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组别 序号 团队名称 队长 调研企业名称 报告名称

1
不蒸馒头争口气

队
师野 学而思国际教育集团

不蒸馒头争口气队参赛队电

子商务调研报告

2 最强打工人 任海军 学而思国际教育集团
最强打工人参赛队电子商务

调研报告

3 Fighting团队 齐丹坤
上海美凯龙爱家互联网

科技有限公司

Fighting团队参赛队电子商

务调研报告

4 TEAM WE 褚宇飞 字节跳动
TEAM WE参赛队电子商务

调研报告

5
被“毒”过的男

人女人们团队
袁露

上海识装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得物APP）

被“毒”过的男人女人们团

队参赛队电子商务调研报告

6
吃葡萄不吐葡萄

皮队
李艾迪

宝宝树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队参赛队

电子商务调研报告

7 春田花花队 吴海珍
上海识装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春田花花队参赛队电子商务

调研报告

8 调研拿奖开派队 顾艳鑫 苏宁集团
调研拿奖开派队参赛队电子

商务调研报告

9 非宜莫属 林子谦 宜家家居
非宜莫属参赛队电子商务调

研报告

10 沪江先进生产者 张慧
壹佰米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沪江先进生产者参赛队电子

商务调研报告

11 橘生沪南团队 杨静 家乐福
橘生沪南团队参赛队电子商

务调研报告

12 凌云战队 马快
拼多多（上海）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

凌云战队参赛队电子商务调

研报告

13 上理铃语 杨子婵 上海家化
上理铃语参赛队电子商务调

研报告

14 天赋异禀队 李田丰 小米
天赋异禀队参赛队电子商务

调研报告

15 我们什么都能行 贺光胜 上海浦东绿地酒店
我们什么都能行参赛队电子

商务调研报告

16 小沪联盟 蒋露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分公司）

小沪联盟参赛队电子商务调

研报告

17 沪上明月队 俞佳惠
上海苏宁易购销售有限

公司

沪上明月队参赛队电子商务

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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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企”开得胜 蒋晓芬
北京每日优鲜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

“企”开得胜参赛队电子商

务调研报告

2 蟑螂恶霸 杨思杰
每日优鲜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蟑螂恶霸参赛队电子商务调

研报告

3 Rookie Run 吴晓清
上海锐力健身装备有限

公司

Rookie Run参赛队电子商

务调研报告

4 八仟 陆佳君
上海黑犇互联网科技有

限公司

八仟参赛队电子商务调研报

告

5 超能陆战队 陈飞燕 高顿教育
超能陆战队参赛队电子商务

调研报告

6 冲鸭队 陈枭宇 永辉超市
冲鸭队参赛队电子商务调研

报告

7
大润发“钱”途

无量对不队
王冠岚 大润发

大润发“钱”途无量对不队

参赛队电子商务调研报告

8 调研完就开派队 李智楠 德邦快递
调研完就开派队参赛队电子

商务调研报告

9 扶摇直上九万里 刘甜
上海钧正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哈啰出行）

扶摇直上九万里参赛队电子

商务调研报告

10 ALL IN 张悦 南极电商
ALL IN参赛队电子商务调研

报告

11 可乐队 占天琪
哔哩哔哩（bilibili）网

站

可乐队参赛队电子商务调研

报告

12
你好生活百事可

乐
仲舒琳 浙江展略科技有限公司

你好生活百事可乐参赛队电

子商务调研报告

13 6的全过 刘轶群
百果园线上生鲜业务调

查报告

6的全过参赛队电子商务调

研报告

14 天码星空 林向瑜
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

司

天码星空参赛队电子商务调

研报告

15 喜马拉雅之巅 廖耀文
西域供应链（上海）有

限公司

喜马拉雅之巅参赛队电子商

务调研报告

16 一站到底队 朱影
一扫清环境科技有限公

司

一站到底队参赛队电子商务

调研报告

17 最佳队 肖意
佳农食品控股(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最佳队参赛队电子商务调研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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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今天你学习了吗 柏玉萱 说客英语
今天你学习了吗参赛队电子

商务调研报告

2 aloha 陈龙 饿了么
aloha参赛队电子商务调研

报告

3 T.O.P调研团 张猛 美术宝一对一
T.O.P调研团参赛队电子商

务调研报告

4 北极星调研小组 沈旭宇
欧莱雅（中国）有限公

司

北极星调研小组参赛队电子

商务调研报告

5 乘风破浪 王高兴 盒马鲜生
乘风破浪参赛队电子商务调

研报告

6 春播秋收 薛明远 春播公司
春播秋收参赛队电子商务调

研报告

7 带刺的小野马 尤姣 全家便利店
带刺的小野马参赛队电子商

务调研报告

8 东西南北团队 张艳 海尔智家
东西南北团队参赛队电子商

务调研报告

9 沪江锦鲤小分队 陶果香
上海云拿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

沪江锦鲤小分队参赛队电子

商务调研报告

10 讲武德队 康家烁 雅戈尔
讲武德队参赛队电子商务调

研报告

11 蓝天白云 陶国庆
上海复通软件技术有限

公司

蓝天白云参赛队电子商务调

研报告

12 闪闪红星 钱鑫阳
云鹊医疗（上海）科技

有限公司

闪闪红星参赛队电子商务调

研报告

13 什么都队 吴小倩 优衣库
什么都队参赛队电子商务调

研报告

14 同志们辛苦了 祝琳
上海拉扎斯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同志们辛苦了参赛队电子商

务调研报告

15
想要把英语说得

很流利队
唱思琪

中国石化上海高桥分公

司聚氨酯事业部

想要把英语说得很流利队参

赛队电子商务调研报告

16 谁不点外卖队 林菁菁 美团外卖
谁不点外卖队参赛队电子商

务调研报告

17 疫企行动队 袁敏慧 美团点评
疫企行动队参赛队电子商务

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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