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羊店潮妆杯”湖南省大学生电子商务大赛（主题赛）

获奖名单

序号 所在学校 作品 团队名称 参赛学生 指导老师 获奖等级

1 湖南工业大学 首格外卖代运营 首格
张益铭、周雅欣、唐静、袁思宇

、李俊澄
张娟、佘高波 一等奖

2 湖南农业大学 阻脂计划 阻脂团队
颜道民、杨紫薇、黎浪、胡馨月

、刘柯灿
旷彦昌 一等奖

3 湖南商学院 蜂行向导项目计划书 一战成名
贾舒越、江之雨、董志伟、雷雨

晴、欧阳倩雅
张俊英 一等奖

4 湖南师范大学
百分律--引领互联网法律服务

的“百分”时代
欢乐锦鲤队

刘佳程、刘小饴、叶亭君、武雨
梦、段小辉

李立辉 一等奖

5 湖南农业大学 乡村小蒋 农业电商小队
高德秀、蒋思思、李康、颜佳倩

雪
李薇、王明宇 一等奖

6 湖南大学
“云灯”现代智慧城市节能照

明云平台
云灯大师

陈恩铭、陈怡君、汪庆、郭显超
、刘露

张喜征 一等奖

7 长沙学院 途拍-景区微信自拍相机 途秀
李保磊、张恒久、左靖榕、胡索

、张听月
詹琳,杨丞 一等奖

8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樱花屋-APP 超能力者
陈迪、骆琪燕、蒋清清、王赛镧

、吴冬怡
梁华 一等奖

9 衡阳师范学院南岳学院
“27+1”灯影守望者——非遗

文创传承计划
逐影人

汤富红、崔世豪、彭丽燕、易慧
雯、肖娜

阳玉香、莫旋 一等奖

10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校园汇 梦飞扬队
张晨燕、蒋刚、陈晓瑜、杨基、

师琦
张闻,肖默 一等奖

11 湖南商学院 Easy Ball APP EB
戴国庆、苏庆云、蔡子豪、邓芷

萱、杨倩
陈娟、张俊英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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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吉首大学 创舍 潼路人
王玉员、刘晓琳、张文星、胡昕

怡、谭路
董坚峰、肖文杰 一等奖

13 湖南商学院北津学院
基于流浪动物领养服务的“寻

喵”APP平台开发
寻喵TEAM

熊铅石、夏潇仙、何燕、梁红林
、黄金荣

刘星宝 一等奖

14 湖南文理学院 映象·老西门 映象·老西门
李雯、李好、朱双、亢丽佳雯、

满风来
吴玲、刘智勇 一等奖

15 湖南工业大学科技学院 聚源智能财务机器人 京承
吴俞京、李湘、邓博文、禹婕、

刘星雨
王宜刚,李维安 二等奖

16 湖南科技大学 刚好遇见教育 M.E
刘茜、贺燕娜、刘鸿威、刘志伟

、王瑾瑜
周向红 二等奖

17 吉首大学 乡之旅 极创客
邱灿成、江颖、刘丹、康凯特、

芦越平
董坚峰、戴志强 二等奖

18 湘潭大学 来次笔记 来次笔记
谢佳熠、孟对栎、钟少阳、陈小

叶、谭诗怡
刘亚军 二等奖

19 湘南学院 智能共享停车管家 物语飞扬
魏德腾、李玥、裴宏菊、方儒佳

、雷俊杰
黄建标 二等奖

20 湖南城市学院 Smart管家 磕板栗
黄天学、张涛、巫珂、龚巧婷、

王琳莉
黄静 肖赛男 二等奖

21 怀化学院
青鸟带你去“村”游：农文旅
融合中的旅游O2O私人订制特色

服务平台
青茑队

李梦思、李卓霖、龙城、谢佳、
潘文琦

贾雨霏、曾湘萍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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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湖南文理学院 遇上羊店方知有 遇上方知有
何晓云、罗焰梅、汤雨薇、李芒

、梁佳辉
吴玲、刘智勇 二等奖

23 衡阳师范学院
动感农场-基于大数据可视溯源

平台的新型田园综合体
Best team

邓荣华、彭子洋、夏沁、周诗瑶
、曾肖淑

陈忠文,肖咏嶷 二等奖

24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金石の“招聘直播”
金石の招聘“直播

”
胡燕琴、朱冲、张晨、陈莹钰 李博，杨洁 二等奖

25 长沙师范学院 优修家具 新秀队
杨潞潞、吴美香、肖文婷、刘淑

娟
喻文丹、孙端 二等奖

26 湖南理工学院 奇纪时尚你穿我搭 时尚你我他
鲁文军、赵昱旻、舒琪、肖乐娇

、闵俊
高小玲 张寰 二等奖

27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i宠计划 阿喵阿汪
阙瑾蓉、周佳、陈思靖、陈思仪

、秦愉
丁雄,卢嫣 二等奖

28 湘潭大学兴湘学院 影居盒子 水滴工作室 郑兴栋、徐坤林、屠钱、赵彗伶 刘湘蓉,雷丽彩 二等奖

29
湖南农业大学东方科技学

院
霓小作DIY—“慢巨制”国风体

验
执笔者 李纪岚、廖冬艳、杨文溢 聂笑一,肖毅 二等奖

30 湖南大学
DRcare糖网智能医生商业计划

书
AI Health

张松、郝明睿、汪佳龙、廖静莹
、苏方健

贺迅、荣辉桂 二等奖

31 长沙理工大学
售卖、传承、公益、回收一体

化二手书平台
再汇2018

谭书馨、许颍、黄海欣、李和鑫
、刘宇

陈银娥、黄登春 二等奖

32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涉外学院 私人定制健康餐 Godlike
邓于明慧、杨梦洁、宋晓萌、杨

艳、唐首龄
覃晓梅 二等奖



2019年“羊店潮妆杯”湖南省大学生电子商务大赛（主题赛）

获奖名单

序号 所在学校 作品 团队名称 参赛学生 指导老师 获奖等级

33 湖南农业大学 “羊店潮妆”校园推广策划 Afive 任紫梦、杨娜、胡淑崴、邹龙李薇，宋程程(御家汇) 二等奖

34 怀化学院 校易联APP校园社区共享平台 3+e队 陈蓉、黄子硕、向彬灏、刘嘉豪 曾湘萍、贾雨霏 二等奖

35 湖南科技学院 大学女生面膜 大学女生面膜
曾广远、欧峰丞、刘源源、万杏

、张冬冬
何源明、胡雨 三等奖

36 湖南工学院 慢慢网 阿里霸霸 陈莹、刘昊、彭小妹、刘祯伶 蒋建军、范慧玲 三等奖

37 湖南工业大学 撩园青年社区零售项目 冰心小组
彭嘉涵、古天乐、褚金丽、周相

依、陈晨
佘高波 三等奖

38 湖南信息学院 超享学 益启爱
陈莹、冯雨晴、刘桂奇、黄丽娟

、杨霞
唐清、蒋大成 三等奖

39 吉首大学张家界学院 树洞app 寻梦少年队 戴若琳、杨鹏、麻成美、刘小旭 宋科 夏瑞洁 三等奖

40
湖南工程学院应用技术学

院
确认过眼神，你是我要“扶”
的人——扶贫+旅游的新创业集

椿音
刘树、王李波、华湘春、杨晓萱

、陈培玲
朱春晖，周斯怡 三等奖

41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易筹公益平台 校园天使队
张朝春、易维华、邓淑娟、周焱

焱、许芳
罗伟祎 三等奖

42 邵阳学院 “大学乐”校园社群拼团 CBG 陈晗铟、师晓博、杨昕格 何宜军 三等奖

43 湘潭大学 来次出行 来次出行
张锦晖、张臻祥、刘怡葳、陈杰

、苏煊
刘亚军,易锐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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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吉首大学张家界学院 知了杂货铺CICADA 知道你要什么了
雷海波、郭福长、吴尚、唐佳康

、肖宇蓉
宋科、夏瑞洁 三等奖

45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S&O品牌网店 梦游症与猫头鹰 闫鑫沐、李岳阳、葛葵、王卿鉴 郭零兵、贺志雄 三等奖

46 湖南理工学院南湖学院 义起同行 飞帆队
罗苑榕、方菲、唐洋、彭鑫、刘

攀
刘健挺、杨继莲 三等奖

47 南华大学 Go Fun无忧 一蓑烟雨任平生
邹婷、廖世伟、罗芳、梁冰玉、

黄慧
曾鹏艳 三等奖

48 中南大学 氧烨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氧烨医疗器械有限

公司
郑星星、张薇薇、陈依慧、周大

维、闫亚哲
鲁建云、康健 三等奖

49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素旅 素旅
牟军龙、胡文娅、曹稳根、毛嘉

棋
黎丽霞、刘玲 三等奖

50 湖南科技大学潇湘学院 e托到家农村放心购
打完比赛去海底捞

吃火锅队
龚沁霖、任巍巍、周妙、陈琴、

江子活
赵振军 三等奖

51 湖南工学院 十里桃林，青春扶贫 大匠人生 徐鹏、宋停、陶旷、戴娇、唐兰 温毅娴,张星星 三等奖

52 湖南信息学院 无名厨房 吉利队
何欣虹、刘吉力、张年康、焦学

芳、罗雨诗
周艳红，李爱娥 三等奖

53 长沙理工大学城南学院 微智 校园E家
郑磊、吕洋、王解放、黄格、周

浩瀚
朱晋,黄华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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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湖南商学院
基于亚马逊平台的太阳镜出口

营销策划方案
湖南商学院一队 李健恒、万珀华、谭昕昱 罗双临、颜建军 一等奖

2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纹身类产品出口营销策划  啊啊啊啊 谭丽桃、邓雪林、欧阳丹 肖默、姜微 一等奖

3 湖南信息学院
潜浮神器——全干式潜水面罩

出口营销策划案
Global 杨洋、金兴国、杨洁 杨璐嘉、毛宁 一等奖

4 湖南理工学院南湖
学院

户外帐篷 三颗板栗队 邓嘉峻、彭鼎洋、罗雅健 杨继莲、曹晴 一等奖

5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毛家剁椒酱跨境营销策划 好运队 杨奥、唐源、向琴 甘露、李博 一等奖

6 湖南农业大学
shopee台湾站点的震动棒推广方

案
跨境为王 黎鑫、张琦、陈灵 旷彦昌、王明宇 一等奖

7 湖南农业大学 Earphone产品出口策划方案 赢了就去吃火锅 王蕾雁、张晓晨、李永超 贺细平 一等奖

8 湖南理工学院 茉上花开 Teamteam 段兰青、罗帆、刘妙思 杨继莲、李妮佳 一等奖

9 湖南商学院北津学
院

VELO自行车坐垫对美出口策划

书
远速队 陈迎瑞、贺德雄、崔芳婷 尹元元、刘莹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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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湖南商学院
基于亚马逊平台的手机充电线

出口营销策划方案
湖南商学院二队 邓鑫玲、刘媛、廖振华 罗双临、戴育琴 一等奖

11 湖南农业大学 抖音神器shopee台湾站营销方案 SLKROAD 董文伟、刘辉颖、杨洋 王明宇、旷彦昌 一等奖

12 湖南理工学院 闪烁夜空，与篷同行 阳跨星星 蒋飞燕、王瑞桢、杨雪颖 曾欣、彭美秀 一等奖

13 湘潭大学
H湘绣公司针对美国市场出口线

上销售
Spirit小组 吴悠、郭诗怡、杨晓煦 李海海 二等奖

14 长沙学院
湖湘四宝之一——活性炭雕的

跨境之旅
冰河世纪队 郭尚窈、潘碧轩、杨思敏 李勇、杨威 二等奖

15 中南大学 宠物用品出口营销策划 better X队 张馨予、肖含翘、晋娴 梁程浩 二等奖

16 湖南农业大学 独角兽投环玩具出口营销策划 独角兽 黄慧敏、何丽、李红霞 王明宇、旷彦昌 二等奖

17 湖南城市学院
pets go 宠物用品营销策划-跨境

篇
E-Glory 曾成志、刘志丽、唐欢 李银波、张云 二等奖

18 湖南工学院 Joyin——让您中意的汉服品牌 Joyin 黎凡、张亚琴、马振腾 范慧玲、温毅娴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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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假发跨境销售策划 混搭团伙 彭云、李金枚、周丽萍 曾望、文雄军 二等奖

20 吉首大学 电子配件营销出口策划 湘遇 钟雨菱、赵欣、周睿 肖文杰、董坚峰 二等奖

21 长沙学院 假发自由 随便LHO队 李烨、何琳、欧秋辉 全春光 二等奖

22 湖南理工学院南湖
学院

“围”护健康  “兜”住爱 鸿鹄飞渡 李慧、李雅芳、周裕宇 刘健挺、毛新耕 二等奖

23 衡阳师范学院
中华戏曲文化礼品出口德国策

划
一马平川 李亮、梁晶、夏婷婷 张振文、谭欣 二等奖

24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无线蓝牙耳机出口营销策划 惊风 伍可、肖艳萍、毛清菁 文蓉、肖云华 二等奖

25 湖南科技学院
如何在Shopee马来站点打造金

凯睿美妆热销品
科院吃鸡小分队 向妍俞、王睿、罗蕾 胡雨、吴珂 二等奖

26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消费级无人机产品出口销售策

划书
fly无人机 梁莹成、徐丹、熊舒雅 梁华、曾文娟 二等奖

27 湖南农业大学东方
科技学院

LED智能化妆镜出口营销策划 暴躁的哈士奇 梁宇涛、张南鸿、刘婷 王明宇、旷彦昌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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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湖南科技学院 酷了太阳镜跨境出口营销策划 卫星撞地球 吴令鲜、杨万申、潘丽峰 胡雨、何源明 三等奖

29 湖南商学院北津学
院

Spice Rack（香料架）出口营销

策划方案
星火队 郑欣、唐敏羲、唐雯婷 刘莹、阳志梅 三等奖

30 湖南农业大学东方
科技学院

发光狗背带出口营销策划 S2H 胡宁、胡敏丽、申雨娜 王明宇、旷彦昌 三等奖

31 湖南工程学院
基于亚马逊平台的DIY女性运动

服饰出口营销策划方案
下一组选手 陈滢、孙保民、李阳丽 朱春晖、李欣 三等奖

32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OFS减压玩具出口营销计划书 OFS减压玩具社 张超然、傅依兰、夏晨益 齐月 三等奖

33 怀化学院 宠物毛巾出口营销策划 12306队 刘安妮、肖艺淇、许秀雯 曾湘萍、郭艳 三等奖

34 湖南工学院 力博得——Show your smile 木尤纤纤队 丁佳敏、游赞、孙卫军 刘超、范慧玲 三等奖

35 长沙理工大学 面向美国市场的假发营销 Metaphysics 黄晴、郑湘英、何紫薇 唐志良、谢新梅 三等奖

36 长沙师范学院 Intcamel Intcamel 宋彤彤、刘燕、廖标彬 龙红明、喻文丹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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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在学校 作品 团队名称 参赛学生 指导老师 获奖 等级

37 湖南工业大学科技
学院

湘绣绣品电商是营销方案 supreme 殷文科、阳思、刘祖欣 李芳、谭慧君 三等奖

38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studtm网课平台  一定队 李炫烨、林美惠、杨柳思 姜微、肖默 三等奖

39 湖南工学院 踏适-你的放心运动管家 卓越 王雪慧、邓雅琴、曹婷 温毅娴、李闯 三等奖

40 湖南科技大学 面向非洲市场的假发销售 有梦想有远方 刘培爱、李兵华、杨越 赵振军 三等奖

41 长沙学院
“一带一路”背景下菊花石雕跨境

出口的营销策划方案
Ⅲ队 谭小玲、童雨萱、刘我 李勇、杨威 三等奖

42 湘南学院 “千丝假发”速卖通网店营销方案 收购阿里 王贵民、成龙、毛远政 黄建标、陶林利 三等奖

43 长沙理工大学城南
学院

磁流体减压玩具出口营销策划 黑马与猪 鲁云云、采玲、谢桂凤 唐志良、梁向东 三等奖

44 怀化学院 关于假发的出口营销策划 小虎牙队 蒋湘南、黄飞洋、张雅林 贾雨霏、郭艳 三等奖

45 衡阳师范学院
多彩釉下彩瓷公司跨境电商推

广策划案
多彩队 朱江、刘佳玮、杨雨晴 张彩霞、肖望喜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