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验 学校 指导老师 小组成员 团队各项得分之和 班内排名 获奖

决赛1 河北金融学院 刘洁；臧建文；陈翠霞 张锐云；孙婧妍；曾子云 43.6573 1 一等奖

决赛1 沈阳大学 关慧 孙鑫；冉溪；汪劲舟 42.6344 2 一等奖

决赛1 南京审计大学 吴凯 桂滢；成楠；贺芷琪 40.5593 3 一等奖

决赛1 华北科技学院 徐淑华 李思奇；张嘉桐 36.7703 4 二等奖

决赛1 福州理工学院 江欢婧 林超逸；杨泽醇；谢珊妮 33.7727 5 二等奖

决赛1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王超 杨晨；陈程；高吉阳 29.531 6 二等奖

决赛1 韩山师范学院 林珊微 魏敏敏；赖相宇 28.0854 7 二等奖

决赛1 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 王娣；孙会娟；陈立 章泽楠；莫雅婷；陆欢欢 24.1687 8 二等奖

决赛1 兰州财经大学陇桥学院 许明；杨涛 张文婷；陈圣；叶得奋 23.1394 9 三等奖

决赛1 莆田学院 林国建 陆季容；李路辰；董事成 22.6174 10 三等奖

决赛1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施淑蓉；宋美喆；柒江艺 邹德泉；龚耀军；韩佳新 14.9965 11 机器人操作

决赛1 重庆工商大学派斯学院 李果 朱宏伟；侯中天；文韬 14.7144 12 三等奖

决赛1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李丹；刘士伟 于思琪；魏静鸽；夏育彤 14.2812 13 机器人操作

决赛1 云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 杨爽；张珺 杨兴俊；王程 13.9657 14 三等奖

决赛1 广西师范大学 黄鹏 曾宇航；戴小鹏 13.8865 15 三等奖

决赛1 包头师范学院 马芳媛；李清波 王挺；王永康；张煦敏 11.1301 16 三等奖

决赛10 张家口学院 宋建梅 赵科兵；刘宏帅；赵博 43.8553 1 一等奖

决赛10 南昌航空大学科技学院 李华琴 吴掌喜；张世辉；陈师伟 37.9335 2 一等奖

决赛10 重庆工商大学 尚可文 何雪梅；滕欢；付浩楠 34.5927 3 二等奖

决赛10 韩山师范学院 鲍江东 杨沛枝；陈泳安；方培嘉 33.6488 4 二等奖

决赛10 山东科技大学 李志勇 刘婕；徐歆雅 32.1527 5 二等奖

决赛10 重庆工商大学派斯学院 冉雪苗；李果 粟米；王思佳 31.5854 6 二等奖

决赛10 哈尔滨商业大学 张小锋 孙小敏；赵晨蕊；万新凯 29.4296 7 二等奖

决赛10 南京审计大学 万树；程瑶 樊韵婕；李冰岩；张研 28.1196 8 二等奖

决赛10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杨江丽；白春梅 雷霄；郑强强；张雅琪 25.2567 9 三等奖

决赛10 六盘水师范学院 杨行；屠琳；谢祥 李梅梅；龚雨佳；王连 22.7045 10 三等奖

决赛10 金陵科技学院 汪浩；刘晓曦 苏元；吴佳琳 21.4831 11 三等奖

决赛10 河池学院 刘智；赵路；黄子津 宋兰；王大富；钟璧霞 20.5676 12 三等奖

决赛10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施淑蓉；柒江艺 彭灿；邓希容 20.4642 13 三等奖

决赛10 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 孙会娟；陈立；王娣 夏雪勤；黄爽爽；俞欣悦 16.5932 14 三等奖

决赛10 华北科技学院 薛秀清 王桢婷；常香岚 11.1943 15 三等奖

决赛10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佐飞；陈丹红 李美霖；赵畅畅 10.1636 16 三等奖

决赛2 江西财经大学 徐雪春 黄文祥；金虎；李俊鹏 42.4371 1 一等奖

决赛2 包头师范学院 马芳媛；李清波 高斯琪；汪瀚；李晨昕 37.1006 2 一等奖

决赛2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郑彬博 赵佳雯；梁家瑜；冯永祺 36.6603 3 二等奖

决赛2 金陵科技学院 汪浩；马凌 卢忆丹；张代君 35.2848 4 二等奖

决赛2 南昌航空大学科技学院 谭娟；李华琴 刘扬；吴尚容；何东阳 35.2014 5 二等奖

决赛2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李莹；宰晓娜；梁霄楠 钟腾章；韦东阳；王浪 32.8955 6 二等奖

决赛2 湖北经济学院 郝二虎 江子龙；陈雅楠；万天云 26.1293 7 二等奖

2021年（第四届）全国高校经济决策虚仿实验大赛
赛道二（财政学与公共管理决策竞赛）全国总决赛正式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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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个班的每班前两名为一等奖，
各班第三名中取软件中团队各项得分之和实际值最高的4个组获得一等奖。即：157支队伍按15%比例四舍五入后的24支队伍。
2、二等奖为10个班的第三名的后6组至第八名前9组(取软件中团队各项得分之和实际值最高的9个组)。即157支队伍按35%比例
四舍五入后的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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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渤海大学 董丹 郭教研；谢宇峰 23.6757 8 三等奖

决赛2 青岛滨海学院 孙磊；关小艳；肖立华 王润泽；严宵月 21.7975 9 三等奖

决赛2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宋美喆；施淑蓉；柒江艺 唐璇；陆子葶；马俊杰 21.1075 10 三等奖

决赛2 武汉轻工大学 滕赋骋 李儒；薛圣淼；宁佳明 20.8467 11 三等奖

决赛2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朱倩倩 王曼；李亚兰；刘佳楠 19.4261 12 三等奖

决赛2 重庆工商大学 尚可文 冯钰；任宗燕；张忠庆 19.1329 13 三等奖

决赛2 浙江财经大学 莫玮俏 赵昱睿；胡永彬；傅麒麟 16.0038 14 三等奖

决赛2 桂林旅游学院 袁晓娟；陈俊 董群；黄振涛；林锦凌 10.458 15 三等奖

决赛3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白春梅；蔡小娟；杨江丽 姜玺明；徐子怡；马帅 43.128 1 一等奖

决赛3 广东科技学院 曾丽君；陈晶晶 潘瑞哲；叶昆浒；杨劲锋 42.4668 2 一等奖

决赛3 南京审计大学 万树 何家兴；郝静宜；陈筱妍 39.6336 3 一等奖

决赛3 韩山师范学院 闫永海 龙东梅；李秋漫；李昊骏 38.1442 4 二等奖

决赛3 金陵科技学院 汪浩；史新和 张鹏；周思博 36.7079 5 二等奖

决赛3 山东科技大学 潘光曦 郑昊天；张佳乐；郑艳娇 34.5811 6 二等奖

决赛3 莆田学院 林国建 刘超；李冉；刘贤江 31.9975 7 二等奖

决赛3 东北财经大学 高岩 孙世栋；孙许；唐国祥 30.8842 8 二等奖

决赛3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 汪玉叶 黎慧怡；陈仙露；郑春燕 27.443 9 三等奖

决赛3 张家口学院 宋建梅 刘亚鹏；吕星涛；王凯 26.7998 10 三等奖

决赛3 湖北经济学院 任立 王小颖；吴丹；崔丛情 25.8977 11 三等奖

决赛3 哈尔滨商业大学 张小锋 杨熠；吉芳芳 25.7456 12 三等奖

决赛3 闽南理工学院 刘佳丽；吕津 陈丽玲；陈雪丹 20.8935 13 三等奖

决赛3 武汉轻工大学 滕赋骋 李想；王雅竹；王晶 19.338 14 机器人操作

决赛3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施淑蓉；宋美喆；柒江艺 蒋梦君；谢悦；王琼 17.6431 15 三等奖

决赛3 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 王铁梅 闭单婵；张荔；肖芳娟 17.2819 16 三等奖

决赛4 福州理工学院 李琴；李丽华 吴剑辉；李宜璟；张梓航 45.0785 1 一等奖

决赛4 浙江财经大学 刘丹；童光辉；童幼雏 温蓓蕾；施富强 42.4072 2 一等奖

决赛4 郑州西亚斯学院 刘亚卫 周佳龙；岳志豪；李佳溪 34.5268 3 二等奖

决赛4 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张诺；卡迪尔亚.阿布力克木高洁；闫静；魏风进 34.4993 4 二等奖

决赛4 大连理工大学城市学院 宋伟华；苗翡 连秀敏；丁旭慧；孙舒婷 31.2432 5 二等奖

决赛4 南昌航空大学科技学院 李华琴 汪慧琪；滕雪燕 26.4249 6 二等奖

决赛4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朱倩倩 马星晨；王怡宁；蒋若楠 25.34 7 二等奖

决赛4 沈阳工学院 张泽凡 田秋实；王添平；韦村洁 25.3328 8 二等奖

决赛4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李莹；宰晓娜；梁霄楠 彭丽金；甘翠兰；苏永娇 24.513 9 三等奖

决赛4 闽南理工学院 刘佳丽；吕津 叶长贵；邓双双 22.0797 10 三等奖

决赛4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盛锐；李硕 王迪；王雪 21.3803 11 三等奖

决赛4 重庆工商大学派斯学院 冉雪苗 邓莉；洪慧；谭华梅 20.1378 12 三等奖

决赛4 张家口学院 宋建梅 郑颖洁；刘定宇；郑子硕 17.0432 13 三等奖

决赛4 包头师范学院 李清波 刘昊怡；刘梦楠；田绍含 15.6127 14 三等奖

决赛4 山东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任红品 孔帅；张玹策；马佳骏 13.2315 15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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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赛4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涉外学院 王敏；陈姣；胥若男 谢晴；苏瑜斌；成星采 11.9159 16 三等奖

决赛5 南京审计大学 吴凯 王合淳；顾振佳；张健 44.1727 1 一等奖

决赛5 莆田学院 林国建 苏鑫；董文琪；高洁 42.7536 2 一等奖

决赛5 河北金融学院 黄敏 谭春登；邹睿；刘佳杰 40.8161 3 一等奖

决赛5 大连理工大学城市学院 宋伟华；张美佳 陈宇文；方金浩；王竞仙 39.0626 4 二等奖

决赛5 沈阳大学 李忠华 何礼洋；王琦雯；刘博昭 37.0262 5 二等奖

决赛5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朱倩倩 史佳玮；张晓 35.3231 6 二等奖

决赛5 福州理工学院 朱文娟  翁林欣 ；张家焕；李毅钦 34.9372 7 二等奖

决赛5 重庆工商大学派斯学院 孙娟；李果 管涛；袁婷婷；李广 33.4499 8 二等奖

决赛5 张家口学院 宋建梅 王弼铎；孟凡全；王卓 32.751 9 三等奖

决赛5 包头师范学院 李清波；马芳媛 张鑫磊；贾云帆；付宇 28.3635 10 三等奖

决赛5 黄冈师范学院 蒋祖存 望翰林；罗霞；皮迎卫 28.1941 11 三等奖

决赛5 韩山师范学院 刘再春 黄海燕；何堡华；郭凤霓 18.0756 12 三等奖

决赛5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宋美喆；施淑蓉；柒江艺 兰春婷；胡牧晨；邱宾彤 17.0428 13 三等奖

决赛5 吉林工商学院 费之光 王晓祺；赵悦；王亚萍 14.879 14 三等奖

决赛5 广西外国语学院 潘能海；方成龙；覃娜 杨丽娟；赵秋锦；蒙晓君 13.506 15 三等奖

决赛5 渤海大学 闵海燕 胡敬元；杨雪苗；陈大龙 9.2289 16 三等奖

决赛6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陈祥槐；王超；刘央央 林雪；柯林娅 41.0397 1 一等奖

决赛6 南昌航空大学科技学院 李华琴 潘政威；孟凡迪；李培琴 40.427 2 一等奖

决赛6 广东科技学院 曾丽君；陈晶晶 陈少杰；严国志；陈泳珊 39.6029 3 二等奖

决赛6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盛锐；张新勤 刘征；王桢祯；王吉萱 36.2925 4 二等奖

决赛6 福州理工学院 潘鑫婷 刘厦星；王玲榕；林怡晴 34.4475 5 二等奖

决赛6 重庆工商大学 尚可文；韩健 黄晨；胡嘉玲；晏朝洋 33.0545 6 二等奖

决赛6 沈阳工学院 罗嘉熙 崔可；刘艺；黄茂林 32.5957 7 二等奖

决赛6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梁霄楠；李莹；宰晓娜 李思怡；张道乐；杨培生 31.6441 8 二等奖

决赛6 嘉兴南洋职业技术学院 王妍妍 许晴；周露霞；金淑静 25.5153 9 三等奖

决赛6 湖北经济学院 陶东杰 高海燕；俞晓福；陈雅诗 23.2043 10 三等奖

决赛6 江西农业大学南昌商学院 熊奇英；杨君 张金明；廖家洲；陈浔 19.8667 11 三等奖

决赛6 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张诺；卡迪尔亚.阿布力克木赵城杰；阿·依斯拉木；古丽娜尔·金斯别克17.0896 12 三等奖

决赛6 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 王铁梅 石英；郑丽君；文红婷 16.4523 13 三等奖

决赛6 山东科技大学 周仁 李晴；梁子煜；贾奕真 13.6937 14 三等奖

决赛6 安徽大学 管治华 张黎；李婉玉；桂甜 11.6158 15 三等奖

决赛7 沈阳大学 李忠华 倪倩；纪红阳；霍瑶 40.7669 1 一等奖

决赛7 福州理工学院 李丽华 李燕清；刘沛璇；陈坤城 38.3913 2 一等奖

决赛7 湖北经济学院 陶东杰 刘杉杉；陈雨欣；杨冬丽 38.357 3 二等奖

决赛7 青岛农业大学海都学院 姜青青；姜震；刘慧华 王申；张继仁；卢晓华 37.579 4 二等奖

决赛7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郑直 杨浩；王明豪；邓怡睿 37.4246 5 二等奖

决赛7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梁霄楠；宰晓娜；李莹 黄新惠；周荣敏；蓝冬梅 34.2131 6 二等奖

决赛7 包头师范学院 李清波；马芳媛 刘嘉玲；贾羽涵；刘昕玥 32.4818 7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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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 学校 指导老师 小组成员 团队各项得分之和 班内排名 获奖

2021年（第四届）全国高校经济决策虚仿实验大赛
赛道二（财政学与公共管理决策竞赛）全国总决赛正式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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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个班的每班前两名为一等奖，
各班第三名中取软件中团队各项得分之和实际值最高的4个组获得一等奖。即：157支队伍按15%比例四舍五入后的24支队伍。
2、二等奖为10个班的第三名的后6组至第八名前9组(取软件中团队各项得分之和实际值最高的9个组)。即157支队伍按35%比例
四舍五入后的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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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赛7 北京工商大学嘉华学院 刘杨 陈军；黄名震；杜成展 29.3581 8 二等奖

决赛7 三峡大学 张宇 王瑞一；翟晓亚 29.0505 9 三等奖

决赛7 安徽大学 管治华 吴汐；付佳；周璐怡 27.4427 10 三等奖

决赛7 南昌航空大学科技学院 李华琴 杨佳欣；熊彩芸；胡美琪 23.9283 11 三等奖

决赛7 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 王铁梅 马晓双；程雪；梁诗艳 21.2293 12 三等奖

决赛7 张家口学院 宋建梅 姚玉莹；张思佳；王转 16.8757 13 三等奖

决赛7 大连理工大学城市学院 苗翡；何亭 郭嘉霖；尹筱雯；姚博闻 15.934 14 三等奖

决赛7 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卡迪尔亚.阿布力克木；张诺叶•布仁比力克；王源佳；买普热提·阿不都外力15.4846 15 三等奖

决赛7 沈阳工学院 张泽凡 孙一姗；李芳霆；李依凝 12.4147 16 三等奖

决赛8 湖北经济学院 任立 肖胤玺；王为；张灵 40.5934 1 一等奖

决赛8 郑州财经学院 张心怡 崔明勋；李朋；姚家松 40.0937 2 一等奖

决赛8 武汉轻工大学 滕赋骋 陈宾辉；杨冉冉；宋雅洁 38.6212 3 二等奖

决赛8 南京审计大学 欧阳华生 陈思祺；徐沁；丁峰 37.6752 4 二等奖

决赛8 山东科技大学 潘光曦 于克岩；徐樱 33.3611 5 二等奖

决赛8 金陵科技学院 汪浩；芮晓东 夏榕；肖润 32.3368 6 二等奖

决赛8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陈祥槐；王超；刘央央 茹彤彤；蒋予柔；邱放龙 31.9328 7 二等奖

决赛8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陈丹红 韦娜；王德静；刘宇 30.7428 8 二等奖

决赛8 沈阳工学院 李松菲 李梦辉；杨硕；王管鸣 23.706 9 三等奖

决赛8 青岛滨海学院 肖立华；孙磊 初源清；翟辉；李星泽 22.1849 10 三等奖

决赛8 辽宁财贸学院 刘彬；孙丽凤；万策 杜茂森；尚芃宇；李维勇 19.2452 11 三等奖

决赛8 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 王铁梅 陈欣欣；辛凯 19.1814 12 机器人操作

决赛8 莆田学院 林国建 刘佳佳；李梦韬；张天仪 14.9778 13 三等奖

决赛8 沈阳城市学院 张冰玉 潘宣汝；初琳鹤；马婷婷 14.8027 14 三等奖

决赛8 广西师范大学 黄鹏 陈韵瑜；陈婷燕；陈秀妮 10.3166 15 三等奖

决赛8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茹玉 任廷吉；李亚南 8.8622 16 三等奖

决赛9 广东科技学院 陈璐；苏钰钧 区洛瑜；叶晨；谭莉俐 45.2193 1 一等奖

决赛9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郑彬博 卢红合；王涛；梁敬畏 43.1915 2 一等奖

决赛9 金陵科技学院 汪浩；史新和 王雨荷；任艺雯 41.0656 3 一等奖

决赛9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孙玉坤 魏苗苗；徐帅 38.1807 4 二等奖

决赛9 江西理工大学应用科学学院 钟滨 蔡梦妍；赵琳；吴怡文 37.4586 5 二等奖

决赛9 华北科技学院 徐淑华 张震；王瑞；于跃洁 37.1102 6 二等奖

决赛9 广西师范大学 何红玲 余睿超；宁秋露；莫淋淋 35.619 7 二等奖

决赛9 三峡大学 张宇 许仁乐；程骁 35.2648 8 二等奖

决赛9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朱倩倩 郭茹；由纯；王钰 32.7636 9 三等奖

决赛9 沈阳工学院 欧阳慕岚 刘志文；陶东；默新月 31.4817 10 三等奖

决赛9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李莹；宰晓娜；梁霄楠 游月蓉；谢艳妃；廖玉娜 30.4773 11 三等奖

决赛9 莆田学院 林国建 黄炜铃；贾智娟；王甜 26.7846 12 三等奖

决赛9 山东科技大学 潘光曦 孙梦娇；许佳蕊；卢立秀 25.33 13 三等奖

决赛9 辽宁财贸学院 刘彬；孙丽凤；万策 叶一多；王婷；李成佳 21.8678 14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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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赛9 重庆工商大学派斯学院 杨邦宁 余松泽；谭宇婷 20.1891 15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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