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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工院 第六届全国石油工程设计大赛 全国二等奖 1 李杨、刘成、何易东、张世坚、王海彪

石工院 第六届全国石油工程设计大赛 全国三等奖 8

何金蓬、尹然；陈昊枢、徐洁明；邹宇、
尹晓云；刘其伦、付强；唐登济、廖鑫
怡；杨中林、王珊、乔岩、胡程、刘玲；
缪尉杰、万亭宇；邸云婷、郭杨

石工院
第六届“博德世达”杯全国石
油工程知识竞赛

全国二等奖 1 余洋、张钰、熊雨佳、曾明勇

地科院
第二届全国大学生测井技能大
赛

全国一等奖 1 崔宇诗、贾将、陈志强、邓瑞

地科院
第四届全国大学生地质技能竞
赛

全国一等奖 1 郑江、张紫芸、许西挺

地科院
第四届全国大学生地质技能竞
赛

全国二等奖 3
黄家园、胡志华、刘彦秀；胡志华、陈笛
、刘彦秀；胡志华、陈笛、刘彦秀

地科院
第四届全国大学生地质技能竞
赛

全国三等奖 5

胡志华、陈笛、刘彦秀；郑江、张紫芸、
许西挺；李焕杰、黄家园、张家强；李焕
杰、黄家园、张家强；郑江、张紫芸、许
西挺

地科院
第14届SuperMap杯全国高校
GIS大赛

全国二等奖 1 李红、胡奇、杨柳、郭超

地科院
第四届“东方杯”全国大学生
勘探地球物理大赛

全国二等奖 2 廖龙等；何坤等

机电院 四川省大学生力学竞赛 四川省一等奖 4 伏培林；贾杜平；张瑞坤；迟国强

机电院 四川省大学生力学竞赛 四川省二等奖 2 荣晓旭；王陶

机电院 四川省大学生力学竞赛 四川省三等奖 5 陈波；陶文强；鲁阳阳；刘佳运；周成

机电院 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 全国一等奖 1 苗强、李响、张伟南

机电院 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 全国二等奖 2
刘云朋、申彤、何林、赖飞；李修钰、洪
建伟、唐民丰、邓力嘉

机电院 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 四川省特等奖 3
苗强、李响、张伟南；刘云朋、申彤、何
林、赖飞；李修钰、洪建伟、唐民丰、邓
力嘉

机电院 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 四川省一等奖 4
赵吉中、吴磊、杨博、伏培林；王必成、
周坤、邓红莉、刘杰；周钰明、凌云、曾
柯睿；周亚强、付正宇、冯锐、夏杨

机电院 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 四川省二等奖 7

徐向春、马国、郭灿、陈泽民；青春、查
天浩、叶志兴、吴鹏；杨浦、杜建民、张
展豪、雷洪艳；宋现宇、叶鑫、岳阳、高
宏伟；税兵、邓芙蓉、柳彩虹；王党飞、
杨杰、何劲松、李堃明；林梦、金利腾、
崔磊

机电院 全国大学生工业设计大赛 四川省一等奖 4
雷祥烽；许阳双、张佳男、李玥；林琳；
邓坤

机电院 全国大学生工业设计大赛 四川省二等奖 16

周帆、郑雨菲；张韵、王浩青；张慧博、
戴飞亚；刘金祥、陈诗语、李明仪；林城
、周世杰；阳旭、李雨酥、牟燕菲、史芝
晴、邱季；徐胜龙；罗磊；陈照云、苏建
伟、谢冰、杨旭、杨月东；陈紫铜、伍
虹；袁洋、邓坤；刘瑜、冷超霞；杨枝龙
、李乐、税兵；童川峰；赵煜；周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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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院 全国大学生工业设计大赛 四川省三等奖 9

陈照云、肖倩茹、肖月、苏建伟、何豪
章；何豪章、苏建伟、肖月、陈照云、肖
倩茹；谢冰玉、陈照云、肖倩茹、苏建伟
、肖月；肖月、吴靖瑞、何豪章、谢冰玉
、陈照云；蒋邱萍、魏茜；孙钰、黄忠兴
、孙蕊佳、林春花；杨枝龙、高猛；林琳
、陶馨宁、冷超霞；林春花、安佩华、孙
蕊佳、董梓铧

机电院
第七届全国大学生过程装备实
践与创新大赛（卓然杯）

全国特等奖 1
洪建伟、蒋林宏、翟泽伟、朱海双、杨仕
哲

机电院
第七届全国大学生过程装备实
践与创新大赛（卓然杯）

全国二等奖 2
李孟渚、杨雄、唐民丰、曾浩鹏、高龙；
王二盼、张皓然、戴海龙、赵雨佳 、姚
玖江

机电院
第七届全国大学生过程装备实
践与创新大赛（卓然杯）

全国三等奖 1 代茂林、董辉、李孟渚、杨雄、唐民丰

机电院
第九届全国先进成图技术与产
品信息建模创新大赛

全国二等奖 1 黄毓兴、唐经纬、杜伟民、魏琦、赵文磊

机电院
第九届全国先进成图技术与产
品信息建模创新大赛

全国二等奖（个人全能） 1 黄毓兴

机电院
第九届全国先进成图技术与产
品信息建模创新大赛

全国单项二等奖 4 唐经纬；杜伟民；魏琦；赵文磊

化工院
中国大学生高分子材料创新创
业大赛

全国三等奖 2
李君瑶、王雅洁、李虹杰、蒋思龙、李俊
宏；任华婷、郑雅馨、尹莉、伍友清、唐
霈

化工院
第三届川渝地区大学生化学竞
赛

四川省二等奖 1 常睿卿、张荣泽、李映雨

化工院
第八届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
会实践与科技竞赛

全国二等奖 1 陈敏、王春艳、郝加宇、李猛、王伟强

化工院
第八届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
会实践与科技竞赛

全国三等奖 4

廖振科、李宗林、陈俊雄、唐家军、赵维
维、高清；周通晓、黄凯、刘丽蓓、尹银
艳、陈艳玲、雷本聪；杨文俊、龙玲君、
曾玉莲、范小琦、刘晓艺、石晓琪、张婷
婷；龚胜东、钟雪鹏、陈泽民、郭灿、李
美林、殷郑丽、杨昌奎

化工院
第十届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竞
赛

全国一等奖 1 张鑫、龙婷、庞虹因、刘知习、彭星维

化工院
第十届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竞
赛

全国二等奖 1 何张涵、费飚、姚锰、曹艺轩、苟良成

化工院
第十届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竞
赛

全国三等奖 5

侯春妍、李苗、杨佩、张黎、吴明杰；王
智明、常建波、夏琦、王玲莉、刘倩；叶
同、刘元坪、李孟珂、宋中秋、王鹏；陈
琉欣、李金弢、唐向春、敬双飞、陶友
卓；苟鑫、袁春芳、来安康、陈浩、文佳

化工院
第十届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竞
赛

西南赛区特等奖 1 张鑫、龙婷、庞虹因、刘知习、彭星维

化工院
第十届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竞
赛

西南赛区三等奖 2
王靓、庄海波、肖世钰、蒙飞龙、杨强；
楚月、李蒙、杨阳、黄吉祥、熊柱

化工院
“道达尔杯”全国大学生化工
安全设计大赛

全国金奖 1
李东胜、何春、陈林、邓招立、胡子颖、
张鑫

化工院
“道达尔杯”全国大学生化工
安全设计大赛

全国银奖 1 王靓、蒙飞龙、庄海波、杨强、肖世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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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院
“道达尔杯”全国大学生化工
安全设计大赛

全国铜奖 2
施玲、吴西、熊柱、杨阳、李蒙、楚月；
白帆、闫星翰、刘钰欣、赖昱颖、吴洪亮
、李淑军

化工院
四川省大学生“生命之星”科
技邀请赛

四川省一等奖 1 薛建华、陈琳、陈子薇

化工院
四川省大学生“生命之星”科
技邀请赛

四川省二等奖 4
吴西、喻思颖、赵杨；郑敏、沈姣、杨广
财；白毅、肖涵中、杨蕊；李香、王承均
、周德康

化工院
四川省大学生“生命之星”科
技邀请赛

四川省三等奖 2
唐宇航、钟雪、王路阳；樊杰、杨水珍、
钟咪

计科院 中国高校计算机大赛 四川省二等奖 1 戴婷、徐佳庆

计科院 中国高校计算机大赛 四川省三等奖 1 邓志鹏、吕发扬

计科院 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 全国一等奖 1 陈庙红、吴豪杰

计科院 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 全国二等奖 1 胡学锋、朱海燕、吾和奇

计科院 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 全国三等奖 3
杨松任、李兴升、吴家兴；李珊珊、陈俊
桦、王媛媛；陈康、李航、熊恒

计科院 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 四川省一等奖 2
杨松任、李兴升、吴家兴；李珊珊、陈俊
桦、王媛媛

计科院 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 四川省二等奖 3
陈康、李航、熊恒；陈庙红、吴豪杰；胡
学锋、朱海燕、吾和奇

计科院 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 四川省三等奖 5
陈康、李航、黄淑媛；吴家兴、计宗林、
吴鹏；徐金、王钰、刘玉莲；陈澎、范乃
嘉、孔雪；苏梓鑫、刘刚

计科院
“中国软件杯”大学生软件设
计大赛

全国三等奖 1 贾承林、戴婷、杨添岚

计科院
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简
称ACM/ICPC)

四川省三等奖 3
黄森、唐欢、曹梦媛；唐烨、王冠桥、王
春成；杨佳闻、庞坤、邓昱

计科院
第六届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
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

四川省一等奖 1
宋卓伦、袁杰敏、李倩钥、欧阳玉荻、钟
露

计科院
第六届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
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

四川省二等奖 2
刘铧、邢泽昊、代吴双、易伟堂、李俊
憬；甘雨林、白璐、夏明辉、武丹阳、吴
豪杰

计科院
第六届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
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

四川省三等奖 4

郭锦涛、郑亚梅、万进忠、曾杨、周滨；
周欣、康毅、殷杰、陈宇航、代益敬；杨
敏、彭小珂、崔钊玮、罗明凯、莫超平；
古晓媛、唐旭东、高森、张婷

计科院
四川省大学生信息安全技术大
赛

四川省一等奖 1 田毅、李博文、唐茂凡

计科院
四川省大学生信息安全技术大
赛

四川省二等奖 1 温骏凌、陆杰、陈涛

计科院
四川省大学生信息安全技术大
赛

四川省三等奖 1 陈吕谋、冯文韬、张迪雅

计科院 全国大学生物联网设计竞赛 华中及西南赛区一等奖 1 王怡、徐进

计科院
“思科网院杯”2016年度大学
生网络技术大赛

全国二等奖 5 李佳仪；陆杰；代程亮；张俊俊；王欣

计科院
“思科网院杯”2016年度大学
生网络技术大赛

全国三等奖 5
闫思宇；刘志桐；高华东；易歆妍、李贵
林

计科院
“思科网院杯”2016年度大学
生网络技术大赛

西南区一等奖 4 陆杰；代程亮；张俊俊；王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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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科院
“思科网院杯”2016年度大学
生网络技术大赛

西南区二等奖 2 李佳仪；闫思宇

计科院
“思科网院杯”2016年度大学
生网络技术大赛

西南区三等奖 4 刘志桐；高华东；易歆妍、李贵林

电信院 四川省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四川省一等奖 4
任思霖、林泽民、孙中懿；宋力威、杨昌
荣、刘宁；程威睿、程平、杨旭；李蓬寅
、邓靓、梁朗

电信院 四川省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四川省二等奖 11

唐帅、石家宝、孙烨；陈汶铭、陈果、郭
靖；胡思洋、张杰毅、彭欣；邓京、杜程
茂、侯佳木；秦怀柔、刘姝梦、胡羽；秦
峻龙、谢林、张光福；陈潇、邓洪汰、邓
函易；陈海锋、肖倩、刘何平；詹小华、
王杰、胥云丰；李斌、朱斯琪、陈洪江；
张佳琪、魏佳辉、李飞江

电信院 四川省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四川省三等奖 17

闻涛、颜辉、冉建平；杨铂、汪强、赵
乐；董志远、罗思颖、陈磊；洪世杰、杨
松松、李佳；赵环宇、邓鑫、任海军；李
静、刘宏、舒珊；沈凡、张超豪、庞博；
樊新建、陈小龙、谭文婷；陆浩、徐敦第
、张锟；蒲江林、沈鹏、张星池；鲜钟堰
、李红强、李玉楠；唐鹏、陈凯瑞、雷宇
霆；吴盛荣、邓红霞、梁伟；刘兵、余均
、黄文静；张玉翠、秦建茹、曾永恒；邓
清丽、黄康、龚洁；韦铖、程湘、应涛

电信院
“博创杯”全国大学生嵌入式
设计大赛

赛区一等奖 1 钟富进、陈旭、沈鹏

电信院
“博创杯”全国大学生嵌入式
设计大赛

赛区二等奖 2 尹建文、邱千秋；蒋昊坤、黄超、汪强

电信院
中国机器人大赛暨RoboCup公
开赛

全国二等奖 2
杜程茂、康欢、李梦潇；洪世杰、杨进、
胡思洋

电信院
第十四届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
赛ROBOMASTERS

全国三等奖 1
张浩辰、陈思翰、廖航、陈果、李静、刘
旭、牟强、胡思洋、杨超、陈昊、郭静、
孙虎、谢聪

电信院
第十四届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
赛ROBOMASTERS

南部赛区二等奖 1

张浩辰、杨超、陈思翰、李盼、范亚军、
苏珊、郑继鹏、刘宏、秦俊龙、代富康、
龚洁、李静、陈果、王二盼、陈成波、牟
强、孙虎、包科、陈昊、陆阳、姜璐、谢
聪、郭静、陆梦晴、廖航、温向勇、胡思
洋、刘旭、钱常德

电信院 四川省大学生机器人大赛 四川省二等奖 2

樊新建、甘建、王成、胥云峰、詹小华、
王杰、魏佳辉、宋小平、胡思洋、朱聃；
洪世杰、杜程茂、李佳、康欢、邓京、陈
汶铭、袁燕飞、何昌鑫、李静、王二盼

电信院 四川省大学生机器人大赛 四川省三等奖 8

陈小龙、邓清丽、李飞江、黎纹竹、李瑞
琴、孙汉、林泽民、任思霖；黄康、张玉
翠、秦建茹、刘宏、罗楠、邱勇智、龚洁
、宋力威、张皓然、曹旭东；马伟、陈洪
江、杨进、徐敦第、吉晓帆、陆浩、张浩
、孙中懿、齐良宇；冉建平、冉强、颜辉
、赵乐；陈雪、梁青松、徐润昊、孙智华
、林春旭、赵鹏程；王应、温杰、苟峨林
、蔡剑锋；蒋昊坤、黄超、汪强、闻涛、
李梦潇；唐帅、雷宇霆、肖倩、陈海峰、
李玉楠、黄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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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院
SAMPE2016中国超轻复合材料
制造学生竞赛

全国二等奖 1 徐计雷、杨晓林、刘继元、王路、冯密

材料院
SAMPE2016中国超轻复合材料
制造学生竞赛

全国三等奖 2
刘倩、陈祖伟、王文武、罗慧、丁杰；钟
雪鹏、周俊萍、赵丰贵、代友勋、陈泽民

材料院
“法尔胜杯”中国大学生材料
热处理创新创业大赛

全国二等奖 3
兰勇、向娣、胡少华、方永建、宋晓啸；
李欢、刘晓宇、付朝政、苏晓慧、徐飞；
彭昊、奉天一、陈珊、陈晶、王袁璐琪

材料院
第五届全国大学生金相技能大
赛

全国一等奖 1 孔德明

材料院
第五届全国大学生金相技能大
赛

全国二等奖 2 陈珊；蒋帅虎

材料院
全国大学生无损检测（超声）
技能竞赛

全国三等奖 3 林兴平；李光文；李佳宸

土建院 四川省大学生结构设计大赛 四川省一等奖 1 魏鑫、赵敏、韩立叶

土建院
第七届BIM施工管理沙盘及软
件应用大赛

全国一等奖 2
蒋鑫、郗宁、彭安平；蒋鑫、郗宁、彭安
平

土建院
第七届BIM施工管理沙盘及软
件应用大赛

全国二等奖 3
蒋鑫、郗宁、彭安平；蒋鑫、郗宁、彭安
平；蒋鑫、郗宁、彭安平

土建院

第九届全国高等院校“广联达
杯”BIM工程算量大赛总决赛

土建算量比赛

全国一等奖 2
张国军、伍雪梅、向永荷；张国军、伍雪
梅、向永荷

土建院

第九届全国高等院校“广联达
杯”BIM工程算量大赛总决赛

土建算量比赛

全国二等奖 1 张国军、伍雪梅、向永荷

土建院

第九届全国高等院校“广联达
杯”BIM工程算量大赛总决赛

土建算量比赛

全国三等奖 1 张国军、伍雪梅、向永荷

土建院
第九届全国高等院校“广联达
杯”BIM工程算量大赛预赛

四川省一等奖 4 张国军；伍雪梅；向永荷；周凤

土建院
第九届全国高等院校“广联达
杯”BIM工程算量大赛预赛

四川省二等奖 4 郭宇森；韩笑佳；刘磊；周志强

土建院
第九届全国高等院校“广联达
杯”BIM工程算量大赛预赛

四川省三等奖 5 贾苗；冯科；黄艳琳；王鹏；唐芬芬

土建院
中海达杯第四届全国高等学校
大学生测绘技能大赛

全国团体一等奖 1
杨贵诚、吴爽、唐涛、李进、刘昭生、谢
波

土建院
中海达杯第四届全国高等学校
大学生测绘技能大赛

全国单项特等奖 1 杨贵诚、吴爽、唐涛、李进

土建院
中海达杯第四届全国高等学校
大学生测绘技能大赛

全国单项一等奖 2
杨贵诚、吴爽、唐涛、李进；杨贵诚、吴
爽、唐涛、李进

土建院
中海达杯第四届全国高等学校
大学生测绘技能大赛

全国单项二等奖 1 刘昭生、谢波

土建院
中海达杯第四届全国高等学校
大学生测绘技能大赛

四川省团体二等奖 2
徐建伟、肖达、隗鹏、吴少杰、孙华波、
彭桐；周鹏、叶冲冲、张川、邵繁争、唐
世根、赵磊

土建院
中海达杯第四届全国高等学校
大学生测绘技能大赛

四川省单项一等奖 1 孙华波、彭炯

土建院
中海达杯第四届全国高等学校
大学生测绘技能大赛

四川省单项二等奖 4
徐建伟、肖达、隗鹏、吴少杰；唐世根、
赵磊；周鹏、叶冲冲、张川、邵繁争；徐
建伟、肖达、隗鹏、吴少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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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建院
中海达杯第四届全国高等学校
大学生测绘技能大赛

四川省单项三等奖 3
徐建伟、肖达、隗鹏、吴少杰；唐世根、
赵磊；孙华波、彭炯

土建院
第九届中国制冷空调行业大学
生科技竞赛

全国三等奖 1 杨营

理学院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全国一等奖 3
葛桐旭、卢嘉晨、何睿；黄辉红、颜雪、
韩笑佳；邓秋福、陈桂糖、余莎

理学院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全国二等奖 3
段景、张钧晖、石静；蒋雪、王媛媛、张
汉卿；任启强、陈杰、裴俊

理学院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四川省一等奖 2
郑方华、陈豪、张瑞坤；杜玲、李仁明、
程俊霖

理学院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四川省二等奖 4
庄云智、李鹏举、李华奎；吴婧、刘佳运
、吴浩；王迟蕾、彭勇、赵俊炎；马皓星
、李汜、王钰

理学院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四川省三等奖 3
苟秋月、耿晓燕、邓艺平；胡春、毛洁、
高峰；张思思、张荣泽、程敏

理学院 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一等奖 2
赵俊炎、王迟蕾、彭勇；廖义强、李兆雪
、胡军

理学院 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二等奖 2
贺宇廷、巨鑫、李冰；卢嘉晨、何睿、胡
穆

理学院 全国大学生数据挖掘竞赛 全国一等奖 2
苏钰、杨茗芳、李勇进；王媛媛、蒋雪、
廖俊

理学院 全国大学生数据挖掘竞赛 全国二等奖 1 冉玮、白建超、任甲富

理学院 全国大学生数据挖掘竞赛 全国三等奖 3
刘晋安、林颖昭、叶兵；林逸鑫、杨玉欢
、梁珠；李珊珊、蒲思蓓、马皓星

理学院 四川省大学生数学竞赛 四川省一等奖 2 魏操；王周哲

理学院 四川省大学生数学竞赛 四川省二等奖 8
王嘉糯；余伍林；陈智杰；谢静峰；王
楷；饶何隆；迟国强；邓秋福

理学院 四川省大学生数学竞赛 四川省三等奖 16

幸鑫；吴永辉；张宇；高思冰；左国稷；
王娟；陈金龙；胡至华；彭松；肖开喜；
黄奇；夏兴宇；但雯萱；吴凯；吴浩；张
浪

理学院
第五届全国大学生光电设计竞
赛

全国三等奖 1 肖亚琴、冯林、高歌

理学院
中国国际飞行器设计挑战赛暨
科研类全国航空航天模型锦标
赛

全国二等奖 2 王亚楠、李永超；向秋林、卢思奕

理学院
中国国际飞行器设计挑战赛暨
科研类全国航空航天模型锦标
赛

全国三等奖 1
王亚楠、向秋林、冯元虹、刘传鸽、李永
超

理学院
中国国际飞行器设计挑战赛暨
全国航空航天模型公开赛

四川省二等奖 1 向秋林、杨援超

理学院
中国国际飞行器设计挑战赛暨
全国航空航天模型公开赛

四川省三等奖 2
刘传鸽、李永超；杨援超、向秋林、卢思
奕、冯元虹

理学院 四川省第二届大学生物理竞赛 四川省三等奖 1 周围、陈迪、陈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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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训中心
四川省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
力竞赛

四川省一等奖 13

袁鹏、龙伟、王荏贤；陆予洋、王可鑫、
岳阳；胡李、荣晓旭、马进；王弋戈、刘
兴达、姜涛；赵欣、邹皖川、李志强；于
智诚、漏华铖、黄毓兴；贾浩、蒋嘉懿、
王涛涛；雷洪艳、冯康、宋现宇；朱光辉
、谢松、岳昌洁；赵世平、乔凯、彭杰；
邓京、何昌鑫、袁燕飞；徐召强、陈志、
孙奕楠；牟文昌加、王洪、陈建宏

工训中心
四川省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
力竞赛

四川省二等奖 7

吴志鑫、李波、代旺；申彤、廖兵、高小
祥；曾飘、张毅、王睿；杨超、谢智、胡
华鑫；王虎、郭宝林、冷静；权学良、何
小辉、匡珺洁；苟林、杨松、康厚精

工训中心
四川省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
力竞赛

四川省三等奖 1 邓立文、刘丽萍、唐经纬

工训中心
第七届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
计大赛（慧鱼组）

全国一等奖 1 乔凯、赵世平、彭杰、徐刚、宋其

工训中心
第七届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
计大赛（慧鱼组）

全国二等奖 1 廖云鹏、宁渊程、吕晓雪、陈圆

工训中心
第七届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
计大赛（慧鱼组）

省级一等奖 3
高鑫宇、郭昆、付天宇、谢泱；廖云鹏、
宁渊程、吕晓雪、陈圆；乔凯、赵世平、
彭杰、徐刚、宋其

工训中心
第七届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
计大赛（慧鱼组）

省级二等奖 1 叶鑫、唐齐、何凯瑞、杨嘉陵、刘志宏

工训中心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 全国一等奖 2
郭灿、胡雪蒙、陈泽民、张枰；谭仕建、
杨晓辉、姚玖江、戴海龙、赵雨佳

工训中心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 四川省一等奖 2
郭灿、胡雪蒙、陈泽民、张枰；谭仕建、
杨晓辉、姚玖江、戴海龙、赵雨佳

工训中心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 四川省二等奖 1 黄晨菲、余瑭、聂小波、谷渊、郭浩

工训中心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 四川省三等奖 3
刘思璐、凌思彤、班晨鑫、黄涛、李宗
林；王开虎、李云超、杨杰、王于豪、黎
根银；龙江、邓鑫、张欣、周仪、赵环宇

经管院
第七届中国大学生服务外包创
新创业大赛

全国二等奖 2
刘稳、谢俊、王悦、卢楚凤、杨海波；刘
琳、李凯、张睿嘉、张露、戚敏惠

经管院
第七届中国大学生服务外包创
新创业大赛

全国三等奖 2
戴仁、何智强、俞勇、陈科瑶；安成林、
邓海亮、李雨明、彭毅、曲蔚然

经管院
第二届“学创杯”全国大学生
创业综合模拟大赛

四川省一等奖 1 谭江龙、杨佩雨、邱华巧

经管院
第二届“学创杯”全国大学生
创业综合模拟大赛

四川省二等奖 2
董化博、安容、修中明；何智强、王力、
王雅心

经管院 全国大学生沙盘模拟经营大赛 全国二等奖 1 刘骏、赖晶、王浩、张梦庭、兰倩

经管院
四川省大学生ERP沙盘模拟经
营大赛

四川省一等奖 1
刘骏、赖晶、王浩、陈欣悦、张梦庭、兰
倩

经管院
第十届全国商科院校技能大赛
财会专业竞赛

全国一等奖 2
邱代坤、张培鑫、刘天愚；张志伟、唐清
、鲁亚珺

经管院

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第三
届会计与商业管理案例竞赛暨
两岸三地大学生会计与商业管
理案例竞赛

全国一等奖 1 任思成、江佳慧、陈欣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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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管院

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第三
届会计与商业管理案例竞赛暨
两岸三地大学生会计与商业管
理案例竞赛

全国二等奖 1 邱代坤、张志伟、唐萌

经管院
第九届全国商科院校技能大赛
国际贸易专业竞赛

全国二等奖 1
李青青、张晴、刘准、崔欣婷、王晓锐、
隆玉莲、李子齐、卿春丽

法学院 四川省大学生模拟法庭竞赛 四川省三等奖 1 张玉杉、宋艾芸、廖伟良、蔡晟川

外语院 第八届全球俄汉翻译大赛 全国二等奖 1 谭熙

外语院
“外研社杯”全国英语写作大
赛

四川省二等奖 1 袁一圖

外语院
“外研社杯”全国英语写作大
赛

四川省三等奖 1 董雨欣

外语院 全国大学生英语演讲大赛 四川省三等奖 1 古文菲

外语院
“外研社杯”全国大学生英语
辩论赛

华西赛区三等奖 1 卢泓佳、熊沁宇

外语院
“外研社杯”全国英语阅读大
赛

四川省一等奖 1 吴禹雄

外语院
“外研社杯”全国英语阅读大
赛

四川省三等奖 1 李佳琳

外语院
第六届“通译杯”四川省口译
大赛

四川省二等奖 7
李丫；赵源；付凌迪；黄立乔；杨鸿竹；
马思豪；昌彦汝

外语院
第六届“通译杯”四川省口译
大赛

四川省三等奖 33

冯文婷；彭若竹；许宝墨；朱倩芸；班颖
超；李佳琳；杨雪；吴淑珍；高跃；汪祾
梅；殷瑛；谢思琪；蒋东芮；王艺；彭靖
宇；王庆港；周航；蔡楠；蒲岍岍；赵
镭；马莹；邓鹏；张兰；李力名香；刘雨
寒；陈斌；李书航；王思吉；毛泓霖；马
茜；徐洁；蒋槟桧；谢知益

外语院
四川省第三届“联盟杯”高校
英语写作大赛

四川省特等奖 2 周蕾；李书航

外语院
四川省第三届“联盟杯”高校
英语写作大赛

四川省一等奖 2 夏倩雯；伍康林

外语院
四川省第三届“联盟杯”高校
英语写作大赛

四川省二等奖 2 李佳琳；魏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