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运营赛道-本科组半决赛名单
赛区

学校

队名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 天津工业大学

追梦人公司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 长春大学

荒唐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 齐齐哈尔医学院

键来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 武汉科技大学

不破产姐妹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 南通理工学院

鼎言工作室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 井冈山大学

潜力股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 湖南工程学院

创思倩想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 武汉科技大学

小海盗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 南昌职业大学

干饭人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 长春大学

站上领奖台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 合肥学院

算无遗策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 上海海事大学

尖括号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 广西民族大学

书院ฅ小黄鸭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 天津工业大学

angry bird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 北京工商大学

ZZW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 北京工商大学

开开心心打比赛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 南昌职业大学

归去来兮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 武汉科技大学

青雅财团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 天津工业大学

想有很多钱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 河北经贸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老铁专卖店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NIKE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 吕梁学院

war三姐妹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 广东金融学院

起源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4 天津工业大学

Player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4 忻州师范学院

无极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4 武汉科技大学

汤臣一品业主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4 上海海事大学

way to go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4 南昌职业大学

God like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4 福建农林大学

仓山帝国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4 河北经贸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芋泥博博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4 北京工商大学

庚九二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5 天津工业大学

长安常安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5 大连科技学院

晚风❤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5 井冈山大学

生生不息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5 武汉科技大学

LLH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5 烟台大学

Emmmm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5 北京工商大学

过复赛行不行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5 齐齐哈尔医学院

惊鸿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5 湖南工程学院

成群结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6 烟台大学

嗨派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6 天津工业大学

社会主义接班人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6 大连科技学院

宿宿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6 武汉科技大学

7西瓜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6 井冈山大学

千盛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6 南京审计大学

元气鱼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7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有bear来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7 武汉科技大学

思绪万千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7 北京工商大学

芜湖起飞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7 广东金融学院

亲亲这边建议您退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7 天津工业大学

毛肚儿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7 哈尔滨工程大学

吧唧狗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7 大连科技学院

公主与保安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7 井冈山大学

做什么都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8 景德镇陶瓷大学

鸿福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8 上海海事大学

驱蚊器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8 烟台大学

4ever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8 黄山学院

第一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8 武汉科技大学

孤芳自赏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8 广东科技学院

长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8 天津工业大学

首席执行官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8 黑河学院

五福琳门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9 武汉科技大学

Victory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9 大连民族大学

太阳骑士团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9 闽南理工学院

燕雪林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9 广东科技学院

清风鉴水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9 景德镇陶瓷大学

随你随缘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9 石河子大学

小雨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9 肇庆学院

奥利奥利奥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9 天津工业大学

AING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0 武汉科技大学

布达佩斯小酒馆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0 天津工业大学

长风破浪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0 郑州工商学院

营销一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0 烟台大学

一一一一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0 福建中医药大学

流风回雪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0 广东理工学院

清热解毒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0 闽南理工学院

如风似必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0 石河子大学

天马行空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1 武汉科技大学

FirstOne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1 烟台大学

幼儿园大班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1 天津工业大学

明猎钱猫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1 南京审计大学

给我赢就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1 石河子大学

零点团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1 闽南理工学院

关机又关机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1 郑州工商学院

赫然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1 青岛黄海学院

蓝精灵小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2 南昌大学管理学院

随心所欲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2 石河子大学

天真无邪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2 烟台大学

讲武德的年轻人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2 吉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小Π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2 武汉科技大学

熬夜小倔驴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2 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

金色传说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2 福建中医药大学

违规昵称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2 郑州工商学院

营销四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3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起个名字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3 哈尔滨工程大学

图兰朵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3 武汉科技大学

星角冰锅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3 南昌大学管理学院

求抱大腿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3 烟台大学

番薯公司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3 福建中医药大学

运之行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3 黑河学院

经济建设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4 天津师范大学

L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4 南昌大学管理学院

老实人打比赛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4 福建中医药大学

打完就开派对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4 烟台大学

小飞侠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4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食好阿未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4 武汉科技大学

创极速飞轮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4 石河子大学

iStar★富婆大宝贝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4 吉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必胜天团2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5 景德镇陶瓷大学科技艺术学 年轻人
院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5 郑州西亚斯学院
想混个特等奖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5 南昌大学管理学院

紫外线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5 石河子大学

无牙山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5 黑河学院

爱吃贝壳的烤鸡翅膀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5 天津师范大学

还珠楼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5 江西理工大学

凌凌漆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5 青岛黄海学院
科技之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6 景德镇陶瓷大学科技艺术学 一夜暴富组合
院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6 天津师范大学
elim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6 烟台大学

三人行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6 东北石油大学

生活很苦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6 哈尔滨华德学院

华德3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6 广东培正学院

做大做强第二分强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6 黑河学院

胜羽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6 曲靖师范学院

令人心动的team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7 南昌航空大学

爆破拆迁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7 东北石油大学

满贷就是干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7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专属二分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7 天津师范大学

1234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7 烟台大学

米奇妙妙屋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7 曲靖师范学院

laaewifv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7 石河子大学科技学院

惊鸿终不返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8 烟台大学

Story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8 南昌航空大学

银鹭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8 广东培正学院

洗头要第一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8 东北石油大学

Dream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8 曲靖师范学院
黑虎阿福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8 景德镇陶瓷大学科技艺术学 呜啦啦
院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8 吉林农业大学
吉农小白菜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8 福建中医药大学

伊恩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9 烟台大学
真不错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9 景德镇陶瓷大学科技艺术学 随便
院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9 广东培正学院
新秀团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9 南昌航空大学

冰羊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9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编程写不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9 福建中医药大学

美特斯邦威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9 东北石油大学
吃钱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0 景德镇陶瓷大学科技艺术学 暮霭
院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0 南昌航空大学
韶华倾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0 哈尔滨理工大学

五路财神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0 西北师范大学知行学院

贝亿斯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0 曲靖师范学院

鲲鹏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0 东北石油大学

GALAXY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1 泉州信息工程学院

开拓者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1 广东培正学院
文不饿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1 景德镇陶瓷大学科技艺术学 菜鸟
院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1 吉林农业大学
bizwar冲锋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1 东北石油大学

薅羊毛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1 石河子大学科技学院

迎着阳光才能背对阴影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1 江西理工大学

风与纸片人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1 黑龙江东方学院

黑东方三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2 齐齐哈尔大学

齐大六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2 泉州信息工程学院

钟辰辰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2 南昌航空大学

奋斗的打工人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2 同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我们都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2 吉林农业大学

HONOR2021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2 北京物资学院

下岗工人再就业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2 宿州学院

安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3 南昌航空大学
哥斯拉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3 景德镇陶瓷大学科技艺术学 肥宅快乐水
院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3 哈尔滨医科大学
无敌小分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3 泉州信息工程学院

这边建议您退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3 燕京理工学院

小侯很nice!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3 同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东风快递有限公司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3 齐齐哈尔大学

齐大二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3 北京邮电大学世纪学院

三人行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4 齐齐哈尔大学

齐大七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4 南开大学滨海学院

Best-will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4 东华理工大学
犹豫就会败北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4 景德镇陶瓷大学科技艺术学 哇唧唧哇
院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4 同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4 泉州信息工程学院

闪电五连编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4 中山大学南方学院

等花开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4 广西民族大学

五氧化二磷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5 燕京理工学院

小嘿嘿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5 齐齐哈尔大学

齐大五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5 同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招财鱼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5 广西民族大学

Q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5 北京邮电大学世纪学院

时间管理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5 南通理工学院

帝国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5 重庆城市科技学院

绝对给力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6 西南科技大学

旺旺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6 广西民族大学

书院ฅBB88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6 江西理工大学应用科学学院 冲冲冲冲鸭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6 南昌航空大学科技学院
山口组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6 景德镇陶瓷大学科技艺术学 玛卡巴卡
院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6 同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华尔街之羊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6 齐齐哈尔大学

齐大一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6 宿州学院

晨曦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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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7 西南科技大学

卓青王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7 泉州信息工程学院

富可敌国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7 同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我觉得我的决策真的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7 江西理工大学应用科学学院 小螃蟹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7 景德镇陶瓷大学科技艺术学 大象无形
院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7 福建中医药大学
无上限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7 广西民族大学

书院ฅ仓鼠大军团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7 合肥工业大学宣城校区

原来你也玩原神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8 泉州信息工程学院
繁诵吟游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8 景德镇陶瓷大学科技艺术学 冲冲冲
院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8 齐齐哈尔大学
齐大三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8 同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Four sun team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8 江西理工大学应用科学学院 为明天干杯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8 广西民族大学

天天向上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8 福建中医药大学

立刻有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8 北京邮电大学世纪学院
小绿进决赛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9 江西财经大学现代经济管理 大梦经年
学院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9 云南财经大学中华职业学院 风暴一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9 齐齐哈尔大学

齐大梦一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9 福建中医药大学

大富翁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9 江西理工大学应用科学学院 海绵宝宝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9 同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拼夕夕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9 南通理工学院

GTL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9 泉州职业技术大学

掘地求升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0 塔里木大学

绿洲梦【D】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0 南通理工学院

乘风破浪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0 辽宁大学

逐梦企模圈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0 齐齐哈尔医学院

能力有限公司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0 江西理工大学应用科学学院 干赛人干赛魂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0 江西财经大学现代经济管理 war哈哈
学院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0 合肥工业大学宣城校区
HZQ小分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0 福建工程学院

王五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1 江西理工大学应用科学学院 林海雪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1 福州工商学院

友情提示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1 塔里木大学

绿洲梦【C】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1 重庆交通大学

Wendy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1 齐齐哈尔医学院

巴菲特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1 南昌航空大学科技学院

冰红茶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1 西南科技大学

一直都在线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1 广西民族大学

书院ฅ哆啦A梦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2 福州工商学院

星光再弱也是光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2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辽工大四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2 广西民族大学

书院ฅ扣扣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2 西南科技大学

小九爱吃火锅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2 南通理工学院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3 江西财经大学现代经济管理 扶扶我
学院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3 塔里木大学
绿洲梦【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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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3 云南财经大学中华职业学院 你的名字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3 南通理工学院

美少女战士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3 南昌航空大学科技学院

清泉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3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辽工大3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3 福建农林大学

一掷千金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3 广西民族大学
书院ฅ沙发土豆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4 江西财经大学现代经济管理 开开yjy
学院
黑化肥挥发发灰，灰化肥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4 安徽文达信息工程学院
挥发发黑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4 福州工商学院
梦的草莓蛋挞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4 齐齐哈尔医学院

骑黑鹿的白雪公主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4 井冈山大学

站起来飞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4 南通理工学院

美少女联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4 同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不用手机就不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4 福建农林大学
骐骥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5 江西财经大学现代经济管理 向钱进
学院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5 同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5 塔里木大学

绿洲梦【A】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5 南昌航空大学科技学院

躺着捡分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5 福州工商学院

阿里小分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5 合肥工业大学宣城校区

滚烫学姐和混子学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5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辽工大一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5 齐齐哈尔医学院

撸起袖子加油干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6 安徽新华学院

爱吃大猪蹄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6 塔里木大学

绿洲梦【B】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6 齐齐哈尔医学院

Galamore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6 广西民族大学

书院ฅ八宝奶球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6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FINE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6 井冈山大学

翻滚吧金币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6 福州工商学院

冲鸭 干饭人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6 合肥工业大学宣城校区

不破产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7 安徽新华学院

爱吃大鸭腿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7 南昌航空大学科技学院

永争第一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7 长春大学

拿铁咖啡

1412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7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破裤子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7 齐齐哈尔医学院

干饭小分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7 天津工业大学

鸿骏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7 南通理工学院

幸运女孩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7 同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就和你作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8 西南科技大学

春日部防卫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8 天津工业大学

比尔盖茨候选人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8 长春大学

桃子奶油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8 广东东软学院

灵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8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科技学院 吉祥如意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8 齐齐哈尔医学院

一二三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8 同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伏流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8 广西民族大学

书院ฅ小太阳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9 广西民族大学

书院ฅ小菜狗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9 南昌航空大学科技学院

少年闹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9 长春大学

WOW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9 天津工业大学

航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9 齐齐哈尔医学院

Lamenters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9 龙岩学院

探索永无止境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9 广东东软学院

天天向上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9 南通理工学院

BLIZZARD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40 南昌职业大学

祖国的花朵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40 齐齐哈尔医学院

精诚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40 长春大学

城管大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40 铜仁学院

酱油人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40 广东东软学院

慈善家老八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40 天津工业大学

平平无奇的商业鬼才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40 南通理工学院

万万没想到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8 福建商学院

九月一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1 内蒙古财经大学

•西柚呀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4 长春人文学院

希望之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1 中国政法大学

349团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0 黑龙江工程学院

随便起个名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 大连财经学院

令人心动的team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9 三明学院

舞橙橙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2 云南财经大学中华职业学院 Top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 上海海事大学

速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