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半决赛名单——决策赛道 - 本科组

赛区 学校 队名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01 西南财经大学 天府新村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01 安徽中医药大学 随便取个名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01 上海海事大学 傲娇是好文明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01 厦门工学院 『艾利斯顿』？？？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01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YoYo悠悠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01 武汉科技大学 曌&雪巅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01 四川师范大学 大力大娃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01 合肥工业大学宣城校区 柒行玖伴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02 安徽中医药大学 长街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02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 神话丶招财猫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02 上海海事大学 超人不会飞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02 内蒙古科技大学 北麓❂哈利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02 重庆工商大学 绿匣的猫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02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枯木逢春亦可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02 广东培正学院 史莱克三怪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02 烟台大学 Sword-忤逆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03 上海海事大学 痞贱痞贱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03 广东培正学院 天宝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03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天海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03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 神话丶初晓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03 武汉科技大学 曌&芋圆烤奶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03 内蒙古科技大学 北麓❂四叶草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03 华南农业大学 大佬带带仨碳基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03 重庆工商大学 幺鲸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03 烟台大学 云朵贩卖机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04 上海海事大学 可可可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04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梦回花园宝宝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04 广东培正学院 怯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04 辽宁大学 蓝莓果酱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04 华南农业大学 无糖口香糖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04 厦门工学院 『艾利斯顿』菠萝的头
上戴着皇冠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04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 我的天呐～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05 华南农业大学 葱鸭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05 上海海事大学 勇敢的心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05 安徽中医药大学 安中三姐妹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05 内蒙古科技大学 北麓❂灼骨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05 厦门工学院 『艾利斯顿』姜姜分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05 武汉科技大学 曌&蘑菇也可以叫菌子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05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 神话丶win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06 上海海事大学 梦灵集团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06 华南农业大学 666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06 内蒙古科技大学 北麓ઇଓ YZ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06 武汉科技大学 曌&玛卡巴卡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06 西南交通大学 淘了只猪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06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菲尼克斯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06 合肥工业大学宣城校区 大橙子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06 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 光明小分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07 上海海事大学 冲冲冲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07 内蒙古科技大学 北麓㊖ 晴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07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翊珂鑫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07 安徽中医药大学 一波王炸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07 华南农业大学 大富大贵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07 武汉科技大学 曌&叮叮车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07 广西大学 有求必应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07 烟台大学 樛木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08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梦回97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08 华南农业大学 这只企鹅没有心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08 上海海事大学 咕咕鸡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08 内蒙古科技大学 北麓❀彼得兔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08 西南交通大学 九里堤的韭菜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08 武汉科技大学 曌@Marjorie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08 广西大学 极光flash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08 重庆工商大学 拉电网犯法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08 宿州学院 一切皆有可能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09 上海海事大学 EatToBeFat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09 西南交通大学 Dwan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09 内蒙古科技大学 北麓♠小汤圆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09 安徽中医药大学 永远对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09 黑河学院 跟我肘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09 合肥工业大学宣城校区 rainstorm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09 华南农业大学 紫荆桥下坡不刹车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0 华南农业大学 今胜昔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0 黑龙江工程学院 光阴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0 上海海事大学 多喝热水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0 武汉科技大学 曌&人间开水壶和吻文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0 天津工业大学 奥利奥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0 安徽中医药大学 小图奇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0 内蒙古科技大学 北麓�三川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0 重庆工商大学 麻麻爱紫薯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1 上海海事大学 步步为win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1 华南农业大学 想不出队名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1 安徽中医药大学 我说的都对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1 合肥工业大学宣城校区 我不想破产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1 内蒙古科技大学 北麓☪天空巨龙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1 重庆工商大学 十一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1 西南交通大学 old man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1 黑龙江工程学院 粉鲸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2 上海海事大学 赚钱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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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首富预备小组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2 西南交通大学 走二仙桥到成华大道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2 安徽中医药大学 弯家军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2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醉后不知天在水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2 武汉科技大学 曌&饿了么小蓝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2 重庆工商大学 【南歌】｜无恙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2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钱多多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3 上海海事大学 R6CN未来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3 武汉科技大学 曌&雲天河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3 内蒙古科技大学 北麓㊖糖豆豆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3 华南农业大学 三个桃子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3 重庆工商大学 小馒头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3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春风万里芙蓉国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3 安徽中医药大学 三人行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3 天津工业大学 追梦人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4 安徽中医药大学 美少女壮士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4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不辞冰雪为卿热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4 华南农业大学 紫荆萌兽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4 内蒙古科技大学 北麓❂东东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4 武汉科技大学 曌&望舒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4 厦门理工学院 太平洋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4 重庆工商大学 望江楼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5 武汉科技大学 曌＆同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5 华南农业大学 夏枳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5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春丛认取双栖蝶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5 上海商学院 JIA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5 河北金融学院 【千户】朱雀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5 厦门理工学院 实在不知道起什么队名
队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5 重庆工商大学 【南歌】｜逍遥法外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5 安徽中医药大学 大太阳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6 河北金融学院 【千户】小饼干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6 安徽中医药大学 海棠花未眠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6 武汉科技大学 曌＆高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6 华南农业大学 水一下就很开心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6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明月多情应笑我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6 福建中医药大学 云华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6 广西大学行健文理学院 蓝胖子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6 西南交通大学 豪金蟹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6 北京联合大学管理学院 请求制裁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7 厦门理工学院 777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7 武汉科技大学 曌&羲和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7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伏雨朝寒愁不胜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7 福建中医药大学 苁蓉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7 华南农业大学 会赢的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7 蚌埠工商学院 你与未来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7 湖北经济学院 黑户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8 蚌埠工商学院 山川与酒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8 厦门理工学院 小火山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8 西南交通大学 鳗鱼不加班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8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天乱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8 华南农业大学 百香果少冰正常糖加珍
珠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8 武汉科技大学 曌&番茄三鲜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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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白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8 上海商学院 不敢啃声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9 厦门理工学院 wa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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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模的诱惑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9 西南交通大学 江山代有才人秃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9 长春人文学院 绝不破产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9 武汉科技大学 Summer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9 蚌埠工商学院 柠檬白茶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19 内蒙古农业大学 【明日】欧拉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0 福建中医药大学 何处繁华笙歌落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0 厦门理工学院 一碗牛肉面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0 河北金融学院 MARKLEE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0 内蒙古农业大学 【明日】凉城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0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梦回阿巴阿巴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0 长春人文学院 OneThree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0 西南科技大学 随水沿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1 河北金融学院 【千户】棒棒糖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1 长春人文学院 雾幻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1 厦门理工学院 猫猫掉了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1 安徽财经大学 巫山不是云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1 南通理工学院 星星也偷笑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1 蚌埠工商学院 朝阳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1 武夷学院 耗子尾汁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1 湖北经济学院 啦啦啦啦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1 内蒙古农业大学 【明日】浅殇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2 湖北经济学院 ☆曼特宁☆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2 岭南师范学院 玫瑰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2 广西民族大学 锦青鱼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2 河北金融学院 鹿鹿子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2 福建中医药大学 零点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2 东北农业大学 青春有你3企业竞争模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2 西安翻译学院 苗苗晨读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2 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 队长只会阿巴阿巴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3 福建中医药大学 魔芋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3 安徽财经大学 草莓冲鸭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3 湖北经济学院 哒咩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3 河北金融学院 Lihai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3 天津工业大学 清华大学研究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3 北京物资学院 不差钱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3 岭南师范学院 火星撞地球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3 蚌埠工商学院 南国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4 福建中医药大学 琳蓉亭畔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4 西南科技大学 创造007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4 河北金融学院 宴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4 湖北经济学院 幼稚园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4 安徽财经大学 自强不息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4 天津工业大学 我想再睡五分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4 西安翻译学院 木四点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4 广西民族大学 超级马里奥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5 天津工业大学 铁道游击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5 厦门理工学院 胜利者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5 蚌埠工商学院 小山河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5 内蒙古农业大学 【明日】悟坤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5 福建中医药大学 卍卐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5 西南科技大学 菠萝屋的派大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5 北京物资学院 小曾曾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6 岭南师范学院 一颗星星刹住车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6 内蒙古农业大学 夜雨声烦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6 北京邮电大学 安全出口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6 福建中医药大学 隆中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6 河北金融学院 【千户】玄武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6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Vitamin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6 湖北经济学院 超级划水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6 西南科技大学 西科飞虎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7 北京邮电大学 LBC537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7 河北金融学院 【千户】 千江月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7 西南科技大学 T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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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肺源性阻塞性肺气肿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7 安徽财经大学 KTWK9021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7 内蒙古农业大学 【明日】AA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7 厦门理工学院 安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7 浙江财经大学 Bluff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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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墨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8 厦门理工学院 都可以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8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石景山扛把子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8 河北金融学院 【千户】白虎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8 北京邮电大学 x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8 湖北经济学院 打差了也不打脸，可以
说自己菜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8 内蒙古农业大学 【明日】太阳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8 江苏大学 HW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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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奕起磕仙丹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9 东北农业大学 B05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9 石河子大学 iStar★一个饭友逆游团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9 蚌埠工商学院 柠檬绿茶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9 江苏大学 皮蛋儿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9 宁夏大学 塞罗之光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9 浙江财经大学 发发发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29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油麦菜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0 厦门理工学院 美女集结会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0 岭南师范学院 漏鱼之网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0 福建中医药大学 半夏冬青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0 北京邮电大学 哎呀米诺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0 河北金融学院 九枝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0 宁夏大学 迪迦之光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0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无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0 石河子大学 iStar★上上下下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1 厦门理工学院 帅哥集中营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1 宁夏大学 贝利亚之光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1 河北金融学院 vivian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1 西南科技大学 银河系搭车客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1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 基因重组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1 安徽财经大学 Ralia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1 江苏大学 经验小宝宝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1 蚌埠工商学院 半书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1 天津农学院 炮灰小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1 浙江财经大学 健健好帅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2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逸林商贸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2 安徽财经大学 可乐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2 江苏大学 栀子发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2 厦门理工学院 辰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2 河北金融学院 【千户】东鹅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2 岭南师范学院 打工人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2 石河子大学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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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6＋1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3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黑马战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3 安徽财经大学 芬达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3 石河子大学 iStar★不苦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3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ordinary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3 河北金融学院 小三爷的造假铺子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3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 金融巨鳄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3 西南科技大学 进不了半决赛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3 北京邮电大学 懵懵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3 南阳师范学院 梦之翼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4 山东工商学院 逐风-浠夏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4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 天猫精灵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4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Castle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4 蚌埠工商学院 空白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4 河北金融学院 【千户】青龙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4 石河子大学 iStar★石门Joi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4 淮北师范大学 Aurora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4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Plouto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5 岭南师范学院 全民制作人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5 山东工商学院 逐风-future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5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小脑虎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5 天津商业大学 反射弧比腿长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5 河北经贸大学经济管理
学院

Fly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5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 aabaoyi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5 石河子大学 iStar★信仰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5 东北石油大学 暂未成功人士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6 山东工商学院
逐风-时时想get一项新技

能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6 岭南师范学院 发财要紧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6 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 茶酱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6 宁夏大学新华学院 大不列跌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6 石河子大学 iStar★月色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6 淮北师范大学 believers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6 河北经贸大学经济管理

学院

垚莯•汤臣一品业主委员

会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6 安徽财经大学 巧克力奶茶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7 西南石油大学 西南石油大学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7 安徽财经大学 呦呦呦呦呦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7 山东工商学院 逐风-飞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7 河北经贸大学经济管理
学院

垚莯&在破产的边缘试探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7 淮北师范大学 缘起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7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大白糖奶兔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7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没电的山里人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7 宁夏大学新华学院 TNT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8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破产了但是没有完全破

产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8 喀什大学 天山·小红花儿一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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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调埋头干大事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8 山东工商学院 逐风-立可白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8 天津商业大学 灼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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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碧湖砍柴人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8 石河子大学 iStar★另有梦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8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企模小菜鸡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8 宁夏大学新华学院 【甘棠】奥利奥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9 岭南师范学院 三轮玛莎拉蒂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9 北京邮电大学 姜皓文王晗宇崔书嘉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9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叶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9 宁夏大学新华学院 土鸡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9 喀什大学 天山饽饽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9 内蒙古财经大学 •西柚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9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福外-五月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39 石河子大学 iStar★魔仙堡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40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素质文明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40 喀什大学 天山•扶苏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40 河北经贸大学经济管理
学院

星辉&星辉不负责任公司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40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黄色机器猫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40 山东工商学院 逐风-平头哥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40 北京邮电大学 美第奇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40 石河子大学 iStar⭐白日梦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40 安徽财经大学 美女聚集地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41 哈尔滨工程大学 多喝热水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41 宁夏大学新华学院 只只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41 喀什大学 天山•平遂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41 北京邮电大学 锅包肉也挺好吃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41 山东工商学院 逐风-白荼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41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红色蓝精灵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41 石河子大学 iStar★多多不爱钱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41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低调雪皇怪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42 西南石油大学 柚子有点酸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42 淮北师范大学 星城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42 内蒙古财经大学 •小小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42 山东工商学院 逐风-起名字是一个哲学

问题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42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福外-十三月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42 安徽大学 努力的打工人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42 喀什大学 天山·洧兮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42 河北经贸大学经济管理
学院

垚莯·骑猪追太阳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43 哈尔滨工程大学 麟角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43 西南石油大学 至纯企模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43 安徽大学 大企业家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43 喀什大学 天山·鲸落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43 内蒙古财经大学 •明溪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43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福外-十月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43 石河子大学 iStar★星空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43 淮南师范学院 破晓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43 北京城市学院 华尔街之狼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44 内蒙古财经大学 •喜羊羊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44 安徽大学 Kookaburra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44 山东工商学院 逐风—扶摇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44 北京邮电大学 LJC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44 喀什大学 天山·小流薇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44 石河子大学 iStar★如来佛组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44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777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44 河北经贸大学经济管理
学院

垚莯&皮卡丘睡不醒真光

荣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44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
学院

智联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45 哈尔滨工程大学 战狼联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45 喀什大学 天山芜湖起飞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45 广东财经大学 Luck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45 天津师范大学 如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45 安徽大学 圣战三BLUE_SPACE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45 宁夏大学新华学院 百事可乐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45 石河子大学 istar★伊厦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46 安徽大学 诸事皆宜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46 喀什大学 天山 亮酿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46 东华理工大学 晓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46 天津师范大学 不困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46 陇东学院 星野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46 内蒙古财经大学 ·Hygge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46 哈尔滨工程大学 银河战舰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47 喀什大学 天山·蔷薇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47 陇东学院 橙子汁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47 内蒙古财经大学 •北巷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47 山东工商学院 逐风-WZQ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47 天津师范大学 永恒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47 河北经贸大学经济管理
学院

零食粉碎机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47 西南石油大学 小饼干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47 广东财经大学 我们是冠军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48 内蒙古财经大学 •理想三旬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48 陇东学院 电气拆迁大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48 喀什大学 天山·风华绝代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48 安徽大学 圣战二百年孤独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48 山东工商学院 逐风-逐云·缘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48 广东财经大学 马云背后的团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48 河北经贸大学经济管理
学院

上分上星上王者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48 天津师范大学 冲鸭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49 内蒙古财经大学 • 山谷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49 北京邮电大学世纪学院 Wings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49 喀什大学 天山·一棵草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49 河北经贸大学经济管理
学院

垚莯·仙贝的女孩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49 宁夏大学新华学院 【甘棠】剑舞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49 山东工商学院 逐风-augenstern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49 陇东学院 飞向未来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49 广东财经大学 青年才俊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50 兰州财经大学 『南笙』※疏桐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50 山东工商学院 逐风-林溪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50 内蒙古财经大学 •静女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50 宁夏大学新华学院 【甘棠】置顶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50 天津师范大学 XING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50 河北经贸大学经济管理
学院

垚莯·w.l.w.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50 广东财经大学 荷兰猪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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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吕梁学院 嗒嗒嗒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51 山东工商学院 逐风-紫枫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51 广东财经大学 企模人—老实人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51 哈尔滨工程大学 张三麻子和他的同志们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51 内蒙古财经大学 mela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51 兰州财经大学 『南笙』※北慕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51 河北师范大学 星星向上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51 安徽大学 我一定要上安徽大学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51 宁夏大学新华学院 欣欣公司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52 山东工商学院 逐风-海绵宝宝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52 兰州财经大学 『南笙』※千鸢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52 河北师范大学 力争上游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52 广东财经大学 能力无限公司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52 内蒙古财经大学 •何娇娇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52 西南政法大学 不辞荣光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52 安徽大学 Three Girls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52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上流社会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53 天津师范大学 清泠泠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53 哈尔滨工程大学 甚么事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53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我们队真秀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53 兰州财经大学 『南笙』※木杉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53 河北师范大学 晨曦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53 内蒙古财经大学 •格子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54 内蒙古财经大学 ●王哪儿飞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54 哈尔滨工程大学 很有东西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54 兰州财经大学 『南笙』※星泓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54 西南政法大学 小钱钱别跑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54 广东财经大学 不破产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54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我们仨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54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茯苓』★大白免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54 河北师范大学 奔驰财团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54 北京工商大学 Lucky goose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54 防灾科技学院 M78星云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55 内蒙古财经大学 •王支支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55 兰州财经大学 『南笙』※清尘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55 天津师范大学 依依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55 哈尔滨工程大学 啊这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55 西南政法大学 宝圣湖必须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55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茯苓』小君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55 吉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
学院

必胜天团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55 北京工商大学嘉华学院 Overload- Time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56 天津师范大学 归寻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56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风行』益禾烤奶+椰果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56 吉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
学院

八分之一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56 兰州财经大学 『南笙』※南柯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56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茯苓』★丘山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56 广东财经大学 钱途无量集团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56 北京工商大学嘉华学院 米奇妙妙屋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56 河北师范大学 富贵花开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57 内蒙古财经大学 •马甲可以吃吗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57 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
院

职业陪玩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57 兰州财经大学 『南笙』※陌栀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57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风行』雪糕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57 河北师范大学 Lucky fellow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57 天津师范大学 翻斗花园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57 忻州师范学院 小北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57 吉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
学院

吕博童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58 忻州师范学院 RSG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58 兰州财经大学 『南笙』※北鸢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58 广东财经大学 PCP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58 天津师范大学 孔雀东南飞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58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风行』Panda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58 河北师范大学 人生何处不青山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58 吉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
学院

追风者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59 天津师范大学 摔摔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59 河北师范大学 山山而川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59 兰州财经大学 『南笙』※半夏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59 广东财经大学 赚钱无限智商有限公司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59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风行』小树林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59 忻州师范学院 琅轩阁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59 吉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
学院

Jiu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59 西北民族大学 民大3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59 湖南女子学院 欢天喜地三千斤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60 河海大学 Lana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60 广东财经大学 拼命三男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60 兰州财经大学 『南笙』※福兮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60 天津师范大学 于祝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60 内蒙古大学 【星辰】Bbborry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60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三鹿奶粉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60 吉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
学院

清晨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61 兰州财经大学 『南笙』※北柒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61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风行』花城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61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懂得懂中懂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61 广东财经大学 笑坐青铜看王者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61 吉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
学院

兰因絮果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61 内蒙古大学 【星辰】恬酸菌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61 安徽工业大学 小银和我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61 北京工商大学嘉华学院 Zerg-Serral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61 亳州学院 竞逐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61 忻州师范学院 是远远吖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62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风行』芝士焗番薯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62 内蒙古大学 【星辰】哆哆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62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哈哈哈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62 广东财经大学 怎么起都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62 北京工商大学嘉华学院 南新村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62 兰州财经大学 『南笙』※溪西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62 河海大学 幸运草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62 安徽工业大学 一亿小分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62 西北师范大学知行学院 出门必捡钱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63 天津师范大学 热心网友粥粥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63 吉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
学院

养养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63 忻州师范学院 咸鱼团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63 安徽工业大学 春笋节节高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63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沙尘暴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63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风行』普普通通好伐
的吃货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63 内蒙古大学 【星辰】热可可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63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e起发财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63 北京工业大学 牛气者联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64 广东财经大学 鸽王不想取名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64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咸鱼一条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64 内蒙古大学 【星辰】盐酸环丙沙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64 河海大学 派大星学游泳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64 天津师范大学 钟馗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64 兰州财经大学陇桥学院 滥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64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风行』iwanna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64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奥特曼妙妙屋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65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风行』北南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65 忻州师范学院 贩卖黄昏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65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天选福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65 河海大学 9527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65 广东东软学院 冰淇淋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65 内蒙古大学 【星辰】奈布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65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啦啦啦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65 兰州财经大学陇桥学院 刀鱼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65 哈尔滨理工大学 嘟嘟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66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风行』当归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66 安徽工业大学 夏日冰激凌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66 广东东软学院 Y3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66 忻州师范学院 妈妈我想吃烤山药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66 河海大学 人民当家做组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66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小白变大神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66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蚂蚁呀嘿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66 滁州学院 行者*天马行空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66 吉林财经大学国际交流
学院

超级马里奥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67 南昌大学管理学院 Fseven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67 山东英才学院 乐雨鑫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67 忻州师范学院 琳琅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67 广东东软学院 小灰灰打地洞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67 内蒙古大学 【星辰】sonta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67 兰州财经大学陇桥学院 covw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67 齐齐哈尔医学院 pinnacle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67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ZFP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67 哈尔滨理工大学 理工F3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68 山东英才学院 星辰大海“梦之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68 兰州理工大学 企鹅有猫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68 内蒙古大学 【星辰】玄璇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68 广东东软学院 李飞凡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68 郑州经贸学院 沉沦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68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风行』星辰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68 滁州学院 行者*TREASURE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68 忻州师范学院 夏栀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69 温州商学院 可口可乐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69 西华大学 OAOA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69 山东英才学院 唯我独尊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69 河海大学 GD.O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69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阿巴阿巴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69 内蒙古大学 【星辰】三只猫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69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风行』潮行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70 忻州师范学院 北辰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70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风行】宗介丶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70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Achilles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70 广东东软学院 筋斗云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70 兰州理工大学 非自然社死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70 温州商学院 TZF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70 内蒙古大学 【星辰】岭岭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71 南昌大学管理学院 梦里。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71 兰州理工大学 一把梭哈当皇帝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71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甲子】风梳烟沐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71 广东东软学院 QM小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71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风行】创文标兵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71 西华大学 千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71 忻州师范学院 Avalon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71 温州商学院 养猪大队①号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72 广东东软学院 双子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72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加油团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72 兰州理工大学 猪猪亲传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72 南昌大学管理学院 evil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72 温州商学院 xxl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72 内蒙古大学 【星辰】勝意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72 河海大学 cupuppyte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72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佩环脆响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73 哈尔滨商业大学 星河X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73 内蒙古大学 【星辰】曙光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73 新疆大学 柠是柠檬的柠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73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砂糖de糖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73 广东东软学院 不粘锅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73 兰州理工大学 风启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73 滁州学院 行者*乐知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73 温州商学院 养猪大队②号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74 兰州理工大学 菜园一梁溪见樱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74 滁州学院 人间的星河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74 河南科技大学 奥利给！！！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74 内蒙古大学 【星辰】从心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74 安徽工业大学 囧架架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74 西华大学 谷雨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75 梧州学院 CJZD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75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风行』鹿梦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75 广东东软学院 争锋相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75 首都师范大学 椰果子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75 内蒙古大学 【星辰】空白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75 西华大学 立夏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75 南昌大学管理学院 虚无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76 南昌航空大学 TFGIRLS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76 哈尔滨商业大学 星河三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76 西华大学 坚果的小窝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76 内蒙古大学 【星辰】荼白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76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早安打工人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76 滁州学院 中国少年先疯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76 安徽科技学院 大白菜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76 福建江夏学院 魔仙堡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77 哈尔滨商业大学 星河二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77 广东东软学院 画拉拉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77 梧州学院 k御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77 西华大学 JOKER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77 安徽科技学院 随便取个名字吧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77 福建江夏学院 素质教育漏网之鱼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77 新疆大学 伏黑惠战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77 青岛理工大学 恐怖如斯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78 西华大学 杂货铺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78 新疆大学 Inori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78 广东东软学院 拿奖赚钱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78 山西农业大学 货贾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78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Lying-Nana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78 哈尔滨商业大学 星河七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78 梧州学院 阿里九九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78 滁州学院 行者*滁韵之鹭溪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78 南昌航空大学 嗯哼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79 南京农业大学 铁道游击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79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甲子】大白鹅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79 广东东软学院 塞班！！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79 内蒙古工业大学 战宝X斩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79 安徽科技学院 取什么名字好呢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79 梧州学院 遇白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79 四川师范大学 持双斧的蜈蚣精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79 福建江夏学院 芜湖小老板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80 新疆大学 南极必胜客人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80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甲子】Bong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80 南京农业大学 Torpedo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80 梧州学院 硝烟弥漫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80 安徽科技学院 闪闪亮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80 内蒙古工业大学 维克多-APEX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80 福建江夏学院 钱来运转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80 哈尔滨商业大学 星河四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81 南京农业大学 阿里巴巴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81 广东东软学院 核酸检测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81 安徽理工大学 不想垫底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81 梧州学院 可乐加鸡翅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81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人下人吧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81 四川师范大学 普朗克能量子假设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81 西华师范大学 啵啵鱼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81 新疆大学 巨人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82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一起蒸桑拿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82 南京农业大学 RainsClear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82 中国矿业大学 南湖集团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82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努力努力奋斗奋斗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82 四川师范大学 牛顿莱布尼兹公式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82 广东东软学院 没想到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82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对对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82 梧州学院 晓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83 中国矿业大学 中等意思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83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西安企模集团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83 新疆大学 棉花我选择新疆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83 哈尔滨商业大学 星河六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83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快来喝糖水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83 南京农业大学 藏宝阁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83 安徽理工大学 Ardent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83 大连财经学院 散财童子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84 中国矿业大学 UNIQUE1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84 梧州学院 羊小鱼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84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甲子】晚寙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84 广东东软学院 小萌新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84 四川师范大学 瓜子脸的蛇精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84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王和程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84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干饭不剩一粒米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84 安徽理工大学 暖阳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84 兰州理工技术工程学院 欢乐城堡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85 南京农业大学 魔仙堡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85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少年先疯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85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北冥有鱼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85 安徽外国语学院 学知—胖虎有多胖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85 四川师范大学 神隐六娃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85 梧州学院 小荔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85 广东金融学院 啥也不知道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85 新疆理工学院 星空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86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sailing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86 四川师范大学 霹雳四娃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86 南京农业大学 耶斯莫拉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86 中国矿业大学 勇敢的少女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86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工商02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86 梧州学院 三人行必有我师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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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福建商学院 制霸星球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86 河南理工大学 奔驰财团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87 梧州学院 葡萄糖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87 三明学院 今天你约会了吗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87 四川师范大学 葫芦娃的爷爷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87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新一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87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激流勇进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87 合肥工业大学宣城校区 风干牛肉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87 南京农业大学 young and beautiful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87 安徽外国语学院 学知——美少女壮士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88 厦门工学院 『艾利斯顿』懒得命名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88 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 星火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88 梧州学院 梧聊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88 四川师范大学 铁头三娃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88 辽宁大学 商海沉浮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88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浪味仙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88 吉林农业大学 与世无争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88 南京审计大学 232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88 西京学院 默槑的团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89 广东培正学院 广培@虾饺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89 厦门工学院 『艾利斯顿』天天睡懒
觉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89 四川师范大学 基尔霍夫电流定律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89 梧州学院 小份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89 华北科技学院 讽刺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89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大龙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89 合肥工业大学宣城校区 青崖山鬼众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89 南京审计大学 美女很忙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90 重庆工商大学 王炸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90 广东培正学院 做大做强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90 合肥工业大学宣城校区 合工大皮革厂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90 内蒙古科技大学 北麓〄畅冬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90 四川师范大学 电眼二娃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90 辽宁大学 神华X号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90 梧州学院 大份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90 吉林农业大学 吉浙湘天团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91 内蒙古科技大学 北麓�T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91 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 神仙打架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91 四川师范大学 憨憨的蝎子精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91 重庆工商大学 雅典娜Athena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91 合肥工业大学宣城校区 我是欧皇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91 辽宁大学 Sailing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91 广东培正学院 只是模拟对不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91 安徽中医药大学 未名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92 内蒙古科技大学 北麓☁️ 王子归来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92 广东培正学院 记得吃糖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92 大同大学 留白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92 四川师范大学 葫芦藤儿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92 华北科技学院 极凌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92 辽宁大学 辽大商院乘风破浪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92 梧州学院 菜不会带飞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93 大同大学 爱我中华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93 上海海事大学 掘金小分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93 华北科技学院 筱陌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93 广东培正学院 我来抓人啦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93 内蒙古科技大学 北麓☁️ 梦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93 辽宁大学 对不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93 安徽中医药大学 海绵宝宝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93 重庆工商大学 自杀小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94 安徽中医药大学 重楼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94 上海海事大学 没有名字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94 大同大学 大同小队A组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94 合肥工业大学宣城校区 你的月亮我的心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94 四川师范大学 哼河五娃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94 重庆工商大学 明天会更好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94 华北科技学院 跪求不破产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94 厦门工学院 『艾利斯顿』爱吃胡萝
卜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本科组复赛94 西南财经大学 迪士尼在逃野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