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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企业竞争模拟大赛获奖名单——运营赛道/高职组

序号 学校 队名 指导老师 1 指导老师 2 队长 队员 队员 奖项等级

1 淮南职业技术学院 万事胜意 周瑾 张玲 王鹏 谭旭冰 肖飘 特等奖

2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鸢飞 方向 甘蕾 何成 蒋莹 李远龙 特等奖

3 闽西职业技术学院 为人民服务 杨洁 戴炳钦 黄雅云 付有希 许曼丽 特等奖

4 长春大学 夕颜血鸢 张贺 张宝国 颜钟荧 贺倩 唐维 特等奖

5 贵州装备制造职业学院 永夜 张欢 范玮 盛必雄 张高源 汪圆圆 特等奖

6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 利滚利公司 夏菊子 陈云磊 袁天一 魏安琦 产舒琦 一等奖

7 贵州财经职业学院 奇迹 石林艳 张爽 杨勇勇 黄澄棋 汪炯弥 一等奖

8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123456889 陈治勇 无 林鹏灿 郑纬彬 林昱妤 一等奖

9 威海职业学院 威职 A队 曲坊健 林菲菲 于丰 刘凯璇 张鲁茹 一等奖

10 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咳咳 陈慧莉 林芳 李俊彦 刘菊萍 刘一蕾 一等奖

11 重庆城市科技学院 Fearless 陶传彪 范伟杰 朱燕 王歉 白倩 一等奖

12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银南而上 曾苑 吴春尚 饶炜南 徐惠银 林泽锋 一等奖

13 贵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锦鲤小队 唐少永 无 钱茂佳 王佳雪 马富贵 一等奖

14 安徽工业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小恐龙 陈欣 徐天坤 龚科学 朱新年 刘敏 一等奖

15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 我算的都队 张谯宁 张玲 王云祥 谭文扬 曹海蒙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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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安徽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钱程似锦 谢婉丽 韩素兰 曾晓洁 单馨 耿彤 一等奖

17 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菜鸟一号 高明文 章尧东 王祥 周苗苗 汪月 一等奖

18 泉州职业技术大学 绝迹战队 沈雪容 张友香 张雁婷 刘影萱 吴烨 一等奖

19 贵州工商职业学院 纳税大户 梁钰 无 瓦庆丰 陈昌昌 姚密密 一等奖

20 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 糖果超甜 万欢 张志军 杨明青 戴浩枫 钱南清 一等奖

21 贵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靖琴月 伍骥 代芳俊 杨文靖 喻康琴 韩江月 一等奖

22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总是很自卑 张慧 栾晨 许金 陈超 田梓新 一等奖

23 黑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zcz 王聪颖 李鹏 张冬旭 程柘奇 张冰 一等奖

24 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霹雳 李娜 刘明伟 耿永城 范超 唐光帅 一等奖

25 西安欧亚学院 DWY 赵静 李康 丁颢 王雅坤 杨远嘉 二等奖

26 安徽审计职业学院 kjx3 徐庆林 王子璇 刘虎 马俊俊 张健辉 二等奖

27 安徽审计职业学院 kjx8 徐庆林 刘志玲 王宇欣 顾晴晴 张敏 二等奖

28 安徽审计职业学院 as14 徐庆林 刘志玲 韩玉洋 于梦雅 余笑笑 二等奖

29 安徽审计职业学院 as1 徐庆林 王力 余心如 吴倩 陶爱蓉 二等奖

30 安徽审计职业学院 kjx5 徐庆林 赵黎明 尹舰 高天宇 都婷 二等奖

31 安徽审计职业学院 as10 徐庆林 张思思 程存沛 杨路航 周硕宜 二等奖

32 安徽审计职业学院 as13 徐庆林 陈啸宇 余孟君 安琪 魏瑞 二等奖

33 安徽审计职业学院 kjx13 徐庆林 张思思 江梦灵 金晨曦 梁文博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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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闽西职业技术学院 技精业成 杨洁 戴炳钦 吴松源 肖淑玲 蒋嘉雄 二等奖

35 安徽审计职业学院 as3 徐庆林 陈啸宇 程洋洋 蔡凤 武利 二等奖

36 贵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小天真 唐少永 无 王明鑫 沈碟 田昌梅 二等奖

37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吃奥利奥的喜之郎 方向 甘露 李光韩 马辰蓉 孔令伟 二等奖

38 安徽审计职业学院 kjx14 徐庆林 陈啸宇 杜青青 吴宇婷 胡文豪 二等奖

39 威海职业学院 威职 Z队 曲坊健 林菲菲 周凯璇 彭楠 宋祎凝 二等奖

40 贵州财经职业学院 日暮 石林艳 张爽 钟俊飞 李旭艳 罗甜 二等奖

41 贵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龙腾虎啸 唐少永 梁鹏飞 刘杰 李维 杨浩东 二等奖

42 贵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总裁 CEO 唐少永 梁鹏飞 罗江飞 陈银龙 李伟 二等奖

43 贵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轻工三队 唐少永 梁鹏飞 唐金成 郑永江 赵朝丹 二等奖

44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大风车 方向 甘蕾 田亚军 马浩 张秀芹 二等奖

45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琼蕊 方向 陈祥梅 杨汝瑶 张雪倩 杨璐璐 二等奖

46 威海职业学院 威职 K队 孙峰丽 刘丽萍 李杰 张凌云 赵亚男 二等奖

47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0 曾苑 郑洪珊 陈淇锋 邓思娜 林海俊 二等奖

48 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三七不是二十一 林芳 陈慧莉 吴彬焰 陈凤雅 张文东 二等奖

49 贵州财经职业学院 同路人 石林艳 张爽 黄梅梅 李婷 徐林玉 二等奖

50 闽西职业技术学院 弘毅笃行 杨洁 戴炳钦 李文华 郭家榕 黄思婷 二等奖

51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涂鸦冲呀 李小金 无 黄静雯 庄欣欣 庄欣欣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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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二零二一 高明文 章尧东 王国栋 刘坚 宋程程 二等奖

53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玛卡巴卡 方向 甘蕾 史李龙 曹媛媛 汪家强 二等奖

54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学习学习再学习 陈金英 无 吕幼婷 施雪莹 朱贝璇 二等奖

55 长春大学 随缘队 韩林耕 马悦 陆凌杰 宋思颖 袁大力 二等奖

56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芝士就是力量 陈治勇 无 潘得有 谭嘉欣 罗宇 二等奖

57 安徽工业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我们真不会 陈欣 徐天坤 侯创业 张澳 章功镇 二等奖

58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乐呵呵组 曾苑 邓文博 洪燕纯 刘元慧 黄玉兰 二等奖

59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不知道对不队 刘捷萍 无 黄霁 吴思静 韩雨桐 二等奖

60 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耗子喂汁 林芳 陈慧莉 许世仁 黄雅惠 陈志建 二等奖

61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得过且过 张竹天 无 赵晓彤 邓楚妍 刘慧贤 二等奖

62 安徽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什么都不会 谢婉丽 韩素兰 胡明茹 胡明凤 易友祥 二等奖

63 安徽工业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哦吼 陈欣 徐天坤 段梦杰 管国瑞 袁义梦 二等奖

64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兰陵 曾苑 叶影霞 曾凤兰 黄嘉棋 胡洁丽 二等奖

65 贵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暮光之城 唐少永 无 王威 林泽钲 何彪 二等奖

66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吉祥三宝 张慧 信立滨 胡程凯 陈鑫 王钰晴 三等奖

67 南昌职业大学 好哇塞 申斌 巴青辉 李思洋 汤健 刘晓玉 三等奖

68 安徽工业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姬娜果 陈欣 徐天坤 张颖 章瑶瑶 丁璇 三等奖

69 贵州财经职业学院 普罗米修斯 石林艳 张爽 郭扬 孟德雄 罗登辉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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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包围单身狗 林芳 陈慧莉 陈梦洁 李思 江小丽 三等奖

71 贵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起浪 唐少永 无 胡颖瑜 周座成 安婷婷 三等奖

72 长春大学 斯莱特林优秀学生代表 马丽杰 李巍 盛丽颖 唐慧子 周潘琴 三等奖

73 贵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西门曦梓 唐少永 无 何立薰 王远 毛艺 三等奖

74 贵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鹿鹿子 唐少永 无 李鸿梅 王灿英 梅云娇 三等奖

75 四川天一学院 鲲鹏与菜鸟 黄洋博 何桃 刘健 王桂 黄雪 三等奖

76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梦之队 李敬飞 张艳 杨晶晶 杜学 刘艳 三等奖

77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沉默者 张彭生 张秋实 刘薇薇 杨洁 丁帆 三等奖

78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蓬莱大岛 曾苑 许波 王嘉惠 卢圣连 陈泽鑫 三等奖

79 黑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Get rich 李晓慧 魏新平 常嘉欣 薄一鸣 陈新彤 三等奖

80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万世轩阁 于顺达 无 肖晟哲 左财智 张震 三等奖

81 黑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Alexs niko 郑学良 孟祥安 朱兆鑫 尹杨 郭鹏举 三等奖

82 淮南职业技术学院 Nuyoah 张金龙 倪龙松 张昊通 杨翔宇 周亮 三等奖

83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Smile 曾苑 无 王晓梅 陈晓冰 刘顺彬 三等奖

84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出奇队 李敬飞 张艳 李文浩 陈信 李美伶 三等奖

85 长春大学 怎么玩 张贺 孟宜婷 王秀睿 张靖杰 汪立夫 三等奖

86 贵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LT团队 唐少永 无 陈磊 徐福涛 易龙任 三等奖

87 泉州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弦五 苏丽婷 郑姝敏 陈子文 方章涞 柯晶晶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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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广西培贤国际职业学院 夏雪儿 张萍 无 李夏燕 罗飘雪 邓冬儿 三等奖

89 贵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光大证券 唐少永 无 石昊 黄毓 魏佳辛 三等奖

90 黑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某张队 李晓慧 孟祥安 张峰伟 张超 纪叶 三等奖

91 贵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欣然起航 唐少永 无 蒋再欣 王平娇 张晓春 三等奖

92 江西应用科技学院 屠 温玲英 杨依 杨发根 刘研莹 廖寒琼 三等奖

93 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英勇无畏 刘星余 李丹丹 白桂龙 黄祥林 秦婷婷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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