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银行 姓名 卡号

1 企业命题类 一等奖 浙江工业大学 红色方 工商银行杭州市留下支行 严凡 622*************237 5000

2 企业命题类 一等奖 中南大学 JobHunter 中国建设银行长沙市中大支行 肖豪 621*************550 5000

3 企业命题类 一等奖 北京交通大学 战斗暴龙队 中国银行北京市高梁桥支行 石江城 621*************508 5000

4 企业命题类 一等奖 山东中医药大学 Ideal 农业银行济南市泉城支行 蔡肖红 622*************772 5000

5 企业命题类 一等奖 中国政法大学 Mango team 中国银行北京昌平支行 李长征 621*************177 5000

6 企业命题类 一等奖 丽水学院 Punching 中国工商银行浙江丽水城西支行 刘智鹏 621*************289 5000

7 企业命题类 一等奖 山东科技大学 贪玩蓝月 建设银行济南天桥支行 刘文 623*************422 5000

8 企业命题类 一等奖 中南大学 2win 中国建设银行长沙市中大支行 高赞 621*************962 5000

9 企业命题类 一等奖 湖南中医药大学 代码兜 中国建设银行长沙市中医药大学支行 毛振 621*************726 5000

10 企业命题类 一等奖 宁波大红鹰学院 701Studio 中国建设银行宁波江北支行 翁益磊 621*************508 5000

11 企业命题类 一等奖 福州大学 启迹工作室 福建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莆田农商银行 王超凡 623*************635 5000

12 企业命题类 一等奖 广州商学院 梦想信号 中国建设银行广州中新知识城支行 陈丽怡 621*************110 5000

13 企业命题类 一等奖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信云队 招商银行宁波市分行中山支行 李可宇 621**********283 5000

14 企业命题类 一等奖 浙江财经大学 爱吃板栗 中国建设银行杭州市文西支行 戴晓强 623*************753 5000

15 企业命题类 一等奖 江南大学 foo 工商银行无锡市江南大学支行 夏珺 621*************337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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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企业命题类 二等奖 江南大学 嘤击长空 工商银行无锡市江南大学支行 张雨轩 621*************197 2000

17 企业命题类 二等奖 河海大学（常州） 我们不一样 中国建设银行常州市河海路支行 赵熙 621*************561 2000

18 企业命题类 二等奖 西南交通大学 达芬奇队 中国建设银行成都市沙湾支行 曾永家右 621*************740 2000

19 企业命题类 二等奖 浙江财经大学 IMAX团队 中国建设银行杭州市文西支行 吴泽珍 623*************213 2000

20 企业命题类 二等奖 长沙理工大学 北极企鹅 交通银行长沙市井湾子支行 马国正 622*************449 2000

21 企业命题类 二等奖 南京邮电大学 一颗赛艇 中信银行南京城北支行 沈磊贤 621**********445 2000

22 企业命题类 二等奖 河海大学 5 中国建设银行南京鼓楼支行 杨丽洁 621*************825 2000

23 企业命题类 二等奖 北京邮电大学 一颗苹果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北京市海淀区邮电大学
营业所

邓琪 621*************823 2000

24 企业命题类 二等奖 浙江工业大学 王者峡谷队 中国工商银行杭州市留下支行 金栋栋 621*************602 2000

25 企业命题类 二等奖 中南大学 DuskTDawn 中国建设银行长沙市中大支行 谭显瀚 621*************602 2000

26 企业命题类 二等奖 天津工业大学 物联服创队 中国建设银行天津河东支行 崔育帅 622*************568 2000

27 企业命题类 二等奖 丽水学院 BugFly 中国工商银行丽水市处州支行 周梦迪 621*************253 2000

28 企业命题类 二等奖 北京交通大学 徒有颜值 中国银行北京市高梁桥支行 王梓铭 621*************245 2000

29 企业命题类 二等奖 南京大学 CHeeSS 中国工商银行南京市汉口路支行 陈俐俐 622*************555 2000

30 企业命题类 二等奖 浙江工业大学 Creaster队 中国工商银行杭州市西溪支行 陈凯 622*************483 2000

31 企业命题类 二等奖 福州大学 我全都要 兴业银行武夷山支行 刘晨瑶 622************113 2000

32 企业命题类 二等奖 杭州师范大学 慢生活小队 工商银行杭州西溪支行 杨鹏飞 621*************685 2000

33 企业命题类 二等奖 中南大学 Suger 中国建设银行长沙中大支行 符钟娟 621*************077 2000

34 企业命题类 二等奖 中国政法大学 explore 中国银行北京昌平支行 施珺 621*************722 2000



35 企业命题类 二等奖 湖州师范学院 Tab 建设银行湖州市吴兴支行 沈张果 622*************719 2000

36 企业命题类 二等奖 厦门大学 Wedo 中国建设银行重庆市大足复兴支行 邓帅 621*************006 2000

37 企业命题类 二等奖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要做个仙女 交通银行杭州市下沙支行 封叶 622*************452 2000

38 企业命题类 二等奖 杭州师范大学 官方旗舰队 工商银行杭州西溪支行 杨鹏飞 621*************685 2000

39 企业命题类 二等奖 吉首大学 Untitled队 工商银行湘西州分行吉首市砂子坳支行 向茜 621*************462 2000

40 企业命题类 二等奖 浙江财经大学 4E 中国建设银行杭州市文西支行 邹雨林 621*************867 2000

41 企业命题类 二等奖
浙江工业大学之江
学院

骑猪看日落 中国工商银行绍兴绍兴县笛扬支行 王军 621*************703 2000

42 企业命题类 二等奖 浙江理工大学 Ecode 工商银行杭州市转塘支行 任富彬 622*************775 2000

43 企业命题类 二等奖 上海电机学院 挑战创青春 中国银行上海市深水港支行 王海龙 621*************801 2000

44 企业命题类 二等奖 合肥师范学院 拉格朗日队 中国建设银行合肥市城西支行 李丹丹 621*************157 2000

45 企业命题类 二等奖 北方工业大学 我们的队 中国建设银行贵阳龚家寨支行 曹庭玥 621*************256 2000

46 企业命题类 二等奖 湖南中医药大学 江湖五小虾 中国建设银行长沙市中医药大学支行 熊世唯 621*************247 2000

47 企业命题类 二等奖 武汉科技大学 青春不死 中国银行武汉建一支行 胡佳弋 621*************903 2000

48 企业命题类 二等奖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沧浪同游
建设银行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韶山南路支
行

侯贵敏 621*************900 2000

49 企业命题类 二等奖
南京理工大学紫金
学院

Asterism 中信银行南京市中山东路支行 钱毅原 621**********207 2000

50 企业命题类 二等奖 西安科技大学 风启队 中国建设银行西安市临潼区支行 李甜甜 621*************736 2000

51 企业命题类 二等奖 西南交通大学 The More 中国建设银行成都市沙湾支行 彭潇 621*************194 2000

52 企业命题类 二等奖 杭州师范大学 MelonPi 工商银行杭州西溪支行 杨鹏飞 621*************685 2000



53 企业命题类 二等奖 江南大学 superGUTS 工商银行无锡市江南大学支行 钱瑞峰 621*************625 2000

54 企业命题类 二等奖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小布丁 中国工商银行杭州市大学城支行 王子帆 621*************345 2000

55 企业命题类 二等奖 上海理工大学 蜜蜂小分队 交通银行上海漕河泾支行 戴垚均 622*************417 2000

56 企业命题类 二等奖 河海大学 李说啥都对 中国建设银行南京市鼓楼支行 李泽文 621*************492 2000

57 企业命题类 二等奖 安庆师范大学 大道至简 中国建设银行安庆市宜秀支行 徐廷政 621*************464 2000

58 企业命题类 二等奖 复旦大学 剑指卿云 中国银行上海市南京东路支行 王馨田 621*************053 2000

59 企业命题类 二等奖
厦门大学马来西亚
分校

马校五壮士 工商银行福建省分行福鼎支行 陈宇 621*************803 2000

60 企业命题类 二等奖 厦门大学 快递来了 建设银行厦门市厦大南光支行 郭嘉 621*************496 2000

61 企业命题类 二等奖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我们能赢 工商银行海南省东方支行 赵文航 621*************969 2000

62 企业命题类 二等奖 武汉科技大学 中午吃什么 中国银行武汉建一支行 吴小建 621*************600 2000

63 企业命题类 二等奖 重庆理工大学 皇家特工队 中国建设银行重庆学府大道分行 罗义翔 621*************327 2000

64 企业命题类 二等奖 浙江师范大学 三只小猪 招商银行金华市江北支行 胡楚楚 621**********722 2000

65 企业命题类 二等奖 大连民族大学 DLNUW 中国建设银行大连金普新区分行 马燕妮 621*************593 2000

66 企业命题类 二等奖 浙江科技学院 神圣之剑 农业银行杭州市保椒支行 陈喆 622*************277 2000

67 企业命题类 二等奖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我说的都 交通银行哈尔滨五州支行 付文彦 622*************745 2000

68 企业命题类 二等奖 西北工业大学 Npuers 工商银行西安市西工大支行 张少杰 622*************697 2000

69 企业命题类 二等奖 河海大学 悄咪咪 中国建设银行南京市鼓楼支行 孙声宇 621*************584 2000

70 企业命题类 二等奖 杭州师范大学 Pacer 工商银行杭州西溪支行 杨鹏飞 621*************685 2000

71 企业命题类 二等奖 宁波工程学院 宁工托儿所 中国建设银行杭州市临平支行 桑杭宁 621*************749 2000



72 企业命题类 二等奖 中国政法大学 法大致公 民生银行广州市天河支行 黄镇 621**********444 2000

73 企业命题类 二等奖 西南交通大学 PolarLight 中国建设银行成都市沙湾支行 杨浩镝 621*************227 2000

74 企业命题类 二等奖 杭州师范大学  +∞ 工商银行杭州西溪支行 杨鹏飞 621*************685 2000

75 企业命题类 二等奖 中国政法大学 霍格沃兹 中国银行北京昌平支行 吴文帝 621*************658 2000

76 企业命题类 二等奖 湖州师范学院 TCP/IP 建设银行湖州市吴兴支行 马小龙 621*************877 2000

77 企业命题类 二等奖 杭州师范大学 F5 工商银行杭州西溪支行 杨鹏飞 621*************685 2000

78 企业命题类 二等奖 武汉科技大学 明天 中国银行武汉建一支行 黄庆 621*************974 2000

79 企业命题类 二等奖 电子科技大学 电科物电人 中国建设银行成都市新鸿支行 木仕钊 621*************214 2000

80 企业命题类 二等奖 南通大学 dessert 浦发银行南通工农路支行 徐慧 622**********294 2000

81 企业命题类 二等奖 湖南工业大学 可乐队 中国建设银行株洲市城东支行 廖玲 621*************038 2000

82 企业命题类 二等奖
大连理工大学城市
学院

黑山 中国建设银行大连市昌临支行 周健 621*************734 2000

83 企业命题类 二等奖 塔里木大学 小团子 中国农业银行阿拉尔市塔里木大学支行 王进岗 623*************377 2000

84 企业命题类 二等奖 陕西理工大学 F6 中国建设银行松原市吉林油田支行 王钰坤 621*************270 2000

85 企业命题类 二等奖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HIVE 中国建设银行大连市高校园区支行 杨枢 621*************100 2000

86 企业命题类 二等奖 杭州师范大学 Burning 工商银行杭州西溪支行 杨鹏飞 621*************685 2000

87 企业命题类 二等奖 西南交通大学 Pallas 中国建设银行成都市沙湾支行 杨添靖 621*************358 2000

88 企业命题类 二等奖 浙江财经大学 甲乙丙丁 中国建设银行杭州市文西支行 陶晓莹 623*************082 2000

89 企业命题类 二等奖 东南大学 SEU_ICisC7 中国银行南京城中支行 闵嘉炜 621*************161 2000

90 企业命题类 二等奖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五棵松 交通银行杭州市下沙支行 赵飞锋 622*************844 2000



91 企业命题类 二等奖 南通大学 Sure 浦发银行南通工农路支行 徐慧 622**********294 2000

92 企业命题类 二等奖 南通大学 Sparks Fly 浦发银行南通工农路支行 徐慧 622**********294 2000

93 企业命题类 二等奖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信息工程学院

风盛科技 杭州银行临安支行 邵鑫 623************527 2000

94 企业命题类 二等奖 三江学院 RoyalTeam 中国银行淮安市分行涟水县支行 孙浩 621*************279 2000

95 企业命题类 二等奖 江南大学 艺湛 工商银行无锡市江南大学支行 高瞻 621*************738 2000

96 企业命题类 二等奖 北京邮电大学 ABC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北京市海淀区邮电大学
营业所

李东山 621*************920 2000

97 企业命题类 二等奖 大连交通大学 X-syah 中国工商银行大连市旅顺口支行 孙凌昆 622*************642 2000

98 企业命题类 二等奖 北京邮电大学 没有蛀牙 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宏福苑支行 谭上鸥 622*************576 2000

99 企业命题类 二等奖 中南大学 Cheers 中国建设银行长沙市中大支行 刘金伟 621*************507 2000

100 企业命题类 二等奖 河海大学 你说的队 中国建设银行南京鼓楼支行 陈静 621*************457 2000

101 企业命题类 二等奖 重庆大学 吴彦组 中国农业银行峨边县街分理处 樊真成 622*************578 2000

102 企业命题类 二等奖 江南大学 no errors 工商银行无锡市江南大学支行 刘妍 621*************258 2000

103 企业命题类 二等奖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人民的公仆 中国银行武汉市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支行 岳丙蕾 621*************692 2000

104 创业实践类 一等奖 四川大学 EPOCHAL 中国建设银行成都市川大支行 顾天鹏 621*************920 5000

105 创业实践类 一等奖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Penta Kill 中国工商银行杭州（经开）大学城支行 胡曦 621*************163 5000

106 创业实践类 一等奖 西北工业大学 欧卡 工商银行西安市西工大支行 张弢 622*************416 5000

107 创业实践类 二等奖 中国海洋大学 runsglobel 中国银行青岛市市南区第二支行 江克洲 621*************835 2000

108 创业实践类 二等奖 塔里木大学 大美新疆 中国农业银行阿拉尔市塔里木大学支行 李笑胜 622*************775 2000



109 创业实践类 二等奖 西南石油大学 Gimme five 中国银行成都市新都支行 唐萌 621*************376 2000

110 创业实践类 二等奖 合肥工业大学 合工光魔 中国农业银行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宋标 622*************578 2000

111 创业实践类 二等奖 渤海大学 inFein 工商银行锦州市滨海新区支行 杨宜男 621*************045 2000

112 创业实践类 二等奖 成都大学 Iteam 中国银行成都龙泉驿十陵支行 雷庭松 623*************897 2000

113 创业实践类 二等奖 哈尔滨工业大学 Eco-hiter 中国工商银行鸡西市永昌支行 杨佳铭 621*************415 2000

114 创业实践类 二等奖 淮阴工学院 ME团队 中国银行淮安分行营业部支行 潘婷 621*************404 2000

115 创业实践类 二等奖 哈尔滨体育学院 滑雪培训营 中国建设银行哈尔滨开发区支行 李卓阳 621*************842 2000

116 创业实践类 二等奖 洛阳理工学院 D&R-Eyes 中国农业银行洛阳古城支行 赵小明 622*************073 2000

117 创业实践类 二等奖 江西工程学院 AIT团队 农商银行新余市支行 林静 622*************870 2000

118 创业实践类 二等奖 长沙理工大学 易能创新 交通银行长沙市井湾子支行 彭君哲 622*************405 2000

119 创业实践类 二等奖 南昌航空大学 凌云RTC 中国工商银行南昌市红角洲支行 谢凯洲 621*************117 2000

120 创业实践类 二等奖 北京邮电大学 乐享奇迹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北京市海淀区邮电大学
营业所

施建锋 621*************037 2000

121 创业实践类 二等奖 杭州师范大学 AImax 工商银行杭州西溪支行 杨鹏飞 621*************685 2000

122 创业实践类 二等奖 江南大学 无名之队 工商银行无锡市江南大学支行 黄涛 621*************248 2000

123 创业实践类 二等奖 湖南大学 洽味蜂蜜 中国银行长沙市湖大支行 贺子幸 621*************366 2000

124 创业实践类 二等奖 浙江师范大学 致许队 中国农业银行金华市浙师大支行 刘金辉 622*************071 2000

125 创业实践类 二等奖 东华大学 智汇队 中国银行上海市长宁支行 胡晓娟 621*************339 2000

126 创业实践类 二等奖 西南交通大学 净清团队
中国工商银行成都金牛支行西南交通大学
分理处

王顺意 622*************182 2000



127 创业实践类 二等奖 厦门大学 无线未来 工商银行厦门市厦大支行 李彤 621*************560 2000

128 创业实践类 二等奖 哈尔滨理工大学 卡方科技 中国工商银行哈尔滨市和兴支行 王瀚琪 621*************471 2000

备注：台湾及一带一路高校奖金另行发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