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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大团“2017”26 号 

 

关于表彰 2017 年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
社会实践活动组织工作奖、十佳团队、优秀团队、
优秀实践基地、优秀调研报告和先进个人的决定 

 

各学院团委： 

2017 年暑期，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成长

成才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和中央、省委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

进一步引导和帮助广大青年学生在社会实践中受教育、长才干、作

贡献，商大学子开展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特色鲜明的实践活动。

我校学子在实践活动中，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勤学、修德、明

辨、笃实‛的‚八字真经‛要求，树立和践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为实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实现中国梦贡献了力量。全校

的暑期社会实践活动覆盖面广、针对性强、实效性显著，探索总结

了实践育人新机制，顺利完成了预定目标。 

为总结经验、表彰先进、宣传典型，在各学院总结交流、民主

评议的基础上，校团委决定：授予杭州商学院、管理学院、公管学

院、法学院、外国语学院 5个学院‚浙江工商大学 2017年暑期社会

实践组织工作奖‛称号；授予艺术学院——‚小艺鹿‛暑期社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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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队等 10 个团队‚浙江工商大学 2017 年暑期社会实践十佳团队‛

称号；授予食品学院——‚食安之行，始于足下‛浙江工商大学携

阳小队等 9 个团队‚浙江工商大学 2017 年暑期社会实践优秀团队‛

称号；授予杭州商学院——桐庐县新合小学等 11个基地为‚浙江工

商大学 2017 年暑期社会实践优秀基地‛称号；授予《关于大墅镇农

村电商发展调研报告》等 402 篇报告为‚浙江工商大学 2017 年暑期

社会实践优秀调研报告‛称号；授予盛中华等 642 位同学为‚浙江

工商大学 2017年暑期社会实践先进个人‛称号。 

希望全校广大团员青年以受表彰的先进集体、优秀团队和个人为

榜样，勇于实践、甘于奉献、敢于创新，在暑期社会实践中受教育、

长才干、做贡献。希望各个学院通过树立典型、宣传先进，扎实推广

暑期实践中好的经验和做法，进一步把握新特点、研究新思路、探索

新机制，更好地推动我校暑期社会实践工作的可持续性发展。 

 

附件：浙江工商大学 2017年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

实践活动组织工作奖、十佳团队、优秀团队、优秀实践基地、优秀

调研报告和先进个人名单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 

 

 

共青团浙江工商大学委员会办公室       2017年 11 月 12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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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浙江工商大学 2017 年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

践活动组织工作奖、十佳团队、优秀团队、优秀实践基地、

优秀调研报告和先进个人名单 

 

一、浙江工商大学 2017 年暑期社会实践组织工作奖名单 

杭州商学院 

管理学院 

公管学院 

法学院 

外国语学院 

 

二、浙江工商大学 2017 年暑期社会实践十佳团队名单 

艺术学院： ‚小艺鹿‛实践团队 

管工学院： 青志青藤服务团队 

财会学院： 浙江工商大学圆梦益行小分队 

信息学院： 白帽子联盟 

管理学院： ‚管爱淳真‛暑期社会实践队 

经济学院： ‚丝路中国〃青春浙江‛暑期社会实践团队 

人文学院： ‚古语品今朝，往事铸新魂‛实践团队 

公管学院： ‚有爱无碍，情满杭城‛无障碍地铁暑期社会实践团队 

金融学院： ‚脚踏实地，树立远大理想根基‛实践团队 

统计学院： ‚喜迎十九大，统计浙商行‛暑期社会实践团队 

 

三、浙江工商大学 2017 年暑期社会实践优秀团队名单 

食品学院： ‚食安之行，始于足下‛浙江工商大学携阳小队 

外国语学院：‚英行剧动‛英语短剧研究实践团队 

旅游学院： ‚旅意盎然‛实践团队 

法学院：‚走进浙江，体验寻根之旅‛暑期社会实践队 

杭州商学院：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执暮实践团 

东语学院： ‚爱在东方‛实践团队 

环境学院： 环境学院‚小水滴‛志愿队 



 

 4 

信电学院： 守望江河——E水行 

马克思学院：剿灭劣 V 类水 建设美丽浙江--五水共治社会调查实践团 

 

四、浙江工商大学 2017 年暑期社会实践优秀实践基地名单 

杭州商学院：桐庐县新合小学 

管理学院：共青团淳安县委驻杭州工作委员会 

统计学院：义乌国际商贸城 

外国语学院：杭州市桐庐县桐君街道 

管工学院：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田洋陈村 

法学院：西湖水域管理处 

信息学院：杭州萧山山水苑社区 

财会学院：丽水市三胞树人小学实践基地 

信电学院：杭州市桐庐县莪山畲族乡 

马克思学院：浙江工商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基地 

公管学院：丽水市山口镇团委 

 

五、浙江工商大学 2017 年暑期社会实践优秀调研报告名单 

（一）工商管理学院 

序号 学院 论文（报告）名称 
作者姓名 

（如为多人合作，请按顺序排列） 

1 管理学院 
传统手工业的电子商务转型发展道路 

       ——以杭州王星记纸扇为例 
黄淼淼 

2 管理学院 关于建德古建园林保护管理的现状剖析及对策的调研报告 盛中华 

3 管理学院 关于大墅镇农村电商发展调研报告 王旭阳、陆超琼、刘国锋、孙欢 

4 管理学院 关于苏宁易购 O2O融合推进现状的实习调研 孙嘉赟 

5 管理学院 
‚管爱淳真，筑梦大墅‛ 

——工商管理学院青年志愿者暑期支教活动报告 

吴舒婕、原萌、韦伟晨、朱少宁、

钟潇悦、徐康明、陈乐琪 

6 管理学院 关注高校后勤子女调查报告 张琴、虞惠冰、邱超蒙、童泽毅、

黄智强、张浩天、胡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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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管理学院 大学校园被忽略的群体——高校后勤职工子女调研报告 
张天文、郑晓青、方梦真、 

兰凯、王俊慧 

8 管理学院 浙江省生态文明改革调研——以馒头山‚三改一拆‛为例 余佳丽、郑霞、项志豪、范泽宇 

9 管理学院 关爱后勤子女——高校后勤子女调研报告 
王婧瑶、黄洁茹、应歌、王一平、

潘灵婧，李紫婷 

10 管理学院 
关爱空巢老人，践行光影公益 

            ——关于空巢老人群体现状的调查报告 

陈欣悦、沈竹苑、杨澜、王晓雯、

陈怡、陈柳静、冯依琳 

11 管理学院 社会企业的多重身份平衡与社会影响力提升研究 李灿灿 

（二）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 

序号 学院 论文（报告）名称 
作者姓名 

（如为多人合作，请按顺序排列） 

`1 旅游学院 ICT背景下线上休闲活动对城市商业街道活力的影响分析 赵珂徐乐怡杜夏钦 

2 旅游学院 大学生网购情况及其对外出购物的影响分析 赵珂徐乐怡王伟权杜夏钦 

3 旅游学院 
博物馆及相关旅游人口结构以及出行目的调查报告 

                       ——以“乾隆展”为例 
童一风 

4 旅游学院 关于暑期乾隆展开展情况的实践调研报告 来雨薇 

5 旅游学院 会展活动游客满意度研究——以西湖博物馆乾隆展为例 钟馨 

6 旅游学院 桐庐合村乡全域旅游发展现状调研报告 申振涛、谢盛爽 

7 旅游学院 桐庐合村乡旅游交通便捷性探究 黄译萱、龚贺 

8 旅游学院 关于合村乡旅游标识的调研报告 蔡跃强、李明静 

9 旅游学院 合村乡基础设施现状研究及优化对策 王婉盈、孙雪晨、疏晨飞 



 

 6 

10 旅游学院 
贫困山区新型农民家庭教育对其子女影响的研究 

                   -----以衢州市太真乡为例 
姚泽源 

11 旅游学院 
浅析家庭因素对孩子成长的影响 

      ---以浙江省衢州市太真乡实验小学的学生为例 
牟塞雅 

12 旅游学院 
贫困山区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现状调查分析 

       ——以衢州市太真乡中心小学为例 
郑琪 

13 旅游学院 贫困山区新型农民家庭教育对其子女影响的实践研究 朱星宇 

14 旅游学院 浅谈农村小学不完整家庭对儿童教育的影响 王超 

15 旅游学院 影响农村小学生学习成绩的家庭因素及对策论文 聂珍珍 

16 旅游学院 
贫困山区农民家庭教育对其子女影响的现状调查分析研究

-----以衢州市太真乡为例 
刘江玉 

17 旅游学院 
留守儿童容易出现的问题及相关对策 

   -----以衢州市衢江区太真乡为例 
宫晓艳 

18 旅游学院 贫困山区留守儿童教育问题分析 李猛 

19 旅游学院 
家庭背景状况对农村学生心理的影响 

          ---以衢州市太真乡为例 
叶瑶楠 

20 旅游学院 如何改善农村小学的教学质量——以太真乡中心小学为例 吴梅丽 

21 旅游学院 寻访革命老兵活动调研报告 吴思琴 

22 旅游学院 浅析红色革命军魂故事 张继科 

23 旅游学院 杭州军休大厦老兵交流调研报告 朱昱熹 

24 旅游学院 抗战老兵访问与红色基地考察调研报告 鲁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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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旅游学院 杭州市军休大厦之行调研报告 王柯心 

26 旅游学院 ‚砥砺之行‛北京高校国旗护卫队团队建设调研报告 陈璐 

27 旅游学院 关于暑期社会实践开展意义的研究 林晨 

（三）财务与会计学院 

序号 学院 论文（报告）名称 
作者姓名 

（如为多人合作，请按顺序排列） 

1 财会学院 关于丽水市大源小学留守儿童的调研报告 周雪春 

2 财会学院 深入余杭梦想小镇，探究创新发展模式 宋雨函 

3 财会学院 品匠人精神传非遗古韵 屠佳清 

4 财会学院 滴滴涨价后的使用现状研究——以杭州市为例 郭吴昊 

5 财会学院 真‚财‛实学——于浙江乐族门业有限公司财务实习 胡晓宇 

6 财会学院 
关于城市公共体育服务建设及居民体育运动的调查报告 

——以成都市龙泉驿为例 
陈泽蓉 

7 财会学院 杭州市、嘉兴市、绍兴市居民对环境状况满意度比较调研 
洪靖娅、陈杭莉、刘蔚蕾、 

沈凌伊、何嘉敏 

8 财会学院 移动支付的风险分析与控制研究——以支付宝为例 沈凌伊、何嘉敏、朱桐、余佳丽 

9 财会学院 
社会资本对城市居民居住满意度及迁居意愿的影响研究 

————以杭州市丁桥镇为例 
李奕沁 

10 财会学院 电信诈骗现象在杭州钱江新城的调研 王怡 

11 财会学院 
邪教在乡村中传播状况及弘扬社会正能量的调研报告 

——以浙江省湖州市农村为调查对象 
张莉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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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财会学院 关于传承茶文化的调查报告 李子健 

13 财会学院 关于舟山市‚最多跑一次‛政务改革现状的调研报告 邵芸芸 

14 财会学院 
关于邪教传播重灾区与全民反邪战线建立的研究 

——以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为调查对象 
尹诗芳 

15 财会学院 
关于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调研报告 

  ——以缙云县大源镇中心小学支教活动为例 
朱瑞俊 

16 财会学院 关于浙商精神发展和传承现状的调查 
姜宏倩、俞玲飞、舒娇娇、 

章佳铟、陈赛瑶、林定伟 

17 财会学院 关于温州各类企业福利情况的调研报告 纪安琪 

18 财会学院 
基于创客满意度的众创空间服务支撑体系调查 

          ——以杭州市 21 家众创空间为例 
李沁钰 

19 财会学院 品匠心传非遗——临海小分队暑期实践调研报告 
魏艺檬、郭航希 

朱昱玮、马斐妍 

20 财会学院 新时期对财会人才职业技能要求的调查 周源 

21 财会学院 
留古韵，展新颜 

 — 浙江历史文化古镇的保护与开发问题调查 

黄琦婷、李贤景、 

谢懿龙、黄焱鑫 

22 财会学院 关于义乌国际商贸城的调查报告 
俞梅玉 

23 财会学院 
关于农村留守儿童的调研报告 

           ——以丽水市缙云县大源镇中心小学为例 
韩祺 

24 财会学院 创业者说：让大学生和企业家面对面 王燕 

（四）统计与数学学院 

序号 学院 论文（报告）名称 
作者姓名 

（如为多人合作，请按顺序排列） 

1 统计学院 ‚传浙蕴之寻梦廊桥‛暑期社会实践调研报告 胡紫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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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统计学院 ‚文明邻，绘美丽旧县‛暑期社会实践调研报告 
周红霞、王义豪、 

江南玥、卓云泽 

3 统计学院 ‚爱无止境，志愿无限‛医疗志愿服务调研报告 林敏 

4 统计学院 从‚浙‛里开始：承古韵茶道，传浙江精神 甄雨 

5 统计学院 躬行远航，志愿服务——爱洒志愿行调研报告 
尉雨婷、郭文杰、代鸣剑、 

黄俊杰、胡娴馨 

6 统计学院 浅析廊桥非遗文化传承与发展 潘若凡 

7 统计学院 
柯桥中国轻纺城市场经营户挂样陈列模式转变情况调查报

告 

严旺、吴浈凯、 

杨正宇、冯小利 

8 统计学院 寻梦廊桥，贯彻古今——泰顺廊桥文化及发展调研报告 王倩 

9 统计学院 临海蜜桔发展现状及其品牌发展情况调查报告 赵璐坤 

10 统计学院 品茶之韵，味轻醍醐——中国茶现状、发展调研报告 贾博玮 

11 统计学院 轻纺业中的大世界——海宁轻纺业调研报告 任思玥 

12 统计学院 以浙江省为例对柑橘产业链各环节成本收益的研究 
杨菲阳、黄骏、 

王苦竹、周雯婧、陈晴 

13 统计学院 
与爱同行，携手共进 

——自闭症康复中心志愿服务调研报告 
谭红、郭亚倩、黄祖祺 

14 统计学院 探寻传统工艺传承与商业化的现状 郭宸颖 

15 统计学院 践行‚一学一做‛青年志愿者基层服务的实践报告 蒋晓凯 

16 统计学院 义乌国际商贸城普查现状调研报告 
杨玥、王子睿、 

于志佳、邹德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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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统计学院 守护知识之源——图书馆义工现状调研报告 冯铄岚 

18 统计学院 中国五金指数办暨永康五金指数调研报告 吕泽宇 

（五）经济学院 

序号 学院 论文（报告）名称 
作者姓名 

（如为多人合作，请按顺序排列） 

1 经济学院 ‚一带一路‛政策对宁波北仑区的影响 

陈佳瑜、褚雨欣、顾慧玲、窦铂雯、

周佳彬、金添、董思威、郑敏、张

锭婷、唐尔婕、陈建明、李丽婷、

蒋倩倩、冯绮涵、俞懿洋、胡冰洁 

2 经济学院 湖州南浔区练市黄酒、纺织产业发展调查 

胡凯洪、王芳萍、顾琳怡、林铖、

李寅、张晨、俞静、何依依、陈铭

萱、田颖、黄智婕、孙静怡、喻佳、

钟莹莹、杨守俊、曹文菡、金志凌、

江彤、毛俊辉 

3 经济学院 农村留守儿童与投资消费观——以衢州市为例 
吴孝东、许岩、李侨伊、 

郑玲欣、齐海强 

4 经济学院 
‚三改一拆‛及其拆后土地利用分析 

     ——基于对杭州市萧山区临浦镇的调查 

倪柯臻、吴羽洁、 

柯海霞、魏巍、黄骏 

5 经济学院 
‚‘互联网+旅游’中的 O2O模式——以组织大学生开展体

验式旅游为例” ——项目调研报告 
李婷婷、毛锦雯、平垚锋、冯涵滢 

6 经济学院 
‚丝路中国〃青春浙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舟山分队调研

报告 

蒋方楠，郑佳豪，徐欣欣，余欣怡, 

毛淑晴，邵月华，陈钰雯，唐永泉，

黄子洋，丁梦洁，许蒋鸿，叶胡淞，

张晓宇，金森杰，陈柳依 

7 经济学院 低碳扶贫在浙江—以景宁、文成为例探究实施效果及对策 李丹婷、金巧怡、倪柯臻、邵芸芸 

8 经济学院 ‚人口老龄化对家政服务业的影响‛--以杭州市为例 王曼如、陈周婷、张智齐、童丽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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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经济学院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与城市产业效率增进 
黎灵芝、符永亮、张梓媛、林欣欣、

袁蕾 

10 经济学院 从农村出去的人才如何反哺农村 
郑丹璐，孔庆琪，李善新，李启冉，

殷佳辉 

11 经济学院 浙江省小城镇综合治理的对策与现状研究 柳琼、秦政、黄冰冰 

12 经济学院 排污权交易与污染治理研究——以嘉兴市为例 顾杨阳 

13 经济学院 
商业城开业对大学生学习绩效和生活支出的影响研究 

  ——以下沙宝龙广场为例 

赵雪凝、丁梦洁、盛一聪、 

熊孟齐、迪娜尔 

14 经济学院 关于当前医院与普通群众对于移动医疗 app 态度的调查 
钱瑶洁、张金蒙、朱诺、 

励洁、苗纯梓 

15 经济学院 
对浙江省特色小镇——嘉善歌斐颂巧克力小镇发展模式及

其现状研究 

俞怡帆、施张凌、洪晨晨、 

沈虹虹、朱芳珍 

16 经济学院 ‚互联网+”背景下破解城市优质教育资源短缺的难题 
郑珂宇、欧晖茵、赵昕怡、 

陈紫薇、王清扬 

17 经济学院 关于开发当地游 APP的调研报告 陈金玲、余蕊宏、李彦佳、王雪 

18 经济学院 基层民主中的困境——基于 q、l、d三个典型小区的调查 

张钰莹、陈娟、袁雅琴、 

徐若婷、余孟雄 

19 经济学院 小镇贸易经济的新时代发展——以义乌丝路金融小镇为例 

吴梦琦、周丹、薛萧欣、 

黄颖萍、励洁、俞怡帆 

20 经济学院 探讨共享单车运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赵依静、陈逸宵、程慧、陈樱姿 

21 经济学院 
‚一带一路‛视阈下浙商回归意愿分析调研 

——以陕西省浙商企业为例 

朱书琦、赵孟齐、方岚、 

胡晨沛、李涛、凌威 

22 经济学院 丝路贸易中国形象调研报告 

姚淑颖、王艺、宾小芳、陈倩怡、

孔奕、陈娟、毛垚雯、梅雨潇、张

馨、羊月琳、张莹莹 

23 经济学院 
‚机器换人‛对浙江企业用工影响研究 

 ——以安吉县溪龙乡茶业企业为例 

褚雨欣、陈佳瑜、郑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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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经济学院 基于企业创新转型探究浙商精神新内涵 

俞怡帆、蒋晨晖、徐明君、马征、

马韶阳、蔡炆汶、傅舒雯、章敏、

章慧敏、孙琳妍、谢诗杰、张琼伊

汤骐萌、阮艺婧、陈铭、孙梦佳 

（六）金融学院 

序号 学院 论文（报告）名称 
作者姓名 

（如为多人合作，请按顺序排列） 

1 金融学院 
把准历史方位，共建人水和谐 

——杭州部分河道、社区劣五类水治理情况实地调研报告 
祝军浩 

2 金融学院 使水资源保护成为全民意识——基于五水共治现状的调研 赵仁瑨 

3 金融学院 保卫母亲河——基于五水共治现状的调研 林莹 

4 金融学院 
从点滴做起，保卫母亲河 

——基于五水共治决策实施的的调研 
徐璐莹 

5 金融学院 做梦想的行动派——构建企业与大学生互诉桥梁的调查 杨梦瑶 

6 金融学院 基于大学生就业信息不对称现状的调研 宋佳敏 

7 金融学院 对‚就业时双方信息不对称‛问题的调研报告 王雅楠 

8 金融学院 
关于大学生自身培养与搭建企业与 

大学生互诉桥梁的调研报告 
沈杉杉 

9 金融学院 关于农村留守儿童教育状况的调研报告 唐斌 

10 金融学院 农村留守儿童现状与造成原因调研报告 李文杰 

11 金融学院 农村留守儿童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造成原因调研报告 罗紫颖 

12 金融学院 关于眠虎小学学生家庭环境与学校表现的调查研究 王怡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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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金融学院 
出城下乡析务工现状 

——关于外来务工人员福利保障的调查研究 
吴佳 

14 金融学院 永康外来务工现状调研报告 石予望 

15 金融学院 桐庐五水共治发展暨留守儿童现状调研报告 倪梦蕾 

16 金融学院 

与外来务工人员同在 

——基于‚出城下乡析务工现状，两学一做扬党员新风‛

社会实践的调研报告 

蒋卓洋 

17 金融学院 
两学一做扬党员新风，党建中心下乡探基层 

——基于务工现状的调研 
林芳菁 

18 金融学院 五水共治话家园——基于浙江省桐庐县的调研 毛胜男 

19 金融学院 ‚双百双进，与美桐行‛——基于五水共治的调研 倪瑛 

20 金融学院 
五水共治促乡村发展 

——基于桐庐县城南街道乡村建设的调研 
张浩楠 

21 金融学院 
投资者真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吗？ 

——来自温州 P2P投资的同群效应研究 
滕晓慧、杨贺童、於高飞 

22 金融学院 
心系未来，逐梦青春 

——基于金融寻根暑期社会实践的调研报告 
蒋京凯 

23 金融学院 汲取所获，砥砺前行——关于毕业生就业方向的调查研究 蓝诗 

24 金融学院 拓展自我——基于金融寻根校友访谈的调研 王芝颖 

25 金融学院 
关于‚浙江工商大学往届毕业生的行业竞争力和各个行业

对于在校大学生能力要求‛的研究 
吴晓峰 

26 金融学院 
浓情似水，关爱民工 

——关于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保情况的调查 
戴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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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金融学院 关于外来务工现状的调查研究——以杭州为例 胡思瑜 

28 金融学院 
出城下乡析务工现状 

——关于外来务工人员现状的调查研究 
吕佳玲 

29 金融学院 基于企业与大学生工作桥梁的调研 傅泽锋 

30 金融学院 大学生支教对大学生和当地儿童的作用和影响 施杭 

31 金融学院 
农村留守儿童身心健康发展问题及 

相应的解决措施调研报告 
陈淼淼 

32 金融学院 五水共治——基于民众社区生活与环境的调研 刘梦萍 

33 金融学院 共筑青少年美好未来——基于金华社会实践调研 鲁岳林 

34 金融学院 扎根生活、树立远大理想-基于金华历史文化实地调研 王春雪 

35 金融学院 理想与文化相辅相成------基于文化与理想的调研 祁涛 

36 金融学院 立足实践，脚踏实地——基于理想与实践的社会调研 颜静 

37 金融学院 城市商业银行提高中间业务收入策略分析 朱佳敏 

38 金融学院 城市商业银行提高中间业务收入策略分析调研 赵燕 

39 金融学院 我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发展浅析 徐婷燕 

40 金融学院 关于互联网金融众筹的探索和研究 杜乐芸 

41 金融学院 
治标治本治五水，清洁清净清桐庐 

——对于桐庐县五水共治现状的研究 
朱书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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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金融学院 关于城中村改造的调查——以杭州余杭为例 王卓立 

43 金融学院 自来水水源安全及水质状况的调研报告 韩林峰 

（七）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序号 学院 论文（报告）名称 
作者姓名 

（如为多人合作，请按顺序排列） 

1 食品学院 从恒天然（新西兰）看中国乳制品行业 卢筠梦 

2 食品学院 农贸市场监管制度与实施战略 林梦怡 

3 食品学院 杭州食品安全知识宣传普及调查报告 朱杰 

4 食品学院 钟山乡食品安全知识调查 费琳 

5 食品学院 杭州城市流浪动物生存现状与‚TNR项目”实施调研报告 方梅梅 

6 食品学院 杭州西湖龙井文化调研报告 倪皓洁 

7 食品学院 杭州自闭症儿童走访调查报告 汤楚涵 

8 食品学院 自闭症儿童观察实录 滕子丰 

9 食品学院 有关龙井茶的调研报告 李铃凌 

10 食品学院 关于西湖龙井茶的调研报告 王雅清 

11 食品学院 西湖龙井的课题调研与分析总结 应露晓 

12 食品学院 关于传承茶文化的调查报告 李子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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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食品学院 茶叶生产及文化探索与思考 陈慧玲 

14 食品学院 西湖龙井茶的了解与发展及质量安全问题 刘薇 

15 食品学院 余杭流浪动物保护实践报告 蒋瑾 

16 食品学院 走访社区安全知识宣传调查报告 陶家良 

17 食品学院 临近保质期食品宣传环保意识 周嘉琳 

18 食品学院 下沙消费者对临近保质期食品购买情况调查分析 张璐 

19 食品学院 以 3D 及车间为主题的化工竞赛实践报告 徐青青 

20 食品学院 生命科学竞赛的实践与思考 许筠怡 

21 食品学院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调研—钟山乡为例 许贤康 

22 食品学院 寻找‚痛风克星‛--FDB011 益生菌 詹良胜 

23 食品学院 关于杭州传统小吃的发展 娄行行 

24 食品学院 新西兰梅西大学交流之文化浅谈调研报告 潘栎冰 

25 食品学院 暑运期间普通列车及高铁上的情况调查 石宜欣 

26 食品学院 新农村建设下的食品安全问题调研报告 周薇 

27 食品学院 钟山行调研报告 季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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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食品学院 青少年成长夏令营实践调研报告 王淑颖 

29 食品学院 下沙消费者对超市临近保质期食品购买情况调研 梅粲超 

30 食品学院 杭州龙井村茶文化调研及农残检测报告 包娜娜 

（八）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序号 学院 论文（报告）名称 
作者姓名 

（如为多人合作，请按顺序排列） 

1 环境学院 
五水共治，知易行难 

——基于桐庐镇五水共治政策实施的调查研究 
林紫艳 

2 环境学院 ‚五水共治‛系列暑期社会实践活动调研报告 汪锞 

3 环境学院 
针对拱墅区剿灭劣五类水情况及思考 

——基于浙江省拱墅区水污染政策实施的调查研究 
陈雪莹 

4 环境学院 
针对拱墅区与江干区参与保护水资源现状的调查分析与思

考——基于浙江省‚剿灭劣五类水‛行动的调查研究 
池如镜 

5 环境学院 
针对‚小水滴‛志愿队剿劣环保科普行调查结果的总结与

思考。----基于浙江杭州拱墅区和江干区的实地调查研究 
褚玲珑 

6 环境学院 
针对杭州拱墅区及江干区水质调查结果、科普行成果及思

考——基于浙江省杭州市水污染政策实施的调查研究 
丁婧雯 

7 环境学院 

针对杭州市拱墅区及江干区人们关于水环境认识的结果及

思考——基于‚相约青春，绿行浙江‛之剿劣环保科普行

系列活动的调查研究 

陶宁遥 

8 环境学院 
浙江工商大学环境学院‚小水滴‛志愿队剿劣环保科普行

——基于杭州市拱墅区剿灭劣五类水情况的调查研究 
王洋 

9 环境学院 
针对海天社区关于剿灭劣五类水的宣传与走访产生的问题

以及思考——基于海天社区的暑期社会实践的调查研究 
吴科翰 

10 环境学院 
针对桐庐横村镇三村水质检测结果及思考 

——基于浙江省桐庐县水污染政策实施的调查研究 
谢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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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环境学院 对桐庐横村镇水质情况的调研报告 王珊 

12 环境学院 关于桐庐县村镇开展‚剿灭劣Ⅴ类水‛行动情况的报告 王宇阳 

13 环境学院 杭州市拱墅区半山街道水环境状况调查 
钱周奕、蔺孟婷 胡一静  

吴蔡楠温玉婷 

14 环境学院 
针对绍兴柯桥区儿童环保意识宣传成果及思考――基于浙江

省绍兴市治水政策实施地宣传推广 
胡水红 

15 环境学院 
针对杭州市拱墅区及江干区巡河宣传、调查采访的结果和

思考——基于浙江省杭州市剿劣环保的调查研究 
张心瑜 

（九）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 

序号 学院 论文（报告）名称 
作者姓名 

（如为多人合作，请按顺序排列） 

1 信电学院 耐性与职业——走近服务业 林雪儿 

2 信电学院 ‚浅涉电子商务之路‛——暑期实践调研报告 王蝶 

3 信电学院 关于‚STEAM 教育”的调研报告 刘端 

4 信电学院 
关于杭州市江干区居民 

对‚剿灭劣 V类水”的认识的调查报告 
朱俊杰 

5 信电学院 
科技创新增添生活色彩 

张文洁 

6 信电学院 

融畲汉文化，谱芯动篇章 

——‚走进畲乡之‚芯‛互动，情共筑‛ 

暑期社会实践调研 

陈碧赟 

7 信电学院 科技创新&STEAM 教育暑期实践调研报告 祝滔滔 

8 信电学院 ‚E水行”暑期社会实践调研报告 陈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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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信电学院 ‚‘芯’动课堂，你我共享‛暑期实践调研报告 金聪颖 

10 信电学院 ‚E水行”调研报告 李添蓉 

11 信电学院 创新灵动科技教育暑期社会实践报告 裘文浩 

12 信电学院 关于‚守望江河‛治水活动的报告 陶淳 

13 信电学院 关于‚走进 E时代——防诈骗，我能行”的调研报告 杨文彬 

14 信电学院 走进畲乡之‚芯互动，情共筑‛调研报告 金健孜 

15 信电学院 ‚网络安全，你我共建‛暑期社会实践报告 孙金宇 

16 信电学院 关于‚走进 E时代——防诈骗,我能行”的暑期实践报告 谢梦倩 

17 信电学院 关于‚科技创新与 STEAM 教育”的调研报告 吴玉莹 

18 信电学院 ‚科技服务，E心维你”之暑期实践调研报告 陈鼎伟 

19 信电学院 ‚守望江河——E水行”暑期实践调研报告 王伟伟 

20 信电学院 ‚慧心悦动‛暑期实践调研报告 王朝锋 

21 信电学院 科技创新&STEAM 教育暑期社会实践报告 何煜晖 

22 信电学院 心之所向身之所望暑期实践调研报告 陶佳琴 

（十）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序号 学院 论文（报告）名称 
作者姓名 

（如为多人合作，请按顺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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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信息学院 信息时代公益依旧——白帽子联盟暑假社会实践活动 韩舒 

2 信息学院 电信诈骗与网络法普及情况调查研究 丁嘉禾 

3 信息学院 寻方言文化，究方言使用率与地域关系 舒嘉玮 

4 信息学院 论网络信息安全社会普及重要性 陶佳鹏 

5 信息学院 论如何做好信息时代背景下的社区电脑维修 竺行波 

6 信息学院 关于计算机社区维护的深入与思考 李书晨 

7 信息学院 寻方言文化，究方言使用率与地域关系 马小辉 

8 信息学院 浅谈信息时代如何解决社区电脑问题 汪亮 

9 信息学院 
浓浓乡音，悠悠乡情 

——浅谈对方言与地域文化的调查研究 
吴艳萍 

10 信息学院 巴厘岛小学支教调查报告 汤琎哲 

11 信息学院 方言的传承与遗失调研报告 张晓娅 

12 信息学院 
‚寻文化脉络，冀心有所響‛ 

——浅谈方言地位及方言魅力 
谢卓凯 

（十一）管理工程和电子商务学院 

序号 学院 论文（报告）名称 
作者姓名 

（如为多人合作，请按顺序排列） 

1 管工学院 浅析与抗战老兵一起重温历史的社会意义 陈梦丽 

2 管工学院 浅析重温红色记忆对宣扬红色精神的重要性 李文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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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管工学院 论如何在了解军队历史中传承军纪军魂 王浩宇 

4 管工学院 对军队历史知识普及的研究 望佳宇 

5 管工学院 对军队历史知识普及的研究 胡嘉晟 

6 管工学院 浅谈如何将先辈精神与现代主流价值观结合 杨林 

7 管工学院 ‚在缅怀历史中展望今朝‛暑期实践报告 徐玉莲 

8 管工学院 村民网络信息服务普及度调查调研报告 周婷 

9 管工学院 创业者说社会实践调研报告 李锋 

10 管工学院 亚马逊运营课题成果报告 朱育颉 

11 管工学院 基于亚马逊平台的跨境电商模式研究与运营实战 林聪 

12 管工学院 跨境电商平台运营的学习与实践 林巧珍 

13 管工学院 论传统工艺互联网化的必要性 郭鑫豪 

14 管工学院 
互联网+背景下实现传统工艺的继承与发展 

——以蓝印花布为例 
平敏艳 

15 管工学院 传统工艺互联网化之路调查研究 黄艳 

16 管工学院 浅析乌镇蓝印布花的传承方式 林好青 

17 管工学院 浅谈家风家训建设——聚焦 2017年暑期天台支教 关世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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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管工学院 家风家训在田洋陈村的传承与建设研究 刘倩 

19 管工学院 

扬传统文化，筑精神乐园 

——浅谈家风家训在村级单位的实践 

与大学生支教中的文化传承 

沈翼琳 

20 管工学院 家风家训建设在村级单位的实践与思考 沈向荣 

21 管工学院 
家风家训建设在村级单位的实践与思考 

——以田洋陈村为例 
刘靖凯 

22 管工学院 
家风家训在村级单位的实践与思考 

——以天台田洋陈村为个案研究 
蒋璐婷 

23 管工学院 杭州空港经济区绿色物流发展研究 吕梦姗 

24 管工学院 
打造绿色智慧物流领导产业的模式研究 

--以空港小镇为例 
吕亚云 

25 管工学院 桐庐电商企业发展状况研究 屠梦婷 

（十二）法学院 

序号 学院 论文（报告）名称 
作者姓名 

（如为多人合作，请按顺序排列） 

1 法学院 诉外途径(ADR)对民事诉讼的意义 厉鹏 

2 法学院 电视调解栏目的合法性与利弊分析 连娟妹 

3 法学院 
关于大学生参选基层人大代表的实证调查 

——以杭州市下沙高教园区数所高校选区为对象 
杨梦蝶 

4 法学院 新河镇部分村基层民主治理情况调查 江雪纯 

5 法学院 对乡镇小学生课外文化生活的现状调查和建议 王鸣杰沈汪成王子恺王银浩 

6 法学院 

丽水市景宁县东坑镇留守儿童失衡教育现状的调研结题报

告 

——针对监护人管教职责方面 

孙钰萍魏夏珍郭婉柠郁静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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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法学院 
文化治水，治出诗画景宁 

——基于丽水景宁‚五水共治‛工作的调研 
潘军宝刘萍邵杨琦 

8 法学院 
基层政权政务公开问题研究 

——以浙江省余姚市为例 
方逾 

9 法学院 从国家法律看村规民约落实难问题的原因及对策 李浙 

10 法学院 
基层民主中的文化建设 

——对浙江省余姚市部分村镇文化礼堂的调查 
严洁青 

11 法学院 浅谈刑事诉讼适用调解的若干问题 何越秀 

12 法学院 杭州一队五水共治暑期社会实践调查报告 綦薇情 

13 法学院 ‚滴水传情‛之五水共治主题调研报告 宋可欣 

14 法学院 
基层民主治理情况的调查报告 

——走访余杭区政府与崇贤镇崇贤街道居委会 
汪彤 

15 法学院 校园贷的危机与解决——基于在杭高校的实证分析 张杰艳 

16 法学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情况调查报告 宋媛 

17 法学院 
农村型社区与传统型农村的基层民主治理情况 

——基于以七格社区和北新村为例的调查报告 
邱宏雅 

18 法学院 浙江省新型社会企业的现状、前景及立法意见 张梦恒 

19 法学院 关于金华火腿历史与发展变化的调查报告 陈胤松、杨心平 

20 法学院 关于金华酿酒工艺的传承和发展的研究报告 陈嘉义张睿 

21 法学院 关于婺剧的传承与发展现状的调查报告 方葛晨、方丹悦、陈佩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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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法学院 
下沙高校周边社区的建设及发展调研 

——主要从法制宣传方面着眼 
张佳琦、周衍南、朱丙航 

23 法学院 
从小产权房看《物权法》中 

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的实施状况 
王杜佳 

24 法学院 
‚执转破‛温州模式的制度创新及相关实务问题探究 

——基于温州地区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调研 
池林觉 

25 法学院 法学院暑期社会实践普法新方法的探索 雷瑞莹、滕理强、郑科扬 

26 法学院 
创新普法形式，增强普法实效 

——温州多地现存普法形式及其创新方法调研报告 
吴思瑶；陈娇娇；周子媛 

27 法学院 基层普法法制建设调研报告 杨周铭陈瑾徐恬宁 

28 法学院 
基于暑期社区普法实践经验引发的 

对于法律本体性质的初步思考 
傅镠杨 

29 法学院 基层民主自治调查 周雨婷 

30 法学院 
恢复性司法理念下中国经济刑法立法思考 

——以‚吴英案‛为例 
邵倩妮 

（十三）人文与传播学院 

序号 学院 论文（报告）名称 
作者姓名 

（如为多人合作，请按顺序排列） 

1 人文学院 关于‚有山，有水，有乡愁‛的调研报告 王英捷 

2 人文学院 
桐上剪纸代代传庐下乡村声声新 

——关于‚美丽乡村‛建设多元融合的调研报告 
郭芯宇 

3 人文学院 
以实干的精神行梦想之路 

——关于探寻习近平浙江足迹的实践报告 
华安婕 

4 人文学院 
把握思想精粹，引领青春起航 

——总书记与浙江工商大学调研报告 
李悦诗 

5 人文学院 有山，有水，有乡愁 林佳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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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人文学院 关于探寻习大大的浙江足迹的实践报告 陈思园 

7 人文学院 从‚两学一做‛角度看浙江文教发展 郑赟洁 

8 人文学院 从浙江文教发展中领悟习大大的实干家精神 王鹏伟 

9 人文学院 从浙江文教发展看中国高校教育 伍思帆 

10 人文学院 
桐庐剪纸意蕴长‚美丽乡村‛展新貌 

——关于‚有山、有水、有乡愁‛暑期社会实践调查报告 
田虹 

11 人文学院 从‚温拾家忆‛调研看当下的家风家训 曹瑞琪 

12 人文学院 优秀家风、家训、家规的现实影响与传承 刘宸玮 

13 人文学院 永昌堡家风家训研究的调查报告 随晓倩 

14 人文学院 
忠厚传家久，诗书济世长 

——以温州永嘉为例探索家风传承新模式 
麻振斌 

15 人文学院 
遮不住的绿水青山，剪不断的愁 

——记人文学院‚美丽乡村‛暑期实践队走进‚潇洒桐庐‛ 
秦丽瑞 

（十四）公共管理学院 

序号 学院 论文（报告）名称 
作者姓名 

（如为多人合作，请按顺序排列） 

1 公管学院 
借鉴社区营造视角探索美丽乡村发展路径 

               ——以德清县庾村为例 

周依婧、庄家婕、叶晨阳、 

沈君红、夏雄森 

2 公管学院 关于浙江省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的现状分析 方曼 

3 公管学院 
关于文化礼堂对传统文化重塑作用的调查 

——基于家风乡风视角的调研 
宋淑溶 

4 公管学院 关于文化礼堂家风乡风建设情况的调研报告 刘玉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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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管学院 
关于如何提高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调研报告 

——以文化礼堂为载体 
汪晓逸 

6 公管学院 金华市‚最多跑一次‛政务改革访谈调研报告 陈玉洁、郑棉琳 

7 公管学院 舟山市‚最多跑一次‛政务改革访谈调研报告 邵芸芸 

8 公管学院 宁波市‚最多跑一次‛政务改革访谈调研报告 林璐颖、王莹 

9 公管学院 绍兴市‚最多跑一次‛政务改革访谈调研报告 葛佳楠、顾伊雯 

10 公管学院 家风家训传承之寻梦台州 黄缤 

11 公管学院 关于家风文化遗产的传承现状的调研 范浩杰 

12 公管学院 
关于家风文化发展和传承现状的调查研究 

——以台州石塘县等地区为例 
金玉铃 

13 公管学院 ‚追寻家风，梦圆台州‛团队调研报告 蓝晓姣 

14 公管学院 
关于浙江特色小镇文化建设的调查研究 

——以湖笔小镇与梦想小镇为例 
胡晶晶、黄若谷 

15 公管学院 
浅谈杭州国际化社区在老龄化社区的推进 

——以白塔岭社区为例 
黄振汉 

16 公管学院 杭州市上城区国际化社区建设情况调研 黄振汉、李科瑾、宋一帆 

17 公管学院 关于浙江省文化礼堂对传统文化重塑作用的调查报告 文化礼堂团队学术中心 

18 公管学院 丽水市‚最多跑一次‛政务改革访谈调研报告 鲁光敏、葛佳楠、吴巧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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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外国语学院 

序号 学院 论文（报告）名称 
作者姓名 

（如为多人合作，请按顺序排列） 

1 外语学院 

湖笔文化的历史发展与现代传承调研报告 

王锴 

2 外语学院 纸媒在新媒体冲击下的现状与发展 章贻佳 

3 外语学院 
夏令营模式的英语兴趣培养研究 

——以英行剧动暑期实践为例 
陈梦婷 

4 外语学院 关于少儿英语短剧教学的经验总结 

——以英行剧动暑期实践为例 
吕莉莉 

5 外语学院 
对现代企业如何实施有效人力资源管理的调研 

——以和祥服饰为例 
徐丹慧 

6 外语学院 在‚英行剧动‛剧本创作中感知自我价值 叶露丹 

7 外语学院 基于实践的英语启蒙研究 叶沂莹 

8 外语学院 农村社会实践的学习与启示 胡雪芬 

9 外语学院 调研唢呐的现状与发展 王元 

10 外语学院 中国联通公司六盘水市分公司实践报告 浦双颖 

（十六）东方语言文化学院 

序号 学院 论文（报告）名称 
作者姓名 

（如为多人合作，请按顺序排列） 

1 东语学院 咫尺方圆铸匠心——关于杭州传统手工制作调研 黄旭涛李伊琦 

2 东语学院 乡村孩子成长环境调查——桐庐实地调研 屠珂洁，王誉晓，虞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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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东语学院 杭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分析——社会实践调查报告 杨贝 

4 东语学院 不同城市背景下‚一带一路‛战略实行的比较研究 
张启航（浙江工商大学） 

丁尧（浙江财经大学） 

5 东语学院 ‚径山小分队‛赴杭州径山寺实习成果报告 

日语 1501 项思敏 李潇雯  黄于鑫  

郑夏楠  法学 1501  

王俏怡日语 1601 徐鑫杰 

6 东语学院 杭州日本人学校七夕暑期实践调研报告 张玲玲 

（十七）艺术设计学院 

序号 学院 论文（报告）名称 
作者姓名 

（如为多人合作，请按顺序排列） 

1 艺术学院 

践行‚一学一做‛，对安吉教育、文化、发展等的调研 

卓宸纬 

2 艺术学院 学习青年习近平，关于安吉经济、教育、生态调研 张梦扬子 

3 艺术学院 关于‚一学一做‛、‚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的调研报告 章淼淼 

4 艺术学院 
心丝路，为爱助航——义乌社会实践报告 

 
陈宇迪 

5 艺术学院 一学一做安吉行之儿童刻板印象调研报告 吴蓉 

6 艺术学院 
践行‚一学一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安吉社

会实践调研报告 
吴依薇 

7 艺术学院 践行‚一学一做‛——安吉社会实践调研报告 梅子静 

8 艺术学院 践行‚一学一做‛，画下青春之梦的调研报告 陆彦汝 

9 艺术学院 关于如何加强校友合作的调研报告 皇甫旦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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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马克思主义学院 

序号 学院 论文（报告）名称 
作者姓名 

（如为多人合作，请按顺序排列） 

1 
马克思主

义学院 
关于杭州拱墅区污水治理的社会调查 

严根曹洁徐珂 王港妹 

徐景慧杨鑫 朱栎如周小强 

陈昌顺 

2 
马克思主

义学院 

剿灭劣 V 类水，共建美丽杭州 

——萧山区‚五水共治‛社会调查报告 
李萍张清陈名烽 

3 
马克思主

义学院 
杭州市富阳区污水治理问题社会调查报告 

孙玥  蒋凤媛  尹宏亮  胡飘飘 

王嘉慈王晓华邹青春徐明顺 

4 
马克思主

义学院 

创业失败对再创业的影响研究 

——以杭州等三市小微企业创业者为例 
张艳宋珍珍乔梁梁李贺 

5 
马克思主

义学院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浙商发展转型模式及回归意愿调研——

以山东省为例 

吴梦佳  范乃武   

毛奕峰吴卉君 

（十九）杭州商学院 

序

号 
学院 论文（报告）名称 

作者姓名 

（如为多人合作，请按顺序排列） 

1 杭商院 浅谈乌镇互联网医院模式 朱彬妍 

2 杭商院 
新常态下银行转型中关于 

人力资源的创新性发展和适应性 
张彦楠 

3 杭商院 关于杭州甘其食包子企业的调研报告 
吴劲仪、章嘉明、张琪丹、 

欧阳铭麒、毛兆昕 

4 杭商院 人民法院实习报告（刑事审判庭） 俞震 

5 杭商院 庆元县特色小镇建设现状及发展状况调查 叶冰傲 

6 杭商院 为‚空巢青年‛正名 严信博 

7 杭商院 苏州 10086 移动客服实践报告 王秀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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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杭商院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中的矛盾冲突与解决对策 沈靖怡 

9 杭商院 泸西县家具市场现状及发展情况研究 林丽 

10 杭商院 关于温州市商业银行睡眠卡和大额存单的社会实践报告 林君怡 

11 杭商院 ‚乡点点‛项目的商业模式研究 蒋佳栋 

12 杭商院 精神科医护人员现状调研报告 姜晓 

13 杭商院 关于大学生留桐融桐的可行性分析 黄丽宇 

14 杭商院 丁香园--互联网医疗链接者的运营模式探究 葛静静 

15 杭商院 高校志愿服务现状以及对大学生成长重要性的报告 张鑫悦 

16 杭商院 
关于开展助学活动对贫困、留守儿童生活的影响调研报

告 
朱佳悦 

17 杭商院 关于‚论父母外出打工长期不在家对孩子的影响‛ 赵尚锹 

18 杭商院 关于人们对于当代大学生做公益的态度的调研报告 张露莹 

19 杭商院 新职员如何与公司文化融合研究报告 张凯玲 

20 杭商院 关于旅游公益创新结合项目的调研报告 夏祎琪 

21 杭商院 搞好企业管理工作是商业公司的命根子 王丽霞 

22 杭商院 对会计日常工作的浅识 沈聿琪 

23 杭商院 关于旅游公益创新结合项目的调研报告 沈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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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杭商院 浅谈医院数字化管理现象 裘艳 

25 杭商院 青春知识普及现状调研与实践 莫敬杰 

26 杭商院 关于‚论父母外出打工长期不在家对孩子的影响‛的 陆容容 

27 杭商院 关于人们对于当代大学生做公益的态度的调研报告 林奕阳 

28 杭商院 艺术考试的现状与前景分析 陈佳丽 

29 杭商院 论家庭情况对孩子早期成长的影响调研报告 韩思莹黄锌艺 

30 杭商院 浅谈老有所为 朱婷婷 

31 杭商院 
关于桐庐县县政府开展五水共治措施和现状及居民参与

度的调研 
虞思齐 

32 杭商院 中国珠宝业发展研究——以宝庆银楼为例 方闻闻 

33 杭商院 秀洲区助残扶贫基地建设发展情况调查 朱懿婧 

34 杭商院 浅谈丽水市 L区人民检察院侦监科 梁敏敏 

35 杭商院 浅谈行政之风对于大学生提升自我的借鉴意义 王唯 

36 杭商院 补习班治标不治本 林铭倩 

37 杭商院 有关法院执行程序和执行难问题的研究 林娜 

38 杭商院 跨境电商的现状及发展研究 倪丽莹 

39 杭商院 浅析手机维修行业的现状及发展 邵晨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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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杭商院 ‚商回浙里‛社会实践报告 潘文燕 

41 杭商院 
关于小学义教、体验教师生活、 

关注孩子心理健康的实践报告 
邱晨凌 

42 杭商院 浅析织里镇小学教育发展 张玲佳 

43 杭商院 证券行业的基础业务与前景发展研究 钟劳欢 

44 杭商院 针对网咖各项目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研究 徐燕 

45 杭商院 ‚一带一路‛战略下跨境电商平台的现状及发展研究 张佳和 

46 杭商院 关于微信推送女装专题的初步探究 徐泽怡 

47 杭商院 桐庐县翙岗村乡村儿童群体支教实践报告 诸婷婷 

48 杭商院 
关于桐庐县县政府治理五水共治现状和措施及居民参与

度 
叶晨 

49 杭商院 闪修侠——闪电式手机维修的护卫者 杨晨敏 

50 杭商院 关于桐庐县‚老有所为‛情况的调研报告 沈楠 

51 杭商院 桐庐县‚留桐融桐‛政策现状及前景研究 韩晓 

52 杭商院 桐庐县剪纸经济发展创新之路研究报告 朱芷霄 

53 杭商院 桐庐县老龄化情况调查 沈颖艺 

54 杭商院 ‚桐伴行‛教育活动报告 周思蒙 

55 杭商院 浅谈美丽乡村建设和民宿业兴起的联系 徐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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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杭商院 青春知识普及现状调研与实践 葛思旖 

57 杭商院 
关于开展助学活动对贫困、 

留守儿童生活的影响调研报告 
胡鑫威 

58 杭商院 浅论大学生预就业对桐庐大学生的影响 王怡 

 

六、浙江工商大学 2017 年暑期社会实践先进个人名单 

（一）工商管理学院 

姓名 班级 姓名 班级 姓名 班级 姓名 班级 

盛中华 工商 1402 鲍丹萍 工商 1602 蒋欣韵 人力 1601 杨旭梅 营销 1602 

陆超琼 工商 1501 徐婷 工商 1602 徐乃赞 人力 1602 王旭阳 工商 1501 

梅海洋 工商 1501 王祺珍 国商 1501 朱蔓琳 人力 1602 倪淑 营销 1601 

张宗林 工商 1501 冉颖 人力 1501 杨玥 工商 1502 俞晓雪 营销 1601 

方玉萍 工商 1502 刘国锋 人力 1502 孙嘉赟 工商 1502 孙欢 人力 1502 

陈联铠 营销 1501       

（二）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 

姓名 班级 姓名 班级 姓名 班级 姓名 班级 

包容 旅游 1601 殷晓妍 旅游 1602 李倩 旅游 1602 费优檬 规划 1601 

李宝珍 规划 1601 王丹青 旅游 1601 周巧会 规划 1501 陈丽婷 规划 1501 

罗毓秋 规划 1601 吴铮庶 旅游 1602 丁佳琛 旅游 16A 汤潇潇 规划 1601 

谢玉祥 旅游 1601 边倩 酒店 1601 钱博恒 旅游 1601 田茂月 酒店 1601 

吴炉芬 旅游 1501 申振涛 规划 1501 陈曦 酒店 1601 许靖玲 旅游 1602 

吴崇惜 旅游 1502 谢盛爽 规划 1501 赵珂 规划 1601 王璐 规划 1602 

喻金晶 旅游 1501 冯夏凝 旅游 1601 徐乐怡 规划 1602 马翼然 规划 1602 

王倩倩 酒店 1501 俞衡珂 旅游 1502 彭  川 旅游 1501 邹应杰 规划 1501 

（三）财务与会计学院 

姓名 班级 姓名 班级 姓名 班级 姓名 班级 

吴小龙 会计 1602 邵  威 财务15实 陆忆婷 国会 1602 胡筱航 国会 1602 



 

 34 

周升涛 国会 1601 李  瀚 国会 1501 裘亦男 会计 1602 黄一依 国会 1601 

朱昱玮 财实 1602 王  优 国会 1502 吴  杨 会计 1501 何  影 财务 15实 

王碧桐 财实 1601 郭吴昊 财务15实 陈梦香 国会 1502 向  罡 财实 1602 

郑  璐 审计 1601 李祺琦 财实 1601 周锦文 财实 1601 应乔菲 国会 1601 

魏艺檬 会计 1602 梅文韬 审计 1601 阮璐璐 财务15实 朱立怡 财务 15实 

张  涌 会计 1601 陈东美 会计 1601 李雅婷 审计 1501 黄凡殊 财实 1601 

纪安琪 会计 1601 钟燕婷 审计 1601 黄修明 会计 1501 杜乐天 国会 1602 

戴瑞颖 财实 1601 曹浩东 财实 1602 陈  楚 国会 1601 俞晨露 国会 1602 

（四）统计与数学学院 

姓名 班级 姓名 班级 姓名 班级 姓名 班级 

冯铄岚 数学 1602 林敏 经统 1601 沈远超 经统 1601 严  旺 数学 1602 

郭宸颖 数学 1603 吕泽宇 经统 1602 孙佳铃 经统 1601 张  璐 应统 1601 

何年响 经统 1601 潘若凡 数学 1603 谭  红 数学 1603 张  欣 数学 1603 

胡紫欣 经统 1602 任思玥 经统 1601 涂馨匀 经统 1602 周红霞 经统 1602 

贾博玮 经统 1602 阮浈桢 经统 1602 尉雨婷 数学 1601 邹德智 经统 1602 

江南玥 应统 1601 邵  予 经统 1602 吴刘丹 数学 1603 王婧宇 经统 1501 

姜婕妤 经统 1602 邵羽琦 会计 1602 王倩 经统 1502 胡珂欣 应统 1501 

蒋晓凯 应统 1601 骆王维 计算 1501     

（五）经济学院 

姓名 班级 姓名 班级 姓名 班级 姓名 班级 

林莹莹 经济 1403 胡颖 国贸 1503 周佳彬 经济 1602 窦铂雯 经济 1605 

顾杨阳 资环 1401 罗飞婷 经济 1501 陈铭 经济 1603 李鑫佳 经济 1605 

郭文欣 资环 1401 陈杰峰 经济 1502 李科瑾 经济 1604 毛淑晴 经济 1605 

陈娟 国贸 1501 吴孝东 经济 1502 欧晖茵 经济 1601 羊月琳 经济 1605 

蒋方楠 国贸 1501 姚淑颖 经济 1502 金添 经济 1603 喻佳 经济 1605 

郑佳豪 国贸 1503 陈佳瑜 经济 1503 宋艳红 经济 1603 李丹婷 资环 1601 

徐欣欣 资环 1501 褚雨欣 经济 1503 屠任杰 经济 1603 倪柯臻 资环 1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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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宏虹 国贸 1501 郑榕 经济 1503 吴佳玮 经济 1606 许蒋鸿 资环 1601 

施张凌 国贸 1501 曹文菡 经济 1602 丁梦洁 经济 1604 朱书琦 16级产经 

黎灵芝 国贸 1503 顾慧玲 经济 1601 王曼如 经济 1604 朱诺 经济 1503 

张梓媛 国贸 1503 李婷婷 经济 1602 董思威 经济 1605 田颖 经济 1602 

张杰 国贸 1501       

（六）金融学院 

姓名 班级 姓名 班级 姓名 班级 姓名 班级 

任项婷 金融 1502 洪嘉欣 金融 1601 陈静静 金工 1601 周颖 金融 1603 

陈温馨 金融 1601 王超特 金融 1601 陈思洁 金融 1601 滕晓慧 金融 1501 

李家楠 金融 1502 蒋淑雯 金融 1602 戴威 金融 1602 何梅蓉 金融 1502 

陈怡菁 金融CFA1601 虞恺茗 金融CFA1601 徐哲源 金融CFA1602 李昭璇 金融CFA1601 

吕彬星 金融CFA1502 甘荣秦 金融CFA1601 樊灵玉 金融CFA1601 吕晨曦 金融CFA1501 

张喆 金工 1601 沈逸佳 金融 1501 应嘉楠 投资 1501 王浩 投资 1601 

卢可晴 金融 1502 沈文文 电子 16A 叶鑫辉 金融 1602 杨彬 投资 1601 

钱柳 金融 1601 田夏宇 经济 1501 王婧 ACCA1602 张学猛 金工 1601 

朱超颖 金融 1602 胡莎莎 金工 1501 张洁 金工 1601 高琳 金融 1601 

杨璐霞 金融 1502 封玥 金融 1602 葛淑琳 金融CFA1501 杨贺童 金融CFA1502 

白梦男 金融 1502 张婷 金融 1502 舒美娟 金融 1603   

（七）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姓名 班级 姓名 班级 姓名 班级 姓名 班级 

郭锴 应化 1501 郑杰兵 应化 1602 周夏陶 食安 1603 潘玉婷 食安 1502 

项紫莹 食安 1502 何奕燕 食安 1602 岑梦婕 食安 1601 王峣峣 食安 1602 

沈茜茜 食安 1603 赵孙超 应化 1602 蒋佳珊 生物 1601 李雪琪 食安 1501 

张波 食创 1601 孙锦程 食工 1501 陈敏芳 应化 1502 练志峰 食创 1501 

任少天 食工 1601 陈红 食安 1501 陶怡涵 食安 1603 李韵悠 食安 1601 

马宏俊 食安 1502 邵晶晶 食创 1501 姜凌峰 食工 1601 罗欣 生物 1601 

蓝佳磊 食工 1501 蔡雯霞 食安 1501 何嘉伟 生物 1501 倪樱樱 食安 1601 

高欣 生物 1601 黄丽菲 食安 1501 周聪 食安 1501 张欢 食工 1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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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静远 食安 1501 徐静怡 食安 1601 曹媛媛 食工 1502 吴家雄 食创 1601 

陶醉 食创 1501 王宇航 生物 1601 徐若婷 食工 1502 屠飘涵 食安 1502 

陈  晴 食安 1501 马韶阳 食工 1601     

（八）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姓名 班级 姓名 班级 姓名 班级 姓名 班级 

汤萌萌 环境 1601 沈怡洁 环境 1601 褚玲珑 环境 1501 王雪婷 环境 1502 

陶亚俊 环境 1503 池如镜 环境 1601 丁婧雯 环境 1601 陈俊璋 环境 1601 

王洋 给排水1501 张小魏 给排水1602 胡水红 给排水1501 钱周奕 海洋技术1501 

朱凯浩 给排水1601 谢珺 给排水1501 林紫艳 海洋技术1501 蔺孟婷 给排水1502 

王宇阳 给排水1501 吴科翰 给排水1501 陶宁遥 给排水1602 岳子原 给排水1501 

（九）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 

姓名 班级 姓名 班级 姓名 班级 姓名 班级 

李垚 网络 1402 王雪晶 测仪 1501 刘志强 网络 1601 高洪亮 网络 1601 

焦一丹 网络 1502 晁紫涵 网络 1602 谢仁华 网络 1601 韦盛杰 网络 1601 

徐雨昕 电子类1501 陈志栋 电子类1602 杨巧灵 电子类1603 姜海 电子类1603 

高斌 电子类1501 龚连杰 电子类1602 颜蕾 电子类1603 郑雨婷 电子类1601 

龚子阳 电子类1501 黄丽萍 电子类1602 楼佳丽 电子类1604 何欢 电子类1603 

宋倩倩 电子类1501 王慧君 电子类1602 欧晓聪 电子类1604 赵丽阳 物联网1601 

黄若琦 电子类1503 叶忠杰 电子类1602 许孔豪 电子类1604 顾泽民 物联网1601 

戴剑锋 电子类1601 周旖璇 电子类1602 张泽 电子类1604 胡宇翔 物联网1601 

黄丽华 电子类1601 肖林鑫 物联网1601     

（十）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姓名 班级 姓名 班级 姓名 班级 姓名 班级 

竺行波 计科 1601 汪  亮 软件 1602 张晓娅 计科 1602 丁嘉禾 计科 1601 

李书晨 计科 1602 马小辉 软件 1602 尚玉婷 计科 1501 谢卓凯 计科 1602 

李芝敏 安全 1601 汤琎哲 计科 1602 王雪 安全 1601 涂兴杭 计科 1602 

管圣冰 计科 1602 赵超越 软件 1501 鲍冲 计科 1601 何雅兰 计科 1601 

吴艳萍 软件 1601 舒嘉玮 计科 1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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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管理工程与电子商务学院 

姓名 班级 姓名 班级 姓名 班级 姓名 班级 

陈梦丽 商务 1605 李  锋 信息 1602 王浩宇 物流 1601 徐玉莲 信息 1602 

洪  君 商务 1601 林宸冰 商务 1501 王  辉 计科 1602 许东东 物流 1601 

胡嘉晟 商务 1605 林  聪 物流 1602 蒋璐婷 物流 1601 杨海丽 物流 1502 

胡江涛 商务 1601 林  康 工程 1602 俞烨锦 工程 1602 尹庭念 物流 1602 

胡诗宇 商务 1605 林巧珍 信息 1502 李文玉 物流 1602 张何力 物流 1601 

黄  鑫 商务 1605 刘  鹏 物流 1602 林好青 信息 1501 张蒙 工程 1601 

季思思 物流 1601 罗  咪 信息 1501 林志杰 物流 1601 章莹 工程 1602 

母  迪 人力 1602 潘笑笑 工程 1602 平敏艳 商务 1501 周恩 商务 1501 

黄宇杰 工程 1602 黎寿方 商务 1502 望佳宇 商务 1605 周郁洁 信管 1602 

屠梦婷 物流 1601 汪洋帆 商务 1603 吴鑫娜琦 商务 1501 刘哲超 商务 1601 

卢少钧 商务 1501 赵哲琨 信息 1502 黄更新 物流 1501   

（十二）法学院 

姓名 班级 姓名 班级 姓名 班级 姓名 班级 

陈慧珍 法学 1503 张峻月 法学 1603 张哲露 法学 1503 姚一佳 法学 1604 

黄心悦 知识产权1601 周木清 知识产权1601 傅晨 法学 1503 罗莎 法学 1604 

杨晨 法学 1604 奚宇迪 法学 1501 毛鸿瑜 法学 1504 张毅航 法学 1503 

尹一鸣 法学 1603 叶锦霞 法学 1503 唐星辰 法学 1503 陈莹莹 法学 1501 

郑欣 法学 1502 孔奕璇 法学 1603 吴成 法学 1504 季鸿鑫 法学 1503 

奚楠 法学 1502 熊波 法学 1604 陈俊杰 法学 1504 周紫璇 法学 1504 

李佳灵 法学 1503 傅博杰 法学 1504 孙嘉杭 法学 1502 徐若宁 法学 1504 

江佳颖 法学 1503 应华凯 法学 1503 吴明 法学 1502 孙琳妍 法学 1602 

周家奕 法学 1501       

（十三）人文与传播学院 

姓名 班级 姓名 班级 姓名 班级 姓名 班级 

华安婕 汉语 1601 林佳婧 汉语 1601 孟羽双 新闻 1501 陈静思 广告 1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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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悦诗 广告 1501 郑施雯 广告 1501 陈雨婕 广告 1601 王迪 广告 1601 

郑赟洁 广告 1501 田虹 广告 1601 陈思园 广告 1501 周怡 编辑 1601 

郭芯宇 新闻 1601 梁梦楠 广告 1601 王鹏伟 历史 1601 沈炜涯 广告 1601 

伍思帆 汉语 1601 陈玉婷 新闻 1501 应丹楠 汉语 1501 张梦婕 广告 1601 

周景怡 新闻 1601 朱若云 广告 1501 郭思雨 新闻 1501   

（十四）公共管理学院 

姓名 班级 姓名 班级 姓名 班级 姓名 班级 

徐佳棋 文管 1501 王楚 行政 1501 黄  缤 土管 1602 胡晶晶 文管 1501 

王旭婷 文管 1501 黄美玲 行政 1501 贺丹煜 土管 1502 杨佳倩 行政 1602 

沈君红 文管 1501 戴梅红 文管 1501 裘小静 土管 1602 孟隆臣 文管 1601 

黄  鑫 文管 1601 吴丹阳 行政 1502 季瑾 行政 1602 黄振汉 公管 1601 

王志杰 文管 1601 王之戈 土管 1501 陈静 行政 1601 魏亚丽 行政 1502 

蓝晓姣 文管 1501 朱  洁 土管 1502 范浩杰 土管 1602 杨发明 公管 1601 

章静仪 土管 1502 楼赛君 土管 1501 金玉铃 土管 1602 朱丽佳 土管 1501 

俞凯英 公管 1601 高  乐 土管 1502 黄若谷 文管 1501 朱飞燕 国商 1601 

沈婷玮 行政 1501 管子然 土管 1502 庄一晨 行政 1502 王斯莉 土管 1501 

（十五）外国语学院 

姓名 班级 姓名 班级 姓名 班级 姓名 班级 

陶杨埕 英语 1503 马时楠 英语 1501 余柔 商英 1603 王佳敏 商英 1503 

王子璇 法语 1501 王元 英语 1502 李思晴 英语 1603 李露桑 英语 1501 

陈梦婷 商英 1502 庄莹莹 英语 1503 张函瑞 英语 1601 尹晗笑 法语 1601 

杨佩媛 商英 1502 何雨婷 法语 1601 陈杭钦 英语 1603 陈玲 商英 1601 

金苏囡 商英 1503 唐睿 法语 1601 凌艺芳 英语 1603 李珈莹 商英 1602 

赵庆招 英语 1503       

（十六）东方语言文化学院 

姓名 班级 姓名 班级 姓名 班级 姓名 班级 

颜莉莹 日语 1601 王晨玥 日语 1601 樊淑桢 日语 1602 李舒迪 日语 1602 

李丹 16研日本 屠珂洁 日语 1502 徐鑫杰 日语 1602 郭超群 日语 1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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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文学 

项思敏 日语 1501 王誉晓 日语 1502 张季淼 日语 1602   

 

（十七）艺术设计学院 

姓名 班级 姓名 班级 姓名 班级 姓名 班级 

陈家惠 美学 1501 曹子昕 环设 1601 吴依薇 环设 1601 梅子静 环设 1602 

翁利娜 环设 1601 张梦扬子 视传 1602 卓宸纬 产设 1601 吴蓉 美学 1501 

康现争 美学 1601 沈家豪 视传 1603 章淼淼 美学 1501 朱庆庆 动画 1601 

相磊 动画 1601 钟鹏 美学 1601 何俊仪 视传 1603 赵伊明 视传 1501 

吕哲 环设 1502 周茹 产设 1601 朱媛 环设 1601 滕洋洋 美学 1501 

童雨柔 美学 1501 罗小油 视传 1603 蒋嘉骏 视传 1602 谷卫英 美学 1601 

王静倩 视传 1503 苏礼杰 美学 1601 毛祺凯 视传 1501 叶佩佩 视传 1602 

王晶媛 视传 1503       

（十八）马克思主义学院 

姓名 班级 姓名 班级 姓名 班级 姓名 班级 

曹洁 哲学 1501 孙玥 哲学 1501 吴梦佳 马硕 16研 张艳 马硕 16 研 

李萍 哲学 1501       

（十九）杭州商学院 

姓名 班级 姓名 班级 姓名 班级 姓名 班级 

李杰 财务 14甲 高天 会计 15庚 唐秋妹 商务 15甲 张纯 会计 15庚 

李熙莹 财务 14甲 朱丽娇 法学 15乙 王佳颖 会计 15丙 张祺 会计 15甲 

陈淑蓉 新闻 14甲 金宸羽 会计 15庚 王启东 金融 15乙 张彦楠 人力 15甲 

黄慧敏 财务 14甲 金磊 工商 15丁 王榕滟 会计 15壬 张媛媛 国贸 15甲 

李青 国贸 14甲 马正蓉 人力 15乙 文鲁粮 工商 15丁 冯俊宪 金融 15丁 

邢佳丽 财务 14甲 潘桔运 工商 15丁 徐梦丹 会计 15乙 任娇 行政 15甲 

俞红 会计 15乙 王婕 ACCA15甲 徐馨娜 会计 15辛 潘煌栊 金融 15丁 

胡鹤洋 新闻 15甲 杨杨夏子 视传 15甲 杨静 会计 15丁 赖佳佳 法学 15乙 

胡悦 会计 15癸 章嘉明 会计 15戊 张鑫悦 财务 15甲 励丹 会计 15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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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丽宇 营销 15甲 周未央 财务 15丙 蒋鑫佳 工商 15丁 叶子 工商 15乙 

俞可嘉 会计 15丙 詹林钢 法学 15甲 梁敏敏 法学 15乙 张宁娜 营销 15甲 

沈虞红 金融 15己 王唯 会计 15甲 罗婧艺 金融 15戊 张琪丹 会计 15丙 

谈欣妍 会计 15己 王银燕 会计 15壬 任铭杰 环设 15乙 陆雪怡 国贸 15乙 

方艺 金融 15甲 吴铜涨 金融 15丁 陈吴妍 会计 15甲 缪怡婷 经济 15乙 

方棹扬 英语 15甲 夏楚怡 财务 15丙 浦佳坪 工商 15乙 倪丽莹 工商 15丁 

杨茜 会计 15 徐嘉颖 新闻 15甲 丁凌霄 金融 15甲 邵晨凯 工商 15丁 

叶冰傲 金融 15丁 徐燕 金融 15戊 葛芝影 法学 15甲 沈佳艳 会计 15壬 

尤佳美 国贸 15甲 徐滢 工商 15丁 贺锦琳 金融 15戊 田颖 工商 15乙 

俞陆佳 会计 15己 袁春棋 国贸 15甲 程文美 法学 16乙 葛思旖 会计 16乙 

俞震 法学 15乙 何南峰 环设 15乙 方芸芸 工商 16甲 李雅婷 CFA16 甲 

郁娜 人力 15 徐璐 会计 16己 王丽莎 财务 16丙 廖放 经统 16甲 

朱佳悦 会计 16丙 林晨晨 金融 16甲 朱婷婷 英语 16甲 林琦琦 英语 16丙 

毛丽玲 会计 16乙 吴梦萱 经济 16甲 诸婷婷 金融 16丁 区艺铭 贸经 16甲 

舒诗倩 会计 16乙 吴鹏草 商英 16乙 高敏桢 财务 16甲 沈聿琪 会计 16戊 

郑相宇 会计 16乙 翁温莹 英语 16丙 王玉玲 财务 16乙 朱芷霄 金融 16丁 

陈蓥 英语 16丙 傅婷 会计 16己 徐梦阳 英语 16乙 周璇 工商 16甲 

沈颖艺 英语 16丁 高翔 工商 16甲 徐星宇 贸经 16甲 王诗意 广告 16甲 

胡思怡 英语 16甲 徐杰 工商 16甲 叶晨 国会 16甲 方圆 国会 16甲 

陈颖 英语 16乙 林娜 法学 16乙 张欣 英语 16乙 王端璞 国会 16甲 

吴浩静 法学 16乙 周云娇 行政 16甲 郁方怡 国会 16甲 徐群娓 国贸 16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