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第十二届全国大学生纺织贸易与商业策划创新能力大赛获奖结果 

（本科组综合理论和实务操作个人奖） 

序号 姓名 院校 指导教师 奖项 

1 胡文君 苏州大学 蒋闰蕾 戴宏钦 个人一等奖 

2 王子钖 东华大学 王立新 周琛影 个人一等奖 

3 蒋芷砚 东华大学 王立新 周琛影 个人一等奖 

4 秦吕姿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董徐易 尹雪峰 个人一等奖 

5 宋鑫怡 武汉纺织大学 张平 周旋 个人一等奖 

6 张雯汐 苏州大学 李磊 冯岑 个人一等奖 

7 邹丽 湖南工程学院 郭虹 左言文 个人一等奖 

8 徐颙琰 东华大学 王立新 周琛影 个人一等奖 

9 沈玉 西安工程大学 徐玲 邵鹏 个人一等奖 

10 白赟腾 武汉纺织大学 吴英 史乐来 个人一等奖 

11 耿子茹 苏州大学 蒋闰蕾 戴宏钦 个人一等奖 

12 包骆玲 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院 吴优翔 杭洁 个人二等奖 

13 马曼婷 武汉纺织大学 吴英 史乐来 个人二等奖 

14 董可欣 武汉纺织大学 吴英 史乐来 个人二等奖 

15 金相宜 苏州大学 李磊 冯岑 个人二等奖 

16 孙铭祥 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 陈静 朱丽萍 个人二等奖 

17 谭宾宾 天津工业大学 张璐 单毓馥 个人二等奖 

18 朱柏融 苏州大学 蒋闰蕾 戴宏钦 个人二等奖 

19 曾玟 乐山师范学院 王晓辉 向方 个人二等奖 

20 许磊 天津工业大学 张璐 单毓馥 个人二等奖 



序号 姓名 院校 指导教师 奖项 

21 王苏兰 惠州学院 索理 侯开慧 个人二等奖 

22 高垣晶 青岛大学 商蕾 朱士凤 个人二等奖 

23 徐嘉璇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董徐易 尹雪峰 个人二等奖 

24 王智超 天津工业大学 韩婷 马晓虹 个人二等奖 

25 陆婧洁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董徐易 尹雪峰 个人二等奖 

26 田祎孟 武汉纺织大学 张平 周旋 个人二等奖 

27 江晞瑜 惠州学院 索理 侯开慧 个人二等奖 

28 杨晓秀 武汉纺织大学 张平 周旋 个人二等奖 

29 陈佳瑶 浙江理工大学 马欣 杨君 个人二等奖 

30 李娜 天津工业大学 张璐 单毓馥 个人二等奖 

31 李嘉乐 安徽工程大学 王竹君 邢英梅 个人二等奖 

32 汤一帆 宿迁学院 胡长深 胡居东 个人二等奖 

33 金芹波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倪琳 李悦 个人二等奖 

34 杨后婷 西安工程大学 张弦 王婷 个人三等奖 

35 温瑾 惠州学院 侯开慧 索理 个人三等奖 

36 韩丹叶 苏州大学 李磊 冯岑 个人三等奖 

37 李雪晴 西安工程大学 徐玲 邵鹏 个人三等奖 

38 童话 浙江理工大学 马欣 杨君 个人三等奖 

39 欧佳萍 乐山师范学院 王晓辉 向方 个人三等奖 

40 汪洋 上海大学 陈军 吴欢 个人三等奖 

41 左莹 天津工业大学 韩婷 马晓虹 个人三等奖 

42 林钧昊 西安工程大学 张弦 王婷 个人三等奖 

43 竺佳露 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 陈静 朱丽萍 个人三等奖 

44 仓栋瑞 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院 吴优翔 杭洁 个人三等奖 



序号 姓名 院校 指导教师 奖项 

45 钟林 南通大学 潘刚伟 徐思峻 个人三等奖 

46 刘天阳 上海大学 陈军 吴欢 个人三等奖 

47 彭茹莎 中原工学院 高艳菲 李双燕 个人三等奖 

48 邱宝军 河南工程学院 孔繁荣 贾琳 个人三等奖 

49 胡婉宁 西安工程大学 张弦 王婷 个人三等奖 

50 徐柠浩 南通大学 潘刚伟 徐思峻 个人三等奖 

51 裴家琪 南通大学 郭滢  个人三等奖 

52 余秀秀 西安工程大学 徐玲 邵鹏 个人三等奖 

53 陈子璇 乐山师范学院 王晓辉 向方 个人三等奖 

54 叶成灿 南通大学 郭滢  个人三等奖 

55 周佳伟 中原工学院 高艳菲 李双燕 个人三等奖 

56 金雨含 黑龙江科技大学 孙倩 王莉 个人三等奖 

57 郭满义 中原工学院 梁彤伟 陆芳 个人三等奖 

58 吕莹 九江学院 闫观渭 张立柱 个人三等奖 

59 张欣 河南工程学院 孔繁荣 贾琳 个人三等奖 

60 徐剑秋 浙江理工大学 王金凤 李永强 个人三等奖 

61 翟欣萍 青岛大学 商蕾 朱士凤 个人三等奖 

62 余泽新 嘉兴学院 张彩丹 黄立新 个人三等奖 

63 彭壕 盐城工学院 马志鹏 王春霞 个人三等奖 

64 朱冰 中原工学院 高艳菲 李双燕 个人三等奖 

65 俞袁洁 嘉兴学院 张彩丹 黄立新 个人三等奖 

 

 



第十二届全国大学生纺织贸易与商业策划创新能力大赛获奖结果 

（本科组商业策划创新能力展示个人奖） 

 

（本科组商业创新奖） 

姓名 院校 奖项 

沈佳颖 上海大学 最佳商业创新奖 

 

序号 姓名 院校 奖项 

1 范玟妍 中原工学院 个人一等奖 

2 沈佳颖 上海大学 个人一等奖 

3 王依琳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个人二等奖 

4 朱婉婷 青岛大学 个人二等奖 

5 卢嘉豪 南通大学 个人二等奖 

6 蒋芷砚 东华大学 个人二等奖 

7 郭志建 武汉纺织大学 个人二等奖 

8 许晴 天津工业大学 个人三等奖 

9 刘雨晴 惠州学院 个人三等奖 

10 于郭鑫 西安工程大学 个人三等奖 

11 纪志可 安徽工程大学 个人三等奖 

12 沈楠 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院 个人三等奖 

13 高蕴恒 黑龙江科技大学 个人三等奖 

14 欧佳萍 乐山师范学院 个人三等奖 



第十二届全国大学生纺织贸易与商业策划创新能力大赛获奖结果 

（本科组团体奖） 

 

序号 院校 指导教师 奖项 

1 东华大学 王立新 周琛影 团体一等奖 

2 苏州大学 蒋闰蕾 戴宏钦 团体一等奖 

3 武汉纺织大学 吴英 史乐来 团体二等奖 

4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董徐易 尹雪峰 团体二等奖 

5 天津工业大学 张璐 单毓馥 团体二等奖 

6 西安工程大学 徐玲 邵鹏 团体二等奖 

7 中原工学院 高艳菲 李双燕 团体二等奖 

8 乐山师范学院 王晓辉 向方 团体三等奖 

9 惠州学院 索理 侯开慧 团体三等奖 

10 青岛大学 商蕾 朱士凤 团体三等奖 

11 上海大学 陈军 吴欢 团体三等奖 

12 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院 吴优翔 杭洁 团体三等奖 

13 南通大学 潘刚伟 徐思峻 团体三等奖 

14 湖南工程学院 郭虹 左言文 团体三等奖 

 

 

 

 

 



第十二届全国大学生纺织贸易与商业策划创新能力大赛获奖结果 

（高职组综合理论和实务操作个人奖） 

 

序号 姓名 院校 指导教师 奖项 

1 项茹颖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楼亚芳 于春阳 个人一等奖 

2 林梦婷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楼亚芳 于春阳 个人一等奖 

3 蹇宇宏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蔡育 葛俊伟 个人一等奖 

4 虞元源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楼亚芳 于春阳 个人一等奖 

5 王朦晨 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 章雁峰 杨芬 个人一等奖 

6 闵哲豪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王佳 由丽丹 个人二等奖 

7 陈琦 上海东海职业技术学院 封竹一 高静 个人二等奖 

8 徐梦琪 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 章雁峰 杨芬 个人二等奖 

9 黄俊喻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钟飞燕 万川 个人二等奖 

10 陈紫怡 无锡旅游商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王晓宁 冯洁 个人二等奖 

11 丁祎玲 无锡旅游商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王晓宁 冯洁 个人二等奖 

12 黄阳笑 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 章雁峰 杨芬 个人二等奖 

13 李金华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林丽霞 黄元盛 个人二等奖 

14 周敏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蔡育 葛俊伟 个人二等奖 

15 郏旭静 无锡旅游商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王晓宁 冯洁 个人二等奖 

16 王艳梅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蔡育 葛俊伟 个人三等奖 

17 吴仕豪 山东服装职业学院 祖园园 周鹏 个人三等奖 

18 陈子怡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钟飞燕 万川 个人三等奖 

19 张真真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许兵 李红霞 个人三等奖 

20 孙文珂 上海东海职业技术学院 封竹一 高静 个人三等奖 



 

序号 姓名 院校 指导教师 奖项 

21 杨玉玲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孙芮 程新雅 个人三等奖 

22 陈雪敏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钟飞燕 万川 个人三等奖 

23 黄昕怡 上海东海职业技术学院 封竹一 高静 个人三等奖 

24 张振 山东服装职业学院 祖园园 周鹏 个人三等奖 

25 胡强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林丽霞 黄元盛 个人三等奖 

26 杨玫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温馨 凌美潜 个人三等奖 

27 傅依婷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王琴华 李豪英 个人三等奖 

28 崔怡 辽宁轻工职业学院 乔燕 张娟 个人三等奖 

29 储冬倩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吴惠英 周燕 个人三等奖 

 

 

 

 

 

 

 

 

 

 

 



第十二届全国大学生纺织贸易与商业策划创新能力大赛获奖结果 

（高职组商业策划创新能力展示个人奖） 

 

序号 姓名 院校 奖项 

1 唐淑莹 上海东海职业技术学院 个人一等奖 

2 丁祎玲 无锡旅游商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个人一等奖 

3 王迎霜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个人二等奖 

4 但浩然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个人二等奖 

5 杨境智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个人二等奖 

6 秦婷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个人三等奖 

7 王馨悦 山东服装职业学院 个人三等奖 

8 陈昕怡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个人三等奖 

9 王康 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 个人三等奖 

10 庄舒遥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个人三等奖 

 

（高职组商业创新奖） 

姓名 院校 奖项 

唐淑莹 上海东海职业技术学院 最佳商业创新奖 

 

 

 

 



第十二届全国大学生纺织贸易与商业策划创新能力大赛获奖结果 

（高职组团体奖） 

 

序号 院校 指导教师 奖项 

1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楼亚芳 于春阳 团体一等奖 

2 无锡旅游商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王晓宁 冯洁 团体一等奖 

3 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 章雁峰 杨芬 团体二等奖 

4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蔡育 葛俊伟 团体二等奖 

5 上海东海职业技术学院 封竹一 高静 团体二等奖 

6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钟飞燕 万川 团体三等奖 

7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林丽霞 黄元盛 团体三等奖 

8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王佳 由丽丹 团体三等奖 

9 山东服装职业学院 祖园园 周鹏 团体三等奖 

10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许兵 李红霞 团体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