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学校名称 团队名称 指导教师 团队成员 奖项

1 四川师范大学 SICNU MBA 黄宇峰 曹义兰、鲁世珍、万兰桧 特等奖

2 安徽大学 圣战●明【明】如月 金震、朱云鹃 陈卓、张燕、丁国栋 特等奖

3 上海海事大学 Small Target 金欣磊、劳知雷 傅昊天、张航祺、汤昱 特等奖

4 兰州财经大学 南笙※白泽 荆炜、许云斐 郜磊、宋爱花、杨建琪 特等奖

5 吉林财经大学亚泰工商管理学院 尧尧 邵鲁、邢楠 李诗婷、李思淇、周云祥 特等奖

6 河海大学 做只厉害的小猪猪 范珊珊、亓文娟 刘苗、孙习志、项天媛 特等奖

7 青岛大学 卓越—治平 孙浩、张桂涛 刘鹏、宋晓彤、李妍 特等奖

8 西南财经大学 Hello！BBQ 董春、徐宏玲 夏小红、刘雨晴 、贺伟 特等奖

9 天津师范大学 恣隐 刘鹏、张昕 熊莹、于晓杰、刁煜 特等奖

10 兰州理工大学 【菜园】Myosotis sylvatica 裴沛、孙金岭 张高升、康敏、刘胜 特等奖

11 南京农业大学 最高苏维埃 沈洁漪、张鸣 陈嘉皓、杨雨烟、吕一帆 一等奖

1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中科大代表队 查勇 陈伟、谢晓冉、孙晨 一等奖

13 内蒙古大学 【星辰】御夫 刘孜 杜俊霏、蒋德良、张曼 一等奖

14 沈阳大学 沈阳大学MBA五队 孙萍、王玥 高川宏、王紫、陈静 一等奖

15 云南民族大学 滇中智联 孟令熙、聂顺江 黄海英、张勇、宋德杨 一等奖

16 东北财经大学 东财狼◎最后的远征 陈福军、丁秋雷 孔繁博、白斯文、柳凯军 一等奖

17 贵州大学 gzumba9 刘遗志 廖廷军、刘佳旭、杜丹 一等奖

18 广西大学 凤凰云飞集团公司 田源 林琳、王子晟、迟云鹏 一等奖

19 广东财经大学 ppll 陈迥、李焕荣 陆琦、胡彦、周政 一等奖

20 湖南农业大学 打完就去开派对 石巧君 欧阳凌、吴紫薇、曾丽冰 一等奖

21 安徽财经大学 这就很NICE 胡利军、林传红 邵毓、钱煜、付雷雷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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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111 涂建民、王振江 申雯艳、胡皓月、汲长营 一等奖

23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徐晓飞、周琳 孙宇翔、刘哲、吉洪泽 一等奖

24 湖南工业大学 华尔街之狼 张伟、邹筱 谭祥、贺珅、文嘉成 一等奖

25 浙江财经大学 浙江财经大学代表队 邬雪芬、吴丽民 王钰菡、黄佳棋、胡怡雯 一等奖

26 北京物资学院 Monster夢 陈晓梅 魏力夫、孟显妘、王硕 一等奖

27 哈尔滨工程大学 鸵鸟 韩微、李文宝壮 文艺、李子钰、朱恩加 一等奖

28 北京化工大学 北化经管 孙军 席一又、陶哲源、王永红 一等奖

29 内蒙古财经大学 信联科技有限公司 王刚 徐震辛、梁萌萌、李超 一等奖

30 江西财经大学 大家大业 王根生、宗云 亚男、李安莎、黄晓菡 一等奖

31 西南交通大学 本田翼的正牌男友 赵冬梅 张方舟、李汝洁、韩孟杰 一等奖

32 武汉科技大学 曌&奶糖 刘俊武、张瑞军 郑婉婷、黄中昊、左志豪 一等奖

33 南昌大学 黑匣子 刘静华、肖丽群 周莉、常靖瑞、彭绍林 一等奖

34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甲子】豆沙包 刘树良 郭雅欣、邹俊雄、叶文秀 一等奖

35 特里布文大学 SOMTU1 一等奖

36 特里布文大学 SOMTU2 一等奖

37 安徽财经大学 治齐集团 胡利军、林传红 申文静、张邵兵、王娟 二等奖

38 安徽大学 圣战●【卓】尔不群 朱云鹃、金震 孙明芬、江文君、王杰 二等奖

39 安徽工业大学 天霸动霸 刘芳 周世康、陈斌、尹蕾 二等奖

40 北京化工大学 jazz 孙军 陶哲源、巩赫欣、朱凌洁 二等奖

41 东北财经大学 放拆家小柯基咬在我前面的队伍 陈福军、丁秋雷 张冉、孟越、王孟乾 二等奖

42 广西大学 西商丶仙女座 田源、陈荣 林欢欢、文昕、冯硕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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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广西大学 西商丶凤凰座 田源、陈荣 苗增、王君妍、崔超 二等奖

44 哈尔滨工程大学 工程第三交通委 朱建新 詹雨晴、朱恩加、隋赟 二等奖

45 哈尔滨工程大学 蚂蚁兵团 朱建新 吴申汉、唐雨辰、孟祥妤 二等奖

46 哈尔滨工程大学 冯虚御风风 朱建新 于越、蒋在锦、于佳润 二等奖

47 哈尔滨工程大学 智龙一号 朱建新 冯田坤、甘雨、龙祖豪 二等奖

48 哈尔滨工程大学 野鸡队 朱建新 刘云帆、季雨夕、王紫赫 二等奖

49 河北工业大学 Cloudy 耿立校 张欣、汲俊国、云颖 二等奖

50 河海大学 好多好多云 范珊珊、房道伟 张文迅、曹炼、熊宇翔 二等奖

51 河南科技大学 神都洛阳 田广通、曹淑红 邹向前、窦保珠、孙玲 二等奖

52 湖南农业大学 楼上等等我！ 石巧君 王跃国、李娜、张珊 二等奖

53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甲子】Cjy 刘树良 陈俊宇、刘长庆、冯铭希 二等奖

54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甲子】耶耶耶 刘树良 叶文秀、王震、王一为 二等奖

55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甲子】山楂片 刘树良 孙瑞、郭玉振、王楷文 二等奖

56 吉林财经大学 老傻老天真 邵鲁、邢楠 王凌鹏、谭畅、宋沂霏 二等奖

57 吉林财经大学 惜缘随缘莫攀缘 邵鲁、邢楠 李诗婷、谭欣、俞雅婷 二等奖

58 江西财经大学 寻常阡陌 胡海波 钟倩、崔丽群、王鸿彬 二等奖

59 兰州财经大学 『南笙』※BOSS 荆炜、许云斐 贾恩惠、郝娟、王滢 二等奖

60 兰州财经大学 『南笙』※品如 荆炜、许云斐 鲁勇强、李双宇、许赟 二等奖

61 兰州理工大学 【菜园】公爵樱桃 张清辉、孙金玲 柯彦菲、张力、郭金环 二等奖

62 兰州理工大学 【菜园】伊丽莎白 孙金岭、庞 娟 袁静泊、徐志坚、邵学志 二等奖

63 兰州理工大学 【菜园】士多啤梨 李鸿渐、裴 沛 何正坤、庞振宏、邹鑫淼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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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南京农业大学 阿乙 张鸣、沈洁漪 丁苗、梅睿安、尹佳月 二等奖

65 内蒙古大学 【星辰】南鱼 艾华、张启锋 温欣、李晓、杨旭 二等奖

66 上海海事大学 蝌蝌啃蜡 李万秀、劳知雷 赵明修、包晨、张雯玮 二等奖

67 上海海事大学 胡讲讲 王倩云 蒋音盈、周旭斌、胡蕾 二等奖

68 上海海事大学 电子信息 王倩云 吕蝶、吴强、田晓霞 二等奖

69 上海海事大学 多谋的锦鲤 王倩云 薛宇航、卞晓晖、钟嘉怡 二等奖

70 上海海事大学 hibiscus 劳知雷、马中华 顾懿、姜乃嘉、周诗宇 二等奖

71 上海海事大学 果粒橙工厂 王倩云、裴育 杨雨洁、倪逸、樊润泽 二等奖

72 上海海事大学 这儿没女神 徐朗、孙领 陈雪柔、潘安达、嵇妃霞 二等奖

73 上海海事大学 取名不易队 于晗、曹溟铄 周全琪、覃小杰、谭文怡 二等奖

74 天津工业大学 TBG 孙永利、李娅 刘秀丽、李宁、房萌媛 二等奖

75 天津师范大学 华灯初上 张昕 熊莹、庞胜原、薄海 二等奖

76 天津师范大学 七狸 张昕 刘田田、申双利、张汇智 二等奖

77 武汉科技大学 瞾&刹那 刘俊武、邵嫄 黄中昊、吕益群、李军 二等奖

78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纸包鱼 周琳、徐晓飞  吉洪泽、孙宇翔、薛福举 二等奖

79 西南交通大学 我是一支小铅笔 赵冬梅 李泰均、司徒一江、梁芮菠 二等奖

80 西南交通大学 巴啦啦能量 赵冬梅 韩麒麟、岳蓝雨、罗昊宇 二等奖

81 中国矿业大学 矿大一号 樊世清 李梦、杨宇航、侯力 二等奖

82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加油鸭 安贵鑫、刘福东 刘佳恒、周兆祥、韩洪佳 二等奖

83 重庆工商大学 以梦为马 吴孔珍 李鑫、杨理、周文文 二等奖

84 重庆工商大学 行者无疆 吴孔珍 陈雪林、林思瑾、张花香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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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重庆师范大学 蓝天白云 段俊 张文卿、窦丽玮、樊坚强 二等奖

86 重庆师范大学 嘉丽No.1 段俊 黄嘉晖、彭琳娜、武丽娟 二等奖

87 北京工商大学 L.L.L 徐凤 刘维唯、任琳、李雨情 三等奖

88 大连海事大学 劲柏实业 何剑彤、于立鑫 叶浙宁、杨晓艺、欧洋 三等奖

89 河南理工大学 群芳争艳 吴玉萍、孙广华 高燕、刘俊卿、周怡芳 三等奖

90 宁波大学 富贵险中求 李宏宇、朱铭 袁相湖、陈琳、陈益锋 三等奖

91 山西大学 百年传承 赵建凤 黄美娜、巩玲玲、闫恒 三等奖

92 汕头大学 Buzzer Beaters 林佳丽 黄思聪、李玉环、陈超 三等奖

93 西南财经大学 君万达 朱南、宋博迁 罗文君、Wasi ul hassan shah、何凯 三等奖

94 新疆财经大学 漠北雄鹰 李潇潇 秦凯、杜霄、陈业 三等奖

95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勇闯天涯 查勇 李勇、郑瑶瑶、疏娟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