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浙江省优秀研究生教学案例认定项目名单（直接认定）

序号 培养单位 案例名称 作者 专业领域方向 适用课程

1 浙江大学
刘云务诉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晋源一大队道
路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案

章剑生 行政法学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2 浙江大学 组织韧性：吉利超越追赶的“元动力密码”
吴晓波、徐宁、李思

涵、杜健
工商管理

组织行为学、战略管理、创新
管理

3 浙江大学 钉钉崛起背后：群体组织数字化道路上的助力者 魏江、缪沁男 工商管理
战略管理、商业模式创新、创

新管理

4 浙江大学
新桃与旧符：江南尚品物业中心的组织变革动了谁的奶
酪？

谢小云、方奇、许小
东、魏俊杰

工商管理 组织行为学、组织变革

5 浙江大学 从来往到钉钉：“无招”如何“向死而生”？
邬爱其、郑刚、林文

丰
工商管理

创新与变革管理、创业管理、
公司创业

6 浙江大学
天空中飘来一朵“阿里云”：中国自主云计算技术如何从0
到1 郑刚、林文丰 工商管理 创新与变革管理

7 浙江大学 金华市农村垃圾分类“绿色革命” 徐林 公共管理 公共管理学

8 浙江大学
以流程再造的小切口，撬动经济体制的大变革：浙江省“
标准地”改革案例

高翔 公共管理 公共经济学、地方政府学

9 浙江大学
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治理体系——浙江省桐乡
市“三治融合”创新与发展

郁建兴 公共管理
公共政策分析、行政管理、政
府治理理论与实践、社区治理
、地方政府管理、地方政府学

10 浙江大学
探索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中国方案——浙江省打造
县域医共体建设的典型样本

郁建兴 公共管理
公共政策分析、公共管理学、
组织行为学、公共卫生政策与

管理

11 浙江大学 上海和重庆房产税试点政策及其价格效应的案例分析 方红生 税务 税收理论与政策

12 浙江大学 线上线下：大龙网与你相约
马述忠、梁绮慧、柴

宇曦
国际商务 国际商务

13 浙江大学 宜家的国际避税行为分析：基于BES行动计划的视角 周夏飞 税务 国际税收、中级财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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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起于毫末，逐鹿全球：DH股份的追赶之路
徐建新、张海迪、王

核成、郭文强
工商管理(企业战略管理、

研发与创新管理)
企业战略管理、研发与创新管

理

15 浙江工业大学 道阻且跻，行则将至——大江服饰的智能制造之路
李正卫、李攻、丁雅

琦、曾紫薇
创新创业 运营管理

16 浙江工业大学 小开关点亮大舞台：鸿雁的智能化产品创新之路
梅景瑶、李正卫、李

攻、刘冠楚
创新创业 创新创业管理

17 浙江工业大学 海归创业者：信核科技创始人任永坚的求索之路
郑燕女、程文婷、陈

衍泰、李攻
创新创业 创新创业管理

18 浙江工业大学 天际股份23亿巨额并购商誉为何成了“烫手山芋”？
安维东、刘伟、邢单

妮
财务管理 企业并购

19 浙江工业大学
邹跃贪污案——刑事诉讼二审程序中贪污罪认定与律师辩
护

李永红、赵志业 刑事法 法律

20 浙江工业大学
杭州中欣混凝土外加剂有限公司与浙江省普陀地基基础工
程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刘承涛、钟鑫 民商法 法律

21 浙江工业大学 罗曼公司与钱某某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 刘承涛、徐正影 民商法 法律

22 浙江师范大学 一个中学教师对课题观察研究的自我叙事 张天雪、马银琦 学科教学 中小学教育研究方法

23 浙江师范大学 美国FG公司诉刚果（金）国家豁免权案 吴卡、陈琳 国际 法学
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

法等

24 浙江师范大学 “陀螺转起” 项目课程的设计与实施 张莹 学前教育
幼儿体育教育、幼儿体质健康

促进

25 浙江师范大学 科学本质怎么教？——“磁场”的科学本质教学案例
黄晓、朱倩云、骆康

康
科学与技术教育专业、理

科学科教育专业

科学课程与教学论、科学与技
术教育课程、学科教学（物理

、化学、生物）

26 浙江师范大学
如何深度学习一幅中国传世名画 ——以《富春山居图》的
感悟性学习为例

朱敬东 学科教学（美术） 美术学科教学

27 杭州师范大学
特色小镇建设中政府行为的“亲”与“疏”——蓬勃的梦
想小镇与失落的仓前老街

曾智洪 公共政策、城市管理
公共管理学、公共经济学、城

市管理学

28 杭州师范大学
愁缘迟暮起，欣是知己伴——基于杭州长命村“抱团养老
”的调查

曾智洪 社会保障、公共政策
公共管理学、社会保障学、公

共政策分析、社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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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杭州师范大学 教师在家加班猝死，算不算工伤？ 王雁琳 教育管理
教育管理学、教育政策与法规

、教育法学

30 杭州师范大学 康美药业浮沉记 周建芳 金融 财务报表分析、投资学

31 温州大学 自闭症儿童M从幼儿园到小学的求学记 李晓燕、张玉敏 特殊教育学前教育
特殊儿童心理与教育、特殊教
育概论、学前儿童家庭教育

32 温州大学 以表现性评价框架促进算理理解的小学计算教学 章勤琼、阳海林
小学教育；学科教学（数

学）
小学数学教学论、小学教学设

计、小学教学测量与评价

33 浙江工商大学 心有灵犀一点通：正凯新材的智能制造转型之路
肖迪、洪冬冬、程兆

谦、陈瑛
数字化转型 管理信息系统

34 浙江工商大学
短租平台异质性房源定价模型研究——基于不同房东类型
的分析

陈钰芬 应用统计和经济统计专业
机器学习、数据挖掘实务、人

工智能与案例分析

35 浙江工商大学 K酒店集团的“床单问题”
陈觉、林欣欣、郑胜

华
旅游管理 服务运营管理、酒店管理

36 浙江工商大学 迷雾中的巧匠——质子科技的创业探索之路
朱亚丽、郭吴挺、肖

迪、郭长伟
创新创业 创业管理

37 浙江工商大学
基于情感词典和组合模型的旅游景区在线评论情感研究
——以横店影视城为例

杨晓蓉 统计学 R软件与数据分析、数据挖掘

38 浙江工商大学 杭州西溪湿地:非常规式形象定位引领景区高端发展 潘丽丽 旅游管理 旅游规划与战略

39 浙江工商大学 认养一头牛：重新定义品牌与消费者的关系
顾春梅、侯旻、李慧

瑶、孙仕军
市场营销 营销管理

40 浙江工商大学 基于梯度提升算法的信用卡交易反欺诈模型研究及应用 董雪梅 机器学习 机器学习、数据挖掘、统计学

41 浙江工商大学
乡村振兴的困境博弈与突破路径：安吉余村的“两山论”
实践

徐清、杨思杰 城乡规划
乡村规划与设计、旅游目的地

开发与管理

42 浙江工商大学 商业银行客户画像体系的构建与流失预警分析 向书坚 应用统计学 统计学、机器学习

43 浙江工商大学 如何寄宿大生态谋发展：遥望网络的平台镶嵌之道
王节祥、邱逸翔、翟

庆云
平台战略 战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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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浙江工商大学 共享经济背景下短租行业房客信任影响因素研究 崔峰 机器学习
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统

计学

45 浙江工商大学 南关厢公益素食馆——社会企业扩散成长之问 黄文胜、朱朝晖 企业管理
战略管理、创业管理、社会企

业

46 浙江工商大学 飞鹤奶粉的逆袭：半世积淀，一朝飞天 程兆谦、董慧慧 战略管理 战略管理

47 浙江工商大学 创新政策对就业的影响机制及非线性效应研究 俞立平 管理统计 统计学、计量经济学

48 浙江工商大学 泰普森：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之旅
孙元、祝梦忆、方舒

悦、范周健
数字化转型 管理信息系统

49 浙江工商大学 铜师傅：将铜工艺品插上“互联网”的翅膀
邱毅、曲亮、肖迪、

李明惠、周亚铭
组织变革 管理学

50 浙江工商大学 竹叶青茶叶：如何“出川”？ 程兆谦、邢若阳 战略管理 战略管理

51 浙江工商大学 AKOKO：一个“网红”品牌的“绝地求生” 朱良杰 品牌管理 战略品牌管理

52 浙江工商大学 拼多多：“后流量时代”的平台突围 朱良杰、何佳讯 平台战略 战略管理

53 浙江工商大学 倾音的转型：“声音天平”上经济与社会价值的平衡探索
葛笑春、王宜敏、刘
欢、刘虎、苗锐红

非营利组织 社会创业、创业管理

54 浙江工商大学 均盛精密：小微企业如何在疫情下立于“不倒”之地？ 吴波、黄丽菲 战略管理 战略管理

55 浙江工商大学 传统媒介的转型模式研究——以出版社APP开发为例 沈珉 新闻传播；出版
融媒体出版、融媒体策划、数
字出版、期刊出版、出版产业

研究
56 浙江财经大学 他不是药神——康美药业“现形记”

赵宇恒、周黎晨、郑
鹏、刘天成

财务会计 财务报表分析

57 宁波大学 情境引入容易 走出实境较难 邵光华 小学教育
数学教育类课程、课堂教学技能

训练类课程

58 宁波大学
为政府“搭把手”：市场与科技合力助垃圾分类可持续推
进——基于宁波市“搭把手”模式的调查

操家齐 公共管理 公共政策分析、地方政府管理

第 4 页，共 5 页



序号 培养单位 案例名称 作者 专业领域方向 适用课程

59 宁波大学 破茧成蝶：宁波天生的产品创新之路 董永虹 工商管理 运营管理、创新创业管理

60 宁波大学 《心有猛虎，细嗅蔷薇：雷曼士八音盒的互联网转型》
彭新敏、张亚越、孙

雨薇
工商管理 营销管理、企业战略管理

61 浙江传媒学院
数字出版技术助力华文图书“走出去”——以台湾崧博与
大陆出版社业务合作探索为例

王翎子、黄荣华 出版 编辑出版实务、版权贸易

注：此表按照学校代码排序，学校内部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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