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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 

安徽赛区选拔赛 2019 年工作总结 

一、省级赛现场赛的团队名单 

团队

ID 
团队名称 项目名称 

队长

姓名 
队员姓名 

指导老师 
队长所在学校 

队长联系

电话 高校 企业 

36991 舞风 “e+”中国舞 侯姝婧 朱伶俐 祝静远 崔家旺 高强强 郑亚琴    安徽财经大学 15755268516 

39283 永不退队 
龟行——旅行私人

定制服务平台 
张璐 宗兰芳 周芦娟 吴岳桐 邬梦雪 伍章俊 田文祥   合肥工业大学 17856539450 

40015 智联团队 
安徽惠农享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 
吴晨阳 吴坤朋 沈春丰 程敏 李志伟 王建民 李洁   安徽理工大学 17775226582 

43569 云村有赞 
云村有赞高校活动

投票赞助平台 
胡子慧 周尚珺 李宗泽 陈震元 张雨 郑文生 华斌   安徽财经大学 15357518117 

53414 有服同享 
享衣阁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 
王辉 张燕 陈紫婷 毛天 赵雨微 姚德利 王建民 王久平  安徽理工大学 13855442518 

63502 何塞斐娜队 
互联网+流通之跨境

电商的发展新模式 
何康康 宋姝漪 沈抒婷 陈贺平  宋海峰 李雯雯 何佳佳  合肥学院 18956810566 

38181 南辉奋梦 
”知道“短视频知识

共享平台 
王楠 李晓月 张梦茹 罗菊芳  李凯 刘渤海   合肥工业大学 15215442840 

33601 
“辣动青春”

创业团队 

“”辣“””动皖

城――致力更多农

民的脱贫致富 

董治麟 吴保林 张玉 陈旭 黄斯琪 殷世茂    安徽工业大学 18133679022 

32947 印吧团队 
印吧——全国领先

的云印生态链 
尹浩然 潘涛 王子聪 秦超凡 程泽艺     安徽大学 18355122828 

38306 流浪菜鸟 

中国美，美中国—基

于 LBS的互联网融通

平台 

毛序婷 贵丽 黄宵剑 王晨泽 路亚楠 何建民 姜元春   合肥工业大学 17356585298 

41015 PickMe e 健身新型网络平台 黄诗琦 王芷若 崔靖 张楠 何明奇 张斌    安徽财经大学 15755296268 

33076 
“宠 Dr”新型

宠物圈创业训

宠圈――打造新型

宠物链圈 
洪倩 贺念哲 戴昕燕 储典媛  韩春杨 丁朝阳   安徽农业大学 15055328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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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团队 

46001 SNAIL 泊客 e 行 代陆宇 曹乐 何文成 季玙璠  卓翔芝 张亚琦   淮北师范大学 15551583160 

66999 红苗 
红苗–大学生红色

教育互联网平台 
赵梦蝶 吕杰琼 方静 唐勇旭 陆文虎 丁琼    皖西学院 13866501236 

43959 T-five Seeing自媒体环游体验 张凯璐 姜浩娅 彭静雅 李曼 汤艳红 邓其志 卢琪   巢湖学院 18715203372 

76464 青春百川队 
安徽省英奋斯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 
许纪成 汪茹悦 王丽霞 尚鹏飞 黄肖宇 何刚    安徽理工大学 17775219505 

62506 菇咚菇咚 
合肥优蘑食代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崔雨晨 汪紫戎 李春云 黄爱国  龙雁华    安徽农业大学 19956577365 

65524 享拍团队 
安徽省享拍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 
丁业宸 王硕 王林娟 汪思翔 李新乐 杨力 程元栋 张小波  安徽理工大学 17344034331 

37818 Zero Art 两雨创艺 侯雨微 张雨婷 章泽宇   万蓉蓉 佘海月 马以 陈莉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17856761869 

39744 爱乐之城 爱乐之城 薛文鹏 田佳敏 贾宇琪 严若飞 吴思雨 郑文生 徐磊   安徽财经大学 13095525021 

54461 
安徽馨如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 
视频推广 李馨如 查文卓 徐佳谊 张红文  潘海红 刘艳彩   

安徽国际商务职业学

院 
13866561766 

65375 长庚队 Ichinese 韩俊兰 俞振宇 周宇阳 张艺文  李双双    安徽理工大学 13505659185 

42274 诚龙队 
诚龙畜牧科技有限

公司 
孙海军 莫志伟 黄娟 李根 鲍琪敏 左红娟    安徽信息工程学院 19855307768 

80920 乐行团队 MID 科技有限公司 徐览 张彤彤 杨帆 王娜 朱姚 李洁    安徽理工大学 17355482792 

50427 行走课堂 行走课堂 胡宏羽 邵壮 陈琪 陈港回 李怡 张璐 孙光旭 夏振华 花海潮 安徽农业大学 13966346298 

59813 超然团队 易搭智能云服饰 张厚臣 杨娜 邢冰冰 李树园 张庆玉 耿纪超 朱俊奇 张兴玲  安徽理工大学 17364301673 

43600 

谁动了牛顿尘

封已久的第三

个苹果队 

Visual Hunter（暗

影猎人）游戏化测评

云平台 

李博伦 韩菲菲 梁慧慧 卞雨菱 郑银兰 张苗苗    淮北师范大学 17621733190 

61182 携课行 
“课践”：千万大学

生课程实践平台 
姚文华 李庆国 左行 张佰姣 周明如 张中英 游许敏   安徽信息工程学院 18712505488 

40705 慕之雪 
学“乐”无忧——轻

乐器一站式培训机构 
薛帅 纵楚楚 董伊凡 钱艳晴 杨晶晶 黄莺 昂娟   

马鞍山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 
13399506618 

33083 寻农决 
宣城市众盛农业有

限公司寻农决项目 
陈继威 周志华 江润族 阳燕燕 包婷婷 胡敏 吕宗明   宣城职业技术学院 13026076521 

37347 “洁”秆进行 安徽秸乐洁生物科 荀梓莹 聂静 谢阿红 许士林 刘威 郑亚琴  夏芳芳  安徽财经大学 13023019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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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技有限公司 

40870 一起吃蓝莓 
以“莓”为媒——蓝

莓产销服务平台 
苗宇 徐碧莹 张振宇 张剑辉 欧文静 任志安    安徽财经大学 18895675600 

43320 superwomen 队 魔镜 APP 李书书 曹慧 叶凯歌 陆翠翠 徐歌 万光彩    安徽财经大学 17856276216 

38125 收获果实队 

“藕遇”电商——千

亩荷塘莲藕种植基

地 

方瀚琨 吴若唯 张婉玉 陈若瑶 秦秀颖 武佩剑    安徽财经大学 18855235296 

38396 Polaris 北极星 北极星人才培养平台 王璐 潘玉 朱炳汶 程昊野  郑文生    安徽财经大学 13855455688 

37302 胜羽之星队 
Farmer 商城复合型城

乡一体化物流体系 
施晓蕊 武友成 钱海   周泽炯 吴灼亮   安徽财经大学 18895628745 

38027 坚果学院队 
坚果学院——课堂

外儿童成长教育 
吴萍 刘磊 成相煜 胡星辰 舒畅 张恒    安徽财经大学 15895712219 

37532 起风了 
“绿水青山银行”—

—农村环保公益平台 
张文远 汪宇凡 周滔源 贺燕萍  张斌    安徽财经大学 13095525211 

62839 5A 级锦鲤队 一眼 谢钟凯 夏宇彤 凌瑞曦 汪裕玲 薛媛媛 祝静静    安徽大学江淮学院 17355183865 

67798 蜂群队 递健有限责任公司 
方   

芳 
徐  敏 黄星宇 程梦雨 朱伟龙     安徽工程大学 18859198820 

67548 小新潮队 
智博自动化科技有

限公司 
唐淳梓 申宛之 刘露露 唐   龙 江   燕 谢荣见 刘有余   安徽工程大学 13696761429 

57115 飞烨队 
旋风科技--未来除

尘行业新定义者 
刘雯雯 何国行 王紫薇 汪刘柳 胡子诺 谢荣见    安徽工程大学 15029507462 

38002 勇往直前 食速校园 APP 苌思宇 祖铭 凤咏雯 周兰兰 董跃耀 周爱军    安徽工业大学 13905672678 

40839 路漫求索 
基于 GPS的太阳能智

能水上增氧器 
梅雨 余畅婉 顾子琪 谢樽 储匡正     安徽工业大学 15755594418 

49225 百事快乐 柳编阁 袁磊 汪夕文 郭晓迪 黄徐龙  方瑛 潘海红   安徽国际商务职业学院 18792274301 

53836 远航 你农我浓 杨运 陈雪 杨云祥 苗江涛 张金虎 姚沁 龚红庆 孟飞龙  
安徽国际商务职业学

院 
18119770815 

47404 哈勃校园 
安徽赛德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韦龙强 王清华 朱洋洋 王行宇 郑胶胶 钱鉴青 沈鸽   安徽国际商务职业学院 18196680004 

48561 ZQ 科技 逸知教育 王加贤 张强 张健 韩旭 王鑫 杨杰    安徽国际商务职业学院 15391888939 

79523 
“信客”精密模具

一站式采购平台 

“信客”精密模具一

站式采购平台 
熊师 胡镜 刘蒙蒙 李莹莹 魏婧怡 许东明 刘洋 徐文杰  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1785690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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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755 碰撞 萌宠旅社 张玉会 曹一博 陈柳 杨莲莲 朱菊     安徽警官职业学院 大一 

54854 室内设计小分队 尚酷微景观设计 杨晓雨 周成宇 苏煌镪 王志远 刘新     安徽科技学院 18712563532 

57060 维斯盟 
石墨烯改性船舶重

防腐涂料的研制 
吴天路 周萍 朱林玉 张尚智 郝飞翔 李子荣    安徽科技学院 13855843003 

43980 这是什么神仙队 掌上农场 詹玲玲 许丹丹 宣彤彤 赵岳凡 鲁凤婵 邓慧娴    安徽科技学院 17855983707 

54116 汐宇 
智能温室自动控制

系统 
李诗瑶 喻高 艾成臣   马万征    安徽科技学院 17856028372 

50602 星原团队 
家飨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张可 卲满金 郭旭 葛煜 赵振浩 耿家营 李洁   安徽理工大学 17775201315 

68285 智柚 
安徽智柚三维科技

有限公司 
王子莹 罗嗣萌 王瑞敏 任建成 代万珍 何刚 张旸   安徽理工大学 13145540228 

61131 创 e 团队 
5e 智慧睡眠枕具— 

“高枕无忧”项目 
邬珊珊 任林燕 骆攀攀 石兰兰 王秋雨 郭勇 江正君   安徽农业大学 18297556933 

34129 何以笙箫默 

田野牧歌——省内

领先的兽医联盟专

家平台 

杨雅婷 杨世雄 夏坤龙 朱立权 陈帆 王在贵 丁仁源   安徽农业大学 15855190997 

45285 07 天秀团队 晚枫停客 杨彪 任盈盈 程瑶 姜玉虎 黄世成 周晓红    安徽三联学院 18326088938 

59566 精灵战队 U 车位 吕紫悦 葛文姬 徐小曼       安徽审计职业学院 18726350026 

40601 五间道 宠物恒星 李梦璇 叶茂 吴秋霞 王琦琪 周铭锐 李运鑫    
安徽师范大学皖江学

院 
17718292620 

44297 link 文仪微影 吴文昌 祝勤德 梅龙 朱小龙 黄同琳 金锐 王颖   
安徽文达信息工程学

院 
13085031776 

66353 朝歌 iFlower--治愈花盆 刘文华 朱立群 肖虎 徐颖 李欣然 金锐 刘欣   
安徽文达信息工程学

院 
13013027201 

53590 攻坚队 
垂直电子商务平台

“悯农 APP”的打造 
程函 王溯 俞婉君 张浩然 徐婕 钱进 刘微   安徽新华学院 17344090105 

44243 潮鞋绘 潮鞋绘 曹淑婷 张洁雅 张文婷 包贤娟 程兰 王汉敏    安徽信息工程学院 17355377311 

46203 骄阳似我 “新”家具 霍雨晨 李虎 王海玲 王建华 吴敏雪 邹辉 张敏   安徽信息工程学院 18255262563 

32455 追风筝的人 影像记 王蒙蒙 傅代弟 刘萍 尚文蝶 孟  昊 方健    
安徽邮电职业技术学

院 
17344056884 

58682 Chasing 扶利达 智瑞 王玲 王树涛 邓鹏远 王洪飞 倪飞 范思敏   安徽中医药大学 15056015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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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eams 

55816 蚂蚁掘金小队 普惠农金互助社 彭伟男 陈伟 杨梦琦 王雨      安庆师范大学 17681014898 

48343 前途密钥 前途在线 刘侠 孙小丽 蔡聪 杨美美 陆雪芹 张帅兵 苗慧勇   巢湖学院 18456779664 

36467 青禾赋梦 

激活乡村振新内生动

力——数字生态旅

游，打造田园综合体 

李雪锋 李涛 陶瑾瑜 李炜豪  柳思维 吴自爱   池州学院 18056406319 

61588 校园运动吧 零点 陈聪 吴庆澳 朱婕 王娟 唐珂 吴强 王剑程   池州学院 18856684532 

44394 N 队 易闲家居 叶青友 康西妹 徐祖义 张康 胡成平 殷韦韦 王剑程   池州学院 18355350675 

43186 
大佬们出来看

山里人.mp4 

电商设计服务外包

平台 
柏子圣 刘海旭 帅洲翔 宋宇婷 吴云飞 谭庆 张汀   池州学院 18955471629 

86070 乐源队 寓教于农 亲子农场 赵慧 李方圆 盛婕 吴明明 田佳慧 孟凡会 房东阳   滁州学院 13956210997 

76003 智能 e 家 智能 e 家 李文菲 余京 张蒙 郑立云 张莲 陈若旸 江柳莹   滁州学院 17856005626 

62429 五虎将队 臻艺坊 杨杨 郭阿才 苗壮 凌雪儿 朱娈馨 朱龙    阜阳师范学院 13399588956 

57199 碧罗天 碧罗天 孙玉梦 王晓雨 胡锦昀   王丛丛 金继良   阜阳师范学院 13855167858 

50495 徽华队 志传万家 许诺 邢世森 柴桂峰 王鑫 钱智远 房厚信    阜阳师范学院 18356967487 

69382 魑魅魍魉队 

“智慧星”——面

向智慧物流园区的

云平台运营模式商

业计划书 

李瑞晗 赵鑫 武雅楠 李博欣  胡小建    合肥工业大学 15212459808 

43557 
合肥工业大学

宇宙队 
智慧药 e 购 王瑶 原慧娟 刘娟 祁萱 伏雅婷 钱晓飞 傅为忠   合肥工业大学 13685603105 

37021 
春卷配糖豆炒

冰番茄 
Care--你的贴身保镖 窦金玉 唐钰涵 曹华冰 师文宇 李春旭 李应    合肥工业大学 17856530421 

37298 WE 创队 文明观测台 付雨婷 耿丽 吕政岳 唐雯  何建民 孙见山   合肥工业大学 18805670206 

40437 慧养老 老有所为 杨洁 康晓佳 高双燕 王荡 樊蓝格 刘心报 赵树平   合肥工业大学 17356585182 

39615 智能能能队 
熊猫说—“智慧+”儿

童综合素质培育平台 
邵佳颖 张慧琳 章锋 何静 戴泽骄 傅为忠    合肥工业大学 18069817909 

44478 趣拓校园团队 

基于高校第二课堂

成绩单的

“offer+”云平台 

路涓 汪斌 范小虎 褚小慧 黄宁娇 杨乾坤    合肥工业大学 15209863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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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997 小猪配齐 小猪配齐 朱光耀 王支森 陈晓锋 任姿璇 刘微 牛姗姗 赵菊   合肥工业大学 15077925893 

50845 高级智囊团 思普校园综合平台 高岩 马宇川 马泽平 石莹 郑捷 傅为忠    合肥工业大学 18856308521 

58303 
宣城市点墨文化

创意有限公司 

宣城市点墨文化创

意有限公司 
曹惠玲 陈露 陈兵 李梅凤 贾建波 付彦林    合肥工业大学 18856306927 

40943 Dr.champ 
基于大数据及云服务平

台的共享康复驿站 
王瑞琪 李宝怡 李浩斌 张志辉 李祥琦 钟金宏 李兴国   合肥工业大学 13855144576 

78396 守望者 

生命卫士_无线心肺

突发性疾病预警领

域的先行者 

林浩鑫 仇应亮 胡明 蒋恺 曹锐 陈兵兵    合肥师范学院 13721088351 

42186 
灵魂重铸

Soul-Rebirth 

灵魂重铸

Soul-Rebirth 
秦家哲 王雨 徐婷 赵冬冬 周舟 邓呈逊 孙虹   合肥学院 18297975574 

39817 夏暮文化 夏暮文化 吴子威 欧汀汀 曹迪 苏永宏 魏守正 李雯雯    合肥学院 18009665432 

73520 一鸣电商 鹿洗 BP 谢磊 王华生 孙雅婷 裴宇 张杰利 韩路 余洋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17356580773 

45325 黑曜筑梦队 
蛋壳校园职场就业

创业服务平台 
王久松 邓美佳 卞正长 丁芮 刘婉诗 庄道元    淮北师范大学 15551755199 

45656 拆迁大队 “社呼”APP 杨晶晶 黄一帆 汪超 李瑨 乔路遥 张亚琦    淮北师范大学 13135573793 

45307 因为优秀队 
“2050”老年服务类

APP 
周旭 郭紫雯 孟达 康艺 郜中琴 卓翔芝    淮北师范大学 15656110499 

37164 金色童年 
四维一体“爱心助

力”学生营养餐项目 
张成明 王天义 王伟 周丹丹  孙大军 聂梓 吴鹏  淮南师范学院 17398360626 

36848 共同成长 
淮师叮当 O2O电子商

务平台 
汪媛 刁玉山 吴青青 卫逸文 吴贻枫 邱少华 杜亚敏 平毅 刘文刚 淮南师范学院 17398360170 

36923 四季传承者 
助力扶贫--五色豆

腐产业链 
郑欣 赵丽芳 徐玮 王俊峰  李用俊    淮南师范学院 18855461413 

36983 
Dream Fight 

电子商务团队 

大别山农产品电子

商务平台 
程晓梦 江成悦 桂慧妹 王凤君 金海云 朱扬宝    淮南师范学院 18860442440 

36957 持梦以恒 成长无忧小硒鼠 黄其钊 张海伦 邹荣妹   孙大军 汪承润 王韬  淮南师范学院 18855489622 

35215 四喜 福安行 陈紫妍 胡萍 沈慧 毕全茹  柴朝超    淮南师范学院 18110291397 

45752 创霸 
徽源亿创有限责任

公司 
储雷鸣 李云江 姜萌 邹静 袁梦 徐良玉 左小蓉   黄山学院 18855999560 

53317 智慧游 国学易知 凌文钰 王小陆 夏怡   杨辉    黄山学院 17358070365 



7 

 

69259 创佳 面向采购，助力小康 钟涛 周伟成 王思凡 朱文文 刘诗罕 宁丙乾 蒋媛媛 储成佑  黄山学院 17855912720 

41559 巅峰队 
黄山非▪旅文化创意

有限公司 
乐韵 喻萍 吴珊珊 胡逸雪 李伟丽 项昱 刘宁晖   黄山学院 17805593256 

69638 今天不想跑呀 数据化古民居保护 黄肖 宋安琪 涂必虎 郑娜 倪建设 项昱    黄山学院 18297762580 

67899 金鳞 “青葵园”助力三农 崔梦霄 陈蓉 孙园东 王家静 张克雨 吴佩莹    黄山学院 18705598323 

58218 "二时"战队 
球型关节人偶服装

及周边设计 
王雅楠 梁晓东 王莉君 韩梦柳 常菲 蒋璐璐 何琪   

马鞍山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 
17353776301 

50107 小伙伴 
“随心搭”智能搭配

系统 
朱亚菲 程明 张梦 杨群龙 王思路 毛芳菲 吴慧林 谢庭容  

马鞍山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 
17353775651 

57596 本味 upower 
“拼装艺术”-大学

生寝室软装设计 
沈天赐 郭雯雯 孙翠 邱雨 黄雪虎 蒋璐璐 刘娴   

马鞍山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 
17353776325 

44603 Galaxy 战队 创 e——乡互筹 金秀慧 王磊 陈婷 程刚 邓文 孙翠平    铜陵学院 18856272290 

45049 校园赢家 一路兼职 蔡鑫玲 陶新阳 张丹丹 叶贝贝 张宇 陈拥军 王庭   皖西学院 18856470120 

60108 e 片绿植 
城市绿光-新时代居

室绿植 
刘南鑫 杨炀 陶金林 江兰兰 杨叶兵 张亚杰 丁士杰   宿州学院 17856883165 

32943 清风队 为爱发声 高海霞 姚玲玲 汪倩 童振军 马培林 胡发刚 徐旭   宿州学院 18855793727 

33079 Dream 
宣城市宣之彩计算机科 

技有限公司字节跳动 
乔明强 王旭旭 董文静 余浩然 徐海飞 刘训星 苏文明   宣城职业技术学院 18395533667 

34646 创 E 队 创 E 微播 高小宝 陈燕 赵会会 陶莉 李倩婷 王玉 何学成   宣城职业技术学院 18395533681 

34647 新希望 Tea Talk 杨慧民 查洪成 杜非凡 王劲松 姚礼成 张小奇 龚勇   宣城职业技术学院 18755392873 

二、省级赛现场赛学校及团队数量 

学校名称 现场赛数量 通讯评议赛数量 带队教师姓名 带队教师电话 

安徽财经大学 12 15 杨晓庆 18655246225 

安徽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0 3 朱小飞 13966712980 

安徽大学 1 3 何军 13955159390 

安徽大学江淮学院 1 1 祝静静 18297969391 

安徽电子信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0 1 周二鹏 13956393775 

安徽工程大学 3 3 谢荣见 13955353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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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工商职业学院 0 1 周斌 15556903452 

安徽工业大学 3 6 江雨燕 13335552332 

安徽工业大学工商学院 0 1 刘翟淳 15395551668 

安徽国际商务职业学院 5 13 刘静 18919625959 

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1 2 张国政 15755377912 

安徽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0 1 王东 13966748858 

安徽警官职业学院 1 1 胡贤满 15956959981 

安徽科技学院 4 9 许正宏 13955061126 

安徽理工大学 9 10 王建民 15805543633 

安徽农业大学 5 10 李玮 15212422524 

安徽农业大学经济技术学院 0 1 沈长龙 15212788461 

安徽三联学院 1 2 周晓红 17755165368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 0 1 段文忠 18955330703 

安徽审计职业学院 1 1 张玉胜 18356513518 

安徽师范大学皖江学院 1 3 朱小丽 13855365332 

安徽文达信息工程学院 2 8 金锐 18056002415 

安徽新华学院 1 3 刘冬艳 15305603369 

安徽信息工程学院 4 8 张中英 18955339657 

安徽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0 1 解苗苗 18100508123 

安徽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1 3 方健 13955175171 

安徽职业技术学院 0 1 张祎 13085055663 

安徽中医药大学 1 2 范思敏 15755189067 

安庆师范学院 1 2 黄光锋 18726180783 

蚌埠医学院 0 1 周静 13855220312 

亳州学院 0 1 汤纯 15551563006 

巢湖学院 2 8 罗发海 13063450606 

池州学院 4 7 王剑程 13856677105 

滁州学院 2 4 程长明 18855058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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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阳师范学院 3 8 房厚信 17856850078 

阜阳师范学院信息工程学院 0 1 冯莹莹 13965566560 

合肥工业大学 14 14 姜元春 13856955921 

合肥师范学院 1 2 王道平 17352922295 

合肥学院 3 3 孙虹 18919634625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2 6 胡其云 13605655897 

河海大学文天学院 0 1 谭敬 18855527872 

淮北师范大学 5 6 刘结平 15056178310 

淮北师范大学信息学院 0 1 刘永亮 13696616081 

淮南师范学院 6 7 李用俊 13855417603 

黄山学院 6 13 胡永政 13805592226 

徽商职业学院 0 1 惠光伦 18010855679 

马鞍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4 11 晋愈飞 18955531996 

合肥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0 1 赵微 13637087852 

铜陵学院 1 1 孙翠平 13856255876 

铜陵职业技术学院 0 1 汪炜 18905628025 

皖西学院 2 3 胡中应 13731965492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0 1 吴昊 15155369501 

宿州学院 2 5 木薇 18955702590 

宿州职业技术学院 0 1 丁肖 15856228918 

宣城职业技术学院 4 13 胡敏 15856328747 

合计 119 237   

注：参加省赛的学校数量为 55所。 

三、参赛团队获奖情况及排名 

所获

奖项 

成

绩

排

团队

ID 
团队名称 项目名称 

队长

姓名 
队员姓名 

指导老师 队长 

所在学校 

队长联 

系电话 
高校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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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特等奖 1 36991 舞风 “e+”中国舞 侯姝婧 朱伶俐 祝静远 崔家旺 高强强 郑亚琴   安徽财经大学 15755268516 

特等奖 2 39283 永不退队 
龟行——旅行私人

定制服务平台 
张璐 宗兰芳 周芦娟 吴岳桐 邬梦雪 伍章俊 田文祥  合肥工业大学 17856539450 

特等奖 3 40015 智联团队 
安徽惠农享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 
吴晨阳 吴坤朋 沈春丰 程敏 李志伟 王建民 李洁  安徽理工大学 17775226582 

特等奖 4 43569 云村有赞 
云村有赞高校活动

投票赞助平台 
胡子慧 周尚珺 李宗泽 陈震元 张雨 郑文生 华斌  安徽财经大学 15357518117 

特等奖 5 53414 有服同享 
享衣阁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 
王辉 张燕 陈紫婷 毛天 赵雨微 姚德利 王建民 王久平 安徽理工大学 13855442518 

特等奖 6 63502 何塞斐娜队 
互联网+流通之跨境

电商的发展新模式 
何康康 宋姝漪 沈抒婷 陈贺平  宋海峰 李雯雯 何佳佳 合肥学院 18956810566 

一等奖 7 38181 南辉奋梦 
”知道“短视频知识

共享平台 
王楠 李晓月 张梦茹 罗菊芳  李凯 刘渤海  合肥工业大学 15215442840 

一等奖 8 33601 
“辣动青春”

创业团队 

“”辣“””动皖

城――致力更多农

民的脱贫致富 

董治麟 吴保林 张玉 陈旭 黄斯琪 殷世茂   安徽工业大学 18133679022 

一等奖 9 32947 印吧团队 
印吧——全国领先

的云印生态链 
尹浩然 潘涛 王子聪 秦超凡 程泽艺    安徽大学 18355122828 

一等奖 10 38306 流浪菜鸟 

中国美，美中国——

基于LBS的互联网融

通平台 

毛序婷 贵丽 黄宵剑 王晨泽 路亚楠 何建民 姜元春  合肥工业大学 17356585298 

一等奖 11 41015 PickMe e 健身新型网络平台 黄诗琦 王芷若 崔靖 张楠 何明奇 张斌   安徽财经大学 15755296268 

一等奖 12 33076 

“宠 Dr”新型

宠物圈创业

训练团队 

宠圈――打造新型

宠物链圈 
洪倩 贺念哲 戴昕燕 储典媛  韩春杨 丁朝阳  安徽农业大学 15055328763 

一等奖 13 46001 SNAIL 泊客 e 行 代陆宇 曹乐 何文成 季玙璠  卓翔芝 张亚琦  淮北师范大学 15551583160 

一等奖 14 66999 红苗 
红苗–大学生红色

教育互联网平台 
赵梦蝶 吕杰琼 方静 唐勇旭 陆文虎 丁琼   皖西学院 13866501236 

一等奖 15 43959 T-five 
Seeing 自媒体 

环游体验 
张凯璐 姜浩娅 彭静雅 李曼 汤艳红 邓其志 卢琪  巢湖学院 18715203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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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 16 76464 青春百川队 
安徽省英奋斯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 
许纪成 汪茹悦 王丽霞 尚鹏飞 黄肖宇 何刚   安徽理工大学 17775219505 

一等奖 17 62506 菇咚菇咚 
合肥优蘑食代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崔雨晨 汪紫戎 李春云 黄爱国  龙雁华   安徽农业大学 19956577365 

一等奖 18 65524 享拍团队 
安徽省享拍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 
丁业宸 王硕 王林娟 汪思翔 李新乐 杨力 程元栋 张小波 安徽理工大学 17344034331 

一等奖 19 37818 Zero Art 两雨创艺 侯雨微 张雨婷 章泽宇   万蓉蓉 佘海月 
马以、 

陈莉 

合肥职业技术

学院 
17856761869 

一等奖 20 39744 爱乐之城 爱乐之城 薛文鹏 田佳敏 贾宇琪 严若飞 吴思雨 郑文生 徐磊  安徽财经大学 13095525021 

一等奖 21 54461 

安徽馨如文

化传媒有限

公司 

视频推广 李馨如 查文卓 徐佳谊 张红文  潘海红 刘艳彩  
安徽国际商务

职业学院 
13866561766 

一等奖 22 65375 长庚队 Ichinese 韩俊兰 俞振宇 周宇阳 张艺文  李双双   安徽理工大学 13505659185 

一等奖 23 42274 诚龙队 
诚龙畜牧科技有限

公司 
孙海军 莫志伟 黄娟 李根 鲍琪敏 左红娟   

安徽信息工程

学院 
19855307768 

一等奖 24 80920 乐行团队 MID 科技有限公司 徐览 张彤彤 杨帆 王娜 朱姚 李洁   安徽理工大学 17355482792 

一等奖 25 50427 行走课堂 行走课堂 胡宏羽 邵壮 陈琪 陈港回 李怡 张璐 孙光旭 
夏振华、

花海潮 
安徽农业大学 13966346298 

一等奖 26 59813 超然团队 易搭智能云服饰 张厚臣 杨娜 邢冰冰 李树园 张庆玉 耿纪超 朱俊奇 张兴玲 安徽理工大学 17364301673 

一等奖 27 43600 

谁动了牛顿尘

封已久的第三

个苹果队 

Visual Hunter（暗

影猎人）游戏化测评

云平台 

李博伦 韩菲菲 梁慧慧 卞雨菱 郑银兰 张苗苗   淮北师范大学 17621733190 

一等奖 28 61182 携课行 
“课践”：千万大学

生课程实践平台 
姚文华 李庆国 左行 张佰姣 周明如 张中英 游许敏  

安徽信息工程

学院 
18712505488 

一等奖 29 40705 慕之雪 
学“乐”无忧——轻

乐器一站式培训机构 
薛帅 纵楚楚 董伊凡 钱艳晴 杨晶晶 黄莺 昂娟  

马鞍山师范高

等专科学校 
13399506618 

一等奖 30 33083 寻农决 
宣城市众盛农业有

限公司寻农决项目 
陈继威 周志华 江润族 阳燕燕 包婷婷 胡敏 吕宗明  

宣城职业技术

学院 
13026076521 

二等奖 31 37347 
“洁”秆进行

时 

安徽秸乐洁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荀梓莹 聂静 谢阿红 许士林 刘威 郑亚琴  夏芳芳 安徽财经大学 13023019625 



12 

 

二等奖 31 40870 一起吃蓝莓 
以“莓”为媒——蓝

莓产销服务平台 
苗宇 徐碧莹 张振宇 张剑辉 欧文静 任志安   安徽财经大学 18895675600 

二等奖 31 43320 
superwomen

队 
魔镜 APP 李书书 曹慧 叶凯歌 陆翠翠 徐歌 万光彩   安徽财经大学 17856276216 

二等奖 31 38125 收获果实队 

“藕遇”电商——千

亩荷塘莲藕种植基

地 

方瀚琨 吴若唯 张婉玉 陈若瑶 秦秀颖 武佩剑   安徽财经大学 18855235296 

二等奖 31 38396 
Polaris 北极

星 

北极星人才培养平

台 
王璐 潘玉 朱炳汶 程昊野  郑文生   安徽财经大学 13855455688 

二等奖 31 37302 胜羽之星队 
Farmer 商城复合型

城乡一体化物流体系 
施晓蕊 武友成 钱海   周泽炯 吴灼亮  安徽财经大学 18895628745 

二等奖 31 38027 坚果学院队 
坚果学院——课堂

外儿童成长教育 
吴萍 刘磊 成相煜 胡星辰 舒畅 张恒   安徽财经大学 15895712219 

二等奖 31 37532 起风了 
“绿水青山银行”—

—农村环保公益平台 
张文远 汪宇凡 周滔源 贺燕萍  张斌   安徽财经大学 13095525211 

二等奖 31 62839 5A 级锦鲤队 一眼 谢钟凯 夏宇彤 凌瑞曦 汪裕玲 薛媛媛 祝静静   
安徽大学江淮

学院 
17355183865 

二等奖 31 67798 蜂群队 递健有限责任公司 
方   

芳 
徐  敏 黄星宇 程梦雨 朱伟龙    安徽工程大学 18859198820 

二等奖 31 67548 小新潮队 
智博自动化科技有

限公司 
唐淳梓 申宛之 刘露露 唐   龙 江   燕 谢荣见 刘有余  安徽工程大学 13696761429 

二等奖 31 57115 飞烨队 
旋风科技--未来除

尘行业新定义者 
刘雯雯 何国行 王紫薇 汪刘柳 胡子诺 谢荣见   安徽工程大学 15029507462 

二等奖 31 38002 勇往直前 食速校园 APP 苌思宇 祖铭 凤咏雯 周兰兰 董跃耀 周爱军   安徽工业大学 13905672678 

二等奖 31 40839 路漫求索 
基于GPS的太阳能智

能水上增氧器 
梅雨 余畅婉 顾子琪 谢樽 储匡正    安徽工业大学 15755594418 

二等奖 31 49225 百事快乐 柳编阁 袁磊 汪夕文 郭晓迪 黄徐龙  方瑛 潘海红  
安徽国际商务

职业学院 
18792274301 

二等奖 31 53836 远航 你农我浓 杨运 陈雪 杨云祥 苗江涛 张金虎 姚沁 龚红庆 孟飞龙 
安徽国际商务

职业学院 
1811977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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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 31 47404 哈勃校园 
安徽赛德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韦龙强 王清华 朱洋洋 王行宇 郑胶胶 钱鉴青 沈鸽  

安徽国际商务

职业学院 
18196680004 

二等奖 31 48561 ZQ 科技 逸知教育 王加贤 张强 张健 韩旭 王鑫 杨杰   
安徽国际商务

职业学院 
15391888939 

二等奖 31 79523 

“信客”精密

模具一站式

采购平台 

“信客”精密模具一

站式采购平台 
熊师 胡镜 刘蒙蒙 李莹莹 魏婧怡 许东明 刘洋 徐文杰 

安徽机电职业

技术学院 
17856901604 

二等奖 31 55755 碰撞 萌宠旅社 张玉会 曹一博 陈柳 杨莲莲 朱菊    
安徽警官职业

学院 
大一 

二等奖 31 54854 
室内设计小

分队 
尚酷微景观设计 杨晓雨 周成宇 苏煌镪 王志远 刘新    安徽科技学院 18712563532 

二等奖 31 57060 维斯盟 
石墨烯改性船舶重

防腐涂料的研制 
吴天路 周萍 朱林玉 张尚智 郝飞翔 李子荣   安徽科技学院 13855843003 

二等奖 31 43980 
这是什么神

仙队 
掌上农场 詹玲玲 许丹丹 宣彤彤 赵岳凡 鲁凤婵 邓慧娴   安徽科技学院 17855983707 

二等奖 31 54116 汐宇 
智能温室自动控制

系统 
李诗瑶 喻高 艾成臣   马万征   安徽科技学院 17856028372 

二等奖 31 50602 星原团队 
家飨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张可 卲满金 郭旭 葛煜 赵振浩 耿家营 李洁  安徽理工大学 17775201315 

二等奖 31 68285 智柚 
安徽智柚三维科技

有限公司 
王子莹 罗嗣萌 王瑞敏 任建成 代万珍 何刚 张旸  安徽理工大学 13145540228 

二等奖 31 61131 创 e 团队 
5e 智慧睡眠枕具

—“高枕无忧”项目 
邬珊珊 任林燕 骆攀攀 石兰兰 王秋雨 郭勇 江正君  安徽农业大学 18297556933 

二等奖 31 34129 何以笙箫默 

田野牧歌——省内

领先的兽医联盟专

家平台 

杨雅婷 杨世雄 夏坤龙 朱立权 陈帆 王在贵 丁仁源  安徽农业大学 15855190997 

二等奖 31 45285 07 天秀团队 晚枫停客 杨彪 任盈盈 程瑶 姜玉虎 黄世成 周晓红   安徽三联学院 18326088938 

二等奖 31 59566 精灵战队 U 车位 吕紫悦 葛文姬 徐小曼      
安徽审计职业

学院 
18726350026 

二等奖 31 40601 五间道 宠物恒星 李梦璇 叶茂 吴秋霞 王琦琪 周铭锐 李运鑫   安徽师范大学 17718292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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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江学院 

二等奖 31 44297 link 文仪微影 吴文昌 祝勤德 梅龙 朱小龙 黄同琳 金锐 王颖  
安徽文达信息

工程学院 
13085031776 

二等奖 31 66353 朝歌 iFlower--治愈花盆 刘文华 朱立群 肖虎 徐颖 李欣然 金锐 刘欣  
安徽文达信息

工程学院 
13013027201 

二等奖 31 53590 攻坚队 
垂直电子商务平台

“悯农 APP”的打造 
程函 王溯 俞婉君 张浩然 徐婕 钱进 刘微  安徽新华学院 17344090105 

二等奖 31 44243 潮鞋绘 潮鞋绘 曹淑婷 张洁雅 张文婷 包贤娟 程兰 王汉敏   
安徽信息工程

学院 
17355377311 

二等奖 31 46203 骄阳似我 “新”家具 霍雨晨 李虎 王海玲 王建华 吴敏雪 邹辉 张敏  
安徽信息工程

学院 
18255262563 

二等奖 31 32455 追风筝的人 影像记 王蒙蒙 傅代弟 刘萍 尚文蝶 孟  昊 方健   
安徽邮电职业

技术学院 
17344056884 

二等奖 31 58682 
Chasing 

Dreams 
扶利达 智瑞 王玲 王树涛 邓鹏远 王洪飞 倪飞 范思敏  

安徽中医药大

学 
15056015374 

二等奖 31 55816 
蚂蚁掘金小

队 
普惠农金互助社 彭伟男 陈伟 杨梦琦 王雨     安庆师范大学 17681014898 

二等奖 31 48343 前途密钥 前途在线 刘侠 孙小丽 蔡聪 杨美美 陆雪芹 张帅兵 苗慧勇  巢湖学院 18456779664 

二等奖 31 36467 青禾赋梦 

激活乡村振新内生动

力——数字生态旅

游，打造田园综合体 

李雪锋 李涛 陶瑾瑜 李炜豪  柳思维 吴自爱  池州学院 18056406319 

二等奖 31 61588 校园运动吧 零点 陈聪 吴庆澳 朱婕 王娟 唐珂 吴强 王剑程  池州学院 18856684532 

二等奖 31 44394 N 队 易闲家居 叶青友 康西妹 徐祖义 张康 胡成平 殷韦韦 王剑程  池州学院 18355350675 

二等奖 31 43186 
大佬们出来看山

里人.mp4 
电商设计服务外包平台 柏子圣 刘海旭 帅洲翔 宋宇婷 吴云飞 谭庆 张汀  池州学院 18955471629 

二等奖 31 86070 乐源队 寓教于农 亲子农场 赵慧 李方圆 盛婕 吴明明 田佳慧 孟凡会 房东阳  滁州学院 13956210997 

二等奖 31 76003 智能 e 家 智能 e 家 李文菲 余京 张蒙 郑立云 张莲 陈若旸 江柳莹  滁州学院 17856005626 

二等奖 31 62429 五虎将队 臻艺坊 杨杨 郭阿才 苗壮 凌雪儿 朱娈馨 朱龙   阜阳师范学院 13399588956 

二等奖 31 57199 碧罗天 碧罗天 孙玉梦 王晓雨 胡锦昀   王丛丛 金继良  阜阳师范学院 13855167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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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 31 50495 徽华队 志传万家 许诺 邢世森 柴桂峰 王鑫 钱智远 房厚信   阜阳师范学院 18356967487 

二等奖 31 69382 魑魅魍魉队 

“智慧星”——面向智

慧物流园区的云平台运

营模式商业计划书 

李瑞晗 赵鑫 武雅楠 李博欣  胡小建   合肥工业大学 15212459808 

二等奖 31 43557 
合肥工业大

学宇宙队 
智慧药 e 购 王瑶 原慧娟 刘娟 祁萱 伏雅婷 钱晓飞 傅为忠  合肥工业大学 13685603105 

二等奖 31 37021 
春卷配糖豆

炒冰番茄 

Care--你的贴身保

镖 
窦金玉 唐钰涵 曹华冰 师文宇 李春旭 李应   合肥工业大学 17856530421 

二等奖 31 37298 WE 创队 文明观测台 付雨婷 耿丽 吕政岳 唐雯  何建民 孙见山  合肥工业大学 18805670206 

二等奖 31 40437 慧养老 老有所为 杨洁 康晓佳 高双燕 王荡 樊蓝格 刘心报 赵树平  合肥工业大学 17356585182 

二等奖 31 39615 智能能能队 
熊猫说—“智慧+”儿

童综合素质培育平台 
邵佳颖 张慧琳 章锋 何静 戴泽骄 傅为忠   合肥工业大学 18069817909 

二等奖 31 44478 
趣拓校园团

队 

基于高校第二课堂

成绩单的

“offer+”云平台 

路涓 汪斌 范小虎 褚小慧 黄宁娇 杨乾坤   合肥工业大学 15209863273 

二等奖 31 59997 小猪配齐 小猪配齐 朱光耀 王支森 陈晓锋 任姿璇 刘微 牛姗姗 赵菊  合肥工业大学 15077925893 

二等奖 31 50845 高级智囊团 思普校园综合平台 高岩 马宇川 马泽平 石莹 郑捷 傅为忠   合肥工业大学 18856308521 

二等奖 31 58303 

宣城市点墨

文化创意有

限公司 

宣城市点墨文化创

意有限公司 
曹惠玲 陈露 陈兵 李梅凤 贾建波 付彦林   合肥工业大学 18856306927 

二等奖 31 40943 Dr.champ 
基于大数据及云服务

平台的共享康复驿站 
王瑞琪 李宝怡 李浩斌 张志辉 李祥琦 钟金宏 李兴国  合肥工业大学 13855144576 

二等奖 31 78396 守望者 

生命卫士_无线心肺

突发性疾病预警领

域的先行者 

林浩鑫 仇应亮 胡明 蒋恺 曹锐 陈兵兵   合肥师范学院 13721088351 

二等奖 31 42186 

灵魂重铸

Soul-Rebirt

h 

灵魂重铸

Soul-Rebirth 
秦家哲 王雨 徐婷 赵冬冬 周舟 邓呈逊 孙虹  合肥学院 18297975574 

二等奖 31 39817 夏暮文化 夏暮文化 吴子威 欧汀汀 曹迪 苏永宏 魏守正 李雯雯   合肥学院 18009665432 

二等奖 31 73520 一鸣电商 鹿洗 BP 谢磊 王华生 孙雅婷 裴宇 张杰利 韩路 余洋  合肥职业技术 17356580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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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二等奖 31 45325 黑曜筑梦队 
蛋壳校园职场就业

创业服务平台 
王久松 邓美佳 卞正长 丁芮 刘婉诗 庄道元   淮北师范大学 15551755199 

二等奖 31 45656 拆迁大队 “社呼”APP 杨晶晶 黄一帆 汪超 李瑨 乔路遥 张亚琦   淮北师范大学 13135573793 

二等奖 31 45307 因为优秀队 
“2050”老年服务类

APP 
周旭 郭紫雯 孟达 康艺 郜中琴 卓翔芝   淮北师范大学 15656110499 

二等奖 31 37164 金色童年 
四维一体“爱心助

力”学生营养餐项目 
张成明 王天义 王伟 周丹丹  孙大军 聂梓 吴鹏 淮南师范学院 17398360626 

二等奖 31 36848 共同成长 
淮师叮当O2O电子商

务平台 
汪媛 刁玉山 吴青青 卫逸文 吴贻枫 邱少华 杜亚敏 

平毅、刘

文刚 
淮南师范学院 17398360170 

二等奖 31 36923 四季传承者 
助力扶贫--五色豆

腐产业链 
郑欣 赵丽芳 徐玮 王俊峰  李用俊   淮南师范学院 18855461413 

二等奖 31 36983 

Dream Fight 

电子商务团

队 

大别山农产品电子

商务平台 
程晓梦 江成悦 桂慧妹 王凤君 金海云 朱扬宝   淮南师范学院 18860442440 

二等奖 31 36957 持梦以恒 成长无忧小硒鼠 黄其钊 张海伦 邹荣妹   孙大军 汪承润 王韬 淮南师范学院 18855489622 

二等奖 31 35215 四喜 福安行 陈紫妍 胡萍 沈慧 毕全茹  柴朝超   淮南师范学院 18110291397 

二等奖 31 45752 创霸 
徽源亿创有限 

责任公司 
储雷鸣 李云江 姜萌 邹静 袁梦 徐良玉 左小蓉  黄山学院 18855999560 

二等奖 31 53317 智慧游 国学易知 凌文钰 王小陆 夏怡   杨辉   黄山学院 17358070365 

二等奖 31 69259 创佳 面向采购，助力小康 钟涛 周伟成 王思凡 朱文文 刘诗罕 宁丙乾 蒋媛媛 储成佑 黄山学院 17855912720 

二等奖 31 41559 巅峰队 
黄山非▪旅文化创意

有限公司 
乐韵 喻萍 吴珊珊 胡逸雪 李伟丽 项昱 刘宁晖  黄山学院 17805593256 

二等奖 31 69638 
今天不想跑

呀 
数据化古民居保护 黄肖 宋安琪 涂必虎 郑娜 倪建设 项昱   黄山学院 18297762580 

二等奖 31 67899 金鳞 “青葵园”助力三农 崔梦霄 陈蓉 孙园东 王家静 张克雨 吴佩莹   黄山学院 18705598323 

二等奖 31 58218 "二时"战队 
球型关节人偶服装

及周边设计 
王雅楠 梁晓东 王莉君 韩梦柳 常菲 蒋璐璐 何琪  

马鞍山师范高

等专科学校 
17353776301 

二等奖 31 50107 小伙伴 
“随心搭”智能搭配

系统 
朱亚菲 程明 张梦 杨群龙 王思路 毛芳菲 吴慧林 谢庭容 

马鞍山师范高

等专科学校 
17353775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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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 31 57596 本味 upower 
“拼装艺术”-大学

生寝室软装设计 
沈天赐 郭雯雯 孙翠 邱雨 黄雪虎 蒋璐璐 刘娴  

马鞍山师范高

等专科学校 
17353776325 

二等奖 31 44603 Galaxy 战队 创 e——乡互筹 金秀慧 王磊 陈婷 程刚 邓文 孙翠平   铜陵学院 18856272290 

二等奖 31 45049 校园赢家 一路兼职 蔡鑫玲 陶新阳 张丹丹 叶贝贝 张宇 陈拥军 王庭  皖西学院 18856470120 

二等奖 31 60108 e 片绿植 
城市绿光-新时代居

室绿植 
刘南鑫 杨炀 陶金林 江兰兰 杨叶兵 张亚杰 丁士杰  宿州学院 17856883165 

二等奖 31 32943 清风队 为爱发声 高海霞 姚玲玲 汪倩 童振军 马培林 胡发刚 徐旭  宿州学院 18855793727 

二等奖 31 33079 Dream 

宣城市宣之彩计算

机科技有限公司字

节跳动 

乔明强 王旭旭 董文静 余浩然 徐海飞 刘训星 苏文明  
宣城职业技术

学院 
18395533667 

二等奖 31 34646 创 E 队 创 E 微播 高小宝 陈燕 赵会会 陶莉 李倩婷 王玉 何学成  
宣城职业技术

学院 
18395533681 

二等奖 31 34647 新希望 Tea Talk 杨慧民 查洪成 杜非凡 王劲松 姚礼成 张小奇 龚勇  
宣城职业技术

学院 
18755392873 

三等奖 32 38887 陶艺租 陶艺租 徐滢涵 唐欣越 胡蝶 胡昊 李天 杨栋   安徽财经大学 18188189549 

三等奖 32 41859 自强 
“废保计划”:一场

废品回收的革命 
张国旗 曹恩林 补涵丹 高羽洁 胡深鑫 张志胜   安徽财经大学 13956735632 

三等奖 32 43672 
唐僧创业团

队 

小猴少儿编程在线

教育 
华纯良 王珺阳 杨坤 王一砚  张子振 许云华  安徽财经大学 13135520259 

三等奖 32 85049 雅狐商贸 雅狐商贸 陈祖泽 年旭东 刘迪 李中天  何长龙 刘晓武  
安徽城市管理

职业学院 
19942514582 

三等奖 32 48497 至成拓展 至成拓展 鲁加豪 路相相 李彬 李稳 彭顺林    
安徽城市管理

职业学院 
13215550915 

三等奖 32 67190 安城创客 “一正”智慧社区 夏一正 邵云 李伟南 程晓康 李向东 喻满意 李晔洁  
安徽城市管理

职业学院 
18326082355 

三等奖 32 66574 
合肥宠祭服

务有限公司 

合肥宠祭服务有限

公司 
夏学涛 宋薇 邱静雯 张文杰 郑晨 何军   安徽大学 13856544847 

三等奖 32 76645 流量池 洽洽坚果品牌优化全案 周雨航 陈晨 孙文放 张韦韦 张浚哲 何军  周云华 安徽大学 15956546564 

三等奖 32 53387 顶呱呱 老有所依云养老计划 宋采蓉 徐锐 李远想 施婷婷  周二鹏 田玉英  安徽电子信息 1366562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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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32 75174 
疯狂的动物

园 
萌宠乐园 黄磊 周维芹 高波      

安徽工商职业

学院 
18075053161 

三等奖 32 59526 
穿不烂的球

鞋 
Zero to One 张海军 田志 刘高天 邵宇 刘琦 江雨燕  

何小康、

季鹏 
安徽工业大学 17855515808 

三等奖 32 41429 HiGroup Hit and Run 游戏地图 胡铭 陈文强 陆文绮 王荀 郭梦瑶 
甘如美

江 
江雨燕  安徽工业大学 15551067939 

三等奖 32 32698 学习强队 驴达人 段钰 李文灿 邱悦旻 范浩东  刘成   安徽工业大学 15155978883 

三等奖 32 70133 拓海队 
互联网+乡村生态旅

游 
罗庆年 周宇婷 马怡乐 孙新磊  詹凤   

安徽工业大学

工商学院 
15178300597 

三等奖 32 67574 rage 
大学生职业规划兼

职考证 
肖雪 阮晶晶 武维维 茆捷宣 唐梦琪 陈文婕 熊晶远  

安徽国际商务

职业学院 
13866994491 

三等奖 32 53955 简素 私人定制婚礼策划 夏俊杰 余方云 吴侠 朱有东  唐梦瑶 余海萍  
安徽国际商务

职业学院 
15212157126 

三等奖 32 47498 E 云科技 E 云科技公司 孙琦龙 刘欢 朱志昆 许昌  杨杰 胡俊  
安徽国际商务

职业学院 
17605545780 

三等奖 32 83329 一路人 路人豆坊 顾庆利 刘昌博 朱亮亮 徐鸣豪 孙多银 吴湘君   
安徽国际商务

职业学院 
13655546700 

三等奖 32 83026 区区闲云 汉元素 梁子薇 刘海红 昌丽丽   葛鹏飞   
安徽国际商务

职业学院 
17760802675 

三等奖 32 52229 维可特瑞 趣哪儿 刘磊 程魏平 张胜杰   葛鹏飞   
安徽国际商务

职业学院 
19956929872 

三等奖 32 49995 子龙创意+ 普林斯高级健身会所 邵晨晨 徐子豪 涂成龙   贾欣   
安徽国际商务

职业学院 
15755429644 

三等奖 32 48501 白头鞋老 校园鞋服专售 陈明强 凌筱莹 蔡锦宇 邢健飞 孙可卿 王钰鑫 刘艳彩  
安徽国际商务

职业学院 
18656270103 

三等奖 32 65919 第二人生 星辰科技 李翔 周杰 周旋 张奇 王贯 赵婧 朱伟伟 孙健健 
安徽机电职业

技术学院 
15955406955 

三等奖 32 56636 311 3D 全息投影人物 杨柳 胡锦锦 申金慧 唐琳 王海玲 周伟 宋广群  安徽交通职业 18256506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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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 技术学院 

三等奖 32 49278 五粒瓜子队 
WE CARE 宠物训练学

校 
程康 万凌瑞 梁瑶 张文涛 朱瑾琦    安徽科技学院 17705528313 

三等奖 32 43598 汇创 宠美科技有限公司 李华旭 向文君 施洪涛 王玉 刘皓    安徽科技学院 17855023136 

三等奖 32 43801 玖阅团队 徽州茶韵 徐琪 王蝶 耿家堃   徐兰香 张俊  安徽科技学院 17755240690 

三等奖 32 58405 风之队 
“水化油”科技有限

公司 
刘领 孙丽金 刘天贤 杨雪梅  张炎   安徽科技学院 18306709110 

三等奖 32 55721 卓越科技 
蚌埠卓越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唐媛媛 陶新梦 彭浩天 喻高 马其雪    安徽科技学院 15155249521 

三等奖 32 51823 研知队 
智达电子商务物流有

限公司创业计划书 
余乾 管梅梅 张跃 万李红 许丹 杨力 程云鹤  安徽理工大学 17364305760 

三等奖 32 81415 
阳谷康禾团

队 

阳谷康禾有限责任

公司 
张雪 田睿轩 李琳新 朱正祥 何曼曼 陈莉 孙军锋  安徽农业大学 13053057775 

三等奖 32 36755 梨压群芳 种梨之旅 陈信 许磊 陈立夫 张超林 李浩然 范国华 乐毅  安徽农业大学 15955140414 

三等奖 32 82623 
皖农科技团

队 

皖农科技高山有机

水稻扶贫项目 
杨群 陈若愚 袁洁 干春霞 张晓晴 江俊起 李晓萌  安徽农业大学 13615652119 

三等奖 32 38732 兔子吃葡萄 
在线可视化酿造设

备在农家乐的推广 
张飞宇 刘妮妮 李子辉 王明 管玉坤    安徽农业大学 17755992830 

三等奖 32 36814 e 农团队 惠万农 APP 吴杰璇 匡纪禧 彭娅   杜宇能   安徽农业大学 17356582693 

三等奖 32 37184 鹅卵石团队 聘帮求大学生平台 孙康 汪鹏 冯卓娃 裴可 刘子婕 沈长龙 王艳  
安徽农业大学

经济技术学院 
17755190432 

三等奖 32 46041 志恒队 校园闲淘 苑伟伟 葛西茂 苏杭 黄鑫 祝保明 王辛   安徽三联学院 13721100541 

三等奖 32 74478 益传承 
安徽卡萨珠宝 

贸易有限公司 
刘晓玉 姜永鹏 许培瑶 殷清源  段文忠 束宇  

安徽商贸职业

技术学院 
17856942153 

三等奖 32 41862 迪士梦 天使救援 朱雅琪 阮启蒙 单飞宇   王冬菊   
安徽师范大学

皖江学院 
17855950045 

三等奖 32 80037 
再重名就真

的不报了队 

芜湖铁画电子商务

网站 
李欣荣 殷雨婷 陈志慧 张茹     

安徽师范大学

皖江学院 
15209896414 

三等奖 32 44282 one life 
壹生纪校园 

文创工作室 
江晓 刘慧 李漫漫 宋浩楠 杜成龙 刘欣 金锐  

安徽文达信息

工程学院 
15212595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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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 32 53891 e 点活力 优鲜到家 金锐 唐慧 胡夏艳 贾淑彤 韩洋 耿伟 王颖  
安徽文达信息

工程学院 
18056002415 

三等奖 32 45304 X 次方 食尚行家 葛梦姣 杨淑君 张林飞 刘忠文 朱守涛 冯晨晨   
安徽文达信息

工程学院 
15055053395 

三等奖 32 45570 无忧 何以解忧 杨坤 钱淑清 张蝶 张杰军 黄伟 李园园 李爱萍  
安徽文达信息

工程学院 
18656569496 

三等奖 32 63309 V-victory 微衣橱 李行月 徐琴 陈莎莎 刘祥英 王雪伟 李爱萍 李圆圆  
安徽文达信息

工程学院 
18255032125 

三等奖 32 63305 The pioneer 啡言 段润知 胡雅婷 徐冰燕 许婷婷 胡容 李爱萍 李圆圆  
安徽文达信息

工程学院 
19966463125 

三等奖 32 63091 Summer 队 
“E-book”云教育平

台 
杨琴 刘凯瑞 胡中华 朱雨晴 颜慧 余雷   安徽新华学院 15956495916 

三等奖 32 61200 Z 战队 

图书馆座位资源充

分与公平利用的创

新创业方案设计 

郑书祺 朱悦 张德琼 卫月月 余勇强 王丹丹 何向军  安徽新华学院 13965543867 

三等奖 32 40371 有念队 飞享平台 周万里 刘银兰 王磊 朱程宇  苗思忠 余欢欢  
安徽信息工程

学院 
13955360177 

三等奖 32 40329 明镜队 
行李箱的天下---真

惜伸缩行李箱 
张涛 李梦雪 张婷婷 柳伟 木孟良 王静月 于凤  

安徽信息工程

学院 
13275840173 

三等奖 32 42234 智行合一 
一款传统工艺体验

平台—艺轩体验馆 
张登宇 董鉴资 刘紫玉 任强富 张路 钱玉霞   

安徽信息工程

学院 
14790133757 

三等奖 32 41361 TK5 
安徽无忧第三方物

流包装平台 
邓文哲 武忧 朱小娟 黄一恒 张琼 丁正龙 于凤  

安徽信息工程

学院 
17816117994 

三等奖 32 64697 
五花石工作

室 
棱镜空间 张青 牛明光 丁瑞 秦子强 白友松 解苗苗 仝浩  

安徽医学高等

专科学校 
18256517845 

三等奖 32 32520 Hear Me Roar 淘兼职 孙东旭 张雅倩 刘洋 陈功约  方健   
安徽邮电职业

技术学院 
17344062918 

三等奖 32 57616 春申 烂番茄 赵誉 高一晗 申诗文 庞执航  方健   
安徽邮电职业

技术学院 
17355184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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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 32 37688 筑梦团队 3D 会展公司 吴越越 祁书茹 朱雨洁 王军  张进成 张祎  
安徽职业技术

学院 
17756089678 

三等奖 32 61809 百当归纸 中药纸巾纸 刘梦田 黄山 张启航 揭辉阳 陈会鑫    
安徽中医药大

学 
17344054052 

三等奖 32 75577 雅学汉语 雅学汉语 潘洁玉 秦静谊 朱晓燕 陈治江 陈培培    安庆师范大学 17855602292 

三等奖 32 41137 致远工作室 
韬客网络教育服务

公司 
尤洋妹 卢雪寒 王艳丽 孙凤 张颖 吴涛   蚌埠医学院 17775436891 

三等奖 32 41950 
守护你的老

腰队 
靠臀椅 王沐阳 江旭东 王震 郑聃  张道华 常雪琴  亳州学院 187 5670 5129 

三等奖 32 41735 新创 VR 虚拟工作室 黄继宇 张芳 李杰 梅明星 张彩红 张帅兵 苗慧勇  巢湖学院 17360879004 

三等奖 32 32906 
Millennium

千祺 

千祺文化/艺术领域

传播者 
毕良智 计政勇 汪青 陈亮 刘畅 丁继勇 王丹丹  巢湖学院 18654162989 

三等奖 32 51096 Save Save 应急救援 李靖 邓光正 陈明习 李欣 郑缘 石俊峰 武彬  巢湖学院 15856196119 

三等奖 32 45276 益思农 
益思农公益电子商

务平台 
张京华 王惠惠 张霞飞 陈涛 韩朝阳 陶有田 刘小燕  巢湖学院 13349092617 

三等奖 32 54633 星星队 AI 大数据+精准兼职 郭先波 曹猛 陈颖 王嫣  严爱玲 吴克平  巢湖学院 15178205030 

三等奖 32 44040 
撸起袖子加

油干 

“溢才”020 双向服

务 
陈楚楚 李星 徐叶 林梦晴  朱礼龙 张洁 

陈国李、

李士元 
巢湖学院 18355236305 

三等奖 32 37463 独唱团 
汇享高校教师资源

共享平台 
孙景初 张俊 李帅威 王静 杨风铃 项桂娥 柳思维  池州学院 19956652270 

三等奖 32 78925 成功人士 
互联网+电子产品服

务的创新服务模式 
潘立宪 周争强 张伟豪 肖山川 潘熹明 项桂娥   池州学院 18133336630 

三等奖 32 45037 大任队 常青π 赵文静 陶以成 曾易 徐琪 王昊 张汀   池州学院 15256506357 

三等奖 32 86114 水逆退散 
面向自闭症儿童的

NAO 机器人疗法 
赵根源 刘鹏飞 李志强 李佳文 康伟    滁州学院 18175255850 

三等奖 32 85634 Artist 滴卡食品及滴卡 APP 牛玉凤 刘皖君 阿贝娜   辛玉军   滁州学院 17856003325 

三等奖 32 55327 玄嚣队 
《”桑机“》——蚕

为天下虫 
吴琪 韦肖剑 申小胖 冯丽 李姝敏 朱龙 徐雪枫  阜阳师范学院 17856852495 

三等奖 32 49325 惊叹号 孔雀公主 荣琪 段佳荷 周晴 柳瑞俊  徐雪枫   阜阳师范学院 18712349416 

三等奖 32 61079 Light power 莱伊特净水 胡海萍 刘雨萱 李天号 李柳林 李心如 王畅 苗慧  阜阳师范学院 18325688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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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 32 49736 
便捷购物小

分队 
”Googo"购物车 于雪峰 胡锦静 左睿 李铭 郭珍洁 田志坚 王宪菊  阜阳师范学院 17856739412 

三等奖 32 57807 1345 队 柬单点 周欣 吴开东 施妲灵 沈晓斐 张诗雨    阜阳师范学院 17856170387 

三等奖 32 37452 新星之火队 
“星火家庭助手”

项目方案 
高志勇 翟娜 魏羽欣   冯莹莹 赵莎莎  

阜阳师范学院

信息工程学院 
17856154676 

三等奖 32 37538 近知自然 

依托皖南国际旅游

文化示范区的自然

研学项目网络虚拟

平台开发 

沈章军 谢飞 季涛涛 姚桐芙 赵启云    合肥师范学院 13955122770 

三等奖 32 32988 星明 颈椎特效保护套 武明星 李阿玉 陈剑强   刘启   
合肥职业技术

学院 
15056016946 

三等奖 32 44231 知梦 互联网+康复助手 徐满奇 闫少冉 李佳利 陈明慧  舒婷 吕正娟  
合肥职业技术

学院 
17355515589 

三等奖 32 44583 简单战队 随学课堂 吴雨 杨军 程国强 黄悦 倪敬争    
合肥职业技术

学院 
17681377219 

三等奖 32 75536 暮秀 暮秀汉服 王帅 张恩赐 汪千龄 刘忠奇  施芳芳 王文俊  
合肥职业技术

学院 
15905528531 

三等奖 32 42195 07 宝 07 宝项目计划书 薛勇 林楷翔 韩超 代港港  谭敬   
河海大学文天

学院 
13155536518 

三等奖 32 44879 三创灭霸 “盘 Ta”计划 倪蕾 姜岚 张莉 叶成龙 张雷鸣 仇多利 庄道元  淮北师范大学 15705595187 

三等奖 32 36709 

ilight 智能

光电有限公

司 

ilight 智能生活馆 王显 徐乾 温志洋 武晨歌 秦旭    
淮北师范大学

信息学院 
18096493702 

三等奖 32 36246 拓新 
AI 智适有“新”“意”，

爱国学富学“业” 
汤国辉 钱旺友 叶琦 王闪 邵玉蓉 郭瑞   淮南师范学院 17775206654 

三等奖 32 68267 三言两语 旅优＋ 邹郡 李颖君 王天宝 王凯利 苏飞    黄山学院 13329091160 

三等奖 32 67342 
深入农村搞

文创 

“生态丰乐，硕果长

潭”——徽农特色文

创项目 

张艳青 张静 赵琼 周顺点  贾芳芳   黄山学院 17805599759 

三等奖 32 60640 禹望 黄山绘境有限责任 朱磊 徐俊林 廖陈鑫 贺丹丹 段法文 童明勇   黄山学院 18895746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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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三等奖 32 67466 青春小可爱 

在"融杭"背景下电

商扶贫 APP"踪农通"

应运而生 

郭星雨 田娟 王晨 魏倩倩  蒋和平   黄山学院 17364499491 

三等奖 32 67321 仙女棒队 
黄山市过故人庄农

业服务有限公司 
盛陈思 彭菲 秦月红 苏龙慧 孙慧宁 邓英飞 杨静  黄山学院 13721187314 

三等奖 32 69868 方兴未艾 共享雨伞 张慧敏 万慧敏 黄雯艳   鲍志晖   黄山学院 15609615622 

三等奖 32 47972 寻规倒矩队 回源环保有限公司 许梦圆 许寅 徐思雨 杨玲玉 熊胡云 金一星 张瑞 金一星 黄山学院 17855912025 

三等奖 32 85130 叔叔阿姨 
大和食堂商务合作

平台有限公司 
王璐 孔洁雨 袁进   惠光伦   徽商职业学院 15675577107 

三等奖 32 50100 花点心思 吞蛙 吴裕楠 杨雨晨 阚筑梦 张宁宁 吴雨婷 吴慧林 毛芳菲 谢庭容 
马鞍山师范高

等专科学校 
18156887212 

三等奖 32 50479 一路同行 “田子阁”民宿村 姚浩 薛鹏 张雪莲 宋莹莹  范舟行 夏洁  
马鞍山师范高

等专科学校 
17355536895 

三等奖 32 50102 
爱得魔力转

圈圈 
萌宠 刘付贵 杨睿杰 黄雅 陈倩  吴慧林 毛芳菲 谢庭容 

马鞍山师范高

等专科学校 
13865093782 

三等奖 32 56665 米粒队 饭宝 唐芝琴 丁雅 胡会琴   刁山嵘 陈泉  
马鞍山师范高

等专科学校 
17353773571 

三等奖 32 63368 
梦想从这里

启航 
艺栈 于凯丽 蒋洁莹 陈子怡      

马鞍山师范高

等专科学校 
18356855693 

三等奖 32 61326 镜鸾沉彩 快利帮 查鸾玲 查鹏莉 田超      
马鞍山师范高

等专科学校 
18156888595 

三等奖 32 59334 奇思奇路 我行我素 朱乔爱 崔琴琴 王宁 付依扬 乔梦瑶    
马鞍山师范高

等专科学校 
18726097633 

三等奖 32 44077 海鸥 
Pioneer Outdoor（拓

荒者户外）跨境电商 
杨博威 代玉 孙慧敏 尤瑞楠 汪洋 赵微 艾云平  

合肥财经职业

学院 
18956779280 

三等奖 32 32172 蜂之队 
蜜缘——助力蜂产

业精准扶贫 
倪莉莉 唐国惠 李思睿 金淑婷 洪菲菲 刘寒春 白瑰伟 纪红 

铜陵职业技术

学院 
18956259988 

三等奖 32 44295 Pet lover 团 宠爱有家 蒲慧圆 邱家群 李磊 翟潇洁  陈昌勇   皖西学院 17856419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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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 

三等奖 32 72215 云上耕耘 
“云”上耕耘生态

园，青春筑梦农林村 
张振 吴梦雅 王俊伟 王旺海  吴昊 林悦  

芜湖职业技术

学院 
15655008085 

三等奖 32 44399 回归 由你掌厨 王慧琴 许露 操诺 陈露露 杨绮萌 张亚杰 郭玉侠  宿州学院 17856887185 

三等奖 32 47085 绿源 绿源 刘宇 廖荣洋 王睿 王长青 王恒娟 丁士杰 谢军  宿州学院 17856658970 

三等奖 32 35154 五星队 
电子废弃物资源化

利用平台 
任逸 李丹 姚芳 袁晓雪 汤美佳 徐旭 张锐锐  宿州学院 18895782993 

三等奖 32 49452 王少杰 绿馨花卉有限公司 王少杰 王陈 王雪晴 宋秀锦 王雨汀 汪珂 张斌 
夏青松、

丁肖 

宿州职业技术

学院 
18297670102 

三等奖 32 34346 明日梦子队 味宣城 方雨茜 闫根根 开稳 王宇 徐小凤 裴云霞 李涛  
宣城职业技术

学院 
18130281614 

三等奖 32 42528 漫天星空 
宣城市智游自哉房

车租赁公司 
王祖阳 岳凡 章文 凌翔  汪秀琴 胡素娟  

宣城职业技术

学院 
18158831815 

三等奖 32 35090 CES 新农人追梦之旅 黄颖 邵雨梦 张雨时 纵文 甘恢雨 蔡小爱 潘文  
宣城职业技术

学院 
18395531690 

三等奖 32 36195 漫天星辰 智慧农场 张尚军 周娟娟 钱自薇 俞慧敏 陈志伟 何学成 蒋敏  
宣城职业技术

学院 
17855384003 

三等奖 32 34489 快乐青春队 快乐农场 李栋臣 岑明安 郑娅 余彤 肖翔 黄倩 吕芳  
宣城职业技术

学院 
18395530608 

三等奖 32 36563 非凡电商 非凡电商 程少秋 张金霞 程远贵 王月  惠俊艳 汪秀琴  
宣城职业技术

学院 
18110488432 

三等奖 32 43748 演呗 演吧 杨可 葛艳 陈玉洁   赵莎莎 蔡冠群  
宣城职业技术

学院 
18855993319 

三等奖 32 33073 宣队 共享健身房 魏奇 王德霞 何王进 朱媛 赵浩远 黎颖 胡敏  
宣城职业技术

学院 
18130283173 

三等奖 32 34314 sfafsdfd 小 e(鳄)鱼集结号 吴奔 谢扬 张思涵 左云云  黄倩 王玉  
宣城职业技术

学院 
18297563652 

注：特、一、二、三等奖需列出成绩排名，根据各省的国赛名额将按成绩排序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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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优秀指导老师获奖情况 

团队 ID 指导老师 团队名称 项目名称 队长所在学校 队长联系电话 

36991 郑亚琴 舞风 “e+”中国舞 安徽财经大学 15755268516 

39283 伍章俊 永不退队 龟行——旅行私人定制服务平台 合肥工业大学 17856539450 

39283 田文祥 永不退队 龟行——旅行私人定制服务平台 合肥工业大学 17856539450 

40015 王建民 智联团队 安徽惠农享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安徽理工大学 17775226582 

43569 郑文生 云村有赞 云村有赞高校活动投票赞助平台 安徽财经大学 15357518117 

43569 华  斌 云村有赞 云村有赞高校活动投票赞助平台 安徽财经大学 15357518117 

53414 姚德利 有服同享 享衣阁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安徽理工大学 13855442518 

53414 王久平 有服同享 享衣阁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安徽理工大学 13855442518 

63502 宋海峰 何塞斐娜队 互联网+流通之跨境电商的发展新模式 合肥学院 18956810566 

63502 李雯雯 何塞斐娜队 互联网+流通之跨境电商的发展新模式 合肥学院 18956810566 

63502 何佳佳 何塞斐娜队 互联网+流通之跨境电商的发展新模式 合肥学院 18956810566 

38181 李  凯 南辉奋梦 “知道”短视频知识共享平台 合肥工业大学 15215442840 

38181 刘渤海 南辉奋梦 “知道”短视频知识共享平台 合肥工业大学 15215442840 

33601 殷世茂 “辣动青春”创业团队 “辣”动皖城――致力更多农民的脱贫致富 安徽工业大学 18133679022 

38306 何建民 流浪菜鸟 中国美，美中国—基于 LBS的互联网融通平台 合肥工业大学 17356585298 

38306 姜元春 流浪菜鸟 中国美，美中国—基于 LBS的互联网融通平台 合肥工业大学 17356585298 

41015 张  斌 PickMe e健身新型网络平台 安徽财经大学 15755296268 

33076 韩春杨 “宠Dr”新型宠物圈创业训练团队 宠圈――打造新型宠物链圈 安徽农业大学 15055328763 

33076 丁朝阳 “宠Dr”新型宠物圈创业训练团队 宠圈――打造新型宠物链圈 安徽农业大学 15055328763 

46001 卓翔芝 SNAIL 泊客 e行 淮北师范大学 15551583160 

46001 张亚琦 SNAIL 泊客 e行 淮北师范大学 15551583160 

66999 丁  琼 红苗 红苗–大学生红色教育互联网平台 皖西学院 13866501236 

43959 邓其志 T-five Seeing自媒体环游体验 巢湖学院 18715203372 

43959 卢  琪 T-five Seeing自媒体环游体验 巢湖学院 18715203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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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464 何  刚 青春百川队 安徽省英奋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安徽理工大学 17775219505 

62506 龙雁华 菇咚菇咚 合肥优蘑食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农业大学 17775219505 

65524 杨  力 享拍团队 安徽省享拍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安徽理工大学 17344034331 

65524 程元栋 享拍团队 安徽省享拍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安徽理工大学 17344034331 

65524 张小波 享拍团队 安徽省享拍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安徽理工大学 17344034331 

37818 万蓉蓉 Zero Art 两雨创艺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17856761869 

37818 佘海月 Zero Art 两雨创艺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17856761869 

37818 马  以 Zero Art 两雨创艺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17856761869 

37818 陈  莉 Zero Art 两雨创艺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17856761869 

39744 徐  磊 爱乐之城 爱乐之城 安徽财经大学 13095525021 

54461 潘海红 安徽馨如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视频推广 安徽国际商务职业学院 13866561766 

54461 刘艳彩 安徽馨如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视频推广 安徽国际商务职业学院 13866561766 

65375 李双双 长庚队 Ichinese 安徽理工大学 13505659185 

42274 左红娟 诚龙队 诚龙畜牧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信息工程学院 19855307768 

80920 李  洁 乐行团队 MID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理工大学 17355482792 

50427 张  璐 行走课堂 行走课堂 安徽农业大学 13966346298 

50427 孙光旭 行走课堂 行走课堂 安徽农业大学 13966346298 

50427 夏振华 行走课堂 行走课堂 安徽农业大学 13966346298 

50427 花海潮 行走课堂 行走课堂 安徽农业大学 13966346298 

59813 耿纪超 超然团队 易搭智能云服饰 安徽理工大学 17364301673 

59813 朱俊奇 超然团队 易搭智能云服饰 安徽理工大学 17364301673 

59813 张兴玲 超然团队 易搭智能云服饰 安徽理工大学 17364301673 

43600 张苗苗 谁动了牛顿尘封已久的第三个苹果队 Visual Hunter（暗影猎人）游戏化测评云平台 淮北师范大学 17621733190 

61182 张中英 携课行 “课践”：千万大学生课程实践平台 安徽信息工程学院 18712505488 

61182 游许敏 携课行 “课践”：千万大学生课程实践平台 安徽信息工程学院 18712505488 

40705 黄  莺 慕之雪 学“乐”无忧——轻乐器一站式培训机构 马鞍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13399506618 

40705 昂  娟 慕之雪 学“乐”无忧——轻乐器一站式培训机构 马鞍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13399506618 

33083 胡  敏 寻农决 宣城市众盛农业有限公司寻农决项目 宣城职业技术学院 13026076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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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83 吕宗明 寻农决 宣城市众盛农业有限公司寻农决项目 宣城职业技术学院 13026076521 

五、省级选拔赛工作总结 

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安徽赛区是全国分赛区之一，自 2009年开始，安徽省率先从华东赛区独

立出来成立安徽赛区。安徽赛区的竞赛组织得到了教育部高等学校电子商务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安徽省教育厅的高度重视

和大力支持，2019年第九届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安徽赛区选拔赛由合肥工业大学继续承办，并得

到了安徽省教育厅质量工程建设项目经费资助。 

作为全国“三创赛”安徽赛区选拔赛的承办单位，合肥工业大学积极贯彻大赛组委会关于大赛激发大学生兴趣与潜能，培

养大学生创新意识、创意思维、创业能力以及团队协同实战精神，响应安徽省教育厅激励大学生参加科技实践，培养科技创新

精神，推进高校学生课外学生科技活动深入发展的号召，现将具体工作总结如下： 

（1）领导重视、组织分工、协调落实 

 安徽省教育厅高度重视三创赛，2019年 3 月 1日下发“关于 2019 年安徽省大学生学科和技能竞赛工作安排的通知”文件

（皖教秘高[20]号），当月安徽省教育厅、合肥工业大学领导及管理学院领导召开专题工作会议，明确大学生学科竞赛的意义

和省“三创赛”的组织机构，确定以安徽省教育厅副厅长为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合肥工业大学分管副校长、安徽省教育厅高

教处处长为副主任员，安徽省教育厅高教处副处长、安徽大学等 10余所高校副校长、合肥工业大学副教务长为委员会成员的组

委会机构，组委会设立专家组和工作组，全面落实安徽省大学生电子商务“三创赛”的筹办组织工作。工作组设立秘书处，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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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于合肥工业大学，具体负责执行全省大学生电子商务“三创赛”的组织管理和协调工作。今年现场赛开赛前一个星期，合肥

工业大学梁樑校长亲自召开由校各部门领导参加的现场协调会，现场落实大赛的消防、安保、医疗和健康等一系列保障工作。 

为了办好 2019 年全省“三创赛”校园赛和现场总赛，安徽省教育厅委托合肥工业大学在全省组织专家，对省内各高校进行

大创竞赛培训，为参赛选手做赛前培训和作品打磨；安徽省电商“三创赛”分为校园赛、省赛的现场分组赛和现场总决赛等流

程，我省“三创赛”组委会邀请了省内外专家知名学者、专家担任大赛评委，为参赛选手点评并提出很多宝贵的意见，2019 年

第九届安徽省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总决赛邀请了教育部高等学校电子商务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杭州师范大学阿里巴巴商学院章剑林教授，教育部高等学校电子商务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南京财经大学信息

工程学院曹杰教授，教育部高等学校电子商务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合肥工业大学管理学院刘业政教授，科大讯飞股份

有限公司大数据研究院院长谭昶博士，以及深圳市因纳特科技有限公司胡强总经理担任安徽赛区现场 PK总决赛的评委。 

（2）全力筹备、专家发动、师生共创 

  合肥工业大学认真组织和落实“三创赛”安徽赛区的赛事工作，并派出专家奔赴全省各高校召开启动会方式动员各校师

生积极参加“三创赛”。安徽省教育厅一直高度重视电子商务三创赛工作，将这一赛事认定为安徽省大学生学科和技能竞赛 A

类赛事项目，每年通过办公系统下发大赛通知。我们工作组建立了“三创赛”工作交流 QQ 群，实时解决师生参赛问题，经过多

年努力成效效果。2019 年我省共有 58 所高校（包括分校区）4244支团队参与参赛报名，约占全国审核通过团队数的十分之一。 

（3）以赛促建、赛教统合、成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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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全国电商“三创赛”安徽赛区省级选拔赛现场赛及日程安排，经省赛组委会讨论决定，定于 2019 年 6 月 21 日-23

日在合肥工业大学屯溪路校区举行。其中，21 日团队报到，22 日现场陈述分组比赛，23 日终极对决及颁奖典礼。经过 3天赛

事活动取得成功，大赛圆满闭幕，在 2019 年安徽赛区总决赛中，各参赛高校好思路、好创意、好项目不断涌现，大赛激发了大

学生对电子商务的兴趣和创新创业潜能，培养大学生创新意识、创意思维、创业能力以及团队协同实战精神，省赛共评选出优

秀组织院校 10 项、冠军 1 项、亚军 1项、季军 1项、特等奖 6 项、一等奖 24 项、二等奖 89 项、三等奖 118 项，最佳创新奖 1

项，最佳创意奖 1项，最佳创业奖 1项，优秀组织教师若干。 

2019年的安徽省大学生电子商务“三创赛”，省内高校有 1200 多名指导老师和专业负责人参与指导和组织工作。与会的

老师们纷纷表示，感谢教育部高等学校电子商务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安徽省教育厅、省赛组委会为全省各高校老师和同学

提供了学习、交流、共创、共享的平台，继续加强所属高校电子商务类学科及其专业的建设，鼓励学生创建适合自己的素质、

知识和能力体系，以赛促学、以赛促评、以赛促建、以赛促创，培养高校教师和参赛大学生的创新意识、创业精神和创造力，

全面提升参赛师生在电子商务领域的创新、创意和创业实践的综合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