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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0年“创青春”石河子大学大学生
创业大赛获奖作品名单

一、创业计划竞赛（31件）

金奖作品（6件）
作品名称：牧区精灵-中国领先的高精度，定量诊断的“简测”专家
参赛学院：生命科学学院

指导教师：石 峰

参赛学生：马永琪、蔡茜茜、李敏锐、白 瑶、 冯丹妮、方阿社、

曹军军、李 洋、彭历芝

作品名称：绿疆固沙

参赛学院：化学化工学院

指导教师：吴建宁

参赛学生：孙付宁、闫雯君、贾歆宇

作品名称：字里中国

参赛学院：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指导教师：李志刚、于宝华

参赛学生：王泉月、李文颖、陈思远、钱 凯、张诗淇、舒为寒、

朱博文、帕孜来提·木塔力甫

作品名称：随动式残膜回收秸秆粉碎联合作业机

参赛学院：机械电气工程学院

指导教师：颜利民、李 翔

参赛学生：王昭宇、王明恩、蒋德莉、牛国梁、范振龙、杨晓飞、

郑莉丽、潘镇铎、包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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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新型钢材研发专家—新钢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参赛学院：化学化工学院

指导教师：杨盛超

参赛学生：何朝阳、曹伟成、司吉发、陆越越、黄贝、王浩、穆可诺

作品名称：新疆沃特农业有限责任公司

参赛学院：农学院

指导教师：冶建明、楚光明

参赛学生：王 瑛、袁 也、焦雅琳、刘津岐、李家馨、傅书云川、

晁苗苗、郝英男、刘国锋、琚望静

银奖作品（13件）
作品名称：新疆锐智现代畜牧机械装备有限公司

参赛学院：机械电气工程学院

指导教师：温宝琴、李景彬

参赛学生：王凯飞、李 洋、张文强、李文涛、宋鹏翔

作品名称：奥氏德本草口腔护理系列产品

参赛学院：药学院

指导教师：韩 博、徐玮嘉

参赛学生：薛 芮、李鸿晔、刘芦荟、吴婷婷、田方圆、张宇晨、

贾志龙、王 琪、王洪正、李 敏

作品名称：姜黄后防冻抗冻膏—筑健康之防

参赛学院：药学院

指导教师：王晓琴、田 卉

参赛学生：郑艳杰、马雨贤、吴佳佳、冀欣业、何凯杰、李 竹、

杨雪儿、徐渝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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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策温”科技有限公司

参赛学院：化学化工学院

指导教师：陈 龙

参赛学生：陈一帆、孙凯文、付海海、赵志勇、李志杰、赵 彦

作品名称：薯光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参赛学院：机械电气工程学院

指导教师：黄 勇、温宝琴

参赛学生：宋鹏翔、史亚盟、祝 林、赵航行、周倩倩、李英杰、

雷青松

作品名称：果园气爆深松施肥机

参赛学院：机械电气工程学院

指导教师：沈从举、葛 云

参赛学生：马文霄、宋少龙、牛国梁、郑一江、谢沁园、陈 飞、

戚祝晖、刘同同

作品名称：新疆麦谷种业有限责任公司

参赛学院：农学院

指导教师：冶建明、李卫华

参赛学生：王 芸、贺明阳、孙兆葶、谢斯琦、李家馨、史冬源 、

姚岚博、李苗苗、靖建国、张静悟

作品名称：新疆锁鲜葡萄干燥机械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参赛学院：机械电气工程学院

指导教师：杨旭海、管 欣

参赛学生：耿智化、王 宁、徐 冰、杨昊博、汪博文、陈 熹、

朱丽春、马心茹、贺添欣、西克亚·阿布都吉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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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抗冻先锋——新疆特色抗冻蛋白”

参赛学院：医学院

指导教师：王 岩

参赛学生：李 敏、侯艳婷、梁毛迪、李佳琪、张新月

作品名称：石河子开发区新兴农机机械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参赛学院：机械电气工程学院

指导教师：李亚萍、戚江涛

参赛学生：周馨曌、韩树杰、吴岩峰、邓越云、丁 琰、何彬涛、

宋 鑫、陈 珊、余 帆、赵旭洋

作品名称：煤力无限-煤基可降解塑料的开发和应用
参赛学院：化学化工学院

指导教师：王自庆、尹祉力

参赛学生：李得兴、王 博、姜雨萌、张道友、秦玉雄、靳怡笑

作品名称：“大数据+”智慧施肥云平台-新疆绿洲云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

参赛学院：农学院

指导教师：张 泽、高 攀

参赛学生：陈翔宇、王汇涵、易 翔、丁怡人、杨 秘、哈发都曼、

张 俊

作品名称：基于甘草的百草枯解毒药物的研发

参赛学院：药学院

指导教师：张 波、王晓琴

参赛学生：何倞婧、贺琳云、张 钰、何静玉、王璟璠、杨鸿凌、

马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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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奖作品（34件）
作品名称：高地隙喷雾机智能控制系统

参赛学院：机械电气工程学院

指导教师：冯静安

参赛学生：万文康、张 鹏、杨松林、王伟军、余希胜、鲜 红、

何丽君

作品名称：华邦肥料研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参赛学院：农学院

指导教师：张新疆

参赛学生：刘烨东、杜思垚、夏晓阳、王雨欣、范泽一、徐玉洁、

田清旸

作品名称：光辉荣耀

参赛学院：文学艺术学院

指导教师：单爱兰、刘要凯

参赛学生：范 杰、芦宇航、李博文、景瑞松、陶 欢、高 菊、

魏埰艺、冯法明

作品名称：棉励机械责任有限公司创业计划书

参赛学院：机械电气工程学院

指导教师：张若宇、王宝凤

参赛学生：高 岩、杨果果、马 晓、方泽惠、王昀赫、彭 田、

栾常煜、宋文瑞、王 俊

作品名称：鸿疆高科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参赛学院：农学院

指导教师：于 坤

参赛学生：王 笑、陶亚文、李天宇、李增治、郑海广、田轶斐、

阿依格尔·孜克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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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携本草，赴南疆—管住小药箱，关注大健康

参赛学院：药学院

指导教师：陈红梅、黄 鹏

参赛学生：弋浩静、刘巧慧、贺琳云、史雯琪、王 龙、马敏涵、

纪马文钰

作品名称：魅“逆”可挡-抗真菌药物耐药逆转剂的研发项目
参赛学院：药学院

指导教师：潘馨慧、王航宇

参赛学生：李 欣、张锦峰、薛 锐、陈文超、刘志杰、位紫怡、

彭倩萍

作品名称：辉影无汞催化剂有限公司

参赛学院：化学化工学院

指导教师：张金利

参赛学生：范应辉、胡艺础、郭以婷、陈雨洁、刘 欢、高骏捷、

朱俊鑫

作品名称：“高分农业”——新疆嘉禾科技有限公司

参赛学院：农学院

指导教师：王开勇、樊 华

参赛学生：王晓丽、王 帅、常豆豆、洪大双、孙佳欣

作品名称：新型高效光催化剂：稀有金属替代品

参赛学院：化学化工学院

指导教师：徐 亮

参赛学生：贾恪勉、罗 昀、梁 朝、王储非、冯豪师

作品名称：新疆杞优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参赛学院：机械电气工程学院

指导教师：张 茜、何 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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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学生：徐 冰、耿智化、王 宁、杨昊博、陈佳泽、董贤贵、

刘玉莹、桓源镜、郎云森、傅其娅

作品名称：遍地开满致富花--油菜多功能开发与利用的服务商
参赛学院：农学院

指导教师：张凤华

参赛学生：陈 虹、孙鲁鹏、杨 涛、孙秉楠、汪灏然

作品名称：城市废弃地的生态解决方案

参赛学院：农学院

指导教师：田振江

参赛学生：王 宁、文丁锌、贺明阳、郝英男、姚岚博、朱现伟、

王 芸、谢斯琦、吴 丹、傅书云川

作品名称：新疆优创智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参赛学院：机械电气工程学院

指导教师：王虎挺、张梦芸

参赛学生：苏志明、李阳阳、张 旭、赵永兴、吕建明、娄国栋、

王世俊、贺子轩、李欣宇

作品名称：氢引未来——晖茂氢能源催化剂科技有限公司

参赛学院：化学化工学院

指导教师：陈 龙、侯 娟

参赛学生：靳鹏飞、李昊泉、李红强、方 莹、李心怡、袁奥杰、

范蕴琪

作品名称：天山果园机械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参赛学院：机械电气工程学院

指导教师：丁龙朋、李景彬

参赛学生：雷世博、李 宁、桓源镜、张凯彤、薛帅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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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堇秀未央，焕颜植萃——天山堇引领本草护肤新潮流

参赛学院：药学院

指导教师：李 乐、徐玮嘉

参赛学生：向双嵘、张贤贤、姜潮辰、丁 颖、左 凤、王 敏、

贺碧调

作品名称：新疆恒优智能有限责任公司

参赛学院：机械电气工程学院

指导教师：赵 岩

参赛学生：张千吉、黄 洁、崔夏圆、杨梦薇、苏继发、陈 钰

作品名称：防沙卫士—高立式芦苇沙障打捆机

参赛学院：机械电气工程学院

指导教师：葛 云、程建军、张立新

参赛学生：郑一江、马文霄、戚祝晖、陈 飞、蒋明鸿、赵永威、

郭玉坤、李铨震、李婷婷、郑玉青

作品名称：HeLa Go-新疆地区宫颈癌筛查管理平台
参赛学院：医学院

指导教师：张 眉、毛 璐

参赛学生：佘冰洋、金小程、李昌桃、余 彪、张 凡、李源凤、

王思睿

作品名称：润土牌系列天然有机药肥

参赛学院：药学院

指导教师：王 恒、王 琪

参赛学生：文浩竣、周文政、彭海涛、甘雅茜、林昆祺、马 扬、

李冬梅

作品名称：基于实时监测系统精量播种施肥机的推广

参赛学院：机械电气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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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新疆爱康纳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参赛学院：化学化工学院

指导教师：杨盛超、冯广余

参赛学生：王储非、李 强、吕惠敏

作品名称：烯丙位碳氢键氧化产物作为医药中间体的合成生产

参赛学院：药学院

指导教师：潘馨慧、朱 芸

参赛学生：张舒婷、戴鹏宇、许瀛允、许 晴、马 瑞、魏 玮、

陈维洁、陈 格

作品名称：精药济田-扶贫科普一体两翼助力和田产业发展
参赛学院：药学院

指导教师：唐 辉、李 乐

参赛学生：付 嵘、吕文杰、张 钰、唐梦圆、贺碧调、凡保华

作品名称：新疆云联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参赛学院：机械电气工程学院

指导教师：丛锦玲、逯 鹏

参赛学生：朱 彤、彭心怡、王怡苏、聂文桂、崔晓航、苏欣源

作品名称：海藻酸钠可食用膜—助力方便之旅

参赛学院：农学院

指导教师：李智敏

参赛学生：贺明阳、李苗苗、兰 甜、张婉怡、滕 波、文丁锌、

周 静、孙硕领、傅书云川、马海川琦

指导教师：张立新、夏  博

参赛学生：杜婵婵、王  宇、单永超、娄晓康、刘子烨、陈雨天、

化晓蕊、杨洪坤、黄中涛、张翔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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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弘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参赛学院：机械电气工程学院

指导教师：胡 蓉、王虎挺

参赛学生：罗天齐、刘 帅、林丽玉、吴宇杰、王海东、刘圆媛、

李美倩、袁晶晶

作品名称：石大智农移栽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参赛学院：机械电气工程学院

指导教师：任 玲、李江全

参赛学生：王 宁、耿智化、孙 霞、尚 晋、汪博文、胡海鹏、

赵庆琨、叶星晨、赵斌栋、宋文彬

作品名称：爱静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参赛学院：机械电气工程学院

指导教师：李利桥

参赛学生：赵新红、李 宁、张奇龙、刘旭珍、刘桐尧、戴 渊

作品名称：智能存储-构建具有自供电电致变色窗和可持续自充电电
池的双功能设备

参赛学院：化学化工学院

指导教师：叶邦策

参赛学生：贾云姣、姜守用、程云翔、于诗怡、刘吉莉、徐宇文

作品名称：健康新疆公益传媒行动—健康传播与地方疾病防治

参赛学院：文学艺术学院

指导教师：唐 红、米利古

参赛学生：孙兆葶、卓嘉欣、张欣睿、单华龙、黄天月、肖 凡、

包 梅、翟柏康、张经权、毛如雪

作品名称：电力方--便利电气安装产品推广
参赛学院：化学化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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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师：王安东

参赛学生：刘翔浩、惠振原、贾恪勉、陈飞龙、李梓安、王 悦、

蔡锦玉、杜胜男、刘子烨、尚 晋

作品名称：豆芽阅卷

参赛学院：医学院

指导教师：王 奎、芮东升

参赛学生：陈 鉴、雷 伟、张子涵、栾婧洁、杜汝乐

二、创业实践挑战赛（2件）

银奖作品（1件）
作品名称：新疆禾匠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参赛学院：农学院

指导教师：谢海霞、王 龙

参赛学生：王冰冰、王舒婷、郝英男、谢斯琦、王 芸、黄婉婉、

贾纪元、贺明阳、冯博元、滕 波

铜奖作品（1件）
作品名称：石河子市微品创营销策划有限责任公司

参赛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指导教师：张瑞碧

参赛学生：袁文敬、吉仁杰、闫林轩、杨金萍、杨焱磊、陈 倩、

黎秀秀、提牙那克

三、公益创业赛（3件）

金奖作品（1件）
作品名称：包尔其化石山下的巴扎-包尔其易购
参赛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指导教师：范君旗、马永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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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学生：李锦秀、王舒婷、支 俊、李 悦、孙浩然、孙禧龙、

谢金飞、庞晓辉、王月琳、申瑞华

银奖作品（1 件）

作品名称：筑梦者公益创新 STEAM课程与网络教学项目
参赛学院：生命科学学院

指导教师：赖 娇

参赛学生：赵全昊、黄 银、朱雪寒、吴晓元、张 利、马 霞

铜奖作品（1 件）

作品名称：急救动漫—“救”在眼前

参赛学院：医学院

指导教师：徐 江、周 政

参赛学生：陈苗苗、侯泽鑫、多小勇、齐元莉、陈镭雨、朱晓娟、

魏 杰、袁朱迪、蔡文平、肖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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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0年“创青春”石河子大学大学生
创业大赛优秀指导教师名单（11名）

生命与科学学院 石 峰

化学化工学院 吴建宁 杨盛超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李志刚 于宝华

机械电气工程学院 颜利民 李 翔

农学院 冶建明 楚光明

经济与管理学院 范君旗 马永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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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0年“创青春”石河子大学大学生
创业大赛优秀组织奖名单（4个）

机械电气工程学院

化学化工学院

农学院

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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