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竞争模拟竞赛（ibizsim软件）晋级院校名单

第九届海峡两岸暨港澳大学生职业技能大赛-企业竞争模拟竞赛赛项

晋级院校名单——本科组

序号 省份 学校名称

1 安徽省 安徽财经大学

2 安徽省 安徽工业大学

3 安徽省 安徽科技学院

4 安徽省 安徽农业大学

5 安徽省 安徽外国语学院

6 安徽省 安徽新华学院

7 安徽省 安徽中医药大学

8 安徽省 蚌埠工商学院

9 安徽省 亳州学院

10 安徽省 合肥经济学院

11 安徽省 合肥学院

12 安徽省 马鞍山学院

13 北京市 北京城市学院

14 北京市 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

15 北京市 北京物资学院

16 北京市 北京邮电大学世纪学院

17 北京市 防灾科技学院

18 福建省 福建工程学院

19 福建省 福建技术师范学院

20 福建省 福建江夏学院

21 福建省 福建农林大学

22 福建省 福建农林大学金山学院

23 福建省 福建商学院

24 福建省 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

25 福建省 福建中医药大学

26 福建省 福州大学

27 福建省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

28 福建省 福州工商学院

29 福建省 福州理工学院



30 福建省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31 福建省 闽江学院

32 福建省 闽南理工学院

33 福建省 宁德师范学院

34 福建省 泉州信息工程学院

35 福建省 泉州职业技术大学

36 福建省 三明学院

37 福建省 厦门工学院

38 福建省 厦门理工学院

39 福建省 武夷学院

40 福建省 仰恩大学

41 甘肃省 兰州财经大学

42 甘肃省 兰州工商学院

43 甘肃省 兰州理工大学

44 甘肃省 陇东学院

45 广东省 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

46 广东省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47 广东省 广东财经大学

48 广东省 广东东软学院

49 广东省 广东金融学院

50 广东省 广东科技学院

51 广东省 广东理工学院

52 广东省 广东培正学院

53 广东省 广州华立学院

54 广东省 华南农业大学

55 广东省 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

56 广东省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57 广西省 广西民族大学

58 广西省 广西师范大学

59 河北省 河北金融学院

60 河北省 河北经贸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61 河北省 华北科技学院

62 河南省 郑州经贸学院

63 黑龙江省 东北农业大学



64 黑龙江省 哈尔滨剑桥学院

65 黑龙江省 黑龙江工程学院

66 黑龙江省 黑龙江工商学院

67 湖北省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68 湖南省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69 吉林省 吉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70 吉林省 吉林财经大学国际交流学院

71 吉林省 吉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72 吉林省 吉林农业大学

73 江苏省 江苏大学

74 江苏省 中国矿业大学

75 江西省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76 江西省 江西软件职业技术大学

77 江西省 景德镇陶瓷大学

78 江西省 南昌航空大学

79 江西省 南昌职业大学

80 辽宁省 大连民族大学

81 内蒙古 内蒙古大学

82 内蒙古 内蒙古农业大学

83 内蒙古 内蒙古工业大学

84 山东省 滨州学院

85 山东省 山东工商学院

86 山东省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87 山东省 烟台大学

88 陕西省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89 四川省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90 四川省 四川师范大学

91 四川省 西南交通大学

92 四川省 西南交通大学希望学院

93 四川省 西南科技大学

94 天津市 天津财经大学珠江学院

95 天津市 天津城建大学

96 天津市 天津工业大学

97 天津市 天津商业大学



98 新疆 喀什大学

99 新疆 石河子大学

100 新疆 塔里木大学

101 云南省 普洱学院

102 浙江省 宁波财经学院

103 浙江省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104 重庆市 西南政法大学

105 重庆市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106 重庆市 重庆工商大学

107 重庆市 重庆机电职业技术大学

108 重庆市 重庆三峡学院

第九届海峡两岸暨港澳大学生职业技能大赛-企业竞争模拟竞赛赛项

晋级院校名单——高职组

序号 省份 学校名称

109 福建省 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

110 福建省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

111 福建省 泉州海洋职业学院

112 福建省 厦门南洋职业学院

113 福建省 漳州科技职业学院

114 福建省 漳州职业技术学院

115 江苏省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116 重庆市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17 安徽省 安徽工业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118 四川省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119 湖南省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120 广东省 阳江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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