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第十届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

挑战赛福建省选拔赛获奖名单公示 

 

各参赛学校及参赛队伍： 

第十届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福建省选拔赛获

奖名单公示如下，详情见附录。 

      公示期为 2020 年 07 月 26 日-07 月 30 日（5 天），如有疑问异议，请在公

示期内将问题通过邮件发送至大赛组委会邮箱（sanchuang10@163.com），逾期

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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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获 

奖项 
学校名称 团队名 项目名称 

特等奖 厦门理工学院 放心点 可视化餐饮服务平台——放心点 

特等奖 福建江夏学院 农村娃创业团队 “忆苦思田”社交电商助农计划 

特等奖 华侨大学 云衢：O2O 车货匹配 云衢：O2O 车货匹配 

特等奖 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 宅小蜜 宅小蜜 

特等奖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 骑迹团队 骑迹 

特等奖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寻知问产 E 带 E 路一网 

特等奖 福建商学院 草木人 IM TEA 共享茶庄 

特等奖 福建江夏学院 乐夏 EYT 乐夏 EYT——基于大学生群体的校园活动策划服务 

一等奖 福建农林大学 难忘今宵 众庶穹昊：新一代全链飞防引领者 

一等奖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哈只小哈 基于疫情而创新的沐沐熊机器人教育服务供应商 

一等奖 厦门大学 拯救者 007 养生+ 您身边的养生专家 

一等奖 华侨大学 solo 禾乐临期食品价值提升-新零售市域电商平台 

一等奖 泉州信息工程学院 万年青 助旄手作有限公司 

一等奖 厦门理工学院 思杞堂 思杞堂 

一等奖 福建农林大学 安全着陆 赤诚云健-全国领先的个性健身精准服务商 

一等奖 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 宿友服务 宿友服务——高校宿舍家政服务先行者 

一等奖 闽江学院 爱购在线——校园生活零距离 爱购在线——让校园生活零距离 

一等奖 华侨大学 商蕴校园·蜂窝计划 商蕴校园·蜂窝计划 

一等奖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Flashmob 闪涂 “闪涂”——5G 时代下 虚拟现实融合涂鸦艺术的解压治愈者 

一等奖 厦门大学 链世界战“疫” 链世界战“疫”——基于区块链抗疫物资管理系统 

一等奖 闽江学院 
指点江山——指静脉智能技术领域

的开拓者 
指点江山——指静脉智能技术领域的开拓者 

一等奖 集美大学诚毅学院 厦门奇葩岛 奇葩岛——突破次元壁的旅游项目 

一等奖 阳光学院 e 起健身队 云扬 e 健身 

一等奖 厦门理工学院 
BubbleKids:纠正坐姿保护视，听力

的儿童耳机 
BubbleKids:纠正坐姿保护视，听力的儿童耳机 

一等奖 仰恩大学 长兴队 海丝跨境园——共创跨境新时代 

一等奖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嘉忆 嘉忆——打造大学生文创设计一站式服务平台 

一等奖 厦门大学 创造营 303 iExchange 在线教育沟通交流平台构建策划案 

一等奖 福建农林大学 空中微景观 空中微景观 

二等奖 闽江学院 云图雅集 云图雅集——精准电商助力乡村振兴 

二等奖 莆田学院 益网达净团队 益网达净 

二等奖 闽江学院 岛上闪修 闽院岛上闪修 

二等奖 阳光学院 阳光智慧安防团队 巡光——5G 网联巡防机器人 

二等奖 泉州信息工程学院 飞鹿总团 飞鹿文印数媒设计有限公司 

二等奖 龙岩学院 鸡缘巧合 舌尖上的武平象洞鸡 

二等奖 华侨大学 Homecoming “Homecoming”以游学为导向的留学生 B2C 综合服务平台 

二等奖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家+护 家+护——养老服务家庭化、社区化的建设者 

二等奖 阳光学院 响当当 基于 AI 的智慧园区问询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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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 集美大学 西浦研学 返浦归真——寿宁西浦乡村观光旅游转型研学实践 

二等奖 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 大嘴鞋堂 大嘴鞋堂 

二等奖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椰香小土块 土味—家门口的绿植 

二等奖 福建工程学院 云集合创业团队 AR 整体家居平台 

二等奖 闽江学院 莱福 莱福 

二等奖 集美大学诚毅学院 诚毅助农 无线粮机——诚毅助农 

二等奖 三明学院 监测精灵 AI 智能视觉辅助系统 

二等奖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农的传人培训中心 农的传人—孵化新时代经营型农民的培训基地 

二等奖 集美大学 九粥四海 九粥四海——新型无添加速食冻干粥 

二等奖 闽江学院 漂亮小分队 “你好漂亮”APP 

二等奖 泉州信息工程学院 尽跑小组 “尽跑”速换运动内衣 

二等奖 阳光学院 渡船守护使 让渡不散-福州渡口渡船红色文化旅游项目开发 

二等奖 集美大学 芙佑健康团队 芙佑健康 

二等奖 华侨大学 meigo Meigo 

二等奖 福建江夏学院 卷益捐 JYJ 创业团队 卷益捐 JYJ——基于文化传承的公益众筹平台 

二等奖 阳光学院 identify AR 旅游文创产品设计 

二等奖 莆田学院 Hotfishi 3D 九州建筑云 

二等奖 厦门南洋职业学院 云点星团队 智能云系统能耗管理平台 

二等奖 福建技术师范学院 致富路上的人 以科技电商农业带动红色乡村旅游振兴 

二等奖 华侨大学 一设之地 一设之地——个性化定制社区 

二等奖 福州墨尔本理工职业学院 追颖 TG 电动车 O2O 服务平台 

二等奖 泉州师范学院 乐成小队 乐成整理 

二等奖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集运四方 集运四方-城市末端配送运力资源整合平台 

二等奖 福州工商学院 人“仁”队 老有所“医” 

二等奖 阳光学院 乐农宝工作室 常太之光与乐农宝携手同行 

二等奖 三明医学科技职业学院 共创队 求‘田’问舍 

二等奖 泉州师范学院 稀有工厂 刺果果 

二等奖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林森科技 沐林科技——新一代智能冷装箱领跑者 

二等奖 泉州职业技术大学 英语小陪读 英语小陪读 

二等奖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闽鲜森团队 闽鲜森——致力于闽台生鲜贸易的跨境电商平台 

三等奖 福建工程学院 陆屿队 ”容易创“APP 

三等奖 泉州师范学院 云享农城 云享农城 

三等奖 阳光学院 阳光智慧鱼植 智慧鱼植--打造乡村振兴种养科技平台 

三等奖 福建技术师范学院 果裹 果裹——把健康水果送到家 

三等奖 闽江学院 奥利给 “高校互助圈”大学生互助平台 

三等奖 莆田学院 凉拌炒鸡蛋 蛋享—生态乡村惠农平台 

三等奖 莆田学院 新枝工作室 新枝 DIY 手工坊——DIY 电商化的实践者 

三等奖 泉州信息工程学院 “HYZ”青年梦想助力小分队 “Source of employment”-助力应届毕业生求职就业平台 

三等奖 福建工程学院 优优齐聚 新绿清道夫 

三等奖 泉州信息工程学院 旻辳队 农村定点线上线下营业小程序——“外婆家” 

三等奖 阳光学院 鸮视科技 鸮视科技—多维无人机测绘领航者 

三等奖 三明学院 乡振青年 乡村振兴青年学院 

三等奖 阳光学院 Sparks Fly 有渔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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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 福建技术师范学院 冀宁 FU24 小时非处方药自助贩卖机与医学服务 APP 

三等奖 阳光学院 DONG-FIGHTING 微咚-校企服务 

三等奖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蚕丝助残 “触网”反弹——基于互联网平台的残障致富计划 

三等奖 阳光学院 柒柒婚礼 柒柒婚礼 

三等奖 阳光学院 阳光学院进乡村公益法律诊所 法诊：阳光照进乡村 

三等奖 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 茶多酚 茶笺慢 

三等奖 三明学院 益三农科技 山地智慧农业设备定制提供商 

三等奖 福建江夏学院 知族常乐 知族常乐 

三等奖 福建江夏学院 育新创业团队 荟萃于心-----基于传统文化的手工艺制品 

三等奖 仰恩大学 求职小分队 义求职 

三等奖 泉州师范学院 优创 优设计 

三等奖 莆田学院 嘉宸 MCN 嘉宸 MCN——基于中小商家的一站式内容电商服务 

三等奖 莆田学院 动感团队 藤蔓日记 

三等奖 泉州师范学院 与你相随 乡随 

三等奖 阳光学院 唯衣团队 唯衣 

三等奖 福建工程学院 崇德陶瓷工作室 跨境电商下废旧陶瓷产销一条龙服务 

三等奖 阳光学院 九州拾古 九州拾古 

三等奖 阳光学院 音符在线 声乐学习者学歌的好帮手 

三等奖 阳光学院 孜孜耕云团队 耕云-云端种植平台 

三等奖 闽江学院 偶有短视频 APP 团队 偶有校园短视频 

三等奖 福建技术师范学院 三农扶贫助力小分队 
扶贫助销电商项目计划——果商助力平台（果然有心电商有限

责任公司） 

三等奖 莆田学院 繁星工作室 直播助农——打造网红“建莲” 

三等奖 莆田学院 “虾”行天下 “虾”行天下 

三等奖 泉州师范学院 秃头少女 易妆课堂——男性美妆教学平台 

三等奖 阳光学院 船政造物文创工作室 船政造物文创工作室—互联网时代 文创助力船政文化再起航 

三等奖 福建商学院 马云背后的交易人（雾） 旅游景点行李寄存：轻松旅游 

三等奖 福建工程学院 真香 智慧烹饪--新餐饮业态领军者 

三等奖 仰恩大学 嗨动队 福建嗨动科技有限公司 

三等奖 泉州师范学院 蜂窝带送 蜂窝带送 

三等奖 福建工程学院 电商兴农小分队 芋公移山--周宁魔芋电商兴农项目 

三等奖 福建商学院 人类观察小分队 大千缩影 

三等奖 闽江学院 有梗文化 有梗文化——趣味明星文化创意周边一体化服务 

三等奖 福建江夏学院 淡黄的长裙 1+3 “安宠屋”宠物殡葬网 

 

校赛优秀组织奖： 

福建江夏学院、华侨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阳光学院、闽江学院、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