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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80号

 

郑州商品交易所首届“郑商所杯”大学生模拟交易大赛

顺利结束。主办方严格按照大赛规则，在交易、理论成绩以

及活跃度三个评选指标基础上，为保证公平性，进一步核查

参赛者身份、交易真实性，评选出拟获奖名单并进行了公示,

现公布正式获奖名单。大赛共奖励一等奖 10 人、二等奖 20

人、三等奖 60人、优胜奖 100人，获奖名单见附件。 

 

附件：首届“郑商所杯”大学生模拟交易大赛获奖名单 

 

郑州商品交易所  中国期货业协会 

                        2018年 12 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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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首届“郑商所杯”大学生模拟交易大赛 

获奖名单 

奖项 姓名 学校 学院 

一
等
奖 

曾杭彬 福建师范大学 经济学院 

代殷杰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金融学院 

安庚鑫 浙江大学 经济学院 

黄杰 广东财经大学 金融学院 

陈正 山东工商学院 金融学院 

雷心怡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财政金融学院 

汪泽光 浙江科技学院 中德/外国语学院 

张强 河南农业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罗贤广 西南财经大学 金融学院 

张齐耀 云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 经济学院 

二

等

奖 

帅铝 武汉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陈叶如 温州商学院 金融学院 

李思佳 集美大学诚毅学院 经济系 

梁炜晨 福州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张盼盼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财会系 

陈淑芳 福建江夏学院 金融学院 

钟陈琳 浙江理工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马晓晓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金融学院 

朱雨晨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金融与经贸分院 

张冲 南方科技大学 金融系 

涂金玲 江西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张凯丽 宁波大学 理学院 

曾涛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会计与金融学院 

郑晓添 杭州师范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倪航 辽东学院 经济学院 

张润庭 大连理工大学 软件学院 

李冰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金融贸易学院 

彭中星 江苏大学 财经学院 

柴柯青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金融学院 

解明明 安徽财经大学 统计与应用数学学院 

 朱玄同 海南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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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等

奖 

马驹 北京物资学院 经济学院 

刘亚峰 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 

赵安琪 辽东学院 经济学院 

李岩 南阳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 

牛志鹏 商丘工学院 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 

吴鑫发 广东工业大学 经济与贸易学院 

董冰毅 中原工学院信息商务学院 电气工程系 

张振 河南农业大学 机电工程学院 

董美琳 杭州师范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张慧娟 许昌学院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马和峰 湖南大学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黄艺飞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特殊教育学院 

刘娅琪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姬祥 黄淮学院 信息工程学院 

魏立中 广东财经大学 金融学院 

曹晨鸣 长春理工大学 光电工程学院 

邹嘉衡 华南理工大学 软件学院 

张桂萍 集美大学 财经学院 

张一航 中原工学院 国际教育学院 

于越洋 东北财经大学 会计学院 

张寒 东北石油大学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朱双丽 中原工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 

苗宏祥 平顶山学院 电气与机械工程学院 

张耀芳 南开大学滨海学院 经济管理系 

郭泽员 华东政法大学 商学院 

吕梦凡 河南农业大学 机电工程学院 

高家谊 郑州大学国际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王天琪 中国人民大学 统计学院 

李奇 河南农业大学 机电工程学院 

张皓月 河南农业大学 机电工程学院 

张鹏飞 河南农业大学 机电工程学院 

冉豪 四川外国语大学 国际商学院 

陈志伟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金融学院 

何帅 南开大学 金融学院 

赵志强 河南农业大学 机电工程学院 

井浩渊 河南农业大学 机电工程学院 

韦兰樱 广西师范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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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甫博 河南农业大学 机电工程学院 

苏盼杰 河南农业大学 机电工程学院 

王永达 沈阳工业大学 经济学院 

朱圳生 东莞理工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 

杨丰阁 河南农业大学 机电工程学院 

关鹏 沈阳工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 

王宇琪 温州商学院 金融学院 

朱陈元 南京财经大学 MBA 商学院 

李博源 运城学院 经济管理系 

王凯 北京工商大学 商学院 

张聪聪 山东财经大学 金融学院 

苏宇 大连大学 信息工程学院 

蔡桥桥 西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徐廷玉 安徽外国语学院 国际经济学院 

陈祎菱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经管学院 

金垚垚 杭州师范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李东旭 山东师范大学 商学院 

葛向珍 甘肃农业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林心宜 杭州师范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王晓帅 吉林大学 管理学院 

谭钧 中山大学南方学院 会计学院 

王宁 西南政法大学 商学院 

优

胜

奖 

王佳晓 厦门大学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韩欣宴 大连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孙浩东 南京财经大学红山学院 金融税收系 

滕美芝 江西农业大学南昌商学院 经济系 

王小可 浙江工商大学 经济学院 

符春妹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学院 

邱泽菁 深圳大学 经济学院 

周治锋 河南农业大学 机电工程学院 

薛程 南开大学 商学院 

张春阳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 国际经贸学院 

王姝睿 辽东学院 经济学院 

屠梦依 浙江财经大学 金融学院 

王昆 中国海洋大学 数学科学学院 

刘梦 中原工学院 信息商务学院 

邓莉林 重庆工程学院 电子与物联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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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宝育 山西大学 会计学院 

邵妙妙 中国计量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胡洋 长春理工大学 光电工程学院 

吴宁松 江苏大学 财经学院 

田博文 太原理工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胡梦佳 杭州师范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魏中洋 中原工学院信息商务学院 会计系 

潘文杰 中山大学南方学院 商学院 

张思雨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信息工程学院 

卢海冬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金融学院 

罗仕诚 浙江工商大学 经济学院 

黄昕 辽宁工业大学 经济学院 

续知悦 山西工商学院 金融学院 

陈兆壮 梧州学院 商学院 

张文达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数学与大数据学院 

李想 中原工学院信息商务学院 会计系 

廖胜利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 工商学院 

侯会霞 中原工学院信息商务学院 会计系 

韩健东 苏州大学 东吴商学院 

高越 吉林财经大学 金融学院 

张溟潇 沈阳化工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颜宏卿 上海海洋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岳银 北京工商大学 经济学院 

刘子萍 辽东学院 经济学院 

黄绮彤 东莞理工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 

王睿 中原工学院信息商务学院 会计系 

徐凯 杭州师范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郑莹 大连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寿旭旦 中国计量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俞真冉 浙江树人学院 管理学院 

丁宁 辽宁师范大学海华学院 管理系 

蒋威凯 温州商学院 金融学院 

胡潇匀 杭州师范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温嘉华 苏州大学 东吴商学院 

丁凯棣 沈阳化工大学 经济与管理 

姜娜 辽宁工业大学 经济学院 

刘威 四川大学 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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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莹莹 沈阳大学 经济学院 

胡晶梅 北京理工大学 管理与经济学院 

金雯 南京财经大学 金融学院 

王荣伟 沈阳科技学院 管理系 

彭美舒 深圳大学 经济学院 

吴桐 武汉工商学院 经济与商务外语学院 

齐雅婷 沈阳化工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王香园 辽宁工业大学 管理学院 

牛紫娟 安徽财经大学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吴新扬 洛林大学 法律经济学院 

王仕捷 厦门大学 经济学院 

杨颖瑜 杭州师范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黄续峰 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工程学院 

陈一铭 天津财经大学 大公信用管理学院 

詹月娥 福建农林大学东方学院 东方学院 

秦景文 沈阳化工大学 应用技术学院 

林佳桦 中山大学南方学院 商学院 

周昕鑫 沈阳工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 

李瑞雪 辽东学院 经济学院 

陈昕 福建农林大学 安溪茶学院 

傅雨蓉 山东财经大学 金融学院 

陈紫缘 东北财经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傅晨逸 嘉兴学院 商学院 

陈洪婵 辽宁工业大学 管理学院 

刘晨希 苏州大学 东吴商学院 

潘美琳 辽东学院 经济学院 

全恬瑜 杭州师范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李敏仪 暨南大学 国际商学院 

陈思维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财会系 

张博 辽东学院 经济学院 

凌童 辽宁工业大学 经济学院 

梁艺旋 华侨大学 法学院 

矫利阳 辽东学院 经济学院 

邓圆圆 合肥工业大学 经济学院 

谢明余 大连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王梦梦 杭州师范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刘桐 辽东学院 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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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瀚原 暨南大学 国际商学院 

芦莹 北京工商大学 经济学院 

黎景洪 重庆理工大学 经济金融学院 

李圣栋 杭州师范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王小军 西南财经大学 会计学院 

王君俊 浙江理工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赵杰 北京大学 软件与微电子学院 

王华倩 华东交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荣宇萌 辽东学院 经济学院 

林长乐 北京大学 软件与微电子学院 

于淼 辽东学院 经济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