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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府12 金陵科技学院 马凌；汪浩 戴业成；王依繁；李沅津 40.6436 1 一等奖

2 政府3 南京审计大学 周豪 张鑫睿；陈成 39.3088 2 一等奖

3 政府8 金陵科技学院 汪浩；刘丽 张鹏；张黔富；马康杰 39.7091 3 二等奖

4 政府17 江苏大学 王森 苏雪纯；袁蓓亲；肖晶 36.5689 4 二等奖

5 政府14 南京审计大学 陈怡 张涛杰；顾振佳；娄超强 36.0876 5 二等奖

6 政府16 南京审计大学 杨利宏 高玮海；施莎莎 35.8975 6 二等奖

7 政府11 南京审计大学 宋建 何嘉怡；陶书予 34.0369 7 二等奖

8 政府9 南京审计大学 杨利宏 徐一冉；张伊欧 33.7795 8 三等奖

9 政府13 金陵科技学院 马凌；刘丽 鲁冰；赵莹莹 32.2507 9 三等奖

10 政府5 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 王娣；孙会娟 叶峥；潘豪；曾帅 32.0863 10 三等奖

11 政府7 南京审计大学 杨利宏 张宇；杜晓蕊 30.6960 11 三等奖

12 政府18 金陵科技学院 汪浩；吴敏 韦扬扬；朱永章；仲耀 25.9094 12 三等奖

13 政府15 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 唐井环 杨建飞；李钊雪；袁铭君 23.0423 13 三等奖

14 政府2 南京审计大学 宋建 朱徐烨；赵顾涵 15.4094 14 三等奖

15 政府1 常熟理工学院 王英姿 杨梓；王心怡 14.8249 15 三等奖

16 政府6 南京工程学院 姚立 孙波；刘榆豪；金威翔 13.4634 16 三等奖

17 政府10 无锡太湖学院 张军 王甜甜；马文杰；贾梦雅 13.2675 17 三等奖

18 政府4 江苏科技大学 郭炳南 卢艺宁；洪雯婧 9.3416 18 三等奖

19 政府5 南京财经大学 苏建 郜瑜霏；钱钰婷；沈芙蓉 36.4711 1 一等奖

20 政府13 南京审计大学 周豪 孙中阳；袁皓玥 36.0090 2 一等奖

21 政府12 金陵科技学院 刘丽；丁涛 肖雨薇；王珊珊 37.9253 3 二等奖

22 政府3 南京审计大学 欧阳华生 韩倩茹；王辉；李诗弦 34.4626 4 二等奖

23 政府14 南京审计大学 欧阳华生 黎绮洁；李祺 33.7255 5 二等奖

24 政府6 金陵科技学院 刘丽；汪浩 王茹；蒲静雪 33.3024 6 二等奖

25 政府15 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 王娣；孙会娟 汤子颉；刘慧；胡文静 30.8224 7 二等奖

26 政府8 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 孙会娟 徐佳静；朱梦丹 29.5876 8 三等奖

27 政府17 金陵科技学院 汪浩；史新和 陈雨璐；王雅妮 28.6389 9 三等奖

28 政府4 南京审计大学 万树 刘昕；王晨 27.7379 10 三等奖

决赛1

决赛2

共35支队伍参加决赛：
1、一等奖队伍为前10%，即35*10%=3.5支，四舍五入取4支。即2个班级中扣除机器人后的第1、2名获一等奖。
2、二等奖队伍为前40%减去一等奖队伍，即35*40%-4=10支。即2个班级中扣除机器人后的第3-7名获二等奖。
3、剩余未弃赛队伍获得三等奖。

2021年（第二届）江苏省高校经济学综合博弈实验大赛
赛道二（财政学与公共管理决策竞赛）决赛正式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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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政府7 南京审计大学 曾宪影 赵小惠；姚梓萌 27.5971 11 三等奖

30 政府11 金陵科技学院 汪浩；马凌 后雨萌；周冬琳；陈文希 26.7663 12 三等奖

31 政府10 江苏大学 王森 张碧洋；刘杰；郑善文 26.6162 13 三等奖

32 政府1 南京审计大学 宋建；周豪 朱婷婷；赵心悦 24.8487 14 三等奖

33 政府9 南京审计大学 万树 刘苗苗；林雅婷 23.5402 15 三等奖

34 政府16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张敏 吕春红；杨婵 15.8839 16 三等奖

35 政府2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张烨 汪歆宜；华雪颖 7.7881 17 三等奖

决赛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