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本科学校

1 黄礼鸿 北京大学

2 孟子轩 北京大学

3 缪景昊 北京大学

4 欧阳一鸣 北京大学

5 何佳琪 北京科技大学

6 芦明铭 北京科技大学

7 葛庆奥 大连海事大学

8 刘重阳 大连理工大学

9 邵帅 大连理工大学

10 朱伟凡 大连理工大学

11 王子昂 电子科技大学

12 王庆 东北大学

13 胡思危 东南大学

14 肖靖 福建师范大学

15 王泽元 福州大学

16 崔峰源 哈尔滨工业大学

17 田耀恺 哈尔滨工业大学

18 徐晨阳 哈尔滨工业大学

19 杨镜禾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 董旭 河海大学

21 焦珂珂 河南大学

22 王乾行 河南大学

23 王煜淼 河南工业大学

24 高艳君 河南师范大学

25 郭蓉 河南师范大学

26 李睿智 河南师范大学

27 赵千一 河南师范大学

28 李响 湖北大学

29 陈云 湖南师范大学

30 李书香 湖南师范大学

31 阳易民 湖南师范大学

32 李勇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33 高云静 华东理工大学

34 詹研 华东理工大学

35 尚晓文 华东师范大学

36 许建琴 华东师范大学

37 叶永泽 华东师范大学

38 俞彦恒 华东师范大学

39 董兆辉 华南理工大学

40 易柯 华中科技大学

41 朱武文 华中师范大学

42 苏悦心 吉林大学

43 翟怡惠 集美大学

44 白泰荣 江南大学

45 钟淑琳 江西师范大学



序号 姓名 本科学校

46 陈俊豪 兰州大学

47 杜宪 兰州大学

48 樊知宇 兰州大学

49 蒋宇昊 兰州大学

50 解孟玮 兰州大学

51 李若洁 兰州大学

52 吕涛 兰州大学

53 米军建 兰州大学

54 钟瑞 兰州大学

55 王思铭 辽宁大学

56 黄元铨 南昌大学

57 张爽 南京工业大学

58 孙少奇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59 陈繁强 南京师范大学

60 厉静 南京师范大学

61 陈若瀚 南开大学

62 李勇伟 内蒙古大学

63 戴坤杰 宁波大学

64 郑渝涵 宁波大学

65 张儆轩 宁夏大学

66 葛家豪 青岛大学

67 李禹苏 清华大学

68 白天琦 厦门大学

69 贡予越 厦门大学

70 陆一铭 厦门大学

71 尚醇 厦门大学

72 严松松 厦门大学

73 周灵 厦门大学

74 陈迪 山东大学

75 邵同 山东大学

76 宋屿 山东大学

77 徐勇康 山东大学

78 周昕 山东大学

79 刘可焓 山东师范大学

80 陈虎 山西大学

81 郭牧城 山西大学

82 刘浩然 上海大学

83 吴晋宇 深圳大学

84 陈佳宁 四川大学

85 毕健锋 苏州大学

86 纪育昕 苏州大学

87 杨晓晗 苏州大学

88 袁鑫 苏州大学

89 王泰旻 同济大学

90 杜一峰 武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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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姜文康 武汉大学

92 廉明 武汉大学

93 夏天宇 武汉大学

94 张传鲍 武汉理工大学

95 职佳文 武汉理工大学

96 王雪逸 西安交通大学

97 陈瑞文 西北大学

98 王家宝 西北工业大学

99 王一帅 湘潭大学

100 缪宇 延边大学

101 张波 扬州大学

102 艾洪 云南大学

103 徐巍 云南大学

104 姚畅远 云南大学

105 赵若平 浙江大学

106 李锦涛 浙江工业大学

107 万拓 浙江工业大学

108 王璐 浙江工业大学

109 张有为 浙江工业大学

110 周伊瀚 浙江工业大学

111 董正坤 中国海洋大学

112 王晨旭 中国海洋大学

113 王鹏 中国海洋大学

114 钱行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15 储旭 中国科学院大学

116 曹赛征 中国矿业大学

117 范开宝 中国矿业大学

118 陆雯熙 中国矿业大学

119 罗群勇 中国矿业大学

120 盛昊昊 中国矿业大学

121 王智慧 中国矿业大学

122 朱惠敏 中国矿业大学

123 朱元芹 中国矿业大学

124 程俊 中国人民大学

125 雷宇轩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126 朱蓝方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127 戴小康 中南大学

128 杨月敏 中南大学

129 周宇巍 中南大学

130 郭千豪 中山大学

131 鲍帅廷 重庆大学

132 黄宇 重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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