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2：

2019年沈阳大学大学生技能（创新创业）竞赛参赛及获奖名单

学院（盖章）：商学院 院长：

序
号

竞赛名称 队伍名称
队长               队员1              队员2              队员3              指导教师 奖项 晋级省赛

姓名 学号 专业 姓名 学号 专业 姓名 学号 专业 姓名 学号 专业

1
2019年“网中网杯”财务决

策大赛沈阳大学校内赛
牛艺霏 Z1724104 会计 关明月 Z1724108 会计 李晶迪 Z1724208 会计 杨思维 Z1724209 会计 古华 一等奖 晋级省赛

2
2019年“网中网杯”财务决

策大赛沈阳大学校内赛
方瑞贤 H1667219 会计 王明泽 H1667236 会计 张洪超 H1667239 会计 李学聪 H1567104 会计 贾波 二等奖 晋级省赛

3
2019年“网中网杯”财务决

策大赛沈阳大学校内赛
张炼 W1654428 工业工程 安淑怡 W1654424 工业工程 李鸿菲 W1654401 物联网工程 高佳琪 二等奖

4
2019年“网中网杯”财务决

策大赛沈阳大学校内赛
石广越   H1867113 会计 王春萌   H1867307 会计 王桑   H1867101 会计 周思彤   H1867112 会计 李爱华 三等奖

5
2019年“网中网杯”财务决

策大赛沈阳大学校内赛
张风华 H1769207 财务管理 林萍 H1769206 财务管理 李宏光 H1769208 财务管理 王煜荧 H1769209 财务管理 苏剑 三等奖

6
2019年“网中网杯”财务决

策大赛沈阳大学校内赛
王君 H1669121 财务管理 刘津含 H1669123 财务管理 杨艳文 H1669124 财务管理 于馨雅 H1669107 财务管理 姜昕 三等奖

7
2019年“网中网杯”财务决

策大赛沈阳大学校内赛
王晓恒 H1869217 财务管理 王楚楚 H1867312 会计学 张永宁 H1869221 财务管理 黄雨欣 H1872207 旅游管理 姜昕 三等奖

8
2019年“网中网杯”财务决

策大赛沈阳大学校内赛
李淑琪 H1867325 会计 梁可平 H1867310 会计 姜婷竹 H1867313 会计 周燚链 H1867321 会计 贾波 优秀奖

9
2019年“网中网杯”财务决

策大赛沈阳大学校内赛
卢佳熙 H1867221 会计 魏思雨 H1867122 会计 栗毓 H1867207 会计 于玺 H1867204 会计 贾波 优秀奖

10
2019年“网中网杯”财务决

策大赛沈阳大学校内赛
杨娟娟  H1866120 工商管理  杨熙平 H1866121 工商管理 张美辰 H1866113 工商管理 盛海连 H1866110 工商管理 孙艳杰

11
2019年“网中网杯”财务决

策大赛沈阳大学校内赛
韦春福 H1772206 旅游管理 迟皓纹 H1772215 旅游管理 陈传清  H1772207 旅游管理 周洋 H1772227 旅游管理 王今朝

12
2019年“网中网杯”财务决

策大赛沈阳大学校内赛
谢彤 H1867226 会计 赵健如 H1866105 工商管理 郭媛媛 H1866101 工商管理 吴迪 H1869203 财务管理 李爱华

13
2019年“网中网杯”财务决

策大赛沈阳大学校内赛
美女与野兽 安釔錳 Z1624121 会计 吕嘉敏 Z1624104 会计 王天琦 Z1624210 会计 秦宝洪 Z1624110 会计 史楠

14
2019年“网中网杯”财务决

策大赛沈阳大学校内赛
刘万里 Z1624214 会计 李勇震 Z1624232 会计 杨思维 Z1724209 会计 李晶迪 Z1724208 会计 古华

15
2019年“网中网杯”财务决

策大赛沈阳大学校内赛
黄秋源 H1867120 会计 陆怡君 H1867319 会计 阙小雨 H1867121 会计 杨思淼 H1867106 会计 马春英

16
2019年“网中网杯”财务决

策大赛沈阳大学校内赛
袁宁远 H1869222 财务管理 张代政 H1869225 财务管理 徐智毅 H1869209 财务管理 李瞻 H1869223 财务管理 姜昕

17
2019年“网中网杯”财务决

策大赛沈阳大学校内赛
真材实料 田明雨 Z1824229 会计 刘莹 Z1824232 会计 郭莹 Z1824225 会计 孙嘉鑫 Z1824215 会计 古华

18
2019年“网中网杯”财务决

策大赛沈阳大学校内赛
陆婉宁 H1867214 会计 李安安 H1867216 会计 田如凤 H1867224 会计 华雨男 H1867213 会计 贾波

19 2019年“网中网杯”财务决
策大赛沈阳大学校内赛

刘琳 J1803106 财政学 高荣 J1803115 财政学 张青 J1803124 财政学 林静萍 J1803135 财政学 程海涛

20
2019年“网中网杯”财务决

策大赛沈阳大学校内赛
王唯一 H1867115 会计 王晓彤 H1867114 会计 刘倩 H1867118 会计 朴文婷 H1867116 会计 李爱华

21
2019年“网中网杯”财务决

策大赛沈阳大学校内赛
孔茹 Z1624112 会计 张海月 Z1624114 会计 刘璐 Z1624111 会计 杨思雨 Z1624117 会计 刘柏霞

22
2019年“网中网杯”财务决

策大赛沈阳大学校内赛
周奎军 Z1624113 会计 顾书毓 Z1624118 会计 全鹏飞 Z1624115 会计 王鹏飞 Z1624101 会计 刘柏霞

23
2019年“网中网杯”财务决

策大赛沈阳大学校内赛
刘海淼 H1867111 会计 陈可心 H1867110 会计 王昕爽 H1867109 会计 赵子宜 H1867108 会计 马春英

说明：1.请将所有参赛报名同学信息填报上交； 2.作品题目、队伍名称没有可不用填写；3.个人赛请将学生信息填写到队长信息中；4. 如果队员超出人
数，可自行加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