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省大学生跨境电商创新实践大赛 文件

鲁跨赛组〔2020〕8号

关于公布第十二届山东省大学生科技节“敏学杯”跨境

电商创新实践大赛总决赛现场赛入围名单的通知

各参赛院校

2020 年山东省科学技术协会、山东省教育厅、共青团山东省委、

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山东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主办“第十二届山东省大学生科技节”。山东

省大学生跨境电商创新实践大赛是山东省大学生科技节系列活动之

一，《2020 年第十二届山东省大学生科技节“敏学杯”跨境电

商创新实践大赛》山东省总决赛网络评选赛于 2020 年 9 月 25

号--27 号远程在线举办。此次评选赛在知识赛和校内选拔赛的

基础上共有 80 所院校的 528 支队伍入围角逐，经组委会评审共

评审出 300 组队伍（其中本科组 180 支，高职高专组及中职组

120 支）入选总决赛现场赛。

总决赛现场赛将分为本科组现场赛和高职高专及中职组现

场赛两场赛事进行。本科组将于 2020 年 10 月 16 号--18 号在山

东外国语职业技术大学举办，高职高专及中职组将于 2020 年 10



月 23 号--25 号在山东轻工职业学院举办，具体请看山东省总决

赛现场赛竞赛通知（近期会出竞赛决赛通知）。现将 2020 年第

十二届山东省大学生科技节“敏学杯”跨境电商创新实践大赛山

东省总决赛现场赛入选队伍公布如下！

附件一、2020 年第十二届山东省大学生科技节“敏学杯”跨

境电商创新实践大赛山东省总决赛现场赛（本科组）入围名单

附件二、2020 年第十二届山东省大学生科技节“敏学杯”跨

境电商创新实践大赛山东省总决赛现场赛（高职高专及中职组）

入围名单

二○二○年十月一日



附件一、2020 年第十二届山东省大学生科技节“敏学杯”跨境电商

创新实践大赛山东省总决赛现场赛（本科组）入围名单

参赛院校 队伍名称 组别 编号

鲁东大学 乘风破浪队 本科组 001

山东政法学院 博行小队 本科组 002

鲁东大学 Rainbow team 本科组 003

潍坊科技学院 代号 250 本科组 004

潍坊科技学院 Rainbow Team 本科组 005

山东政法学院 美特斯邦 本科组 006

山东政法学院 追梦小菜鸟 本科组 007

烟台南山学院 烟火队 本科组 008

山东政法学院 HZY 队 本科组 009

烟台南山学院 揽星辰队 本科组 010

烟台南山学院 明日之子队 本科组 011

烟台南山学院 志存高远团队 本科组 012

烟台南山学院 超越队 本科组 013

烟台南山学院 奥利给队 本科组 014

临沂大学 凤凰 本科组 015

曲阜师范大学 发家致富队 本科组 016

曲阜师范大学 明日之星 本科组 017

青岛农业大学 加油小队儿 本科组 018



青岛农业大学 智多星队 本科组 019

青岛农业大学 奥利奥泡奶队 本科组 020

山东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百事可乐 本科组 021

青岛农业大学 比完赛开派队 本科组 022

山东科技大学（泰安） 梦之必胜队 本科组 023

青岛农业大学 The Waves 本科组 024

山东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梦之队 本科组 025

青岛农业大学 易昕海 本科组 026

青岛农业大学 Clk 本科组 027

济宁学院 济宁学院 1 队 本科组 028

临沂大学 你说的都队 本科组 029

山东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锦程 本科组 030

青岛农业大学 XLX 本科组 031

青岛农业大学 Ubis 本科组 032

青岛农业大学 对对队 本科组 033

青岛农业大学 硬汉无敌 本科组 034

青岛农业大学 ALA 本科组 035

山东科技大学（泰安） 都行队 本科组 036

山东科技大学（泰安） 城管大队 本科组 037

山东科技大学（泰安） 极简主义 本科组 038

青岛农业大学 招财进宝 本科组 039



济宁学院 济宁学院 2 队 本科组 040

青岛农业大学 乘风破浪 本科组 041

曲阜师范大学 硕果累累 本科组 042

山东财经大学燕山学院 凯恩斯拍了拍我们队本科组 043

山东财经大学燕山学院 披荆斩棘的妹妹 本科组 044

山东科技大学（泰安） 三人行 本科组 045

山东财经大学燕山学院 果宝特攻 本科组 046

山东科技大学（泰安） 小区保安队 本科组 047

山东财经大学燕山学院 毒角兽小花 本科组 048

山东管理学院 三思而后行队 本科组 049

山东科技大学（泰安） “三 Li”团队 本科组 050

山东财经大学燕山学院 气运联盟 本科组 051

青岛黄海学院 加油团队 本科组 052

青岛黄海学院 雨冰莹 本科组 053

曲阜师范大学 就很棒 本科组 054

青岛黄海学院 听雨阁 本科组 055

山东科技大学（泰安） 奥利奥队 本科组 056

山东科技大学（泰安） 华尔街三巨头 本科组 057

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 无限可能队 本科组 058

山东外国语职业技术大学 全面深化改革队 本科组 059

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 亚牛牛逊 本科组 060



山东外国语职业技术大学 三只松鼠队 本科组 061

山东科技大学（泰安） 鹰隼队 本科组 062

烟台南山学院 梦之翼 本科组 063

潍坊科技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Young 本科组 064

山东科技大学（泰安） 威斯屋盟 本科组 065

潍坊科技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The one 本科组 066

山东协和学院 七色光 本科组 067

潍坊科技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Lucky one 本科组 068

烟台南山学院 秃头少女 本科组 069

山东科技大学（济南） 世界锦鲤 本科组 070

山东科技大学（泰安） 天韵队 本科组 071

青岛黄海学院 NirvanaPhoenix 本科组 072

齐鲁医药学院 黎明曙光 本科组 073

青岛黄海学院 红星闪闪小分队 本科组 074

曲阜师范大学 梧桐队 本科组 075

齐鲁医药学院 魔仙堡 本科组 076

山东科技大学（泰安） 百事可乐队 本科组 077

青岛黄海学院 永瘦宫 本科组 078

齐鲁医药学院 差不多队 本科组 079

山东农业大学 明日之子 本科组 080

齐鲁医药学院 下局去上海 本科组 081



山东交通学院 兴风作浪的靓仔 本科组 082

齐鲁医药学院 都挺队 本科组 083

青岛滨海学院 加勒比富婆队 本科组 084

山东科技大学（泰安） 都可队 本科组 085

齐鲁医药学院 福星 本科组 086

山东科技大学（泰安） 怎么都队 本科组 087

山东农业大学 花儿朵朵 本科组 088

青岛滨海学院 地表最强战队 本科组 089

齐鲁医药学院 以团之名 本科组 090

青岛滨海学院 没有男生队 本科组 091

青岛滨海学院 老师说的队 本科组 092

青岛黄海学院 筑梦青春 本科组 093

齐鲁医药学院 气运联盟 本科组 094

山东农业大学 韭菜收割机 本科组 095

济南大学 济大之光 本科组 096

山东财经大学 肉丸子 本科组 097

山东科技大学（泰安） 啦西吧 本科组 098

山东农业大学 Runner 本科组 099

青岛黄海学院 0909 本科组 100

青岛黄海学院 游乐王子 本科组 101

泰山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远行者 本科组 102



青岛黄海学院 猪猪侠 本科组 103

青岛黄海学院 倾销队 本科组 104

曲阜师范大学 元气满满队 本科组 105

山东科技大学（济南） 这里有支队 本科组 106

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
齐鲁工业大学金融学

院一队 本科组
107

山东外国语职业技术大学 三只蚂蚁队 本科组 108

山东外国语职业技术大学 MVP 本科组 109

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
齐鲁工业大学管理学

院队 本科组
110

山东外国语职业技术大学 山外时临队 本科组 111

泰山学院 天衍队 本科组 112

山东外国语职业技术大学 我们很对 本科组 113

山东外国语职业技术大学 三人行 本科组 114

青岛理工大学琴岛学院 时代之星 本科组 115

山东外国语职业技术大学 MAX 本科组 116

青岛理工大学琴岛学院 琴院之星 本科组 117

山东财经大学 老坛杉菜 本科组 118

山东财经大学 阿里小超人 本科组 119

山东交通学院 交通二队 本科组 120

山东交通学院 交通三队 本科组 121



山东财经大学 超越极限队 本科组 122

山东交通学院 交通四队 本科组 123

山东科技大学（济南） 快乐星球 本科组 124

山东交通学院 交通一队 本科组 125

山东财经大学 发际线和我作队 本科组 126

泰山学院 TFGIRLS 本科组 127

曲阜师范大学 星冠队 本科组 128

山东交通学院 交通五队 本科组 129

泰山学院 非常 2+1 本科组 130

山东财经大学 什么都队 本科组 131

山东外国语职业技术大学 对不队 本科组 132

山东科技大学（济南） 思博 本科组 133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小猪手队 本科组 134

山东外国语职业技术大学 山海 本科组 135

山东科技大学（济南） 亿点通 本科组 136

山东科技大学（济南） 不可思议的一支队 本科组 137

山东科技大学（济南） 山科的希望 本科组 138

山东财经大学 湖人队 本科组 139

山东交通学院 交通六队 本科组 140

山东交通学院 百万美金俱乐部 本科组 141

山东财经大学燕山学院 正道的光 本科组 142



山东财经大学燕山学院 一波王炸 本科组 143

烟台南山学院 青雨墨 本科组 144

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
齐鲁工业大学金融学

院二队
本科组 145

烟台大学文经学院 文经三队 本科组 146

山东管理学院 百事队 本科组 147

山东财经大学 超越队 本科组 148

烟台大学文经学院 文经二队 本科组 149

曲阜师范大学 快乐小队 本科组 150

烟台大学 澳利澳中国分部 本科组 151

山东交通学院 乘风破浪姐弟队 本科组 152

山东财经大学 菜丸子 本科组 153

烟台大学文经学院 噼里啪啦 本科组 154

烟台大学文经学院 第一序列 本科组 155

烟台大学 爱消费的 qqx 本科组 156

曲阜师范大学 乘风破浪队 本科组 157

济宁学院 薛定谔的猫队 本科组 158

济宁学院 起飞队 本科组 159

烟台大学 不败队 本科组 160

烟台大学文经学院 牛气冲天 本科组 161

烟台大学文经学院 文经一队 本科组 162



烟台大学 易燃易 Boom 队 本科组 163

烟台大学 随便一个 本科组 164

烟台大学 123 本科组 165

潍坊科技学院 JM战队 本科组 166

山东工商学院 经院一队 本科组 167

潍坊科技学院工商管理学院 金刚芭比队 本科组 168

潍坊科技学院 WAF 队 本科组 169

山东工商学院 经院三队 本科组 170

齐鲁工业大学 rich man 本科组 171

山东财经大学 单量铺路队 本科组 172

山东财经大学 天猫精灵队 本科组 173

潍坊理工学院 最强财管 本科组 174

青岛大学 青岛大学一队 本科组 175

山东科技大学（济南） 414 代表队 本科组 176

山东科技大学（济南） 智慧三人组 本科组 177

山东科技大学（青岛） 山科一队 本科组 178

泰山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top 电商组 本科组 179

临沂大学 亲亲这边建议您退队本科组 180



附件二、2020 年第十二届山东省大学生科技节“敏学杯”跨

境电商创新实践大赛山东省总决赛现场赛（高职高专及中职组）

入围名单

参赛院校 队伍名称 组别 编号

菏泽职业学院 极光队 专科组 001

山东工业职业学院 山工院电商 1 队 专科组 002

菏泽职业学院 黎明队 专科组 003

山东工业职业学院 山工院电商 2 队 专科组 004

山东工业职业学院 山工院电商 3 队 专科组 005

菏泽职业学院 菏职冲锋队 专科组 006

菏泽职业学院 凌云队 专科组 007

菏泽职业学院 火羽队 专科组 008

德州职业技术学院 启点队 专科组 009

烟台南山学院 梦之翼 专科组 010

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 青岛港湾二队 专科组 011

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一队 专科组
012

德州职业技术学院 乘风队 专科组 013

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三队 专科组
014

莱芜职业技术学院 破浪队 专科组 015

莱芜职业技术学院 精英队 专科组 016



山东交通职业学院 三阳开泰队 专科组 017

威海海洋职业学院 海院 2 号 专科组 018

威海海洋职业学院 海院 1 号 专科组 019

威海海洋职业学院 新星队 专科组 020

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吉祥三宝 专科组 021

临沂职业学院 临职一队 专科组 022

临沂职业学院 临职二队 专科组 023

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智联队 专科组 024

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超越自己 专科组 025

威海海洋职业学院 海院 4 号 专科组 026

山东外事职业大学 马云背后的团队 专科组 027

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精英团队 专科组 028

烟台职业学院 彩虹马二队 专科组 029

烟台职业学院 彩虹马三队 专科组 030

烟台职业学院 彩虹马五队 专科组 031

烟台职业学院 彩虹马四队 专科组 032

烟台职业学院 彩虹马六队 专科组 033

烟台职业学院 彩虹马八队 专科组 034

烟台职业学院 彩虹马七队 专科组 035

山东交通职业学院 三次方程 专科组 036

烟台职业学院 彩虹马九队 专科组 037



烟台职业学院 彩虹马一队 专科组 038

东营职业学院 东职三队 专科组 039

东营职业学院 东职一队 专科组 040

东营职业学院 东职二队 专科组 041

烟台职业学院 彩虹马十三队 专科组 042

烟台职业学院 彩虹马十队 专科组 043

山东交通职业学院 地三仙 专科组 044

山东旅游职业学院 Z.D.Y 专科组 045

东营职业学院 东职五队 专科组 046

德州科技职业学院 畅想队 专科组 047

德州科技职业学院 shiny 队 专科组 048

山东经贸职业学院 好妹妹 专科组 049

淄博职业学院 农夫三拳 专科组 050

德州科技职业学院 复兴队 专科组 051

德州科技职业学院 梦之队 专科组 052

山东经贸职业学院 财神到 专科组 053

山东经贸职业学院 憨憨小分队 专科组 054

淄博职业学院 新裤子游击队 专科组 055

滨州职业学院 滨职新星 专科组 056

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超越团队 专科组 057

山东外事职业大学 Braver 战队 专科组 058



淄博职业学院 巴塞罗那 专科组 059

山东工程职业技术大学鼎利

学院
一组

专科组
060

潍坊职业学院 腾飞队 专科组 061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祖国的食人花 专科组 062

青岛市技师学院 青岛技师学院 1 队 专科组 063

潍坊职业学院 我们最快 专科组 064

山东传媒职业学院 三元一次方程组 专科组 065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熬夜秃头少女 专科组 066

潍坊科技学院 灵能特工 专科组 067

齐鲁医药学院 Solo 战队 专科组 068

山东管理学院 xCK 专科组 069

山东管理学院 明日之星队 专科组 070

青岛黄海学院 醉相思 专科组 071

潍坊科技学院 魔法少女 专科组 072

枣庄职业学院 开拓者 专科组 073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国贸 2 队 专科组 074

枣庄职业学院 战痘小分队 专科组 075

青岛黄海学院 melody 专科组 076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二队 专科组 077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三队 专科组 078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一队 专科组 079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四队 专科组 080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五队 专科组 081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豆豆队 专科组 082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对对对队 专科组 083

威海职业学院 慕星星 专科组 084

威海职业学院 winner 专科组 085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梦之队 专科组 086

威海职业学院 威斯盟 专科组 087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MTS 专科组 088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巅峰队 专科组 089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精英队 专科组 090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国民村花队 专科组 091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三星甲乙丙 专科组 092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勇往直前队 专科组 093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长征队 专科组 094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超越队 专科组 095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全都队 专科组 096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respect 专科组 097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百分百队 专科组 098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聚星队 专科组 099



山东旅游职业学院 曙光队 专科组 100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聚星团队 专科组 101

潍坊职业学院 电商四 专科组 102

潍坊职业学院 电商二 专科组 103

临沂大学 红高粱队 专科组 104

山东外国语职业技术大学 TUC 专科组 105

山东外国语职业技术大学 如来佛组 专科组 106

山东协和学院 ONE PIECE 专科组 107

潍坊职业学院 电商七 专科组 108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国贸 3 队 专科组 109

寿光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没问题队 中职组 110

寿光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智慧云商队 中职组 111

乳山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乳职一队 中职组 112

青岛海洋技师学院 海洋 2 队 中职组 113

临朐县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临朐职教一队 中职组 114

寿光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创业二队 中职组 115

临朐县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临朐职教四队 中职组 116

山东省济南商贸学校 商贸二队 中职组 117

乳山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乳职二队 中职组 118

青岛海洋技师学院 海洋 1 队 中职组 119

山东省济南商贸学校 商贸一队 中职组 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