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身份证号后四位 毕业学校 

张伊凡 5523 苏州大学 

王媚 0428 四川农业大学 

李森远 8014 武汉理工大学 

周密行 3416 华中科技大学 

张逸玮 0019 天津工业大学 

张路 2829 东华大学 

张越 532X 上海交通大学 

杨博 0615 北京化工大学 

王昊龙 7537 东南大学 

王松 6034 山东大学 

郭芳蕾 3225 西南大学 

丁智卓 0015 山东大学 

陶雪彤 4824 石河子大学 

钟豪 1817 海南大学 

邵文丞 0616 北京工业大学 

杨兴婕 4343 暨南大学 

张飞龙 4510 南京理工大学 

王树勋 0010 天津工业大学 

刘丁升 0413 武汉理工大学 

高寒 2714 北京工业大学 

周彦瑜 004X 南京林业大学 

张振赫 0210 北京工业大学 

付琳 1320 陕西师范大学 

宋虎 4515 北京化工大学 

柴智华 183X 东北林业大学 

陈玉蓉 002X 华南师范大学 

王小文 0049 南京农业大学 

杨紫婷 4021 南京师范大学 

王润钰 709X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刘涛 1410 南京大学 

范修凯 0710 西南财经大学 

韦鑫 0534 石河子大学 

袁合阳 2716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白云 1836 上海海洋大学 

张闯扬 3215 郑州大学 

郑清文 0016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扈朋华 0338 天津工业大学 

刘紫婷 154X 内蒙古大学 

孟旭桐 1242 北京科技大学 

江晨铮 0038 郑州大学 

吕茵 3849 南京农业大学 

王馨蕊 0648 北京工业大学 



孙博文 3914 北京科技大学 

曾庆林 061X 南昌大学 

张靖驰 1234 哈尔滨工程大学 

于超然 0015 北京化工大学 

李子豪 725X 山东大学 

梁睿城 2812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王蔚远 0715 河南大学 

张可欣 0427 东北师范大学 

李田焰 3311 中央民族大学 

覃居上 028X 中南大学 

赵子正 1514 东北林业大学 

张莫闲 2929 四川农业大学 

陈梦璇 1520 西南大学 

郭淼 3178 四川农业大学 

李梦晨 802X 东北大学（秦皇岛） 

魏久国 3212 天津大学 

张雅雯 0920 天津医科大学 

王鑫 5174 东北大学 

王子健 1818 华东理工大学 

董德 201X 合肥工业大学 

顾子竹 5482 南京林业大学 

凌龙欢 7213 成都理工大学 

韦心洋 0014 太原理工大学 

王志强 6037 南京理工大学 

叶俊宏 9117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陈政材 4618 郑州大学 

刘栖江 0016 西南石油大学 

王青羽 121X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贺爽 4721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张淑贤 4317 武汉理工大学 

王鑫 5259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王聪聪 1712 南京师范大学 

戴宇松 0413 华北电力大学 

姚熠 3675 北京科技大学 

叶子涵 4510 南京农业大学 

刘志强 3514 江南大学 

徐隽 5439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张胜男 3541 福州大学 

李伟 2716 河北工业大学 

牛兆中 0317 华中农业大学 

姚鹏宇 8099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张紫靖 4719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易巧维 5728 河南大学 



张琪 102X 东北林业大学 

刘春鸣 0012 安徽大学 

师涌洋 0077 郑州大学 

史昕雨 0523 西南交通大学 

杜宇航 2111 河北工业大学 

白云海 0015 北京科技大学 

何子卫 1638 北京科技大学 

吴希桐 0513 北京化工大学 

吴迪 0013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仲镜鸿 8225 江南大学 

马文耀 003X 福州大学 

卢诚凯 4457 西南交通大学 

刘宸虎 0010 海南大学 

陈子依 1423 中国传媒大学 

贾震元 861X 河海大学 

孙冬音 6029 复旦大学 

邱韫铭 1511 西南大学 

王东华 4010 东北农业大学 

何雨芯 2425 天津大学 

刘隽天 3950 北京邮电大学 

李宇晗 5214 武汉理工大学 

宋健瑞 0019 合肥工业大学 

张安琪 0326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李超 0015 西北大学 

郑洪亮 0157 合肥工业大学 

卢晓军 2459 郑州大学 

曾明升 7736 安徽大学 

孙光颖 1128 重庆大学 

刘力立 105X 苏州大学 

臧柯剑 0918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刘晓晨 1226 厦门大学 

蒋睿 0016 上海体育学院 

亓琪 0043 上海海洋大学 

朱伟华 2135 福州大学 

段元堂 5617 河北科技大学 

范凯亮 5854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张怀震 2519 山东华宇工学院 

陈永正 0015 常州工学院 

蒋林君 4023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朱仕元 8212 青岛科技大学 

黄楚敬 6978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张爱东 4319 常州大怀德学院 

刘尊奥 3817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马信宏 0511 合肥学院 

熊锴 0036 云南师范大学 

李志泽 423X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刘文凯 2419 烟台大学 

汪薇 0023 合肥师范学院 

马梦娇 1220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白云飞 4625 东北石油大学 

张敏 4228 宿州学院 

王雪 2126 保定学院 

褚舒悦 0021 集美大学 

武婕 0542 天津商业大学 

冷怡靓 6042 中国刑事警察学院 

钱长海 3312 常州大学怀德学院 

王梦真 2106 安徽中医药大学 

李荣禄 4617 青岛大学 

李则雨 2817 青岛大学 

龚金章 6015 常州工学院 

高鲁修 5412 山东协和学院 

张子阳 2411 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 

彭昆 6431 山东交通学院 

周婧涵 0027 湖南农业大学 

安奕 0021 青岛大学 

胡靖 4327 吉林财经大学 

王帅 1718 江苏海洋大学 

武子慧 722X 唐山师范学院 

张祎炜 0559 华北科技学院 

李馥佳 7321 河北大学 

李绿原 0011 常州大学 

纪程 4234 华侨大学 

蔡彦超 2117 信阳农林学院 

任文杰 1227 信阳学院 

房润芝 3132 河海大学文天学院 

徐芮 0427 长安大学 

潘彦奇 041X 中国矿业大学 

刘东明 2016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王绩 0032 南京理工大学 

郝金雨 6010 许昌学院 

林宇佳 101X 青岛理工大学 

王泠格 6126 上海理工大学 

纪翔 002X 兰州城市学院 

马家辉 0099 北京交通大学海滨学院 

倪若冲 001X 上海海事大学 

马可 1310 安徽理工大学 



晏迎结 5415 河南工业大学 

张玉 1521 青岛理工大学琴岛学院 

张翔宇 2511 山东农业大学 

高文政 2719 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 

杜淑娴 0044 青岛农业大学 

吴晨 3426 绍兴文理学院 

赵永泽 591X 潍坊医学院 

杨程皓 0556 吉林建筑科技学院 

何良泽 1435 武汉科技大学 

钱鹏飞 425X 常州大学 

徐月 1225 北京服装学院 

陈燕菲 6525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赵彤彤 0049 西北师范大学 

周浩钧 5517 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 

岳倪 1601 天津商业大学 

刘璐菲 0020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李烁 7218 南方医科大学 

鲁国志 5610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李俊节 239X 石家庄铁道大学 

刘松 4924 郑州大学 

薛延 0471 云南大学 

吾尔开西·艾尔肯 0010 北京工业大学 

陈晓萱 0040 山东财经大学燕山学院 

谷悦 3924 山东师范大学 

袁俊华 7212 山东财经大学燕山学院 

张晓念 3743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祝泽钰 0717 江西财经大学 

毛帮建 8315 南京邮电大学通达学院 

张贤峰 2673 山东财经大学 

刘景娆 4223 山东工商学院 

盛旻 0234 华侨大学 

张玉 3822 北京交通大学海滨学院 

刘瑞娇 3660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龚煜婷 1564 东莞理工学院 

刘冬娃 0042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许建华 001X 湖南农业大学 

陈良时 6125 华南农业大学 

韩潇 0127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王铎璇 3526 河北金融学院 

陈首相 851X 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 

贾淑芳 6220 重庆工商大学 

王珺瑶 0229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石婷 2646 皖西学院 



周兰 3623 常州工学院 

吴青青 0368 河北大学 

胡沛芸 126X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高楠 1211 安徽师范大学 

李汉升 1256 武汉工程大学 

何星宇 251X 山西农业大学 

申震林 5619 防灾科技学院 

李梓维 0928 中北大学 

闫悦 4223 华北理工大学轻工学院 

张欣 1929 烟台大学 

杨林丽 1623 中国民航大学 

姜仕钰 0019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李晓明 0024 山东财经大学 

韦玉坤 1518 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 

王虎成 0518 南京邮电大学通达学院 

李乐敏 6324 运城学院 

姜小闯 8813 南京工业大学 

沙岩松 0014 长春工业大学 

陶健 6572 南华大学 

赵变方 818X 山西大同大学 

张冠强 5050 平顶山学院 

黄韬 0531 广东药科大学 

柯茂春 5513 内蒙古工业大学 

钟达时 2456 广东白云学院 

王晨沂 0435 湖南科技学院 

丁泽鑫 851X 南京理工大学泰州科技学院 

谢文睿 0324 河北大学 

吕璐凯 1644 中南民族大学 

刘航序 1217 沈阳理工大学 

余安南 5412 安庆师范大学 

卢美情 1929 江西财经大学现代经济管理学院 

皮丹 1218 湖北经济学院 

王璐佳 0848 北方工业大学 

安昊 3012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 

尹新竹 7011 曲阜师范大学 

宋世梅 2467 防灾科技学院 

邱琰博 1613 广东药科大学 

晏妮 0840 赣南医学院 

管明星 0010 山东科技大学 

李茂纲 0013 河北科技大学理工学院 

魏宇楠 2413 海南师范大学 

刘艺璇 1841 河北农业大学 

孙启 1810 苏州大学文正学院 



徐鹏 0197 中国民航大学 

吕文涵 1625 德州学院 

王龙 2919 长春科技学院 

罗若炬 501X 华侨大学 

陈彬彬 3113 重庆文理学院 

陶海云 5265 长春工业大学 

杜国苏 7013 华北理工大学 

张浩坤 4117 山东农业大学 

陈望凡 0918 济宁学院 

董鹏昊 0532 河北工程大学 

司书尘 0724 潍坊学院 

王玺 1310 青岛农业大学 

钟炜聪 4133 韶关学院 

张少遂 1425 德州学院 

郑曲波 5919 山西大学 

王典 4111 北京城市学院 

张祺悦 0021 湘潭大学 

李尊 007X 中国民航大学 

许烨 2427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史韵 1544 山东女子学院 

孙倩容 4524 福建农林大学金山学院 

张艳萍 5928 山东师范大学 

张缘缘 8264 湖北经科学院 

黄开 8110 河南理工大学 

张斌 0019 河北大学 

郑鸿 4116 青岛大学 

莫琪贵 3710 湖南工业大学 

黄晓娟 0228 黄冈师范学院 

罗显成 0916 湖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刘鑫 3734 聊城大学 

代灿威 6137 许昌学院 

刘腾泽 0014 河北工程大学 

向丹妮 002X 湖北大学 

王诗 7023 华北科技学院 

赵晓颖 2426 山东理工大学 

李家乐 0014 湖北经济学院 

周亚楠 0021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 

郭宇峰 3419 上海杉达学院 

朱飞静 7281 平顶山学院 

宋可 2513 山东财经大学 

陈志欢 0043 巢湖学院 

路波 9279 池州学院 

方顺 6614 闽南理工学院 



席英杰 8710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王钰仁 2614 山东交通学院 

张宇涵 2928 北京建筑大学 

尉艳桦 6022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张雨婷 0825 安徽工业大学工商学院 

谢冬雪 4164 重庆邮电大学 

任玥 4648 河北工程大学 

罗锐 3922 云南财经大学 

赖嘉琪 4070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阎仲康 2613 山东农业大学 

李语嫣 1828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朱坤昂 221X 烟台大学 

王笑语 4814 河北师范大学 

高焰 0416 大连海洋大学 

王世达 1632 北方工业大学 

竺炅汇 611X 沈阳化工大学 

李峦 0210 常熟理工学院 

林泓 4357 杭州师范大学 

张福生 0410 北京交通大学海滨学院 

王文卿 1236 青岛科技大学 

杨飞鸿 2111 嘉兴学院 

李若飞 0917 北京交通大学海滨学院 

赵超越 281X 西南科技大学 

张志豪 5311 中国计量大学 

刘昊泽 5014 河北地质大学 

罗来源 1037 曲阜师范大学 

李文清 3494 广东理工学院 

张漫迪 3527 云南师范大学 

付冲 1650 河南农业大学 

王真广 0011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张翰成 0519 青岛科技大学 

刘滢赫 0046 河北科技大学 

李志超 223X 华侨大学 

李思源 047X 巢湖学院 

高娇 4528 太原科技大学 

杨润华 0413 上海海事大学 

陈鸣旭 0619 河南工业大学 

吴可心 3822 青岛科技大学 

赵玉东 2330 黄淮学院 

黄嘉琦 1214 武汉科技大学 

赵冀蒙 1425 河北工业大学城市学院 

李昊洋 113X 郑州商学院 

吕晓梦 9314 烟台大学 



贡海静 0028 河南师范大学新联学院 

苏烁瞳 2512 福建工程学院 

刘世奇 4611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张肖 3376 郑州轻工业大学 

陈思蓉 2483 防灾科技学院 

栗子峻 0175 青岛大学 

李政彤 2516 郑州轻工业大学 

黄梦瑶 1520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吴成栋 5270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 

李京鸿 0018 青岛大学 

孟从强 6418 贵州民族大学人文科技学院 

贾语璇 006X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刘萱悦 2026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郭霖 0018 哈尔滨理工大学 

王浩宇 1215 天津商业大学 

郑春丽 4864 齐鲁师范学院 

胡召晶 9670 长沙理工大学 

沈一凡 1235 文华学院 

刘交交 0023 周口师范学院 

冯爽 1323 内蒙古农业大学 

魏育康 753X 天津大学仁爱学院 

李正玮 2310 塔里木大学 

王翔 5091 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 

李森鹏 9718 青岛工学院 

孙姝文凤 0225 上海海事大学 

陈佳斌 018X 石家庄铁道大学 

叶华超 001X 厦门大学 

袁金刚 4930 亳州学院 

陈师杰 2425 唐山师范学院 

周文超 0937 湖北大学 

周以鹏 7512 武汉传媒学院 

赵林颖 3520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浦瀛木 4027 吉林艺术学院 

柴文全 5617 首都体育学院 

和钰 8093 北京电影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