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学生组初赛第一场取得有效成绩队伍的名单

本科组名单

序号 院校 队名

1 安徽工程大学 赤铸青年队

2 安徽工程大学 啥都队

3 安徽农业大学 贪生 pass 队

4 安徽农业大学 汪汪立功队

5 安徽师范大学 AHNU1 梯队

6 安徽中医药大学 旺旺碎冰冰队

7 安阳师范学院 安运队

8 安阳师范学院 碗里来队

9 北部湾大学 PPI 队

10 北部湾大学 稻穗队

11 北方民族大学 极光队

12 北方民族大学 毛里求斯队

13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物流 4人众队

14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炸鱼小番队

15 北京工商大学 你摆烂了对不队

16 北京工商大学 皮都展开了队

17 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 魔法少女壮壮队

18 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 D.H 队

19 北京科技大学天津学院 扶摇队

20 北京科技大学天津学院 快递送不完队

21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鱿鱼须小分队

22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所向披靡队

23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做大做强队

24 北京物资学院 不倒翁队

25 北京物资学院 四项基本原则队

26 北京邮电大学世纪学院 莫比乌斯队

27 北京邮电大学世纪学院 122 喝可乐队

28 滨州学院 NF404 队

29 滨州学院 托马斯小火车队

30 常熟理工学院 听链说谢谢你队

31 常熟理工学院 运筹帷幄队

32 沈阳城市建设学院 战力天花板队

33 沈阳工程学院 出圈 EW 队



本科组名单

序号 院校 队名

34 沈阳工程学院 易泽队

35 沈阳工学院 想和你一队

36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鲨鱼一号队

37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德能并进队

38 成都东软学院 大富翁队

39 成都东软学院 供应链试水队

40 成都工业学院 乘风队

41 成都工业学院 破浪队

42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阳光队

43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博闻强识队

44 成都银杏酒店管理学院 好运连连来队

45 成都银杏酒店管理学院 好运来物流队

46 滁州学院 独苗队

47 滁州学院 糖果齁咸队

48 大连海事大学 燃烧你的梦队

49 大连海事大学 物流之力队

50 大连理工大学 唔西迪西队

51 大连民族大学 有 4个人的队

52 大连民族大学 抱紧恒哥大腿队

53 滇西应用技术大学 凶狗睡大石队

54 滇西应用技术大学 物流微曙光队

55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TOP A 队

56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 我们做的全都队

57 鄂尔多斯应用技术学院 同路人队

58 鄂尔多斯应用技术学院 强强联合队

59 福建工程学院 星火队

60 福建工程学院 燎原队

61 福建江夏学院 广撒网准拿标队

62 福建江夏学院 晒太阳的海豹队

63 福建农林大学 谁和我们作队

64 福建农林大学 小笼包队

65 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 不要针对我们队

66 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 专业团队

67 福州大学 我说的都对队

68 福州大学 打工艺术家队

69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深藏 bu 露队

70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元气发光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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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广东白云学院 供广队

72 广东白云学院 即食凉粉队

73 广东财经大学 宁说的都对队

74 广东财经大学 萌新队

75 广东东软学院 大数据小天才队

76 广东东软学院 杨村大队

77 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 独木不林队

78 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 钱多多队

79 广东海洋大学 招财进宝队

80 广东海洋大学 指汪另一队

81 广东金融学院 咸鱼茄子队

82 广东金融学院 一统江山队

83 广东开放大学 我们做帐都队

84 广东开放大学 雷霆嘎嘎队

85 广东科技学院 MLXG 队

86 广东科技学院 终于凑齐队

87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 随便拉队

88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 星期八队

89 广西财经学院 Hkitty 队

90 广西财经学院 大腿队

91 广西城市职业大学 破浪乘风队

92 广西城市职业大学 行稳致远队

93 广西科技大学 卡卡西队

94 广西科技大学 链链看队

95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小白挑战队

96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大富大贵队

97 广州城市理工学院 金花朵朵开队

98 广州城市理工学院 工供中央小分队

99 广州大学 大厂 BOYS 队

100 广州大学 56 菜鸟队

101 广州工商学院 怎么不队

102 广州工商学院 混分巨兽队

103 广州航海学院 广航 A队

104 广州航海学院 港港滴冲队

105 广州华商学院 快乐干饭队

106 广州华商学院 竹笙队

107 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大学 悲伤青蛙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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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大学 智盟队

109 广州软件学院 疫情消失队

110 广州软件学院 陆月生姜队

111 广州商学院 萝卜焖牛腩队

112 广州商学院 天行舰队

113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采蜜队

114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 起风了队

115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 逐梦小分队

116 桂林理工大学 福布斯榜首队

117 哈尔滨华德学院 男生向前冲队

118 哈尔滨远东理工学院 共赢链组合队

119 海口经济学院 时间猎人队

120 海口经济学院 数字巨人队

121 海南大学 海底之蛙队

122 海南大学 海大物流人队

123 海南科技职业大学 自贸江东队

124 海南科技职业大学 苟到最后队

125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焱森未来队

126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划水摸鱼队

127 汉江师范学院 干饭别插队

128 汉江师范学院 新晋快递员一队

129 合肥工业大学 梨谱队

130 合肥学院 吾日三省饭否队

131 河北大学工商学院 第一队

132 河北大学工商学院 四小只向前冲队

133 河北地质大学 团队

134 河北地质大学 谁来救救我队

135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我们都队

136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1加 3等于 4队

137 河北科技学院 我们说的都队

138 河北科技学院 夜巴黎队

139 河北农业大学 训“链”有方队

140 河北农业大学 事事通队

141 河南工业大学 挖矿小分队

142 河南工业大学 挖煤小分队

143 菏泽学院 天涯咫尺队

144 菏泽学院 什么都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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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钢铁搭档队

146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乘风破局队

147 黑龙江财经学院 特别行队

148 黑龙江财经学院 龙财小队

149 红河学院 晴天小团队

150 红河学院 锦鲤队

151 湖北工业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干啥都行队

152 湖北工业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我竟无言队

153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可莉的汪汪队

154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天之骄子队

155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科技学院 罗〇马队

156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科技学院 菀菀类卿队

157 湖北文理学院 想什么呢队

158 湖北文理学院 想桃子吃队

159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财苑队

160 湖南工学院 先赚它一个亿队

161 湖南工学院 啊，对对队

162 湖南交通工程学院 摩拉克斯队

163 湖南交通工程学院 比奇堡特派队

164 湖南女子学院 巨星队

165 湖南信息学院 CRLW 队

166 华北电力大学 帅小伙队

167 华北科技学院 钱途无量队

168 华北科技学院 国安队

169 华北理工大学 追风逐梦队

170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打败其他队

171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链向未来队

172 华南农业大学 不破产就行队

173 华南师范大学 永不缺标队

174 华南师范大学 二零供应队

175 惠州学院 供不应求队

176 惠州学院 永创队

177 吉利学院 破风斩浪队

178 吉利学院 畅通无阻队

179 吉林财经大学 布吉岛的老六队

180 集美大学 集大首富队

181 集美大学 SCM-4 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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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江汉大学 物流 F4 队

183 江苏大学 摆烂对不队

184 江苏大学 干饭第一名队

185 江苏科技大学 做啥都队

186 江苏科技大学 ZYDS 队

187 江苏科技大学苏州理工学院 你看对不队

188 江苏科技大学苏州理工学院 维周之翰队

189 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 A你说的都队

190 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 门当户队

191 江西财经大学现代经济管理学院 让你们 emo 队

192 江西财经大学现代经济管理学院 新秀团队

193 江西理工大学 你来追我呀队

194 江西理工大学 是我们队

195 江西理工大学应用科学学院 谁敢单挑队

196 江西理工大学应用科学学院 惊涛骇浪队

197 江西应用科技学院 秋来秋去队

198 荆楚理工学院 荆楚小分队

199 景德镇陶瓷大学 梵音战阁队

200 喀什大学 我说的都队

201 喀什大学 打不过就加入队

202 兰州财经大学 干啥啥都对队

203 兰州工业学院 创新工厂队

204 兰州工业学院 百通队

205 兰州交通大学 胜利队

206 兰州交通大学 超异能团队

207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赚大钱队

208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菜菜菜队

209 辽宁科技大学 答得都队

210 辽宁理工职业大学 训链有素队

211 辽宁理工职业大学 枫倾未队

212 辽宁中医药大学 破晓队

213 辽宁中医药大学 盛世岐黄队

214 临沂大学 三汤一菜队

215 临沂大学 昊天队

216 岭南师范学院 连夜暴富队

217 岭南师范学院 遥遥岭先队

218 柳州工学院 柳工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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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柳州工学院 柳工夜猫队

220 洛阳师范学院 一飞冲天队

221 洛阳师范学院 云端队

222 绵阳城市学院 粉色奥特曼队

223 绵阳城市学院 放假抓水母队

224 闽江学院 富得流油队

225 闽江学院 2056 队

226 闽南科技学院 MNKJ 队

227 闽南理工学院 刺桐小鲤队

228 闽南理工学院 赚的多队

229 南昌职业大学 八百里队

230 南昌职业大学 乘风破浪队

231 南京财经大学红山学院 光之逆子队

232 南京工程学院 我们队

233 南京工程学院 坤达队

234 南京农业大学 耶耶耶队

235 南京农业大学 菜狗队

236 南京审计大学 SC 突击小队

237 南京审计大学 集英队

238 南京晓庄学院 “链链”不忘队

239 南京晓庄学院 珠“链”璧合队

240 南京邮电大学 智链队

241 南通大学 通达快运队

242 南通大学 你说的不队

243 南通理工学院 五四青年队

244 南通理工学院 LLWQ 队

245 内蒙古财经大学 聚才队

246 内蒙古财经大学 牛啊牛啊队

247 内蒙古工业大学 吉利钛镁队

248 内蒙古工业大学 塞外小清华队

249 宁波工程学院 你说对就队

250 宁夏大学 四人行队

251 宁夏大学 宁特威队

252 宁夏大学新华学院 你说的一点都队

253 宁夏大学新华学院 我们都对队

254 青岛大学 篮网总冠军队

255 青岛大学 秋名山车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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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 青岛工学院 少年先锋队

257 青岛工学院 白金之星队

258 青岛恒星科技学院 emmm 队

259 青岛恒星科技学院 下岗工人就业队

260 青岛科技大学 风华绝代队

261 青岛理工大学 青理壹队

262 青岛理工大学 物流肆虎队

263 泉州师范学院 说的都队

264 泉州师范学院 汪汪特工队

265 泉州信息工程学院 月明风清队

266 三江学院 说啥都队

267 三明学院 拔剑起长歌队

268 三明学院 容易莫摧残队

269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嘉庚小机智队

270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铁道罗汉游击队

271 厦门华厦学院 瑞旗队

272 厦门华厦学院 全品队

273 厦门理工学院 就是绝队

274 厦门理工学院 绿码汪汪队

275 山东财经大学 链与制作人队

276 山东工商学院 爱探险的朵拉队

277 山东工商学院 恒通天下队

278 山东华宇工学院 很对队

279 山东协和学院 开心超人队

280 山东协和学院 SY 战队

281 山西财经大学 物欲横流队

282 山西财经大学 物流又六又牛队

283 山西农业大学 进击的巨人队

284 山西农业大学 有志青年队

285 山西应用科技学院 炮灰 1队

286 山西应用科技学院 老师说得都队

287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风暴瞭望队

288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阿里巴巴队

289 陕西理工大学 阿尔法特战队

290 陕西理工大学 蟾宫折桂队

291 商丘师范学院 梦想起航队

292 商丘职业技术学院 飞飞非鑫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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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 商丘职业技术学院 超级胜利队

294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物流小天团队

295 上海海关学院 SCC-X 队

296 上海海关学院 Flipd 队

297 上海海事大学 果酱队

298 上海海事大学 对呀对呀队

299
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

院
面物流思过队

300 韶关学院 天使投资队

301 韶关学院 CPfour 队

302 深圳大学 SZU 闭环队

303 深圳技术大学 临时起意队

304 深圳技术大学 任意门队

305 石家庄铁道大学 嗨害嗨队

306 四川工商学院 翱翔者队

307 四川工业科技学院 皇家喷泉队

308 四川工业科技学院 对什么队

309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床上瑜伽队

310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海底大捞队

311 苏州科技大学 南波亿队

312 苏州科技大学 魔仙堡队

313 苏州科技大学天平学院 组长说的队

314 苏州科技大学天平学院 深藏不 lou 队

315 绥化学院 物流精英人物队

316 塔里木大学 快不乐星球队

317 塔里木大学 小小胡杨队

318 台州学院 麦旋风队

319 台州学院 四个核弹队

320 太原科技大学 五费小组队

321 太原科技大学 啊对队

322 太原学院 冲鸭冲鸭队

323 太原学院 玛卡巴卡队

324 泰山学院 柏通队

325 泰山学院 泰和队

326 唐山学院 东拼西凑队

327 唐山学院 进击的白菜队

328 天津财经大学 YMYR 队



本科组名单

序号 院校 队名

329 天津财经大学 逍遥游队

330 天津科技大学 举目破败队

331 天津科技大学 吴彦组队

332 天津理工大学 二十四队

333 天津理工大学 财源滚滚队

334 天津理工大学中环信息学院 RGB 队

335 天津理工大学中环信息学院 你们说的都队

336 天津农学院 菜鸟嘎嘎队

337 天津商业大学 绝不破产队

338 天津师范大学 闪电飞龙队

339 天津师范大学 别和我作对队

340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干翻全队

341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泥头车队

342 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 树上鸟儿成双队

343 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 甘豫桂队

344 潍坊学院 农夫三拳队

345 潍坊学院 啊对对对 1队

346 文山学院 超级暴龙队

347 梧州学院 帕累托最优队

348 梧州学院 AK 队

349 五邑大学 少有人走的路队

350 五邑大学 邑＋供应链队

351 武汉城市学院 T型供应链队

352 武汉城市学院 声远队

353 武汉华夏理工学院 哎呀我去队

354 武汉华夏理工学院 别管我们这队

355 武汉理工大学 阿对对对队

356 武汉理工大学 上市公司高管队

357 武汉轻工大学 啦啦队

358 武汉轻工大学 逆风快递队

359 武汉晴川学院 星星之火队

360 武汉晴川学院 小卡拉米队

361 武汉商学院 梦想起航啦队

362 武汉学院 新青年队

363 武汉学院 火苗队

364 武夷学院 天公保庇队

365 西安财经大学行知学院 对不队



本科组名单

序号 院校 队名

366 西安财经大学行知学院 破晓奇兵队

367 西安工程大学 海绵宝宝队

368 西安航空学院 长安小将队

369 西安航空学院 乘上队

370 西安交通工程学院 追光者队

371 西安欧亚学院 泛彼柏舟队

372 西安欧亚学院 京河恒星队

373 西安外事学院 刃牙队

374 西安外事学院 化鱼成龙队

375 西安邮电大学 FSCP 队

376 西安邮电大学 奥斯卡小金鸡队

377 西华大学 没有对名队

378 西华大学 乘风破浪的队

379 西京学院 小花朵幼儿园队

380 西京学院 啊你说的队

381 西南财经大学 因缺斯汀队

382 西南财经大学 朵拉爱探险队

383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 热呈队

384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 天府镖局队

385 西南交通大学希望学院 游刃有鱼队

386 西南科技大学 我说对就队

387 西南科技大学 盛夏之链队

388 西南民族大学 SM 训链有方队

389 西南民族大学 过于绝队

390 新疆工程学院 经途队

391 新疆工程学院 蛋蛋保卫队

392 新疆理工学院 我们真的不会队

393 新疆理工学院 晟曦队

394 新疆农业大学 披荆斩棘队

395 新疆农业大学 海克斯队

396 新乡工程学院 怎么做都队

397 新乡工程学院 不懂也不问队

398 信阳农林学院 链战青春队

399 信阳农林学院 逆战队

400 邢台学院 Vans 如意队

401 徐州工程学院 911 派队

402 盐城工学院 速派一番队



本科组名单

序号 院校 队名

403 盐城工学院 链战风云队

404 燕山大学 有请下一队

405 仰恩大学 你说什么都队

406 仰恩大学 果宝特攻队

407 营口理工学院 TISA 队

408 营口理工学院 Egroup 队

409 云南大学滇池学院 世奥队

410 云南大学滇池学院 运联物流队

411 长安大学 先拿个国一队

412 长春财经学院 8D201 队

413 长春财经学院 威斯盟队

414 长春大学旅游学院 一路无阻队

415 长春大学旅游学院 战竞队

416 长春光华学院 SHARK 队

417 长春光华学院 三女一男队

418 长江大学 九二三队

419 长江大学 亿切皆有可能队

420 长江师范学院 风驰天下队

421 长江师范学院 小菜菜队

422 长沙学院 汪汪队

423 长沙学院 坚强牛牛队

424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 超想去看海队

425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 与你同行队

426 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 百亿财团队

427 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 忙里偷闲队

428 浙江科技学院 打工人再就业队

429 浙江万里学院 意难懂也队

430 浙江万里学院 水木唯实队

431 郑州大学 关东组队

432 郑州大学 战胜疫情队

433 郑州工商学院 碱基互补配队

434 郑州工商学院 二次方队

435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航梦科技队

436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上岸科技队

437 郑州科技学院 四大财子队

438 郑州科技学院 星星火队

439 郑州轻工业大学 直线上升队



本科组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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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0 郑州轻工业大学 轻大虎郞之师队

441 郑州商学院 大黑马驾驾驾队

442 郑州商学院 问题不大队

443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热血男儿队

444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好汉帮队

445 中国海洋大学 志通队

446 中国民航大学 卧龙凤雏队

447 中国民航大学 青藏铁路队

448 中南大学 黄金矿工队

449 中南大学 对对对对对对队

450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哆啦 A梦队

451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火眼金鲸队

452 中央财经大学 破产队

453 中央财经大学 橘势一片大好队

454 中原科技学院 三加一队

455 中原科技学院 追梦队

456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麻瓜队

457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瞎起名队

458 重庆财经学院 呦呦鹿鸣队

459 重庆城市科技学院 瓦队

460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治安大队

461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内卷队

462 重庆工商大学 光之国队

463 重庆工商大学 参赛队

464 重庆交通大学 莎士比亚队

465 重庆交通大学 逐梦队

466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 期待未来队

467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 隔壁那一组队

468 重庆文理学院 供赢队

469 重庆文理学院 一支团队

470 重庆邮电大学 取名真难队

471 重庆邮电大学 四菌头队

472 周口师范学院 飞鸟向北队

473 周口师范学院 天涯明月刀队



高职组名单

序号 院校 队名

1 阿克苏工业技师学院 新疆巴郎子队

2 安徽警官职业学院 星月小队

3 安徽警官职业学院 四君子队

4 北海职业学院 暴龙骑士队

5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汤臣一品业户队

6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烤冷面真香队

7 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 经管院合作队

8 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 经管院静心队

9 北京培黎职业学院 星梦队

10 北京培黎职业学院 Ex 集团队

11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三阳开泰队

12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精良之师队

13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梦之队

14 常州旅游商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Diskun 队

15 朝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师专物流队

16 沈阳职业技术学院 心方向队

17 沈阳职业技术学院 超 越队

18 成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铂金矿工队

19 成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工装帽队

20 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百战队

21 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勇敢者队

22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扎西得勒队

23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梦想队

24 东莞市技师学院 东技一队

25 东莞市技师学院 王源华子批发队

26 东营职业学院 天道酬勤队

27 东营职业学院 自强不息队

28 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 汤臣一品业组队

29 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 敢和我作对队

30 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亮剑队

31 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你管我对不队

32 福州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真的 C队

33 福州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浑水摸鱼队

34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 别管就是我队

35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 别拦还能野队

36 甘肃财贸职业学院 腰缠万贯队

37 甘肃财贸职业学院 青春有我队



高职组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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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广安职业技术学院 燎原百斩队

39 广安职业技术学院 百战燎原队

40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 午觉睡不够队

41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 创新梦之队

42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纯属加速逃跑队

43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有闲来咖茶队

44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粤机电队

45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奇迹组合队

46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滑玛他是天子队

47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小秃鸡队

48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你说的全都队

49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物语飞扬队

50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冲冲队

51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奔腾的斑马队

52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加油干队

53 广东理工职业学院 晚风队

54 广东理工职业学院 F4 参议院队

55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 阳光尼哥马队

56 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地表最强队

57 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凤舞飞扬队

58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这标抢了对不队

59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做的都队

60 广东省城市技师学院 追梦者队

61 广东省城市技师学院 幽秀队

62 广东省电子商务技师学院 玻璃瓶队

63 广东省电子商务技师学院 争做新青年队

64 广东省高新技术高级技工学校 开拓者联盟队

65 广东省高新技术高级技工学校 神机营队

66 广东省华立技师学院 萤火虫队

67 广东省轻工业技师学院 超级无敌霹雳队

68 广东省轻工业技师学院 YING 队

69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一方通行队

70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挑战勇者队

71 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 大哥掰苞米队

72 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 多啦 C梦队

73 广东信息工程职业学院 ACE 队

74 广东信息工程职业学院 想了想不是很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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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广东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仟万操盘手队

76 广东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叁带壹队

77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链链又不忘队

78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四海升平队

79 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小龙虾队

80 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知行队

81 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弘毅队

82 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总冠军队

83 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卓尔不群队

84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无所畏惧队

85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飞跃团队

86 广西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水电 2队

87 广西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谋无遗策队

88 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广物必胜客队

89 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白给小队

90 广西英华国际职业学院 一二三四队

91 广西英华国际职业学院 卡卡队

92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思茗茶王队

93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初来乍到队

94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时代冲锋队

95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勇敢猪猪队

96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勇敢向前冲冲队

97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院 训链有方队

98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院 再吃亿点点队

99 广州华商职业学院 众人拾才队

100 广州华商职业学院 芜湖动物园队

101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 超越小队

102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 比翼双飞队

103 广州市白云工商技师学院 siguap 队

104 广州市白云工商技师学院 斗地组队

105 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 猪突猛进队

106 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 光宗耀祖队

107 广州市交通技师学院 操纵者队

108 广州市交通技师学院 行者队

109 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 轻工新星队

110 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 轻工匠心队

111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士多啤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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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广铁之狼队

113 广州珠江职业技术学院 浩业说的都队

114 广州珠江职业技术学院 绝队

115 贵州财经职业学院 先赚一个亿队

116 贵州财经职业学院 兴欣队

117 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饕鬄队

118 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希望队

119 贵州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众志队

120 贵州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名字真难取队

121 贵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深情 F4 队

122 贵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魔法小队

123 贵州职业技术学院 三缺一队

124 贵州职业技术学院 干饭人队

125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 成群结队

126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 希冀队

127 哈密职业技术学院 凤凰队

128 哈密职业技术学院 天一队

129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椰风海韵队

130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超能陆战队

131 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 不想排队

132 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 WF 帝阁队

133 合肥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风华队

134 合肥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自由天空队

135 河北对外经贸职业学院 突破队

136 河北对外经贸职业学院 四重奏队

137 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河北交院 2队

138 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河北交院 1队

139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有请下一对队

140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那年杏花微雨队

141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明日之星队

142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知行合一队

143 河南机电职业学院 天马链飞五岳队

144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天行队

145 河南经贸职业学院 小小小天才队

146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煎饼果子队

147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铁甲小宝队

148 菏泽职业学院 凝心聚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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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菏泽职业学院 福星队

150 黑龙江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张胜大宝贝队

151 黑龙江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青年先疯队

152 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黑生态物流队

153 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创新队

154 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乘风破浪打工队

155 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喵喵扛把子队

156 湖南三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三一西瓜队

157 湖南三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三一国贸队

158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超越梦想队

159 湖州交通技师学院 7队

160 湖州交通技师学院 HZJT 逐梦队

161 怀化职业技术学院 微光队

162 怀化职业技术学院 谢谢队

163 淮安市高级职业技术学校 渐变队

164 淮安市高级职业技术学校 超越队

165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晓彤说的都队

166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四保一队

167 徽商职业学院 挑战者联盟队

168 惠州城市职业学院 金砖队

169 惠州城市职业学院 鬼杀队

170 惠州商贸旅游高级职业技术学校 不要指望我们队

171 惠州商贸旅游高级职业技术学校 老铁加油队

172 惠州市技师学院 突破者队

173 惠州市技师学院 精良队

174 吉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供应链 ZHY 队

175 吉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ZYLW 队

176 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雷震子队

177 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投的标都队

178 江门市新会技师学院 无言乙队

179 江门市新会技师学院 勇敢面队

180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 随便啊队

181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 四排修罗队

182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超能海事队

183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蛟龙突击队

184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时代青年队

185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天韵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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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 徐财追梦者队

187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 徐财追光者队

188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 高歌猛进队

189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 沧海一声队

190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诺亚队

191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记忆大师队

192 江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章鱼队

193 江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元气森林队

194 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文明骏彦队

195 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青年亮丽队

196 江西应用科技学院 应科之星队

197 九江职业技术学院 不摆不赢队

198 九江职业技术学院 关河梦断队

199 昆山登云科技职业学院 登云 1队

200 昆山登云科技职业学院 登云二队

201 黎明职业大学 HL 镖局队

202 黎明职业大学 HK 镖局队

203 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微光成炬队

204 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向阳队

205 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抗疫必胜队

206 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智农必胜队

207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睿智队

208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螺蛳粉好吃就队

209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初生牛犊队

210 湄洲湾职业技术学院 众智组队

211 湄洲湾职业技术学院 巴啦啦小魔仙队

212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拒绝 emo 队

213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百事队

214 南阳职业学院 南职商英队

215 内江职业技术学院 低调低调队

216 内江职业技术学院 无言以对队

217 内蒙古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蓝帆船队

218 内蒙古商贸职业学院 长虹队

219 内蒙古商贸职业学院 不被大风吹倒队

220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取名重复队

221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梭哈集团队

222 宁夏职业技术学院 听潮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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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宁夏职业技术学院 白云黑土队

224 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开拓者队

225 青岛工程职业学院 魔法泡泡队

226 青岛工程职业学院 魔法奇奇队

227 清远市技师学院 深藏 8lue 队

228 清远市技师学院 重温琪迹队

229 泉州职业技术大学 泉州理工小队

230 泉州职业技术大学 超赢队

231 三明医学科技职业学院 人民有信仰队

232 三明医学科技职业学院 国家有力量队

233 沙洲职业工学院 超级飞侠队

234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 拽姐说的都队

235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 青年逐梦路队

236 厦门兴才职业技术学院 百川队

237 厦门兴才职业技术学院 怒江队

238 山东管理学院 V笑队

239 山东交通职业学院 酷 girl 队

240 山东交通职业学院 X无限可能队

241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笑看别人破产队

242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嗯，怎么不队

243 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 星火梦想队

244 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 当下风华正茂队

245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 大团团队

246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 微生物队

247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贝塔阿尔法队

248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开心麻花队

249 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青春四人行队

250 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顺水快递队

251 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霹雳队

252 陕西工商职业学院 米奇妙妙屋队

253 陕西工商职业学院 晨曦队

254 陕西青年职业学院 Fly 队

255 陕西青年职业学院 开摆队

256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集结号队

257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一叶枫队

258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 暴龙战士队

259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 佰越浩远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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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 汕尾技师学院 最强 Five 队

261 汕尾技师学院 冲锋队

262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1111 队

263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KLM 队

264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 风云魔都队

265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 我说的对不队

266 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 Aurora 队

267 深圳技师学院 蟹堡王队

268 深圳技师学院 功宝鸡丁队

269 深圳市携创高级技工学校 说的都对队

270 深圳市携创高级技工学校 携创老字号队

271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一起行动队

272 石家庄信息工程职业学院 勇士队

273 石家庄信息工程职业学院 千策队

274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小兵带队

275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四只小虎队

276 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 卓智达队

277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球球给点标吧队

278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SDPTJX 队

279 四川电子机械职业技术学院 厚德博学队

280 四川电子机械职业技术学院 技精远大队

281 四川航天职业技术学院 环球物流队

282 四川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临骁亦梦队

283 四川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灿若星辰队

284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小虎队

285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勇敢马羊羊队

286 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CX 乘风队

287 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CX 扬帆队

288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 启航队

289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 熬鹰队

290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 明志队

291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豪天队

292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智勇奋进队

293 宿州学院 南浔队

294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五哈队

295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未来星队

296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干饭值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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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7 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唐工院 2队

298 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唐工院 1队

299 天津滨海职业学院 退休老干部队

300 天津滨海职业学院 就是这个队

301 天津城市职业学院 星辰大海队

302 天津城市职业学院 奥利奥队

303 天津工业职业学院 铁定赚钱队

304 天津工业职业学院 稳赚 no 赔队

305 天津海运职业学院 海运启航队

306 天津海运职业学院 链战未来队

307 天津交通职业学院 JTYZ 队

308 天津交通职业学院 勇敢的正义人队

309 天津商务职业学院 胜羽队

310 天津商务职业学院 初来炸道队

311 通辽职业学院 西北锤王队

312 通辽职业学院 恒队

313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 梦想成真组队

314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 7.16W 队

315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 对对对队

316 武汉航海职业技术学院 航院最美的花队

317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朵拉与捣蛋鬼队

318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看海队

319 武汉商贸职业学院 WIN 队

320 武汉商贸职业学院 Dove 队

321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双旗镇刀客队

322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棒棒龙队

323 西安交通工程学院 别和我作队

324 西安思源学院 鸿鹄之志队

325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 选择题全蒙队

326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 超越小组队

327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兴新职业技术

学院
天华国际队

328 新疆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梦想之航队

329 新疆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天长地久队

330 新疆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永远不停队

331 新疆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干啥 啥都对队

332 新疆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说啥啥都对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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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新疆职业大学 一队

334 新疆职业大学 二队

335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喜洋洋队

336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精英队

337 雅安职业技术学院 雅职 破亿队

338 雅安职业技术学院 雅职对对对队

339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火蓝刀锋队

340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S1mple 队

341 云浮技师学院 精神小伙成双队

342 云浮技师学院 阿对对对对队

343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 海盐柠檬队

344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 橘子汽水队

345 湛江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画饼队

346 湛江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多喝热水队

347 漳州科技职业学院 清风拂山岗队

348 漳州科技职业学院 老六队

349 漳州职业技术学院 三菜一汤队

350 漳州职业技术学院 链上未来队

351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洽冯祺丑队

352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伍福秋枝队

353 肇庆市技师学院 星梦一队

354 肇庆市技师学院 致远队

355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大学 拒绝摆烂队

356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大学 特种部队

357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百分百队

358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答的都队

359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供应风云队

360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暴富之路研究队

361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好运来来来队

362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有请下二队

363 郑州财税金融职业学院 超级无敌暴龙队

364 郑州财税金融职业学院 嘎嘎乱飞队

365 郑州旅游职业学院 千玺队

366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郑铁响当当队

367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爱拼才会赢队

368 中山市技师学院 御舰队

369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钢铁洪流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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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0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努力搞钱队

371 重庆城市职业学院 哇啊啊队

372 重庆城市职业学院 天天队

373 重庆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900 魔盗团队

374 重庆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西南海盗队

375 重庆电讯职业学院 牛头不对马嘴队

376 重庆电讯职业学院 电讯四大法王队

377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Dream 吖队

378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不服来战队

379 重庆交通职业学院 量子之力队

380 重庆交通职业学院 重交之光队

381 重庆青年职业技术学院 顶呱呱队

382 重庆青年职业技术学院 菜鸟裹裹队

383 重庆三峡职业学院 登峰队

384 重庆三峡职业学院 Uitra 队

385 重庆商务职业学院 唔西迪队

386 重庆商务职业学院 巴卡巴 ka 队

387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荣耀小分队

388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云舟队

389 珠海市技师学院 挑战自我队

390 珠海市技师学院 不掉队

391 淄博职业学院 花睿暮雨队

392 淄博职业学院 花前月下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