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学校 作者 案例题目

1 湘潭大学 唐文娟、陈安然、程彦瑶、周一凤 卢布保卫战——俄罗斯的绝地反击

2 武汉理工大学 沈蕾、张良媛、罗欣蓉、 沈明嘉、徐雯丽 “妖镍”乱青山 ——基于青山镍套保反遭外资逼仓的案例分析

3 东北财经大学 范立夫、刘艺、陆翌晨、刘姝含 妖“镍”肆起，青山历劫

4 湖南大学 龙海明、苏雅倩、张京晶、肖燕南、刘筱娅 东风易借，好景难长 ——拉夏贝尔还能再度上演“A+H”神话吗

5 湖南大学 杨胜刚、明雷、胡心怡、张译匀、马文博 宜人金科的前世今生及其多元化战略转型

6 中央财经大学 张礼卿、徐备、舒畅、高远 滴滴高楼晃悠悠，物换星移半度秋——滴滴退市的成因、影响及应对

7 辽宁大学 罗春婵、徐洁、韩晓彤 青山依旧在，妖“镍”问何从

8 合肥工业大学 陶爱萍、张臣杰、李楠、黄紫嫣、陈佳敏 科技为魂，服务为王——国泰君安数字化财富管理转型

9 宁波大学 胡育蓉、万王燕、孔姝尹、米文娟 内控与合规之殇：渤海银行28亿元存单的“罗生门”

10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邓路、陈黎明、张晏源 “枯木”难逢春：起底*ST宜生存贷双高真相

11 浙江大学 俞洁芳、顾月、侯逸雪、刘子豪、王卓安 数字平台，何以为界——从Facebook被诉案看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监管

12 东北农业大学 王积田、王雪、顾思雨、胡月、刘睿卓 “镍”局狼人杀之咬定“青山”不放松

13 西南大学 邹新阳、张晓蕊、霍心如、魏家凤 LIBOR身退市场  基准路在何方?

中国金融专业学位案例中心第八届案例征集活动入库案例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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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苏州科技大学 南江霞、黄玉洁、谢海云、于淼
“深入人心”还是“声势浩大”
——金融科技驱动下叮咚生鲜数字化供应链金融战略逻辑

15 东北农业大学 吉洁、孙文杰 昨夜风骤，青山依旧否？——“伦镍逼空”事件再回首

16 西南大学 彭欢、陈书林、罗杰仁、汪璠 稳健的舵手：华润扬起CMBS的风帆

17 华南师范大学 张勇、吴清清、许思静、林毓舫、张伊琳 恒大还能“恒大”吗？——减债之路何去何从

18 中央财经大学 王雅琦、杨玥、台瑶、陶源、曾艳琪 折翼的潘帕斯雄鹰——阿根廷第九次债务危机的成因与影响

19 西南大学 杨斌、刘舒月、赵思勉 多空鏖战镍期货，青山控股遭遇生死时刻

20 四川大学 顾婧、吴曦、杨子晨 “科技为矛，金融为盾”：凯京科技助力物流供应链金融

21 河北工业大学 李延军、张玮炜、张媛 风好正是扬帆时：博时招商蛇口产业园REIT分析

22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袁怀宇、刘星、薛开亮、苏欣娜、闫华杰 二师兄“口粮保卫战”——株洲渌口猪饲料“保险+期货”实践

23 武汉理工大学 马玎、李钰丹、余巧洁、李迎港、张东伟 当人工智能遇见社会网络——商业银行票据风险管控的旧问新解

24 江西财经大学 胡军、陈文慧、刘文博、刘予茜、李英 庶民的胜利：康美药业的罪与罚

25 中央财经大学 李建军、王晓倩、苏悦、令狐岚消、马宽
罗生门下真假难“信”，存款入“海”再难追寻
——渤海银行28亿存款质押事件案例分析

26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童晶、徐丹、王诗睿、王萧雨、唐千惠 盛运不“盛”反“衰”——债务危机染“绿”成“黑”

27 广东工业大学 孙有发、许新宇、赵涵、周施贵 留得“青山”在，不怕“妖镍”狂 ——青山控股被国际资本围猎惊魂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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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四川大学 赵颖岚、冯文倩、王昳莹、刘婷 亡羊补牢or卓有成效：恒大纾困路 漫漫修远兮

29 重庆大学 皮天雷、施雨希、成佳、吴凡、张飞 旧日高台今日债，恒大盛景何不再？

30 重庆大学 陆静、邹立、周磊、闫文睿 资本迷局：“元宇宙”是新风口还是新泡沫？

31 中央财经大学 郭田勇、蒋雪婷、李佳鑫、祝擎昊、刘馨
大象转身：一蹶不振还是华丽重生？
——揭秘工商银行理财产品净值化转型之路

32 东北农业大学 董欣欣、王艳丽、陆妍彤、王茗泽、郑琳 山外青山楼外楼，伦镍逼空几时休？

33 华南理工大学 徐淑芳、刘梦卿、崔菲琪、沈桂如 飞燕激起小微“春水”——常熟农商银行小微金融发展探析

34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刘津宇 合肥建投的“华丽转身”——地方城投公司的市场化转型之路

35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陈学军、潘宝东、赵浩、卜雨晴、张淑芳 点“竹”成金——安吉农商行践行绿色金融的新行动

36 湖南科技大学 刘莉君、高晓杰、李梦佳、冉宇圆、张静静 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覆水”或将“难收”

37 暨南大学 陈少凌、黄慧红、贾博鑫、罗炜键、唐艺
“康”庄大道还是“美”丽谎言？
——从康美财务造假事件看数据科技在金融监管中的应用

38 东北师范大学 马延安、苗淼、赵晓蕾、董兴民、于铭扬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伦镍逼仓事件始末

39 湘潭大学 刘长庚、谭偲琪、赵雨婕 银行绿变，以绿谋新——工商银行绿色信贷赋能 湘钢可持续发展

40 河北工业大学 李小青、李志勇、崔晓跃 关联交易之殇：被掏空的*ST澄星

41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汤春玲、谭畅、杜柯静、李璐、韩雪莹 “碳中和”战略下的绿色金融——嘉实基金ESG本土化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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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中央财经大学 陈颖、齐佳宁、李闻豪、吴茜、李相辰 “三高症”引发“并发症”——土耳其“股汇债三杀”案例分析

43 福建农林大学 林丽琼、李绍哲、李含笑 “天使”还是“魔鬼”？——解码兴业银行同业业务的兴衰浮沉

44 武汉理工大学 石丹、常妍妍、王诗雨、龚德坤、程钰 “白发多生矣，青山可住乎？”——青山镍事件案例研究

45 山东工商学院 王欣兰、杨宝慧 社交巨头“变型计”：基于腾讯控股多元化转型的企业价值创造分析

46 江西师范大学 袁春生、饶欣、王啸宇、陈红河 输血危局：多元化战略背景下三胞系大股东支持行为之困

47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贺俊、雷福林 大浪淘沙：WJ金融租赁公司的流动性风险管理之道

48 华南理工大学 于孝建、游婷月、万梦玥 妖“镍”出世，如何留得“青山”在？——伦镍逼空青山控股事件分析

49 河北金融学院 郭净、程京京、常小雨、魏荟颖 中国银行何以智慧？

50 河北工业大学 齐晓丽、赵丹 绿色债券助力金风科技实现风电梦想的成功之旅

51 中南大学 张颖、程琪 黄金时代，投石问路——投贷联动助力圣湘生物涅槃重生

52 合肥工业大学 周华东、曹安丽 “REITs”助力安居——海南省人才租赁住房REITs开拓之路

53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程中华、戴庆铃、朱叶曼 鱼与熊掌，亦可得兼：中国平安的ESG新高地

54 赣南师范大学 肖锋、于硼聚、汤依婷 新能源帝国“国力”究竟几何？——宁德时代估值分析

55 四川大学 徐子尧、曹湘麦、任雨晴
康美药业独立董事天价罚单：“罚当其罪”还是“罚不当罪”
——基于独立董事制度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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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西南大学 高远东、张馨怡、吴边 踏浪而来，乘风相迎：宁德时代扬帆远航

57 湘潭大学 王庆安、张华、葛嘉洛 “涅槃重生”后的陆金所能“独领风骚”吗？

58 合肥工业大学 王琼、胡泽强、王尚怡 “天才”还是“疯子”？——一往无前的土耳其“低利率政策”

59 合肥工业大学 宋平凡、徐嘉伟 一代“巨星”的传奇人生——记相互宝的专访实录

60 赣南师范大学 郭慧、吴佳晴
“风”起潮涌渤海湾，内控建设正当时
——破解渤海银行存款质押 “罗生门”之谜

61 江苏科技大学 马英辉、彭榆晰、顿叶子、王雅妮、刘秒 “妖镍”何来，青山何去 ——伦镍逼空事件

62 南京财经大学 曹瓅、何亚如、王光 迷雾重重：恒大路在何方？

63 河北工业大学 李媛媛、王一涵 “链”动当下，“顺”应未来——顺丰控股的区块链+供应链金融之路

64 安徽财经大学 郑军、易焕欢 陆金所：从P2P“一哥”到金融科技巨头

65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张菀洺、韩淼、郑宇、耿子厚、王警仪 轻资产企业走出债务困境的新出路——以T公司“债转股”重整案为例

66 南京农业大学 盛天翔、潘玉莹、曹航、杨星 劈波斩浪奋楫进，任重道远砥砺行——养殖“航母”温氏股份的ESG之路

67 成都理工大学 张希、唐宇、李灿 恒大困局：流动性危机

68 西南财经大学 冯源、唐嘉、张宏亮、何波 乘间抵隙，补敝起废：伦敦金属交易所（LME）的“镍盘”重生之路

69 天津师范大学 孔繁成、王思睿、张凯统、吴柳孝、韩育萌 华夏幸福“幸福之路”在何方？ ——债务困境与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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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云南大学 李贤、蔡沐言 青山“妖镍”暴涨？——基于青山控股伦镍事件的案例分析

71 天津大学 武自强、闫艺多、张永杰 留得“青山”在，未来当勉励

72 暨南大学 陈英楠、吕洪泽、张相宜 成也杠杆，败也杠杆：恒大风险事件案例研究

73 湘潭大学 舒建平、彭利艳、秦瑞欣、向滢玥 俄罗斯被踢出SWIFT：国际货币体系会加速走向战国时代吗？

74 武汉理工大学 沈蕾、王静、文秀、高阁、陈文瑞
神秘的“莫比乌斯环”百亿供应链金融骗局
——以上海电气专网通信百亿暴雷案为例

75 合肥工业大学 高玲玲、牛雨虹 金融向善，义利并举：陆金所控股领跑金融企业ESG实践

76 北京语言大学 宋晓玲、曾子骄、熊玲誉、秦璇、彭仪慧 风萧萧兮“易”水寒：“区块链第一股”易见股份的退市危机

77 复旦大学 沈红波、程海怡 从北交所到科创板：观典防务转板案例研究

78 青岛科技大学 杨继梅、赵雪、金铭慧、张菡、李莎莎 见微知众——“青未了”的微众银行发展壮大之路

79 湖南大学 马理、王振峰、王鹏、谭小龙、娄冠宇 华夏幸福还会“幸福”吗：一家非传统房地产企业的救赎之路

80 西南财经大学 吕永健、王思维 他山之石，可以“估”玉：参考日本保险行业变迁的平安保险再估值

81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屈源育、李秀琳 “我要稳稳的幸福”：后刚兑时代交银基金的投顾创新实践

82 复旦大学 张金清、高紫阳 百年梦碎：康美药业财务造假案

83 武汉理工大学 胡国晖、蒋璐阳、郭莹、许宇浩、阮玉婷 大而不倒？——青山“套保”行为背后的绑架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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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中央民族大学 郭利华、龙宣佚、葛倩倩、贾淼 扫清“淤泥”再滚雪球—严监管下的雪球产品重生之路

85 江西财经大学 胡少勇、朱梓瑜、温秦、易艺、姚望华
“被迫捆绑”与“无奈统筹”：货车保险如何“保险”
——高安商用货车之殇

86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朱晓东、窦双双、苏诗佳 祸起杠杆，难渡乌江——恒大集团危机警世录

87 南京审计大学 罗琰、付千喜、王艺瑾、赵涵、万馨怡
从“相互保”更名“相互宝”到“相互宝”关停
——关于保险创新与保险监管的思考

88 天津商业大学 刘玲、胡舒婷 青山依旧在，谁赌“妖镍”狂，期货市场究竟玩的是套路还是套保？

89 西北大学 石阳、董志伟、白峻、吴宇昕、熊冰飞
福利型激励与投资者利益
——基于2021年格力电器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案例分析

90 天津师范大学 孟猛、龙鑫宇、曹嘉鑫、缪言
身价可保，“猪”事可期
——基于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生猪“保险＋期货”项目

91 天津师范大学 缪言、杨熙、张泽宇、孟猛、许茜茜 “青山”一道同风雨——青山集团伦镍事件回顾与分析

92 北京交通大学 方雯、仉潇枫、张淑文 妖“镍”大战：青山集团的“反围剿”之路

93 西南大学 李沁洋、何银莹、陈婷、袁梦思 “国企信仰”破灭——华晨集团债券违约始末

94 北京物资学院 刘荔、冯丽宇、单磊、战雪丽、刘晨 捕寻“妖镍”之“妖”，回归期货市场本源——对青山遭逼空事件的剖析

95 江西师范大学 胡礼文、李润泓、栗宏佳 独董辞职为哪番？——强监管下康美药业案引发上市公司独董生态再思考

96 江苏科技大学 张一飞、陈超凡、桂菡、 姜恬恬、冯桥兰 “青山”依旧在，“妖镍”梦成空？ ——青山控股集团伦镍逼空事件始末

97 江西财经大学 桂荷发、宋燕、韩晨宇、李静 监管雷霆下金融科技独角兽归向何方——基于蚂蚁集团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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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山东工商学院 解其昌、刘丽、马迪、史佳鑫、方婷炜 外资作“镍”，“空”袭青山——外资集团逼空青山镍事件始末分析

99 复旦大学 何光辉、曹佳阳、张明煜 “妖镍”作祟，“青山”安在？

100 西南财经大学 潘宁宁、唐源源 巨灾面前谁来拯救保险行业？——巨灾债券破冰启航

101 上海外国语大学 李蕊、包嬿冰、赵家慧、王靖妍、刘科言 欲戴王冠，必承其重——“医药女神”葛兰和她的基金

102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廉永辉、陈婷、梁美、潘琳琳 “双碳”目标背景下工商银行的ESG实践之路

103 中央财经大学 李健、盛亦谦、宋晨、沈书颖、齐心蕊 浑水淘沙，蚌贝无缺——浑水公司做空贝壳案例分析

104 西北大学 王满仓、韩锦绵、杨盈 “金融+生活”构建场景金融服务新生态：揭秘平安银行的“朋友圈”

105 华南师范大学 彭文平、罗振宁、黄嘉明、李祁林 错杀还是当杀？——华业资本面值退市争议案例研究

106 广东工业大学 岳鹄、翁瀚、刘涛、田宇鹏、叶镇崴 首富变首负，是自信还是任性?——恒大暴雷之殇

107 暨南大学 欧阳若澜、钟叶锴
“保险+期货”为生猪产业保“价”护航
——以全国首单猪饲料成本指数试点为例

108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徐晟、李晓宇、余雅琪、霍柯欣 妖“镍”大战——以青山控股为鉴敲响衍生品交易风控警钟

109 江西师范大学 许莉、程凯强、胡晓琴、张萌 “大山雀”衔来破局策——网商银行科技赋能乡村信贷之旅

110 四川大学 邹瑾、陈应、任潇月、徐婧雯、钟晓颖 “妖镍”四起，青山何存

111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部慧、谢岚、徐扬、周宁 产品创新之殇：中行“原油宝”结构性衍生品设计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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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北京语言大学 宋晓玲、王锐、刘宇轩、张学鹏、苏玉泽 留得“青山”在，也怕镍价高——青山控股镍期货被逼空

113 天津商业大学 梁学平、罗怡君 谁来拯救“买错药”的投资者？——康美财务舞弊事件案例研究

114 天津师范大学 孔繁成、张凯统、王思睿、吴柳孝、韩育萌 恒大不再恒大：流动性危机事件始末

115 西南民族大学 杨胜利、杨胜利、赵强、王诗丹、张悦 虚增营收，走上自融不归路——雪松 200 亿理财爆雷迷局

116 南京财经大学 张成、徐亚娟、陈志聪 中小银行治理疑无路？且看恒丰银行柳暗花明获新生

117 广西大学 覃巍、罗晰颢、林鹭 “妖镍”风波启示录——青山集团伦镍事件始末

118 东北农业大学 李萍、吕钰琦、何瑞石、李欣铮、李婧婷 保险PLUS期货，重生还是毁灭——以甘肃静宁苹果为例

119 重庆工商大学 黎毅、赵宏珏 散户VS机构的期权交易——游戏驿站事件始末

120 燕山大学 郑涛、陈良杰 恒大难“恒大”——恒大集团债务违约始末

121 上海外国语大学 李蕊、解洛雅、郭沛然、刘子园 引路人的穷途末路：Archegos爆仓事件始末

122 天津大学 谭庆美、谢永强、魏浩梁、胡文杰 从精准扶贫到乡村振兴——牧原股份的社会责任之旅

123 山东理工大学 蔡雯霞、韩金宝、张双、 邓琳琳、诸葛瑞阳 “镍”来风雨声，“滑”落知多少 ——青山集团伦镍逼空危机始末

124 江西师范大学 叶松勤、余紫娟、燕蕊、王梦
中移金科：金融科技创新的赋能之路
——基于供应链金融商业模式、场景创新与价值创造视角

125 西南政法大学 陈志英、王涛、邱新国、肖忠意 "青山"依旧在，"妖镍"波未平:LME镍逼仓事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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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 叶小杰、王冬丽、范宝燊 青山控股：“妖镍”逼空为哪般？

127 华东政法大学 王芳、常宁
青山求万仞，“镍”盘可重生？
——针对青山集团“伦镍”逼仓事件案例分析

128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李丽红、宗沛进、龙梓桁席雨菲、袁玉婷 义利兼顾：中和农信的公益小额贷款及其证券化融资

129 华中师范大学 李好、李洋、陈世德 “散户之役”还是“机构之争”——美国GME公司股价暴涨案例分析

130 北方民族大学 张晓凤、郭涵、刘晗 醉生梦死的ESG基金：利益与责任的权衡博弈

131 广西师范大学 蒋团标、苏柳榕 姚老板“野蛮人”变身“跑路人”?

132 湘潭大学 罗蓉、董雨轩、罗岚、薛文娟、 王琼 绿色金融破局者——金融科技赋能的网商银行

133 北京交通大学 陆超、邵羽祺、刘洋、李紫薇、刘庭竹 中小投资者保护开启新篇章——投服中心康美药业诉讼案例研究

134 河北工业大学 陈阳阳、于林玉、孙倩、王少燕、朱清香 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宜华生活深陷造假泥潭

135 华东师范大学 孙丽、金艺杰、仇煜琪 “拆”赢未来：打造生益科技的第二成长曲线

136 齐鲁工业大学 位华、张桐、施雪纯、张悦、王慧 供应链金融实践及数字化创新：以广联达为例

137 东北农业大学 崔峦菘、王傲群、薛少东、王淇、郑旭 “青山”行未尽，绿水去何长——且看资本围猎下的中国镍王如何杀出重围

138 贵州财经大学 韩田、王露竹、张杰
创新工具通“明渠” 金融“活水”汩汩来
——以贵州省紫云县创新金融扶贫模式为例

139 福州大学 林朝颖、刘洋洋、韦莉芹、郭慧芳、林亨 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百谷王区块链助力小微逆境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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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广西大学 刘骞文、康洁妮、杨兆仁 被狙击的期货大空头——青山镍风险事件分析

141 天津大学 郭名媛、许亚威 邮储银行：保障农户权益，助力农业发展

142 东北财经大学 姜学军、赵乾翔 独董“离职潮”的背后

143 广东工业大学 何淑兰、刘瑞媛、郭禹成、黄治铭 协同破产重整 ——当海航仅剩下海航

144 中央民族大学 陶春生 社交媒体时代的新局——复盘游戏驿站散户与机构大战事件

145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 谢军蓉、张天赐、庄子瑞、任鹏、向能博 中天科技：股份回购与可转债的联结

146 广州大学 付一婷、吕康琪、廖晶晶、姜晨 《“沧海明珠”格力电器：股价暴跌背后的秘密》

147 四川大学 曾忠东、何佳柔、李冰洁
联想疑云重重的前世今生：科技企业还是金融帝国？
——基于实体企业金融化视角

148 中国人民大学 许荣、冯荟凝
凤凰涅槃：政策支持、价值投资还是关联交易？
——国寿资产“凤凰”纾困专项产品案例研究

149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郑侠、严锴成、赵娜、张鸿丽 整改中的“蚂蚁”——我国金融科技监管未来路在何方？

150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余明桂、贾如、代汝泽、徐一铭、陈宇星 金融科技赋能智能营销——数字招商银行的人工智能布局

151 云南大学 付庆华、罗锐、丁晗芮 金融科技赋能乡村振兴——恒丰银行“好牛快贷”助力数字乡村建设

152 暨南大学 蒋海、陈霜怡、王梓峰、袁超 “三道红线”政策的短期阵痛与长期福利-以恒大违约事件为例

153 安徽财经大学 吴鑫育、吴梦琪 改名即改命：吉林森工的暴涨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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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江西师范大学 胡礼文、王杰、黄筱祺、宋启富、林正超 “水互”传——水滴互助平台缘何关闭？

155 湘潭大学 杨巨、吴峰、李涛、刘琴、解之柳 建生态之圈，理散户之财——东方财富的进阶之路

156 湖南科技大学 王文涛、宋振业、林宗翼、王攀、蔡嘉兴 苹果不“贫”凡：郑商所“保险+期货”模式的精准扶贫之路

157 广州大学 于之倩、李帆、左梦瑶
昨夜寒风入“镍”关，逼空箭飞满“青山”
——揭开青山集团被逼空的奥秘

158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李勇、常菁、施骅芸、高词 “碳”案记——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首例数据造假案

159 贵州财经大学 王资燕、锁配敏、张美美、张灶荣、洪乐乐 枝繁叶茂 硕果累累——平安银行人工智能应用

160 湖南大学 何婧、谷露、吴思玮、彭攀、王珑融
“托”起扶贫产业发展未来
——第三次分配视角下临洮县慈善信托的成功实践

161 华北电力大学 田光宁、孟令宇、陆钰 “狙击”之劫中的照见——中国银行原油宝穿仓事件

162 石河子大学 孙志红、何亚萍 急功近利 满盘皆输：“中国养猪第一股”的退市之路

163 中国人民大学 宋玮、张媛、李艳蓉 从“原油宝”穿仓事件看新媒体环境下商业银行声誉风险管理

164 山东工商学院 谷增军、吴玲玲 财报数字透视：江淮汽车路在何方

165 厦门大学 郭晔、赵彦哲、曹珂迪、黄梦琪 高杠杆下的发展——蚂蚁金服ABS业务扩张风险之鉴

166 南京农业大学 何亮、张昭、王雨彤、陈思远、李佳其 破“壳”而出，不负“众”望：微众银行数字普惠金融之路

167 南京审计大学 严伟祥、孟慧、高国访、徐回源 股债双杀，大厦将倾：恒大危机的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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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周艳利、卢国立 房住不炒:“深房理”的罪与罚

169 武汉大学 周洋 被量化的道德标准——ESG是噱头还是机遇？

170 西南大学 张林、曹星梅、刘秋伶、杨艺慜 顺风使“泛”凌绝顶，桑田沧“海”何纾困——泛海金融帝国浮沉记

171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丁建臣、王豪、张露子、周芮帆、宋海燕 阜兴系案：“私募基金”还是“非法集资”？

172 复旦大学 陈硕、夏冰 暴走的零佣金：平权的天使还是割韭菜的恶魔？

173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 马长峰 青山控股：做镍反被“妖镍”

174 同济大学 石建勋、李姿毅、熊璐 大连圣亚的控制权之争

175 中南大学 陈建中、盛虎、钟京、欧奇鑫、刘柏文 蛋壳破了：金融从天使到恶魔带来的思考

176 安徽理工大学 王建民、李孺珍、姚斯嘉、许中文、范思祎 兰因絮果——恒大金融工具应用创新与实践

177 南华大学 刘洪波、刘俊莹、段豪 俄乌冲突背景下西方对俄的金融制裁与俄罗斯反制的博弈

178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徐菱涓、吴芳腾、陈思航、倪婉清、高尚 恒大降杠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179 湖南科技大学 张群卉、吴廷贤、洪子馨、何宇、孟昊 大厦将倾还是浴火重生？——欧美制裁下俄罗斯金融破局之路

180 湖南科技大学 成鹏飞、黄钰譞、付浩 大北农的智慧养猪之路：“互联网+农业”恋上供应链金融

181 中国政法大学 胡继晔、张哲源、刘姊玥、李崇纲、贾小婧 冒烟指数如何“防火”——监管科技赋能地方金融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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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安徽大学 邓道才、随焱焱、刘蕾 魂断金控扩张之路，重回不良资产主业——中国华融的落幕与重启

183 中国人民大学 涂永红 根治拖欠顽疾：中国农业银行首创工薪宝平台

184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宋国良、李晋、宋成、蔺思源 股份回购背后的逻辑——美的集团&格力电器的案例解析与比较

185 广东财经大学 刘湘云、胡俊、冯柏挺、林恒菁、 刘恬忆 借力区块链——简单汇启航供应链金融新征程

186 广西大学 范祚军、刘家豪、尚文清 “妖镍风波”：青山集团逼空事件研究

187 华南师范大学 彭文平、李凌洁、骆绮雯、彭朝娣 “房住不炒”下逆势而为:恒大危机事件的成因与影响

188 复旦大学 罗忠洲、张夕瑶 LME“妖镍”：青山集团遭史诗级逼空的前因后果

189 山东大学 孙涛、黄露露、唐甜甜 激发人才的金融价值——人才金融和人力资本服务业发展探析

190 天津财经大学 郭娜、李妍、蒙婷婷 华夏幸福“塌房”背后——信用评级能否守好债市大门？

191 山东科技大学 马慧子、孟宸苇、王赢、刘美娟 新“赵氏孤儿”？——鲁南制药股权争夺记

192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巩在武、黄海川、郑玉华、李玥 医药行业求生手册——恒瑞医药何时“柳暗花明”

193 深圳大学 朱福敏、李珊慧、郑尊信 联邦学习助力银行数字化转型

194 山东农业大学 张新洁、王晓、陈慧琳、刘瑞敏、张玉茹 华夏幸福：能否实现“全员幸福”？

195 南京审计大学 刘骅、李原昕、杨玥 地方政府债务化解新思路——“茅台化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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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 华东师范大学 蓝发钦、陆逸阳 百年老字号焕新颜——云南白药以“混”促“改”谋发展

197 西南政法大学 范传棋、邓睿 招联消费金融：放贷帝国的崛起及伦理透视

198 上海外国语大学 章玉贵、阙红斌、颜晨、 李雅勤、何晓钰 悬在美国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债务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归宿

199 上海财经大学 李曜、何亚纹、李芊蔚、张炜尔、陈帆 养老FOF基金如何破解养老金融困局

200 苏州科技大学 赵扬、钱燕、刘雨晴、徐孜杰、李智国 供应链金融如何打破社区团购消亡的终极魔咒？

201 安徽大学 汪芹、王明璇 “妖镍”逼空风暴——青山控股折戟期货市场

202 贵州财经大学 张小成、何宏艳、张海、陈柳华 中小城商行的大理想——贵州银行如何炼成“赤道银行”

203 重庆大学 廖冰、彭凤远、赵浙钧、黎博宇、张雅妮 海底捞的估值：疫情下的清汤还能变红汤？

204 华南师范大学 屠新曙、李凯锋、荀子儒、金智雄、林晓锋 北通南，南通北：中国债市的国际化探索之路

205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单海燕、郭青青、梁静、皮文杰、郑玉华 与狼共舞——青山控股镍事件分析与启示

206 中央财经大学 应展宇、肖雪铭、鹿爽、刘娟、傅若玮 IP推动难以为继，行业龙头股价腰斩——流媒体之王Netflix的戏剧起伏

207 北京师范大学 郑勇 点石成金：绿能公司涅槃之路 ——中小国企改制与激励探微

208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吴柏毅、陈慧芳 SWIFT制裁：“大杀器”还是“纸老虎”？

209 浙江工商大学 陈志娟、马长峰 IPO行业认定：以蚂蚁集团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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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北京语言大学 朱尔茜、黄少媚、樊川、曲越、王文 北京文化：从爆款制造机到“带帽”ST

211 深圳大学 郑尊信、时滢、朱福敏、邓飞宏、吉伯鹤 中小商业银行零售信贷数字化转型之路

212 苏州科技大学 张浩博、孙甜甜、温馨、祝演、刘峻峰 招商银行：区块链助力供应链金融模式创新

213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储小俊、徐利 “负”可敌国？恒大深陷债务泥潭！——中国恒大债务危机案例分析

214 上海交通大学 陆蓓 银行理财产品为什么不保本保息了？——理财产品的业务异化与资管重生

215 重庆工商大学 曾胜、石倬瑞、张钰虹 奏响“双碳”主旋“绿”——南方航空碳配额资产证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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