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届（2022）全国工商企业管理技能大赛---人力资源决策赛道获奖名单

1.本科组

序号 学校 团队名称 团队成员 指导老师 奖项

1 大连民族大学 什么都队 贾斯茹、郑雯静、李林颖 毛海军 一等奖

2 福建工程学院 醉鸡叁人组 柯俊峰、赖敕荣、邹焕章 赵钊林、杨亚蕾 一等奖

3 福建工程学院 烟花易冷 黄厚杰、颜益炜、许玮彬 林志明、吕福春 一等奖

4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 专业搞钱第一名 李梓涵、钟萍、于培涌 郭鸿琼、张丽琼 一等奖

5 湖南工业大学 星火燎原 朱兆阳、郭曦徽、文雅 陈欧、杨金海 一等奖

6 湖南女子学院 今天不学习明天变废物 谭珊俊、王乐、刘珊 张波 一等奖

7 华北科技学院 选择大于努力 孙宇涵、黄奕、尹圣杰 刘丽萍、徐淑华 一等奖

8 江西软件职业技术大学 巴博萨队 蔡钧、曾文洁、毕思思 徐辉、蔡平 一等奖

9 景德镇陶瓷大学 啊对对对队 叶润、吴少伟、王明辉 童敏慧 一等奖

10 闽南理工学院 阿西吧 吕锦玉、朱丽青、陈艳婷 刘佳丽、罗斌 一等奖

11 南昌大学 帅气牛牛没有困难 赵佳琪、欧芳佐、李娜 薄秋实、刘静华 一等奖

12 泉州信息工程学院 青青草原我最狂 骆江涛、谢馨媛、李燕婷 亓梦佳、张丽环 一等奖

13 泉州职业技术大学 你说的都队 展玲、庄雅诗、张佳欣 冯燕、王毅强 一等奖

14 石河子大学 iStar★小宇 王培宇、刘炀光、何家龙 马金利 一等奖

15 石河子大学 吃我喵喵拳 杨心雨、李洋、奚宇 马金利、姜贵红 一等奖

16 塔里木大学 绿洲梦【B】 崔善坡、范永鹂、葛艳东 聂鸿玉 一等奖

17 西南政法大学 百事可乐 李文华、李可、武尚义 周成、李苑凌 一等奖

18 西南政法大学 你莫嘻 999 黄郑鑫、余建蓉、何沛洋 周成 一等奖

19 忻州师范学院 烟雨·东雨 韩骁、黄明杨、郭瑞杰 霍东霞、白妙珍 一等奖

20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爱在西元前 高伟杰、朱隆熙、卜康欣 朱计、钟晓宇 一等奖

21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指柔 罗怀康、邵军锡、陈柯龙 周青青、田意 一等奖

22 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 搞不定就躺平 温张勉、刘天珲、王飞奥 汪俊东、刘程军 一等奖



23 中国矿业大学 GAFATAM 蒲子悦、梁雨、曹艺馨 樊世清 一等奖

24 重庆工商大学派斯学院 星桥火树 施羽欣、王欣雨、娄必炫 侯文杰、刘伟秋 一等奖

25 安徽财经大学 小乙 郑骥骁、毕妍欣、尚俊 陈媛媛 二等奖

26 安徽外国语学院 草莓味的冰糖葫芦 光萍、纪皓文、鲁佳雯 董青青、刘芹 二等奖

27 福建工程学院 愤怒的马尾人 周蕴盈、伊娅潼、魏静雯 贾敏忠、詹先银 二等奖

28 福建工程学院 汉堡堡队 江文锴、周佳民、陈宇昂 蒋丽峰、赵钊林 二等奖

29 福建工程学院 无所谓我会出手 林祖豪、陈泽雨、刘胤轩 曾绍锋、杨亚蕾 二等奖

30 福建农林大学 hr-ycyu 黄奕欣、陈欣妍、曾嘉莹 陈秀秀、郑奕 二等奖

31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 好养活 陈思钰、徐亦瑄、阳函 郭鸿琼、张丽琼 二等奖

32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 我要粗去玩队 辛晓薇、王露、陈梓博 郭鸿琼、张丽琼 二等奖

33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 锻炼腹肌 汪婷婷、徐宇韩、兰义涛 郭鸿琼、张丽琼 二等奖

34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 用软糖泡澡 魏莹萱、陈心彤、封嘉乐 郭鸿琼、张丽琼 二等奖

35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耋耄氤氲 吴景涛、张鸿达、林李佳奇 江琪、李友林 二等奖

36 赣南科技学院 二元一次方程组 刘方春、刘杰、沈凌合 刘贻玲、张艾 二等奖

37 赣南科技学院 清醒点 张明睿、周文俊、肖立苎 刘贻玲、张艾 二等奖

38 广东培正学院 史莱克三怪 李海欣、邹镇捷、谈深怡 孔祥超 二等奖

39 广东培正学院 yaya666 何俊峰、刘一、郑诗怡 袁琴 二等奖

40 广西师范大学 疯狂星期四 v我 50 黄静香、于一丹、夏康祺 秀英 二等奖

41 贵州民族大学 凤兮队 黄一刚、孟从才、王树芝 李婧、杨芳芳 二等奖

42 哈尔滨华德学院 利拉德时刻 王润泉、金辉、丁德权 葛楠 二等奖

43 黑龙江工程学院 Ola 赵钰鸾、庄婕、赵欣雨 袁基瑜、于静 二等奖

44 湖南女子学院 人民当家作组 兰林、唐方圆、雷琼霞 张波 二等奖

45 华北科技学院 DCC 段培培、曹少鹏、陈钏龙 李特、高峰 二等奖

46 华北科技学院 极凌 王洋洋、袁佳宏、郭康帅 李碧霄、徐淑华 二等奖

47 华北科技学院 白芷 李豪晰、覃绮雯、林巧诗 刘丽萍、李特 二等奖



48 华北科技学院 GHM 冲冲冲 龚浩、段玉婷、段坤孝 刘丽萍、李特 二等奖

49 华北科技学院 ZWC 郑杰予、文添琪、程天佑 李特、高峰 二等奖

50 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 汤臣一品业主 叶佩颖、魏岚、黎子阳 包国丰、巫敏芝 二等奖

51 景德镇陶瓷大学 好运来队 黄海文、刘莞昕、王雯祎 童敏慧 二等奖

52 景德镇陶瓷大学 蟹黄壳队 彭佩灵、张雅婷、谢雨鑫 童敏慧、叶珍媖 二等奖

53 景德镇陶瓷大学 兜兜里有糖 汪志敏、李军海、龚洋海 童敏慧、叶珍媖 二等奖

54 景德镇陶瓷大学 锦鲤队 叶宇航、王珂璐、熊典林 童敏慧、叶珍媖 二等奖

55 景德镇陶瓷大学 星游队 何林洋、廖银华、林晓锋 童敏慧、邱婷 二等奖

56 景德镇陶瓷大学科技艺术学院 搞钱小分队 占慧欣、李玟静、周梦卿 叶珍媖 二等奖

57 喀什大学 金宝 李金雨、魏嘉、罗震玉 武保林 二等奖

58 柳州工学院 “洋”帆启航 许静仪、欧洋、林慧婷 唐钰婕、王拓 二等奖

59 陇东学院 星落. 张婷、陈梁柱、李圆圆 苏文岚 二等奖

60 陇东学院 瑰城&曼雨生莲 包主草曼、苗雨霞、贾兆鋆 李婷、苏文岚 二等奖

61 陇东学院 瑰城&思月 田思琪、肖明月、柳松林 李婷、苏文岚 二等奖

62 闽南理工学院 最强组合 李祖豪、林晓宇、吴嘉鹏 刘佳丽、罗斌 二等奖

63 闽南理工学院 壹贰叁队 陈诗萌、王鹄杰、吴小婷 刘佳丽、罗斌 二等奖

64 闽南理工学院 富贵险中求 林鼎杰、林逸熙、黄嘉鑫 刘佳丽、罗斌 二等奖

65 南昌大学 AJIA 黄佳佳、黄悦悦、张泽龙 刘静华、肖丽群 二等奖

66 南昌大学 星星点灯 李书庭、赵春燕、陈曦 刘静华、薄秋实 二等奖

67 南昌大学 Green Hand. 刘明轩、杨雯、黄皓东 刘静华、薄秋实 二等奖

68 南昌大学 虚无 宋昊、钟茹艺、刘天熠 刘静华、付芳 二等奖

69 宁波财经学院 小鸽子 郑德厅、杨茹芸、韩硕 梅友虎、谢佳汐 二等奖

70 莆田学院 雷迪嘎嘎 徐凡、罗德力、肖毕靖 林国建 二等奖

71 厦门理工学院 小熊天天开心 陈怡晨、任云天、张翠萍 朱丹、陈颖悦 二等奖

72 石河子大学 否极泰来 徐泰来、周寒雅、吴凯锐 马金利 二等奖



73 石河子大学 我真的会谢 马晓燕、娄欣怡、李玟 马金利 二等奖

74 石河子大学 iStar★叁伍 占瑞、刘涛、占莉露 马金利 二等奖

75 天津工业大学 嘚啵嘚啵得 龚美琳、郝金霞、罗佳丽 孙永利 二等奖

76 天津工业大学 oooo 刘莹斐、林鑫、朱佳怡 孙永利 二等奖

77 武汉轻工大学 武轻 胡嘉豪、刘艺晖、杜芳芳 滕赋骋、王世龙 二等奖

78 武汉轻工大学 必胜客 甘佳欣、潘小龙、徐思远 滕赋骋 二等奖

79 西安石油大学 AAA 旅游顾问岩上茶室 孟行秋、王怡然、陈衍泽 李国英 二等奖

80 西南政法大学 守护源源队 王媛、谭梦真、黄小倩 周成、李苑凌 二等奖

81 西南政法大学 Big Boss 刘馨月、丁娅娟、李欣溢 周成 二等奖

82 忻州师范学院 烟雨·蓝精灵 张宇、王丽、姚冠华 霍东霞、白妙珍 二等奖

83 忻州师范学院 年轻人要耗子尾汁 罗嘉芳、张岳磊、任倩慧 霍东霞、白妙珍 二等奖

84 烟台大学 梦之队 盖宇豪、毛宇凡、王文远 李振杰、王少瑾 二等奖

85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守夜人 周杨、俞思佳、郑力豪 周航 二等奖

86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这是啥组 俞佳瑶、杨莹、盛亦宸 周航 二等奖

87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青笺 黄宇杰、沈依静、刘莉 李馨弘、周青青 二等奖

88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排队 徐智华、王希杰、沃诗琦 周航 二等奖

89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可恶你看我说的对不对 俞鑫杰、王文泽、任朱一可 厉月姣、钟晓宇 二等奖

90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帅的不得了 张禹杰、汤佳婷、苗嘉晨 周航 二等奖

91 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 星星也会失眠 林铃、葛峻良、苏依晨 刘程军、梁德丰 二等奖

92 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 横扫八荒，舍我其谁 王俊昊、董怡宁、方徐媛 刘程军、梁德丰 二等奖

93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广厦大学 侯明浩、何承洹、冉龙腾 吕敏、那佳 二等奖

94 中国矿业大学 十年磨得剑剑虎 韦东强、陈帅、孔奕凡 许红华 二等奖

95 中国矿业大学 上游 董苏利、邱荟蓉、廖虞娟 刘蓓 二等奖

96 重庆工商大学派斯学院 流浪皇室 宋昊、裴光磊、万诗艺 王杰 二等奖

97 安徽外国语学院 海底捞月 周雅文、祁馨雅、何情琦 王沧海 三等奖



98 滨州学院 酒鬼 甘颜超、姚忠良、安栋 刘凯 三等奖

99 大连工业大学艺术与信息工程学院 先挣一个亿 尹福森、韩一飞、曾晨 厉骁、李莉 三等奖

100 大连工业大学艺术与信息工程学院 愚人众 石开玉、李梦莎、彭意恬 厉骁、郎军 三等奖

101 大连工业大学艺术与信息工程学院 一加 姜明鑫、赵棋睿、郑昕航 石楠 三等奖

102 大连民族大学 爱谁谁组 常天慧、李胜男、玛尔飞娜·吾买尔江 毛海军 三等奖

103 大连民族大学 五一组 王雨涵、阚诗琪、张思雨 毛海军 三等奖

104 大连民族大学 我是爱坤你记组 黄洁金、张惠美、卢孝婷 毛海军 三等奖

105 防灾科技学院 能让个第一给我吗 唐槐健、罗菲、郭泽滨 李志伟 三等奖

106 福建工程学院 凌云队 蔡伟楠、陈煌鑫、洪增阳 詹先银、贾敏忠 三等奖

107 福建工程学院 蔡浩然 蔡浩然、黄玮玮、陈俊涛 詹先银、陈少娜 三等奖

108 福建工程学院 福建理工大学 林祺、陈艺锋、康欣欣 高苏、罗利民 三等奖

109 福建农林大学 搞事业队 黄巧玲、干晓昕、高晓顺 陈秀秀 三等奖

110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 红星闪闪 王馨仪、林雨虹、沈心语 郭鸿琼、张丽琼 三等奖

111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 九州 官燕娥、阮梦珊、林乐蕾 郭鸿琼、张丽琼 三等奖

112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至上励合队 陈静雯、吴曦冉、杨巧煌 江琪、李友林 三等奖

113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梦之蓝 曾令金、林腾浩、陈志城 黄志森、李友林 三等奖

114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天之蓝 王依婷、黄惠婷、唐敏芳 黄志森、李友林 三等奖

115 广东科技学院 梨橙橙 黎载鑫、陈坚、程玉兰 陈璐、彭运香 三等奖

116 广西师范大学 天地皆春 王一帆、殷颀伟、黄美香 苏毓敏、何红玲 三等奖

117 广西师范大学 汪汪队 杨康丽、汤芸丹、陈梦芸 苏毓敏、罗宇溪 三等奖

118 广西师范大学 摆烂队 韦尹洁、麦嘉红、吕明静 梁诗、余睿超 三等奖

119 广西师范大学 菜页队 郑莉莉、周丽春、梁莉唯 秀英 三等奖

120 广西师范大学 打完就开派队 思英兰、方源、秦李丰谦 韩孟、徐睿琳 三等奖

121 广州华立学院 欣欣向荣 郑晓晴、吴林森、郑少伟 刘晓亨、黎洋 三等奖

122 哈尔滨华德学院 传奇永不熄 严浩楠、仲妍欣、杨阳 田君、肖琳 三等奖



123 哈尔滨远东理工学院 学习使我快乐 封雪倩、张清华、陈昊东 高雅娜 三等奖

124 河南工学院 汪汪饺子馆 杜江、刘恩洋、王雨菲 郑永娟、孔祥威 三等奖

125 黑龙江工程学院 蛋仔 毛欣怡、谭雨捷、刘佳楠 袁基瑜、于静 三等奖

126 黑龙江工程学院 祎山容二虎 王秋爽、王紫怡、陈嘉祎 袁基瑜、于静 三等奖

127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科技学院 哆啦 A梦 刘鹏、张诗思、黄淑芬 黄蓉、孟光 三等奖

128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科技学院 你说的都队 胡锋、袁江涛、杨可可 黄蓉、孟光 三等奖

129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科技学院 复古蛋糕奶茶 张梓欣、郑毅智、汤心愿 黄蓉、孟光 三等奖

130 湖南女子学院 瑞白公司 张亚微、王玲、刘路 聂会平 三等奖

131 湖南女子学院 BlingBling 陈新芝、刘阳星、卿喜妹 张波、聂会平 三等奖

132 湖南女子学院 芭比的梦幻城堡 雷佳佳、简丹、刘艳 张波 三等奖

133 湖南女子学院 你去别人队 陈婷、胡巧、郭文卿 李小芳 三等奖

134 湖南女子学院 云梦泽 黄晓乔、彭华艳、梁丽 张波 三等奖

135 湖南女子学院 游击队 汤黎、毛丽华、彭琳敏 张波 三等奖

136 湖南女子学院 狼来了 吕柳洁、刘思婉、罗果 张波 三等奖

137 湖南女子学院 Labubu 苹果队 刘莹、熊晨希、曹思静 张波 三等奖

138 华北科技学院 社会主义现代接班人 刘辉、黄忠昊、詹宇航 李碧霄 三等奖

139 华北科技学院 美少女战队 何锐楠、高语凡、蔡婉婷 李碧霄 三等奖

140 华北科技学院 不止读书 田克爽、唐健磊、张世杰 刘丽萍、李特 三等奖

141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HGS 汪娜、王加一、方子贤 罗凤兰、陈明军 三等奖

142 景德镇陶瓷大学 追光者队 朱世敏、葛强、邹长洲 童敏慧 三等奖

143 景德镇陶瓷大学 青山 龚时政、沈佳涛、赖庆华 叶珍媖、童敏慧 三等奖

144 喀什大学 扶苏 朱子涛、毛近文、段欣悦 武保林 三等奖

145 兰州博文科技学院 执笔落花令 寇嘉宁、杨鹏、冯杰 陈莉霞、李艳萍 三等奖

146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Roue 祁慧霞、马小猛、巨晓芸 黄川 三等奖

147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太空典狱长 赵陇梅、蒋文佳、王洁 黄川 三等奖



148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七色光 王敏、王晓、辛清 黄川 三等奖

149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月下客栈 焦露露、房莉、朱咏敏 黄川 三等奖

150 闽江学院 L&W&L 吴树培、卢紫怡、刘臻翔 刘伟霞 三等奖

151 闽南理工学院 你说的都队 3.0 肖婉清、郑芯如、林慧玲 刘佳丽、吕津 三等奖

152 闽南理工学院 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队 吴怡娴、林旭珺、陈培艳 刘佳丽、罗斌 三等奖

153 闽南理工学院 管我对不队 孙震、方舒晴、黄起旋 刘佳丽、罗斌 三等奖

154 南昌大学 早八睡不醒 黄馨心、吴珊珊、钟晓敏 薄秋实、肖丽群 三等奖

155 南昌大学 取名废 叶梦茹、李盈莹、罗梓南 刘静华、薄秋实 三等奖

156 南昌大学 小陈帅倒一片 黄驿茹、陈琳媛、金倩苗 刘静华、薄秋实 三等奖

157 南昌大学 汪汪商业精英 胡振宇、罗林茂、黄鑫超 刘静华、薄秋实 三等奖

158 南昌大学 超越 梁婉桐、张涵瑾、李舒涵 薄秋实、刘静华 三等奖

159 南昌大学 锦鲤大咖 李求盛、林雨露、钟邦林 薄秋实 、刘静华 三等奖

160 南昌航空大学 太强了 罗魁、孟锦斌、杨佳葆 吴桂平、赖思敏 三等奖

161 南昌航空大学 落日飞车 梁耀辉、刘珂良、毛玲俏 吴桂平、赖思敏 三等奖

162 南昌职业大学 两张牌都帅 熊学帅、张涛、张志雄 巴青辉、张建 三等奖

163 齐齐哈尔医学院 赚钱大师 魏子杰、赵胡昊、张志霖 梁玉清、孔寰宇 三等奖

164 齐齐哈尔医学院 勇敢牛牛，不怕困难 赵志伟、李馨源、侯秀川 梁玉清、李丹 三等奖

165 齐齐哈尔医学院 未来的金融界大亨 吴诗妍、葛默含、黄晓云 齐金玲 三等奖

166 齐齐哈尔医学院 群口相声 陈洋洋、王迦楠、庞晶晶 梁玉清、董玉晶 三等奖

167 泉州信息工程学院 灰太狼 戴毓斌、蔡家辉、陈传文 亓梦佳、张丽环 三等奖

168 泉州信息工程学院 mmm 李茂彬、朱玲丽、杨钰瀅 张丽环、亓梦佳 三等奖

169 厦门理工学院 所以要叫什么 邹培杰、刘秋婷、叶志峰 陈颖悦、朱丹 三等奖

170 山东理工大学 天马行空 毛淑文、邵博洋、杨慧琳 荣健 三等奖

171 山东理工大学 777 孙伟泰、刘嘉怡、冷飞雪 荣健 三等奖

172 山东英才学院 三羊开泰 田思雨、杨雯、朱蓉蓉 刘硕、伊爽 三等奖



173 石河子大学 iStar★木鱼 邱柏榕、丁宇、韩庆元 马金利 三等奖

174 石河子大学 无名小组 季康迪、郑亚军、魏玉彤 马金利 三等奖

175 武汉科技大学 永远不亏钱队 韩祝英、杨雨菲、张齐 熊军、张敏 三等奖

176 西安石油大学 “钱”途无量 豆晨阳、党晴、高颖芝 刘灿辉 三等奖

177 西南政法大学 Goal 涂轩铭、王家康、邓迪 李苑凌 三等奖

178 西南政法大学 飞黄腾达 周埝桦、张海霞、唐龙 周成、李苑凌 三等奖

179 西南政法大学 梦想团队 刘嘉懿、彭银、邓羽 周成、李苑凌 三等奖

180 西南政法大学 你说的都队 刘玉婷、蒋馨、李秋霓 李苑凌 三等奖

181 忻州师范学院 烟雨.茉莉 问超、许锦添、刘佳欣 白妙珍、霍东霞 三等奖

182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翰翰亲亲 余广昊 、陈伊涵、曾芷璇 周航 三等奖

183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黑人有黑福 李嘉豪、章舒楠、季晓婧 周航、胡佳应 三等奖

184 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 八方来财 余彬瑜、徐冰滢、金轩贤 梁德丰、刘程军 三等奖

185 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 听党指挥 沈璐、郑艳珍、苏琪 汪俊东、刘程军 三等奖

186 郑州工商学院 我竟无言以队 吕晓、孙千芊、魏稳 曹云明、王敬雅 三等奖

187 郑州工商学院 勇敢小队 张亚宁、杨乔乔、安梦琪 王蒙蒙、苏颂 三等奖

188 郑州工商学院 啊对对对 肖悦、冯琳路、张玉豪 曹丽娟、胡阳 三等奖

189 郑州工商学院 随随便便队 谷雨、雷亚慧、王梦佳 梁君丽、刘怡晗 三等奖

190 中国矿业大学 挣一个亿 2.0 谢雨星、李顺、相璐欣 戴西超、龚荒 三等奖

191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G.ying 陈炳、王春燕、王天乐 范新安 三等奖

192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澳门线上赌场 陈浩炫、谭福鹏、黄梓浩 陈春霞 三等奖

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

2022 年 12 月 30 日



2. 高职组

1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金钥匙队 曾晓颖、杨敏华、朱丽豪 曾苑、叶冬秀 一等奖

2 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 江西最后的深情 姜在旭、操思青、胡安琪 程渝、刘佳琪 一等奖

3 阳江职业技术学院 李幸珊粉丝团 魏伟康、郑诗婷、叶建明 李幸珊 一等奖

4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反败风暴 李嘉静、章晓仪、邓绮雯 朱晓琳 二等奖

5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做核酸要排队 何丽、黎依林、陈金铃 朱晓琳 二等奖

6 广西培贤国际职业学院 Unique 黄家惠、赖菲菲、李美枫 黄丹丹 、韦荣录 二等奖

7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阳光且励志 陈骏鹏、李銍、高智文 曾苑、刘艳 二等奖

8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别惹刘会 刘文莹、杨美龙、章嘉宇 曾苑、姜庆 二等奖

9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云尚 杨奇奇、王恒德、姚梦微 李国彦、刘逸 二等奖

10 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 七七八八 朱玲若、焦秀芳、付梦媛 万欢、周玮 二等奖

11 泉州职业技术大学 夜冥想摆烂 吴烨、谢艺欣、周炜珊 王毅强、冯燕 二等奖

12 阳江职业技术学院 为爱冲锋的勇士 陈俊林、周慧霞、邓嘉怡 叶子楠、林司悦 二等奖

13 阳江职业技术学院 没 is 杨钦华、吴佳敏、邓月桂 林司悦、叶子楠 二等奖

14 阳江职业技术学院 0.1 易煜华、邓雯雯、龙玉梅 李幸珊 二等奖

15 重庆科技职业学院 三个诸葛亮 王成欣、朱增、王翼东 程道江 二等奖

16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圆周玉 李永周、吴玉、罗亮 朱晓琳 三等奖

17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魔法咪路咪路 吴凤微、周伊丹、黎紫晴 朱晓琳 三等奖

18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三小红花队 徐新意、王俊萍、张颖慧 朱晓琳 三等奖

19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少年先锋队 蔡晓茵、白丽怡、翁平 曾苑、方艳 三等奖

20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重案分析 邱泽慧、徐婷婷、林娜 曾苑、姜庆 三等奖

21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超越 叶英琳、胡鑫、邱淇淇 曾苑、叶冬秀 三等奖

22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苡淳 唐兴智、曹文睿、薛程芯露 许震、窦莹 三等奖

23 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 美少女战队 辛琳、姜文丽、周心怡 田川、刘佳琪 三等奖

24 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 Black Horse 李想、洪清清、彭子康 万欢、程渝 三等奖



25 泉州海洋职业学院 强 林彦同、邓毓琳、周景娴 肖伟强 三等奖

26 汕尾职业技术学院 呼噜噜 姜顺辉、郭仕静、邱凯旋 宋永、张旭军 三等奖

27 阳江职业技术学院 LS 林丽佳、李欣欣、孙凯莹 林司悦 三等奖

28 阳江职业技术学院 瓜 陈佳佳、苏国森、李乔羽 叶子楠、林司悦 三等奖

29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我要吃肉 许雪莲、江虹睿、李粤 陈祥禧 三等奖

30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 星学家 马俊杰、彭锦川、简宏先 陈雪林、张海燕 三等奖

31 重庆科技职业学院 你说的都队 周静、刘馨、李双 程道江 三等奖

32 重庆科技职业学院 科职 517 徐永涛、腾子豪、易渊 程道江 三等奖

33 重庆科技职业学院 滔天富贵 冯思溢、胡克敏、梅文艳 程道江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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