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总决赛名单——决策赛道(本科组)

序号 学校 队名 备注

1 安徽财经大学 草莓冲鸭队 顺延

2 安徽财经大学 芬达 顺延

3 安徽大学 圣战三BLUE_SPACE
4 安徽大学 圣战二百年孤独

5 安徽工业大学 春笋节节高 顺延

6 安徽科技学院 取什么名字好呢

7 安徽科技学院 闪闪亮

8 安徽中医药大学 小图奇

9 安徽中医药大学 我说的都对

10 蚌埠工商学院 你与未来 顺延

11 蚌埠工商学院 小山河 顺延

12 北京邮电大学 安全出口

13 北京邮电大学 姜皓文王晗宇崔书嘉

14 北京邮电大学世纪学院 Wings
15 滁州学院 人间的星河

16 大同大学 留白

17 大同大学 爱我中华

18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醉后不知天在水

19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不辞冰雪为卿热

20 东北农业大学 B05
21 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 茶酱

22 东华理工大学 晓

23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风行』花城

24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风行』芝士焗番薯

25 福建中医药大学 何处繁华笙歌落

26 福建中医药大学 京墨

27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 金融巨鳄

28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福外-十三月

29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福外-五月 顺延

30 广东财经大学 企模人—老实人 顺延

31 广东财经大学 能力无限公司 顺延

32 广东东软学院 冰淇淋 顺延

33 广东东软学院 Y3
34 广东金融学院 起源 顺延

35 广东培正学院 史莱克三怪 顺延

36 广东培正学院 天宝 顺延

37 广西民族大学 书院�梳碧湖砍柴人 顺延



38 哈尔滨工程大学 多喝热水

39 哈尔滨工程大学 麟角

40 哈尔滨商业大学 星河X 顺延

41 哈尔滨商业大学 星河二

42 合肥工业大学宣城校区 rainstorm 顺延

43 合肥工业大学宣城校区 我不想破产 顺延

44 河北金融学院 【千户】 千江月

45 河北金融学院 【千户】白虎

46 河北经贸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垚莯·仙贝的女孩

47 河北经贸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Fly 顺延

48 河北师范大学 晨曦队 顺延

49 河北师范大学 Lucky fellow
50 河南科技大学 奥利给！！！ 顺延

51 黑河学院 跟我肘 顺延

52 黑龙江工程学院 光阴 顺延

53 湖北经济学院 超级划水 顺延

54 湖北经济学院 打差了也不打脸，可以说自己菜 顺延

55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逸林商贸

56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低调雪皇怪

57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砂糖de糖
58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甲子】Bong 顺延

59 华北科技学院 筱陌 顺延

60 华南农业大学 大佬带带仨碳基

61 华南农业大学 百香果少冰正常糖加珍珠

62 淮北师范大学 Aurora 顺延

63 吉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兰因絮果 顺延

64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 神话丶初晓

65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 我的天呐～

66 江苏大学 HW集团

67 喀什大学 天山·小红花儿一朵

68 喀什大学 天山•扶苏

69 兰州财经大学 『南笙』※疏桐

70 兰州财经大学 『南笙』※星泓

71 兰州理工大学 菜园一梁溪见樱

72 兰州理工大学 企鹅有猫

73 辽宁大学 Sailing 顺延

74 岭南师范学院 一颗星星刹住车

75 岭南师范学院 全民制作人

76 陇东学院 电气拆迁大队



77 南昌大学管理学院 Fseven
78 南昌大学管理学院 evil 顺延

79 南昌航空大学 TFGIRLS队 顺延

80 南昌航空大学 嗯哼 顺延

81 南京农业大学 铁道游击队

82 南京农业大学 Torpedo 顺延

83 内蒙古财经大学 ●王哪儿飞

84 内蒙古财经大学 •王支支

85 内蒙古大学 【星辰】哆哆

86 内蒙古大学 【星辰】曙光

87 内蒙古工业大学 战宝X斩 顺延

88 内蒙古科技大学 北麓〄畅冬

89 内蒙古科技大学 北麓�T 顺延

90 内蒙古农业大学 夜雨声烦 顺延

91 宁夏大学新华学院 土鸡队 顺延

92 宁夏大学新华学院 只只 顺延

93 三明学院 今天你约会了吗

94 厦门工学院 『艾利斯顿』菠萝的头上戴着皇冠 顺延

95 厦门工学院 『艾利斯顿』懒得命名 顺延

96 厦门理工学院 777
97 厦门理工学院 帅哥集中营

98 山东工商学院 逐风-浠夏

99 山东工商学院 逐风-时时想get一项新技能

100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sailing 顺延

101 上海海事大学 掘金小分队

102 上海海事大学 没有名字

103 上海商学院 JIA
104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我们队真秀 顺延

105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Achilles
106 首都师范大学 椰果子

107 四川师范大学 大力大娃 顺延

108 四川师范大学 憨憨的蝎子精

109 天津师范大学 归寻

110 天津师范大学 不困

111 梧州学院 大份队 顺延

112 武汉科技大学 曌＆同

113 武汉科技大学 曌＆高

114 武夷学院 耗子尾汁

115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破产了但是没有完全破产



116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叶

117 西华大学 OAOA
118 西华大学 杂货铺 顺延

119 西南财经大学 天府新村

120 西南交通大学 Dwan 顺延

121 西南交通大学 old man
122 西南科技大学 西科飞虎队 顺延

123 西南石油大学 柚子有点酸 顺延

124 西南石油大学 西南石油大学队

125 忻州师范学院 贩卖黄昏

126 忻州师范学院 北辰

127 新疆大学 Inori
128 新疆大学 南极必胜客人

129 烟台大学 云朵贩卖机 顺延

130 浙江财经大学 健健好帅队 顺延

131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大白糖奶兔队

132 中国矿业大学 UNIQUE1
133 中国矿业大学 勇敢的少女

134 重庆工商大学 小馒头

135 重庆工商大学 【南歌】｜逍遥法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