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学校 队名 奖项

1 北京师范大学MBA教育中心 近悦远来 李欲晓 孙天齐 张云桃 吕长亮 特等奖

2
江西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MBA教育学院）

酱菜M本 王友丽 金欣 肖嵩 孟金睿 陈超红 特等奖

3 安徽财经大学MBA教育中心 这就很NICE 林传红 魏纪泳 邵毓 钱煜 付雷雷 特等奖

4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MBA教育中心 Ambition 张芳 武杰 王方 孟祥通 特等奖

5 武汉科技大学MBA教育中心 曌&破风逆行 刘俊武 叶丹 黄明珠 郑婉婷 特等奖

6 安徽大学MBA教育中心 圣战一江山如画 朱云鹃 金震 刘畅 吴姮 林佳怡 特等奖

7 北京工商大学 旭辉集团 徐凤 朱建方 于目冉 李攀 李香 特等奖

8 中央民族大学MBA教育中心 1234像首歌 郭捷 杨立成 江彬 王哲 特等奖

9 四川师范大学 西瓜丸奶 杨建 黄宇峰 万兰桧 周诗棋 刘思莉 特等奖

10 上海海事大学MBA教育中心 我们队 徐朗 张鸿钰 姜乃嘉 杨张悦 特等奖

11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MBA教育中心 新疆大鲁渝 刘树良 杨佳钰 李一青 倪敏 一等奖

12 石河子大学MBA教育中心 鼎虹集团 黄程 赵博思 崔凯伟 郭艳芳 王丽峰 一等奖

13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MBA教育中心 不得了了不得 陈黎琴 何大义 胡少波 高美美 朱露霜 一等奖

14 浙江财经大学MBA教育中心 ibiz高级玩家 林与川 吴丽民 张晓杭 陈慧颖 胡程莉 一等奖

15 南京农业大学MBA教育中心 Theo 李杭耘 张鸣 刘佳淼 吕沼琳 徐昕 一等奖

16 福建中医药大学 用脚秀操作 葛亮 曾大水 翁立姗 刘丽静 一等奖

17 天津工业大学 小kk 孙永利 李琳 房萌媛 李欣璐 刘诺 一等奖

18 哈尔滨商业大学MBA教育中心 CC 杨维芝 魏鑫跃 王超 蔡洋洋 一等奖

19 西南交通大学MBA教育中心 网课大法好 赵冬梅 黎曼仪 周立 张方舟 一等奖

20 河南科技大学MBA教育中心 启明星 田广通 曹淑红 侯毅 张凝 杨静 一等奖

21 烟台大学 港城 | 、向海而生 李振杰 车宇 刘悦婷 刘超 一等奖

22 湖南农业大学MBA教育中心 七色光 石巧君 薛韩容 吴紫丹 侯梦飞 一等奖

23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MBA教育中心 【金台才俊】夏天我等你 涂建民 徐礼德 陈延飞 赵荣冬 邢国华 一等奖

指导老师 团队成员

2020年企业竞争模拟大赛获奖名单（MBA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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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Tribhuvan University Luminous3 Pvt. Ltd
Pushkar 
Sharma

Peshal 
Subedi

Somraj 
Shrestha

Prekshya 
Rana

Lumanti 
Dangol

一等奖

25 天津师范大学MBA教育中心 优昙 张昕 熊莹 李娟娟 董梓 一等奖

26 重庆工商大学MBA教育中心 锦绣河山 贾鸿 杨军 黄晓玲 周椿 一等奖

27 西南科技大学MBA教育中心 你说对就队。 宋加山 赵锐锃 曾阳 周学伟 一等奖

28 西北师范大学 圣战☆竹杏 王山军 高蔚鹏 张文杰 林伟杰 一等奖

29 哈尔滨工程大学MBA教育中心 乡爱3 朱建新 于婷 田香玉 尹顺梦 一等奖

30 河海大学MBA教育中心 孙大大的队 范珊珊 亓文娟 张依 赵存学 华钰 一等奖

31 宁波大学MBA教育中心 火箭队 李宏宇 朱铭 潘婷 徐辉 张立业 一等奖

32 兰州财经大学 『南笙』※白泽 王多仁 荆炜 郜磊 郝娟 宋爱花 一等奖

33 新疆财经大学MBA学院 沙盘点兵 杨冰 郭彦军 王伟 吴爽 一等奖

34 吉林财经大学MBA教育中心 xxz 邵鲁 邢楠 徐鑫泽 孙艳蓉 马瑀谦 一等奖

35 西南财经大学MBA教育中心 柳林1队 朱南 苏应生 聂军华 夏小红 王国燕 一等奖

36 广东财经大学MBA学院 TTK 李焕荣 陈炯 彭素萍 曾玉玲 李玉婷 一等奖

37 天津商业大学MBA教育中心 奔跑吧奶奶有限公司 李耘涛 孙艳丽 马卓亚 刘欣蔚 要雅姝 一等奖

38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MBA教育中心 五分之三 查勇 王书源 许郭民 戴首 一等奖

40 上海海事大学MBA教育中心 取个名字好难 劳知雷 王倩云 苏黄芸 郭珺韵 杨彦恒 二等奖

41 上海海事大学MBA教育中心 冰之逸 刘伟 孙领 王琢瑀 陈笛 胡晨滨 二等奖

42 上海海事大学MBA教育中心 小滑头 王学锋 徐朗 华祎旻 贾佳 危旭敏 二等奖

43 上海海事大学MBA教育中心 mandala 吴坚 劳知雷 顾懿 张慧华 孙纹 二等奖

44 上海海事大学MBA教育中心 果粒橙工厂 劳知雷 邓伟 杨雨洁 戴巍昊 梁晓琳 二等奖

45 上海海事大学MBA教育中心 小猪佩奇 徐朗 路顺安 孙珺 冯岩 二等奖

46 天津师范大学MBA教育中心 满树繁华 张昕 吴金玉 李传传 黄艳朋 二等奖

47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MBA教育中心 樱桃大丸子 刘树良 陈金映 王亚娜 李昊 二等奖

48 西南交通大学MBA教育中心 树上的鸟儿想成双对 赵冬梅 潘岩 黄杰 程苑航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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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西南交通大学MBA教育中心 我是一块橡皮擦 赵冬梅 李泰均 甘宁枫 黄思婕 二等奖

50 哈尔滨工程大学MBA教育中心 图个成果 朱建新 王子祺 丁彦霞 吴申汉 二等奖

51 西北师范大学 圣战★流水 王山军 刘敏 陈世海 宋炜宣 桂若雨 二等奖

39 Tribhuvan University Infinity corp
Mr. 

Pushkar 
Sharma

Mr. 
Peshal 
Subedi

Rashu 
Shiwakoti

Mohammad 
Atiulla 
Ansari

Saroj 
Kumar 
Yadav

二等奖

52 西南交通大学MBA教育中心 铁马金戈 赵冬梅 郭峻屹 赵旭 张波 二等奖

53 天津师范大学MBA教育中心 nam 张昕 叶俊怡 董铜铃 王越 二等奖

54 西南交通大学MBA教育中心 众邦兴隆 赵冬梅 申欧 李泳岐 谢亮 二等奖

55 吉林财经大学MBA教育中心 Joker 邵鲁 邢楠 孙绮 李思淇 杨雅迪 二等奖

56 上海海事大学MBA教育中心 小可爱一点都不可爱 徐朗 王学锋 曾馨 刘庆智 李俊毅 二等奖

57 西南交通大学MBA教育中心 WDR公司 赵冬梅 吴中军 饶波 丁文博 二等奖

58 福建中医药大学 错了就改队  葛亮 王辉 阎臻泰 邱志伟 二等奖

59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MBA教育中心 我们队真秀 王振江 涂建民 马万里 周翔 孙敬宜 二等奖

60 浙江财经大学MBA教育中心 ZTZ 曾垂凯 吴丽民 赵欣欣 张旭霞 童舒倩 二等奖

61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MBA教育中心 涨停板 刘树良 刘伟 史悦 黄杉 二等奖

62 西南财经大学MBA教育中心 强者当立 朱南 朱元章 汤立 周强 二等奖

63 吉林财经大学MBA教育中心 小白甜甜 邵鲁 邢楠 姜秋如 李诗婷 周云祥 二等奖

64 哈尔滨工程大学MBA教育中心 和声科技有限公司 朱建新 张泽锐 段俞杉 靳涛 二等奖

65 兰州财经大学 『南笙』※肆意 荆炜 许云斐 杨怀杰 杨建琪 武静 二等奖

66 重庆工商大学MBA教育中心 翠湖精英战队 张军 曾倩 苟焰 邓琳莉 卿盛松 二等奖

67 安徽财经大学MBA教育中心
楼里拐私房火锅餐饮有限责

任公司
林传红 戴强 叶天煜 易欣 张子豪 二等奖

68 广东财经大学MBA学院 EES公司 李焕荣 陈炯 蔡元亮 彭秋平 吕冬玲 二等奖

69 重庆工商大学MBA教育中心 传承小队 贾鸿 任莉姗 袁孝祥 张杰 二等奖

70 武汉科技大学MBA教育中心 曌&天气晚来秋 刘俊武 孟丹丹 董凌云 魏涞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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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中央民族大学MBA教育中心 新味千拉面 李曦辉 彭芬 杨鑫平 黄千 贺卫东 二等奖

72 北京工商大学 打不赢比赛就打队友队 徐凤 朱建方 薛斌 姜园园 林潇 二等奖

73 南昌大学 Done 刘静华 薄秋实 王佳慧 高星 高焕翔 二等奖

74 北京工商大学 NEW MEANINGS 朱建方 辛士波 絮美娜 焦洪坤 王美玲 二等奖

75 北京工商大学MBA教育中心 T.R.Y 王楠 孙硕 楚胜日 杜明钰 王拓 二等奖

76 重庆工商大学MBA教育中心 梨泰院 贾鸿 蔡明辉 余诗雨 张弘韬 二等奖

77 石河子大学MBA教育中心 乐顺云吉 谭伟荣 黄程 郑武 蒋易均 马琼宇 二等奖

78
江西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MBA教育学院）

菜鸟战成大富翁 胡海波 李敏 黄曜育 张澜 徐冰玉 二等奖

79 内蒙古大学MBA教育中心 IMUMBA 张启锋 刘孜 侯耀坤 马桂林 王宇慧 二等奖

80 天津工业大学 changes 孙永利 李琳 姜海琪 丁涵钰 卢自鹏 二等奖

81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MBA教育中心 【金台才俊】先锋 王振江 徐礼德 曹国恒 周晓昭 赵慧 二等奖

82 兰州财经大学 『南笙』※仲夏 党建宁 荆伟 仰奉君 李双宇 黄诏冰 二等奖

83 哈尔滨工程大学MBA教育中心 一碗阳春面 朱建新 吴申汉 付晓 平闪闪 二等奖

84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MBA教育中心 经贸No.1 王振江 涂建民 刘兴翰 陈锐 李泽 二等奖

85 南昌大学 关忆北的队 刘静华 薄秋实 杨宇博 王梓远 戴飞 二等奖

86 宁波大学MBA教育中心 宁波瑞驰有限公司 李宏宇 朱铭 贺蒙欢 钱武巍 毛燕波 二等奖

87 西南科技大学MBA教育中心 孤芳自赏 何雪峰  杨翠兰 郭发玉 伏彦坤 廖玲童 二等奖

88 宁波大学MBA教育中心 JZW Co. 李宏宇 朱铭 金紫珏 吴燕尔 朱露未 二等奖

89 内蒙古大学MBA教育中心 草原萨日朗 刘孜 张启锋 王婧勃 帅杰 杜俊霏 二等奖

90 西京学院研究生院 探险者 张晓燕 马玉娟 郭岩 王焕楠 孙丽娜 二等奖

91
江西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MBA教育学院）

像鸟飞往山 胡海波 钟岭 钟倩 喻帅 张超群 三等奖

92 武汉科技大学MBA教育中心 曌&陈经年 刘俊武 龚倍杰 李葆林 曾若兰 三等奖

93 石河子大学MBA教育中心 勇于挑战 黄程 谭伟荣 叶明明 王广顺 范佳瑛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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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重庆工商大学MBA教育中心 智立方 贾鸿 付渝森 龚心怡 吴桂黎 三等奖

95
江西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MBA教育学院）

CyberTech2020 胡海波 杨芳 毛一帆 杨梅 李玲奕 三等奖

96 重庆工商大学MBA教育中心 山城2020 贾鸿 张唯 贾鹏 严铭睿 三等奖

97 华南师范大学MBA教育中心 万物集团 蒋峦 胡颖 黎健强 区满斌 三等奖

98 湖南农业大学MBA教育中心 bizsim冲冲冲 石巧君 杨艺瑾 王逸敏 谷彩娟 三等奖

99 石河子大学MBA教育中心 济世医药集团 黄程 谭伟荣 杨欢 郭一桐 史佳成 三等奖

100 湖南农业大学MBA教育中心 招财进宝队 石巧君 毛陈 韦韬 罗文婷 三等奖

101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MBA教育中心 【金台才俊】旭静伟赢队 涂建民 徐礼德 王东旭 王静 曹赢 三等奖

102 西南交通大学MBA教育中心 开路先锋 赵冬梅 李妍峰 张嘉欣 刘力维 唐涛 三等奖

103 石河子大学MBA教育中心 尚知信通 谭伟荣 黄程 张庆男 李长晓 范佳瑛 三等奖

104 安徽大学MBA教育中心 圣战一要赚大钱 朱云鹃 金震 程度耀 徐开阳 王倩倩 三等奖

105 宁波大学MBA教育中心 裁判说的都队 李宏宇 朱铭 刘艳丽 袁雯雯 葛州阳 三等奖

106 湖南工业大学MBA教育中心 噫吁嚱 张伟 邹筱 谭祥 秦天琦 董苗苗 三等奖

107 北京化工大学MBA教育中心 北化工001 孙军 郑欣伶 邢雪健 蒋馨 三等奖

108 西南财经大学MBA教育中心 坚信爱会赢 朱南 苏应生 刘雨晴 贺伟 白梨霏 三等奖

109 天津工业大学 KZB 孙永利 李琳 吴韬 张磊 李寅玉 三等奖

110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MBA教育中心 飞往你的山 封娅婷 郭跃 吴昊阳 宋李成 李平 三等奖

111 哈尔滨工程大学MBA教育中心 我不是故意的 苏屹 韩微 修雪 田左 梁德智 三等奖

112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MBA教育中心 众鑫 周茂春 毛志勇 陆畅 崔钟文 郭欣 三等奖

113 北京工商大学MBA教育中心 奥利给 王楠 孙硕 索伦君 魏柯宇 周祎 三等奖

114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MBA教育中心 孤芳不自赏 马郑玮 黄政 王筱茜 柳琴 三等奖

115 西南交通大学MBA教育中心 众诚发展有限公司 李妍峰 赵冬梅 夏雨 肖瑜 陈春洪 三等奖

116 河北工业大学MBA教育中心 DYZ公司 耿立校 石善冲 杜宇航 左文慧 严佳乐 三等奖

117 湖南农业大学MBA教育中心 打完就去开派对 石巧君 吴紫薇 袁璇 梁景普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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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广东财经大学MBA学院 飞扬集团 李焕荣 陈迥 黄广林 何春翠 郑士林 三等奖

119
江西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MBA教育学院）

舒宏凯 周林 张凤云 廖斯晖 舒宏凯 三等奖

120 南昌大学 赤脚大仙 刘静华 薄秋实 刘伟祺 郭世奇 王明磊 三等奖

121 北京化工大学MBA教育中心 8090 孙军 姜崎 李鹏 张韶琬 三等奖

122 北京工商大学 格兰芬多代表团 徐凤 朱建方 楚丹阳 刘胜楠 李春梅 三等奖

123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MBA教育中心 【金台才俊】亚当斯密达 王振江 徐礼德 陈思雨 陈博 徐婕 三等奖

124 河北工程大学MBA教育中心 阿里乐V 周娜 周亮 夏阿飘 涂乐平 王雪薇 三等奖

125 河北工程大学MBA教育中心 大财团 周娜 梁武超 赵丁锐 李路云 樊真真 三等奖

126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MBA教育中心 拾日 何大义 陈黎琴 徐浩修 李佳星 陈焕 三等奖

127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MBA教育中心 琅琊仙踪 郭跃 王佩茹 唐诗 魏景山 三等奖

128 北京工业大学 重在参与bjut 杨娟 朱相宇 赵天朗 邢晨 沈宝妹 三等奖

129 重庆工商大学MBA教育中心 同路人 贾鸿 张焕 刘陈成 张华平 三等奖

13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MBA教育中心 三只豚鼠 查勇 许传勇 苏智利 张立民 丁林峰 三等奖

131 宁波大学MBA教育中心 有朋自远方来 李宏宇 朱铭 丁健昂 施舒妍 李庆双 三等奖

132 山西大学MBA教育中心 百年传承 赵建凤 潘芬 黄美娜 窦艺凯 闫恒 三等奖

133 广西大学MBA教育中心 诗与远方 田源 叶映 李健荣 农丰瑜 李超 三等奖

134 北京工商大学 队友是富婆队 徐凤 朱建方 郭艺雯 李汇璇 李严 三等奖

135 广西大学MBA教育中心 西大的小蜗牛 田源 程霄 陈宏楚 彭雁 三等奖

136 宁波大学MBA教育中心 上善若水 李宏宇 朱铭 陈园园 陈航英 韩秀丽 三等奖

137 重庆工商大学MBA教育中心 追风 贾鸿 杨鹏 柏月智 张露 三等奖

138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MBA教育中心 502强力胶 刘树良 邓若晖 祝建梅 战馨雨 三等奖

139 武汉科技大学MBA教育中心 曌&迈尔斯 刘俊武 左志豪 申屠迪波 孙文洁 三等奖

140 宁波大学MBA教育中心 ION 李宏宇 朱铭 吴威波 袁相湖 李雯霏 三等奖

141 天津工业大学 银河火箭队 孙永利 李琳 宋雨倩 高杰 程苏玉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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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广西大学MBA教育中心 山河恙人间皆安 田源 叶映 李秋苇 王玉欣 慕楠 三等奖

143 北京邮电大学MBA教育中心 战疫邮击队 张静 刘达 康文斌 黄古庆 三等奖

144 北京化工大学MBA教育中心 紫竹园 孙军 陶哲源 贾潇寅 王伟华 三等奖

145 南京农业大学MBA教育中心 zyh 李杭耘 张鸣 周于皓 陈坤 史笑宇 三等奖

146 北京邮电大学MBA教育中心 因为邮你 张静 霍煜梅 刘博特 安洁 程莲 三等奖

147 西南交通大学MBA教育中心 品如的衣柜 赵冬梅 王良 李佳谋 马驰骋 三等奖

148 北京建筑大学MBA教育中心 草木心 刘建利 薛颖 邢林 赵悦 三等奖

149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MBA教育中心 道晨 查勇 许传勇 许垚 张玉泉 薛晨辉 三等奖

150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MBA教育中心 盛夏 张艳菊 艾丽 刘林鑫 马少杰 田岩 三等奖

151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MBA教育中心 咸鱼翻身 何大义 陈黎琴 陈旭 刘阳 律茵 三等奖

152 天津工业大学 红色战情 孙永利 李琳 张鹏华 张艳丽 刘慧婷 三等奖

153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MBA教育中心 花里胡哨队 刘树良 韩震 吴爽 章晓玲 三等奖

154 天津工业大学 天工大管院银河战舰 孙永利 李琳 彭冉 张博涵 肖博宇 三等奖

155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MBA教育中心 SCI科技有限公司 周茂春 毛志勇 王艺潼 付爽 朱奕欧 三等奖

156 湖南工业大学MBA教育中心 峥嵘 谢彩虹 彭穗 文嘉成 江涛 贺绅 三等奖

157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MBA教育中心 【金台才俊】铁帽子王 王振江 徐礼德 马建伟 黄志超 胡长锐 三等奖

158 广西大学MBA教育中心 重在参与 田源 叶映 刘杭 张震 刘心心 三等奖

159 重庆工商大学MBA教育中心 财务爆表 贾鸿 陈燃 邹雪 刘焱秋 三等奖

160 西南财经大学MBA教育中心 猜的都队 朱南 刘雪梅 李颖 周顺 三等奖

161 北京工商大学MBA教育中心 故我在 王楠 孙硕 勾蕴麒 赵婉怡 王鹏燕 三等奖

162 大连海事大学MBA教育中心 GZL小分队 韩震 何剑彤 蒲伟明 武文臣 丁海航 三等奖

163 沈阳大学MBA教育中心 沈大集团三公司 王玥 苏剑 王翀 梁笑菡 刘羴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