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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2019）全国高等院校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现场总决赛邀请函 

第十届（2019）全国高等院校企业竞争模拟大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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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预赛、复赛、

半决赛的激烈角逐，共有 60 支队伍进入全国现场总决赛，总决赛将于 2019 年 4 月 26-28

日在西南财经大学举行，晋级名单如下： 

序号 省份 学校 队名 

1 上海 上海商学院 雨季不再来 

2 甘肃 兰州理工大学 浩宇 

3 上海 上海海事大学 Blessing Software 

4 四川 四川师范大学 酸菜鱼 

5 安徽 安徽大学 爱笑的眼睛 

6 山西 忻州师范学院 北辰 

7 内蒙古 内蒙古大学 【星辰】FAST 

8 四川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三只爱学习的小飞象❤️ 

9 陕西 西安翻译学院 西译 1 

10 安徽 合肥工业大学 Sparks 

11 广东 岭南师范学院 秋刀 

12 甘肃 兰州财经大学 『南笙』※雪糕 

13 广东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你，你过来呀 

14 云南 云南财经大学中华职业学院 没关系呀，你不是抓到我了嘛 

15 河北 河北师范大学 追梦路上 

16 山东 山东英才学院 恒耀 

17 安徽 安徽财经大学 企模大战 

18 广东 华南农业大学 『紫荆』↣金☆拱☆门 

19 天津 天津师范大学 小七的阿离 

20 山东 山东工商学院 一路向前 

21 内蒙古 内蒙古科技大学 漠北☆山言 

22 吉林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 梦回。。 

23 安徽 安徽中医药大学 养乐多 

24 吉林 
吉林财经大学亚泰工商 

管理学院 
小白战队 

25 北京 北京工业大学 四顾剑 

26 四川 西南交通大学 队长说随便取 

27 福建 福建中医药大学 Mac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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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山东 烟台大学 被各位大大吊打的思考人生 

29 江西 赣南师范大学 宋城★胖点咋的了 

30 福建 厦门理工学院 盐竹 

31 河北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甲子】小七 

32 安徽 淮北师范大学 肥肥 

33 江西 南昌航空大学 奋战 

34 山东 青岛大学 火殒 

35 重庆 西南大学 西大-雁归来 

36 甘肃 陇东学院 昆古尼尔 

37 湖北 武汉科技大学 曌&柠檬精鱼 

38 江苏 中国矿业大学 考试全队 

39 广西 梧州学院 让队友永远保持理智是一种奢望 

40 四川 西华大学 大雪 

41 内蒙古 内蒙古财经大学 浅鸢★心 

42 重庆 重庆工商大学 【南歌】｜大鱼 

43 河南 中原工学院信息商务学院 拾柒 

44 河北 河北经贸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垚莯※小山竹 

45 江西 江西理工大学应用科学学院 木木 

46 河北 河北金融学院 果丹皮儿 

47 福建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福外-七月 

48 吉林 长春大学 糖糖家的欣雨 

49 四川 西南财经大学 西南财经大学代表队 

50 重庆 西南政法大学 西南政法大学代表队 

51 新疆 新疆大学 新疆大学代表队 

52 四川 西华师范大学 西华师范大学代表队 

53 江西 江西财经大学 江西财经大学代表队 

54 广西 广西民族大学 广西民族大学代表队 

55 郑州 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 
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 

代表队 

56 江西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代表队 

57 广东 广东财经大学 广东财经大学代表队 

58 广西 广西财经学院 广西财经学院代表队 

59 湖北 湖北经济学院 湖北经济学院代表队 

60 河北 燕京理工学院 燕京理工学院代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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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邀请以上获得总决赛参赛资格的学校于 2019年 4月 26-28日参加在西南财经大举办

的“第十届（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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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26 日下午 14:00 开始报到入住，参赛学生须携带身份证、学生证等。 

4月 26 日晚上 19:10-19:40赛前说明会、现场总决赛纪律说明、抽签分组。 

4月 27日上午开幕式，学生全天比赛，指导教师参观校史馆等、参加虚拟仿真教学及

金课建设论坛。 

4月 28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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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比赛期间，大赛组委会统一安排住宿酒店，食宿费用自理；住宿发票由酒店开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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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人首座酒店（含早） 

标准间 258 
成都市温江区南熏大道 3段

155号（地铁 4号线杨柳河站 D

出口 100米，西南财经大学东

门 100米） 

028—61700555 

单间 258 

怡家丽景酒店 

(成都温江南浦路店)

（含早） 

标准间 258 成都温江区南浦路西段柳凤巷

171号，距离名人首座酒店

1500米 

028—61812555 

单间 258 

凯丽印象酒店（含早） 

标准间 180 
成都温江区南熏大道三段 175

号，西南财经大学 100米，师

范学院 20米，距离杨柳河地铁

站 D出口 150米，距离名人首

座酒店 50米 

028—61719988 

单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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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4月 16日 

http://www.zhuna.cn/hotellist/e2301/b2301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