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验 团队 学校 指导老师 小组成员 上午得分 下午得分 总成绩 获奖

决赛上午5,决赛下午2银行3,企业5 嘉兴南洋职业技术学院 王妍妍 刘鑫继；吴振生 90 89.2 179.2 一等奖

决赛上午2,决赛下午7企业9,银行5 江西农业大学南昌商学院 潘玲玲；胡书清 胡斌；罗梓昊 83.3333 93.4667 176.8 一等奖

决赛上午2,决赛下午2银行8,企业1 沈阳大学 张宏铭 饶宇靖；邹梦影；林欣悦 90 86.6667 176.6667 一等奖

决赛上午2,决赛下午1银行3,企业7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王静娅 张嘉诺；周冰；周源 81.7333 91.7333 173.4666 一等奖

决赛上午3,决赛下午1企业2,银行1 哈尔滨金融学院 张凤娜；姜岩 郭晓穗；王宇琳；王皓晰 86.6667 86.6667 173.3334 一等奖

决赛上午4,决赛下午7企业6,银行7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涉外学院何叔飞；严辉；陈姣 李倩；郑丽婷；彭茜 82.5333 90 172.5333 一等奖

决赛上午7,决赛下午4银行7,企业7 广州华商学院 聂婷 余程程；庄宇扬 83.3333 88.4 171.7333 一等奖

决赛上午1,决赛下午8企业9,银行7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范琳 张萌萌；王淑婉；杨芝琪 84.4 86.6667 171.0667 一等奖

决赛上午9,决赛下午2银行6,企业2 闽南理工学院 刘佳丽；吕津 蔡昕鹏；何欢慧滢；何伟杰 85.8667 85.0667 170.9334 一等奖

决赛上午4,决赛下午9银行8,企业4 三江学院 卢丹；李佳 徐子涵；马梦莉；龚爽 84.2667 86.6667 170.9334 一等奖

决赛上午9,决赛下午5企业9,银行7 广州华商学院 聂婷；左光宇 王俊杰；王丹敏 89.3333 80.9333 170.2666 一等奖

决赛上午7,决赛下午4银行1,企业2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权晓莉；姜丽 左霞霞；聂华；杨欢 76.8 93.3333 170.1333 一等奖

决赛上午1,决赛下午7企业8,银行2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权晓莉；姜丽 师景霞；吴雪梅；刘玉红 86.6667 82.8 169.4667 一等奖

决赛上午6,决赛下午8银行2,企业1 闽南理工学院 刘佳丽；吕津 翁杰；张潇彬 85.8667 81.8667 167.7334 一等奖

决赛上午8,决赛下午6企业4,银行3 东华理工大学长江学院 张振凯 叶柳；黄思奕；程步康 86.6667 80.9333 167.6 一等奖

决赛上午7,决赛下午9企业4,银行7 沈阳大学 王姣 唐其朔；陆怡君 79.2 88.4 167.6 一等奖

决赛上午3,决赛下午9企业8,银行4 广州华商学院 聂婷；耿艳利 吴承龙；植嘉欣；苏土华 73.7333 93.3333 167.0666 一等奖

决赛上午4,决赛下午3企业8,银行7 嘉兴南洋职业技术学院 王妍妍 李明侠；杨佩瑶 80 86.6667 166.6667 一等奖

决赛上午4,决赛下午7银行3,企业6 渤海大学 王娟 张娜；姜云笛；王第 85.0667 81.2 166.2667 一等奖

决赛上午2,决赛下午1银行5,企业9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权晓莉；姜丽 苏志军；罗盼；陈晓丽 79.2 86.6667 165.8667 一等奖

决赛上午4,决赛下午7银行2,企业5 黑龙江财经学院 郭玉侠；李永攀；郑海珊凌建新；姜东宇；朱春雨 71.3333 93.3333 164.6666 一等奖

决赛上午9,决赛下午5企业7,银行2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涉外学院高雪；胥若男；何叔飞 薛淑芳；唐婉琴；叶怡人 81.0667 83.3333 164.4 一等奖

决赛上午4,决赛下午4企业4,银行8 沈阳城市学院 蔡苗苗；曲梦莹 苏小莉；袁照钧；侯睿洁 82.6667 81.0667 163.7334 一等奖

决赛上午2,决赛下午2企业6,银行5 黑龙江财经学院 郭玉侠；李永攀；郑海珊陈炳森；张帅；曾冬梅 80.9333 82.6667 163.6 一等奖

决赛上午2,决赛下午2企业3,银行4 青岛农业大学海都学院 姜青青；兰澄世；孙炜娟陈玉凝；焦一梵；窦根源 81.7333 81.7333 163.4666 二等奖

决赛上午9,决赛下午8银行9,企业7 三江学院 李佳 付明；梁儒韬；张云江 83.3333 80 163.3333 二等奖

决赛上午6,决赛下午1银行6,企业3 嘉兴南洋职业技术学院 王妍妍 陶诗雨；王逸杰；陈璐 80.4 82.8 163.2 二等奖

决赛上午3,决赛下午4银行3,企业8 金陵科技学院 吴敏 陆荟如；郭宇琦；倪成功 86.6667 76.2667 162.9334 二等奖

决赛上午2,决赛下午1企业5,银行5 广东科技学院 饶莲 刘少君；招钰丽 79.3333 83.4667 162.8 二等奖

决赛上午9,决赛下午2企业4,银行8 南京工业大学浦江学院 黄豪杰 孙振阳；朱晓旭；许宁 86.6667 74.6667 161.3334 二等奖

决赛上午4,决赛下午5企业7,银行6 广东科技学院 曾丽君；陈晶晶 王琬婷；李卉馨；潘文丽 77.6 83.6 161.2 二等奖

决赛上午3,决赛下午7银行8,企业4 沈阳大学 李海明 陈伟琼；杨名；孙振宇 72.9333 87.6 160.5333 二等奖

决赛上午8,决赛下午6银行5,企业3 北京交通大学海滨学院 宋宝琳；周强 齐亭立；宋晓芳 80.9333 79.6 160.5333 二等奖

决赛上午2,决赛下午1企业1,银行7 三江学院 冯小舟；王惠清 周江源；汤均豪；金婧 76.9333 83.4667 160.4 二等奖

决赛上午2,决赛下午5银行4,企业3 南京工业大学浦江学院 黄豪杰 刘志豪；马铭泽；丰欣 66.6667 93.3333 160 二等奖

决赛上午6,决赛下午5银行1,企业9 三江学院 李佳；王惠清 胡琪；姚依廷；陈彤 86.6667 73.2 159.8667 二等奖

决赛上午1,决赛下午1银行2,企业1 闽南理工学院 刘佳丽；吕津 许晓清；林晓娟；韦庆鸿 82.5333 77.0667 159.6 二等奖

决赛上午2,决赛下午2企业8,银行1 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 孙会娟；陈立；王娣 骆扬；吕亿如；鲍成钰 72.8 86.6667 159.4667 二等奖

决赛上午1,决赛下午6银行9,企业5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涉外学院高雪；陈姣；张芳 宾晴；王树仪；陈安治 78.5333 80 158.5333 二等奖

决赛上午8,决赛下午9企业1,银行2 江西理工大学 马艳丽 肖博凡；姜馨圳；谢兴洋 78.6667 79.4667 158.1334 二等奖

决赛上午6,决赛下午3企业5,银行9 重庆城市科技学院 王卓；陈有鹏；张龙飞 史燕洁；梁诗雨 84.2667 73.8667 158.1334 二等奖

决赛上午6,决赛下午9企业1,银行6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白春梅；杨江丽；冯瑶瑶杨雪野；宋楚楚；刘旭康 81.0667 77.0667 158.1334 二等奖

决赛上午1,决赛下午9银行3,企业5 福州理工学院 潘鑫婷 温世浩；郭杭健；金恒鑫 86.6667 70.6667 157.3334 二等奖

决赛上午8,决赛下午9银行7,企业2 沈阳工业大学 朱天星 孙琪；赵雅雯；庞晓敏 80.9333 76.2667 157.2 二等奖

决赛上午8,决赛下午6银行6,企业4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 杨亮 王俊尧；陈凯杰；王恒 73.8667 83.3333 157.2 二等奖

决赛上午7,决赛下午6银行4,企业9 哈尔滨金融学院 王会钧；张伟红；张莹 张佳欣；曾婷婷；王芮 80 77.0667 157.0667 二等奖

获奖规则：
1、根据大赛通知第五条第5点的获奖比例和大赛问题解答文件第六条第1点的获奖计算方法，按软件中各年团队成绩的【上午得分+下午得分
】，取162支队伍按15%比例四舍五入后的前24支队伍。
2、二等奖为162支队伍按35%比例四舍五入后的57支队伍。
3、三等奖为剩余团队。但根据通知，AI机器人操作比例达到60%，视为弃赛，将无法获得全国总决赛任何奖项，只能下载之前获得的区域赛证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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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赛上午6,决赛下午7银行3,企业2 郑州商学院 胡盈盈；王筱 张伟杰；姜燕忠；冯家奇 70.6667 86 156.6667 二等奖

决赛上午7,决赛下午2企业8,银行6 桂林旅游学院 丘皓威；冯金兰 张振溶；周可盈；吴玉婷 80 75.3333 155.3333 二等奖

决赛上午3,决赛下午1银行2,企业2 石家庄铁道大学 蒋春艳；田丽红 王兴雨；王佳男；甄佳琪 73.8667 81.3333 155.2 二等奖

决赛上午1,决赛下午1企业7,银行8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白春梅；杨江丽；冯瑶瑶梁怡；李欣娟 80.2667 74.5333 154.8 二等奖

决赛上午1,决赛下午3企业4,银行8 黑龙江财经学院 郭玉侠；李永攀 周昕昊；李嘉萱；王鹤 76.2667 77.8667 154.1334 二等奖

决赛上午8,决赛下午6企业5,银行5 天津外国语大学滨海外事学院贾佳 陈思琪；段诗慧 72.8 81.0667 153.8667 二等奖

决赛上午6,决赛下午2银行7,企业4 广州华商学院 聂婷；唐靖廷 胡泽华；连安婷；钟晓鸣 81.7333 72 153.7333 二等奖

决赛上午5,决赛下午3银行9,企业9 桂林旅游学院 冯金兰 蒙韦伊；梁馨丹；雷敏 76.2667 77.0667 153.3334 二等奖

决赛上午3,决赛下午4银行4,企业9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涉外学院胥若男；陈姣 阳艳婷；樊安玲；杨毅 72.9333 80.2667 153.2 二等奖

决赛上午9,决赛下午7企业1,银行1 沈阳工学院 苏晓寒 张佳慧；孙雨欣 74.6667 78 152.6667 二等奖

决赛上午7,决赛下午6企业3,银行9 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院 李莹 吴金婷；鲍蕊 76.4 76.1333 152.5333 二等奖

决赛上午4,决赛下午1企业1,银行9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 杨亮 张艳玲；汪珊；吴禹诺 66.5333 86 152.5333 二等奖

决赛上午9,决赛下午3企业2,银行4 石家庄铁道大学 蒋春艳 曾德民；赵文进 72 80 152 二等奖

决赛上午2,决赛下午1银行7,企业5 韩山师范学院 闫永海 方银旋；郑少云 65.7333 86.1333 151.8666 二等奖

决赛上午1,决赛下午6银行8,企业1 广东科技学院 马淑萍；彭运香 吕卓文；刘柏林；张紫盈 65.7333 85.8667 151.6 二等奖

决赛上午2,决赛下午3企业4,银行2 郑州商学院 王亚婵；宋金璐 孙冰如；黄浩；叶金鸽 72.9333 77.8667 150.8 二等奖

决赛上午3,决赛下午2企业4,银行9 三江学院 李佳 欧世梅；骆小蓓；施佳韵 64.9333 85.8667 150.8 二等奖

决赛上午2,决赛下午9银行2,企业9 哈尔滨金融学院 王会钧；曹明明；刘洋 穆冬梅；闫德军；张良志 68.8 81.8667 150.6667 二等奖

决赛上午6,决赛下午5银行8,企业2 广东工业大学 黄荣斌 朱莹纯；庄佳璇 80.5667 69.8667 150.4334 二等奖

决赛上午5,决赛下午4银行2,企业4 西安外事学院 张红美 干莹莹；豆舒雅；张晶 78.6667 71.7333 150.4 二等奖

决赛上午3,决赛下午1企业1,银行2 中山大学南方学院 张玉冰；王家兴；周瑛 黄静雯；蔡盈盈；邱荔燕 65.7333 84.5333 150.2666 二等奖

决赛上午1,决赛下午6企业5,银行7 金陵科技学院 李朝晖；吴敏 滕云霞；杨大莹 80.2667 69.8667 150.1334 二等奖

决赛上午3,决赛下午4企业9,银行9 闽南理工学院 刘佳丽；吕津 杨文婷；汪楠；张文海 63.4667 86.6667 150.1334 二等奖

决赛上午1,决赛下午5银行4,企业6 江西农业大学南昌商学院 熊奇英；张武根 张腾；林紫艺；肖艳 72 78 150 二等奖

决赛上午7,决赛下午2企业6,银行2 沈阳工业大学 付岱山 魏宁；佟滨伊；韩欣雨 72.8 77.2 150 二等奖

决赛上午3,决赛下午6银行5,企业7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范琳 夏雪；姜艳阳；刘欣雨 70.5333 79.4667 150 二等奖

决赛上午4,决赛下午3企业3,银行3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孙亚君 何明洋；陈飞凡 73.6 76 149.6 二等奖

决赛上午7,决赛下午7企业2,银行9 南阳师范学院 王高华 梁明月；刘维彩；王双 75.2 73.8667 149.0667 二等奖

决赛上午7,决赛下午7企业1,银行4 合肥学院 杨学春 邱海涛；叶树模；刘张千 62.4 86.6667 149.0667 二等奖

决赛上午6,决赛下午8企业7,银行6 江西理工大学应用科学学院钟滨 张俊哲；张渊 83.3333 65.7333 149.0666 二等奖

决赛上午6,决赛下午5企业4,银行4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李光举；苏楠 张振洋；仝联朕；张金慧 68.4 80.2667 148.6667 二等奖

决赛上午9,决赛下午3银行7,企业1 东华理工大学长江学院 张振凯；邱文文 王清清；张美桂 81.2 66.6667 147.8667 二等奖

决赛上午9,决赛下午8企业6,银行1 天津外国语大学滨海外事学院贾佳 张敏；吴秋燕；盛杰 73.8667 73.7333 147.6 二等奖

决赛上午7,决赛下午3银行9,企业2 三峡大学 张宇；陈洋洋 冯陈喜；何青峰；魏君德 66.4 81.0667 147.4667 二等奖

决赛上午8,决赛下午6企业8,银行6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 蓝舟琳 郑凯妍；翁锦霞；伍云瑶 72.9333 74.5333 147.4666 二等奖

决赛上午4,决赛下午9银行7,企业6 泰州学院 殷小丽 顾育；单靖涵；彭璐 83.3333 64.1333 147.4666 三等奖

决赛上午4,决赛下午1银行5,企业4 三峡大学 张宇 杨颖；李真歌；马惠玲 73.0667 74 147.0667 三等奖

决赛上午6,决赛下午4企业8,银行2 广东工业大学 陈旭 洪千禧；黄磊；刘译文 72.2667 74.6667 146.9334 三等奖

决赛上午9,决赛下午9企业3,银行3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李莹；宰晓娜；梁霄楠 黄海东；梁天益；李超强 73.0667 73.8667 146.9334 三等奖

决赛上午8,决赛下午4银行1,企业6 桂林旅游学院 冯金兰；丘皓威 唐珠瑞；张馨可 64 82.6667 146.6667 三等奖

决赛上午3,决赛下午8企业3,银行9 四川财经职业学院 杨滢 陈玥；赵婷 68.2667 77.7333 146 三等奖

决赛上午1,决赛下午6企业3,银行8 沈阳城市学院 蔡苗苗 马兰兰；崔宇馨；王姣 72.8 72.9333 145.7333 三等奖

决赛上午5,决赛下午6银行4,企业8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白春梅；杨江丽；冯瑶瑶原嘉浩；来小博 75.4667 69.8667 145.3334 三等奖

决赛上午5,决赛下午6企业7,银行4 兰州工业学院 郭璟坤 马艳艳；王艳霞；牟爱花 67.2 78 145.2 三等奖

决赛上午8,决赛下午6企业9,银行1 三江学院 李佳；王惠清 冯浩；郭子睿 69.7333 75.4667 145.2 三等奖

决赛上午5,决赛下午7银行8,企业8 广东科技学院 陈璐；苏钰钧 程景祎；林沂蓁；梁珈瑜 67.4667 77.7333 145.2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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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赛上午1,决赛下午9企业1,银行9 闽南理工学院 刘佳丽；吕津 黄薇；杨丽萍；陈静雯 80.1333 64.9333 145.0666 三等奖

决赛上午6,决赛下午8银行9,企业4 广东科技学院 李田莉；饶莲 张琳；文梦祺；陈叶纯 75.3333 69.6 144.9333 三等奖

决赛上午5,决赛下午4企业2,银行4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 王艳娜；杨倩；孙慧卿 林怀玲；赵劲芬；周彩玲 64.8 79.6 144.4 三等奖

决赛上午7,决赛下午6银行6,企业6 黑龙江财经学院 郭玉侠；李永攀；郑海珊王明月；王光正；刘心如 64 80.4 144.4 三等奖

决赛上午7,决赛下午4企业5,银行1 安徽财经大学 黄敦平 江月；唐梦晗 76.9333 67.3333 144.2666 三等奖

决赛上午7,决赛下午9银行8,企业3 江西理工大学应用科学学院钟滨 韩乐琦；丁晓晶 72.9333 71.3333 144.2666 三等奖

决赛上午5,决赛下午8企业3,银行3 韩山师范学院 吴欢逸 郭涵；郑少君 83.3333 60.8 144.1333 三等奖

决赛上午6,决赛下午8银行4,企业5 北京交通大学海滨学院 周强；宋宝琳 陈阳；王茵；王冰 73.7333 70.4 144.1333 三等奖

决赛上午5,决赛下午9企业6,银行5 三峡大学 张宇；陈洋洋；邓尚昆 李银苹；田雨；谭品正 68.1333 75.3333 143.4666 三等奖

决赛上午2,决赛下午8企业2,银行2 泰州学院 杨颖 杨彬；何情 70.4 72.9333 143.3333 三等奖

决赛上午5,决赛下午3银行7,企业6 江西理工大学应用科学学院钟滨 王志鹏；李杰 69.0667 73.8667 142.9334 三等奖

决赛上午4,决赛下午6银行6,企业2 江西农业大学南昌商学院 熊奇英；闵云燕 邓清璐；林清霞；谢思雨 62.5333 80.4 142.9333 三等奖

决赛上午4,决赛下午7银行4,企业1 甘肃财贸职业学院 张爱玲；曹俊源；白石 贾瑜；王桂莲；刘钰莹 64 78.8 142.8 三等奖

决赛上午8,决赛下午3银行8,企业7 山东女子学院 赵晓娟 张晓可；冯莹莹；陈冰彤 83.3333 59.4667 142.8 三等奖

决赛上午7,决赛下午3银行3,企业4 韩山师范学院 陈艺琼 潘健娴；钟秋瑜；房蓓琪 56 86.6667 142.6667 三等奖

决赛上午6,决赛下午4企业9,银行6 韩山师范学院 鲍江东 梁家榕；梁琼尹 64.1333 78.5333 142.6666 三等奖

决赛上午3,决赛下午5企业5,银行9 常熟理工学院 王英姿 朱巍鑫；陈晓闻；英梓瑞 68.1333 73.8667 142 三等奖

决赛上午8,决赛下午5银行4,企业7 黑龙江财经学院 郭玉侠；李永攀 刘思琪；刘金成；周洁 55.3333 86 141.3333 三等奖

决赛上午1,决赛下午8银行1,企业8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游雅娟；苏楠 崔志强；杜文婕；刘胜飞 73.8667 67.2 141.0667 三等奖

决赛上午1,决赛下午9企业2,银行1 广西师范大学 温玉卓；杜俊义；钟学思陈洪；任海萍；伍燕妮 62.4 78.6667 141.0667 三等奖

决赛上午3,决赛下午8银行9,企业9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 王艳娜；孙慧卿；杨倩 陈文彬；陈启智；许烁婷 71.3333 69.6 140.9333 三等奖

决赛上午6,决赛下午8企业2,银行4 江西财经大学 李英 龚庆；林耿堃 75.3333 65.6 140.9333 三等奖

决赛上午7,决赛下午3企业7,银行5 三江学院 张小玲；狄昌娅 熊佩瑶；谢悦黎；罗丹 70.5333 69.6 140.1333 三等奖

决赛上午6,决赛下午1企业3,银行6 泰州学院 周小付；殷小丽；蒋海棠董顺琴；张迪 74.6667 65.4 140.0667 三等奖

决赛上午3,决赛下午4银行7,企业1 三峡大学 蔡政英；张宇 范铤轩；金玲；宋遥远 63.4667 76.5333 140 三等奖

决赛上午4,决赛下午7银行9,企业9 四川财经职业学院 李馨；杨滢 张彤；何敏；向心如 83.3333 56.4 139.7333 三等奖

决赛上午5,决赛下午5企业1,银行8 沈阳大学 李海明 张瑶；李钰；李沫 78.6667 60.9333 139.6 三等奖

决赛上午3,决赛下午2企业6,银行7 楚雄师范学院 李媛媛 郎丽美；张龙媛；方雪 65.0667 74.5333 139.6 三等奖

决赛上午7,决赛下午1银行5,企业6 南阳师范学院 王高华 庞明；孟琼；席子璇 62.4 77.2 139.6 三等奖

决赛上午4,决赛下午8银行1,企业3 江西理工大学 马艳丽；张黎莉 吴情宇；牟玉强；李德旸 73.6 65.6 139.2 三等奖

决赛上午5,决赛下午5企业9,银行3 六盘水师范学院 张丽娅；杨倩；谢祥 欧阳玉洁；潘小莎；杨春雅 65.7333 73.0667 138.8 三等奖

决赛上午8,决赛下午7企业6,银行3 桂林旅游学院 丘皓威；冯金兰 严方婷；李惠玲；陆水燕 64.9333 73.3333 138.2666 三等奖

决赛上午2,决赛下午9银行9,企业7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游雅娟；苏楠 贾新阳；赵凤娇 64.8 73.2 138 三等奖

决赛上午6,决赛下午6企业6,银行2 三峡大学 陈洋洋；张宇 何炜兰；阿力腾才次克；罗思维54.6667 83.3333 138 三等奖

决赛上午3,决赛下午9银行6,企业1 天津外国语大学滨海外事学院贾佳 王一诺；汤芮；孙亚丽 72.9333 64.1333 137.0666 三等奖

决赛上午8,决赛下午2银行2,企业7 韩山师范学院 闫永海 周婷婷；曾月桦；林晓纯 68.1333 68.2667 136.4 三等奖

决赛上午2,决赛下午4银行1,企业5 天津外国语大学滨海外事学院贾佳 王鹏燕；马璨然 72 64.2667 136.2667 三等奖

决赛上午5,决赛下午7银行6,企业3 三江学院 冯小舟；王惠清 王璐；田椰琳；陈孜龙 62.5667 73.4333 136 机器操作

决赛上午4,决赛下午7企业5,银行6 天津外国语大学滨海外事学院贾佳 窦语；伏俐文 67.3333 68.4 135.7333 三等奖

决赛上午6,决赛下午1银行5,企业8 桂林旅游学院 演莉；刘芬；刘阿丽 揭婷婷；钟玄琳；滕春燕 61.7333 73.2 134.9333 三等奖

决赛上午5,决赛下午3银行5,企业3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涉外学院高雪；陈姣 黎美；赵月辉；李迎春 76.2667 57.8667 134.1334 三等奖

决赛上午8,决赛下午5银行3,企业5 石家庄铁道大学 蒋春艳 刘晓宇；杜凯岩 64.8 69.2 134 三等奖

决赛上午5,决赛下午8企业8,银行5 沈阳师范大学 孙莉莉 王宇琪；王思亓 70.6667 62.4 133.0667 三等奖

决赛上午9,决赛下午8银行8,企业6 沈阳大学 李爽；黄光成 倪宝欣；徐胡桂 65.8667 67.2 133.0667 三等奖

决赛上午9,决赛下午2银行3,企业8 哈尔滨金融学院 姜岩 王禹轩；邹明宾；闫伟琦 74.6667 57.7333 132.4 三等奖

决赛上午1,决赛下午5银行5,企业4 泰州学院 杨颖 何雨玲；顾玲丽 67.3333 64.8 132.1333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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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赛上午9,决赛下午5企业8,银行1 渤海大学 王娟；李健 李慧；关锚；陈冠宇 53.8667 77.7333 131.6 三等奖

决赛上午5,决赛下午2银行1,企业6 东华理工大学长江学院 张振凯；徐正华 黄翠屏；李颖 57.0667 73.8667 130.9334 三等奖

决赛上午8,决赛下午4企业2,银行3 广东理工学院 冼秀玲；陈东旭；笱丰明黎树群；李伟汉 66.5333 64.2667 130.8 三等奖

决赛上午1,决赛下午9银行7,企业8 楚雄师范学院 李媛媛 瞿冬欢；周艳琼；刘丽梅 68.1333 60.9333 129.0666 三等奖

决赛上午8,决赛下午7企业7,银行8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游雅娟；苏楠 梁庆明；李言言；易玲 50.4 77.0667 127.4667 三等奖

决赛上午2,决赛下午3银行6,企业8 四川财经职业学院 杨滢；李馨 张豪；吴汶芗；秦晨 54.4 72.1333 126.5333 三等奖

决赛上午9,决赛下午7银行2,企业7 沈阳工业大学 陈凌白 祁婉宁；王紫嫣 48.1333 78 126.1333 三等奖

决赛上午3,决赛下午5银行1,企业1 安徽财经大学 黄敦平 杨温祥；李雨辰；张美姗 58.4 66.6667 125.0667 三等奖

决赛上午5,决赛下午2企业5,银行3 石家庄铁道大学 蒋春艳 李哲；李佳乐；赵湛淞 52.9333 71.3333 124.2666 三等奖

决赛上午1,决赛下午2银行6,企业9 渤海大学 王娟 齐春影；李晨媛；叶胜男 69.0667 54.6667 123.7334 三等奖

决赛上午9,决赛下午3银行1,企业5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白春梅；杨江丽；冯瑶瑶尹小洛；石雪；刘美洋 64.1333 57.7333 121.8666 三等奖

决赛上午4,决赛下午1企业9,银行3 北京交通大学海滨学院 郭媛 孔子恒；王子彬；方晰 48 73.0667 121.0667 三等奖

决赛上午3,决赛下午5企业7,银行5 长春工业大学人文信息学院林莹莹 杨新民；殷雪源；俞智凯 46.5333 74.5333 121.0666 三等奖

决赛上午9,决赛下午4银行5,企业3 郑州商学院 王筱；王亚婵 石枫；卢品铮 72.2667 48.1333 120.4 三等奖

决赛上午4,决赛下午1企业2,银行4 西安外事学院 张红美 胡静静；孙浪；王晨丹 50.4 70 120.4 三等奖

决赛上午8,决赛下午5银行9,企业8 沈阳城市学院 蔡苗苗 朱晓荞；张亚宁；王颖琪 52.1333 61.0667 113.2 三等奖

决赛上午9,决赛下午8银行4,企业2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张恒；滕磊 刘子琪；陈少淇 73.0667 39.2 112.2667 三等奖

决赛上午9,决赛下午4企业5,银行7 泰州学院 周小付 陶佳梁；严雨婷；马书昱 32.9333 79.3333 112.2666 三等奖

决赛上午1,决赛下午3企业6,银行1 哈尔滨金融学院 史宁；张婷婷 李伟明；袁月；樊紫微 30.8667 79.4667 110.3334 三等奖

决赛上午5,决赛下午9企业4,银行8 安徽财经大学 黄敦平 丁文慧；刘婉莹 43.3 56.4 99.7 三等奖

决赛上午7,决赛下午2银行2,企业3 长春工业大学人文信息学院林莹莹；高娅 蒋成伍；吴明芳 51.2 48.1333 99.3333 三等奖

决赛上午7,决赛下午8企业9,银行8 沈阳城市学院 孙永涛 马雨默；邵佳宁；冯子薇 27.1 71.2 98.3 三等奖

决赛上午8,决赛下午4企业3,银行5 郑州财经学院 杨贵仓 马湘一；王秀秀 21.7333 73.0667 94.8 三等奖

决赛上午2,决赛下午3企业7,银行6 沈阳师范大学 冯丽 金塬；曹佳琪；邓佳 26.4333 67.4667 93.9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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