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创青春—新前景”2018 年昆明大学生创业大赛获奖等级名单的公示 

根据云南农业大学《关于举办 2017 年“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的通知》（校办发【2017】28 号）的赛事安排和要

求，在各学院团委的大力支持下，我校共有两百余件作品参加此次“创青春-新前景”2018 年昆明大学生创业大赛，经过

资格审查、初审、复审和决赛四个阶段的激烈比拼，共决出一等奖 4 名、二等奖 8 名、三等奖 12 名、优秀奖 28 名，

现将获奖等级名单公式如下： 

序

号 

项目名称 学院 申报人姓名 申报人类别 团队成员名单 

指导教师

名单 

获奖等级 

1 基于太阳能续航农业植保无人机 机电工程学院 张少杰 研究生 

张铭、艾宇、唐懿滢、李敏可、 

李镜湖、徐伟诚、刘桂林 

张天顺 一等奖 

2 

“那味辣”酱香小米辣——新型制法下的

纯绿色无添加食品 

食品科学技术

学院 

段苏 本科生 

赵启旭、徐振国、杨玉娟、彭金凤、

李顺成、张敏 

王云飞 一等奖 

3 普洱青创志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热带作物学院 金玲 本科生 李俊华、范泽斌、王继云、赵倩、  金荣华、王 一等奖 



燕翔 伟韬 

4 优搭网络试衣间 经济管理学院 刘奇注 本科生 叶桢、李思佳、杨宗红 李永前 一等奖 

5 专业合作社规模化肉牛养殖 

动物科学技术

学院 

吕国菊 本科生 

自永宏、李彦飞、杨童雨、曹兴留、

刘天香、许永贵 

余长林 二等奖 

6 新型智能仓库 机电工程学院 张铭 研究生 

艾宇、张少杰、许文其、高彦玉、

张冰、徐伟诚、李若贤 

张天顺 二等奖 

7 滴水不漏 建筑工程学院 李扬 研究生 杨鸿净、熊文玥、何进 李靖 二等奖 

8 

云南特色藜麦景观创意体验有限责任公

司 

农学与生物技

术学院 

袁加红 研究生 

吴慧琳、孙慧芳、闰亚哲、王瑞曾、

胡婷、阮佳敏 

林春 二等奖 

9 云南自己的共享导游“俺的游”And You 

人文社会科学

学院 

汤世雷悦 本科生 

 杨玉婷、彭荟霓、张述清、张敬威、

罗锐兴 

肖洪磊 二等奖 

10 热佳优果生态健康果园 体育学院 雷朝兵 本科生 郭连昌、黄自兰、韩思玮 李垠朋 二等奖 

11 宜良县古城“大香会”大香制作的改善与 体育学院 宋秋雨 本科生 玉光叫、马天瑞、毕海燕 李会明 二等奖 



传承 

12 少年狼体育 体育学院 李春琼 本科生 金永兴、黄艳红、武炳 孙红兵 二等奖 

13 源自然洗护用品有限责任公司 国际学院 邓晓薇 本科生 

杨欣怡、杨丽君、周子祺、季鸿阳、

何雪晨、唐浔、阮玮玮 

王元元 三等奖 

14 

蚕宝宝变形记—发展蚕桑生态产业链带

动盘江镇精准脱贫 

建筑工程学院 韩晓庆 研究生 应燕青、马立浩、张远洪 李阳 三等奖 

15 文化盒子—可触摸的城市 建筑工程学院 周钰 研究生 

杨通、张博、杨伟、周一学、 

宫明晖、朱栩君、熊凯、南轩 

李显秋 三等奖 

16 

“青益”农村危房改造技术经济咨询工作

室 

建筑工程学院 张子诚 本科生 康宗华、高胜松、陈毕、赵子逸 周兵 三等奖 

17 

茶花语-云南茶·花装饰产品定制设计的

开拓者 

建筑工程学院 王菀婷 本科生 

秦娟娟、李豪、黄丽、常金艳、 

缪婷、胡金 

邓毅书 三等奖 

18 保护村落文化，延续匠心精神 经济管理学院 王志华 本科生 吴仪、刘承璐、和秋月、邹佳润 张慧 三等奖 



19 Liesegang 环工艺品-石头中的花 理学院 王茜裕 本科生 刘欢、康虎、陈健 黄红苹 三等奖 

20 普洱米虫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热带作物学院 黄天鑫 专科生 张升林、杨冲、常承钊 金荣华 三等奖 

21 

予天然咖啡精油，凝精致完美之态—超

临界二氧化碳萃取咖啡精油项目 

食品科学技术

学院 

杨越超 本科生 

苗笑雨、江国平、董晓竹、农菊花、

郭娟、刘德超、陆国玖 

廖国周 谷

大海 

三等奖 

22 绿康之家 机电工程学院 高彦玉 研究生 

吴进玲、张雷波、刘桂林、王连锐、

张铭、周小飞 

郑嘉鑫 三等奖 

23 节能磁油混合式双极减震器 机电工程学院 田小军 研究生 柳明杰、王世勇、陈建 陈蓉 三等奖 

24 暖佳达电器有限公司 机电工程学院 柳明杰 研究生 陈健、田小军、王世勇 陈蓉 三等奖 

25 睿航教育 

动物科学技术

学院 

胡正涛 本科生 唐大友、王吉祥、朱单、孙克娟 滕晓红 优秀奖 

26 滇撒猪的低碳养殖 

动物科学技术

学院 

余开文 本科生 

郭雯、冯凯丽、字嘉武、黄巳洪、

罗艳梅 

赵桂英 优秀奖 

27 “书式生活”二手书屋 动物科学技术 朱凡 本科生 谷丽娇、张永辉、陈跃文 杨明华 优秀奖 



学院 

28 

发展渔、种、养相结合的生态循环农业

经济 

动物科学技术

学院 

古胜杰 本科生 

邹  丽、张荣层、李兴春、杨宗荣、

杨丽颜 

苏艳华 优秀奖 

29 与爱同行 

动物科学技术

学院 

孙庭昌 本科生 段雯益、蒋红梅、和少英 达永仙 优秀奖 

30 宠物之家 动物医学院 宁卿 本科生 刘应华、王发顺 杨贵树 优秀奖 

31 “悦读书屋”书籍借阅、二手书交易计划 国际学院 段楠 本科生 周萌、刘泽锐、柴琳莹 赵亚玲 优秀奖 

32 “快递之光”废旧纸盒回收与利用 国际学院 樊思成 本科生 盛家瑞、李天、李卓蔓、颜家琪 赵亚玲 优秀奖 

33 公交交通 APP“服务通” 机电工程学院 彭治衡 本科生 曾夏寒、刘凡、字剑冰、候会生 汪溪 优秀奖 

34 滇之农机智能服务 机电工程学院 王连锐 研究生 

张雷波、高彦玉、陈凯、吴进玲、

郎冲冲 

赵玉清 优秀奖 

35 “东方之子”志愿公益服务团队 机电工程学院 柳明杰 研究生 顼文佳、董子琨、字剑冰 陈蓉 优秀奖 

36 羿羽射艺传统弓俱乐部 建筑工程学院 谢皓 本科生 杨通、赵庆文、侯永梅 张静 优秀奖 



37 毕业季 思怀起 经济管理学院 高杉 本科生 段胡海、和平芬、金欣灵、石玉仙 陈颖 优秀奖 

38 漾濞核桃产销一体化体验中心 经济管理学院 赖靖雯 研究生 李其晟、董秋露、朱彩霞 李永前 优秀奖 

39 农村财务管理知识基层行平台 经济管理学院 刘佳佳 研究生 杨贺、南云飞、闫芮菲 李学坤 优秀奖 

40 留住青春特色纪念品设计 热带作物学院 毕静 本科生 

杨花、陶思云、鞠云香、李智璠、

谭宇辉、黄字典、李静 

展云虎 优秀奖 

41 新兴穆斯林清真食品有限公司 热带作物学院 金文丽 本科生 

王如玉、姜薇、夏珣、王肖、 

黄朝化 

陶汝虚 优秀奖 

42 

共享经济下的厨师——“私家厨”APP 创

业计划 

人文社会科学

学院 

牛琛 研究生 张帅、邓高秋、杨斌、关林楠 秦莹 优秀奖 

43 春城安食有限公司 

食品科学技术

学院 

杨荟必 本科生 肖成伟、赵敏 黄  剑 优秀奖 

44 植物幕墙设计施工 水利学院 周正云 本科生 

何杰、王林凤、赵依婷、严涛、 

邓宇 

王福来 优秀奖 



45 大学生活动中心 水利学院 孙华彪 本科生 段佳翼、段瑞、李兴杰 李艳娟 优秀奖 

46 乐跃康美 体育学院 黄自兰 本科生 黄艳红、袁胜培、韩思玮 高婕 优秀奖 

47 儿童体适能运动馆 体育学院 黄婉玉 研究生 郭彬、陈雅琴 李少华 优秀奖 

48 昆明喜动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体育学院 赵启旭 本科生 陈旭、韦昭戍、莫雨辰、臧传宇 王云飞 优秀奖 

49 红星照耀 旗飘飘—体验式红色产业 体育学院 金永兴 本科生 李春琼、石兰芳、康林山 李垠朋 优秀奖 

50 几种酚酸类物质对烟草种子萌发的影响 烟草学院 刘福朝 本科生 

李耀明、田洪虎、何春宏、陈留行、

曹加园 

王戈 优秀奖 

51 易咖互联网+智能自助现萃咖啡 烟草学院 管娇 本科生 

韦龙飞、覃凤兰、杨苗、蔡科凡、

杨小璟、周雅馨 

杨飞 优秀奖 

52 土壤污染物数据资料库 

资源与环境学

院 

晏强 本科生 李贵发、蒋雪、王忠筱、蒙薇 王玉敏 优秀奖 

若对以上公示推荐名单存有异议，请以书面材料形式向校团委科技实践部（联系电话：0871-65213359）或相关学

院团委反映。公示截止日期：2018 年 4 月 20 日（星期五）。 



 

                                                                         共青团云南农业大学委员会 

                                                                             2018 年 4 月 1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