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赛项 名次 奖励学生姓名 奖励金额

1 中国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 铜奖 谢明俊 1000

2 中国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 铜奖 谷庆州 1000

2 中国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 铜奖 吴皓冬 1000

2 中国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 铜奖 王俊杰 1000

2 中国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 铜奖 胡锐 1000

2 中国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 铜奖 张子浩 1000

2 中国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 铜奖 孙潇 1000

2 中国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 铜奖 向建国 1000

2 中国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 铜奖 周政 1000

2 中国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 铜奖 曹梦雨 1000

3 中国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3 铜奖 沈帅 1000

3 中国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3 铜奖 周青青 1000

3 中国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3 铜奖 王小焕 1000

3 中国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3 铜奖 陈萍 1000

3 中国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3 铜奖 蒋澳 1000

3 中国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3 铜奖 曹慧 1000

4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 金奖 沈帅 0

4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 金奖 曹慧 0

4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 金奖 蒋澳 0

4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 金奖 王小焕 0

4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 金奖 陈萍 0

5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 金奖 张忠扬 1000

5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 金奖 铁莉娜 1000

5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 金奖 尹海雄 1000

5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 金奖 姚爽 1000

6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3 金奖 谷庆洲 0

6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3 金奖 向建国 0

6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3 金奖 孙潇 0

6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3 金奖 胡锐 0

6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3 金奖 张子浩 0

6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3 金奖 丁之琳 1000

7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4 银奖 周青青 800

7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4 银奖 尹昊 800

7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4 银奖 庞训昌 800

8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5 银奖 王军 800

8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5 银奖 吴皓冬 800

8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5 银奖 季晶晶 800

8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5 银奖 李云峰 800

8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5 银奖 马忠婷 800

9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6 银奖 孙静 800

9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6 银奖 吴皓冬 800

9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6 银奖 郝雨阳 800

9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6 银奖 李秀娟 800

9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6 银奖 郝雨阳 800

10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7 银奖 黄利 800

10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7 银奖 丁之琳 800

10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7 银奖 吴皓冬 800

10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7 银奖 武帅 800

10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7 银奖 马忠婷 800

10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7 银奖 张子浩 800

11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8 银奖 李双 800

11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8 银奖 杜慧男 800

11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8 银奖 范静雅 800

11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8 银奖 况成成 800

11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8 银奖 孙芳 800

12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9 银奖 谢明俊 800

12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9 银奖 吴皓冬, 800

12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9 银奖 王文秀 800

12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9 银奖 余国仓 800

12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9 银奖 马忠婷 800

13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0 银奖 薛亚鹏 800

13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0 银奖 吴越越,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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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0 银奖 田玉 800

13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0 银奖 郭纹纹 800

13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0 银奖 任重庆 800

13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0 银奖 吴佩 800

14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1 铜奖 程云飞 500

14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1 铜奖 贺志鹏 500

14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1 铜奖 王俊 500

14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1 铜奖 刘春雨 500

14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1 铜奖 胡恩 500

15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2 铜奖 慈修辞 500

15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2 铜奖 张金羽 500

15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2 铜奖 王正文 500

15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2 铜奖 刘星宇 500

15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2 铜奖 方瑞 500

16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3 铜奖 范连义 500

16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3 铜奖 吴雷 500

16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3 铜奖 张新弦 500

16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3 铜奖 张冉 500

16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3 铜奖 陈梦萍 500

17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4 铜奖 付慧兰 500

17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4 铜奖 李登峰 500

17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4 铜奖 王磊 500

17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4 铜奖 马龙杨 500

17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4 铜奖 唐兵 500

17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4 铜奖 梁燕 500

18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5 铜奖 吴佩 500

18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5 铜奖 马用祥 500

18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5 铜奖 刘明亮 500

18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5 铜奖 肖圆 500

18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5 铜奖 郭静雅 500

19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6 铜奖 吴越越 500

19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6 铜奖 肖圆 500

19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6 铜奖 张春峰 500

19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6 铜奖 郭静雅 500

19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6 铜奖 马用祥 500

20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7 铜奖 刘雨荷 500

20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7 铜奖 陈瑞芳 500

20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7 铜奖 曾万清 500

20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7 铜奖 江蕊 500

21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8 铜奖 张圆圆 500

21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8 铜奖 李凯鑫 500

21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8 铜奖 郭镇蒙 500

21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8 铜奖 陶雅 500

21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8 铜奖 韩瑞 500

21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8 铜奖 曾凡亮 500

22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9 铜奖 何春阳 500

22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9 铜奖 方健龙 500

22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9 铜奖 丁雅琳 500

22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9 铜奖 董瑞环 500

22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9 铜奖 胡泉 500

23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0 铜奖 江雪 500

23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0 铜奖 孙浩 500

23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0 铜奖 何毅 500

23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0 铜奖 柴林 500

23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0 铜奖 管律文 500

23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0 铜奖 邵国庆 500

23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0 铜奖 王琦 500

24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1 铜奖 程晓敏 500

24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1 铜奖 黄一单 500

24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1 铜奖 刘天乐 500

24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1 铜奖 王云燕 500

24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1 铜奖 尹晨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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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2 铜奖 朱志恒 500

25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2 铜奖 杨洋 500

25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2 铜奖 龚炎华 500

25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2 铜奖 汪淳 500

25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2 铜奖 吴建伟 500

25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2 铜奖 刘帅 500

26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3 铜奖 汪萍 500

26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3 铜奖 金程 500

26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3 铜奖 朱婷婷 500

26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3 铜奖 唐青青 500

26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3 铜奖 张家英 500

27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4 铜奖 朱真磊 500

27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4 铜奖 刘浩然 500

27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4 铜奖 陈犇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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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乾龙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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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博慧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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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小海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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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兴龙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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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素贞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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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国仓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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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玉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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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纹纹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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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璠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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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玥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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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秋萍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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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芬芬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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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文才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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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华杰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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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雨荷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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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克古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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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热提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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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倩文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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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盈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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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春牛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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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瑞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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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金羽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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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胜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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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海瑞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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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博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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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维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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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维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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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成豹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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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文凯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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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志敏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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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继红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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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艺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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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军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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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越越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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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彬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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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金林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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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冬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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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灿明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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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暮晴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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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倧玉 50



序号 赛项 名次 奖励学生姓名 奖励金额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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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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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东东 50

89 安徽省第九届大学生“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 三等奖 吴越越 500

89 安徽省第九届大学生“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 三等奖 祁书茹 500

89 安徽省第九届大学生“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 三等奖 朱雨杰 500

89 安徽省第九届大学生“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 三等奖 王军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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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杨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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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康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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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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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涵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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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玉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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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锦玉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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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纹纹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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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璐璐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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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越越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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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连义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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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新弦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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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雷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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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兴勇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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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乐盈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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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青青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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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娄闯 50

99 第十四届安徽省大学生职业规划及创业大赛 二等奖 张冉  800

99 第十四届安徽省大学生职业规划及创业大赛 二等奖 张新弦 800

99 第十四届安徽省大学生职业规划及创业大赛 二等奖 吴雷 800

99 第十四届安徽省大学生职业规划及创业大赛 二等奖 范连义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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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亚鹏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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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重庆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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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越越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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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纹纹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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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玉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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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佩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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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忠扬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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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文凯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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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成豹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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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维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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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祝旺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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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博慧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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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皓冬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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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兴龙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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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莹莹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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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潇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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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俊杰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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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皓冬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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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谷庆洲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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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想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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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红路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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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朋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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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菲 50

112 合肥市第十届“挑战杯”创新创业项目征集大赛 三等奖 郭纹纹 100

112 合肥市第十届“挑战杯”创新创业项目征集大赛 三等奖 田玉 100

112 合肥市第十届“挑战杯”创新创业项目征集大赛 三等奖 吴佩 100

112 合肥市第十届“挑战杯”创新创业项目征集大赛 三等奖 薛亚鹏 100

28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5 铜奖 金志伟 500

28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5 铜奖 何龙伟 500

28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5 铜奖 孙阿娟 500

28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5 铜奖 徐城静 500

28 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5 铜奖 胡从凯 5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