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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总决赛邀请函

（企业决策赛道本科组）

2022 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企业运营&企业决策）正在火热进行之中。本届大赛由

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全国工商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高等学校国家级实

验教学示范中心联席会经管学科组指导，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决策模拟专业委员会主办，

总决赛由浙江财经大学承办。据统计，企业决策赛道本科组 158 所学校 1195 支队伍报名，

经过复赛和半决赛选拔，最终有来自 26 个省市 92 所学校及巴基斯坦乌尔都联邦艺术科学

技术大学共 140 支队伍进入总决赛。

总决赛将于 2022 年 5 月 14 日进行，请以下晋级队伍积极准备参加比赛。

序号 学校 队名

1 安徽财经大学 Ash

2 安徽财经大学 盛屿

3 安徽大学 圣战一岁岁平安

4 安徽大学 圣战三萌新 1
5 安徽工业大学 顶呱呱

6 安徽工业大学 零点睡不着

7 安徽科技学院 AK-大林卷不动

8 安徽科技学院 AK-禾枭

9 安徽理工大学 吴彦组

10 安徽外国语学院 胖虎有多胖

11 安徽中医药大学 一队

12 安徽中医药大学 wate
13 蚌埠工商学院 哥哥给你画饼吃

14 蚌埠工商学院 空白

15 北京工业大学 爱的力量

16 北京工业大学 止于至善

17 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 浅拿国一就好

18 北京物资学院 西虹市首负

19 北京邮电大学 超级气旋风暴

20 北京邮电大学 树上的鸟儿乘三只

21 北京邮电大学世纪学院 宝宝巴士

22 北京邮电大学世纪学院 苏沐遮

23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满船清梦压星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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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云袖随风舞月色

25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肆白

26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茶喵』宗介

27 福建中医药大学 疯狂易拉罐

28 福建中医药大学 破晓

29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福外—八月

30 广东财经大学 南江·鸣蜩

31 广东财经大学 怎么起都队

32 广东东软学院 甜筒

33 广东东软学院 100
34 广东科技学院 晚安晚安

35 广东科技学院 决策小韭菜

36 广东培正学院 记得吃糖

37 广东培正学院 史莱克三怪

38 广西大学 Sound of silence
39 广西民族大学 萌新小队

40 广西民族大学 为板邓打工

41 哈尔滨工程大学 瞎猫碰死耗子

42 哈尔滨理工大学 不二家小分队

43 哈尔滨理工大学 明日之星

44 哈尔滨商业大学 【星河】未依

45 合肥工业大学宣城校区 柒行玖伴

46 合肥工业大学宣城校区 star
47 合肥经济学院 小智队

48 合肥学院 菜菜小辣椒

49 河北金融学院 【千户】neo
50 河北金融学院 【千户】小饼干

51 河北师范大学 星星之火

52 河海大学常州校区 人民当家做组

53 河南理工大学 啊对对队

54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兄弟连

55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棋子

56 华北科技学院 白芷

57 华北科技学院 极凌

58 华南农业大学 南极大企鹅

59 华南农业大学 十亿少女的梦

60 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 队长只会阿巴阿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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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吉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揽月大大的队

62 吉林财经大学国际交流学院 Galaxy
63 江苏大学 棠樱

64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别跟我作队

65 景德镇陶瓷大学 锦鲤队

66 喀什大学 风信子

67 喀什大学 金宝

68 兰州财经大学 『南笙』※念初

69 兰州财经大学 『南笙』 ※ 半夏

70 兰州工商学院 琳落

71 兰州理工大学 沅

72 辽宁大学 创造奇迹队

73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不破产队

74 岭南师范学院 仙女堡混进了个男人

75 陇东学院 星伴

76 陇东学院 顾北辰

77 马鞍山学院 1Ⅱ叁

78 南昌大学管理学院 Krystal
79 南昌航空大学 你听说过我的故事？

80 南昌航空大学 太强了

81 南京农业大学 铁道游击队

82 内蒙古财经大学 星期八

83 内蒙古财经大学 mela
84 内蒙古科技大学 漠北 屁琪

85 内蒙古科技大学 漠北々四叶草

86 内蒙古农业大学 悟坤

87 宁夏大学新华学院 【凯歌】喵喵队

88 青岛理工大学 赌神

89 厦门工学院 『艾利斯顿』今晚打湾湾

90 厦门理工学院 啊对对对队

91 厦门理工学院 今天你摆烂了对不队

92 山东工商学院 逐风-平头哥

93 山东工商学院 逐风-future
94 山东理工大学 草

95 山东理工大学 JOJO队

96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茯苓』★三鹿

97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茯苓』★卿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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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山东英才学院 长缨缚龙

99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镐京低保户

100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冰墩墩

101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泽恒至坤

102 上海海事大学 INnoVation
103 上海海事大学 赚钱第一名

104 上海商学院 闽南赘婿

105 石河子大学 iStar★小宇

106 石河子大学 126文化

107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想法都队

108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今年也要做决策

109 首都师范大学 令人迷惑

110 四川师范大学 清风徐来

111 天津城建大学 落尘

112 天津工业大学 破产姐妹不破产

113 天津商业大学 三人行

114 天津商业大学 翼飞科技有限公司

115 天津师范大学 可阿狸

116 梧州学院 糖葫芦

117 梧州学院 AI
118 武汉科技大学 曌&望舒

119 武汉科技大学 晏江 123
120 西南交通大学希望学院 啊对对对

121 西南科技大学 打完开派对

122 西南政法大学 凌风

123 西南政法大学 毓秀♎长华♗

124 忻州师范学院 烟雨·言语

125 忻州师范学院 烟雨 小木乃伊

126 新疆大学 Q
127 新疆大学 Inori
128 中国矿业大学 鹅鹅鹅

129 中国矿业大学 弥猫

130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三只松鼠

131 重庆工商大学 枝与橘

132 重庆工商大学 幺鲸

133 浙江财经大学 下个富婆就是你

134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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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西南财经大学 如来佛祖

136 青海大学 微着陆

137 内蒙古工业大学 战宝 214

138 巴基斯坦/乌尔都联邦艺术科学技术大学 乌尔都联邦艺术科学技术大学 1队

139 巴基斯坦/乌尔都联邦艺术科学技术大学 乌尔都联邦艺术科学技术大学 2队

140 巴基斯坦/乌尔都联邦艺术科学技术大学 乌尔都联邦艺术科学技术大学 3队

为规范比赛管理，进入总决赛的每个团队必须打印《2022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诚信

参赛承诺书》（如无打印条件，可手写誊抄），并由每位成员手写签名，拍照或扫描后以学

校为单位统一发送至指定邮箱:41439200@qq.com，截止时间：2022年5月13日12:00。

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决策模拟专业委员会

(总会代章）

2022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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