融学院 郑荣年、程华强 因势而变：招商银行理财业务转型发展之路

65 湘潭大学商学院 谭燕芝、段梦依、郭云钗、何菁萃 从商业信用到银行信用：永辉超市供应链金融探索之路

66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经济学院 童晶
黄金沙漠里的“绿洲”还是“海市蜃楼”
——关于碳中和背景下兴业绿债的前瞻布局

67 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陆超、王晓晖、赖雅琦、刘庭竹 中小投资者保护典范——贵州茅台“营销门”事件案例研究

68 武汉纺织大学经济学院 王涛、杜婧怡、李永田、董亚妮、左崇霖 “蛋壳”易碎，何以为家！——长租公寓路在何方？

69 广州大学经济与统计学院 于之倩、徐璜楠、汪月、江润龙、朱思远
“龙生九子”——且看美团旗下美团优选如何厉兵秣马、突出

重围

70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许荣、陈韶晖、夏雪 基于EVA模型的凯莱英公司估值

71 广东工业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 张成科、杨江涛、朱璐璐
为“屠龙刀”铸鞘

——WSB散户对打华尔街空头，裁判在哪里？

72 东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范立夫、董剑啸、宋美贤 权力的游戏——大连圣亚公司控制权之争

73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 佟成生、缪嘉维
旧瓶还能装新酒：金融科技背景下的商业银行如何估值？

——以招商银行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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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华东政法大学商学院 武立、张力文 P2P网贷专项整治背景下陆金所转型之路

75 成都理工大学商学院 吴栩、袁川孟、闻子渝、曾敏 “宝剑”还是“屠刀”？——TCL公司股权激励的实施效果

76 深圳大学经济学院 徐晓光、周彪、王蓁、张海龙
“美通智投”——大资管投资/投研“乐高积木”智能化解决方

案

77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涂永红、张畅、余昕晔 交通银行创新开展不动产跨境抵押贷款业务

78 南京大学工程管理学院 李昊骅、李心丹、熊斯瑶
多业态平台型互联网视频企业的估值方法选择

——以哔哩哔哩为例

79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罗忠洲、王瑜 信用体系的挑战：永煤逃废债事件始末

80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管理工程学院
巩在武、李奥庆、郑玉华、

李柏汶、杨尚媛
快递业内卷袭来——顺丰为何不再“一路顺风”

81 渤海大学经济学院 张满林、唐吉洪 重生之路——锦州银行风险处置事件始末

82 安徽大学经济学院 李文学、张军 昔日千亿白马，今朝勒令退市：康得新缘何堕落？

83 东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苗淼、马延安、刘春霞、刘敏俐、

陈诗诺、杨金月、孙宇
平安银行：金融科技翼助下的零售“新王”

84 云南大学经济学院 陈锐、林泽昊 散户吊打华尔街？——基于GME世纪大轧空的案例分析

85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覃筱、王昱文、黄佳诗 “蛋壳”为何碎了一地？——长租行业频繁爆雷的背后

86 深圳大学经济学院 郑尊信、姚征、梁仲之、王林妹、陈俊鑫 大数据分析赋能合规管理——反洗钱数据监测

87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应展宇、赵静、张潇楠、

毛婷婷、黄恩铭
泡泡玛特是“泡泡”吗——泡泡玛特价值分析

88 同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钟宁桦、解咪 “僵尸企业”炼成记——基于江西赛维与渤海钢铁的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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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 郭名媛、陈芷欣 云垦集团：“保险+期货”保障胶农收益，助力精准扶贫

90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 马长峰 社会责任与公司价值管理——以万科为例

91 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 谭庆美、林胜男、张笑 鞋王的陨落——达芙妮女神光芒暗淡

9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李海东、杨霖
蛋壳“碎”了：互联网赋能传统租房行业中的金融风险（以蛋

壳公寓为例）

93 宁波大学商学院 张琴、樊叶涛、刘佳、张艾湄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永煤债券违约始末

94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

院
束景虹、温晓芳、瞿颖 增长、现金流和风险——从价值驱动因素看比亚迪的估值

95 南京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姚定俊、廖怡琳、胡进展、朱赛博 公募基金盲盒：“聚宝盆”还是“破瓦罐”？

96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管理工程学院 程中华、朱叶曼 “热锅”上的蚂蚁——蚂蚁集团上市为何被叫停？

97 广东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段军山、刘宇涵 监管问讯能否抑制企业盈余管理?——以兰生股份为例

98 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胡晓
华尔街被散户抱团“割韭菜”？——游戏驿站公司股票的多空

博弈大战

99 东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丁宁、胡祥宇、陈小虎 蜂向科技精准定位数字化供应链金融

100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宋玮
“环节开放，能力聚合”

——平安银行普惠信贷的“聚合模式”

101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 章玉贵、乐嘉旸、阚宁馨、周航
新能源万马奔腾之下的毫毛斧柯

——从昨日之赛麟和今时之恒大说起

102 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 孙丽、苏悦 泰晶转债赎回：如何让投资者说爱？

103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金融学院 吴柏毅、黄泓 成也杠杆，败也杠杠——Archegos爆仓事件分析

第 7 页，共 10 页



序号 学校 作者 案例题目

104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 徐桂兰、冉梓丁、栗学彬
药明康德：从服务实验室到医药航母的进阶之路

——基于商业模式、价值创造的分析

105 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 鲍晓晔、刘庆珍 揭秘美股“闪崩”元凶：兼论对高频交易与幌骗行为的监管

106 武汉理工大学经济学院
周毓萍、黄梓扶、刘强、
王敏、陈道军、马吟爔

“币”由之路，数字人民币的前世今生

107 华北电力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田光宁、陆钰、陈晓东 湮灭于“明天”——包商银行之死

108 广东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朱顺泉、陈海龙 乐视网退市原因分析与信用风险度量

109 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吴本健、范程程 马上消费金融——数字技术赋能长尾客户的信用风险管理

110 福建农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游碧蓉、陈宁、何菡、唐征 泰禾难泰和——企业债券违约原因分析

111 重庆工商大学金融学院 许世琴、吴高洋、唐祥 央行网联收关网联支付案例分析

112 东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姜学军、曲珂豪 10亿债务如何压倒车企大国

113 山东工商学院 王金凤 好风易得 青云难守：独角兽企业容百科技的财报分析

114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李平、沈旭东、张佩瑶
商业银行二级资本债降低还是放大了风险？
——从包商银行二级资本债全额减记说起

115 湘潭大学商学院
许先普、綦莎莎、张信、

欧阳佳来、黄彦清
紫光AAA债券爆雷：信用评级“评”而无“信”？

116 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 刘轶
招商银行贷款客户互联网舆情风险预警

——能读会写的人工智能

117 苏州科技大学商学院
赵扬、张茂军、王俭、
朱迁邦、汤孝海、柴过

泡泡玛特MART中的泡泡有几何？
——非理性投资背后的行为金融映射

118 兰州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姬新龙、颉晶 民生信托频踩雷，泛海系如何“拨云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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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福建农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林丽琼、曾杭彬、张思源、林茵 从质疑到拥抱：PTA期货定价权争夺战始末

120 山东理工大学经济学院 余万林、徐栋 趋势投资：保尔森的美国次债投资

121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邓路、马慧丽 轻卒锐兵：亿联网络“双高”之谜

122 中南大学商学院
盛虎、陈建中、冯佳颖、
何雅筑、徐品杰、李静怡

国投集团：资产“杂货铺”的国有产业投资基金发展之柳暗花
明

123 苏州科技大学商学院 王世文、钱燕、张尹、张邺丹、刁俊丽 建设银行：数字化筑就零售业务领先优势

124 南京大学商学院 陈宝敏、杨  菲 我国公募REITs发展模式探究——以鹏华前海万科REITs为例

125 河南师范大学商学院 李群峰、王铭潇、郭莉、宋祎萌 防范B2B电商平台供应链风险——生意宝的“生意经”

126 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潘宁宁 永煤债违约“黑天鹅”——债券投资者保护与信用风险防控

127 天津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秦海林、张婧旭 政策红利、羊群效应与家庭楼市惊魂梦

128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鞠荣华、洪彦菊
“N+N+N”模式供应链保理资产证券化-以“前保（天风）2020-

1”为例

129 西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 王涛、邱新国、陈志英 互联网存款：盛世华筵终散场，民营银行向何方？

130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金融学院 周艳利
从“万众期待”到“何去何从”

——我国互联网金融机构的个人征信之路

131 武汉理工大学经济学院 胡国晖、郭莹、王策、许宇浩、阮玉婷 
疫情下净利暴跌，海底捞还“香”吗？

——海底捞财务估值分析

132 重庆工商大学金融学院 靳景玉、李超、田宜 思科与红衫资本的协同发展

133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屠新曙、廖诗雨、黄福镇、

张昊屹、潘宸
山中无“老虎”，“松鼠”称大王

——字节跳动能否打造互联网券商新模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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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南京审计大学金融学院 严伟祥、肖莹、张吉 谁是最后的胜利者？——GameStop事件中的机构与散户对决

135 武汉工程大学 汪琳、欧文文、冯晶晶、郑婕、王绘 联易融：区块链+供应链金融成就破局之道

136 深圳大学经济学院 朱福敏、黄敏君
农村普惠金融路在何方？

——基于百融云创提出“新零售+新金融”项目的案例研究

137 成都理工大学商学院 何玉梅、江坤、董利萍 兴业银行：金融“上云”，成还是败？

138 山东科技大学数学与系统科学学院 马慧子、王赢、刘美娟 浑水公司——做空界的扛把子为何爱饮中国“水”

139 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 孙红梅、苏雅婷 俏江南：融资的对赌协议到底在赌什么？

140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
赵绍阳、高源、佘楷文、梁蕴佳、

谯云天、廖培玲、唐舒科政
巩固脱贫成果，赋能乡村振兴

——看乡村振兴领头贷如何支撑农村金融市场

141 武汉纺织大学经济学院 李俊霖、毛莹、张绍云、谢海宁 科技金融战略引领下的汉口银行投贷联动业务开拓之路

142 云南大学经济学院 付庆华、赵柳、肖文鑫 搭金融服务平台，建金融科技生态——度小满的智能金融之道

143 齐鲁工业大学金融学院 冯海红、尚加淞、 蒋玥 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博弈：来自蚂蚁集团的启示

144 湖南农业大学经济学院 吴玉宇、郑涛、何裕婷、李杼城
“福祥到家”接替“农信背包”聚惠乡村振兴

——记富农兴乡的慈利农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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