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铜仁学院“黔货出山”杯第一届大学生农产品创新创意大赛校赛结果公示名单
序号 项目名称 获奖名次 团队负责人 团队成员 指导老师

1 灰豆腐果的研发与推广 一等奖 李 享 赵云 潘华虹 徐洪磊 高荣美 李刚凤 陆雨芳

2 “李”应外合 -- 打开黔货世界 一等奖 杨龙瑞 向祝 罗麟洁 舒清龙 田琴 李刚凤 张绍阳

3 “逗”你开心-果蔬酸奶溶豆 一等奖 张艳丹 汪敏 陆义霞 宋小林 胡沙 谭沙 朱仁威

4 可以吃的艺术品——思南花甜粑 一等奖 周开芳 付飞艳 杨凯 刘国港 吕婷婷 杨梦阳

5 鱼类琥珀工艺品 一等奖 张小双 朱俊颖 杨尤桐 伍春亚 何沙沙 吴震洋

6 空心李风味猪肉脯 二等奖 张小双 朱俊颖 杨尤桐 伍春亚 何沙沙 吴震洋

7 葛根蒟蒻冻 二等奖 杨甜甜 张雨 杨奎 李勇琴 胡琴琴 詹一览

8 修文特产（猕猴桃) 二等奖 余海艳 李秀丹 李丽君 张少涛

9 “黔牛乡”江口牛干巴 二等奖 龙芳艳 孙渝 马旋 石海梅 杨凯 李丽 李刚凤

10 乡味儿 二等奖 杨 洁 刘忠平 石丽凤 朱芬 张林冲 张潇叶 杨梦阳

11 渔米香品牌形象设计 二等奖 何庆康 王海燕 田隽

12 脱贫致富——让黔东“黑老虎”出山 二等奖 何 游 杨星兰 邓晓艳 王健华 曾飞艳 谢玮

13 玉屏茶油品牌形象设计 二等奖 谢 春 石海梅 田隽

14 即食鱼腥草 二等奖 谭娅婷 赢玉连 吴爱秋 刘子怡 田勇军 李丽 田隽

15 沿河沙子空心李果干产品研发报告 二等奖 杨东达 张莎 叶思 李婷婷 敖磊 张绍阳 李刚凤

16 黄金豉罐头 三等奖 杨甜甜 杨佳欠 刘忠平 何庆康 罗燕 李丽 秦伟

17 香辣“视”界——贵州特产香脆小辣椒推广视频 三等奖 马昌雄 李国庆 田粤 袁娜 唐悦言 白俊骞 黎帅

18 黔山地参系列产品开发 三等奖 冉继续 王美丽 杨芳 李鹏飞 潘明内 朱苗

19 紫云茗茶 三等奖 郭倩倩 张大山 雷林 吴思颜 邓天坝 聂敏

20 “酒”而久之，因“桃”成“黄” 三等奖 王妹休 余梅 胡力韦 冉念 吴松 吴震洋 李丽

21 神仙豆腐及相关系列产品开发 三等奖 游 敏 龚文玲 刘洪兵 熊小艳 罗家兴 李刚凤 舒亚非

22 乌蒙井豆-大方豆干 三等奖 陈晓洪 邱发根

23 锦“桃”红心 “猕”你优酪 三等奖 龙三妹 柏美娟 陈丽 潘林菊 张艳丹 谢玮 谭沙

24 藤婆茶 三等奖 张 艳 吴涛 王世青 陈双 姚元勇 陈仕学

25 姚溪贡茶 三等奖 李云芬 龙继钟 曾浩 满海霞 陆帮良 田隽

26 卷丹百合茶酒 三等奖 王绍平 何娅 谢春 王载珍 陆龙波 李丽 吴震洋

27 蒜香牛干巴 三等奖 余 梅 杨甜甜 王妹休 马璇 廖伟 李丽



28 天麻乳酒 三等奖 王朝彪 童秋棉 代炳驰 姜安章 陈江梅 周源泉

29 降酸保健茶 三等奖 龙 洋 潘婷 冯影 付代花 杨长远 陈仕学 姚元勇

30 贵州松桃苗王茶，助力脱贫攻坚 三等奖 陈锦源 晏奎 廖慧琳 廖思思 王靖 田自立 杨梦阳

31 《直播带货助扶贫 传递家乡新滋味》 三等奖 余铠阳 王靖 杨宗淦 余康玲 刘佳岚 杨军胜

32 草石蚕 三等奖 罗候永 李秀丹 吴松 田隽

33 黔西南布依红糖 三等奖 冉 倩 田隽

34 出黔辣 优胜奖 张 铖 赵明巧 袁小林 向秋月 文雪霜 张迅 代柯洋

35 天麻咀嚼片 优胜奖 潘建华 高嘉豪 冉光照 王永豪 姚农昊 杨蕊

36 沿河沙子空心李包装设计 优胜奖 杭诗奇 张思华

37 天麻 优胜奖 杨 明 王珍 黄心悦 金珍云 蔡金莲 周源泉

38 糍粑辣椒 优胜奖 黄烈鹏 顾洋  杨阜霖 田隽

39 黔货出山--刺梨 优胜奖 喻青松 牟应飞 刘大琴 倪黎

40 丝娃娃 优胜奖 夏 鑫 张晓迪 陈发仪 张燕青 李静 赵丽芬

41 东方情人酒 优胜奖 张国海 杨诺晨 顾小贵 邰丁丁 李民 朱仁威

42 贵州大山的精灵-野生草莓 优胜奖 焦 雷 陈上鹏 陈玉参 杨余鑫 吴俊霏 罗开武

43 沿河沙子空心李 优胜奖 文琴钗 文进 杨宗猛 王茸 李珍 邹华

44 遵义灰豆腐 优胜奖 申晟成 王磊 任欢 晏奎 费树理 杨龙仙

45 红酸汤 优胜奖 赵 海 尹芬芬

46 罗汉果 优胜奖 金倩倩 何丽飞 刘金林 欧苗苗 吴婷婷

47 沿河沙子空心李设计包装 优胜奖 张畅阳 龚汤琴 余吉红 杨芳 田隽

48 《铜仁米豆腐海报》 优胜奖 王芳美 王秀坤 腾明勇

49 寨英米豆腐 优胜奖 张婷婷 夏先琼 石昌连 田文慧 王晓东

50 “遇见李”果酒创意宣传 优胜奖 晏 武 田克艳 刘毅 邓飞 杨光胜 李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