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校 队名

西南交通大学 永不倒闭的江南皮革厂

安徽大学 圣战●【霖】星坠晓

武汉科技大学 曌&天旸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心月狐】嗯

兰州财经大学 孑然的烛叶

学校 队名

安徽工商管理学院 中盛集团

宁波大学 Crazy Monk

东北财经大学 东财狼◎战歌无霜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OMG

内蒙古财经大学 须臾流年つ一半是你的瞳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且听风吟

重庆工商大学 平分秋露

南昌大学 柚子123

南京农业大学 FSN、闪闪

上海海事大学 hyacinth

盛敏、马顺新、王晗旭

白斯文、张琛、孔繁博

吴凯钰、张雯天、刘蓉

许可、侯雪娇、石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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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继贲、陈子艺杰、何思雨

王嘉霖、孙明芬、卢永康

熊春荣、黄明珠、郑婉婷

张文隽、周欢欢、郭雅欣

赵冬梅

朱云鹃、金震

团队成员指导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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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恩平、龙露、谢秋辰

李容、薛静、王钰婷

陈福军、丁秋雷

王振江、涂建民

季磊

胡同立

吴孔珍、贾鸿

刘俊武、邵嫄

刘树良

荆炜

郑川、文理

李宏宇

王寰宇、王志狄、杨丹

指导老师 团队成员

刘思远、杨若缌、邬茜

顾懿、詹晨璐、周诗宇

张鸣、阙立刚

金欣磊、徐朗

刘静华

李程、林芳、赵丹

王海燕、孙婷婷、靳大卫



四川师范大学 花涧※糯米清柚子

广东财经大学 巴拉巴拉小魔仙

江西财经大学 青蛙

河海大学 八云

广西大学 如歌

学校 队名

上海海事大学 煎饼配锅贴 劳知雷 裴育 詹晨璐 贯兴 张岚

上海海事大学 TBT 劳知雷 汪传旭 徐朗 张素庸 王元巍

南昌大学 What You Need_ 刘静华 刘静华 吴灏驰 张晟 邬志坤

上海海事大学 双商战队 劳知雷 卢长利 苏宇宁 韦世威 袁梦莹

河海大学 九命相柳 郑施 徐绪堪 方霞 杜莹 陈晶晶

南昌大学 飞天小女警2333 刘静华 刘静华 严影 虞佳玲 魏雨晗

上海海事大学 奇思妙想 劳知雷 劳知雷 李弟恩 吴金梅 刘霞

上海海事大学 miracle 劳知雷 郑卫茂 曹煜卓 韦鑫 蘧雯雯

西南交通大学 为什么你这么熟练啊 赵冬梅 赵冬梅 张鼎喆 鲍琴 李攀凤

上海海事大学 蝌蝌啃蜡 劳知雷 任蕾 赵明修 邱礼豪 张雯玮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参水猿】Gyx 刘树良 刘树良 郭雅欣 骆鑫霜 王国晟

上海海事大学 嗨皮嗨皮 劳知雷 劳知雷 王文婧 张渊铭 高九

席位、颜林灵、刘祎

徐绪堪、郑施

黄智、唐懿、谢君豪

邓昀、钮文婕、牛晨晖

钟艳婷、吉国政、孙丽娜

黄善明

刘敏捷、陈迥

廖春妍、万建香

指导老师 团队成员

林琳、黄俊、陈睿田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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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海事大学 沐秋 劳知雷 李万秀 张钊霏 周璟萱 梁佳畅

武汉科技大学 曌&帝旸 刘俊武、邵

嫄
刘俊武、邵嫄 袁珊 胡鹏程 郭韶旺

上海大学 浮士德丶 王则灵 王则灵 张圣启 吴哲人 齐雪莹

上海海事大学 孬惹之队 劳知雷 徐梅鑫 张凯 黄雅君 孙一丹

北京工商大学 谷神星 徐凤 徐凤 高建凤 郑冰湜 丁鑫

上海海事大学 萌哈不二 劳知雷 马中华、劳知雷 周诗宇 苏悦琪 张竞文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GF组合 胡同立 胡同立 林芳 李程 赵丹

西南交通大学 一记抱鸡 赵冬梅 赵冬梅 杨佳怡 陈琨 叶新婧

新疆财经大学MBA学院 Hmay 曹兵 曹兵 胡永祥 李嫒 王淼

西南交通大学 恰逢失忆少年 赵冬梅 赵冬梅 王彤 赵俊杰 涂刚峰

上海海事大学 金拱门有限公司 劳知雷 劳知雷 黄佳应 花盈楼 周思源

天津工业大学 慕暮木沐 孙永利 付景莉 刘枋 刘乐萌 马志达

内蒙古财经大学 氤氲轮回つ一半是你的眸 季磊 季磊 高雅 李超 马荣迪

青岛大学 山上—治平 张桂涛 孙浩 刘鹏 王琪 林欢

上海海事大学 吹风机脑壳 劳知雷 劳知雷 吕施媛 赵超 李玥

西南交通大学 恶魔妈妈卖面膜 赵冬梅 赵冬梅 史文慧 周美枝 宋浩男

南京农业大学 松风 张鸣 阙立刚 黄敏 单铭 李涵蕊

河海大学 好多好多云 郑施 徐绪堪 邓昀 赵毅 钮文婕

上海海事大学 北落师门 劳知雷 李万秀、裴育 张倩倩 李茜哲 程谙译



东北财经大学 东财狼◎战歌无霜 陈福军 丁秋雷 白斯文 孔繁博 张琛

广西大学 荷塘宫商 田源 田源 李钰龙 黄俊 吴光玥

上海海事大学 bloom 劳知雷 裴育 时睿 姜智瀚 谢宗泽

内蒙古大学 【星辰】新生 李友东 艾华 全胜 白宇 李帅

对外经贸大学 烈焰女孩 徐尚 徐尚 王梅晨 孙梦霖 夏冰

重庆师范大学 蓝天白云 段俊 田盈 张文卿 周文彬 刘蓝天

吉林财经大学 (⊙v⊙) 邢楠 邵鲁 李思淇 于莹 徐紫薇

天津工业大学 踌躇的小海龟 孙永利 付景莉 徐威 陈建忠 武涵

宁波大学 Crazy_Monk 朱铭 李宏宇 盛敏 王晗旭 马顺新

武汉科技大学 曌&逆旸
刘俊武、邵

嫄
刘俊武、邵嫄 熊春荣 郑婉婷 黄明珠

北京物资学院 小九九 陈晓梅 陈晓梅 王硕 李奕彤 孟显妘

重庆工商大学 勇闯天涯 吴孔珍 贾鸿 冯仁明 刘畅 罗欣

宁波大学 P.K.C 朱铭 李宏宇 徐凯军 陈可 潘鹭青

上海海事大学 零点 劳知雷 裴育 张谦 陈志伟 吴雨航

重庆工商大学 文武双全 吴孔珍 贾鸿 张弓 谭洪琴 王博文

南京农业大学 Varaine 张鸣 马开平 刘颖 刘惠佳 龚依晨

宁波大学 没有这个队 朱铭 李宏宇 王旭东 周洋 周一卉

宁波大学 丁丁历险队 朱铭 李宏宇 丁加训 林洪章 高元英

广西大学 大地 田源 田源 罗宇 李杨 梁美娜



上海海事大学 olive branch 劳知雷 李万秀 夏玉竹 徐凡 王方舟

天津工业大学 玻璃晴朗橘子辉煌 孙永利 付景莉 齐孟凯 齐美琳 武雅静

新疆财经大学MBA学院 Witch 曹兵 曹兵 姚菲菲 冉艳兰 韩敏霞

重庆工商大学 长岛冰茶 吴孔珍 贾鸿 张先玲 张蓉倩 陈菲菲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三剑客队 王振江 涂建民 冷静 邢磊 洪丞仪

上海大学 Machine Intelligence 王则灵 张博锋 周卓成 杨伏长 郑海燕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很稳能赢 涂建民 王振江 张宇晨 薛佳安 吴兰

内蒙古大学 【星辰】山丘 李友东 艾华 张韵 靳磊 康研

北京物资学院 从欲 陈晓梅 陈晓梅 尚丹 刘静悦 赵宇涵

东北财经大学 东财狼◎丁家军 陈福军 丁秋雷 王婉莹 韩晓葳 任晓姗

学校 队名

广西大学 No Vacancy 田源 田源 梁铭芫 卿凤丽 王若璠

扬州大学 谈判官 高功步 李婉

贤
高功步 李婉贤 丁雯 毕媛媛 葛庆军

广西大学 皮卡皮卡丘 田源 田源 高艳芳 韦馨 谢茵

湖南大学 耶稣大佛保佑我们队 谢治华 谢治华 王迪 徐荣欣 杨旸

北京化工大学 非伟睿 Theory 孙军 孙军 汪非 刘伟斌 相睿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厉害了我的哥 茅丹琴 许传永 朱珉 王丽 方喆

天津师范大学 今天明天 张昕 张昕 熊开玉 闫嘉智 马丽宇

指导老师 团队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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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工程大学 猴子兵 朱建新 朱建新 候双 王子祺 李冰清

湖南农业大学 MR 莫华 石巧君 肖胜 毛珊瑛 林智芬

东北财经大学 清泉流响 陈福军 丁秋雷 柳凯君 位娟 任明磊

天津工业大学 嘎吱嘎吱 孙永利 付景莉 王珈琦 张慧娴 朱净洁

南昌大学 南下开门胡萝北 刘静华 刘静华 唐思 刘绿南 卓为

西南财经大学 马王爷 朱南 朱南 王寅文涛 齐玥 Wasi ul Hassan shah

北京邮电大学 Avengers 张静 张静 田宝志 郭磊 郭静婷

河南科技大学 黄子韬请我看电影我婉拒了 王凤科 郭凯 薛孟博 王岩 关迎迎

河南理工大学 秋实队 孙广华 吴玉萍、孙广华 刘俊卿 孙梦妍 闫慧爽

沈阳大学 蘑菇123 毕太富 沈平 李超 何明慧 蔡雅娜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任意门 孙仁金 马郑玮 侯文佳 崔亚蕾 徐诗

安徽工业大学 吃货小分队 刘芳 刘芳 王逸 李婷 王俊

兰州理工大学 梦行 孙金岭 裴沛 陈天赐 路青艳 刘泓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