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届广东省高校经济学综合博弈实验大赛决赛

获奖名单

序号 学校名称 指导老师 团队成员 奖项

1 中山大学 卢远瞩 吴泽标 段炼 王冠斌 一等奖

2 广东财经大学 文旗 陈思慧 王晨骏 一等奖

3 广东东软学院 陈芳芸 张义先 叶圣杰 郑城锋 林廷灿 一等奖

4 广东工业大学 黄荣斌 邓郁南 简纬讯 余昕莹 一等奖

5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天河学院 郭仕样 黎素慧 李慧红 林楚霞 一等奖

6 广东科技学院 贾媛 黄丽鹃 侯海华 陈慧婷 黄建雯 一等奖

7 广东科技学院 樊贵玲 杜丽娜 陈湛文 何键业 一等奖

8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符淼 陈家杰 孙晓珊 肖泽宇 一等奖

9 广州大学华软软件学院 郭明 刘海珊 罗倩 黄子铧 一等奖

10 广州工商学院 方韵诗 李小青 彭紫莎 张子舜 危天鸿 一等奖

11 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学院 杨倩 潘志峰 钱震杰 陈煌 一等奖

12 华南农业大学 左两军 李巧璇 曾伟强 董宏亮 吴诗雨 一等奖

13 华南农业大学 申津羽 陈雅冰 谢泳欣 一等奖

14 韶关学院 胡子昂 龙游宇 金洁莲 张紫昕 谢中龙 一等奖

15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 廖梓岑 张才华 冯椿 陈美求 张嘉欣 冯宇昕 一等奖

16 华南理工大学 湛正群 谭天尧 李春娴 叶馨蕊 二等奖

17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路捷 陈盈月 杨紫贝 黄国瑜 二等奖

18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甘星 梁紫怡 蔡荣嘉 二等奖

19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杜心灵 赖泽贤 李仲益 龚笑雨 二等奖

20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童乾 黄锦彬 陈绮敏 周培琪 二等奖

21 广东东软学院 陈芳芸 欧阳芬 蓝敏仪 何雅纳 陈嘉星 二等奖

22 广东海洋大学 杨丽华 吕湘戎 林志豪 苏娟娜 邵富强 二等奖

23 广东海洋大学 胡兴艳 梁嘉胜 李与 唐隆基 二等奖

24 广东海洋大学 周明华 吕晶晶 倪民军 李燕萍 秦泳琳 谢镇劭 二等奖

25 广东科技学院 闫丹阳 黄嘉琪 杨晶晶 许盛超 林云沙 二等奖

26 广东科技学院 徐永智 陈吉怡 温晓丹 邓淑妍 二等奖

27 广东科技学院 罗晓琴 梁嘉慧 陈嘉美 蓝沁婷 谢佳丽 二等奖

28 广东科技学院 张亦文 梁嘉慧 史佳标 黄健辉 蔡智杰 二等奖

29 广东科技学院 熊国宝 刘建 陈泽华 彭文哲 黄靖源 二等奖

30 广东理工学院 冼秀玲 笱丰明 冼晓玲 谢翠鹂 林海茹 洪思琪 二等奖

31 广州大学华软软件学院 郭明 谢丹阳 叶紫瑜 彭思敏 二等奖

32 广州工商学院 方韵诗 李小青 李康乐 张健辉 陈盈 二等奖



33 广州航海学院 张丽 徐毅 林佳纯 二等奖

34 韩山师范学院 邱志忠 杨宝怡 张雪 谢宗仪 二等奖

35 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学院 杨小金 汤美雅 刘嘉琳 卫炜源 二等奖

36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陈燕 陈泽鸿 魏义玲 罗愉 二等奖

37 中山大学南方学院 王家兴 吕凤起 蔡盈盈 黄静雯 二等奖

38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 冯椿 廖梓岑 蓝舟琳 梁鹏 梁云博 林羽翔 二等奖

39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 廖梓岑 张才华 梁昌洲 古丹钰 左晓珂 二等奖

40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 张才华 蓝舟琳 冯椿 宁观文 黄炜莉 二等奖

41 暨南大学 刘珂 刘明锐 朱晓祺 三等奖

42 暨南大学 尹福生 郭彩娜 陈菊玲 三等奖

43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路捷 林宇彦 黄若澜 梁熙 三等奖

44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缪璐 陈雅诗 邱茗惠 陈晓婷 三等奖

45 广东白云学院 王克涛 吴伟王其良 冯紫君 黄伟彬 蔡晓珊 三等奖

46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蒲惠荧 邓婉涛 陈赛琪 邓菁华 三等奖

47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冯明军 杨罗胜 谢嘉惠 三等奖

48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蒲惠荧 陈佳燕 叶思琪 三等奖

49 广东东软学院 陈芳芸 文荣光 侯韵璇 王佳丽 吴丹尼 三等奖

50 广东东软学院 陈芳芸 黄天成 梁佳婷 陈晓慧 三等奖

51 广东海洋大学 孟兆娟 罗梓柔 谭婧怡 三等奖

52 广东科技学院 苏钰钧 陈璐 刘淑桢 钟家仪 卢梓敏 三等奖

53 广东科技学院 屈映 王琳 曾育贤 刘嘉琪 张文玉 三等奖

54 广东科技学院 徐雪原 侯娟 林灏敬 钟裕明 何宇哲 三等奖

55 广东科技学院 赖艳蕾 刘琦 欧斯怡 曾梓榕 李子秋 三等奖

56 广东科技学院 赖艳蕾 刘琦 龙裕杰 陈铎荣 李文斌 三等奖

57 广东科技学院 梁嘉慧 张亦文 罗晓琴 郑仕敏 张伟煌 黎建雄 三等奖

58 广东科技学院 徐雪原 侯娟 陈淳 尹天爱 吴丽华 三等奖

59 广东科技学院 梁嘉慧 罗晓琴 王程南 黄桂华 冯伟源 三等奖

60 广东科技学院 罗晓琴 梁嘉慧 钟玉莲 许伟玉 肖启轩 三等奖

61 广东培正学院 黄宏武 刘旭肖晚秋 冯恋婉 许月莹 岑鸣莺 三等奖

62 广东药科大学 彭仁贤 陈华同 周梦清 三等奖

63 广州大学华软软件学院 郭明 张佳聪 潘嘉瑜 刘美婷 三等奖

64 广州工商学院 方韵诗 李小青 黄明理 周明耀 陈周培 三等奖

65 广州工商学院 李小青 方韵诗 郑妙丽 杨秀桃 黄梅清 三等奖

66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冯尧 沈昆明 梁文清 黄绣萍 三等奖

67 广州中医药大学 王君卿 利紫玲 邱秋秋 三等奖

68 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学院 杨倩 杨小金 许惠玲 唐嘉敏 陈傲 三等奖

69 华南农业大学 李宗璋 严雨欣 陶菁艺 三等奖

70 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 胡建华 黄诗雅 陈慧琳 三等奖



71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姚芳 冼莹 胡秋芝 叶嘉琪 三等奖

72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姚芳 陈家杰 王谦尊 蔡传辉 三等奖

73 南方医科大学 高其法 刘克凡 索斯琴 温海斌 三等奖

74 五邑大学 杨华贵 金松杰 刘婧 陈玉雪 三等奖

75 中山大学南方学院 王家兴 郭梦晓 陈贝贝 三等奖

76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 冯椿 梁昌洲 蓝舟琳 吴晓君 邱嘉嘉 姚依彤 三等奖

77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 张才华 梁昌洲 冯椿 罗泽灯 夏梓榆 三等奖

78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 廖梓岑 蓝舟琳 张才华 林也渝 陈媛淳 陈汝灵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