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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包广权 贵州 男 湖北民族大学 思想政治教育 法学

2 陈才进 湖南 男 长沙医学院 口腔医学 医学

3 丛明 山东 女 曲阜师范大学 财务管理 管理学

4 邓永琪 广东 女 长沙理工大学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工学

5 耿成锋 湖北 男 江汉大学 广告学 文学

6 顾子竹 江苏 女 南京林业大学 南方学院工业设计 工学

7 何玉雪 四川 女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8 贺志欢 安徽 男 合肥学院 金融学 经济学

9 胡鸿飞 安徽 男 淮北师范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工学

10 黄韬 广东 男 广东药科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工学

11 姜雨慧 山东 女 山东师范大学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工学

12 姜月 内蒙古 女 西南科技大学 物流管理 管理学

13 康昊 黑龙江 男 北方民族大学 测控技术与仪器 工学

14 李蓓蓓 四川 女 四川工商学院 学前教育 教育学

15 李建伟 安徽 男 黄山学院 软件工程 工学

16 李明阳 河南 男 洛阳师范学院 小学教育（全科教师） 教育学

17 李乔玉 福建 女 福建工程学院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 管理学

18 李天昶 内蒙古 男 呼伦贝尔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移动互联

网应用方向）
工学

19 李文杰 湖北 男 武汉学院 会计学 管理学

20 李真真 山东 女 枣庄学院 旅游管理 管理学

21 梁鹏 山东 男 菏泽学院 物流管理 管理学

22 刘杰 四川 男 成都工业学院 通信工程 工学

23 刘俊麟 四川 女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西班牙语 文学

24 刘乐 湖北 男 阜阳师范大学 工商管理 管理学

25 刘仁杰 贵州 男 龙岩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工学

26 刘淑娴 山东 女 烟台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工学

27 刘怡倩 山西 女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工艺美术 艺术学

28 刘振东 重庆 男 重庆大学 土木工程 工学

29 吕宏森 湖北 男 武汉轻工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工学

30 毛状 山西 女 中北大学 车辆工程 工学

31 莫琪贵 广东 男 湖南工业大学 自动化 工学

32 尼宗鑫 河北 男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法学 法学

33 聂小博 河南 男 郑州轻工业大学 劳动与社会保障 管理学

34 潘彦奇 北京 男 中国矿业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经济学

35 潘越 内蒙古 女 中北大学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工学

36 任思锴 四川 男 中北大学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工学

37 石晏瑞 黑龙江 男 黑龙江科技大学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工学

38 孙丛芸 新疆 女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 生物技术 理学

39 孙孟昊 河南 男 河南工业大学 物联网工程 工学

40 孙倩容 福建 女 福建农林大学金山学院 土木工程 工学

41 孙秋萍 重庆 女 西南石油大学 公共事业管理 管理学

42 孙小荃 河南 女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 英语 文学

43 唐广静 黑龙江 女 安阳师范学院 化学 理学

44 王康懿 内蒙古 男 延边大学 经济学 经济学

45 王琦 河南 男 西南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工商管理 管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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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王小凯 河南 男 安阳师范学院 电子商务及法律 管理学

47 王新宇 河南 男 西华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经济学

48 王雪 河北 女 保定学院 汽车服务工程 工学

49 吴金玲 山东 女 潍坊医学院 药学 理学

50 吴俊涛 安徽 男 东北财经大学 旅游管理 管理学

51 武斌贤 甘肃 男 甘肃农业大学 土地资源管理 管理学

52 谢昕男 辽宁 男 东北大学 应用化学 理学

53 谢彦 湖南 男 湖南工业大学 通信工程 工学

54 邢腾 山东 男 青岛工学院 工程管理 工学

55 徐丽 重庆 女 重庆理工大学 旅游管理 管理学

56 杨紫婷 江苏 女 南京师范大学 人力资源管理 管理学

57 叶珹子煊 四川 女 湖南农业大学 农村区域发展 管理学

58 银浩杰 山西 男 太原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工学

59 于俊琦 山东 男 商丘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 艺术学

60 翟笃奇 安徽 男 安徽师范大学皖江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61 战泉利 山东 男 滨州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工学

62 张大波 河南 男 西北师范大学 经济学院金融学 经济学

63 张浩坤 山东 男 山东农业大学 葡萄与葡萄酒工程 工学

64 张丽苹 云南 女 玉溪师范学院 国际经贸 经济学

65 张璐 山西 女 运城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管理学

66 张若弛 河北 女 汉口学院 汉语言文学 文学

67 张潇潋 重庆 男 天津大学仁爱学院 通信工程 工学

68 张宇涵 北京 女 北京建筑大学 工程管理 管理学

69 张子琦 河北 女 河北科技大学理工学院 电子商务 管理学

70 赵健 陕西 男 浙江万里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工学

71 钟豪 浙江 男 海南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工学

72 祝一夫 湖北 男 武汉传媒大学 视觉传达设计 艺术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