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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总决赛邀请函（高校组） 

2020 年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校组&MBA 组）正在火热进行中，本届大赛高

校组由高等学校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联席会经管学科组指导，中国管理现代

化研究会决策模拟专业委员会主办，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工商管理专业委员会协

办。据统计，高校组有效报名队伍 1905 支，来自全国 27 个省市自治区的 164

所高校。经过校内赛、复赛和半决赛选拔，最终有 79 所高校 120 支队伍进入总

决赛。 

总决赛将于 2020 年 5 月 10 日进行，请以下晋级队伍积极准备参加比赛。 

序号 学校 队名 

1 安徽财经大学 熊子 

2 安徽财经大学 可乐 

3 安徽大学 圣战一奶油曲琦 

4 安徽中医药大学 1111 

5 安徽中医药大学 草莓味 

6 北京工业大学 2020 一定行 

7 北京工业大学 成双结队 

8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醉后不知天在水 

9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奈良宗教画 

10 东北林业大学 小七不生气 

11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川乌 

12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当归 

13 福建中医药大学 人不能至少不应该 

14 广东财经大学 幕后玩家 

15 广东财经大学 Bay 

16 广东东软学院 筋斗云 

17 广东东软学院 起点 

18 哈尔滨工程大学 娃娃菜 

19 哈尔滨工程大学 智多星 

20 哈尔滨理工大学 Rainbow Team 

21 合肥工业大学宣城校区 毕达哥拉斯 

22 合肥工业大学宣城校区 阿里九九 

23 河北金融学院 朱雀使 

24 河北经贸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垚沐☆蜡笔小新 

25 湖北经济学院 藏龙精神小伙 

26 湖北经济学院 ☆曼特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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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勇敢追梦 

28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大魔王 

29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甲子】桔梗 

30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甲子】珈百璃 

31 华南农业大学 水一下就很开心 

32 华南农业大学 百香果少冰正常糖加珍珠 

33 吉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源来你还在这里 

34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 神话丶初晓 

35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 神话丶半生缘 

36 兰州财经大学 『南笙』※念北 

37 兰州财经大学 『南笙』※泽南 

38 兰州理工大学 [菜园]灬跳跳糖 BZzz 

39 兰州理工大学 绿植 

40 岭南师范学院 智联队 

41 岭南师范学院 一颗星星刹住车 

42 陇东学院 Y 

43 陇东学院 LGD 

44 南昌大学 拼多多 

45 内蒙古大学 【星辰】辰星 

46 内蒙古大学 【星辰】谨言 

47 内蒙古科技大学 北朔ღ巴啦啦 

48 内蒙古科技大学 北朔✪山言 

49 内蒙古农业大学 【企魔】tuozhao 

50 厦门理工学院 一碗方便面 

51 厦门理工学院 一碗烤冷面 

52 山东工商学院 我的小小舟 

53 山东工商学院 塞班塞班 

54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沣逸☆花落少年家~椰子 

55 上海海事大学 风卷云舒 

56 上海海事大学 掘金小分队 

57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Drizzle in May 

58 四川师范大学 草莓丸奶 

59 四川师范大学 葡萄丸奶 

60 天津师范大学 小懒猪 

61 天津师范大学 星河滚烫 

62 梧州学院 羊小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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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梧州学院 小居居 

64 武汉科技大学 曌&未来可期 

65 武汉科技大学 曌＆同 

66 西北师范大学 花亭醉 

67 西华大学 幼安 

68 西华大学 N95 

69 西南交通大学 淡黄的长裙 蓬松的头发 

70 西南交通大学 Why 

71 西南科技大学 音弄晓色 

72 西南石油大学 带你去天涯海角 

73 烟台大学 Story 

74 烟台大学 一烟以蔽之 

75 重庆工商大学 我们仨 

76 重庆工商大学 【南歌】｜逍遥法外 

77 上海商学院 巴甫洛夫 

78 上海商学院 小猪熊 

79 内蒙古工业大学 Wuli 亲故啊 

80 安徽大学 圣战一继往开来 

81 吉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源来是你 

82 西南石油大学 周氏集团 

83 河北经贸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垚莯&帅气的油麦菜 

84 内蒙古农业大学 【企魔】夜雨声烦 

85 广西民族大学 书院 ฅ 梳碧湖砍柴人 

86 哈尔滨商业大学 星河五 

87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蝎子莱莱 

88 福建中医药大学 黛染青花 

89 宁夏大学新华学院 只只 

90 西南财经大学 Sparking 

91 安徽理工大学 不想垫底 

92 首都师范大学 椰果 

93 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 8@164980 

94 塔里木大学 绿洲梦【B】 

95 南京农业大学 铁道游击队 

96 石河子大学 巴拉巴拉 

97 新疆大学 面肥 

98 安徽农业大学 剑如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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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辽宁大学 长征路 

100 内蒙古财经大学 黄慢慢 

101 河北师范大学 orchid 

102 西北师范大学 紫逸南辰 

103 喀什大学 天山~大柚砸 

104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福外-五月 

105 安徽工业大学 简朴寨 

106 淮北师范大学 Murder 

107 河北金融学院 青龙使 

108 江西财经大学 佛系躺鸡 666 

109 青岛理工大学 自由泳 

110 东华理工大学 晓 

111 山东英才学院 青青草原 

112 天津工业大学 烤冷面好好吃 

113 江苏大学 PILOT 

114 厦门工学院 奔小康队 

115 福州大学 下一个队 

116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三个手枪腿 

117 黑龙江工程学院 光阴锦年 

118 河南理工大学 华颂创新科技公司 

119 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 GT 

120 湖北经济学院法商学院 海绵宝宝派大星和章鱼哥 

为规范比赛管理，进入总决赛的每位成员必须填写《2020 年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校

组&MBA 组）诚信参赛承诺书》（如无打印条件，可手写誊抄），并手写签名，拍照或扫描

后发送给团队队长，由队长（CEO）将所有队员承诺书合并至一个 PDF 文件，统一发送至组

委会邮箱:ibizsim@163.com，截止时间：2020年 5月 9日（星期六）18:00。 

 

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组委会 

2020 年 5 月 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