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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表彰青岛农业大学
第二届“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

优秀作品的决定

各学院团委：

我校第二届“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自 2015 年 7 月启动，

现已顺利结束。作为“创青春”山东省大学生创业大赛的校级选

拔赛，此次大赛得到了各学院和广大青年学生的积极响应。各学

院高度重视、广泛动员，营造了良好的活动氛围；广大青年学生

踊跃报名、积极准备，提交了一大批优秀作品。

此次大赛包含三项主体赛事，共提交 100余件优秀作品，其

中 18件作品参加了省级赛事。为表彰先进，激励典型，推动我

校学生创新创业工作持续、深入地开展，经竞赛评审委员会评定，

决定对生命科学学院“花信风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等 41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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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作品给予表彰。

希望受到表彰的团队和个人认真总结经验，争创更好成绩，

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为我校大学生创新创业工作的深入开展贡献

力量。同时，希望全校青年学生，积极向获奖同学学习，崇尚科

学，追求真知，勤奋学习，锐意创新，做一个有理想、有信念、

有知识、有能力，善于思考、勇于担当的新时期青年学生。

附件：青岛农业大学第二届“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获奖

作品名单

共青团青岛农业大学委员会

2016 年 6 月 29 日

共青团青岛农业大学委员会 2016年 6月 2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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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青岛农业大学第二届“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

获奖作品名单

奖项 作品名称 推送学院
第一

作者
指导老师 团队成员

金奖 青岛佳润农业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机电工程学院 刘涛 王东伟
刘晓东，申世龙，商悦，蔡丽萍，孙振华，王承强，石云

彤

金奖 花信风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生命科学学院 陈建超 姜程 郝静、王晓秋、孙莹、于雯、曹秀霞、牛广原、杜世霞

金奖 纤秀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姜岁岁 孙庆杰 王传统 李静 王桂馨 徐志昊 王浩 刘志超 陈春杰

金奖 “兰亭中榭”高校连锁酒店 建筑工程学院 邵飞 车广杰 马亚男 张云飞 潘婕

金奖 book思易图书银行推广中心 校团委 刘岩 刘琨 李淑杰，孟遥遥，付浩然，董宇翔，徐旻，高泽群

金奖 青岛格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理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魏桂媛 吕健波 吴燕月、高金涛、赵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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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奖 新曙光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生命科学学院 张丹丹 王晶珊 赵建俊、李冠、黄田田、韩欣、康悦明、安玉芹、李昊天

银奖 海乐思活性多肽调味品有限公司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李倩倩
陈海华、

王海霖
刘帅 唐红玉 任肖锋 厉英杰 丛许 杜梦雪 于彤彤

银奖 天之椒子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李雪 肖军霞 潘晓颖 温荣欣 王伟霞 文愉熙 崔婧

银奖 心田陪植有限公司 园林与林学院 李甜茹 李超 徐延鑫 董菲 周小瑜 冯阳 韩雪 杜立言 王润萱

银奖 小肥龙生物肥料科技有限公司 资源与环境学院 崔文静 李俊良 王秀超，梁宏旭，李珍波，郑雪梅，马超楠，毕明浩

银奖 环境友好型完全生物降解地膜 化学与药学院 李海英 牛永盛 王礼军 单士远 苏娜 夏翠梅 吕继伟 林佳丽 冯冉

银奖 青岛新动力农业机械有限公司 机电工程学院 张峰峰 尚书旗 万恩超，任丽伟，李秀，孙阳，陈志新，张志明

银奖 青岛光印映画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传媒学院 张皓
高欣峰、

嵇安奕
吕中华 鹿扬 王子豪 战泓玮 杨梦丽 贾杉杉 牛星钧

银奖 “小小科学家”智公益公司 机电工程学院 李延鑫 孙晓凤 刘雅倩、王瑜、吴亚男、常增村、王昭和、张格、赵越

银奖 “老顽童”计划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王永明 郭恩棉 薛雨宁、鞠孟伶、宋德磊、李超、庄硕、王新元、谭玉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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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奖 青岛创惠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机电工程学院 王铮 白浩然 牛景瑞、林瑞、张永超

银奖 希惜功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徐云逸 孙庆杰 李慧 姜玉珍 范再鹏 张绍辉 秦洋

银奖 鑫源生物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生命科学学院 高杰
姜程、杨

松
张彤彤、徐青、邵虹翔、许洋、张月潇、魏梦晓、姬艳秋

银奖 一种环境友好型不饱和聚酯树脂地板 化学与药学院 封鹏超 李红春 范凯梅 于燕飞 陆巧妮 徐莹 丁和达 刘彩 田镇

银奖 海虹水族科技有限公司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李翔 王峰 郑祥斌、王春力、赵新宁、夏景全、王羽

铜奖 青岛冰清科技有限公司 机电工程学院 邹庆杰
孙晓凤、

林悦香
李广宇、唐杰、惠文海、张伟、崔园园、陈元龙

铜奖 瀚海水族科技有限公司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宗燕 郭恩棉 庄硕、郑祥斌、徐汝昊、瞿凡杰、张雪梅、朱红星、 宋稼豪

铜奖 “小仙菇”有限责任公司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张宏瑜 周顺 孙丽媛、陈文倩、徐华、李明东、王仙宁

铜奖 青岛醇然鲜食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刘颖颖
朴美子、

黄国清
曲扬 黄红 陈孜铜 郭晨阳 贺倩倩 李香凝 高敏

铜奖 青岛绿植兴有机肥有限公司 化学与药学院 于燕飞 王海霞 王礼军 许晓凯 程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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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奖 青岛久泰秸秆饲料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学院 王杰 李红春 郭胜伟 孙晓荣

铜奖 青岛甄美康保健调味品股份有限公司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王伟霞 朴美子 胡智慧 王婷 刘娜 姜山 陈搏雨 孙宇 聂宇彤

铜奖 新心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王茜 孙庆杰 郝海宁 刘珠珠 陈琨 蓝皓慧 李海兰

铜奖 每家阳台园艺 园林与林学院 杜丽言 李超 李甜茹 周小瑜 徐延鑫 王润萱 刘璐

铜奖 “嘻哈兼职”大学生兼职 APP 国际教育交流学院 王子源 王天龙 王浩、郭浩

铜奖 美食平台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季大磊 刘兴华 李培伟、杨嘉举、张莉

铜奖 青岛找直播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经济与管理学院 孙小伟 文丽娜 石云彤、谭天、叶雨榕

铜奖 青岛稳筑预制构件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学院 刘霞 车广杰 王存哲 梁文哲 于嘉辉 张宇

铜奖
山东宏大自动化技术研发有限责任公

司
机电工程学院 陈志新 孙晓凤 张丽娜、黄青鸽

铜奖 青岛爱快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学院 王浩 车广杰 隋泽鑫 赵轩 寇仕林



— 7 —

铜奖 “虹”家教服务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学院 张玉洁 车广杰 孙梓铖 田昭坤 岳梦杨 潘莹玉

铜奖 青田消费公社 合作社学院 颜炳霞 王勇 仲浩然、李燕坤、周倩倩、朱文超

铜奖 大学生筑爱圆梦服务公益机构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张露露 范楚琦 于文奕、宫文超、路庆书、高思雨、刘瑢、崔学婷、王光玥

铜奖 “爱之家，一点点”公益机构 资源与环境学院 闫娇 李永青 王腾飞，张倩瑜

铜奖 “田园牧歌”公益公司 经济与管理学院 满孝臣 熊凯 叶雨榕，石云彤，马渭青，梁晓，王珮琪，谭天，韩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