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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届（2018）全国高等院校企业竞争模拟大赛 

全国赛现场总决赛邀请函 

由高等学校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联席会经管学科组、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决策模

拟专业委员会共同主办的“第 9届（2018）全国高等院校企业竞争模拟大赛全国赛”于 2018

年 3-4月间举行。经过预赛、复赛、半决赛的激烈竞争，共有 60 支队伍进入全国现场总决

赛，晋级决赛的团队名单如下： 

序号 省份 学校 队名 

1 江西 南昌航空大学 GGG 

2 江西 赣南师范大学 宋城★后知后觉 

3 广东 华南农业大学 黑车一辆 

4 四川 成都理工大学 一朵小红花 

5 四川 四川师范大学 花涧※豆豆 

6 山东 青岛大学 惟平惟准 

7 山东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传奇 

8 甘肃 兰州财经大学 丫@丫 

9 安徽 安徽科技学院 CCteam 

10 安徽 安徽中医药大学 莫名其妙 

11 江苏 河海大学 九斋 

12 安徽 淮北师范大学 沧海一声笑 

13 山东 青岛理工大学 小呀嘛小可爱 

14 四川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Huskies 

15 山西 忻州师范学院 「忻师」★暖暖 

16 上海 上海海事大学 雪狼 

17 吉林 吉林财经大学国际交流学院 思美人兮 

18 湖北 武汉科技大学 曌&皇旸 

19 江苏 南京农业大学 南农♚Monopolist 

20 安徽 安徽财经大学 实力至上 

21 甘肃 兰州理工大学 mary555123 

22 新疆 新疆大学 驰风猛虎 

23 安徽 合肥工业大学 一曲天涯梦魂远 

24 广西 广西大学 装死队 

25 上海 上海商学院 雨季不再来 

26 新疆 新疆农业大学科学技术学院 镇海 

27 福建 厦门理工学院 风流倜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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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重庆 重庆工商大学 【南歌】｜我亦飘零久 

29 河北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心月狐】♡飞鱼 

30 四川  西华师范大学 随便 

31 广东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风行﹄ 

32 吉林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 约定 

33 内蒙古 内蒙古大学 【星辰】1234 

34 四川 西南大学 西南大学代表队 

35 北京 北京邮电大学 三个皮皮浆 

36 安徽  安徽大学 圣战●细雨【霖】铃 

37 河北 河北经贸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Groza 

38 内蒙古 内蒙古农业大学 【Vampires】再见孙悟空 

39 福建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 STARK 

40 江西  南昌大学管理学院 天天开心组合 

41 黑龙江 哈尔滨商业大学 星河六队 

42 福建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福外-七月 

43 陕西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向日葵 

44 江西 江西理工大学应用科学学院 情花 

45 浙江 宁波大红鹰学院 三片云 

46 山东  山东工商学院 阿莫西林 

47 新疆 喀什大学 我叫九年 

48 内蒙古 内蒙古科技大学 邶葵☆桀 

49 内蒙古 内蒙古工业大学 啥也行 

50 广东 岭南师范学院 仔&仔 

51 重庆 西南政法大学 西南政法大学代表队 

52 山东 烟台大学 烟台大学代表队 

53 云南 云南财经大学 云南财经大学代表队 

54 河南 河南理工大学 河南理工大学代表队 

55 湖南 湖南农业大学 湖南农业大学代表队 

56 贵州 贵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贵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代表队 

57 天津 天津工业大学 天津工业大学代表队 

58 重庆 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 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代表队 

59 四川 西南财经大学 西南财经大学 

60 北京 北京物资学院 北京物资学院代表队 

    现邀请以上获得总决赛参赛资格的学校于 2018年 4月 26-28 日参加在西南政法大学举

办的“第 9届（2018）全国高等院校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现场总决赛。 

一、相关日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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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26 日下午 14:00 开始报到入住，参赛师生须携带身份证、学生证等 

4月 26 日晚上 19:10-19:40赛前筹备会、现场总决赛纪律说明、抽签分组 

4月 27日全天比赛，指导老师参加“教-赛-学”协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教学交流会 

4月 28日上午所有指导老师和学生参加“校园文化活动体验（司法鉴定）”互动环节 

4月 28日下午颁奖典礼及闭幕式 

二、比赛食宿安排与费用说明 

1.各参赛队需自行安排往返行程，往返交通费用自理。 

2.高校组现场总决赛每支队伍需缴纳参赛费 1800 元，专用于全国总决赛现场比赛的组

织等；由大赛组委会委托北京金益博文科技有限公司统一代收，并开具“参赛费”发票；缴

费可现场刷卡，各参赛队伍需要在总决赛参赛回执单注明开票信息以及税号。 

3.比赛期间，大赛组委会统一安排住宿酒店，住宿费用由参赛学校与酒店自行结算，并

由酒店开具住宿发票。酒店住宿信息及住宿费标准如下表： 

酒店名称 房间型号 价格 具体地址 联系电话 

重庆一灃禅意精品

酒店江北机场店 

（含早） 

标准间 248 重庆渝北区回兴街道宝圣支路

23号龙德悠彩郡 11栋 4-2 
023-88958666 

大床房 248 

重庆善缘酒店西南

政法店 

普通标准间 178 重庆渝北区回兴街宝圣大道

141号 
023-68262999 

大床房 168 

好驿来酒店（含早） 普通标准间 138 
重庆渝北区农业园区果园新村

18号 
023-67255888 

重庆梧桐精品酒店 大床房 200 

重庆渝北区宝圣大道 211号西

政国际学术交流中心 2幢

13-14 

023-81925999 

重庆智谷雅舍酒店 标间 180 
重庆渝北区宝圣大道 211号附

10号 
023-67219333 

如家快捷酒店西南

政法大学店 
大床房 180 

重庆市渝北区宝圣大道 211号

附 12号 
023-86021888 

重庆两江时光酒店 
标准间 180 

重庆渝北区宝圣大道 599号 023-68175555 
大床房 180 

 

高等学校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联席会 

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决策模拟专业委员会 

西 南 政 法 大 学 

2018年 4月 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