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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铜奖 陈行 0

1 中国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铜奖 陈晓晨 0

1 中国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铜奖 胡良华 0

1 中国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铜奖 季爱萍 0

1 中国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铜奖 张祎 0

2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 金奖 陈晓晨 3000

2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 金奖 季爱萍 3000

2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 金奖 张祎 0

3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 银奖 黄如兵 4000

3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 银奖 王德正 1000

4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3 银奖 杜淑琳 2800

4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3 银奖 桂树国 2000

4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3 银奖 孙莹莹 200

5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4 银奖 胡良华 2000

5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4 银奖 张坛柳 2000

5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4 银奖 张祎 0

6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5 银奖 倪翠萍 1000

6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5 银奖 王晶晶 0

6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5 银奖 许龙飞 3000

7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6 银奖 郝建文 5000

8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7 银奖 孙鑫 1000

8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7 银奖 张祎 0

9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8 银奖 王晶晶 0

9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8 银奖 肖峰 1500

9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8 银奖 张祎 0

10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9 铜奖 田晓雪 4000

11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0 铜奖 刘磊 4000

12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1 铜奖 杜晓晗 2000

12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1 铜奖 王晶晶 0

12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1 铜奖 张祎 0

13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2 铜奖 方向红 4000

14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3 铜奖 张进成 0

14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3 铜奖 张祎 0

15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4 铜奖 李瑞勇 2000

15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4 铜奖 周安琪 2000

16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5 铜奖 张进成 2000

16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5 铜奖 张坛柳 2000

17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6 铜奖 倪翠萍 2000

17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6 铜奖 许龙飞 2000

18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7 铜奖 王传双 2000

18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7 铜奖 杨磊 2000

19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8 铜奖 杜晓晗 0

19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8 铜奖 张祎 0

20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9 铜奖 李瑞勇 2000

20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9 铜奖 周安琪 2000

21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0 铜奖 杜淑琳 3000

21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0 铜奖 袁传刚 1000

22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1 铜奖 刘玲玉 400

22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1 铜奖 王培俊 1800

22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1 铜奖 朱凤丽 1800

23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2 铜奖 石晓慧 2000

23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2 铜奖 闫冰 2000

24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3 铜奖 单亚琴 2000

24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3 铜奖 李瑞勇 2000

25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4 铜奖 杜淑琳 3800

25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4 铜奖 侯秀丽 200

26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5 铜奖 窦飞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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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5 铜奖 李明才 2000

27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6 铜奖 杨磊 2000

27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6 铜奖 姚道如 2000

28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7 铜奖 胡宏胜 1800

28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7 铜奖 钱洁 1800

28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7 铜奖 石可 400

43安徽职业技术学院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5 三等 白花蕊 250

43安徽职业技术学院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5 三等 程义进 250

48安徽省第九届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1 一等 张进成 3000

48安徽省第九届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1 一等 张祎 3000

49安徽省第九届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2 二等 孙鑫 2000

49安徽省第九届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2 二等 张祎 0

50安徽省第九届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3 二等 杜晓晗 3000

50安徽省第九届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3 二等 王晶晶 2000

51安徽省第九届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4 二等 孙鑫 3000

51安徽省第九届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4 二等 宣凤琴 2000

52安徽省第九届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5 二等 杜淑琳 4800

52安徽省第九届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5 二等 吴君莲 200

53安徽省第九届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6 三等 孙鑫 0

53安徽省第九届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6 三等 王晶晶 1000

54安徽省第九届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7 三等 孙鑫 0

54安徽省第九届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7 三等 王晶晶 2000

55 首届安徽省中华职业教育创新创业大赛省赛奖励1 三等 孙鑫 0

55 首届安徽省中华职业教育创新创业大赛省赛奖励1 三等 张祎 0

56 首届安徽省中华职业教育创新创业大赛省赛奖励2 三等 孙鑫 0

56 首届安徽省中华职业教育创新创业大赛省赛奖励2 三等 张祎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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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翼泽万方——农之新宠 中国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铜奖 孙俊 1000

1 翼泽万方——农之新宠 中国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铜奖 谷庆洲 1000

1 翼泽万方——农之新宠 中国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铜奖 张小玉 1000

1 翼泽万方——农之新宠 中国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铜奖 周梦娜 1000

1 翼泽万方——农之新宠 中国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铜奖 张渴望 1000

2 翼泽万方——农之新宠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 金奖 孙俊 0

2 翼泽万方——农之新宠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 金奖 谷庆洲 0

2 翼泽万方——农之新宠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 金奖 张小玉 0

2 翼泽万方——农之新宠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 金奖 周梦娜 0

2 翼泽万方——农之新宠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 金奖 张渴望 0

3 爱上K歌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 银奖 朱文凯 800

3 爱上K歌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 银奖 冯程 800

3 爱上K歌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 银奖 于文军 800

3 爱上K歌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 银奖 秦成豹 800

3 爱上K歌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 银奖 周昊文 800

3 爱上K歌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 银奖 张维 800

4 你的第“衣”选择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3 银奖 王军 800

4 你的第“衣”选择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3 银奖 季晶晶 800

4 你的第“衣”选择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3 银奖 张郑亦亨 800

4 你的第“衣”选择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3 银奖 杨雪梅 800

4 你的第“衣”选择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3 银奖 郭午贤 800

5 食安兔料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4 银奖 马璐瑶 800

5 食安兔料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4 银奖 宋德发 800

5 食安兔料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4 银奖 王伟豪 800

5 食安兔料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4 银奖 汪璟琦 800

5 食安兔料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4 银奖 张忠扬 800

6 凌云-SAAS云服务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5 银奖 丁雨洁 800

6 凌云-SAAS云服务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5 银奖 蒋芳婷 800

6 凌云-SAAS云服务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5 银奖 庞训昌 800

6 凌云-SAAS云服务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5 银奖 沈帅 800

6 凌云-SAAS云服务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5 银奖 阳文亮 800

6 凌云-SAAS云服务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5 银奖 夏雪晴 800

7绿色精灵——一种风光互补驱动自发脱磷脱氮装置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6 银奖 顾冬冬 800

7绿色精灵——一种风光互补驱动自发脱磷脱氮装置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6 银奖 杨恩典 800

7绿色精灵——一种风光互补驱动自发脱磷脱氮装置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6 银奖 江柯 800

7绿色精灵——一种风光互补驱动自发脱磷脱氮装置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6 银奖 张斌斌 800

7绿色精灵——一种风光互补驱动自发脱磷脱氮装置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6 银奖 周慧平 800

8 凌创-5G时代VR应用领航者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7 银奖 沈帅 800

8 凌创-5G时代VR应用领航者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7 银奖 丁雨洁 800

8 凌创-5G时代VR应用领航者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7 银奖 蒋芳婷 800

8 凌创-5G时代VR应用领航者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7 银奖 庞训昌 800

8 凌创-5G时代VR应用领航者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7 银奖 耿子辰 800

8 凌创-5G时代VR应用领航者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7 银奖 彭玉蝶 800

9 三石兄MCN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8 银奖 朱真磊 800

9 三石兄MCN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8 银奖 张涛 800

9 三石兄MCN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8 银奖 史军伟 800

9 三石兄MCN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8 银奖 张珂 800

10 安徽智能机器视觉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9 铜奖 王诺 500

10 安徽智能机器视觉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9 铜奖 王李 500

10 安徽智能机器视觉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9 铜奖 祖洁 500

10 安徽智能机器视觉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9 铜奖 胡国栋 500

10 安徽智能机器视觉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9 铜奖 张欣瑜 500

11 互联网+人工种子-霍山石斛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0 铜奖 何家乐 500

11 互联网+人工种子-霍山石斛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0 铜奖 石俊 500

12 凌创-智慧物联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1 铜奖 李翔 500

12 凌创-智慧物联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1 铜奖 丁雨洁 500

12 凌创-智慧物联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1 铜奖 蒋芳婷 500

12 凌创-智慧物联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1 铜奖 沈帅 500

12 凌创-智慧物联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1 铜奖 阳文亮 500

12 凌创-智慧物联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1 铜奖 王肖 500

12 凌创-智慧物联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1 铜奖 张珂 500

2020年度各类创新创业大赛成果奖励赛项金额分配明细表-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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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凌创-智慧物联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1 铜奖 李苏媛 500

12 凌创-智慧物联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1 铜奖 梁思雨 500

13 绿元素科技有限公司项目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2 铜奖 王畔运 500

13 绿元素科技有限公司项目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2 铜奖 裴依菲 500

13 绿元素科技有限公司项目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2 铜奖 赵雨欣 500

13 绿元素科技有限公司项目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2 铜奖 苗紫琦 500

13 绿元素科技有限公司项目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2 铜奖 张斌斌 500

14模型全品类可定制产品服务商——定制一切可定制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3 铜奖 薛亚鹏 500

14模型全品类可定制产品服务商——定制一切可定制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3 铜奖 沈津 500

14模型全品类可定制产品服务商——定制一切可定制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3 铜奖 陆蒙 500

14模型全品类可定制产品服务商——定制一切可定制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3 铜奖 汝欣 500

14模型全品类可定制产品服务商——定制一切可定制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3 铜奖 陈明娟 500

14模型全品类可定制产品服务商——定制一切可定制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3 铜奖 张毅德 500

15 依依布艺布舍店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4 铜奖 王学燕 500

15 依依布艺布舍店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4 铜奖 陆琳 500

15 依依布艺布舍店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4 铜奖 杨旭 500

15 依依布艺布舍店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4 铜奖 陈龙 500

16 岳泽大学生助农平台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5 铜奖 宋德发 500

16 岳泽大学生助农平台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5 铜奖 王伟豪 500

16 岳泽大学生助农平台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5 铜奖 汪璟琦 500

17 朝夕古装店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6 铜奖 朱文杰 500

17 朝夕古装店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6 铜奖 刘曦 500

17 朝夕古装店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6 铜奖 丁晓倩 500

18 共享用工服务小能手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7 铜奖 郝红路 500

18 共享用工服务小能手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7 铜奖 王森 500

18 共享用工服务小能手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7 铜奖 李想 500

18 共享用工服务小能手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7 铜奖 唐利 500

18 共享用工服务小能手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7 铜奖 吴炳煇 500

19 微分小程序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8 铜奖 杨志强 500

19 微分小程序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8 铜奖 任凤云 500

19 微分小程序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8 铜奖 王可元 500

20 文汇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9 铜奖 单兴道 500

20 文汇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9 铜奖 曹成羽 500

20 文汇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9 铜奖 王丽苹 500

20 文汇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9 铜奖 王亚雯 500

21 一刻钟D.A教育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0 铜奖 王康 500

21 一刻钟D.A教育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0 铜奖 陈倪龙 500

21 一刻钟D.A教育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0 铜奖 孙其伟 500

21 一刻钟D.A教育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0 铜奖 汪亦绮 500

22 返老童伴成长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1 铜奖 李家倩 500

22 返老童伴成长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1 铜奖 吴东东 500

22 返老童伴成长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1 铜奖 李佳佳 500

22 返老童伴成长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1 铜奖 吴雅维 500

22 返老童伴成长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1 铜奖 王雨阳 500

22 返老童伴成长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1 铜奖 陶新敏 500

23 艺路有我——神话里的美丽乡村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2 铜奖 张宇辰 500

23 艺路有我——神话里的美丽乡村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2 铜奖 刘源 500

23 艺路有我——神话里的美丽乡村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2 铜奖 刘阿静 500

23 艺路有我——神话里的美丽乡村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2 铜奖 徐一鸣 500

24 至善人残障儿童关爱工作室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3 铜奖 周雨云 500

24 至善人残障儿童关爱工作室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3 铜奖 占慧娟 500

24 至善人残障儿童关爱工作室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3 铜奖 徐宇轩 500

24 至善人残障儿童关爱工作室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3 铜奖 汪雅婷 500

24 至善人残障儿童关爱工作室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3 铜奖 姚烨忞 500

25继“网”开来，突破性以互联网思维解决农产品产销脱节新模式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4 铜奖 鲁明飞 500

25继“网”开来，突破性以互联网思维解决农产品产销脱节新模式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4 铜奖 方小海 500

25继“网”开来，突破性以互联网思维解决农产品产销脱节新模式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4 铜奖 葛雪雪 500

25继“网”开来，突破性以互联网思维解决农产品产销脱节新模式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4 铜奖 张小玉 500

25继“网”开来，突破性以互联网思维解决农产品产销脱节新模式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4 铜奖 马荆荆 500

25继“网”开来，突破性以互联网思维解决农产品产销脱节新模式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4 铜奖 刘佳 500

26 睡眠守护者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5 铜奖 夏凌云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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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睡眠守护者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5 铜奖 程云飞 500

26 睡眠守护者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5 铜奖 张茵英 500

26 睡眠守护者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5 铜奖 陈帅斌 500

26 睡眠守护者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5 铜奖 冯魏 500

27 享车行，车帮手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6 铜奖 王菲 500

27 享车行，车帮手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6 铜奖 杨飞翔 500

27 享车行，车帮手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6 铜奖 赵嘉乐 500

27 享车行，车帮手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6 铜奖 吕锡良 500

27 享车行，车帮手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6 铜奖 杨龙 500

28 由衣服装工作室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7 铜奖 陈夕 500

28 由衣服装工作室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7 铜奖 侯梦婷 500

28 由衣服装工作室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7 铜奖 汪莹莹 500

28 由衣服装工作室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7 铜奖 张梦娟 500

28 由衣服装工作室 安徽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7 铜奖 丁宋伟 500

43 绿色态度生活体验店 安徽职业技术学院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5 三等 汪宇 50

43 绿色态度生活体验店 安徽职业技术学院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5 三等 蒙慧慧 50

43 绿色态度生活体验店 安徽职业技术学院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5 三等 王媛媛 50

48模型全品类可定制产品服务商——定制一切可定制安徽省第九届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1 一等 沈津 1000

48模型全品类可定制产品服务商——定制一切可定制安徽省第九届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1 一等 潘悦 1000

48模型全品类可定制产品服务商——定制一切可定制安徽省第九届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1 一等 陆蒙 1000

48模型全品类可定制产品服务商——定制一切可定制安徽省第九届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1 一等 汝欣 1000

49 凌创-5G时代VR应用领航者 安徽省第九届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2 二等 丁雨洁 800

49 凌创-5G时代VR应用领航者 安徽省第九届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2 二等 梁思雨 800

49 凌创-5G时代VR应用领航者 安徽省第九届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2 二等 蒋芳婷 800

50 洇染汉服工作室 安徽省第九届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3 二等 周馨 800

50 洇染汉服工作室 安徽省第九届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3 二等 潘福生 800

50 洇染汉服工作室 安徽省第九届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3 二等 沈迅 800

51 互联网共享云打印 安徽省第九届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4 二等 郑祥祥 800

51 互联网共享云打印 安徽省第九届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4 二等 王青松 800

51 互联网共享云打印 安徽省第九届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4 二等 樊明宇 800

52 Top智能餐桌 安徽省第九届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5 二等 吴红 800

52 Top智能餐桌 安徽省第九届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5 二等 方成贵 800

52 Top智能餐桌 安徽省第九届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5 二等 陈刚 800

52 Top智能餐桌 安徽省第九届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5 二等 胡锐 800

53 维蓝世动漫工作室 安徽省第九届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6 三等 何永康 500

53 维蓝世动漫工作室 安徽省第九届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6 三等 朱凯 500

53 维蓝世动漫工作室 安徽省第九届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6 三等 刘洋 500

54 微视频营销 安徽省第九届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7 三等 袁润 500

54 微视频营销 安徽省第九届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7 三等 陈帅斌 500

54 微视频营销 安徽省第九届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7 三等 范梦祥 500

54 微视频营销 安徽省第九届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7 三等 王彭宗 500

55 凌创-5G时代VR应用领航者 首届安徽省中华职业教育创新创业大赛省赛奖励1 三等 沈帅 500

55 凌创-5G时代VR应用领航者 首届安徽省中华职业教育创新创业大赛省赛奖励1 三等 蒋方婷 500

55 凌创-5G时代VR应用领航者 首届安徽省中华职业教育创新创业大赛省赛奖励1 三等 李翔 500

55 凌创-5G时代VR应用领航者 首届安徽省中华职业教育创新创业大赛省赛奖励1 三等 李苏媛 500

56 凌云-SAAS云服务 首届安徽省中华职业教育创新创业大赛省赛奖励2 三等 丁雨洁 500

56 凌云-SAAS云服务 首届安徽省中华职业教育创新创业大赛省赛奖励2 三等 庞训昌 500

56 凌云-SAAS云服务 首届安徽省中华职业教育创新创业大赛省赛奖励2 三等 夏雪晴 500

56 凌云-SAAS云服务 首届安徽省中华职业教育创新创业大赛省赛奖励2 三等 李翔 5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