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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62 一等奖 湖南大学
为有源头活水来：乡村振兴的金融可得性与协调发展对策——对东中西部27县1136农户的调

研
陆筱媛、于赛汗、戴睿、孙天瑞、冯震东 成程、徐照宜 90.83 

A344 一等奖 天津工业大学
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居民金融素养对居民信贷可得性影响的调查研究 ——以京津冀地区

为例
赵若琳、韦娜、周芬芳、杨奕、全可心、高雅茹、张梦瑶 魏梅、温宇静 89.67 

A265 一等奖 湖北经济学院
碳中和政策下绿色信贷评级体系的扩充与检验——基于湖北碳排放权交易中心与中国银行湖

北省分行调研
吴瑞泽、王文婧、李泽恒、刘佳怡、程子欣 李正旺、李毅 89.50 

A113 二等奖 江西师范大学
“绿色金融+产村融合”助推秀美乡村建设的模式探索与经验启示--基于江西横峰、石城和武宁

的实地调查
邹伟、颜雅桢、胡彧祺、贺维、罗李能、陈琦、罗铮 黄小勇 88.60 

A125 二等奖 哈尔滨金融学院 乡村振兴背景下黑龙江省农村普惠金融发展调查研究 李梦尧、贺丹妮、夏梓莹、张雨萌 王景利、门晓宇 88.40 

A242 二等奖 天津商业大学 绿色金融促进茶产业三产融合，助力美丽乡村建设——以安徽省岳西县为例 程妍、张沛、王昊、朱彦冰、王瑞洁 王国栋 88.17 

A236 二等奖 福建江夏学院 绿色金融支持美丽乡村建设发展现状及未来发展路径分析--以漳浦县为例 林晶、郑巧红、孙雨硕、王帅阳、叶俊芳、诸昱杰 曹彦 88.00 

A341 二等奖 湖南大学 绿色金融支持下农旅融合助力美丽乡村——基于江西省永修县柘林镇的调查研究 齐国皓、易柯、王奕雯、陈胤廷、韦皓元、夏京 何娟文 87.92 

A266 二等奖 天津商业大学
农村居民绿色金融认知水平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上海浦江镇、广东勒流镇、湖北翔凤镇

的调查
孙文涛、吴俊、李颖、侯志媛、马雨骐、黄智鸿 刘红霞 87.83 

A351 二等奖 湖南大学
乡村振兴背景下绿色金融支持美丽乡村建设：现状调查与满意度分析——以张家界市龙尾巴

村为例
刘芮含、黎洺如、王鑫蓉、马存昊、韦雨欣 阳泇佳、白克勤 罗鹏飞 87.83 

A224 二等奖 天津商业大学
乡村振兴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天津市武清区、静海区实

地调研
苗润泽、陈西、黄自贞、沈妃翡 田菁 87.50 

A235 二等奖 天津商业大学
乡村振兴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支持乡村教育发展的实践研究——基于山西省长治市针漳村的
实证分析

吴俊杰、武欣玥、李泊玺、秦泽正 安雅慧 87.17 

A263 二等奖 湖北经济学院 绿色金融助力农业种植园产业升级路径及对策研究——基于武汉市黄陂区实地调研 陈慧玲、余晴、常晶明、李秋萍、帅金晨 王婧、童藤 87.17 

A135 二等奖 哈尔滨金融学院 提高金融素养  助力乡村振兴——基于对黑龙江省13个市及地区居民金融素养的调研报告 汤亚飞、刘磊、周佰鑫、梁建兵、司羽、马维维、王欣麒 赵雪虹 87.00 

A123 二等奖 南京审计大学 乡村振兴背景下居民金融素养调查报告——以苏南、苏中、苏北三大区域为例 孔田雨、伏奕洁、顾思懿、洪婧璇、嵇钰、吴菲、尹雨昂 谷政 86.80 

A126 二等奖 吉林财经大学 乡村振兴中的农村居民金融素养问题研究——基于三省的调查数据 黄明慧、陈立言、刘昱、李佳欣、肖慧林 付琼 86.80 

A114 二等奖 湖北商贸学院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居民金融素养问题调研报告—基于湖北省荆州市154份调查问卷分析 张雨欣、王雨婷、邱雨、程玉姣、裴诗雨 房思佳 86.60 

A222 二等奖 湖北经济学院
“美丽乡村建设”背景下少数民族地区绿色信贷推动绿色农业发展的现状分析及对策建议——
基于湖北三地的调研

刘漪、刘雅琪、顾瑞琪、周选峰、朱文宣、 方昊 祁君、彭芸 86.33 

A255 二等奖 天津商业大学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户金融素养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江苏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问卷分

析
杨露、周书誉、党培媛、戴英旭 刘立霞 86.33 

A131 二等奖 南京审计大学 乡村振兴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农民创业调查报告 张海伦、徐王智、陈亲亲 孟德锋 86.00 

A314 二等奖 天津工业大学 乡村振兴背景下数字金融支持乡村发展的实践研究—以天津市农村五区为例 吴承起、韦雨欣、邓先慧 李江 86.00 

A345 二等奖 广东金融学院 乡村振兴背景下居民金融素养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广东、湖北、辽宁三省调研
刘鑫宇、陈丽纯、郑佳宜、杨依卓、陈芷妍、陈靖瑜、钟佳
彬

王颖 8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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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12 二等奖 福建江夏学院 绿色普惠金融防范返贫风险政策研究——基于福建省永泰县葛岭镇的实地调研 程淑琪、黄楹、班赛珠、江荣财、林智婷 赖明发 85.25 

A111 三等奖 贵州财经大学 绿色金融支持美丽乡村建设的研究——以贵州省重安镇为例 金桃 向岚、张克雯 85.20 

A214 三等奖 云南财经大学
全民健康战略下普惠型补充健康险消费及影响因素调查研究——基于惠民医保和税优健康险

的城乡比较
王玥瑶、张浚、包一茹、周俊琳、高蝶、徐冬月 孙正成 85.17 

A231 三等奖 云南财经大学 基于农村产业发展视角看绿色金融政策助推乡村振兴——以宜良县九乡“四色产业”为例 沐鑫雨、李蔓娴、杨婕、普敏、李怡霖、董文璨、马少婷 任琳 85.00 

A331 三等奖 湖南大学 对农村商业银行助力乡村振兴效用的调查研究——以湖南省浏阳市达浒镇为例 蔡雨荷、张弋鸣、陈嘉烨、苗榆、李羽晴、韩建光 周再清 85.00 

A221 三等奖 河北金融学院 乡村振兴背景下河北省小额信贷发展现状调研--以河北省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为例 运香凝、汤世博、杨旭洁、赵飞歌、李哲、焦芳艺、邢晨瑜 吴娟频 84.58 

A146 三等奖 吉林财经大学 乡村振兴背景下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区数字金融助力乡村发展实践调研报告 赵恩泽、冯雪、王柯苏、许天一、关富升 祝国平、王丽颖 84.40 

A252 三等奖 河北金融学院
普金融素养，促文化振兴——乡村振兴视角下关于雄安新区农村居民金融素养发展水平的调

查研究
田亚翠、粟文娟、裴佳伟、宋英杰、康迈、刘浩佳、蔡韶雯 林新岳、张楠楠 84.33 

A124 三等奖 贵州财经大学 绿色金融支持美丽乡村建设研究——以贵阳市石板镇为例 吴彬烨、刘国懿、张诗其、赵璇、蒋文雪 向岚、张克雯 84.20 

A233 三等奖 河北金融学院 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背景下河北省农村信用社如何推进普惠金融工作的调查研究 裴佳伟、粟文娟、赵一平、李冰、田亚翠、齐天佑、秦政 李婧 84.17 

A245 三等奖 河北金融学院 普惠金融助推乡村特色产业“双链结构”发展的案例分析--以浆水苹果小镇为例 粟文娟、田亚翠、刘欣瑶、梁子仪、刘浩佳、裴佳伟、曹曼 刘百恒、刘岱 84.17 

A352 三等奖 广东金融学院 广东省居民疫苗保险购买意愿调查研究报告——普惠金融之保险创新发展的实现形式探讨 陈泽鸿、陈泰检、詹晓丽、关诗淇、朱峰、蔡镇豪 粟榆 84.17 

A156 三等奖 湖北商贸学院 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的现状调研报告—以湖北省为例 鲍旭、程博文、肖芷苇、张春月、李瑞铠 胡艳 84.03 

A115 三等奖 南京审计大学 调研报告 乡村振兴背景下“保险+期货”模式优化研究 陈玲玲、白欣迪、曹梦洋、刘书廷、彭佳宁、施亚茵 石岿然、刘妍 84.00 

A211 三等奖 北京联合大学 金融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研究——以水东乡舍“三改一留”模式为例 卢许泽宸、张文杰、王格丹、申继忠、刘亭婷 苏艳芝、陈岩 83.83 

A134 三等奖 贵州财经大学 绿色普惠金融助力美丽乡村建设调研报告——以遵义市三台村为例 马一超、李婷婷、李卫东、郑菲菲、罗银浪 徐凤霞 向岚、张克雯 83.80 

A122 三等奖 吉林财经大学 乡村振兴中民间借贷非法性情况研究-----以吉林省民间非法集资问题为例 胡佳龙、王红雨、徐艺菲、黄智森、郑博、戴佳妮、何晨砚 鞠国华 83.73 

A234 三等奖 北京联合大学 山东曹县淘宝商户普惠金融调查 李茄铭、胡晓文、徐铭璐、李江喆、王溪浩 傅巧灵、肖文东 83.33 

A256 三等奖 福建江夏学院 绿色金融背景下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现状分析调查 曾怡婧、林雅昕、潘仕杰、朱毅婷 旷开金 83.17 

A225 三等奖 福建江夏学院 双碳背景下绿色信贷发展调研分析--以福建省南平市、三明市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区为例 沈佳欣、谢永吉、黄凯文、林诗雅、罗梓琳、雷桃花、安露 林兴、黄婷 83.00 

A141 三等奖 南京审计大学 关于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间双向联动调研报告——以江苏、山西部分地区为例 王然冉、李进春、梁凡、程轲言 吉玉荣 82.83 

A365 三等奖 天津工业大学 绿色债券市场运行、投资意愿及风险分析——基于长三角地区的调查研究 马世博、谷梦雨、乔金、李庆华、王家慧、潘雪洁、黄点抗 李程 8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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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37 三等奖 吉林财经大学 乡村振兴中的居民金融素养调研报告 范兆轩、颜纾语、李思奇、田佳蕊、孙静怡、武慧苑、蒋兴 王丽颖 82.80 

A136 三等奖 湖北商贸学院 乡村振兴战略下湖北省农村居民金融素养调查报告 贺晓倩、樊子佳、郭东华、李欣怡、欧阳与时 胡艳 82.63 

A151 三等奖 南京审计大学 促进区块链技术在农村普惠金融应用——基于南京地区的调研报告 鲜崇琰、张智益、张泷月、勾亚琳、孙浩南 冯彩 82.60 

A321 三等奖 天津工业大学 “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调研分析——以山西省大同市云州区为例 张诗琦、张浩鑫、祁悦、赵彤、曾亚婕、邓涵、姚欣 南芳、张晋 83.50 

A315 三等奖 江西财经大学 助力吉林白山乡村振兴的金融引擎构建——基于“一谷一城”政策落实现状 张欣悦、蔡翔天、单新月、马嘉程、郭嘉懿 文艺、胡少勇 81.83 

A353 三等奖 天津工业大学
精准扶贫背景下普惠金融实施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基于河北、山西、甘肃三省农村地区
的调研报告

陈芷晗、陈茜、陈汇淇、李逸菲、姜妍 李程、魏梅 81.83 

A232 三等奖 西南财经大学 “普”融革命老区，“惠”泽红色吕梁——基于县域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的研究
李顺鑫、向严诚、陈欣玥、李心晖、刘书序、刘思彤、张楚
晗

兰岛 81.67 

A133 三等奖 江西师范大学
普惠金融背景下移动互联网环境中农村居民信息搜索模式与决策偏误研究——基于江苏省常

州市武进区嘉泽镇调查研究
刘雨桐、谭甘莹、杨雅晴、舒丽萍、杨凡萱 欧阳慧 81.63 

A311 三等奖 湖南大学
PPP模式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推动美丽乡村建设研究——以澧县河湖水网连通生态水利工程为

例
刘云涛、伍杰文、刘艺、陈睿怡、叶钊宏、万宁佳 吴志明 81.00 

A213 三等奖 湖北经济学院 我国绿色金融的发展与地区实践——基于湖北地区的调研 柴甜、葛畅、范钰、熊家煜、朱俞林 杨申燕、张攀红 81.00 

A127 三等奖 哈尔滨金融学院 黑龙江省泰来县普惠金融调查报告 闫红博、裴浩渺、梁岩 于佳 80.77 

A251 三等奖 云南财经大学 绿色普惠金融对农户创业的影响研究 李思捷、胡凯莉、代龙皓、王晨、党瑞龙、刘俐彤 黄倩 80.50 

A343 三等奖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绿色金融支持美丽乡村建设的现状、问题及对策——基于全国六个不同经济发展地区的调研

报告
王兰兰、潘振霆、冯畅、何金洪、徐彬航 谭云清 79.83 

A354 三等奖 江西财经大学 绿色金融支持LED产业发展的情况调研——以江西省瑞昌市为例 罗静怡、周佳、帅慧慧 舒海棠 79.17 

A364 三等奖 江西财经大学 绿色普惠金融背景下小额信贷机制及效应专项研究 聂锡桐、陈文慧、温秦、欧阳雅婷、张淑澜、张晖 钟小林、游志云 79.17 

A142 三等奖 江西师范大学
产权配“治”绘就美丽乡村新画卷：优化宅基地资格权配置促进乡村治理的可行路径研究——
基于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的调查

葛舒淇、程路议、徐灿 周宗根、马红艳 79.07 

A243 三等奖 福建江夏学院 绿色金融支持产业发展现状及未来发展路径——以漳浦县为例 黄志婷、曾舒楠、方达伟、李志豪 曹彦 79.00 

A262 三等奖 河北金融学院 金融素养对农村居民借贷行为的影响研究——以河北省保定市涞源县为例 魏麟懿、侯英杰、赵子怡、 盖李杨、吴佳颖、魏旭婷 王炎 79.00 

A145 三等奖 哈尔滨金融学院 深化开展普惠金融，共同推进乡村振兴 王昊、刘洪儒、李梦尧 姜岩、门晓宇 78.80 

A261 三等奖 云南财经大学 从绿色金融视角探索美丽乡村建设——以鲁甸为例 李贝贝、罗露希、彭珊、张乾碧、凡圣蕾、刘玉麟 郭良骥 78.17 

A116 三等奖 郑州财经学院 河南省乡村振兴中民间借贷问题调研报告 魏聪、张淏喆、刘奕彤、蔡初航 张燕 78.00 

A312 三等奖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绿色金融的作用机制及效应研究——新版“禁塑令”如何影响公众认知及环保行为 郭华婷、任逸飞、陈思雯、郭浩茹、孙熙彤、汤可真 项迪 77.33 



2021年“普惠金融·青春践行”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有奖征文获奖名单（A组）

编号 奖项 院校 调研报告题目 团队成员 指导教师 总得分

A361 三等奖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金融教育普及度以及农村消费者金融素养问题研究--以福建省莆田市太湖

村为例
许惠潇 无 77.33 

A144 三等奖 贵州财经大学 普惠金融支持美丽乡村建设的研究 ——以贵州省为例 张露、张钱多 向岚、张克雯 77.20 

A313 三等奖 江西财经大学 乡村振兴背景下普惠金融发展现状调查研究——以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张家产镇为例 董疏桐、姜懿纯、张馨予、黄嘉宇、甘婧 钟小林 77.17 

A323 三等奖 江西财经大学 城乡普惠保险发展现状、问题与对策析——基于江西省普惠保险的调查资料 麦心怡、傅钰、温秦、祝子恩、徐嘉欣 胡少勇、段月维 77.17 

A154 三等奖 江西师范大学 创新人才共享机制 激发本土非遗夏布新活力——基于江西新余、宜春夏布绣的调研报告 方燕平、钟慧莹、吴长慧、曾佳、周美洁 叶松勤 76.77 

A143 三等奖 江西师范大学
红色旅游扶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模式研究——探寻井冈山神山村“神奇之变”背后的脱贫密

码
刘雨桐、谭甘莹、杨雅晴、温杭欣、崔红玉 叶松勤 76.57 

A244 三等奖 北京联合大学 城乡居民对数字普惠金融的认知与使用现状分析 陈奕君、顾新晨、努尔曼·艾比卜拉 王述珍、张璐 76.50 

A254 三等奖 湖北经济学院 绿色金融助力传统产业绿色化转型升级的路径研究——以湖北省为例 余金歌、杨雅婷、严欣宇、陈晗冰 杨申燕 76.00 

A112 三等奖 吉林财经大学 千“络”地“网”共助农——电商背景下农产品销售调研
赵宇航、杨李宁健、孙文锐、董月、仇怡晨、芋博文、肖翊
涵

马昕田 75.67 

A264 三等奖 西南财经大学 探究农村产业脱贫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林芝市察隅县阿扎村实地调研
李云川、陈卓程、赵睿、刘伟杰、谢瑶、格桑央珍、白玛玉
珍

杨帆、黄文 76.42 

A215 三等奖 云南财经大学 乡村振兴战略下的乡村旅游对个体农户的经济影响——以昆明市安宁市为例 杨翠霞、杨婉秋、谢焱煊、蒋思琪、马静 夏蜀 75.00 

A223 三等奖 西南财经大学 基于天安乡扶贫成果的调研及乡村振兴前景的看法
张焕城、毛恬、王德维、林璐冰、李珺雯、陈可、邱天孝、
吴淑满、岳媛、郉日铭

任虹 74.75 

A132 三等奖 郑州财经学院 河南省乡村振兴中居民金融素养调研报告 潘雨晨、陈亲沛、姚珂、潘亚鸽、王玉华、高银月、王华婕 杨贵仓 75.47 

A121 三等奖 郑州财经学院 河南省乡村振兴中的民间借贷问题研究 左梦阳、罗佳欣、张佳淇、王路远、张艳萍、钱晶晶 陈珍珍 74.20 

A241 三等奖 西南财经大学 扶贫济困，贵在有你——龙里县扶贫考察调研报告 陈语萱、张羽洁、肖建宇、江一洲、伍元昊 陈志舟 73.08 

A333 三等奖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绿色金融对碳排放的影响分析——以汽车产业为例 王书盈、尹清红、赵广智 管承瑜 72.67 

A334 三等奖 广东金融学院
乡村振兴背景下数字金融支持乡村发展的实验研究——聚焦数字金融对彬州市农业发展潜力

的研究

章一禾、张腾飞、陈茜、温梓佳、张嘉辰、邓凯文、李穗祺
、杨英琦

许丽华 72.50 

A322 三等奖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普惠帮扶齐发展，乡村振兴正当时——我国乡村振兴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 毕佳璇、付丹凤、邵薇薇、杨皓莹、周睿、刘香廷 张伟玉 72.17 

A253 三等奖 北京联合大学 绿色金融的发展与创新实践——基于浙江的案例分析 徐心语、周琛淋、王文仪、黄小禾 李雅宁 71.67 

A153 三等奖 哈尔滨金融学院 黑龙江省金融科技助推乡村政策研究 杨紫祺、张博、贾丹宁、郝艺涵、王海秋、孟祥宇、吴迪 姜岩 71.03 

A155 三等奖 湖北商贸学院 农村创业推动乡村振兴的模式及实现机制分析——基于天门地区 18 份调查问卷分析 刘馨、王琪 周玲 71.00 

A332 三等奖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为乡村冰雪运动插上数字金融的翅膀 ——以辽宁省为例 徐曜平、张卓一、宋佳、曲虹羽 邓军 7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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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奖项 院校 调研报告题目 团队成员 指导教师 总得分

A152 三等奖 郑州财经学院 金融科技助推乡村振兴的政策研究 贠郁文、刘蒲冲、王越、傅睿 张心怡 69.10 

A342 三等奖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沿海乡镇振兴的特色资源融合与产业开发——以福建崇武镇为例 许松蓉 无 50.25 



2021年“普惠金融·青春践行”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有奖征文获奖名单（B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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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5 一等奖 辽宁金融职业学院 乡村振兴背景下普惠金融发展现状调研报告--以盘锦市大洼区为例 霍俊国、曲天、孔祥瑞、贺一楠、孙国庆、董浩然 孙迎春、魏琼 88.40 

B62 二等奖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 农村居民数字金融素养现状及提升策略-基于北京市4个村273个样本分析 刘岳潼、翟美欣、吴昊卿、刘子萱、刘亚、王雨峰、郭乙宁 刘廷兰 88.17 

B13 二等奖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绿色金融支持“光伏+”美丽乡村建设的模式研究 潘璇、赵蒨、刘欣茹、潘彦晨、高梦琪、刘皖玉 魏吉 86.80 

B53 二等奖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建设下的宁波市小微信贷现状及需求的调研报告 卢黎岚、张徐军、陈家辉、胡梦娜、陶明静、林佳、黄清清 牟君清、缪仁亮 86.20 

B63 二等奖 辽宁金融职业学院 乡村振兴中的居民金融素养问题研究 叶俊博、张影、高萌、周涛、陈佳旺、吴妍、屈文宇 宋洋、肖景峰 86.00 

B24 二等奖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支持美丽乡村建设的“长兴经验” 赵圣哲、王瑗、李佩雯、何盈盈、丁怡梦、郑银行、应心怡 龚梦雪、吴蕴赟 84.20 

B23 二等奖 宁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金融政策支持乡村振兴的调研—以宁夏吴忠市五里坡养殖基地奶牛业为例 张蓓蓓、丁燕 、马瑞芳、叶子旖、戴宇哲 苑玉新、鲍艳 84.10 

B33 三等奖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新发展阶段推进绿色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路径研究——以天台农商行为例 朱逸杭、姜婧婧、习书艺、沈子怡、魏季、陈宜乐、刘金豪 金晓燕、姚红琳 83.40 

B14 三等奖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 乡村振兴中的民间借贷问题的研究----基于对河北部分农村的调研 杜亮、郭欣强、贺嘉琦、李紫阳、曹婷境、王丽萍 邱卓娴、刘淙淙 82.83 

B25 三等奖 山西金融职业学院 乡村振兴中的居民金融素养问题研究——以山西省曲沃县北董乡西堡村为例 安凯凯、韦宏启、宋伟达、李佳兴 史培峰、邓婷婷 82.50 

B51 三等奖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 乡村振兴的金融支持体系研究------基于对北京市通州永乐店镇的调研 张浩宇、郑芸、李晓涵、曹梦蝶、宋欣然 吕萍、孙茂盛 82.50 

B31 三等奖 辽宁金融职业学院 辽宁农村金融素养  助力乡村振兴战略——以辽宁省为例 杨怀亮、赵宇、李心如、王紫怡、侯金池、方雪儿、杨雪娇 安刚、杨丹 82.40 

B61 三等奖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 绿色金融视角下乡村红色旅游建设情况调研报告----以湖南省长沙县开慧村为例 谢秋容、谢焱、田婉琼、陈燕、陈红、龚婷婷 孙曦 82.40 

B41 三等奖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 乡村振兴背景下湖南省长沙县基层农民贷款现状调研报告 胡平、刘思成、陈意彬 石莉萍 81.03 

B12 三等奖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 农村金融视角下湖南乡村特色经济发展的调查报告 段娟娟、向柯柯、苏星艺、葛燕、周欢欢 杨柳明 81.00 

B42 三等奖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低碳农业发展视域下绿色金融产品创新：基于衢州碳账户金融应用场景建设的调研 姜宇龙、赵志阳、徐凯佳、夏雨、杨成玉、蔡晓晨 许嘉扬、朱维巍 80.27 

B32 三等奖 宁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普惠金融助推中宁枸杞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 白紫谦、白天成、兰晓文、焦盼盼、王凯 沈玉星、马建华 80.20 

B43 三等奖 宁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乡村振兴下的民间借贷现状调查研究 蔺婕、王泽慧、张倩、张小风、刘佳乐、张娟 庞晓东、余琴 80.20 

B21 三等奖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 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绿色金融发展情况调查报告 马笑、唐素娟、周书慧 谭婷婷 80.00 

B52 三等奖 辽宁金融职业学院 辽西地区乡村振兴中的居民金融素养现状及问题研究 陶昕宇、杨楠、颜紫依、吕婧、于欣然 张红玲、刘壹萍 79.20 

B15 三等奖 辽宁金融职业学院 乡村振兴的金融支持体系研究 朱丽倩、王重阳、张明慧、余昕檬、赵云龙、贾晓琳 白广申、姚金泽 78.40 

B44 三等奖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 金融科技助推乡村振兴的政策研究——基于对河北安新县部分农村的需求调研 李思露、杨嘉欣、杜亚晴、伊琳娜、侯雨晨、刘亚琦 王圣英、马悦 77.75 

B54 三等奖 郑州财经学院 许昌市乡村振兴中的民间借贷问题研究 孙焱凯、彭雨蒙、李泉锦、李敏、刘畅、李花、赵亮亮 赵晓阳、高胜寒 77.33 

B11 三等奖 宁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中卫市沙坡头区农村居民金融素养调研报告 曹雪荣、马瑞琳、田涛、黄佳伟 范阳春、王滨 76.40 

B22 三等奖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普惠金融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调研报告 吴仲琦、刘晓东、梁京辉、高伟民 王朝晖、张风存 7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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