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号 学  校 作  者 题  目 备 注

1 华东师范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 范学俊、杜德、陆喆烨、卓澜 华为需要上市吗？ 上市

2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
院

邓路、徐睿阳
兖州煤业海外收购菲利克斯公司：步入“青云”还是走进“深渊
”？

并购

3 南开大学金融学院 马晓军 双汇国际收购史密斯菲尔德案例研究 并购

4 浙江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王聪聪、陈荣达 深南电的期权对赌困局

5 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 钱雪松、吴静、李红林 陕鼓动力：基于供应链的委托贷款创新实践之路

6 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皮天雷、袁军、马诗琦 海航集团的资本运作之道

7 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皮天雷、李傲远 互联网金融时代的京东攻略

8 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李守伟、潘晴、白洁 互联网金融创新研究——基于余额宝的案例分析

9 南开大学金融学院 阳佳余、陆夏冰、黄晓陈、李亚盟 卖空与期权Delta对冲——Icahn Capital对冲基金案例

10 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 李慧 湘鄂情的生死沉浮

11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李凤云、徐焕杰 博盈投资并购武汉梧桐的交易结构设计 并购

12 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张金若、辛清泉 嘉士伯溢价增持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之谜 融资

13 同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石建勋、岳远斌、陈龙 天珑移动借壳创智科技通过“新三板”上市 上市

14 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院 张颖、吴晓卉、张夏添 养老金资产配置案例：以中国建设银行为例

15 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陆静 贸易融资惹得祸 融资

16 安徽大学经济学院 陈燕玲、张霄、何沛 搁浅的“伦敦鲸”——摩根大通巨亏事件分析

17 华东师范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 范学俊、马楚楚 重庆阿里小贷公司融资抉择 融资

18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何青 面对钱荒，央行的抉择——“620钱荒”案例分析

19 安徽大学经济学院 陈燕玲、戴仲仪 光大证券“8.16”事件始末

20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
院

赵尚梅、杨喆 小微企业融资魔咒-----来自阿里巴巴的破解之道 融资

21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洪玫、朱煜杰 一场针对投资银行的法律诉讼——“高盛欺诈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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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郭彪 光大证券乌龙指事情案例分析

23 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 周再清、甘易 阿里金融小微信贷蜕变之路

24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田素华、窦菲菲、杨穆彬、勾宇茜 “8•16光大证券乌龙指”交易的法律责任与投资者赔偿

25 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高杉、杨晓龙、郑长德 中国阿里与日本乐天的金融帝国 融资

26 武汉理工大学经济学院 曾玲玲、谭喻萦 华谊兄弟限售股减持动机、效应与盈余管理 融资

27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俞洁芳、顾月、吕佳敏、郑竹雯、曹
欣

从中国银行纽约分行骗贷案看中资金融机构海外发展风险管理

28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周洋 双汇杠杆并购史密斯菲尔德 并购

29 华东师范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 潘志斌、戈婷婷、胡颖、凌琳、凌沁 风雨俏江南：上市折戟终易主 上市

30 南开大学 马晓军、孙静曦、李海滨、蒋东旭 分众传媒私有化及借壳上市案例研究 上市

31 广东财经大学 袁鲲、蒋永丹、李峥、翁文娟 前海开源分级基金产品开发、投资者利益保护与市场环境之困

32 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皮天雷   汪辰媚   廖頠   高昱 门口的野蛮人？——万宝股权争夺战 并购

33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邓路、林珠平、郑云鹤 分众传媒：私有化与借壳上市的资本运作之路 上市

34 华东师范大学 范学俊 奇虎360的回归之路

35 安徽大学 陈燕玲、鲍慧玲、何正亚 华锐债的逆袭传奇—一个市场化救债范本

36 安徽财经大学 任森春 新力金融借壳巢东股份上市的模式、路径及效果分析 上市

37 上海外国语大学 孙海霞 巴克莱银行LIBOR虚报操纵案：改革与启示

38 浙江工商大学金融学院 程大涛 高杠杆下的宋卫平失去绿城中国控制权

39 华南师范大学 李庆峰 美的集团整体上市研究：换股方案、定价玄机与二级市场炒作 上市

40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牟晖、欧阳桃花、邢洁 秋明软件：股权变更引致控制权失控之困

41 东北财经大学 田杰敏  王敏 中概股分众传媒强势回归，借壳上市创资本传奇 上市

42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周洋 鄂武商控制权争夺战案例分析 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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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同济大学 钟宁桦、郑庆明、董俊玲、殷俊锋 “野蛮人”缘何敲门——对万科股权结构的思考

44 中央财经大学 方意 泛亚交易模式及“日金宝”流动性挤兑危机案例

45 武汉理工大学 曾玲玲、陈琳、袁子馨 爱康国宾与美年大健康的私有化股权之争

46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丁建臣、孙晓杰、马纪元、董小平
协议控制与合伙人制度在企业上市过程中的运用——基于阿里巴
巴集团IPO经历的分析

上市

47 浙江工商大学金融学院 姚耀军 阿里金融的崛起

48 东北财经大学 丁宁  颜凯 交通银行信用卡资产证券化的首秀之旅

49 上海师范大学 鲍晓晔 雷曼迷你债“迷倒”中小投资者——金融机构适当性义务之释义

50 中央财经大学 黄瑜琴、边雯晖、郭少杰 中诚信托诚至金开1号信托案例

51 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杜红艳
“收购”与“反收购”，“做空”与“轧空”——保时捷的“成
功”与“失败”

并购

52 武汉理工大学 曾玲玲、张小斯 苏宁反哺：供应链金融与电子商务跨界结合的双赢效应

53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陈学彬 2016 年 1 月香港离岸人民币空头阻击战

54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李凤云、洪玫 从远东股份到视觉中国案例

55 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张金若、郭城 万科股份与宝能集团的股权争夺案例研究 并购

56 安徽大学 邓道才、程兵兵、洪敏 绿大地公司欺诈上市案始末 上市

57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沈红波 万达院线：全球视野的并购整合之路 并购

58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潘立新、赵启胜、刘一弓 分合两难：天泽集团设立财务公司之困

59 华南师范大学 彭文平 国轩高科借壳上市案例研究 上市

60 东北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马延安等 江苏吴通通讯收购北京国都互联资产案 并购

61 广东财经大学 刘刚、赵子云、吴思虹 万科宝能股权之争

62 上海师范大学 黄建中
董事会融资权边界、定向增发定价机制与大股东隧道行为——万
科 A 与中环股份定向增发案例

融资

63 华东师范大学 徐世腾 全球化视野下华为公司的成长路径与风险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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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辽宁大学经济学院 罗春婵 央行对战空头：2016年初人民币汇率保卫战

65 东北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马野驰 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根源与启示

66 同济大学 石建勋、陈龙、王超、尤路亚 e租宝的“庞氏骗局”深度解析

67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郭彪 程序化/高频交易利弊：论骑士资本巨额亏损

68 北京交通大学 柯金川/吕甜 LT公司引入风险投资的烦恼 融资

69 湘潭大学 吴朝霞、丁洁、葛冰馨 湘潭九华污水处理厂项目的融资之路 ——PPP模式的应用 融资

70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邓路、孙春兴、陈予懋 九鼎投资：新三板与借壳上市的资本运作之路 上市

71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石建勋、岳远斌、车江、骆静
洛阳钼业并购海外矿产资源：“自筹资金+银行贷款+配套定增+明
股实债”的融资方案

并购

72 安徽大学 陈燕玲、陈梦靖、王鑫 群雄逐鹿 争霸山水——山水水泥的控制权争战 并购

73 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周思言、皮天雷、 周禹彤、甘榆婷 俏江南的资本”魔咒“

74 北京联合大学 陈岩 骑向未来的摩拜单车

75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罗忠洲、董方红 浑水做空辉山乳业：海外机构狙击中概股之道

76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石建勋、骆静、车江 乐视为什么在资本市场玩不转了？

77 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李曜、刘莉亚、丛菲菲、杨睿、金振
浪

坎坷循环的资本路：下市之后再上市的困扰 上市

78 山东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王洪生、陈翼、马融济、王昊、陆永
新

破茧能否化蝶——聚美优品私有化之路

79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石建勋、余若瑄、张立、阮青松 鸿海并购夏普：历时四年的股权争夺战与价格谈判周析 并购

80 西南大学
李沁洋、王定祥、常迎辉、高少林、
张晓妍

华夏幸福的幸福融资术

81 广东财经大学 刘刚、曾琪花、张友泽 顺丰借壳鼎泰新材上市案例研究 上市

82 华东师范大学 岳华 复星国际并购英冠狼队：战略、定价与⽅式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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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北京交通大学 马忠/赵健梅/邢颖/曙光 私募股权融资：福兮祸兮？--基于雷士照明的案例分析 融资

84 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皮天雷、周禹彤、来文耀、唐烟金 董小姐与姚老板的“股”事—险资路在何方？

85 山东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陈盛伟、王洪生、陆永新、陈翼 以退为进or实非得已—以趣分期转型消费金融为例

86 华东师范大学
范学俊、王银银、黄婷婷、陈子彦、
袁纯子

东北特钢破产重整：如何浴火重生？

87 山东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董继刚、王洪生、刘陆露、崔志慧、
翟彦利

蚂蚁花呗,消费金融创新之路

88 中央财经大学 陈颖、雷毅名、乔玥娇、张浩 债券违约风波——2016年东北特钢系列债券违约案例

89 中国人民大学 谭松涛 杠杆、流动性危机与股票市场的崩盘风险

90 安徽大学 陈燕玲、鲍慧玲、何正亚 民生银行股权争夺战

91 山东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陈盛伟、王洪生、李庆辉、卢扬、王
子纯

筷来财：舌尖上的互联网金融

92 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曹啸、陈博甫 奥马电器定增借壳背后的逻辑：资本运作与监管套利

93 北京交通大学 何琳 进退之略，现金为谋--万达商业退市引发的思考 上市

94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罗忠洲、袁景 九好集团借壳鞍重股份”忽悠式重组“

95 华南理工大学 于孝建 彭永喻 陈曦 京东“白拿”的交易模式及其风险分析

96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 沈军 产融结合助推碧水蓝天——PPP背景下碧水源的股权运作

97 广东财经大学 刘湘云、吴文洋、毕心蕙、张婕 中科云网之殇——“湘鄂情”债券违约始末

98 武汉理工大学经济学院 周毓萍、刘青青、窦正菊 “融资大王”京东方定向增发动机、利益输送与中小股东权益 融资

99 安徽大学 邓道才、窦钱斌、张丰顺 创业板史上“最严罚单”：欣泰电气欺诈发行强制退市案

100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钟宁桦、于洪博、何青青、马涛 公司治理之殇——大股东华润与“野蛮人”对万科的内外夹击

101 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皮天雷、邓博文、何智、唐烟金 格力电器与前海人寿的股权争夺战

102 山东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王洪生、陆永新、陈翼、王昊 中概股奇虎360，“游子”的漫漫东归路

103 东北师范大学 马延安 巨人网络借壳世纪游轮案例分析 上市

104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沈红波、胡婷 顺丰控股借壳鼎泰新材上市案例研究 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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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华南师范大学 张勇  夏晓彤 “宝万之争”险资配资模式探究 融资

106 武汉理工大学经济学院 曾玲玲、张烨帅、李晓璇、曹书灵 从万科股权之争看公司治理模式中股东权益与管理层的关系

107 重庆大学 陆静，周颖 重庆川味基私有化退市分析

108 华东师范大学
范学俊、樊迪、邓冬方、韩冬梅、应
丽丽

美的收购库卡：探寻机器人行业风口 并购

109 辽宁大学 罗春婵 庞羽 丁义文 破茧成蝶——瀚华小贷资产证券化之路

110 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李科 安硕信息股价与基金家族共同持股

111 西南科技大学 邓金堂 熊途搏虎：H基金管理公司的相机抉择实践

112 东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姜学军、胡旭晨 中国银行徐州铜山支行一笔贷款的演变

113 南京师范大学 刘雪梅 陶士贵 责任+效益：兴业银行“一点一线一面”的绿色金融探索之路

114 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何韧、王漂莎、易沁、魏玲
并购资金从何来？——金钰集团携手交通银行创新并购融资新方
案

并购

115 安徽大学 邓道才、汪婷婷、王利 国海证券“萝卜章”事件始末

116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蔡晓月、刘岩 中信证券公司海外并购的动因及绩效分析 并购

117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谢珺，肖亚熙，吴国维，钱頔玥 信威通信借壳上市的动机，模式及经济后果分析 上市

118 江西师范大学
胡礼文、熊诗凯、刘华明、彭晓红、
王玉萍

赛维LDK盛极而衰之重重谍影

119 中南大学商学院 易玄、杨孝明、刘茜、刘韵 天舟文化非公开收购的转型之路 并购

120 华南师范大学 屠新曙 陆丰农信社贷款管理体系重构案

121 华南师范大学 武艳杰 腾讯跨界竞争与互联网金融帝国缔造

122 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 黄国妍 德意志银行：第二个雷曼？ ——银行风险与银行监管的猫鼠游戏

123 中央财经大学 史建平、闫思宇、张一凡
中资商业银行海外并购折戟：路在何方——中国民生银行并购美
国联合银行的案例分析

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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