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号 姓名 本科学校
1 刘淞 吉林大学
2 梁修媛 吉林大学
3 徐梦滢 吉林大学
4 赵晨飞 吉林大学
5 张泽熙 吉林大学
6 刘人铭 吉林大学
7 刘琦 吉林大学
8 张传才 吉林大学
9 潘盼 吉林大学
10 刘宇 吉林大学
11 赵泽惠 吉林大学
12 刑涛 吉林大学
13 刘雨佳 吉林大学
14 苗新遥 吉林大学
15 刘美然 吉林大学
16 杨乐 吉林大学
17 朱玮洁 吉林大学
18 林玉敏 吉林大学
19 王莹 吉林大学
20 谢梦利 吉林大学
21 孙小莉 吉林大学
22 周俊 吉林大学
23 崔兢赫 吉林大学
24 陈佳南 吉林大学
25 林妍池 吉林大学
26 马慧敏 吉林大学
27 栾凯升 吉林大学
28 魏征 吉林大学
29 刘晨 吉林大学
30 詹雅涵 吉林大学
31 盛琦 吉林大学
32 唐诗君 吉林大学
33 战铁鸣 吉林大学
34 王灿 吉林大学
35 孟然 吉林大学
36 李路阳 吉林大学
37 李婧 吉林大学
38 张苏平 吉林大学
39 张琼 吉林大学
40 李诗瑶 吉林大学
41 曹珊 吉林大学
42 王庆红 吉林大学
43 郭香玲 吉林大学
44 徐坤 吉林大学
45 陈俊达 吉林大学
46 姜小艺 吉林大学
47 吕金璐 吉林大学



48 任钰 吉林大学
49 丁玉涵 吉林大学
50 相思琦 吉林大学
51 韩琳 吉林大学
52 刘洞天 吉林大学
53 刘雅倩 吉林大学
54 徐晨昱 吉林大学
55 许晓婕 吉林大学
56 卢琳 吉林大学
57 于文彧 吉林大学
58 王思琪 吉林大学
59 张雨晴 吉林大学
60 高雅 吉林大学
61 仝玉叶 吉林大学
62 连一蔓 吉林大学
63 傅竞娴 吉林大学
64 高远 吉林大学
65 杨美馨 吉林大学
66 周晗 吉林大学
67 张瑞瑞 吉林大学
68 朱研婷 吉林大学
69 蔡燕 吉林大学
70 韩树芳 吉林大学
71 贾怡 吉林大学
72 董丹阳 吉林大学
73 陈喜郡 吉林大学
74 胡泽丹 吉林大学
75 耿思远 吉林大学
76 王佳琦 安徽大学
77 王一彤 安徽大学
78 陈玲 安徽大学
79 张栋凯 大连理工大学
80 王芷慧 大连理工大学
81 张思薇 大连理工大学
82 刘安琪 大连理工大学
83 于萌 大连理工大学
84 陈雅楠 东北大学
85 裴培 东北大学
86 申一芬 东南大学
87 杜伟桐 黑龙江大学
88 李宇 黑龙江大学
89 李鑫杰 黑龙江大学
90 史白雪 湖南大学
91 柳祎依 湖南师范大学
92 罗景文 兰州大学
93 杨万凡 兰州大学
94 王小米 兰州大学
95 李宁卉 辽宁大学



96 李思佳 厦门大学
97 阎一宁 山东大学
98 周东鹏 山东大学
99 张家琪 山东大学 
100 张歌 四川大学
101 檀一迪 四川大学
102 沈畅 天津大学
103 申小豪 西安交通大学
104 茹珂楠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105 宋飞龙 西北政法大学
106 李鲜艳 西北政法大学
107 范艳 西北政法大学
108 许智慧 西北政法大学
109 肖湘 西北政法大学
110 查宇星 西南政法大学
111 李若琳 郑州大学
112 姜盈帆 郑州大学
113 郑浪晴 郑州大学
114 王佶行 郑州大学 
115 邓百合 中国海洋大学
116 范玉颖 中国海洋大学
117 李昱音 中国海洋大学
118 李一楠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19 周凯彬 东北农业大学
120 魏均一 宁夏大学
121 王楷文 东北农业大学
122 张馨元 贵州大学
123 游雪妍 东北林业大学
124 孙玉衡 哈尔滨工程大学
125 肖杨钟 华南师范大学
126 李嘉彦 华南师范大学
127 季晨佳 西南大学
128 张璇 内蒙古大学
129 张鐘月 延边大学
130 吴金玲 延边大学
131 张雅文 北京林业大学
132 严欣尉 东北农业大学
133 杨露 黑龙江大学
134 赵浩然 黑龙江大学
135 刘琮 湖南大学
136 解桂慧 湖南大学
137 陈艳艳 华中师范大学
138 周若雯 辽宁大学
139 闫梦蕾 辽宁大学
140 丛心怡 辽宁大学
141 王宇卓 辽宁大学
142 李银丽 山东大学
143 边慧青 石河子大学



144 黄梦茜 四川农业大学
145 胡颖宸 西北政法大学
146 武嘉仪 延边大学
147 曹津瑞 延边大学
148 孙鹏远 郑州大学
149 王渤菡 郑州大学
150 刘云 中国农业大学
151 王伟娜 中国石油大学
152 旋桐 中央民族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