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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石工院 全国石油工程设计大赛 全国一等奖 2
马莅、李雪弘；缪尉杰、牟昱帆、
肖月、曾禄轩

2 石工院 全国石油工程设计大赛 全国三等奖 6
胡成星、赵建华；陈小翔、卢嘉
晨；陈祥、柏宗宪；刘佳明、刘
萌；毛正林、耿晓燕；赵富强、张

3 石工院
全国大学生油气储运工程设计
大赛

全国一等奖 1 蒙恬、何能家

4 石工院
全国大学生油气储运工程设计
大赛

全国二等奖 1 张佩颖、陈思杭、刘鸣、陈颖

5 石工院 国际石油技能大赛 全国一等奖 1 吴禹雄

6 地科院 SuperMap杯全国高校GIS大赛 全国三等奖 1 杨博理、陈虹雨、焦若琳、文心雨

7 地科院
全国城市地下空间工程模型设
计竞赛

全国二等奖 1 王富磊、郑玲静、左佳伟

8 地科院
全国城市地下空间工程模型设
计竞赛

全国三等奖 1 彭涛、杨哲、罗鑫

9 地科院
“石化油服杯”全国大学生测
井技能大赛

全国二等奖 1 周雪、孙杨沙、李贤胜

10 地科院
“东方杯”全国大学生勘探地
球物理大赛

全国三等奖 2 陈豪、张入化；石静、段景

11 地科院 油气地质大赛 全国三等奖 2
石静、车正强、丁佳敏；陈笛、王
茂云、邹松

12 地科院 油气地质大赛 全国三等奖 2 车正强；车正强

13 机电院
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竞赛暨四
川省大学生力学竞赛

全国三等奖 1 杨成宇

14 机电院
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竞赛暨四
川省大学生力学竞赛

四川省一等奖 1 张瑞坤

15 机电院
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竞赛暨四
川省大学生力学竞赛

四川省二等奖 4 黄卓；赵吉中；袁杰；肖开喜

16 机电院
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竞赛暨四
川省大学生力学竞赛

四川省三等奖 9
敬德磊；伏培林；张宇；刘纯健；
杨成宇；王陶；隆翀；施延生；奉

17 机电院 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 全国一等奖 1 廖阳阳、廖孙波、项一洋、何畅

18 机电院 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 全国二等奖 2
林城、税兵、冷超霞、钟梦颖；左
润东、戴海龙、姚玖江、赵雨佳

19 机电院 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 全国三等奖 1 匡珺洁、江文博、都旭、唐经纬

20 机电院 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 四川省一等奖 9

刘欣、杨浦、杜健民、张展豪；苟
林、邓立文；徐召强、左润东、刘
若玢、谭川东；申伟、郭项伟、王
仕达、李雷；刘恩良、王昊、刘纯
健、李敏；唐经纬、徐召强、赵文
磊、徐勇；赖飞、荣晓旭、王浩青
、王陶；彭锦涛、赖飞、王必成、
郭林涵；钟大伟、王陶、杜伟民

21 机电院 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 四川省二等奖 7

李喆裕、刘万、罗亿、李瑞鑫；洪
自强、李雷、吴续龙、莫欣雨；黎
子宇、张原勃、魏家富；雷洪艳、
胡李、钟博、付浩；高强、雷国平
、蒋启茂、庄滨宾；何鑫、张荣森
、孙鹏、韩府艮；蔡文博、刘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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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机电院 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 四川省三等奖 4

冷超霞、董梓铧、刘东方、魏瑶；
胡学华、周坤、岳阳、金禹桥；刘
庞、胡楠、杨浩；王泽岱、冯志均
、陈恒、于智诚

23 机电院 四川省大学生工业设计大赛 四川省一等奖 7

税兵、邓芙蓉、魏瑶；冷超霞、董
梓铧、朱琳、万雨叶、张志帅；李
乐、杨枝龙；王曦；鲁红婷、黄忠
兴；王聪、徐好昆；赵维维、黄楷

24 机电院 四川省大学生工业设计大赛 四川省二等奖 8

刘东方、宋寒东、王君、张家翔、
张鹏；冷超霞、杨枝龙、李乐、税
兵、周宏宇；黄楷、周宏宇、高博
辰、李明杰；何畅；文荣、王刚、
庞茜月；苏子洋、张宇；周姿谷、
吴婧瑞、戴飞亚、黄佳佳；陈殊、

25 机电院 四川省大学生工业设计大赛 四川省三等奖 10

谢俊；程凌华、杨美玲、严雯、吴
越；林城、周世杰、王超；周世杰
、徐鸿、林城、周姿谷、严涛；廖
阳阳、何豪章、项一洋、刘杭、王
一；税兵、杨明谕、周宏宇、邓芙
蓉、马旭东；杨枝龙、林春花；李
玥、苏健伟、钟梦颖；李舒婷、肖
倩茹、檀佳佳；朱樊

26 机电院
全国大学生过程装备实践与创
新大赛

全国一等奖 1 袁振

27 机电院
全国大学生过程装备实践与创
新大赛

全国二等奖 1
戴海龙、 赵雨佳、姚玖江、左润
东、 邓亚平

28 机电院
全国大学生过程装备实践与创
新大赛

全国三等奖 3

左润东、徐召强、戴海龙、王陶、
谭川东；廖芙蓉、赵文超、余琦、
杨红钰；王必成、赖飞、彭锦涛、
尹熙、岳昌洁

29 机电院
全国先进成图技术与产品信息
建模创新大赛

全国二等奖 8
徐召强；易皓；魏琦；张荣森；龙
洪跃；文金川；张涛；黄卓

30 机电院
全国先进成图技术与产品信息
建模创新大赛

全国团体二等奖 1
徐召强、易皓、魏琦、张荣森、龙
洪跃

31 化工院
四川省大学生化学实验竞赛暨
西南石油大学大学生化学实验
技能竞赛

四川省一等奖 1
罗瑶、朱先锋、赵海、张心语、朱
圆圆

32 化工院
四川省大学生化学实验竞赛暨
西南石油大学大学生化学实验
技能竞赛

四川省三等奖 1
吴会聪、蔡文睿、时辰亮、罗浩、
陈金龙

33 化工院
中国大学生高分子材料创新创
业大赛

全国二等奖 2
郑雷浩、钱莎、李嘉玲、林伟林、
曾心艺；殷祥英、兰天鸽、陈金龙
、孙宗曼

34 化工院 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 全国一等奖 1
叶欢、肖剑飞、黄笛、孙德兴、张
荣泽

35 化工院 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 全国二等奖 1
陈廷露、杨秋蓉、陈昌涛、苏文礼
、李萍

36 化工院 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 全国三等奖 3

周亿、陈京业、张语航、王鹏、梁
客；王芳、韦增有、刘镜、董庆庆
、余江海；李淑军、刘珏欣、刘雪
梅、闫星翰、白帆

37 化工院 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 西南赛区特等奖 1
叶欢、肖剑飞、黄笛、孙德兴、张
荣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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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化工院 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 西南赛区一等奖 1
陈廷露、杨秋蓉、陈昌涛、苏文礼
、李萍

39 化工院 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 西南赛区二等奖 5

银涛、刘润蝶、袁朝阳、夏云飞、
唐兰；赵华、王仕城、龙秋宇、张
泽华、郭育洲；柴雅静、许源、位
慧泽、袁子婷、闫宏泽；张海林、
刘欣慰、梁栋、唐翠曼、周治宇；
周雨、杨草萍、陈孝丽、朱晓琪、

40 化工院
“道达尔杯”全国大学生化工
安全设计大赛

全国特等奖 1
邓付洁、唐诗瑶、邢茂辰、段强、
曹琪、青杉杉

41 化工院
“道达尔杯”全国大学生化工
安全设计大赛

全国二等奖 1
滕慧敏、莫敏、李佳倚、秦紫薇、
胡敏、王聪林

42 化工院
“道达尔杯”全国大学生化工
安全设计大赛

全国三等奖 2
梁柱、袁书龙、李斌、李丁辉、文
城、王爽；杨洪博、赖昱颖、罗友
清、罗雨菲、程敏、孙玥

43 化工院
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
与科技竞赛

全国三等奖 1
张雨、柳具盆、陈廷露、高峰、谷
继慧、李淑军、肖蕾

44 化工院
四川省大学生“生命之星”科
技竞赛

四川省二等奖 3
邹平、胡敏、梁真真；颜光、陈钰
、罗水强；黄健、王世杰、何燕君

45 化工院
四川省大学生“生命之星”科
技竞赛

四川省三等奖 3
吴琦琪、关欣、王丽；王星、许斌
斌、蔡佳星；兰天鸽、叶方芳、高

46 计科院 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 全国二等奖 3
曾一芳、黄从富、冷静；程兆、夏
航、钟之；刘佳坤、郝瑞鹏、谢亚

47 计科院 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 全国三等奖 2 刘李；孔维坤、任启强、石华

48 计科院 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 四川省一等奖 1 刘李

49 计科院 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 四川省二等奖 2
曾一芳、黄从富、冷静；孔维坤、
任启强、石华

50 计科院 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 四川省三等奖 1 戚敏惠、于镇宁、沈恭虹

51 计科院

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
创意及创业”挑战赛暨四川省
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
及创业”挑战赛

四川省一等奖 3

毛明辉、曹升龙、罗杨、李杰；周
邓、易小风、刘易民、代益敬、陈
花；李孝富、王成杰、李伟、马科
迪、曾若诗

52 计科院

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
创意及创业”挑战赛暨四川省
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
及创业”挑战赛

四川省二等奖 4

贾婷、钟秋月、冯阳、朱柯名、熊
万能；康厚精、韩梦航、祝欣；韩
梦航、康厚精、祝欣；何洋、包伟
、周敏、佟明桧、庞再统

53 计科院

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
创意及创业”挑战赛暨四川省
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
及创业”挑战赛

四川省三等奖 6

刘婷、王柯、冷静、乔彬、张书
毓；卢涛、杜涵、张磊、王萍；杨
敏、彭小珂、谭博铭、李鹏；张欣
、龙康、周成、满露、王文静；高
向驰、文钊、黄庆、董李元香；龙
言、张嘉辉、徐敬怡、杨鸿福、文

54 计科院
“思科网院杯”大学生网络技
术大赛c4网络挑战赛

全国二等奖 1 张俊俊、唐港迪、代程亮

55 计科院
“思科网院杯”大学生网络技
术大赛c4网络挑战赛

华南赛区一等奖 1 张俊俊、唐港迪、代程亮

56 计科院
“思科网院杯”大学生网络技
术大赛c4网络挑战赛

华南赛区二等奖 2
赵勇、阳欢、王燕；黄雨婷、闫思
宇、杨英

57 计科院
“思科网院杯”大学生网络技
术大赛c4网络挑战赛

华南赛区三等奖 1 王鉴祥、白长斌、刘晨亮

58 计科院
“思科网院杯”大学生网络技
术大赛CCENT赛项

全国三等奖 3 王力红；田文瑞；樊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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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计科院
“思科网院杯”大学生网络技
术大赛CCENT赛项

西南区二等奖 1 王力红

60 计科院
“思科网院杯”大学生网络技
术大赛CCENT赛项

西南区三等奖 3 田文瑞；樊叙；陈磊

61 计科院
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
大赛暨四川省大学生软件和信
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

全国二等奖 3 陈兵；魏辰宇；夏熙林

62 计科院
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
大赛暨四川省大学生软件和信
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

全国三等奖 3 刘宇聪；何宏臻；余梦涵

63 计科院
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
大赛暨四川省大学生软件和信
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

四川赛区一等奖 9
陈兵；魏辰宇；夏熙林；刘宇聪；
何宏臻；余梦涵；王冠桥；杨小
辉；唐山武

64 计科院
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
大赛暨四川省大学生软件和信
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

四川赛区二等奖 11
侯松；徐高瑞；唐欢；伍德强；程
俊豪；谭金玲；文钊；杨行；邓有
全；刘娟；邓国力

65 计科院
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
大赛暨四川省大学生软件和信
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

四川赛区三等奖 5
甘子邦；黄港；彭源；李云良；蒋
坤伦

66 计科院
全国网络与信息安全技术大赛
暨四川省大学生信息安全技术

四川省一等奖 1 黄钰、李聪、翟芯宇

67 计科院
全国网络与信息安全技术大赛
暨四川省大学生信息安全技术

四川省二等奖 1 陈振东、谢李鑫、杨行

68 计科院
全国网络与信息安全技术大赛
暨四川省大学生信息安全技术

四川省三等奖 1 刘杨和、陈吕谋、冯文韬

69 计科院
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简
称ACM/ICPC)暨四川省大学生
程序设计大赛

全国二等奖 2
王冠桥、魏辰宇、刘宇聪；王冠桥
、魏辰宇、刘宇聪

70 计科院
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简
称ACM/ICPC)暨四川省大学生
程序设计大赛

四川省二等奖 2
王冠桥、魏辰宇、刘宇聪；陈兵、
夏熙林、江开宝

71 计科院
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简
称ACM/ICPC)暨四川省大学生
程序设计大赛

四川省三等奖 3
杨佳闻、庞坤、邓昱；谭金玲、何
涛、张凯隆；甘子邦、何宏臻、杨
行

72 电信院
“博创杯”全国大学生嵌入式
设计大赛暨“博创杯”创新创
业电子设计大赛

全国一等奖 1 吴不为、王文昊、陈元科

73 电信院
“博创杯”全国大学生嵌入式
设计大赛暨“博创杯”创新创
业电子设计大赛

全国三等奖 1 黄星、谭元浩、贺勇

74 电信院
“博创杯”全国大学生嵌入式
设计大赛暨“博创杯”创新创
业电子设计大赛

赛区特等奖 2
吴不为、王文昊、陈元科；黄星、
谭元浩、贺勇

75 电信院
“博创杯”全国大学生嵌入式
设计大赛暨“博创杯”创新创
业电子设计大赛

赛区一等奖 3
陈鹏、冯宁、倪仁杰；许文星、王
钰、秦梦琳；刘刚、林柏栎、罗聪

76 电信院
“博创杯”全国大学生嵌入式
设计大赛暨“博创杯”创新创
业电子设计大赛

赛区二等奖 1 张晓琳、杨铂、冉强

77 电信院
“飞思卡尔”杯全国大学生智
能汽车竞赛暨四川省大学生智
能汽车竞赛

西部赛区二等奖 1 何小辉、张欣、蒲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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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电信院
“飞思卡尔”杯全国大学生智
能汽车竞赛暨四川省大学生智
能汽车竞赛

西部赛区三等奖 2
李家鑫、杨森、胡云生；杨坤、任
胜、曾蕊

79 电信院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暨四
川省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四川省一等奖 1 任劲舟、汪林玉、李茂银

80 电信院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暨四
川省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四川省二等奖 5

洪世杰、李飞江、李静；唐鹏、陈
凯瑞、李海腾；向秋林、李红强、
赵征征；杜程茂、李佳、邓京；申
畅、权学良、孙岩

81 电信院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暨四
川省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四川省三等奖 17

张忠义、张一帆、张雷；潘超凡、
王文杰、曾飞；蔡剑锋、张超虹、
邹羽施；王娟、张德威、代富康；
杨卓、张锟、吴俊萌；马建宇、何
凯瑞、林春旭；邓凤林、吴金城、
毛登宇；孙智华、曹怀木、李莉；
刘可、张栩豪、刘中烨；孙中懿、
林泽民、任思霖；张梦真、田鹏、
赖昶；杨嘉明、王海洋、孙汉；郭
鹏宇、余伟、刘艺璇；杨铂、刘东
京、曾强；杨春、陈海锋、陈学
勇；朱斯琪、董志远、谭金松；颜

82 电信院 四川省大学生机器人大赛 四川省一等奖 5

刘康、李洋、李明阳、唐磊、袁海
云、金汇源、李肖、杨帅东、黄琳
、黄攀；汪林玉、王鹏程、石廷港
、王娟、蔡霞、罗晓、左芸裴、林
春旭、苏明阳、易中彪；杨扬、杨
磊、刘博文、杨沛衡；王永祥、张
阳、李中云、周熙朋；申畅、孙岩

83 电信院 四川省大学生机器人大赛 四川省二等奖 5

吴不为、王文昊、陈元科、罗杨、
刘可、张栩豪、刘中烨；牟文昌加
、陈建宏、廖聪冲、陈玲玲；王洪
、匡珺洁、吴珊红、王青青；孙奕
楠、陈志、康厚精、孙精灵；林春
旭、黄金、王鸿之、葛茗瑞

84 电信院 四川省大学生机器人大赛 四川省三等奖 6

何小辉、蒲薇、郑卿、黄金；蒋经
纬、何虹斌、胡多修、徐乙杰；陈
顺杰、蒲春宇、王凌、杨驰；罗远
红、王雅婷、曾妍月、邹羽施；张
德威、代富康、陈位发、张力丹；
刘志强、刘雪梅、李雷、王思佳

85 电信院
中国教育机器人大赛暨
RoboCup公开赛

全国二等奖 2
杨扬、杨磊、刘博文；李洋、刘康
、汪林玉

86 电信院
“AB杯”全国大学生自动化系
统应用大赛

全国三等奖 1 杨进、陈雪

87 材料院
“丰东杯”中国大学生材料热
处理创新创业大赛

全国二等奖 1 陈谦、陈雨婷

88 材料院
“永冠杯”中国大学生铸造工
艺设计大赛

全国三等奖 1 王敏、龙文俊、余金红、王翊冰

89 材料院 全国大学生焊接创新大赛 全国一等奖 1 赵健、陈新平、任泯安

90 材料院 全国大学生焊接创新大赛 全国二等奖 2
李光文、丁权、曾强、任莉莎；胡
云峰、李佳宸、刘丽艳、胡坤

91 材料院 全国大学生焊接创新大赛 全国三等奖 1 冯彬、叶志林、康全、奉天一

92 材料院 全国大学生金相技能大赛 全国一等奖 1 杨昌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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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材料院 全国大学生金相技能大赛 全国二等奖 2 赖书琪；叶志林

94 材料院 全国大学生金相技能大赛 全国团体一等奖 1 杨昌奎、赖书琪、叶志林

95 材料院
全国大学生超声无损检测技能
大赛

全国团体二等奖 1 曾强、任丽莎、白秋萍

96 材料院
全国大学生超声无损检测技能
大赛

全国二等奖 1 曾强

97 材料院
全国大学生超声无损检测技能
大赛

全国三等奖 1 任丽莎

98 土建院
全国中、高等院校学生“斯维
尔杯”建筑信息模型(BIM)应
用技能大赛

全国三等奖 2
陈昌斌、冉磊、涂伶钰、周岚、周
彦如；陈昌斌、冉磊、涂伶钰、周
岚、周彦如

99 土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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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项）

全国一等奖 1 段俊文、金川、罗瑞

100 土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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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

全国二等奖 1 段俊文、金川、罗瑞

101 土建院

全国高等院校“广联达杯”
BIM施工管理沙盘及软件应用

大赛总决赛

全国三等奖 1 韩立叶、王思远、陈昌斌

102 土建院 四川省大学生测绘技能大赛 四川省二等奖 6

吴滔、贺文、陈龙、余林；吴滔、
贺文、陈龙、余林；佘杰、刘治成
、李俊、付浩；佘杰、刘治成、李
俊、付浩；佘杰、刘治成、李俊、
付浩；陈施翰、罗澜

103 土建院 四川省大学生测绘技能大赛 四川省三等奖 2
吴滔、贺文、陈龙、余林；王美智
、杨世良

104 土建院
中国制冷空调行业大学生科技
竞赛

全国二等奖 1 尹邦鹏、余秋君、何宗武

105 理学院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暨四
川省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全国一等奖 2
谭兵、黄辉红、颜雪；许珊珊、杨
玉环、张孝明

106 理学院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暨四
川省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全国二等奖 4
廖小瑶、李博、何映江；范德会、
王振冰、吴昊镪；陈桂糖、余莎、
邬经伟；林春旭、罗远红、蒲岍岍

107 理学院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暨四
川省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四川省一等奖 2
张玲、冯仁秀、谭政；李珊珊、冉
伟、任甲富

108 理学院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暨四
川省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四川省二等奖 9

李强、王永强、敬俊林；宋尉嘉、
钟源珂、亢译羚；吴振川、陈雲祚
、刘万；陈杰、裴俊、任启强；曾
一芳、谢思崎、陈梦楠；蒋坤伦、
罗煜林、胡旭；邓国力、蒋欣宇、
吴韬略；李海阔、曾小杰、李佳
蔚；夏桢干、袁可、张诗玥

109 理学院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暨四
川省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四川省三等奖 2
苏浩东、秦蔓、何鹏；宁学文、徐
倩、潘婷

110 理学院 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一等奖 2 蒙恬；谭兵、李珊珊、陈桂糖

111 理学院 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三等奖 2
黄辉红、颜雪、韩笑佳；石静、伍
康林、张钧辉

112 理学院 全国大学生数据挖掘大赛 全国特等奖 1 谭兵、李珊珊、冉玮

113 理学院 全国大学生数据挖掘大赛 全国二等奖 4
邓秋福、陈桂糖、黄辉红；林颖昭
、魏小岚、叶兵；张雪、伍秋菊；
牟宇程、任甲富、张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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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理学院 全国大学生数据挖掘大赛 全国三等奖 7

周奇、曾小杰、罗干；卢凡；李海
阔、黄虹银；白强、康芸玮、马皓
星；刘晋安、杨丽、何鹏；许珊珊
、白静、王斌；刘月、周涛、胡
军；冯仁秀、张玲、谭政

115 理学院 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 全国一等奖 1 王周哲

116 理学院 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 四川省一等奖 7
张文豪；王晨晨；王磊；葛茗瑞；
陈占雄；何杰；王周哲

117 理学院 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 四川省二等奖 10
位子璇；何雄；甘绮龙；黄龙；程
敏；周志强；卢俊；尹彬；徐杨
欢；时辰亮

118 理学院 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 四川省三等奖 16

罗昊、向伟铭、张俊勇、蓝海浪、
文天祥、徐崇、谢静峰、胡春、孙
荣、唐意智、袁豪、王志强、唐婵
、杨金莲、卢凡、崔代宇

119 理学院
科研类全国航空航天模型锦标
赛

全国三等奖 1 李永超、陈渝

120 理学院
科研类全国航空航天模型锦标
赛

四川省一等奖 1 王亚楠、曾志东

121 理学院
科研类全国航空航天模型锦标
赛

四川省二等奖 1 王亚楠、李永超、陈渝、曾志东

122 理学院
科研类全国航空航天模型锦标
赛

四川省三等奖 1 李永超、陈渝

123 理学院
四川省大学生普通物理知识竞
赛暨西南石油大学第五届“探
索杯”大学生物理竞赛

四川省二等奖 1 张月月、卢思弈、冯文杰

124 理学院 四川省大学生光电设计竞赛 四川省一等奖 1 李家鑫、李付谦、周琰武

125 理学院 四川省大学生光电设计竞赛 四川省二等奖 2
杨森、陈聪、敬俊林；董凯伦、胡
云生、郝佳琦

126 工训中心
全国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
竞赛

全国一等奖 2
陆予洋、王可鑫、岳阳；赵世平、
乔凯、彭杰

127 工训中心
中国工程机器人大赛暨国际公
开赛——探索者全地形机器人
自主创新设计大赛

全国二等奖 1 牟文昌加、王洪、陈建宏

128 经管院
“能源杯”全国大学生财会技
能挑战赛

全国一等奖 1 张志伟、顾永菊

129 经管院

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国
泰安杯”营销模拟决策竞赛暨
两岸三地大学生营销模拟决策
竞赛大陆地区选拔赛

全国一等奖 2
赵乾坤、曾瑞、苏洋洋；谭江龙、
余露、张裕杭

130 经管院

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国
泰安杯”营销模拟决策竞赛暨
两岸三地大学生营销模拟决策
竞赛大陆地区选拔赛

全国二等奖 1 柳思杨、张璐、赖晶

131 经管院
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国际
贸易竞赛

全国二等奖 1
李嘉美、关键、窦竹馨、张冰清、
李宁、岳凯

132 经管院 四川省大学生会计技能大赛 四川省二等奖 1 张瑞

133 经管院 四川省大学生会计技能大赛 四川省三等奖 1 杨睿颖、刘茂林

134 经管院 四川省大学生营销策划大赛 四川省一等奖 1
冯曾威、高天、罗欢、张秋萍、赖
荣欢

135 经管院 四川省大学生营销策划大赛 四川省三等奖 2
杨爽、杨佳薪、耿洋；张娅坤、刘
静、陈红铮、马昊、孙宸、彭诗芮

136 经管院
全国外贸单证岗位（电子化）
技能大赛

全国三等奖 3 刘准；张云华；李青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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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经管院
全国外贸单证岗位（电子化）
技能大赛

全国团体三等奖 1 隆玉莲、刘准、张云华、李青青

138 经管院
中国大学生服务外包创新创业
大赛

全国一等奖 1
黄建程、吴焰、胡薪璐、熊麟嘉、
王玉红

139 经管院
中国大学生服务外包创新创业
大赛

全国三等奖 3

黄成龙、谢晨、刘关飞、何思诗、
刘晓钰；张蕾、袁菁莲、黄超、郑
磊、陈欣；马天文、张瑞、董化博
、谷静怡、张晓琳

140 经管院
“学创杯”全国大学生创业综
合模拟大赛

四川省一等奖 2
谭江龙、杨佩雨、刘沿沿；田瑶、
武璇、黄婷婷

141 经管院
“学创杯”全国大学生创业综
合模拟大赛

四川省二等奖 1 董化博、张瑞、程健峰

142 经管院
四川省大学生证券投资模拟大
赛

四川省一等奖 1 聂梦凡、蒋欣宇、李伟

143 经管院
四川省大学生证券投资模拟大
赛

四川省二等奖 3

辛阳、曾周一、余琪、杨卓华、杨
陈子宁；让娜、陈古玺、余慧翎、
根绒翁姆、谢蕾；方琳、李雪梅、
刘小霞、肖毅、陈庆江

144 经管院
四川省大学生证券投资模拟大
赛

四川省三等奖 2
邱奕梦、任威、文伟、程婷婷、臧
小坚；于甜甜、吴丹、张宇、苏琳
、王雨婷

145 外语院 “通译杯”四川省翻译大赛 四川省三等奖 15

赵玉蓉；郑涵予；文昊鑫；龙玟
月；彭若竹；吴茜；陈军朋；樊
芸；梁雪；吕梦颖；乔霞飞；廖明
玥；余艾蔓；杜金秋；王艺

146 外语院
“批改网杯”高校英语写作大
赛

全国一等奖 1 赵玉蓉

147 外语院
四川省大学生英语挑战赛（阅
读）

四川省二等奖 1 张静恬

148 外语院
四川省大学生英语挑战赛（阅
读、写作）

四川省三等奖 2 陈茜茜；张然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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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鸿佳、吴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