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半决赛名单——决策赛道 - 研究生组

赛区 学校 队名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1 上海海事大学MBA教育中心 阿兰贝尔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1 东北财经大学MBA教育中心 外星垃圾回收站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1 安徽大学MBA教育中心 圣战三折棠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1 北京工商大学MBA教育中心 淡笑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1 湖南工业大学MBA教育中心 一二三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1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MBA教育中心 【甲子】百草味麻薯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1 南京农业大学MBA教育中心 aaa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1 西南科技大学MBA教育中心 啵啵奶茶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1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MBA教育中心 不缺敬业福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1 河北工程大学MBA教育中心 翱翔者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2 上海海事大学MBA教育中心 我们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2 东北财经大学MBA教育中心 微草战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2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MBA教育中心 Mic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2 烟台大学 一烟以蔽之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2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MBA教育中心 黑桃A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2 西南科技大学MBA教育中心 甜心少女冲冲冲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2 江西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MBA教育学院） Blanche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2 天津工业大学 银河火箭队pro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2 汕头大学MBA教育中心 躺赢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2 安徽工业大学MBA教育中心 辣妹子辣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3 上海海事大学MBA教育中心 昂扬不灭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3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MBA教育中心 超异能战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3 广西大学MBA教育中心 胖丰强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3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MBA教育中心 Salute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3 汕头大学MBA教育中心 苏打水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3 天津工业大学 银河战舰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3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MBA教育中心 松风剑客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3 湖南工业大学MBA教育中心 火箭科技公司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3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MBA教育中心 樱桃果汁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3 东北财经大学MBA教育中心 三人行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3 江西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MBA教育学院） 地表最强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4 上海海事大学MBA教育中心 YS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4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MBA教育中心 发家致富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4 东北财经大学MBA教育中心 东财狼©1980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4 宁波大学MBA教育中心 人生难得几回搏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4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MBA教育中心 金台五合之众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4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MBA教育中心 地王得主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4 湖南工业大学MBA教育中心 稳赚不赔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4 汕头大学MBA教育中心 爱拼才会赢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4 西南财经大学MBA教育中心 云坐标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5 上海海事大学MBA教育中心 无情的干饭人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5 天津师范大学MBA教育中心 星河滚烫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5 西南科技大学MBA教育中心 孤芳自赏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5 广西大学MBA教育中心 汉寿集团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5 东北财经大学MBA教育中心 东财狼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5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MBA教育中心 金台追光者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5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MBA教育中心 我们仨小分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5 河北工业大学MBA教育中心 FLH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5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MBA教育中心 北地欢乐豆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5 汕头大学MBA教育中心 车厘子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6 上海海事大学MBA教育中心 冰之逸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6 兰州财经大学 『南笙』※瀛洲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6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MBA教育中心 【甲子】橙黑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6 武汉科技大学MBA教育中心 曌&小点点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6 宁波大学MBA教育中心 星盛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6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MBA教育中心 犇犇犇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6 河北工业大学MBA教育中心 三棵松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6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MBA教育中心 金台三枪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6 东北财经大学MBA教育中心 锵锵三人行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6 湖南农业大学MBA教育中心 美少女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7 宁波大学MBA教育中心 飞行棋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7 兰州财经大学 『南笙』※宣墨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7 武汉科技大学MBA教育中心 曌&Dorothea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7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MBA教育中心 Carbon2.0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7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MBA教育中心 Luckin Team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7 北京工商大学 没有感情的赚钱机器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7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MBA教育中心 金台芬达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7 河北工业大学MBA教育中心 真必赢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7 新疆财经大学MBA学院 沙盘点兵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7 北京师范大学MBA教育中心 博远科技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8 兰州财经大学 『南笙』※幻夏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8 宁波大学MBA教育中心 小虎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8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MBA教育中心 上善若水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8 湖南农业大学MBA教育中心 七色光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8 东华理工大学MBA教育中心 We in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8 安徽财经大学MBA教育中心 安财金牛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8 武汉科技大学MBA教育中心 曌&美团小黄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8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MBA教育中心 美少女战士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8 汕头大学MBA教育中心 水山禾兑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8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MBA教育中心 Slysherin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9 兰州理工大学MBA教育中心 菜园一樱满梁溪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9 宁波大学MBA教育中心 猜的都对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9 四川师范大学 胡了七娃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9 武汉科技大学MBA教育中心 茼蒿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9 广西大学MBA教育中心 装死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9 吉林财经大学MBA教育中心 L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9 北京工商大学 牛花花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9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MBA教育中心 发际线和我作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9 北京物资学院 旺旺仙贝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9 东华理工大学MBA教育中心 123公司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10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MBA教育中心 凡尔赛文化研究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10 东华理工大学MBA教育中心 鹏程万里有限公司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10 湖南农业大学MBA教育中心 支持新疆棉花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10 宁波大学MBA教育中心 咿呀咿呀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10 吉林财经大学MBA教育中心 朴苡浠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10 安徽财经大学MBA教育中心 喵喵立大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10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69岁的老同志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10 北京工商大学 香飘飘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10 河北工业大学MBA教育中心 all in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10 广西大学MBA教育中心 打工人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10 北京物资学院 嘻嘻哈哈爱电影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11 吉林财经大学MBA教育中心 这里很行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11 哈尔滨工程大学 我不是故意der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11 宁波大学MBA教育中心 划船全靠浪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11 天津工业大学 乘风破浪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11 安徽财经大学MBA教育中心 海底小纵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11 北京物资学院 李子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1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MBA教育中心 老虎旅社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11 湖南农业大学MBA教育中心 创造营888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11 东华理工大学MBA教育中心 白开水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11 沈阳大学MBA教育中心 暴富小分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12 哈尔滨工程大学 向阳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12 石河子大学MBA教育中心 乐顺云吉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12 宁波大学MBA教育中心 ZJX.Co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12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MBA教育中心 好运来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12 福建中医药大学 主业炒股副业上学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12 安徽财经大学MBA教育中心 超越梦想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12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MBA教育中心 河里河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12 天津工业大学 白给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12 西南财经大学MBA教育中心 我不第一谁第一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12 北京工商大学MBA教育中心 全靠意念交流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13 哈尔滨工程大学 怪咖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13 宁波大学MBA教育中心 冲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13 福建中医药大学 佛系玩家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13 石河子大学MBA教育中心 鼎虹集团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13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MBA教育中心 D.D.H.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13 湖南农业大学MBA教育中心 冲鸭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13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MBA教育中心 渤首骄阳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13 安徽财经大学MBA教育中心 烧饼夹里脊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13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MBA教育中心 对不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13 西南财经大学MBA教育中心 蓉城银行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14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MBA教育中心 FTN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14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MBA教育中心 金台先锋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14 天津工业大学 有钱本钱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14 宁波大学MBA教育中心 凌晨劫金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14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MBA教育中心 辽石化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14 上海大学MBA教育中心 星辰浪花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14 北京邮电大学MBA教育中心 王者文化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14 广东财经大学MBA学院 东南悦北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14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MBA教育中心 景上添花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14 江苏大学 钉钉子精神战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15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MBA教育中心 Family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15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MBA教育中心 明年申请IPO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15 宁波大学MBA教育中心 多乐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15 天津工业大学 橘子皮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15 北京工商大学MBA教育中心 乐学善思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15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MBA教育中心 焱之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15 安徽财经大学MBA教育中心 铿锵玫瑰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15 江西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MBA教育学院） 菜鸟战成大富翁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15 西南财经大学MBA教育中心 头铁三兄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15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MBA教育中心 【金台】三位真伙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16 上海海事大学MBA教育中心 123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16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MBA教育中心 大马猴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16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MBA教育中心 灌篮高手和他的朋友们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16 北京工商大学MBA教育中心 乘风破浪的我们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16 南昌大学MBA教育中心 ICAN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16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MBA教育中心 金台集结号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16 江西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MBA教育学院） Evolution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16 北京邮电大学MBA教育中心 潇辣椒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16 天津工业大学 杨枝甘露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16 安徽财经大学MBA教育中心 青春飞扬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17 安徽大学MBA教育中心 圣战二天子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17 上海海事大学MBA教育中心 西西里群岛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17 东北财经大学MBA教育中心 lihaile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17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MBA教育中心 我们打的都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17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MBA教育中心 金台夕照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17 南昌大学MBA教育中心 歌者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17 北京工商大学MBA教育中心 啤酒奥特曼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17 江西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MBA教育学院） 守拙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17 广西大学MBA教育中心 656总冠军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18 安徽大学MBA教育中心 圣战一江山如画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18 宁波大学MBA教育中心 气势如虹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18 上海海事大学MBA教育中心 汪仰马翻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18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MBA教育中心 【甲子】Jd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18 南京农业大学MBA教育中心 zyh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18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MBA教育中心 金台放手一搏队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18 西南交通大学 星程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18 江西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MBA教育学院） Young Do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18 东北财经大学MBA教育中心 鑫沐风

2021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研究生组复赛18 天津工业大学 牛转乾坤zz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