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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布 2017年“国泰安杯”全国大学生商务谈判大赛” 进

入决赛院校队伍名单的通知

各有关参赛院校(代表队)：

  2017年“国泰安杯”全国大学生商务谈判大赛决赛选拔已经顺利结束，根据赛事规则

和本着公平、公正和严谨原则，组委会组织评审专家对初选入围的 84支队伍提交的商务谈

判策划方案认真评议，最终决定挑选出 50支队伍入围全国总决赛，名单已经产生并公布如

下（具体名单附后），总决赛详细安排另行通知，请进入决赛的相关院校和代表队在接到本

通知后立即做好进京参加决赛的相关准备工作。 

                                 

              全国经济管理院校工业技术学研究会沟通与谈判委员会竞赛组委会

2017年 9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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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国泰安杯”全国大学生商务谈判大赛决赛队伍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院校名称 指导老师 代表队名称 队员名单 队

号

1
百色学院

杨建基 

姚阳
工商学院 陆劲运 蒙燕梅 莫忆茹 黄桥华 张晓杨

01

一队 易楠 李亚权 赵静雯 王伟鹏 邱庆丰 02

2 南阳师范学院
贾贵浩 

汤林伟 二队 武佳晖 周益森 董铠进 徐朝飞 江雅宣
03

3
辽宁水利职业学院

张博 

王莹
管理系 邱月 杨柳 韩榕 王美慧 刘闯

04

王心语组 王心语 朱亚欣 段一帆 齐晓蕊 054
天津工业大学

冯亚娟 

石芝玲 江贻平组 江贻平 杨亚慧 梁东全 胡涛 06

为中华之崛起而组队 洪俊青 严腾腾 祖雨晴 段元壮 花一铭 07

5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黄娟

朱厂长和他的朋友们 吴子怡 顾冬宇 朱玲玲 陈圣杰  杨黎明
08

李东京组 李东京 牟佳欣 汤倩倩 付凯翔 刘珍珍 09

龚燊组 倪磊 黄子超 樊颖男 龚燊 王佳熙 10

6 西安工业大学北方信息工程

学院

关娜 

曹娣
左晶鸽组 左晶鸽 王雨晨 周瑶 周钟仪琛  李梦欣

11

7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马道全 张悦阳组 张悦阳 董凯豪 於慧沁 张绮颜 姚俊杰 12

谈心风暴 黄懿晴 魏程越 薛明哲 黄军城 张紫君 13

GentleWomen 李彦榆 张漠 毕嘉欣 李梓嫣 卢云香 14

W-W 王传君 史记 蔡彤 夏静敏 陈文浩 158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张蔚鴒

Azure 林钰翔 梁静宜 马泽武 梁斯琪 陈志超 16

毛悦组 毛悦 唐瑞秸 闫婕 朱慎独 朱彦松 17

9 中国政法大学 张淑静 常璟雯组 常璟雯 李旭 高一峰 罗文函 余诗琪 18

经济管理学院 1队 李泽浩 张绍琦 詹紫林 薛涵月 周子健 19

10 北京交通大学

李雪梅 

张弼 经济管理学院 2队 陈瀚文 李圳 刘梦竹  邵景阳 于洪远 20

一队 葛红阳 祝可欣 肖一凡 杨怡 21

二队 令莉莉 胡章博 张祖英 富祎璠 刘圣珏 22

三队 胡清影 刘昕然 郭婷婷 崔健宇 李梓钰 23

四队 张敬和 王可艺 宣扬 曹萌 许子剑 2411
首都经贸大学

杨震 

赵刚 

林力 

谢永秋 

李妍 MBA 艾永青 冯毓乾 王盼 刘召静 高雅涵 25

越众队 王淑铃 赖宇 林坤洋 陈钰洁 刘中正 2612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修菊华 

陈燕玉 

邱菱
ACE 李舒婷 蔡泽夏 张丽洁 高颖 游振鹤

27

管理学院 1队 周泽鹏 李倩倩 张宇 尹雅洁 马瑞 28

研究生院队 丁周香 康佳 李文浩 王婷 姚佳棋 29

13 西安科技大学 窦红宾

吕靖烨

朱黎佳 管理学院 2队 魏久磊 毕泽乾 李懿涵 郭珂茹 张雅芳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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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思嘉组 汪思嘉 牟墨涵 刘虎杰 刘金会 宋馨悦 3114 临沂大学 郑敏 

洪磊 吴静组 吴静 简佳 孙玮泽 刘锦华 房冠霖 32

经济学院 吴佳雯 刘新元 尹睿 李依梦 刘文静 3315 北京工商大学 朱振荣

孙笑然 商学院 杨旭 刘启玥 王毅 陈诚 李佳馨 34

16 江西财经大学 胡海波 方圆队 王晓伟 卢海涛 王文杰 吴书羽 马近斐 35

17 宿州学院 朱娟

郭玉侠 

丁和平

徐影组 徐影 李慧 高梦萍 宋立俊 孙先海 36

18 四川外国语大学 谭亮 余唯君组 余唯君 李媛婷 杨秋淳 刘殷捷 庞玥 37

19 中南大学 田晖 神奇五侠 李嘉琛 宁海莉 程琪 吴宇歌 李文通 38

陈逗逗组 陈逗逗 蔡妮娜 杨熳锋 谢玉婷 李小菲 3920 闽南师范大学 司延安

钟惠芸 任浩喆组 任浩喆 王宁 林海强 寿梓佚 张灵斌 40

21 北方民族大学 梅花 黄振龙队 黄振龙 李博 赵观清 杜超 韩旭 41

22
大连理工大学

牛晓春

孙世萌
连理队 肖付青云 谭骄 钟丹冬 师傲 陈莹

42

23 东莞理工学院 韦朝毅 城市学院队 颜怡雯 郑婉琳 肖开云 周小清 陈灵 43

24
河南科技学院

吴国庆

聂艳玲
经管学院队

张卓玺 孙明阳 付文浩 范敏 刘杞萌 44

应天队 于洁 王刚 苏路明 王冠华 晋子晨 45

归德队 刘君 乌亚萍 张霄霄 闫稳 李慧林 4625 商丘师范学院 周华

徐猛 候补队员   史慧勇 韩志锋 潘水苗

26
南阳理工学院

姬定中 

李玉
燎原战队 马博 赵匡 王彦鑫 陈悦  王彦斌

47

27 西安工业大学 唐建强 

杨勇

蒲露队  蒲露 张燕 刘红秀 戴韫祺 霍晓宇 48

28 北京联合大学 乔莉 

赵进 

潘月杰

李苏婷队 李苏婷 高腾 田鹤 唐滟 陈曼青 49

29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 陈慧君 罗宋雄队 罗宋雄 施佳虎 魏自豪 吴曼 闫珊 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