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赛区 学校 队名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1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元气森林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1 安徽工业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姬娜果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1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乐呵呵组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1 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十七张牌你能秒我？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1 南昌职业大学 战斗鸡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1 贵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暮光之城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1 西安欧亚学院 DWY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1 郑州财经学院 与瑞丰歌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2 贵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锦鲤小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2 安徽工业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我们真不会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2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涂鸦冲呀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2 西安欧亚学院 n个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2 黑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Get rich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2 广西培贤国际职业学院 夏雪儿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2 安徽审计职业学院 as14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2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凯旋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3 安徽审计职业学院 kjx5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3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月亮泡饭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3 贵州工商职业学院 旺旺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3 贵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银河少女分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3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 把漂亮的奖杯带回家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3 西安欧亚学院 寒木春华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3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Smile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3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沉默者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4 安徽审计职业学院 as13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4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旺旺碎冰冰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4 淮南职业技术学院 万事胜意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4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0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4 贵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鹿鹿子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4 安徽工业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哦吼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4 贵州工商职业学院 纳税大户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4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梦之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5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我贼菜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5 安徽审计职业学院 Kjx6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5 淮南职业技术学院 Nuyoah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5 西安欧亚学院 天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5 四川天一学院 鲲鹏与菜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5 黑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Alexs niko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运营赛道-高职组半决赛名单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5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出奇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6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总是很自卑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6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老表真好看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6 贵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小天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6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芝士就是力量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6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财源滚滚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6 贵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靖琴月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6 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菜鸟一号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6 安徽工业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小恐龙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7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玛卡巴卡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7 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二零二一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7 贵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欣然起航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7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不知道对不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7 安徽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钱程似锦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7 黑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zcz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7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丝绸之路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8 长春大学 夕颜血鸢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8 安徽审计职业学院 kjx8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8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123456889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8 安徽审计职业学院 kjx3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8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吉祥三宝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8 贵州财经职业学院 奇迹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8 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霹雳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9 安徽审计职业学院 as10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9 贵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轻工三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9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青庸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9 长春大学 随缘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9 贵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LT团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9 安徽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什么都不会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9 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 King丶国王范儿〤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9 六盘水职业技术学院 Top girl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10 安徽审计职业学院 as5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10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鑫鑫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10 贵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龙腾虎啸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10 长春大学 怕死不敢死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10 贵州财经职业学院 日暮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10 贵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光大证券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10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 我算的都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10 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 糖果超甜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11 安徽审计职业学院 kjx13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11 贵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总裁CEO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11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琼蕊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11 长春大学 斯莱特林优秀学生代

表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11 贵州财经职业学院 同路人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11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得过且过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11 贵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西门曦梓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11 黑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某张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12 安徽审计职业学院 kjx14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12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可口yyds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12 贵州装备制造职业学院 永夜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12 威海职业学院 威职A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12 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 31503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12 泉州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弦五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12 长春大学 怎么玩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12 贵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你是人间四月天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13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耶斯莫拉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13 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咳咳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13 闽西职业技术学院 技精业成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13 威海职业学院 威职Z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13 安徽审计职业学院 as3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13 重庆城市科技学院 Fearless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13 泉州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勾三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13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银南而上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14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三烊迁徙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14 安徽审计职业学院 as1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14 威海职业学院 威职K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14 闽西职业技术学院 弘毅笃行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14 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三七不是二十一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14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学习学习再学习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14 泉州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股四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14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蓬莱大岛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15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鸢飞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15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吃奥利奥的喜之郎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15 贵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起浪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15 闽西职业技术学院 为人民服务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15 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耗子喂汁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15 贵州财经职业学院 普罗米修斯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15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兰陵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16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大风车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16 贵州工商职业学院 猪会飞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16 南昌职业大学 好哇塞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16 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包围单身狗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16 泉州职业技术大学 绝迹战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16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万世轩阁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16 广西培贤国际职业学院 Shadow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16 黑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海燕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14 江西应用科技学院 屠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9 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英勇无畏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职组复赛13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 利滚利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