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等学校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联席会经济与管理学科组 

2021 年第五届“智享杯” 

全国高校经管类实验教学案例大赛决赛通知 
 

各有关单位： 

实验教学与案例教学是高等学校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方式，可以有效锻

炼和提高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和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进一步推进高等

学校经管类实验教学案例库的建设工作，加强数据科学在经管实验案例教学中的

运用，高等学校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联席会经管学科组将继续举办 2021 年

第五届“智享杯”全国高校经管类实验教学案例大赛，决赛也将如期举行。经过

前期各高校积极组织与申报，大赛共收到 55 所高校的 134 个经管类实验教学案

例、数据案例和其他案例，通过专家匿名初审，已评出入围决赛案例。现将决赛

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高等学校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联席会经管学科组 

承办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协办单位：北京百智享科技有限公司 

二、决赛时间与地点 

时间：2021 年 11月 6日-7日 

地点：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徐汇校区）A300报告厅 

三、决赛日程 

时间 内容 

2021年 11月 05日 全天报到 

2021年 11月 06日上午 开幕式、教师组和学生组上半场决赛 

2021年 11月 06日下午 教师组和学生组下半场决赛 

2021年 11月 07日上午 实验教学案例专家报告会及大赛颁奖典礼 

四、奖项设置 

决赛设置特等、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大赛组委会将为获奖者颁发证书



和奖金。其中，特等奖 2项（教师组和学生组各 1项），每项奖金 10000元；一

等奖 4 项（教师组和学生组各 2 项），每项奖金 6000 元；二等奖 8 项（教师组

和学生组各 4项），每项奖金 3000元；三等奖 16项（教师组和学生组各 8项），

每项奖金 1000 元；优秀奖若干项，每项奖金 500元。 

对于特别优秀的参赛作品，经大赛组委会研究审定后，将特别颁发“智享案

例金奖”（增设，不占上述奖项名额，坚持“积极鼓励”与“宁缺毋滥”原则），

数量为 0-2项，每项奖金 30000元。 

五、费用标准 

参赛和观赛师生需缴纳会务费，教师会务费 980元/人（含会务费、资料费）；

学生会务费 490 元/人。大赛组委会委托大赛协办单位北京百智享科技有限公司

收取相关费用并出具发票，可微信、支付宝和转账支付会务费，信息如下： 

账户名称：北京百智享科技有限公司 

账    号：110061450018010027763 

开 户 行：交通银行北京五棵松支行 

大赛期间就餐统一安排，酒店自行预订。 

六、住宿推荐酒店 

推荐酒店 

序号 酒店名称 星级 地址 距离 联系方式 参考价格 

1 西华酒店 4星 
上海市徐汇区淮海西路 1号上海西

华酒店 
306米 

021-52585656

（樊经理）
500 

2 
宜必思上海徐家

汇酒店 
3星 

番禺路 858号靠近 10号/11号线

交通大学地铁站 4 号口 ，近淮海

西路 

490米 
021-62838800-9

（韩老师预定）

439-469

（含早）

3 
苏荷精选花园别

墅酒店 
4星 

上海长宁区泰安路 115弄 9号,(近

华山路) 
635米 021-52289968 519-809

4 银星皇冠 5星 上海市长宁区番禺路 400号 717米 
13901864226 

苏经理 

1100 

（含早） 

5 天平宾馆 4星 
上海市徐汇区天平路 185号（近衡

山路） 
722米 

400-755-8888

汤经理

500-528

（含早）

6 万怡酒店 5星 虹桥路 100号 890米 
13701712259 

邹经理 

1200 

（含早） 

7 久事衡山大酒店 5星 上海市徐汇区衡山路 534号 1公里 
021-64377050*3705 

刘经理
1000-1100 



8 

9 

10 

13818934715 

13816529907 700 JG 
美去阳致酒店 4星 建国西路691号 l. l公里

翁经理 （含早〉

全季上海徐家汇
3星

上海市徐汇区肇嘉棋路1065号靠
l. l公里 021-60823000 500-600

酒店 近天钥桥路

汉庭优佳上海延 021 52388177 
330-3503星 上海市长宁区番周路1号 l. 2公里

安路酒店 “华住会
”

App预定

酒店预定说明：上海进博会期间，酒店房价普遍上浮，且房源紧张，请尽早联系

酒店预定。酒店价格可能会依据房源情况调整。

七、咨询电话

大赛组委会秘书处：吕明珠 010一88191600; 13501225194 C同微信〉

学科组秘书处：厦门大学：周红刚 0592-2186019, 18959286019,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吴琼雷 13918616338

经营：学科组一案例大赛QQ群： 275727386

八、其他事项

决赛名单、参会回执以及其他案例大赛相关文件，请登录中国经管实验教学

案例平台Chttp://zgcjal.chinadatacase.com）。

        决赛案例学生组报到时，指导老师需现场带队，做好团队安全工作。 按照政

府相关规定， 请参赛代表做好疫情防护工作。因疫情的不确定性，本届大赛随时

可能改为线上决赛，请参赛和观赛师生预定可取消订单的酒店。

附件 l： “ 2021 年第五届全国高校经营类实验教学案例大赛 ” 入围决赛名单

附件 2: “ 2021 年第五届智享杯全国高校经管类实验教学案例大赛 ” 参会回执

高等学校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联席会经营乒科组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代章）

2021年四月 18 日



附件 1：2021 年第五届全国高校经管类实验教学案例大赛入围决赛名单（按参赛作品单位首字母排序） 

一、网络评审入围决赛名单（教师组） 

序号 所在学校 作者 组别 题名 

1 安徽财经大学 邢小军、孙利娟 教师组 基于技术轨道理论的零售业业态演化 

2 安徽工程大学 操雅琴 教师组 “多模态测量数据驱动的用户体验评价”实验教学案例 

3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李晨溪、陈婧 教师组 直播助农：C县淘宝村的营销之道 

4 北京物资学院 

张海军、陈蕾、李锋、岳溥庥、韩

丽华 教师组 快递自提网点布局优化 

5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王艳萍、马英乔 教师组 新零售背景下基于关联分析（Python）的超市转型案例分析 

6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杨军、苏恪、李震宇 教师组 发展机遇与挑战 ——RCEP 对世界经济和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分析 

7 复旦大学  张新 教师组 横向并购中的产品定价权及其价值 -基于 A企业并购的模拟 

8 广西财经学院 孙穗、陆建英 教师组 

网络媒体的公司治理效应之析：“舆论监督”还是“新闻炒作”——基

于 2012-2019 年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9 广西财经学院 朱小明、陆维研 教师组 中国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测度案例 

10 河北金融学院 田旭、张瑶、于瑞卿、孙娜 教师组 匠心家居的商业模式创新抉择 

11 河北金融学院 刘政永；张瑶；冯小翠；孙娜 教师组 金融风控？！ 基于 Python 的信用卡欺诈模型构建研究 

12 湖北经济学院 马苗苗、姚和平、陈忠伟 教师组 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论高管海外经历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13 湖北经济学院 潘娜、徐慧玲、吴瑞泽、吴梓萱 教师组 期权组合交易策略设计 

14 湖北经济学院 周庆 教师组 

基于博弈理论的讨价还价技能训练的模拟谈判仿真实验 ——以百合网并

购世纪佳缘模拟谈判为例 



序号 所在学校 作者 组别 题名 

15 华东理工大学 吴玉鸣 教师组 

基于城市与区域经管数据实验室云平台的实验研究教学案例：旅游经济

增长及其溢出效应的空间面板计量经济分析 

16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邓鸣茂、阳久祥 教师组 

机构投资者“抱团”交易的社会网络对股票极端尾部风险的影响研究—

—基于机构持股大数据的社会网络分析 

17 上海交通大学 尹海涛、罗俊、瞿茜、文喜峰 教师组 新能源微电网的经济评价和系统优化实验教学案例 

18 上海交通大学 鲍杨 教师组 上市公司年报的文本分析 

19 上海师范大学 黄建中 教师组 科创板 IPO 股票发行市场化定价与网下配售实验教学数据案例 

20 武汉东湖学院 

李秀萍、万娟、万炜娜、吴琼、孙

丽 教师组 《个人理财》综合案例分析 

21 武汉工商学院 

张丹丹、李明、黄颖、吴利霞、吴

迪李萱 教师组 基于挣值法的项目动态成本与进度管理虚拟仿真实验教学案例 

22 武汉工商学院 万辉、李进华、周静 教师组 “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舆情分析 

23 西南大学 于同奎 教师组 基于沪市数据的投资组合理论及其预测有效性实验案例设计 

24 西南石油大学 郭志钢、刘琴、刘欣仪、龙程程 教师组 生鲜商品电商销售与仓储物流策略优化的大数据分析实验 

25 郑州商学院 董红杰、祝利芳、李芳、娄鹏震 教师组 财务共享虚拟仿真实验 

26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

学院 王瑞云 教师组 房地产企业土地增值税清算税务鉴证教学案例 

27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李志生、孙宪明 教师组 期权交易策略的风险特征仿真实验教学案例 

28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余昇、朱俊丞 教师组 

利用在线评论评估 2021春节档电影观影满意度—基于 AHP和概率语言术

语集（PLTSs）模型的模糊综合评价方法 

29 重庆财经学院 李倩 教师组 见微知著——从资产的不同认定看企业盈利模式的分析项目 



序号 所在学校 作者 组别 题名 

30 重庆邮电大学 

周青、樊自甫、田茂山、刘进、张

伟 教师组 基于大数据分析的金融支付虚拟仿真项目 

二、网络评审入围决赛名单（学生组） 

序号 所在学校 作者 组别 题名 

1 安徽大学 葛新杰 学生组 商业银行贷款违约风险识别——基于客户的人口特征 

2 北方民族大学 闫芳娟 学生组 守护美味——H公司债务重组的风雨之路 

3 北方民族大学 赵纳 学生组 Z 公司失信原因及对绩效影响的研究分析 

4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苏恪 学生组 利用 python 探究我国资本市场是否有效 

5 防灾科技学院 何伟铭、李楠、孙瑞婷 学生组 普惠金融视角下我国巨灾保险购买意愿影响因素分析-以地震保险为例 

6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

国商学院 陈健生、高可月、杨媛媛 学生组 野性消费对纺织服装行业的影响以及启示——以鸿星尔克为例 

7 广西财经学院 

杨修、韦欢、傅卓红、文佳欣、潘

泳宁、庞梦可 学生组 

“一带一路”背景下创业导向与国际化进程组态对国际创业绩效影响的

研究 

8 广西财经学院 曹文静、谢海燕 学生组 顾客使用天猫销售券预测 

9 广西大学 刘琦 学生组 热点事件的主动感知实践——基于情感分析与词云图可视化 

10 贵州商学院 杨彭俊魁 学生组 大数据分析在政府审计的运用 

11 合肥学院 袁超 学生组 哔哩哔哩视频数据爬虫以及可视化分析 

12 华东理工大学 吴青山；吴玉鸣 学生组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扩容对劳动力错配的影响研究 



序号 所在学校 作者 组别 题名 

13 南京财经大学 陈瑾垣 学生组 

新零售背景下供应链社区模式逆向整合研究 ——基于 SEM结构方程的分

析 

14 南京财经大学 

姚定俊、廖怡琳、胡进展、徐亚

娟、张影 学生组 保险之惑：返还骗局 or投保良机？ 

15 南京财经大学 和运泽 学生组 信用卡用户画像及贷款违约风险预测模型——银行数字化转型实践 

16 内蒙古财经大学 

余琳清、张峻铜、何文静、孙吴

敏、朱可欣 学生组 《千古马颂》文化演出项目价值评估案例分析 

17 山东大学 王熙栋、韩振 学生组 基于人人贷散标数据的画像分析 

18 上海财经大学 沈豪 学生组 关于各大航空公司博文文本挖掘与可视化 

19 

上海财经大学、烟台

大学、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师范大学 

沈林松、刘柳、林婷、陳嘉雯、顾

天阳、黄可意、倪鑫磊、刘洋、王

冉、许思嘉、贝玥玥、杨薇冉 

学生组 学习好极了——基于思政主题学习的量化实验课题研究 

20 上海交通大学 陈苡暄、文喜峰、邹炎 学生组 基于机器学习的金融风控违约预测 

21 上海交通大学 梅思琪、井润田 学生组 房地产企业决策仿真实验案例 

22 上海交通大学 肖蕊 学生组 公共卫生事件中的谣言传播过程分析与模拟 

23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陈凯 学生组 比特币价格数据爬取、存储、分析及预测 

24 西南财经大学 孟钰皓、戴瑞、杨光 学生组 大数据时代的定价方法—以非标市场民宿价格为例 

25 新加坡管理学院 文星迪、余际泽 学生组 Superstore 公司销售数据分析 

26 云南财经大学 薛晓锐、潘宇庭、符新伟、武朝霞 学生组 上采样技术对信用卡欺诈识别的影响分析 



序号 所在学校 作者 组别 题名 

27 

浙江财经大学、兰州

财经大学、天津财经

大学、天津财经大

学、天津财经大学、

伯明翰大学 

王旭耀、郑婷、王慧颖、于跃畅、

刘雅萱、张溪溪 
学生组 数字普惠金融在促进城市经济增长时是否存在“数字鸿沟”？ 

28 中国传媒大学 韩林汐、徐心和 学生组 社交媒体平台剥削模式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以微博为例 

29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皮宇沨 学生组 基于 Python 的数字普惠金融数据分析 

30 重庆工商大学 黄缨焯 学生组 基于网络评论文本的情感倾向研究分析——以重庆市 5A级旅游景区为例 

三、复活案例名单 

复活说明：本届案例大赛开设网络人气投票环节。大赛开启网络人气投票，分教师组和学生组评比。每组未入围决赛案例中最佳人气案

例将复活，进入决赛，详情见后续发布。 

  



附件 2：参会回执 

“2021第五届智享杯全国高校经管类实验教学案例大赛”参会回执 

院校/单位  大学 

参会人员 

姓  名 性  别 职务/职称 办公电话 手  机 邮  箱 

住宿酒店 入住日期 11月  日 退房日期 11月  日 

是否参加 11月 5日数字经管院长论坛（获取通知请关注“财经云学苑”）： 

是否就餐 11月 5 日晚餐（自理） 11 月 6日午餐（ ） 11 月 6日晚餐（ ） 11 月 7日午餐（ ） 

开票信息 

（普票） 

抬头： 

纳税人识别号： 

其他信息：若需要 

是否可以合开一张发票：是（ ）  ；  否（需分别开     张）。 

对大赛的建议 

注：1、此次大赛会务费发票，将以电子发票的形式发送到回执填写的邮箱，请务必填写正确。 

2、此表复制有效，会议回执请发送至邮箱：case-share@e-courses.cn（2021 年 10 月 20 日前） 
3、会议咨询联系人：大赛组委会秘书处 吕明珠 010-88191600，13501225194（同微信）；上海交通大学 吴琼雷 13918616338

4、因疫情的不确定性，本届大赛随时可能改为线上决赛，请参赛和观赛师生预定可取消订单的酒店。



2021 年第五届“智享杯”全国高校经管类实验教学案例大赛总决赛报到说明 

 

致案例大赛参赛和观赛的师生们： 

 

       根据上海交通大学防疫工作组最新分类管理要求，校外人员入校均须提

前申报：提供——①健康码(绿色)、②行程码(不带星号，不可多码合一)、③外

地来沪人员须提供申请日 48小时内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报告，方可申请入校。 

       申报成功人员会收到入校短信通知，届时请务必携带好身份证原件凭短

信入校(不接受电子身份证或照片)。 

       本次论坛申报工作预计于 2021/10/31 启动（会务组将打开申报通道并通

知各位进行申报，在此之前无需任何操作），2021/11/2 截止。为确保本活动安

全、平稳、有序运行，请各位入校嘉宾提前做好申报准备，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2021.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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