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校 收件人 快递单号

安徽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张展 817263061267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 虞雅雯 817109137503

安庆师范大学 王志强 816559024963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袁鹏 817109133468

北京联合大学 马丽仪 816559025086

北京联合大学 李慧 817263061476

大连理工大学 戴凤英 817263061272

大连外国语大学 刘鑫 817109137497

大连职业技术学院 原浩雯 817109133495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张强 817263061375

东北大学 满森 817109137409

东北大学 黄世财 817263060307

东北农业大学 马力 816091499829

广安职业技术学院 孔新海 817263060118

广东白云学院 阮浩斌 817263060965

广东白云学院 张瑞城 817263061352

广东白云学院 佘桂泰 817263062837

广东白云学院 廖胜军 817263061142

广东财经大学 庄旭东 817263061202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沈少萍 817263062869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刘博安 817263060180

广东工业大学 潘榕 817263060284

广东海洋大学 余昱昕 817263060906

广东海洋大学 李志 817263061349

广东金融学院 李智霖 817263061362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张德良 817263061044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王艳芳 817263061217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杨秀萍 817109135770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朱梓熙 816559025014

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 肖乐萍 817263062984

广东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吴君豪 816559025156

广西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黄柳萍 817263062893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孟昉 817263061005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郭长媛 817109135697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周海燕 817109135726

广州航海学院 金柏宇 817263060161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 庄鉴涛 817263063108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 廖永浩 817263060024

快递为圆通快递，如没有找到自己学校的参赛者们，请发邮件到竞赛官方邮箱

jingsai@tipdm.com咨询。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 郑桂荣 817109135801

广州中医药大学 罗晓牧 817263061491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信息科技学院 何荣荣 817263060270

韩山师范学院 刘波 817109133438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迟剑 817263061138

河海大学 王孟禹 816559025141

河南大学 张元博 817263063142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 肖雅芳 817109137426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张尹 817263062885

湖南科技职业学院 张群慧 817109133348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张茁 817263060179

华北理工大学 李春虎 817109135009

华南师范大学 黄锐珊 817109137438

华南师范大学 许守鑫 817263063240

华南师范大学 朱佳 817109133399

华侨大学 赵凯 817263061442

惠州学院 聂维琳 817263061465

暨南大学 叶欣婷 817263061500

暨南大学 侯雅文 817263061314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刘俊 817263063298

江苏大学 王桂梅 815410427233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张凡 817263060940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付来威 817263062993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陈伟伟 817263063178

江西财经大学 温文媖 817263060045

荆州职业技术学院 薛思军 817263063333

柳州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黄德福 817263061220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邓奎彪 817263060150

陆军装甲兵学院 林博 817263062900

南昌航空大学 陈昊 817109137369

南昌师范学院 龚璨昱 817263061407

攀枝花学院 陈尧 817263062876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潘春燕 817109135708

青岛黄海学院 张春梅 817109135637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赵文启 817263063386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 林智章 817263061286

山东管理学院 房晓南 817263061437

陕西工商职业学院 刘晓丹 817263063418

陕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陈辉 817263060063

汕头大学 郭俊诚 817263060897

汕头大学 熊文静 817263063068

上海电子信息学院 肖佳 817109135653



上海建桥学院 孟晓龙 817263063252

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杨威 816559025176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庞忠迅 816559025071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张健 817263061297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汪洋 817263062850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杨进辉 817263063316

武汉学院 龚鸣敏 817263062953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刘超 817263063355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张莉彬 817263064914

西京学院 郭心怡 817263064842

西京学院 刘晓东 817263064752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 陈婷 817263060258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牟仕辉 817263063475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朱景伟 817263064797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戴新建 817263061123

浙江大学 徐天宇 817263064782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杨凡 817263062942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李义强 817263064827

浙江科技学院 陈晓霞 817263063054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周敏 817263063508

重庆商务职业学院 武超茹 817263063116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张静 817263063830


