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赛项 名次 姓名 奖励金额 备注
1 中国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 铜奖 杜淑琳 4000

1 中国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 铜奖 刘玉杰 2000

2 中国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 铜奖 陈晓晨 0

2 中国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 铜奖 韩娜 0

2 中国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 铜奖 季爱萍 0

2 中国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 铜奖 孙敬华 0

2 中国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 铜奖 张进成 0

2 中国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 铜奖 张祎 2000

3 中国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3 铜奖 孙鑫 4000

3 中国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3 铜奖 张进成 0

3 中国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3 铜奖 张祎 0

4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 金奖 孙鑫 0

4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 金奖 张祎 0

5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 金奖 胡良华 2500

5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 金奖 张坛柳 2500

5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 金奖 张祎 1000

6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3 金奖 陈晓晨 3000

6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3 金奖 季爱萍 3000

7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4 银奖 许龙飞 2500

7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4 银奖 杨珍 2500

8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5 银奖 杜淑琳 5000

9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6 银奖 任晓莉 800

9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6 银奖 田丽 2200

9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6 银奖 宿伟 2000

10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7 银奖 杜淑琳 5000

11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8 银奖 王培俊 2000

11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8 银奖 朱畅 1000

11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8 银奖 朱凤丽 2000

12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9 银奖 杜淑琳 2400

12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9 银奖 刘玉杰 2400

12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9 银奖 袁传刚 200

13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0 银奖 张进成 2000

13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0 银奖 张祎 3000

14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1 铜奖 窦飞 2000

14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1 铜奖 李明才 2000

15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2 铜奖 陈松林 500

15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2 铜奖 丁凯俊 500

15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2 铜奖 方向红 3000

16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3 铜奖 杜晓晗 3000

16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3 铜奖 张祎 0

17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4 铜奖 黄如兵 1700

17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4 铜奖 李洪 300

17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4 铜奖 李京文 300

17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4 铜奖 宁肖丽 1700

18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5 铜奖 张祎 0

19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6 铜奖 张祎 0

20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7 铜奖 王传双 2000

20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7 铜奖 王家祥 1000

20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7 铜奖 杨磊 1000

21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8 铜奖 蒋成义 3000

21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8 铜奖 宣凤琴 1000

22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9 铜奖 蒋成义 2000

22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9 铜奖 沈天明 500

22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9 铜奖 石可 1500

23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0 铜奖 傅俊 2000

23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0 铜奖 秦杨 2000

24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1 铜奖 潘瑞春 2200

24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1 铜奖 杨哲 1800

25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2 铜奖 陈松林 700

25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2 铜奖 方向红 3000

25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2 铜奖 贾佳 300

26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3 铜奖 陈秀芳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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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3 铜奖 郝昆玥 2000

27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4 铜奖 肖峰 2000

27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4 铜奖 张祎 2000

28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5 铜奖 蒋强 2000
指导四年一贯制

本科生参赛获奖

28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5 铜奖 杨兵 2000
指导四年一贯制

本科生参赛获奖

36 安徽职业技术学院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9 二等奖 杜淑琳 400

36 安徽职业技术学院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9 二等奖 雷纶源 400

43 安徽职业技术学院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6 二等奖 龙丹 400

43 安徽职业技术学院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6 二等奖 余婷婷 400

46 安徽职业技术学院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9 三等奖 操龙斌 500

47 安徽职业技术学院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0 三等奖 单亚琴 250

47 安徽职业技术学院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0 三等奖 李瑞勇 250

50 安徽职业技术学院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3 三等奖 蒋成义 500

54 安徽职业技术学院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7 三等奖 黄如兵 240

54 安徽职业技术学院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7 三等奖 王德正 260

55 安徽职业技术学院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8 三等奖 马扬梅 300

55 安徽职业技术学院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8 三等奖 王培俊 200

58 安徽职业技术学院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31 三等奖 刘玲玉 300

58 安徽职业技术学院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31 三等奖 王培俊 200

60 安徽职业技术学院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33 三等奖 王培俊 250

60 安徽职业技术学院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33 三等奖 朱凤丽 250

89 安徽省第九届大学生“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 三等奖 张进成 4000

90 安徽职业技术学院第九届大学生“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1 一等奖 许龙飞 1000

91 安徽职业技术学院第九届大学生“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2 二等奖 龙丹 500

91 安徽职业技术学院第九届大学生“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2 二等奖 余婷婷 300

92 安徽职业技术学院第九届大学生“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3 二等奖 杜晓晗 0

94 安徽职业技术学院第九届大学生“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5 三等奖 杜晓晗 0

99 第十四届安徽省大学生职业规划及创业大赛 二等奖 杜晓晗 1000

99 第十四届安徽省大学生职业规划及创业大赛 二等奖 张祎 0

100
第十四届安徽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生职业规划及创业大赛“创业组

”比赛1
一等奖 张进成 0

100
第十四届安徽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生职业规划及创业大赛“创业组

”比赛1
一等奖 张祎 0

102
第十四届安徽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生职业规划及创业大赛“创业组

”比赛3
二等奖 黄如兵 400

102
第十四届安徽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生职业规划及创业大赛“创业组

”比赛3
二等奖 王德正 400

103
第十四届安徽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生职业规划及创业大赛“创业组

”比赛4
三等奖 杜淑琳 500

104
第十四届安徽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生职业规划及创业大赛“创业组

”比赛5
三等奖 陈晓晨 250

104
第十四届安徽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生职业规划及创业大赛“创业组

”比赛5
三等奖 季爱萍 250

105
第十四届安徽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生职业规划及创业大赛“创业组

”比赛6
三等奖 王传双 250

105
第十四届安徽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生职业规划及创业大赛“创业组

”比赛6
三等奖 杨磊 250

112 合肥市第十届“挑战杯”创新创业项目征集大赛 三等奖 张进成 0

112 合肥市第十届“挑战杯”创新创业项目征集大赛 三等奖 张祎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